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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八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數學教學工作坊 議程 

日期：2016年 05月 14日─15日(星期六、日)  地點：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求真樓 

第一天(2016/05/14)(星期六) 

時間 Time 項目 Program 

08：00~08：30 
報到 Registration 

地點：求真樓一樓 

08：30~09：10 

開幕與頒獎 Opening Ceremony & Awards ceremony 

地點：求真樓一樓音樂廳(K101) 

主持人：王如哲校長 

09：10~10：40 

專題演講(一)：Keynote Speech (1) 

主題：Transform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with Technology Development. 

主講者：Dr. Zhonghe Wu (National University, Costa Mesa, U. S. A.) 

地點：求真樓一樓音樂廳(K101) 

主持人：王曉璿院長 

10：40~11：10 茶敘 Morning Tea Break   地點：求真樓一樓大廳 

11：10~12：30 

論文發表 A  Paper Presentation (A) 

A-1 A-2 A-3 

主題：中學數學教學與學習 

地點：求真樓 6樓 K602 

主持人：林盈甄教授 

主題：數學文本閱讀理解 

地點：求真樓 6樓 K603 

主持人：鄭英豪教授 

主題：數學學習素材與活動設計 

地點：求真樓 6樓 K604 

主持人：楊德清教授 

12：30~13：30 
午餐 Lunch 

地點：求真樓一樓大廳 

海報發表 Post Presentation 

地點：求真樓一樓大廳 

13：30~15：00 

專題演講(二)：Keynote Speech (2) 

主題：針對日本小學中學數學科教師培育/教法的現況與課題 

主講者：Dr. 加藤 久恵(兵庫教育大學)、Dr. 川內 充延(兵庫教育大學) 

地點：求真樓一樓音樂廳(K101) 

主持人：林碧珍教授 

15：00~15：30 茶敘 Afternoon Tea Break   地點：求真樓一樓大廳 

15：30~17：10 

論文發表 B  Paper Presentation (B) 

B-1 B-2 B-3 B-4 

主題：數學教師專 

業知能探討 

地點：求真樓 6樓

K602 
主持人：劉曼麗教授 

主題：不同族群數 

學學習 

地點：求真樓 6樓 

K603 

主持人：施皓耀教授 

主題：大專生數學 

教學與學習 

地點：求真樓 6樓 

K604 
主持人：柳賢教授 

主題：大專生數學 

專題研究 

地點：求真樓 6樓 

K605 
主持人：羅豪章教授 

17：1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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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2016/05/15)(星期日) 

時間 Time 項目 Program 

08：30~09：00  報到 Registration 

09：00~10：30  

專題演講(三)：Keynote Speech (3) 

主題：Creating Classrooms That Produce Powerful Mathematical Tthinkers. 

主講者：Dr. Alan Schoenfel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U.S.A.) 

地點：求真樓一樓音樂廳(K101) 

主持人：李源順教授 

10：30~11：00  茶敘 Morning Tea Break   地點：求真樓一樓大廳 

11：00~12：20  

論文發表 C  Paper Presentation (C) 

C-1 C-2 C-3 

主題：學習成就極端學生
的數學學習 

地點：求真樓 6樓 K602 
主持人：吳昭容教授 

主題：數學教科書研究 

地點：求真樓 6樓 K603 

主持人：鍾靜教授 

主題：不同取徑的數學教學 

地點：求真樓 6樓 K604 

主持人：劉祥通教授 

12：20~13：30  
午餐 Lunch  

地點：求真樓一樓 

臺灣數學教育學會會員大會 

地點：求真樓一樓演講廳(K107) 

主持人：李源順教授 

13：30~14：50 

論文發表 D  Paper Presentation (D) 

D-1 D-2 D-3 

主題：數學教材與教學 
研究 

地點：求真樓 6樓 K602  
主持人：楊凱琳教授 

主題：數學教師專業發展 

地點：求真樓 6樓 K603 

主持人：梁淑坤教授 

主題：數學學習重要性探討 

地點：求真樓 6樓 K604 

主持人：許慧玉教授 

14：50~15：20  茶敘 Afternoon Tea Break   地點：求真樓一樓大廳 

15：20~16：20  

數學教學工作坊 I：數學補救教學設計工作坊 

地點：求真樓一樓演講廳(K107) 

主持人：陳嘉皇教授 

分享教師： 

1.林美曲老師（苗栗縣頭份市信德國民小學） 

2.王士信老師（臺中市北屯區東光國民小學） 

與談教師：魏士軒教授 

16：20~16：30 休息 

16：30~17：30 

數學教學工作坊 II：活化教學動手做數學工作坊 

地點：求真樓一樓演講廳(K107) 
主持人：謝闓如教授 
分享教師：魏麗枝老師（臺中市南屯區永春國民小學） 

與談教師：林原宏教授 

17：30~17：40  閉幕式 

17：3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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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A場次 

日期 場次 
主題 

名稱 

論文

編號 
作者 論文名稱 

5/14 

(六) 

11:10 

│ 

12:30 

A-1 
中學數學教

學與學習 

1 范欣茹、李心儀 
了解含有隱藏問題的數學問題－一位

研究生的個案研究 

2 
沈明勳、左太政、

劉嘉茹 
數列規則解題歷程之表徵轉換探討 

3 
許子弘、陳明璋、

李俊儀 

學生自學、教師教學與成就水準對學

生數學學習態度與成效及認知負荷之

影響－以國中數學圓與角單元為例 

A-2 
數學文本閱

讀理解 

1 蘇意雯、林美媛 
提升國小低學習成就學生數學閱讀學

習成效之研究 

2 張淯僑、許慧玉 
四年級國小學生對四邊形幾何圖文順

序閱讀理解之研究 

3 宋筱玲、許慧玉 
國小數學教科書分析：以線對稱圖形

單元為例 

A-3 

數學學習素

材與活動設

計 

1 
顏錦偉、李韶瀛、

柳賢 

國中生數學合作解題的認知運作與互

動歷程之探討 

2 朱珮菁、謝闓如 

數學繪本教學在國小四年級學生長方

形和正方形周長與面積學習成效之研

究 

3 江佩儒、陳嘉皇 
二年級學童正整數乘法概念學習軌道

任務設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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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B場次 

日期 場次 
主題 

名稱 

論文

編號 
作者 論文名稱 

5/14 

(六) 

15:30 

│ 

17:10 

B-1 
數學教師專

業知能探討 

1 

Iwan A.J 

Sianturi、
Der-Ching Yang 

Textbook Analysis Selected from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Focused on 

Trigonometry 

2 

Siska Nopa 

Tambunan、 

Ru-fen Yao 

Teaching Contents and Methods of 

Linear Equation: Elementary Teachers’ 

perspective in Taiwan 

3 
Hsiu-Fei Lee、

Pi-Jen Lin 

A Review of Number and Arithmetic in 

Teacher Education 

4 李豔、林碧珍 
從數學論證觀點探討中國大陸和台灣

兩位小學教師的同課異教 

B-2 
不同族群數

學學習 

1 
方柔勻、王雅葶、

賴孟龍 

三到五歲幼兒的數量發展：連續或是

不連續發展？ 

2 陳美伶、姚如芬 
「大士爺普渡祭」之周長與面積補救

教學個案研究 

3 鍾謦安、林志鴻 
以遠距教學模式解決新住民學習困境-

以雲林縣西螺地區之新住民為例 

B-3 
大專生數學

教學與學習 

1 
余尚芸、柳賢、吳

明倫 
國中學生數學開放性問題解決之表現 

2 
李浩然、陳彥廷、

柳賢 

透過提問反思策略促進數學實習教師

在數學教學實務的轉變與成長 

3 
李韶瀛、顏錦偉、

柳賢 
專科學生於解決數學問題之建模表現 

B-4 
大專生數學

專題研究 

1 方崧丞、魏士軒 

實施以臆測為中心的國小五年級數學

幾何教學活動設計育實踐與其學習成

效之探討 

2 
周雨璇、羅豪章、

陳彥廷 

數位遊戲融入國小四年級分數單元補

救教學活動的設計與實踐：學生學習

成效的探討 

3 許庭禎、陳彥廷 
數學遊戲融入國小六年級補救教學之

研究：以線對稱圖形單元為例 

4 陳怡安、林原宏 
因數與倍數之數學閱讀文本發展及實

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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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C場次 

日期 場次 
主題 

名稱 

論文

編號 
作者 論文名稱 

5/15 

(日) 

11:00 

│ 

12:20 

C-1 

學習成就極

端學生的數

學學習 

1 林素微 
數學低成就學生表現與師生關係特徵

的探討 

2 連薏絜、徐偉民 
國小六年級資優生數學建模歷程之個

案研究 

3 
 

李秀妃 
特教教師分數布題表現 

C-2 
數學教科書

研究 

1 李佳容、楊德清 
臺灣、芬蘭與新加坡國小高年級數學

教科書小數單元之比較 

2 陳杏春、楊德清 
美國、芬蘭、台灣小學數學教科書問

題表徵方式之比較研究 

3 陳威良、楊德清 
台灣與新加坡國小六年級數學教科書

推理與證明應用之比較 

C-3 
不同取徑的

數學教學 

1 李英、林原宏 
想與玩數學幼童幾何主題操作性課程

教學對幾何概念提昇效益之研究 

2 林芥菱、林原宏 
數學史情境之幾何閱讀文本與學童理

解表現之研究 

3 陳姿雅、林原宏 
數學史融入數學閱讀文本與學童建構

表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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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D場次 

日期 場次 
主題 

名稱 

論文

編號 
作者 論文名稱 

5/15 

(日) 

13:30 

│ 

14:50 

D-1 
數學教材與

教學研究 

1 曾坤教、徐偉民 
台灣與俄羅斯國小數學教科書幾何教

材之分析比較 

2 林仕偉、李源順 
國中畢氏定理教學評論之研究 –在職

教師與師培者之評論 

3 
吳鴻忠、鄒政憲、

施淑娟、楊為泓 

台灣中學生之數學領域合作問題解決

行為序列分析初探 

D-2 
數學教師專

業發展 

1 施皓耀、周忠強 
一位大學數學教師在合法周邊參與教

師專業發展的反思 

2 
吳姍珊、施皓耀、

周忠強 
差異化教學策略之研究 

3 
陳冠穎、周忠強、

施皓耀 

探討國中在職教師參加教師數學知識

專業發展後對其數學知識詮釋及教學

之影響 

D-3 
數學學習重

要性探討 

1 林素微 
主觀規範型態與社經優勢學生數學表

現的關聯探討 

2 張雅淇、黃一泓 自我解釋類型對學習成效之影響 

3 陳煜翔、王瑞壎 各行各業所需的數學概念分析 

 

  



2016年第八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數學教學工作坊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6The Eighth ICTME and Workshop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XI 

海報發表 

論文 

編號 
作者 論文名稱 

P1 黃緯宏、林廷香 
教師在比例概念的數學教學實踐：一位國小六年級教師「對學生的

解題成果加以檢討」之分析 

P2 吳宜儒、曾榮華 
資訊科技融入國小六年級數學領域教學之初探性研究─以圓形圖

為例 

P3 簡靖樺、李心儀 學生了解數學問題階段影響解題歷程研究-以國小三年級學生為例 

P4 孫家毅、陳彥廷 社會性科學新聞情境中七年級學生論證能力之探究 

P5 盧志豪、陳彥廷 五年級學童在學校本位數學學習步道的學習表現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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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含有隱藏問題的數學問題－一位研究生的個案研究 

 
 范欣茹 1 李心儀 2

  
1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 jeng057@gmail.com 

2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 sylee@utaipei.edu.tw 

 

摘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一位未來想成為國小老師的研究生其了解含有隱藏問

題的數學問題之困難，並幫助他解決此困難。為達到研究目的，研究者採用訪談

法，設計了 2 題含有隱藏問題的數學問題，先讓受訪者自行運算，研究者再根據

Polya 提出有關了解問題的提示從旁協助，並在過程中透過訪談，以了解受訪者

了解問題的困難。研究結果發現：在本研究設計之數學問題情境下，1.受訪者對

於了解有關利潤與成本的隱藏問題較無概念。2.受訪者對於了解有關幾何類型的

隱藏問題較能直接找出。3.使用 Polya 提出有關了解問題的提示，能有效幫助受

訪者了解問題。 

 

關鍵字：了解問題、隱藏問題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教育部修正發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帅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辦法」部分條

文，從 103 年度起教師資格檢定考的國小師資類科，加考「數學能力測驗」，包

括普通數學及數學教材教法。主要考量目前國小是包班制，導師會教到數學科，

希望能全面提升國小老師的數學教學知能（陳祥麟，2012 年 10 月 13 日）。由此

可見教師的數學基本概念及教學生數學的能力已備受重視，然而卻可能仍有部分

未來想成為國小老師的人，對於數學的解題概念不甚了解。 

有鑑於此，研究者探討 Polya（1945）提出怎樣解題的理論，並結合第一階

段的了解問題與馬秀蘭、吳德邦譯（2009）談到題目中的隱藏問題，且找來一位

未來想成為國小老師的研究生做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了解其了解問題的困

難，以及幫助他解決此困難，因此研究者根據受訪者的數學程度，改編自姚碩

（2012）收錄之各縣市教師甄詴數學詴題中的其中 2 題，並依據文獻探討，將題

目設計成具有隱藏問題的題目類型，接著於訪談過程中，嘗詴運用 Polya（1945）

提出有關了解問題的提示從旁協助，進而幫助他了解問題與解決問題。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一位未來想成為國小老師的研究生其了解含有隱藏問題的

數學問題之困難，並詴著幫助他解決此困難。 

三、名詞釋義-隱藏問題 

本研究將隱藏問題定義為：某些數學題目中不只有一部分的問題，可從題目

中分析出未直接寫出來，卻必須先找到答案的問題，即為隱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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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為了解受訪者了解問題的困難，探討有關 Polya（1945）提出怎樣解

題的理論，並將第一階段了解問題的提示與馬秀蘭、吳德邦譯（2009）談到題目

中隱藏問題的意涵相結合，以便設計出合適的問題來了解其困難並給予協助，以

下將分別詳述之。 

一、怎樣解題 

Polya（1945）針對怎樣解題提出四個階段的問題解決模組，分別為：了解

問題、訂定計畫、實踐計畫，以及最後的回顧。茲將此四階段可給予的提示詳述

如下（蔡坤憲譯，2006）： 

（一） 了解問題 

未知數與已知數分別為何？題目中已知的條件是什麼？這些條件是否

能夠求得未知數？是否太多或太少？或是彼此之間是否有矛盾？詴著用圖

畫來呈現，並引入適當的記號或是符號，再詴著把條件的各個部分分開，並

且寫下來。 

（二） 訂定計畫 

你有沒有看過類似的或是相關的題目？你是否知道有什麼定理是可以

用得上的？仔細看題目中的未知數，你是否知道其它具有相似或相同未知數

的問題？現在這裡有一個與你現在的問題有關，且為你以前解過的問題，你

能不能利用它的解決方法或是結果，並引入適合的輔助元素，來幫助你解決

現在的問題？接著，你能不能把題目重新敘述一遍？或是用不同的方法再說

一次？再回到定義去看看。 

如果你無法解決現在的問題，詴著先解決一些相關的問題，像是一些比

較一般性或是特殊性的問題，你能解決這些問題中的一部分嗎？只考慮已知

條件的某個部分，先捨去其它部分，再看看對於真正的未知數能夠確定到什

麼程度，還能夠有哪些變化？你可以從已知數中找到什麼有用的線索？如果

需要的話，你能否改變未知數或已知數，或是同時改變二者，來讓它們可以

更接近一些？最後再看看你是否已經使用到所有的已知數與已知條件，以及

是否已經考慮到包含在問題中的所有必要的概念？ 

（三） 實踐計畫 

在經過上一步的訂定計畫之後，接著就要實現你的解題計畫，並仔細檢

驗每一個步驟。你能不能清楚看出每步驟都是正確的？你能不能證明每步驟

都是正確的？ 

（四） 回顧 

最後，你能夠驗證你的答案與解題過程嗎？你能否用不同的方法求得相

同的結果？能不能一眼就看出結果？你能不能把這個結果或是解題方法，應

用到其它的問題上？ 

二、題目中的隱藏問題 

 馬秀蘭、吳德邦譯（2009，頁 164）指出「有些問題不只有一部分，在你解

決問題之前，必須先找到隱藏的問題。」，也就是說，有些問題必須分析出隱藏

的問題，先求得之後，才能進一步解出題目要的結果。Polya（1945）提出的問

題解決模組中的第一階段─了解問題中的「詴著把條件的各個部分分開，並且寫

下來。」，這個提示用在具有隱藏問題的數學問題時，可幫助我們將題目中的隱

藏問題，以及待求的問題分開寫下來，以幫助我們釐清問題，進而能夠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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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關於隱藏問題的意涵，邵慰龍（1983）亦指出欲幫助兒童增進對於文字題

的理解之方法，必須讓他們寫出題目中隱藏的問題，而隱藏問題即為題目中未直

接寫出來的問題，但是在解題的時候，要先找出這個隱藏的事實，才能夠求得結

果。 

綜上所述，本研究欲探討有關了解含有隱藏問題的數學問題，即為幫助受訪

者在解決某些問題之前，先從數學問題中分析出題目中未直接寫出，卻必須先找

到的隱藏問題，並找出此隱藏的事實後，才能繼續解決問題。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為了解含有隱藏問題的數學問題－一位研究生的個案研究。以下將分

別針對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使用的研究工具，以及採用的研究方法詳述之。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碩士班一年級的學生，經過事前訪談，了解該生對於國

小程度的題目較得心應手，無論是幾何、統計、數論等，原則上都沒問題。至於

從國中到高中以後，只有基本的題型還做得出來，面對較困難的題型，主要是不

知道要怎麼列式子，且其上了國中之後的數學成績一直很不理想，也不會針對不

懂的問題去釐清其解決方法，總是抱持著考過就算了的想法，後來自從進入大學

之後，也就很少接觸國中以上程度的數學題。 

但是他以後的志願是要成為一名國小老師，必須先通過教育學程的考詴，以

取得師資生的資格，並修讀相關課程、實習、通過含有數學測驗的教師檢定與教

師甄詴，才能順利當上正式的國小教師。為了解其了解問題的困難，以及幫助他

解決此困難，因此研究者採用立意取樣的方式挑選出該生做為受訪者。 

二、研究工具 

研究者根據受訪者的數學程度（約為國中程度），改編自姚碩（2012）收錄

之各縣市教師甄詴數學詴題中的其中 2 題，並依據文獻探討，將題目設計成具有

隱藏問題的題目類型。 

題目設計如下： 

（一） 有一支智慧型手機之定價為 6000 元，打九折出售後業者尚有 20%之利

潤，若打八折出售，則業者有幾元的利潤？ 

（二） 姐姐有一個長方體的禮物盒，已經知道禮物盒的長為 8 公分，高為 4

公分，表面積是 112 帄方公分，則其體積是多少立方公分？ 

三、半結構式訪談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法，主要依據研究者設計的二個問題讓受訪者先自

行運算，再進行訪談，並會依據受訪者當下的反應而適時提出不同的問題，以澄

清其反應或是得到更多的資訊。訪談過程採一對一的方式進行，且將訪談資料轉

為逐字稿。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法，欲探討受訪者對於了解含有隱藏問題的數學問

題之困難，並詴著於訪談過程中給予提示以從旁協助其解決問題的困難，茲將研

究結果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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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利潤與成本的隱藏問題 

 第一題的已知條件為「有一支智慧型手機之定價為 6000 元，打九折出售後

業者尚有 20%之利潤」，未知為「若打八折出售，則業者有幾元的利潤？」，隱藏

問題為「此支智慧型手機的成本」，也就是必須先算出成本，才能繼續求得題目

所求打八折出售之後的利潤。 

受訪者在一開始自行運算時，對於第一題有關

利潤與成本的計算相當苦惱，只寫了 6000×0.9 與

6000×0.8的直式，以及用定價打完九折的錢乘以0.2

的直式（如圖一所示），可見受訪者對於利潤與成

本的概念似乎並不了解，且受訪者在確定這是屬於

要計算跟錢有關的問題後，就選擇直接放棄，跳至

下一題。 

接著由研究者從旁提示，受訪者才逐漸求出答案。經研究者整理，將第一題

幫助受訪者發現隱藏問題的訪談逐字稿分為原案 1-1、1-2、1-3 與 1-4 呈現與說

明如下： 

原案 1-1 

題目：有一支智慧型手機之定價為 6000 元，打九折出售後業者尚有 20%之利潤，若打

八折出售，則業者有幾元的利潤？ 

研究者：A    受訪者：B 

A:好，你看到這個題目你知道哪些條件？ 

B:恩…定價。 

A:定價，還有呢？ 

B:他打了九折後還有 20%的利潤。 

A:然後題目要求的是什麼？ 

B:8%（口誤） 恩…八折以後還有多少元的利潤。 

由以上的逐字稿可以看出，研究者先依據 Polya（1945）提出有關了解問題

的提示提問，詢問受訪者從題目可以知道哪些條件，發現受訪者能回答出題目中

的已知為：定價、打了九折後還有 20%的利潤。接著研究者問受訪者題目所求為

何，他也有說出是八折以後還有多少元的利潤，可見受訪者能夠從題目讀出已知

條件與未知數。（如原案 1-1） 

原案 1-2 

A:你覺得你現在知道定價，知道這個（指打九折後尚有 20%的利潤），然後他們可以怎

麼去計算，然後最後可以得到這個？（指題目要求的打八折後尚有幾元的利潤）你覺

得可以怎麼做？ 

B:恩…我不知道，好吧！讓我想一下，我不會！ 

A:恩…好吧，那你知道利潤是怎麼算出來的嗎？  

B:恩…喔，我知道，用賣出去的錢減掉… 

A:減掉什麼？ 

B:恩…成本 

但研究者進一步詢問受訪者認為根據這些已知的條件，接下來可以怎麼做

時，他卻表示他不會。而研究者從受訪者先前自行運算的過程中，發現他對於利

潤與成本的概念似乎並不了解，於是在接下來的訪談，研究者首先問受訪者是否

知道利潤是如何得出的，結果他能說出是用賣出去的錢減掉成本，可見他其實知

道利潤的算法，而且也間接說出了本題要先求得的隱藏問題─成本，只是他還沒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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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發現必須先求出成本才能計算。（如原案 1-2） 

原案 1-3 

A:對，那你覺得這個 20%的利潤，指的是什麼的 20%？ 

B:什麼的 20%...恩…打九折的錢嗎？ 

A:恩…售價去扣掉成本，之後會得到利潤，那你覺得這個 20%的利潤，是用什麼去算的？

是什麼的 20%？ 

B:假如你這樣問我，那答案應該是成本的 20% 

A:所以你確定嗎？ 

B:應該...是吧！？ 

A:好，對，那你先詴著把你剛剛說的列出來。 

接著研究者再問他「這個 20%的利潤，指的是什麼的 20%？」，但受訪者卻

誤以為是定價打九折後的 20%，與其一開始自行運算的算式是一樣的，於是研究

者再重述一次利潤的意義，詴著幫助受訪者發現 20%的利潤，其實指的是成本的

20%，結果受訪者後來真的有發現，所以接下來就請他詴著把這個題目的式子列

出來。（如原案 1-3） 

原案 1-4 

B:列出來喔…恩… 

A:你先看第一個條件，定價 6000 元，那打九折後是多少？ 

B:五千四。 

A:對，那你就先寫 5400，然後扣掉成本，你可以先寫個「成」。 

B:寫個成，然後等於…（邊說邊寫） 

A:等於的話，因為售價扣掉成本會有 20%的利潤，你剛剛說這個 20%是成本的 20%，那

是不是要用成本去… 

B:乘上 20%！哦~那我知道了，等於成本乘以 0.2（邊說邊寫） 

A:對，然後呢？你看一下這個式子，詴著解解看。 

B:恩…成，給他一個框框好了。（邊說邊在「成」這個字的外圍加上方框） 

在研究者請受訪者詴著把題目的式子列出來時，受訪者看起來不太知道該如

何列式，於是研究者先請他從題目給的第一個條件來看，引導他先把定價打完九

折之後的 5400 寫下來，接著再根據上述討論，請受訪者繼續把扣掉成本的部分

寫下來，並建議他可以先用「成」這個字來呈現成本，之後受訪者對於等號右邊

應該寫什麼內容，似乎不太確定，因此研究

者繼續提示他等號右邊會呈現的是利潤，也

就是成本的 20%，受訪者便依照研究者的提

示，列出算式如圖二所示。（如原案 1-4）之

後研究者建議受訪者用未知數來表示成

本，以方便計算，並協助其解完方程式，最

後求得題目所求。 

二、有關幾何類型的隱藏問題 

 第二題的已知條件為「有一個長方體

的禮物盒，禮物盒的長為 8 公分，高為 4

公分，表面積是 112 帄方公分」，未知為「禮

物盒的體積是多少立方公分？」，隱藏問題

為「長方體禮物盒的寬」，也就是必須先算

圖三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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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寬，才能繼續求得題目所求禮物盒的體積。 

受訪者在一開始看到題目有提到表面積時，突然提出「什麼是表面積」的問

題，而且即使在確認長方體有 6 個面、表面積就是把 6 個面的面積加起來之後，

在其自行運算時，仍然只寫了 8×4×2=64 與 112-64=48 的算式（如圖三所示），可

見受訪者對於表面積的概念依然不了解，且受訪者說他覺得這題很怪之後，就選

擇直接放棄，跳至下一題。 

接著由研究者從旁提示，受訪者才逐漸求出答案。經研究者整理，將第二題

幫助受訪者發現隱藏問題的訪談逐字稿分為原案 2-1 與 2-2 呈現與說明如下： 

原案 2-1 

題目：姐姐有一個長方體的禮物盒，已經知道禮物盒的長為 8 公分，高為 4 公分，表面

積是 112 帄方公分，則其體積是多少立方公分？ 

研究者：A    受訪者：B 

A:好，我先問你，這一題你已經知道這是一個長方體的禮物盒，還有禮物盒的什麼？ 

B:長跟高。 

A:恩，長跟高，還有呢？ 

B:還有表面積。 

A:對，那你已經知道長跟高了，你現在要怎麼計算表面積？ 

B:表面積，是不是要把 6 個面都加起來？ 

A:對，那你現在要怎麼算每個面的面積？你只知道長跟高，還有什麼是你不知道的？ 

B:寬。 

由以上的逐字稿可以看出，研究者先依據 Polya（1945）提出有關了解問題

的提示提問，詢問受訪者從題目可以知道哪些條件，發現受訪者能回答出題目中

的已知為：長、高，以及表面積。接著研究者問受訪者根據題目已知的長跟高要

如何算出另一個已知條件（表面積），他有說出是要把 6 個面加起來，於是研究

者再進一步問受訪者要計算表面積時，只知道長跟高，還有什麼條件是不知道

的，結果受訪者能夠回答出此題的隱藏問題，也就是長方體的寬。可見受訪者能

夠經由研究者的提示，從題目讀出已知條件與隱藏問題。（如原案 2-1） 

原案 2-2 

A:對，那你這樣要怎麼算？ 

B:喔，我知道，用未知數！ 

A:恩，那你要用什麼？ 

B:這次來用個 Y 好了。 

A:好啊！假設寬是 Y，那你現在詴著把式子寫出來看看。 

B:好。（說完之後寫下 2×8×4＋8×Y×2=112） 

A:恩…是這樣嗎？ 

B:嗯？不是這樣嗎？不是 6 個面嗎？ 

A:你看一下這個長方體，他有幾種不同大小的面？（拿起受訪者的鉛筆盒問他） 

B:三種。 

A:對啊！所以你這裡應該要有幾種？ 

B:哦，三種，所以是再加上 4 乘以 Y 再乘以 2 才會等於 112（除了剛剛寫的之外，再寫

上這個式子，相加之後才會是 112） 

A:恩，對，那你現在繼續算算看。 

B:好。（說完之後繼續計算，並求得Ｙ= 2）耶！寬算出來了！ 

A:對，那你現在看一下題目要求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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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體積，體積的公式我會！（說完之後寫下 8×4×2= 64）是這樣沒錯吧？我應該不會連

體積都算錯吧！哈哈哈~ 

A:我看一下，長乘高乘寬，恩，對！ 

接著研究者問受訪者接下來要怎麼算，受訪者能說出可以用未知數 Y 來代

表寬，可是在列出計算表面積的式子時，卻只把長方體其中兩種大小的面積相

加，漏加了其中一種大小的面。於是研究者直接拿起受訪者的鉛筆盒，以具象化

的方式幫助受訪者了解表面積的計算方式，再鼓勵他繼續計算，才順利求出必須

先算出來的隱藏問題─寬，最後再請他回去看題目要求的是什麼，並依據題目所

求，將已求得的寬代入體積的公式，才完成這題的計算。（如原案 2-2）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根據研究結果，茲列出三點研究結論如下： 

（一） 受訪者對於了解有關利潤與成本的隱藏問題較無概念 

本研究設計有關利潤與成本的隱藏問題，但受訪者因為對於此相關概念

並不了解，因而影響其計算，也沒有直接發現第一題的隱藏問題為智慧型手

機的成本，表示其對於了解有關利潤與成本的隱藏問題較有困難。 

（二） 受訪者對於了解有關幾何類型的隱藏問題較能直接找出 

本研究設計有關幾何類型的隱藏問題，雖然受訪者於自行計算時，因為

對於表面積的計算方式有所遺忘，所以沒辦法直接發現題目中的隱藏問題為

長方體的寬，但經過研究者的提示後，受訪者除了能夠馬上說出已知的條件

為長跟高，以及表面積之外，還能說出寬是未知的條件，可見其對於幾何類

型的題目計算，可能較有概念、較容易發現其中的隱藏問題。 

（三） 使用 Polya 提出有關了解問題的提示，能有效幫助受訪者了解問題 

在一開始讓受訪者自行運算時，受訪者較難以靠自己根據題意來列式，

但在研究者根據 Polya（1945）有關了解問題的提示提問，詢問受訪者從題

目可以知道哪些條件、題目要我們求的未知數是什麼，並要求受訪者引入適

當的記號或符號後，受訪者確實能依據提示，逐步將條件的各個部分分開以

釐清問題，並列出算式。 

二、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茲分別列出本研究對於教學上的建議，以及對於未來研究的

建議如下： 

（一） 對教學上的建議 

根據研究發現，使用 Polya（1945）提出有關了解問題的提示，詢問受

訪者從題目可以知道哪些條件、題目要我們求的未知數是什麼，並要求他引

入適當的記號或符號，確實能夠有效幫助受訪者了解含有隱藏問題的數學問

題。因此，或許教師們在教導學生了解此類型的數學問題時，亦能善加運用

這些提示問句，以協助學生了解含有隱藏問題的數學問題。 

（二） 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由於本研究僅針對單一個案探討，研究結果可能會因題目及個案的特質

而有所不同，建議未來研究可以設計更多樣化，並含有隱藏問題的數學問

題，且可再針對更多不同數學程度或是不同年齡的個案進行訪談，以深入了

解不同背景的研究對象，其了解含有隱藏問題的數學問題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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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aims at investigating a graduate student who would 

like to be an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in the future to know the difficulty to 

understand mathematical problems with hidden questions, and helps the student to 

solve it. To achieve the research purposes, the researcher interviews with the student, 

and develops two mathematical problems which have hidden questions. In the 

interview process, the student does the mathematical problems first, and then 

researcher helps the student with Polya’ s hints of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 and to 

know the student’ s difficulty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 The results found, with the 

mathematical problem context, first, the student have no idea about the hidden 

questions in profits and costs problems. Second, the student can find out the hidden 

questions in geometric problems easier. Third, using the Polya’ s hints of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s can help the student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Keywords：understand the mathematical problems, hidden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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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擬提出三階段數學解題歷程模式，涵蓋問題表徵、問題解決以及回顧

答案階段，本研究主要在於針對學生進行不同運算規則之數列問題解題時，在問

題表徵和問題解決階段之表徵轉換探討。本研究選取 30 位理工科大學生進行實

驗，收集質性晤談資料和量化眼動數據資料進行交叉比對，歸納學生在不同數列

規則蘊含之數列問題解題時，當提取不同計數策略知識之即時眼動模式，透過眼

動模式差異探討其思考歷程之表徵轉換差異情形。 

 

關鍵字：數列規則、解題歷程、表徵轉換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從 1930 年代至今，解題一直是數學教育學者和心理學學者積極研究的重要

議題之一，隨著心理學理論的發展與影響，數學解題研究由結果取向轉變為歷程

取向之探討，並開始一系列數學解題歷程的相關研究。NCTM (1989) 在中小學

數學課程與評量標準中提出「表徵是溝通和思考的重要工具」，從 2000 年更進一

步把表徵從溝通範疇中獨立出來，以突顯其在數學教育上的重要性，不同數學問

題需要不同的表徵類型進行表徵，李俊彥 (2004) 指出學生若能以不同表徵類型

表達同一數學概念，或在不同表徵類型間自由轉換，那就表示學生已經完全理解

此一數學概念。因此，表徵轉換在數學解題和學習成效的評量上極具重要性 (黃

月平，2004)。 

由此看出，探討數學解題之表徵轉換將是重要的課題，數學解題歷程係指在

解答數學問題時所需之程序步驟，相關學者對於數學解題歷程之探討多從解題階

段、後設認知、認知心理學理等理論為依據，以研究解題者解題歷程之差異。本

研究提出結合 Polya、Schoenfeld 和 Mayer 之理論模式，從表徵監控觀點提出三

階段數學解題歷程模式。再者，多數研究數學表徵的轉換皆在於外在表徵之探

討，而未涉及內在表徵之想法，然而研究者認為內在表徵的心智思考歷程直接影

響了外在表徵的表現，兩者之間必然有著一定的對應關係。本研究所提之表徵轉

換將特別針對內外在表徵轉換之細微變化過程進行探討。但是，內在表徵的過程

在過去無法被有效探知或觀察 (Johnson-Laird, 1983; Kosslyn, 1980; Paivio, 1986; 

Palmer, 1978; Rosen, 1975; Shepard, 1978)，Kaput (1987) 也提出了內在表徵型式

的分類，但在數學解題相關研究上卻無法有效地進行探討。 

因此，本研究預計使用眼動追蹤技術試圖探究數學解題歷程中之表徵轉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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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試圖找到內在表徵歷程之可觀察現象。近年來學界逐漸將眼動追蹤技術被視

為一種可自然且即時探討認知思考的重要工具，在教育研究上的眼動研究可以用

來幫助瞭解科學學習或問題解決 (劉嘉茹、侯依伶，2011；韓承靜、蔡介立，

2008)，眼動追蹤儀器已大量地使用在不同研究主題上，並藉由各種眼動指標以

推論個體當下的內在認知歷程狀況，以探討個體於問題解決的認知思考歷程為

何。因此，眼動儀在此展現其優勢，它可在時間與空間向度上提供了不同的眼動

指標來幫助問題解決研究瞭解更多 (Knoblich, Ohlsson, & Raney, 2001; Liu & 

Shen, 2011)。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主要針對學生進行不同運算規則之數列問

題解題時，在問題表徵和問題解決階段之表徵轉換探討。預期藉由學生解不同數

列規則之數列問題時，使用眼動儀同步收集解題者的眼動軌跡歷程，輔以事後晤

談質性資料的交叉比對，歸納出學生解不同問題類型之數列問題時，不同運算策

略產生的不同眼動模式，而眼動規機歷程將可反映數學解題歷程之表徵轉換情

形。 

貳、文獻探討 

一、三階段數學解題歷程模式 

美國數學教師協會(NCTM, 1989)中小學數學課程與評量標準(Curriculum 

and Evaluation Standard for School Mathematics) 中指出「數學即解題」，明白表示

數學解題是一個重要的數學學習過程。在我國現行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也明文列

出「培養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教育部，2003)。從最早由 Polya (1945) 提

出之解題歷程四步驟:瞭解問題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擬定計畫 (devising a 

plan)、執行計畫 (carrying out the plan)、回顧答案 (looking back)，一直廣泛地被

沿用至今；再者，數學教育學者 Schoenfeld (1985) 在其所著「數學解題」

(Mathematical problem solving) 一書中，強調數學解題需考慮四個成分：資源 

(resources)、捷思 (heuristics)、控制  (control)、及信念系統  (belief system)。

Schoenfeld (1992) 更從控制的觀點，將解題歷程區分為讀題、分析、探索、計畫、

執行、驗證、等階段，此解題歷程之階段區分更加細緻，將瞭解問題細分為讀題、

分析與探索，而計畫和執行則與 Polya 的擬定計畫和執行計畫一致，但 Schoenfeld

在此兩階段特別強調自我控制的觀點，強調計畫階段需擬定解題計畫並自我檢視

計畫與問題解決是否有關，以及自我評估計畫是否適當性；而執行階段則強調解

題者於執行計畫時應自我檢視是否依擬定之計畫進行；最後，驗證階段則強調解

題者自我檢視答案是否合理或正確，其與 Polya 的回顧答案階段相同。上述比較

可發現 Schoenfeld 特別強調了問題解決時，解題者的自我檢視之控制成分將伴隨

著解題歷程且居於關鍵地位 (Schoenfeld, 1992)。因此，從心理學的後設認知概

念來看，說明解題者如何從控制觀點進行自我監控、調整和修正解題的認知歷

程，使解題獲致成功的結果。進而從心理學取向之解題歷程觀點來說，Mayer 

(1987) 以認知心理學問題表徵和訊息處理論的觀點進行探討，強調解題者在解

題歷程中如何將問題敘述轉換成數學運算敘述。Mayer (1992) 進一步提出應將解

題歷程分為問題表徵 (problem representation) 和問題解決 (problem solving) 兩

大階段，每個階段各自包含二個子步驟:問題表徵階段包含轉譯和整合，將涉及

基模知識、語言知識和語意知識的提取；問題解決階段包含計畫監控和解題執

行，則涉及策略知識和程序知識的提取。由此看來，Mayer 所提之解題歷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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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跨了階段型和認知成份兩類型，並闡述了解題歷程之不同階段將涉及不同的知

識類型。 

綜合上述，Polya (1945) 開始將解題歷程分階段區分，將數學解題從結果分

析轉向歷程階段分析，開始了數學解題模式的初始探討。再從 Schoenfeld (1985)

後設認知觀點思考，提出後設認知的控制成分在解題歷程中自我監控的關鍵地

位，最後從認知心理學觀點思考，Mayer (1992) 強調涉及心理表徵或思考歷程之

探討，關注於解題所需具備的相關知識提取，每個解題歷程所需知識並不相同，

強調解題不只是解出正確答案，而更應重視解題是一種內在思考的心理活動過

程，解題者是否在特定的策略或步驟中，進行特定的內在知識提取和思考歷程。

基於上述想法，本研究提出「三階段數學解題歷程模式」，其結合 Mayer 之問題

表徵和問題解決階段，強調 Schoenfeld 之控制成份進行解題時之表徵監控，表徵

監控則在於強調解題者在不同階段自我監控所相關知識類型提取，並重新納入

Polya 之回顧答案階段於解題歷程模式中，成為本研究之三階段數學解題歷程模

式，如下圖 1 所示。 

 
圖 1 三階段數學解題歷程模式 

 

本研究之「三階段數學解題歷程模式」涵蓋 Mayer 和 Polya 的解題歷程階段，

將解題歷程簡化為三階段，並且強調解題者在解題歷程中之自我監控解題過程之

表徵監控，解題歷程中涉及不斷地表徵轉換，當解題者進行表徵轉換同時將進行

不同知識類型的提取。問題表徵階段在於理解問題和整合相關概念，因此心智運

作與語言、語意和基模知識有關；問題解決階段則在於計畫擬定和計畫執行，因

此心智運作與策略和程序知識有關；回顧答案階段則在於使解題者驗證答案之正

確性，因此心智運作將涉及所有知識類型。此「三階段數學解題歷程模式」將作

為後續研究之基礎架構，由此模式進一步探討數學解題歷程之表徵轉換情形。 

二、內外在表徵轉換 

學生從看到數學問題開始，就開始對問題進行內在表徵的認知思考，充分瞭

解數學問題的情境或目的後，開始透過不同的表徵方式進行解題，待獲得正確答

案為止。Duval (2000) 就提出「沒有表徵，就沒有知識」，學生概念的理解必須

從表徵開始。McKendree 等人 (2002) 也表示表徵對個體而言是一種思考的工

具，表徵的能力是一種以個人有意義的方式建立和轉換訊息的流暢能力。當數學

學習或數學解題從表徵觀點進行探討，需真正關注其在於歷程中的表徵轉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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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過程中涉及內在表徵和外在表徵間的轉換，整體過程反應了解題者的認知思

考。本研究認為內在表徵的認知思考結果影響了外在表徵的表現，兩者之間如何

有效對應與轉換將是數學解題是否成功的關鍵。多數研究者皆認為國小學童在符

號或圖像表徵間的表徵轉換能力，將影響數學概念形成或數學解題之表現 (陳麗

婷，2005；鄭寰文，2005；彭嘉妮，2007)；而在國高中學生數學解題表現方面

的研究，相關研究也聚焦於探討不同表徵類型於解題表現之探討(胡惠茹，

2009；葉明達，2000)。從上述相關在不同學齡階段的相關研究中發現，其共通

點皆在於聚焦於探討數學概念之外在表徵轉換能力，但尚未探討到內外在表徵轉

換的關聯。 

而研究者認為內外在表徵是否成功轉換才是表徵是否成功的關鍵因素。從

Lesh, Post, Behr 與 Silver (1987) 強調數學表徵系統之表徵轉換來說，可看出其觀

點皆在於不同外在表徵類型之轉換，而未涉及解題者內在表徵之心智運作想法，

其解釋推論僅止於說明學生外在表徵之轉換有問題，其並未進一步探知外在表徵

不佳的真正原因，是否是學生的內在表徵之思考歷程發生問題，而造成外在表徵

之表現不佳。再者，國內外學者也提出表徵轉換的背後隱藏了數學解題實的認知

思考或策略選擇 (林芳玉，2004；楊德清，2005；Treagust, 2003)。因此，從表

徵觀點探討解題表現，解題者的表徵轉換能力是重要的，外在的表徵轉換可從外

顯化的解題過程輕易知道，但卻無法輕易得知解題者在經歷每個外在表徵轉換過

程中，其引發的或對應的內在表徵的的心理歷程為何，然而研究者認為內在表徵

的歷程才是真正主宰表徵轉換的源頭，也就是說，個體需要在解題的思考過程中

對外在和內在表徵進行表徵監控，有效地利用外在表徵確認每一步的解題步驟，

同時轉換成內在表徵的心智運作以進行下一步的計畫擬定，其歷程中涵蓋了內在

表徵和外在表徵兩部分。 

總結上述文獻探討，本研究提出以眼動儀紀錄解題者於數學解題過程中之眼

動軌跡過程，試圖從中探知解題歷程中內外在表徵轉換之心智運作過程，此方法

有別於傳統紙筆測驗僅是結果的呈現而已，或許這會是探討內外在表徵轉換的心

理機制之可行方法。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主要在於學生解不同運算規則的數列問題時，藉由眼動追蹤技術紀錄

學生解題的完整歷程，探討不同規則數列問題解題時所產生的眼動模式有何差

異，以及不同眼動模式如何有效表示數學解題歷程之表徵轉換。因此，本研究設

計主要針對三階段數學解題歷程模式之問題表徵階段和問題解決階段進行探

討，實驗分為四步驟進行：眼動校正階段、指導說明階段、正式實驗階段、事後

晤談階段。本研究設計主要聚焦於探討三階段數學解題歷程模式之問題表徵階段

和問題解決階段，為了讓解題者於解題過程中僅經歷這兩階段，特別選取數列問

題作為問題類型，原因在於數列問題解題歷程需具備數列的基模知識，並且需有

基礎的計算能力做為檢驗規則之用，並且涉及相關知識類形的提取。也就是說，

本研究之數列問題呈現使解題者經歷問題表徵階段和問題解決階段，解題者在解

題過程中會使用到基模知識、策略知識和程序知識，而不涉及其它相關知識。 

二、研究對象 

本實驗共 30 位數理科系大學生參與實驗，選取理由在於其具備熟練的數學

計算能力和無礙的口語表達能力，期待獲取較佳的質性和量化資料收集，使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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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在確認眼動模式差異來自什麼內在心理運作的對應能更加確定。受試者皆通過

基本的視力檢測和眼動校正階段使成為本實驗的受試者，並簽署受試者同意書。

受試者坐在距離電腦螢幕 70 公分的椅子上，由研究者說明實驗流程與配合事項

後，開始進行練習實驗，讓受試者熟悉儀器按鈕操作和配合的任務流程。正式實

驗前再進行一次眼球校正程序，以確保實驗數據之正確。校正程序後開始正式實

驗的資料收集，每位受試者注視螢幕隨機出現的問題，當知道最後的答案同時按

鈕並說出答案，此時畫面會閃示紅色+字後出現下ㄧ個問題，每個問題隨機出現，

做完所有題目後接續進行事後晤談。 

三、實驗素材 

數學教育學者認為樣式的經驗是學習代數的基礎，Owen (1995) 將樣式分為

三類:重複樣式、結構樣式和數列，而 Copley (2003) 則提出樣式有重複樣式和增

長樣式兩類，而增長樣式與 Owen 的數量在概念上是相似的。本研究設計樣式類

型中之數列，主要原因在於數列規則問題解題需具備數列規則的基模知識和四則

運算能力，此正符合研究設計中預計探討的知識型態。因此，實驗素材將數列形

式依照不同規則進行設計，分為四種問題類型，分別是加法、減法、乘法和除法，

依據規則為累加、遞減、公比大於 1 和公比小於 1 的規則設計，每種問題類型各

4 題，共 16 題。其次，每個數列問題呈現在螢幕時，僅呈現數列中的六個數字

和一個空格位置，畫面中沒有其他文字說明或符號標記，以去除其他文字說明或

標記之干擾。實驗素材設計重點在於使受試者經歷解題歷程之問題表徵和問題解

決階段，加法和減法問題類型會呈現數字依序遞增的數列，而減法和除法問題類

型則呈現數字依序遞減的數列，但受試者必須再比對相鄰兩數是呈現等差或等比

的規則，才可確定該數列的規則設定，最後以相同規則計算出最後的答案，以獲

得成功解題。 

四、實驗步驟 

本實驗預計透過眼動儀同步紀錄解題者的眼動軌跡，預期探討數學問題解決

歷程中，解題者使用不同認知處理所產生的眼動模式差異，並從晤談資料歸納其

認知處理時的心智運算，以歸納特定眼動模式和心智運算之間的對應關係。正式

實驗開始之前，研究者先請受試者坐於眼動儀前，並調好受試者的椅子高度與螢

幕距離，接下來進行眼動儀蒐集資料所必須的校正測驗與確認測試。如果校正測

驗的結果沒有錯誤，則可以開始練習階段和正式實驗階段。在經過研究者的指導

語說明和確認受試者理解本實驗要進行的步驟後，開始進行練習階段，以確認實

驗過程中受試者可流暢地操作按鈕回應並保持身體的穩定。練習階段重點在確認

學生清楚知道實驗之任務要求，且確認受試者對於等差數列或等比數列的數學概

念皆已具備，而後才進行正式實驗。正式實驗階段受試者觀看螢幕中呈現之數列

問題，並快速地按鈕回應最後的答案是多少，所有問題以亂數次序呈現，受試者

完成全部題目後，才進行事後晤談。因此，正式實驗結束後，經過初步的眼動資

料分析，匯出受試者解每個問題時的視線軌跡資料，以動態播放型式讓受試者觀

看每個問題的視線軌跡歷程，以事後回溯方式讓受試者看著視線軌跡歷程，解釋

每個段落當下你在想什麼以及做了什麼比對或計算，讓受試者自我陳述解題當下

的內在思考，目的在於確認不同問題類型的策略知識提取，如何比對數字間的運

算規則，如何利用此規則和運算程序完成最後空白部分的解答。 

五、資料收集與分析 

眼動資料包含凝視、掃視和視線軌跡，凝視行為是個很重要的眼球運動，且

凝視時間長短和次數與訊息獲得的認知複雜度有關 (Henderson & Hollingsw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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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Goldberg & Wichansky, 2003)。而 Slykhuis 等人 (2005) 凝視在某特定區域

的次數和時間與長期記憶的編碼有很大的關係。凝視在某特定區域的次數與該區

域是否清楚、有趣或是重要有關，但是個體凝視於某些特定區域將與他們的認知

處理有關 (Chang, Barufaldi, Lin, & Chen, 2007; Goldberg & Kotval, 1999)。因此，

凝視時間是本研究有效的眼動指標之一，以探討解題者進行心智運算時的認知處

理程度(Goldberg & Wichansky, 2003)。再者，凝視頻率和關鍵區內的內容重要度

有關，而掃視頻率則與相關內容搜尋或特定策略行為有關 (Lin, Shen, & Liu, 

2014; Jacob & Karn, 2003)。因此，本研究也將針對掃視頻率進行統計考驗，以驗

證不同問題類型解題時的眼動指標差異。最後，為有效推論眼動模式與其內心智

運算的對應關係，正式實驗後還需進行事後晤談，許多眼動研究為了確保實驗結

果的有效性和可推論性，都會結合眼動數據分析和晤談資料的交互比對說明

(Cook, Wiebe, & Carter, 2011; Mackworth & Morandi, 1967; Von Keitz, 1988)。因

此，晤談資料將提供更多描述性的資料以補足問題解決歷程探討的品質，透過交

叉比對可有效推論解題過程中的策略使用和想法的對應。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為了更有效區辨學生解不同規則數列問題時，解題歷程中特定認知處理模式

所對應之眼動模式為何，所以進行特定眼動指標的統計分析，以及比較分析試後

晤談資料，以求完備質性和向化資料之交叉比對。說明如下: 

從總凝視時間顯示之量化資料來看(見表 1)，總凝視時間的定義為每個題目

解題歷程中的凝視點持續時間的總和，也就是從解題總時間扣除掃視和眨眼的時

間。根據統計結果顯示，總凝視時間在問題類型間之差異達顯著水準 (F=37.12, 

p< .001, η2= .501)，事後比較發現，解加減法問題凝視時間皆顯著少於乘除法問

題。總凝視時間與認知處理有密切關係 (Goldberg & Wichansky, 2003)，因此本研

究推論學生在加減法問題解題時所應用認知處理與乘除法問題應該有所不同。其

次，從掃視頻率在問題類型間之差異也達顯著水準 (F=4.84, p< .01, η2= .116)，

且事後比較發現解乘法問題之掃視頻率顯著低於其他三類問題。從數列規則問題

解題歷程來看，解題歷程中的眼球掃視行為顯示解題者在不同數字間的注意力轉

換，也就是說，掃視頻率較高即表示解題者在”數字間來回移動”的觀看行為，而

掃視頻率較低者表示解題者可能”凝視在某個關鍵區”的觀看行為。 

總結上述統計結果發現，學生解加減法問題時，總凝視時間少於乘除法問

題，顯示在解題過程中之大腦心智運作的認知處理不同；從掃視頻率發現其實學

生解加減法問題時，視線會在數字間來回移動，而解乘除法問題時，視線會凝視

在數字上持續不動。 

 

表 1：不同問題類型於眼動指標差異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指標 問題類型 平均數(標準差) F η2 事後比較 

總凝視時間 

(毫秒) 

加法 (a) 2652(882) 37.12*** .501 a<m 

a<d 

s<m 

減法 (s)  2850(748) 

乘法 (m)  4791(1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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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法 (d) 4694(2180) s<d 

掃視頻率 

(次/秒) 

加法 (a) 2.30(0.56) 4.84** .116 m<a 

m<s 

m<d 

減法 (s)  2.31(0.41) 

乘法 (m)  2.04(0.47) 

除法 (d) 2.28(0.48) 

**p<.01  ***p<.001 

 

接續上述統計結果，本研究進一步釐清解題時的視線移動行為的差異，本研

究比對了學生的晤談資料 (見表 2)，發現學生進行加法和減法問題解題時，描述

了檢查相鄰兩數字間的差距，其作法就是透過心算進行規則確認。舉例來說，學

生解「1, 4, 7, 10, 13, 16, ___」問題時，先看過所有數字，從 1 和 4 之間相差 3，

4 和 7 之間相差 3，…13 和 16 之間相差 3，而確認此數列關係為公差為 3 的等差

數列，而將最後數字 16 加 3 後得到最後答案 19。然而，雖然減法問題解題時檢

查數字間的關係的方法相同，但是解題時的選擇策略卻有所不同，晤談資料發現

多數學生會提到看到遞減的數列時，觀察到右邊數字較小，多數學生都說會從右

邊數字開始檢查，因為數字小較容易計算的說法。其次，當學生進行乘除法問題

解題時，多數學生提出「就是這樣算啊，我不知道怎麼說..」的模糊描述，追問

發現學生檢查數字間關係時，因快速檢查相鄰兩數字的差距並不相同，因此知道

應該為等比數列，但因必須找到確切的規則，所以開始使用乘法計算檢查相鄰數

字間的倍數關係。舉例來說，學生解「1, 3, 9, 27, 81, 243, ___」問題時，從 1、3、

9 相鄰三個數字很快確認相鄰數字間的差距不同，因此使用乘法確認 3 倍的規

則，最後以數字 243 乘以 3 得到 729。然而，除法問題的檢查方式和乘法問題的

程序相似，唯一不同的是有些學生會從右邊數字小的開始檢查，但當遞減數列的

除法問題從數字小的一邊開始檢查時，數學上的意義其實就和乘法問題相同了，

因此，除法問題的眼動指標的量化數據上顯然產生一些干擾誤差。 

總結晤談資料的描述和表 2 的整理，本研究推論加減法問題解題者皆會比對

相鄰兩數字間的差距，而發現數列的等差規則是多少後，進行加減法的答案確

定。晤談資料提到「我看著這兩個數字，然後計算它們之間的差距…」，顯示解

題者正在觀察數字間差距的大小；但是，減法問題解題之解題策略則多了由右向

左檢查的方式。另一方面，乘除法問題解題者提到「我不知道怎麼說…」但在晤

談中有提到九九乘法表，也就是當他在檢查數列 9, 27之間的倍數關係時，解題

者提到了「我想到九九乘法表 9x3=27…」，本研究推論解題者進行倍數關係的檢

查時，解題者正在提取過去腦中背誦過的九九乘法表的數量結果，這是過去的學

習經驗的知識累積不分。而關於除法問題的解題，則與減法問題相同，解題者傾

向於先檢查數字小的部分。 

 

 

表 2：不同問題類型解題想法之晤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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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類型 晤談原案 詮釋 

加法問題 我看著這兩個數字，然後計算

它們之間的差距… 

解題者觀察數字之間的關係，直接

進行加減法計算。 

減法問題 我從右到左檢查相鄰兩個數

字的差距，因為右邊數字比較

小比較容易計算… 

解題者一樣在相鄰數字間進行計

算，但減法問題左邊數字較大，因

此改變策略從右邊數字開始檢查。 

乘法問題 我不知道怎麼說…因為我想

到九九乘法表 9x3=27…所以

這個數列的關係是等比數

列，就乘以 3 就是最後答案了 

解題者提到九九乘法表，但是無法

清楚描述怎麼計算。從描述中看出

解題者回憶九九乘法表的背誦結

果。 

除法問題 我檢查相鄰數字間的關係，因

為右邊數字比較小，我看過後

從右邊開始檢查，但是我用乘

法檢查的… 

解題者檢查策略與減法相同，從數

字小的右邊開始檢查，但或許除法

的心算較不容易，所以解題者由右

邊以乘法計算確定數字間的關係。 

伍、結論與建議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與討論，本研究之相關研究結果回應三階段數學解題歷程

之問題表徵階段和問題解決階段，不同數列規則問題顯然存在不同的內在表徵之

認知處理和策略知識運用，問題表徵階段之基模知識提取是確定的。另外，加減

法問題之解題涉及相鄰數字間的差距比較，而產生「短凝視伴隨多掃視」的眼動

模式 (見圖 2)；乘除法問題之解題涉及數字間倍數關係的檢驗，而產生「長凝視

伴隨少掃視」的眼動模式(見圖 3)。兩種眼動模式反映不同的策略知識應用和認

知處理過程，「短凝視伴隨多掃視」在於解題者透過來回觀看數字同時進行加減

法計算，也可說是解題者透過外在表徵之符號數字直接進行數量計算；而「長凝

視伴隨少掃視」在於解題者回憶過去數學計算經驗之結果，解題當下有較多內在

表徵之記憶提取。綜合上述結論，本研究除了由不同分析方法顯示眼動模式之表

徵轉換差異外，透過動態歷程之視線軌跡呈現使研究者可深入解析不同問題類型

之解題歷程之細微差異，並且透過視線軌跡分析反映不同認知處理的眼動模式，

進一步探討解題歷程中更細微的表徵轉換情況。 

 
圖 2 解加法規則數列問題在問題表徵和問題解決階段之表徵轉換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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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解乘法規則數列問題在問題表徵和問題解決階段之表徵轉換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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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proposes a three-stage mathematical problem solving process model, 

including problem representation stage, problem solving stage, and looking back stag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aims at exploring the representation transformation of 

process while students solve the sequential pattern problem of different operational 

rules. There are thirty university students major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his study collected quantify data of eye-movement 

indicators and qualitative data of interview to further analyze, and then summarize 

their scan paths of eye movement while students do the knowledge extraction and 

strategy usage. Furthermore, these results make this study gain deeper insight and 

make sense of the situation of representational transformation in this study.   

 

Keywords：sequential pattern, problem solving process, representation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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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國小低學習成就學生數學閱讀學習成效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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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師資培育者與國小現場教師一齊從事數學文本的撰寫，以及相

關教學活動的設計，希望能研發出適合低學習成就學生之數學文本，以利其閱讀

理解。本研究考量數學思維的發展歷程，以故事及漫畫的形式呈現面積文本，教

師並利用數位教學以及師生互動、提問方式幫助學生閱讀理解。經過教學實作，

研究結果發現，關注連結主題的敘事化數學閱讀文本，可以引動低學習成就學生

的興趣並提升他們的學習成效。 

 

關鍵字：低學習成就學生、數學閱讀、敘事、連結、面積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針對 15 歲學生所舉辦的全球性學生評量－學生基礎素養國際研究計畫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是對國人而言並不陌生的

國際性評量，自從參加此國際評量後，臺灣學生在數學素養中的表現，一直都是

可圈可點。不過雖然臺灣學生的表現優秀，但個別差異的幅度卻越趨明顯。在

PISA2006，標準差為 103，排名世界第 3 名。PISA 2009 標準差為 105，已經是最

大值，2012 標準差 116，相較第二高的國家（105）也有顯著差距(教育部，2013)。

這樣的結果，顯示臺灣學生的數學素養個別差異有持續擴大的趨勢，PISA 將學生

的素養區分為不同表現水準，水準 3 的學生多能勝任日常生活的各項基本任務，

水準 5 以上學生表現優異，未達水準 2 的學生則屬補救教學的重點對象。就臺

灣學生在不同數學素養水準人數分配比率來看，PISA 2012 優異學生比率比 2009

年增加，但水準 1 及未達水準 1 的學生人數比率並沒有減小，仍然為 12.9%(教育

部，2013)。從上述結果顯示，針對明顯落後學生數學學習的有效介入，正是刻不

容緩的議題。 

閱讀與學習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Mayer（1987/1997）認為「閱讀」是學生

獲得訊息的最重要手段，學生在剛入學的階段學習閱讀，到高年級階段則經由閱

讀而學習。有鑑於閱讀的重要性，教育部將閱讀納入九年一貫各領域課程與教學

輔導群推動重點，讓閱讀不只是國語文教育的事，而是各學科均應提倡的重要目

標，例如：數學閱讀、社會閱讀、科學閱讀…等，並發展閱讀教學實務方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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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性的協助學生發展閱讀樂趣（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2010）。 

研究者經由主持閱讀相關計畫，發現數學閱讀能讓數學學習更添豐富面貌(蘇

意雯、陳彥宏、蘇慧珍、林世偉，2012)，而閱讀融入數學史素材的幾何文本，也

能幫助學生對於數學主題之理解(蘇意雯、陳政宏、王淑明、王美娟，2015)。針

對國際評比的成績發表，教育部表示「未來會持續強化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知能，

精進教學品質，並提高補救教學成效，減少學習落後學生人數比率。」(行政院，

2013)。因此，研究者想藉由數學閱讀為進路，與在職小學教師一起研發適合低學

習成就學生之數學文本，以利他們的閱讀理解，進而幫助低學習成就學生之數學

學習。九年一貫課綱提及「在學習數學時，一般重視的是觀念和演算，但學生的

數學經驗(或數學感覺)的培養卻是同等重要。要確保學生能學好新數學題材的要

素之一，旨在如何引導並利用學生的前置經驗(或感覺)，這種數學的經驗(或感覺)

就是數學的直覺或直觀。」(教育部，2008)。如何營造數學感覺於文本之中，讓

他們藉由文本的閱讀領略數學經驗，正是本研究所要努力的方向。經由少數國小

數學史融入數學教學實作，我們發現透過數學史能為學生揭開數學神秘的面紗，

除了讓學生了解數學的起源，也能正面增強他們的數學學習態度(沈志龍、蘇意

雯，2009；林妙霜、蘇意雯，2009；蔡幸霓、蘇意雯，2009)。因此，本研究除了

呼應九年一貫數學學習領域所強調的「連結」主題，著重與生活相關之數學文本

的開發，也關注數學史文本的佈置，希望藉由此一進路，開發出具特色的數學文

本，幫助學生的閱讀理解，提升學習成效。 

二、研究目的 

本計畫之研究目的為設計出適合低數學學習成就學生之數學文本，以探討低

學習成就學生針對所開發之數學文本的閱讀理解表現。因此，本研究之研究問題

為：適合低數學學習成就學生的數學閱讀文本為何？ 

貳、文獻探討 

以下的篇幅，我們將討論數學閱讀相關理論、數學與敘事之關聯以及數學的

連結，分別以一、數學閱讀相關探討；二、敘事形式的數學考題；三、數學的連

結來呈現。 

數學閱讀相關探討 

McKenna 與 Robinson（2002）認為所有的學科閱讀必頇包含三種主要的技

能，分別是一般讀寫技能、學科的先備知識與學科特殊的閱讀技巧，數學閱讀與

一般的語文閱讀不同，答題者必頇經由閱讀理解才能針對問題作出解釋性回答，

而當外來資訊若存在文字問題時，將會對學生有限的處理能力增加負擔(Muth, 

1984)；數學閱讀有其特定的學科閱讀技能，其中包含了數學先備知識、數學圖

示理解、數學詞彙符號理解、和數學作圖程序理解（秦麗花、邱上真，2004）。

數學閱讀是經由數學語言而建構意義的過程（秦麗花，2007），數學被視為一種

科學的語言，事實上，學生要經由數學閱讀來學習新概念。 

Fuentes（1998）在自己的課堂中為了讓學生閱讀理解數學文本所使用的教

學方法叫做 FLIP（Schumm & Mangrum, 1991），F 是指「親切度（friendliness）」，

要求學生查看文本並決定其親切或不親切的程度。L 是指「語言（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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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學生瀏覽一個段落並決定出語言的困難度，此特色的討論包含看複雜的句子

和大量的字彙。I 是指「興趣（Interest）」，要求學生在閱讀一個段落後決定出

個人感興趣的程度。雖然興趣具高度的主觀及變動的特性，在理解過程中卻是極

為重要的因素。P 是指「先備知識（prior knowledge）」，在閱讀前先檢視文本

可以幫助學生決定關於閱讀的事前準備有哪些，並且經由它而讓閱讀有所進展。 

David P. Ausubel 以認知結構為基礎，提出意義學習理論。認為新的學習是

頇能與學習者已有的認知結構中的原有經驗取得關聯，方能「有意義的學習」；

而學習者在學習新概念形成新知識時，會運用自身固有的認知結構去核對新的概

念，並且試圖將其同化為自己知識中，若能協助學習者結合新舊概念學習的教

學，稱之為前導組織。前導組織具有鎖定焦距的功能，可以提供學習者一個鷹架

式的學習結構（張春興，1996）。以閱讀教學為例，在一般的閱讀教學中，教師

可能會思考提供諸如預測、連結、摘要、找主旨以及做筆記等閱讀理解策略教學

（柯華葳編，2010）。Kameenui & Simmons（1990）也提出三階段的閱讀策略，

論述閱讀教學應該分為三個階段進行：閱讀前，引導學生建構主題相關知識、教

導艱難的語彙、文句的涵義及文法結構；閱讀進行時，引導學生使用重述法、作

筆記、作摘要等策略快速理解作品內涵；閱讀之後，引導學生透過各種方法深化

閱讀印象並檢驗閱讀成果。對於數學科而言，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第一線教師

往往會選擇用講義代替課本，用解題來代替閱讀。也因此造成許多學生對於數學

課的印象，就是一題一題的例題，一次一次的解題，事實上，即使是針對解題，

也脫離不了閱讀的範疇。 

為了幫助學生數學學習，Bell(1993)提出教學設計的原則有選擇某一概念和

關係得以於其中發展的脈絡情境，於此情境中，學習者被賦予任務去操作概念和

關係。學習者必頇知道所完成的任務是否正確，因此回饋是必需的。當由於一些

迷思概念產生錯誤時，揭露認知衝突幫助學習者重新解決也很重要，這是教師介

入以幫助學習的一環。反思和回顧也是另外的關鍵原則，它們意味著對於任務和

活動的後設認知。本研究期望藉由教師對於數學文本的開發與應用，藉由數學閱

讀文本的布置及閱讀策略的應用，為低學習成就的學生搭起鷹架，幫助其數學學

習。 

二、敘事形式的數學考題 

近年來，有一些學者注意到數學與敘事的關係( Gerofsky, 1996; Solomon & 

O'Neill, 1998; 林芳玫、洪萬生，2009 )，他們認為如何解題或推理可以類比於小

說中的如何敘事，並認為數學思維和故事之間可以有很重要的連結，也希望能以

故事方式呈現數學思維的發展。在本研究中，所關注的正是如何透過數學與敘事

的結合，幫助學生閱讀素養及數學學習的提升。雖然在課堂中數學閱讀尚未受到

重視，但是在目前升學考試制度之下，卻也出現了一些以數學歷史為範疇的相關

試題。在以下的篇幅，我們將舉例說明。例如 90 年大學聯考社會組數學多重選

擇題第四題就布置了下述的題目： 

數學兼哲學家伽利略於西元 1632 年出版《對話錄》一書觸怒教廷，後來在

他 70 歲時，接受宗教法庭審判且於該年被判終身監禁，之後在獄中過世，享年 78 

歲。出版《對話錄》一書到過世是伽利略人生中最灰暗的 10 年。伽利略年輕時

發明十倍率的望遠鏡，並於次年發現木星的歐羅巴衛星，發明望遠鏡到出版《對

話錄》算是伽利略人生中的黃金歲月，這段時間之長剛好是他發現衛星時年紀的

一半。根據上面的故事，請問下列有關伽利略生帄的敘述，哪些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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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出生於西元 1566 年 (B)在 45 歲時發明 10 倍率的望遠鏡 (C)在西元 1610 年

發現歐羅巴衛星 (D)在 68 歲時出版《對話錄》(E)於西元 1644 年過世。 

同一份試卷的非選擇題第三題也考出下述的題目： 

相傳包子是三國時白羅家族發明的。孔明最喜歡吃他們所做的包子，因此白

羅包子店門庭若市，一包難求，必頇一大早去排隊才買得到。事實上，白羅包子

店只賣一種包子每天限量供應 999 個，且規定每位顧客限購三個；而購買一個、

兩個或三個包子的價錢分別是 8、15、21 分錢。在那三國戰亂的某一天，包子賣

完後，老闆跟老闆娘有如下的對話：老闆說:「賺錢真辛苦，一個包子成本就要

5 分錢，今天到底賺了多少錢?」，老闆娘說:「今天共賣了 7195 分錢，只有 432

位顧客買到包子。」(l)請問當天白羅包子店淨賺多少錢? (2)聰明的你，請幫忙分

析當天購買一個、兩個及三個包子的人數各是多少人? 

在 96 年的數學指定考科中，也出現了數學史相關的考題： 

中國古代流傳的一本數學書中有下面這段文字：（標點符號為現代人所加）

今有多數 21，少數 15，問等數幾何？草曰：置 21 於上，15 於下，以下 15 除

去上 21，上餘 6；又以上 6 除去下 15，下餘 3；又以下 3 除去上 6，適盡。則下

3 為等數合問。在上文中「等數」指的是： 

(1)兩數之和(2)兩數之差(3)兩數之積(4)兩數之商(5)兩數之最大公因數 

甚至在技職體系 98 學年度四技與二專的統一入學測驗試題中，也以數學史

的題材放入國文科的篇章閱讀能力測驗中： 

皇室貴族對科學家或數學家的贊助，是文藝復興時期支持學術研究的一股重

要力量；而運用禮物交換贊助的機會，或藉此取得社會地位更高的工作，則是文

藝復興時期的科學家或數學 家經常使用的方法。送禮對一位尋求贊助的人，是

最好的投資，因為贊助者會根據自己的地位(不是送禮者的地位)來回禮。這裡所

說的禮物，通常是一些創新的發明或發現。西元 1610 年，伽利略(1564－1642)

用他改良的望遠鏡發現了木星的四顆衛星，並將它們以「麥第奇之星」之名，獻

給當時已繼任托斯卡尼大公的科西莫‧麥第奇與他的三個兄弟，讓他們 的名字

與希臘羅馬神話中的神祇，同樣永恆地高掛天空，這是一項無價的禮物。而麥第

奇大公爵回饋給伽利略的禮物，則是讓他從錢少、事多、離家遠的帕度亞大學數

學教師，搖身一變成為錢多、事少、離家近的麥第奇宮廷數學家與自然哲學家。

由於伽利略擁有自然哲學家的頭銜，為他提供了探討自然哲學的社會性合法身

分，才使他後來推動哥白尼(1473－1543)的「日心說」。(改寫自英家銘、蘇意雯

〈數學與「禮物交換」〉) 

21.上文的主旨為何？(A) 陳述伽利略在天文史上的重要貢獻(B) 揭露伽利

略巴結貴族以謀求私利的內幕(C) 說明皇室貴族基於維持地位，熱衷科

學研究與文藝活動(D) 指出科學研究的進展、專家地位的形成，有其政

治社會因素 

22.下列敘述，何者不是由上文所獲得的推論？(A) 個人資質的優劣影響專

業能見度(B) 社會 地位的高低影響專業可信度(C) 研發成果會影響社

會地位的取得(D) 工作處所的資源會影響研發成果 

23.依據上文，下列關於「伽利略」的敘述，何者正確？(A)師承哥白尼，提

出「日心說」 (B)成為宮廷數學家之後，其專業權威始獲肯定(C)發現太

陽系中的木星，取名為「麥第奇之星」(D)用金錢賄賂麥第奇公爵，換

取地位較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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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中基測而言，也有諸多數學史素材可以擅場之處，以 91 學年度第一次

國中基測數學科第 24 題及 95 學年度第二次國中基測數學科第 22 題為例，就可

以設計日本蟲蛀算之閱讀文本，讓同學欣賞江戶時代將每筆買賣記錄在帳簿中的

商人，如何利用蟲蛀算計算出原本被賒帳的金額。 

 

 
 

 

探討數學與敘事的結合方式，可以使用原始典籍(Pengelley, 2011)，或是利

用歷史圖像讓學生敘事，幫助了解數學(Dematte & Furinghetti, 2011)。科學思考

和敘事思考的不同之處，在於科學思考引出原始脈絡的外在描述，而敘事思考則

保存了脈絡的豐富性。做數學的困難主要是肇基於敘事的空白，故事的缺乏

(Dematte & Furinghetti, 2011)。承上所述，可見在數學學習中，數學與敘事的結

合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課題，這也正是本研究所開發之數學文本可取材之處。 

三、 數學的連結 

林福來（1997）提到數學的感覺，就是能從數學材料中抽取其直觀意義，是

一種高層次的思維，因此需要強調直觀，以及對所學的數學做合理的判斷與連

結。此後李源順與林福來（1998）擴展 NCTM（1989）和 Sowder（1992）對數

感的定義，認為所謂數學感就是人們能從數學材料中抽取其直觀意義的高層次思

維。這種抽取直觀的高層次思維讓學習者的思維網路可以連結得很快，因此傾向

複雜、沒有一定的運算規則，包含多種解答方式、不同規準的應用，能對結果的

合理性做敏銳的判斷和詮釋，同時能在思維過程中自我調整與監控。 

李源順（2013）認為數學來自解決生活問題的需求，現今小學的數學觀念大

多來自日常生活所需；而數學之觀念，不僅有來自生活觀念的理想化，例如：計

算時，物品皆為相同且一樣大的物件；亦有來自生活觀念的抽象化，例如：我們

用積木或是畫圈來代表有多少個人。每個數學觀念大多有它的啟蒙脈絡，當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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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概念、運算和性質，若學生可以理解脈絡，並運用其概念與運算去檢驗性質，

此時學生即可發展出自己的數學能力。 

目前的國際數學教育趨勢強調與重視學習者能力的開拓，期望學習者能夠靈

活運用所學的數學知識或是解題技能，應用於日常生活之中，進而善用數學語言

與他人溝通並且有效的解決問題。Thomas 與 Santiago（2002）提到藉由連結教

學活動的豐富探究，可以幫助學生鑑賞數學內部知識的連結成效，並進一步的提

升數學連結課程的可能性。楊德清（2011）則以此建構出連結概念圖，並強調教

師應引導學習者於課堂內進行對話與互動，當學生能夠將所學的數學概念做連

結，可幫助學生對數學知識有更深的理解，進而促進概念的保留與應用。 

 

圖 1：連結概念圖 

資料來源：引自楊德清，2011：12 

 

教師在教學的同時，讓學生理解數學的脈絡正有助於學生的數學學習。在數

學基礎學習之後，更應將學習的數學觀念趨於精準、多元與抽象，讓學生體悟數

學觀念的發展，是可以解決碰到的問題或促進人類之發展（李源順，2013）。在

探討了相關文獻之後，以下的篇幅，研究者將針對研究方法加以說明。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單一組別前、後測的方式進行，由師資培育者與現場國小教師一齊

從事數學文本的撰寫，以及相關教學活動的設計，希望能研發出適合低學習成就

學生之數學文本，以利其閱讀理解。本研究考量數學思維的發展歷程，在每次的

會議中，研究團隊共同討論研發適用於低學習成就學生閱讀的幾何數學文本。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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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之文本，透過專家諮詢所得的建議，經過研究團隊的反思、修正後，進行施

測。 

本研究的資料收集方式，主要以「文本收集」之方式取得，此處的文本是指

學生所填答的前、後測試題，也就是教學實驗中學生對於數學文本的理解情形填

答，以及改編自 TIMSS & PIRLS 2011 學生問卷部分興趣相關試題。學生是學習

的主體，我們從實作中觀察學生之反應，探究如何開發合適之數學文本，幫助低

數學學習成就學生之閱讀理解。文本收集所得之資料由研究者分析後，也經由研

究團隊成員加以討論確認。 

肆、結果與討論 

在本研究中，參與教師們首先討論對學生閱讀理解幾何文本的認識及教學掌

握，研究團隊交叉討論，集思廣義，再行統整定稿。所完成之文本經過專家審查

後，參與教師進行班級實作，從中體會所開發之幾何文本與相應之教學活動如何

進行及了解學生之回饋。研究團隊所完成的幾何閱讀文本，藉由參與教師在任教

學校對於低學習成就學生所進行之教學實驗，蒐集學生資料，作為日後設計數學

文本以幫助學生閱讀理解教學之參考。以下的篇幅將針對所開發之面積文本進行

報告。 

一、面積文本設計理念及教學實施概況 

    參與教師選擇此一主題主要是認為正方形和長方形的面積公式是小學生最

早必頇去記憶、背誦的公式，然而公式是形式的、背公式是快速的，這很容易讓

學生忽略它真正的意涵，甚至覺得只要去代入公式計算就好，而忘了公式背後更

值得去探討的意義，只有在真正理解之後學生才能知道公式是推導而來的，公式

是理解之後的一般化和推廣。因此參與教師的文本布置從簡單的矩形面積開始去

建立理解，希望對學生之後五年級對其它形狀面積的拆解、重組以及面積公式推

導過程的學習有所幫助。 

    在文本的編排上，參與教師主要考量面積計算的實用價值及基本概念，運用

文本連結學生三年級的舊經驗―利用透明方格紙計數面積的方法，再進一步用乘

法簡化矩形面積的點算來理解面積公式的意義。透過故事引導學生，計算不重

疊、邊長皆為整數的簡單複合圖形面積。本課程實施共兩節，首先第一堂課先進

行興趣相關試題及面積試題的前測，接下來每位學生發放一份閱讀文本(請參見

附錄一)，以教師自編故事介紹埃及古代數碼，並藉由夢境引入面積計算方式，

搭配學習單的使用，輔以教師多媒體的導讀，配合適時的停留、思考、討論和教

師提問來進行學習。在閱讀過整份文本之後，為了讓學生再次將學習內容做一次

練習，因此發下學習工作單給學生做答，以一次發放一張，寫完後再發放下一張

的方式，第二節學習結束時再讓學生進行興趣相關試題及面積試題的後測。 

二、研究對象 

本教學實驗以臺北市某國民小學四年級學習低成就學生共 18 人為研究對

象。低成就學生由四年級老師選出班上數學成績後 25%的學生(包含上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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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生)。四個班級每班皆有 20 名學生，選出後 25%即每班數學成績後五位，

四個班共 20 人，扣除教學實作當天請假者 2 人，共有 18 人參與。 

三、評量結果 

興趣測驗評量試題中，測驗 1-6 題為關於學習數學的敘述，測驗 7-11 題為

關於數學課的敘述，測驗 12-18 題為關於數學的敘述，評量結果如下所示: 

 

表 1 面積文本興趣測驗評量 t 檢定結果 

** ρ< .01 

 

由上表可知，有關面積文本興趣測驗評量前測與後測的檢定結果，在學習數學的

敘述與數學課的敘述這兩部分皆沒有顯著差異，但是在關於數學的敘述部分有顯

著的差異。此研究結果或許是因為此份文本以故事和漫畫形式編排，讓學生對於

數學有了不一樣體認，也有部分原因是學生融入故事中，對於從故事思考比一般

數學教科書的例題形式更能讓學生融入情境之中。此種形式與一般認知中的數學

較不同，參與教師在教學實作時，就有學生脫口而出說：「還好，我還以為要上

數學課呢！」。從中可見，在學生的眼中，此種閱讀文本有別於帄常的數學內容，

也更加有趣一些。有關學習成就前測與後測的試卷，其測驗結果如下所述： 

 

表 2  學習成就前測與後測試卷 t 檢定結果 

*** ρ< .001 

由上表可知，前測和後測的檢定結果，顯著性為 .000 < .001 達顯著水準，從前

測與後測的樣本帄均數大小可看出學生後測的成績高於前測的成績，顯示透過此

閱讀文本教學，學生的成績有進步的趨勢。 

 

 

 

 個數 前測 後測 前測-後測 t 顯著性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 標準差   

學習數學

的敘述 

18 2.259 .799 2.472 .936 -.213 .464 -1.948 .068 

數學課的

敘述 

18 2.233 .510 2.367 .700 -.133 .696 -.813 .428 

數學的敘

述 

18 2.532 .412 2.786 .399 -.254 .348 -3.093 .007 ** 

 個數 前測 後測 前測-後測 t 顯著性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 標準差   

學習成就 18 1.890 1.323 3.330 .970 -1.444 .856 -7.16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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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本研究所發展出的面積文本以故事及漫畫的形式呈現，教師利用數位教學以

及師生互動、提問方式幫助學生閱讀理解。經由教學實驗，雖然在整體興趣測驗

中並沒有顯著差異，但是關於數學的敘述部分呈現了顯著的差異，參與教師也表

示現場學生對於教師自行開發之閱讀文本，表現出濃厚的學習熱忱。在面積主題

的前、後測中，發現經由文本的閱讀，學生在數學成就上有所進步。可見關注連

結主題的敘事化數學閱讀文本，可以引動低學習成就學生的興趣並提升他們的學

習成效。 

除了面積主題數學閱讀文本之外，如何開發更多數學主題，以及再精進數學

閱讀文本的編寫，使之更能增加低學習成就學生對於數學課程的學習興趣，也能

幫助他們對於所學數學主題之理解，正是研究者日後還需努力的方向。 

致謝 

本文之得以完成，主要來自科技部的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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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夢中的尼羅河 

羅拉一家人正想安排連續假期的出國旅行。 

這天放學回家後，羅拉拿出數學老師給的學習單，指著上面的圖案問道：「猜

猜看， 這個數字代表多少？」 

「數字？那不就是一根手指頭！」弟弟充滿疑惑的驚呼。 

媽媽以一貫冷靜的口吻問：「這是哪一國的數字啊？」 

羅拉面帶神秘，興奮的補充：「這是古埃及的數字…」 

「我知道了！還能是多少？不就是『一』嘛！」弟弟迫不及待大聲的搶答。 

一旁的媽媽跟著分析說：「可能不是『一』喔！如果是一的話也太容易猜了，

所以，我就猜『一千』吧！」 

「就知道你們猜不到！在古埃及數字中，一是『 』，一千是『 』，而

『 』代表『一萬』喔！」 

「還有一個更有趣的，猜： 代表多少呢？」羅拉接著問。  

「太好笑了，這怎麼會是數字呢？不就是個人！」弟弟無法接受的提高嗓門反

應著。 

「沒錯啊！他是一個驚訝的人雙手向上舉的圖案，所以，它代表很大的數目

喔—是『100 萬』！」 

羅拉接著又補充說：「  最近我們上數學的「面積」單元，我們老師說，古埃

及人因為尼羅河每年的氾濫帶來了當地土地重劃的問題，所以古埃及人很早就懂

得計算土地的面積，也由於計算上的需要，古埃及很早就有數字和計算面積的記

載。」 

「真的嗎？好有趣的數學課啊！」弟弟說。 

媽媽也說：「挺有意思的！我記得小時候看過一部漫畫，叫『尼羅河的女兒』 ，

其中也有提到尼羅河氾濫的內容，那是一部很神秘又浪漫的故事。」 

這時，爸爸正巧下班回來，聽到家人七嘴八舌的討論著，以為是在討論旅行的

事，於是爸爸邊換下襯衫邊走過來，說：「你們決定要去埃及嗎？是個不錯的地

方喔！那是人類古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喔！」「Ya！旅行萬歲！」兩姐弟同聲歡呼

起來。 

羅拉好奇的追問媽媽：「您剛才說的『尼羅河女兒』很好看嗎？」 

「何止好看，簡直是迷人哪！」媽媽興緻高昂的說起來：「故事描繪一個主修考

古學的美國女孩，在探訪金字塔時，不經意誤觸了金字塔中隱藏的咒語，掉進了

尼羅河然而卻穿越了時空來到古埃及，與當時的古埃及王曼菲士，譜出一段唯

美、浪漫又出人意表的精采故事……」。 

    埃及，一個神祕的國境，裝點著美麗而浪漫的故事……，它讓羅拉對埃及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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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了好奇與想像。出國的前一晚，羅拉高興的上床，期待親眼目睹神秘的埃及尼

羅河！在這個充滿期待的夜晚，羅拉突然被一陣吵雜聲吸引，眼前出現了幾個爭

吵不休的古埃及人…。羅拉不自覺的靠過去想一探究竟，發現眼前有兄弟四人各

自佔據一塊地父親遺留下來的土地，卻又以為被佔了便宜而爭吵起來。咦？不就

是計算面積的問題，善良又熱心的羅拉想教他們計算面積的方法，希望能平息他

們之間的紛爭！由於他們圍出來的土地形狀不完全一樣，如果不稍加計算，一時

之間很難去分辨公不公平，到底這些面積有沒有一樣大呢？又該如何調整才能真

正公平呢？  

    正當羅拉回想老師所教的面積公式、努力計算時，這幾個人又吵了起來，羅

拉情急之下竟然算得揮汗如雨、緊張萬分，怎麼平常不覺得難的問題，此時卻不

靈光了？汗水一顆一顆從頭皮滑下……滴、滴、滴……。 

忽然，耳邊傳來一個很熟悉的聲音：「羅拉~，起床了！飛機不等人啊！」才從夢

中驚醒的羅拉，腦子裡盡是圖形的面積和計算，羅拉邊起身、邊鬆了一口氣，心

想：「還好，這只是一場夢！」  

    等羅拉上了飛機坐定之後，夢裡的畫面又悄悄的浮現： 

 

     羅拉趁著搭機的空閒拿出紙筆，並根據四個人的描述，大致畫出了幾個面

積的圖形，她邊畫邊想：「該如何解釋才夠明白呢？」這時三年級的弟弟好奇的

問她，羅拉於是和弟弟小聲的討論起來。 

弟弟說：「上課時老師教我們，想知道面積的大小，只要套上透明的『平方

公分板』，再數一數格子數目，就可以知道了。」羅拉被弟弟一說，高興的拿出

尺，在各塊面積上畫了邊長都是相同的正方形格子。弟弟又說每個小正方形的邊

長都是一公分的話，每個小正方形的面積就是一平方公分。羅拉補充說明並告訴

弟弟說：「那麼，如果每一格都是邊長一公尺的正方形，一格的面積就代表一平

方「公尺」了喔？」「嗯！」弟弟轉了轉大大的眼珠子，肯定的點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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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格子這麼多一格一格去數是不是太累了？有沒有快速好算的方法可以計

算出格子數呢？知道了每一格的面積又能計算出格子數，不就可以快速算出面積

來了！」羅拉和弟弟繼續低聲討論著。 

弟弟說：「那~用乘法不就可以快速算出有多少格了！如果說，一列有 12 個格

子，而每一格是 1 平方公尺，那麼一列就是有 12 平方公尺那麼大的面積。如果

有兩列的話，就是 12 乘以 2 等於 24；就是 24 格也就是面積是 24 平方公尺的意

思。三列的時候就是 12 乘以 3 等於 36；就是 36 格也就是 36 平方公尺的意思。

數數每一列有幾格，再乘以幾列，就這樣我們可以輕鬆算出格子數，而每一格的

面積都是一平方公尺，所以總共的格子數就是面積的大小了。」 

羅拉接著說：「完全正確，孺子可教也！更簡單的說，用數學算式來表示時就

像這樣： 

一列的格子數 × 幾列 = 總格子數 

而每一格的面積都是一平方公尺，所以也可以直接

這麼表示 

一列的格子數 × 幾列 = 面積 

「沒錯！所以，圖一是個 12 格的正方形，所以

它的面積就是十二格乘以十二列，等於一百四十四

格，也就是面積等於一百四十四平方公尺。寫成算

式就是：12 ×12＝144」羅拉說。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二  

圖四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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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說：正方形面積的四個邊都一樣長，因此，就是它的兩個邊長相乘，

於是正方形的面積的公式就是： 

正方形面積 = 邊長 × 邊長 

弟弟頭腦動得快，又問：「像圖二的邊長

並不相同，形狀也不完整，也可以用邊長乘

以邊長嗎？」 

「圖二的邊長並不相同，像這樣的長方

形，我們可以把它看成一個大長方形，邊緣

又畫出一個小小長方形，也就是不適合耕種

的那部份。同樣的想法，我們看長邊一列有

十六格那麼長，共有九列，我們可以快速的用乘法算出：十六乘以九等於一百四

十四格，然後再加上第十列的十二格，圖二的面積就是一百五十六格。寫成算式

就是： 

         16 × 9 ＝144 

144 ＋12 =156 

當然，我們也可以先把圖二當作完整的長方形來計算，然後再減去邊緣不適

合耕種的小長方形，整個大長方形的長邊一列是十六格，乘以十列再減去四格，

算出來的答案也是一百五十六格那麼大。寫成算式就是： 

16 ×10 ＝160 

160－4 ＝156 

弟弟說：「嗯！雖然長方形和正方形不同，它的長邊和短邊並不相同，但是，

一樣用數格子的方式：先數出每一列有幾格，再乘以幾列就可以了！」 

「所以啊！長方形的面積就可以簡單的說，長

邊乘以短邊；寫成數學式子就是：長×寬=長方形

面積。」羅拉說。 

弟弟一邊列算式一邊喃喃自語的說：「那就愈

來愈簡單了！讓我來挑戰圖三的面積吧！於是他

依照這個方法寫出算式如下： 

                          

12 ×13 ＝156 

6 × 2 ＝12 

156－12＝144 

它的想法是：每列有十二格，共有十三列，所以是十二乘以十三等於一百五

十六格，再減去中間的土礫部分，土礫是六格乘以二列等於十二格，再用一百五

十六格減去十二格等於一百四十四格，一個的面積是一平方公尺，一百四十四格

就是一百四十四平方公尺。 

還可以這麼算喔： 

12 ×11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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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4 

4 × 2 ＝8 

132＋4＋8＝144 

想法是，十二格的有十一列是一百三十二格，其中，第五和第六列並不是十

二格，而是分為二格的有二列是四格，另一邊六格的有二列是十二格，所以全部

的格子數就是一百四十四格。 

「有了！有了！圖一和圖三的土地面積是一樣大的。」弟弟發現了。 

羅拉很有成就感的說：「弟弟！你太聰明了！那麼，圖四看起來比較複雜，該

怎麼做可以讓它變得簡單一些呢？就假想我們在堆積木好了，把可以用的堆一

起，不能用的部分放一旁去，試試看~以下三個步驟，你能看得懂嗎？」 

 
「哇！推移過之後就只剩下一個小『正方形』了！真像變魔術。」 

「噢！是正方形嗎？它的一邊 12 格、卻只有 11 列喔！」 

「啊~那就還是是長方形囉，看起有很像嘛！」 

「算數學不能說『好像』，要仔細認真喔！讓我們來把這個魔術寫成算式吧！」 

圖四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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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4 ＝12 

15 －4 ＝11 

12 ×11 ＝132 

弟弟有點為難的問姐姐：「為什麼還要用『16－4』、『15－4』？」 

羅拉，指著步驟一到三說：「原本的圖形有十六格，十五列，就像推積木一

樣，先將左右兩個區塊靠攏，也就是把中間夾著的四格移到旁邊不用了，所以就

是十六減四，再來，原本的十五列移走了四列，就成了十五減四。」 

「面積經過推移之後就可以簡單的當作一個長方形來求面積，也就是十二格乘

以十一列，算式就是 12×11=132，答案就是一百三十二。」 

弟弟看得很認真，他說：「經過圖形的推移，真正的面積大小並沒有改變，

只是想像成位置的挪動而已。我來算算看是不是真的！」這時弟弟數著原本的圖

四，一格一格細細數著，沒漏掉一格，因為他想知道，這個魔術到底可不可靠。 

羅拉說：「不信的話，我們就一個步驟一個步驟慢慢算算看，看看算出來的

面積是不是一樣的。 

首先算十六格乘以十五列就是二百四十格，然後減掉其中不能使用的部分就

是十六格乘以四等於六十四格，再減掉四格乘以十五等於六十格，但是，這裡有

個關鍵的部分是，最中央的四格乘以四列的部分被重覆算了二次，所以要加回

來。因些，把它寫成算式就是這樣： 

16 ×15 ＝240 

16 ×4 ＝64 

4 ×15＝60 

4 ×4 ＝16 

240－64－60＋16 ＝132 

「還真的是一樣呢！原來，第四個人說對了耶！他的土地可以用的部分真的

比較小，面積只有 132 格。圖二的最大是 156 格，圖一和圖三面積一樣都是 144

格。」數得辛苦的弟弟沒忘記要主持公道。 

 

「如果以圖一和圖三為標準都

是 144 格的話，圖二 156 格就是多了

12 格，而，144 格減掉圖四的 132 格

等於 12 格，很巧的，圖二多了 12 格，

圖四少了 12 格，因此只要把圖二的

12 格畫分給圖四，那麼，每塊面積

不就都一樣大了嘛！」弟弟頭腦清晰

的說。 

羅拉脫口而出：「沒錯，因為圖

二比 144 格大了 12 格，圖四又比 144 格小了 12 格，因此，圖二如果調整 12 格

給圖四就可以解決這個糾紛了。太棒了！如果夢也有續集，我就能為他們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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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了！」 

弟弟突然摸不著頭緒的問羅拉：「『他們』是誰啊？」羅拉一時也說不清楚，

只是笑著看弟弟說：「現在考驗你一下，所以該怎麼把圖二的面積畫分 12 格給圖

四呢？」弟弟數了數，小心翼翼的在圖二和圖四之間畫了一條粗線作為新界線，

驕傲的說：「不就這樣！」 

            

 

                
                            
                            
                            
                            
                            
                            
                            
                            

                            
                            
                            
                            
                            
                            
                            
                            
                            
                            
                            
                            
                            
                            
                            
                            
羅拉繼續追問：「那麼現在四個圖形的面積各是多少了呢？」 

弟弟輕鬆的在紙上列出了算式： 

圖一：12 ×12 ＝144 

圖二：16 ×9 ＝144 

圖三：12 ×13 ＝156    156－12 ＝144 

圖四：16－4＝12   16－4＝12   12×12 ＝144 

「四個圖形面積一樣大，都是 144 格。」羅拉看著弟弟，兩個人都開心的笑了，

能用數學的方法解決生活上的問題，真是令人開心呢！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二  

圖四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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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中的尼羅河」面積計算前測--四年____班姓名： 

請列出算式計算以下圖形的面積各是多少小方格的大小： 

.                                   

1             2                

                             
                             
                             
                             
                             
                             
                             
                             
                             
                             
                             
                             
                             
                             
                             
3             4                

                             
            

 

                
                            
                            
                            
                            
                            
                            
                            
                            
                            
                            
                             
                             
 

39



2016 年第八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數學教學工作坊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6The Eighth ICTME and Workshop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夢中的尼羅河」面積計算後測--四年____班姓名： 

請列出算式計算以下圖形的面積各是多少小方格的大小： 

.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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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math reading effect of low-achievement students 

 
 Yi-Wen Su

1
  Ma-Yan Lin

2 
  

1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University of Taipei 

2
Taipei Municipal Zhong Zheng Elementary School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eacher educator and in-service teachers worked together 

developing low achievement students’ math reading texts to help students read and 

understand better.  After making some adjustments and integrating some corrections, 

we developed reading materials, addressed geometric concepts—including the 

area—and created assessments for math reading. The teacher wrote the area text with 

stories and cartoons presented in the form and also used digital teaching and teacher 

student interaction to help students’ reading comprehension. After this teaching 

practice, the researchers made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 reading mathematics 

narrative text which is focusing on connection can motivate students’ interest and 

improve learning effect of low-achievement students. 

 

Keywords：Low-achievement students, math reading, narrative, connectio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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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國小學生對四邊形幾何圖文順序閱讀理解之研究 

 
張淯僑 1

  許慧玉 2 

1新竹市東門國小教師 evachung705996@gmail.com 
2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數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huiyuhsu@mail.nhcue.edu.tw 

 

摘要 

    本研究以國小四年級「四邊形」單元的四種圖形及其定義文字，設計三種不

同的圖文閱讀順序，訪談尚未學習四邊形的 18 位不同學習表現的學生。了解不

同圖文順序在閱讀理解的「檢索與擷取」、「統整與解釋」、「省思與評鑑」三層次

上的表現。研究結果顯示，「先圖後文」能促使學生提升至「省思與評鑑」層次;

「先文後圖」則有助於幾何性質的「統整與解釋」; 現行教科書的「圖文併行」

模式，便於表層訊息的「檢索與擷取」，則有助於記憶 。研究中同時發現，學生

在數學學科閱讀幾何圖形時，「心像」、「符號」的助益及阻力，以及閱讀圖形定

義文字時，因詞素的多義及連接詞產生的閱讀不全或誤解。根據以上結果，研究

者針對幾何圖文閱讀教學提出建議。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一)、理論與現實的落差 

    1.數學課三道「安心符」 「舊經驗」「操作」「滿意的考試分數」，讓現場老

師安於現狀，旨在精熟。 

    2.典型圖的框架-因「何」而來  幾何思考層次尚未完全達到形式演繹的學生

來說，概念心像比概念定義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圖形概念呈現典型心像的成因與

幾何課程學習經驗的內容和次序有關(李宜芬，2002)。 

    3.對教材的依賴 教學者常按著文本順序逐字逐題的解說，錯把教學當作經

驗傳承，多數的幾何教學，都只在課堂裡教導「圖文對照」！ 

   （二）轉化教材的能力-因「材」施「教」（數學閱讀理解） 研究者是語文

閱讀研究人，體會跨學科閱讀的未來必要推行性。閱讀理解必先掌握學科閱讀的

特殊性，抽取學科必要的理解成分進行轉化。「圖形、符號、圖形定義」就是「幾

何閱讀理解」的主要成分 。 

二、研究目的 

    基於研究動機與背景，本研究意欲達成的探究目的是：了解不同學習表現的

國小四年級學童，不同幾何圖文順序的四邊形圖形閱讀理解情況。 

貳、文獻探討 

一、閱讀是新世紀必要的學習管道 

    閱讀是國民教育的能力指標之一（教育部，2003），也是達成未來十二國教

核心素養的途徑。2010 年美國 CCSS（Common Core States Standards），特別強

調了閱讀是學習各科的管道（柯華葳，2013）。閱讀不該只是語文的專屬工具，

跨學科閱讀是閱讀研究的主軸、未來的閱讀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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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kenna 和 Robinson(2002)歸納出學科閱讀應包含三種主要的認知技能:一

般讀寫技巧(general literacy skills)學科的先備知識 (prior knowledge of content)、

是學科特殊的讀寫技巧(content-specific literacy skills) 。舉凡時下媒體、教科書

文本都會輔以圖片及說明，閱讀訊息的種類不只侷限在文字上，圖形或符號都可

能是訊息出現點。數學學科的閱讀亦兼具圖片與文字，要有別於一般閱讀。     

    Duke 和 Pearson（2002）曾提出「對文章結構的了解」、「增加文本中的視覺

表現」這二項來增進有效閱讀理解。「對文章結構的了解」亦即是對文本中字、

詞、句、篇章的關聯理解；「增加文本中的視覺表現」是指將文本內容運用插圖、

圖表、圖解及畫作等具體形象化。柯華葳教授等人，整理 PIRLS 結果，提出閱

讀理解四層次(柯華葳等，2008)，認為「直接提取」、「直接推論詮釋」、「整合

觀點和訊息」、「檢驗、評估」,才是完整的閱讀歷程；現任教育部國語輔導團

總召集鄭圓鈴教授更將各類文本納入考量（圖表文本、知識類文本、文學性文本）

將之匯整成閱讀理解三階段，分別是「檢索與擷取」、「統整與解釋」、「省思與評

鑑」（鄭圓鈴，2013）。閱讀理解儼然已成為跨學科學習的必要手段。 

二、 數學閱讀的重要成分及特殊性 

    邵光華(2002)認為數學文本閱讀包含語言符號的感知與認識，新概念的同化

與調適，閱讀材料的理解與記憶等各種心理活動。秦麗花、邱上真(2004)的研究

中找出數學閱讀理解認知的重要成分是「文字」、「圖片」以及「圖文」。郭劉

龍（2004）提出數學閱讀時要有「文字、符號、圖示」三種語言之間轉換的能力。

數學語言的深層結構常重於表面內容，句法分析常先於語義理解 （Hegarty、

Carpenter 和 Just，1991）。所以要閱讀理解數學語言必先對其句法結構做深

入分析，明白其中特別的思考方式與具有多種形式表達相同概念特質的語言記錄

樣式，方不落入表面意義而導致曲解。 

三、數學閱讀理解策略 

    數學閱讀除了文字以外，還結合符號、算式和圖表等溝通方式，所以學生要

讀懂數學文本，閱讀策略應聚焦在文字與圖形，才能夠使用適當的策略解決問題

（劉天翔，2009）。 

  （ㄧ）文字的閱讀  Hegarty、Carpenter 和 Just（1991）發現圖文閱讀中，受

試者心智建構的表徵主要由文本主導（text-directed）。Hannus、Hyona（1999）

研究也提出兒童閱讀圖文並致的科學文本時，圖文的閱讀理解仍是以文本為主

導。在數學文本的脈絡之下，語言扮演著作為表徵與溝通重要的介面，(吳昭容、

黃一蘋，2003)。所以本研究以語文的角度進行幾何定義文字的結構分析： 

    1.文體  幾何定義文字多以說明文的形式呈現，符合三大特性:科學性、客觀

性、知識性(郭耕汎，2011)。現行語文教學脈絡裡，國小四年級學生閱讀說明文

本的經驗不足，致使學生閱讀說明文的理解能力薄弱。閱讀說明文困難的原因，

除了文體結構的複雜度外，文本中概念的密度和熟悉度、字彙知識、以及先備知

識是常被提及的因素 (Guffey，2007 ；Saenz & Fuchs，2002)。又不同讀者在相

同的語句、或者不同的情境之下，做出來的推論亦可能有所不同(郭耕汎，2011)。 

     2.句子 幾何圖形定義說明文字，都是以主謂句下的子句句式來表現說明

句。例如：「正方形的四條邊都一樣長，四個角都是直角，且兩雙對邊都分別互

相平行。」子句句式難度高，往往造成學生閱讀理解的困難(陳雅婉，2010；郭

耕汎，2011);子句中又有能反映邏輯事理，加上關聯詞語(連接詞)「且」的複句(中

國文化研究院，2003)，更增理解難度！ 

    3.詞彙  詞彙是檢視閱讀理解的必要條件，識字解碼能力已公認為閱讀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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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預測指標(引自王宣惠，2012)。若以詞能否單獨充當句子成分，可以將詞分為

實詞和虛詞兩大類。不同詞彙中儘管出現相同的拼法，卻不見得指涉相同的意

義。例如，四邊形圖形的定義說明提到：「『分別』互相平行」，「分別」二字,兼

具實虛詞二用；「對邊」可以是「二條的邊」不見得得是「不共頂點的二條邊」。 

     4. 詞素  提供語意訊息的最小單位，是構成詞彙的基本(王宣惠，2012)。

如「角」、「邊」、「點」，單一個詞素就可以構成完整意義的詞彙;必頇同時存在兩

個字以上才能具有完整意思，例如「一樣」、「互相」、「頂點」，能使閱讀者理解

關係或性質。另外「平行」、「對邊」、「對角」等則雖包含兩個詞素，但又同時可

能有二種以上的不同解釋。若個體沒有詞素覺識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Carlisle(1995)，具備能意識、察覺語詞內在基本結構關係,並操弄語詞結構和規則

之能力的話，閱讀理解就會有錯誤偏差，導致完全的錯誤理解。  

   （二）圖形的閱讀  圖片可以引起讀者注意，同時提升閱讀動機和理解。圖

能輔助學習與解題（翁立衛，2008）。Roth & Bowen (2003)認為讀圖活動有兩個

重要的成分:結構化與解譯，每一個圖形都有一組可供理解與解譯的參數關係 

(four-parameter relation) ，分別是內容、符號、情境脈絡與規則。 

    數學也需要透過符號、表徵系統等方法呈現數學的概念，「閱讀符號可以解

開其背後所表徵的思維」、「透過閱讀由符號所組成的各科學問可以獲得各種知

識」(柯華葳，2013)。數學符號系統的發展是引領數學思考的一個重要條件，符

號不只是用來單純的呈現數學的結果，而能利用符號進行操作、進行表徵間的轉

換。因此，學生在學習從兩種不同的表徵間的轉換過程中，必然容易產生許多不

理解(Duval，2006)。 

參、研究設計 

    在同時有圖片和文字的四邊形教材中，不同順序呈現，會不會影響學生數學

幾何圖形的閱讀表現呢？我們做了如下的設計： 

一、三種不同的圖文呈現方式 

   （一）第一種順序：由圖到文（先進行四種圖形典型圖非典型圖的閱讀，後

給予文字定義閱讀，最後圖文同時呈現） 

   （二）第二種順序：由文到圖（先進行四種圖形文字定義閱讀，後給予四種

圖形典型圖、非典型圖的閱讀，最後圖文同時呈現） 

 正方形定義文字 

 長方形定義文字 

  菱形定義文字 

平行四邊形定義文

字 

 

正方形定義文字＋圖形 

長方形定義文字＋圖形 

菱形定義文字＋圖形 

平行四邊形定義文字＋圖形 

典型圖  

非典型圖 

  正方形 

 長方形 

  菱形 

平行四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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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第三種順序：圖文併行（數學教科書中的編排模式-圖文同時呈現） 

 

 

 

 

 

 
 

 

二、圖形設計及呈現順序 

    每一種四邊形都分別有8張圖卡，分別編碼為 a: 原圖（教科書典型圖），

b:縮小，c:旋轉30度、d:旋轉90度、e:加上邊長等長符號、角度符號的，及 f:有

符號＋縮小，g: 有符號＋旋轉30度，h: 有符號＋旋轉90度。所有的圖形均印製

成邊長10公分的紙卡，訪談進行時，由a到h逐一呈現。    

三、文字定義安排及呈現順序 

    以數學教科書中圖形的定義文字為基礎，設計以下四種圖形的定義文字，每

一定義文字都有「且」（性質條件需要同時存在的層遞連接虛詞）、「分別」、

「互相」（「實虛詞並具」，具有兩種以上的多義解釋）以及「對邊平行」（性質

實詞）等。由「正方形」、「長方形」、「菱形」、「平行四邊形」的順序逐一

呈現。 

表 1 四種圖形定義文字的要義及「虛詞」 

圖形 定義文字  並  、且    分別 互相 

正方形 用四根一樣長的扣條圍出，並測

量四個角都是直角的四邊形且

兩雙對邊都分別互相平行 

 

圖形必要條件： 

四根一樣長 

四個直角 

對邊平行 

 

長方形 四個角都是直角，兩雙對邊等長

且都分別互相平行 

 

 

 

圖形必要條件： 

 

四個直角 

對邊等長 

對邊平行 

 

菱形 四條邊都一樣長， 且兩雙對邊

都分別互相平行 

 

圖形必要條件： 

四邊等長 

對邊平行 

 

 正方形定義文字 

 長方形定義文字 

  菱形定義文字 

平行四邊形定義文

字 

典型圖  

非典型圖 

 
 正方形 

 長方形 

  菱形 

平行四邊形 

正方形定義文字＋圖形 

長方形定義文字＋圖形 

菱形定義文字＋圖形 

平行四邊形定義文字＋圖形 

         正方形定義文字＋圖形（典型＋非典型） 

長方形定義文字＋圖形（典型＋非典型） 

 
          菱形定義文字＋圖形（典型＋非典型） 

 
      平行四邊形定義文字＋圖形（典型＋非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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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四

邊形 

兩雙對邊等長，兩雙對角分別一

樣大，且兩雙對邊都分別互相平

行 

圖形必要條件： 

對邊等長 

對角一樣大 

對邊平行 

 

四、資料分析 

    為了分析不同圖文呈現順序所得訊息層次的情形，本研究參考閱讀理解四層

次(柯華葳等，2008)，「直接提取」、「直接推論詮釋」、「整合觀點和訊息」、

「檢驗、評估」以及鄭圓鈴教授（2013）閱讀理解三階段，「檢索與擷取」、「統

整與解釋」、「省思與評鑑」，整合為三層次，作為本研究不同圖文順序學生閱讀

理解情況之分析架構。 

表 2 學生不同圖文順序達到閱讀理解情況的層次架構 

肆、研究結果 

一、不同圖文閱讀順序 

   （一）對已學過的正方形和長方形的閱讀結果 

閱讀 

歷程 

閱讀要點              幾何閱讀要點  

        

直

接 

提

取

  

檢

索

與 

擷

取 

搜尋圖形或文字說明與閱讀

目標有關的訊息，並將訊息

說出 

 四條邊等長 

 兩雙對邊等長 

 四個直角 

 兩雙對邊互相平行 

 對角一樣大 

直

接 

推

論

  

統

整

與

解

釋 

詮釋圖、文詞句，解釋原因

觀點關係，比較異同等方式 

歸納單一圖形、定義表層訊

息，進一步解釋。 

解釋對角概念 

解釋對邊概念   1. ＞（共頂點） 2.＝ （沒有共頂點） 

解釋平行概念 

詮釋符號：「-」/「＝」/ 「∟」 

  *等長/＆平行/#切分/0 無意義 

詮

釋

、

整

合

  

清楚分辨出整體訊息或主題                    

考慮閱讀圖文可選擇不同的

其他行動（方位、大小 ）     

比較不同圖形及對照文字訊

息不同（兩種以上圖形、定

義） 

圖形辨識 原圖  /圖 a、圖 e 

縮小  /圖 b、圖 f 

旋轉 30 度/圖 c、圖 g 

旋轉 90 度/圖 d、圖 h 

平行概念 1.等長 

2.平行且等長 

3.不相交的兩直線 

4.整齊劃一 

5.平的直線 

6.如對邊 1 

圖形比較 說出與其他圖形的異同 

1.正 2.長 3.菱  4.平行 

檢

驗

、

評

估 

省

思

與

評

鑑 

評估所描述內容發生的可能

性                              

揣測編輯者圖文背後的寓意                            

評斷圖文訊息的完整性  

找出編輯者的觀點 

建立/澄清概念 1.符號 2.平行 3.邊   4.角 

說出與其他圖形的關係 

1-1 正方形/-2 長方形   

2.對角位置高低( 菱形、平行四邊形) 

3.平行與直角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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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正方形  由文到圖的閱讀表現並沒有因為先讀過文字定義說明，在閱讀圖

形「四邊等長」和「直角」的訊息就表現較佳，在非典型圖旋轉 30 度閱讀反而

有更多與「菱形」的糾纏。再者，「平行」概念也不如「由圖到文」閱讀順序來

的正確。但是「符號」「-」的閱讀上，由文到圖的表現似乎比由圖到文來的準確。 

    2.長方形   定義文字「兩雙對邊等長」，基於學生長方形強烈的「二長邊二

短邊」典型心像，產生了「平行」的最佳釋意，都解釋為「等長」，因此符號「-」、

「＝」釋意為「等長」似乎容易的些;反觀「由圖到文」閱讀順序的「平行」、「符

號」都還維持原來的舊經驗。所以，若要採用「由文到圖」的教學或閱讀，在圖

形的安排上，可以先進行「長方形」再閱讀「正方形」。 

    (二)不同圖文閱讀順序對尚未正式接觸的菱形和平行四邊形的閱讀結果 

    因為是未學過的圖形，「由圖到文」的閱讀表現上很明顯在圖形典型圖時就

有與平行四邊形混淆或不知其名稱的情況，但都能以典型圖檢索出的訊息「二長

邊二短邊」進行非典型圖的辨識，反而更增強圖形性質的心像概念，因此也都能

辨識出與典型圖是一樣的圖形，覺察出兩者的差異在於「對角」的位置。 

    (三)不同圖文閱讀順序對「平行」、「符號」的閱讀結果 

   「符號」的釋意上，「由文到圖」閱讀順序的受訪者表現較好;「平行」的概

念兩種閱讀順序的受訪者一直在「等長」、「平行又等長」、「有垂直固定距離」、「整

齊劃一」中猜測。這四種解釋在這四種圖形中都是可以解釋。但是「由圖到文」

的閱讀順序下，「平行」概念是透過讀圖逐漸建立而來，「由文到圖」的閱讀順序

裏，「平行」概念是因為文字定義存在而進行圖形對照而得來。 

    (四)三種不同圖文閱讀順序達到第三層次閱讀理解結果 

    1.中學習表現學生省思與評鑑閱讀層次的結果  「由圖到文」、「由文到圖」

比「圖文併行」的模式表現來的好，得以建立和澄清與四邊形學習目標幾乎完全

重合的概念：「等長符號」、「平行」、「對邊」、「圖形名稱」。推論圖形關

係「由圖到文」的表現還更甚「由文到圖」。 

表 3 中學習表現學生省思與評鑑閱讀層次的結果 

  由圖到文 由文到圖 圖文併行 

正方形 建立/澄清概念 2 2 2 3   

推論圖形關係       

長方形 建立/澄清概念 1 3     

推論圖形關係 1-1/3      

菱形 建立/澄清概念 1 5/3 1 5/3 4  

推論圖形關係     1  

平行 

四邊形 

建立/澄清概念 1 5 1 5 2  

推論圖形關係 1-2  2  1  2  

澄清概念 1.等長符號 2.平行 3.對邊   4.對角  5.圖形名稱 

推論與其他圖形的關係 1-1 正方形/1-2 長方形/   2.對角位置高低( 菱形、平行四邊形)   3.平行

與直角的關係 

   2.低學習表現學生省思與評鑑閱讀層次的結果  「由圖到文」促進圖形閱讀

理解表現最好，因為不會一開始就受到文字閱讀的阻礙，得以先利用圖形心像做

相關性連結逐漸建立和澄清的概念，再與定義文字做參照性連結，閱讀順序的結

果與四邊形學習目標幾乎完全重合：「等長符號」、「平行」、「對邊」、「對

角」;在未知圖形「菱形」、「平行四邊形」彼此間關係的推論上表現更是明顯。

相對的，「由文到圖」、「圖文併行」的模式對低學習表現的閱讀理解表現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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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大，因此對於文字理解能力較不足的學生，由圖到文是可行的方式。 

表 4 低學習表現學生省思與評鑑閱讀層次的結果 

  由圖到文 由文到圖 圖文併行 

正方形 建立/澄清概念 3 4 3 4 1    

推論圖形關係       

長方形 建立/澄清概念 3  1  2 2 

推論圖形關係       

菱形 建立/澄清概念 3/1   3 1  

推論圖形關係 2/1-1 2/1-1     

平行 

四邊形 

建立/澄清概念 2/3  4  3  

推論圖形關係 2 2     

澄清概念 1.符號 2.平行 3.邊   4.角    5.圖形名稱 

推論與其他圖形的關係 1-1 正方形/1-2 長方形/   2.對角位置高低( 菱形、平行四邊形)   3.平行

與直角的關係 

二、讀圖 

  （一）典型圖心像  老師教學時的圖形、課本上給的圖例，都讓圖形是正立的

（一組對邊是水平線 ，另一組對邊是鉛直線），學生僅利用課本給的圖形來辨

識，這種典型心像所造成的圖形辨識迷思，是典型例的後遺症。在研究有以下： 

    1.正方形或長方形轉 30 度就成了菱形，因為正方形一定有一邊是水平的，

如果有一個 「角」是立著的就是「菱形」。  

    2.「菱形」，一定就是「銳角」在上下一組的對角的圖形，所以學生辨識菱

形時，都會不由自主轉成直立的方向； 另一情況是，判斷「菱形」是上下各有

一個角，另外兩個角在左右的直觀。 

    3.在判斷長方形時都以邊長必定為「二長二短」，長寬必為不同，為圖形首

要判斷條件，「四個角必為直角」在部分低學習表現者身上，是覺得不符其心像

的。 

                       表 5 學童典型心像示意 

             菱形 正方形      長方形 

 

    4.平行四邊形，因為未學過，所以受訪者都會提及用「另一種角度看」， 會

有正方形或長方形躺下的說詞。學生的示意圖如下(圖形來自數學習作) 

                 
    (二)「符號」「-」及「=」的多樣解釋 

    1.將邊長一分為二，每邊都可切成相同的兩段，所以邊長將會一樣長。  

    2.不同圖形有不同解釋，在已知圖形是「等長」，因為符號線是直的；在未

知圖形時是「平行且一樣長」，因為符號線是斜的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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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代表較短的邊；「＝」兩條線代表較長的邊。 

    4.分屬不同意義，一條線的是代表等長，兩條線的是代表平行。 

    5.形成平角:「-」是中心點 

    6.兼具平行與等長的意義  

    7.指示方向，指向另一邊去 

    8.分割圖形 

    9.等長 

   10.不明其所以然,或沒有任何意義 

三、讀文 

    (一)「實詞」的的閱讀理解情況 

    1.平行 在讀圖形定義文字引發對「平行」二字數學性質的推想。有以下幾

種: 

    (1)永不相交的兩直線，中間有一垂直固定距離 

    (2)一樣長且對齊的兩直線:來自正方形和長方形 

    (3)一樣長的兩直線:菱形和平行四邊形 

    (4)只能歪斜同一角度的兩直線 

    (5)只能是水平的兩直線 

    (6)平直的一條直線 

    2.對邊  一對的邊，只要是兩條邊，都可以稱為一對。有以下三種:共頂點的

兩條邊; 沒有共頂點的兩條邊/整齊劃一; 從一個邊對過去的「另一個邊」。 

表 6 學童「對邊」性質解釋 

共頂點的兩條邊 沒有共頂點的兩條邊/整齊劃一     另一個邊 

 

 

   

 

 

 

 

 

     3.對角： 兩條共頂點的邊所夾的角/相對位置的兩個角。 

表 7 學童「對角」性質解釋 

   共頂點的兩條邊所夾的角    相對位置的兩個角 

          

  

    （二）「虛詞」的閱讀理解情況 

     1.「且」字:表達的是一定要同時存在的必要條件 ，「兩雙對邊等長且都分

別互相平行」傳達的幾何性質是兩對的對邊，除了長度一樣之外，還必頇是有「平

行」的關係。解讀為「兩線間有固定距離」者，表示有可能了解「且」的條件必

然性;「整齊劃一」從訪談中推知，可能也有二線保持一定距離之意。解讀為「等

長」者，有可能都是忽略「且」字的條件必然性；解讀為「直線」，是不解「分

別互相」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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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先圖後文學生的平行概念 

   6 15 9 11 17 3 

正方形 斜的 3 2 1/3 5 1 

長方形  2 2 1 5 1 

菱形 角度 2 2 1 5 1 

平行四邊形 斜邊 2 2 1  1 

表 9 先文後圖學生的平行概念 

 16 22 19 21 4 23 

正方形 4  1 4 1 6  

長方形 1 1 1 1      1 

菱形 1 3  2 3 1  

平行四邊形 4 2 2 1  5 

表 10 圖文併行學生的平行概念 

 13 2 14 5 24 12 

正方形 3 3 1  5 1 

長方形 3  3 3 4/1 2 1/4 

菱形 3 3 3 4 1 1 

平行四邊形 3 3 4 4  1 1 

註：平行概念 1.等長 2.平行又等長 3.有垂直固定距離 4.整齊劃一 5.直線 6.共頂點的兩直線 

    2.「互相」、「分別」的閱讀理解情況 

    從表 8、表 9、表 10 可以得知，若學生明白「分別」、「互相」之意，就不至

於會出現平行是「直線」、「共頂點的兩直線」的解釋。 

伍、結論與建議 

一、三種不同圖文閱讀順序閱讀理解 

    (一)由圖到文的在閱讀理解「省思與評鑑」的層次表現佳: 學生透過充分操

弄圖卡，會自主建立比較出四種圖形間的異同，不只注意單一圖形「邊」、「角」， 

也能在心像中比對圖形的差異，得到「學習閱讀」圖形的效果。 

   （二）由文到圖的先讀文字未有助於圖形閱讀，反因不斷回想文字而混淆圖

形 

文字是以線的方式在腦中記憶，如果學生在讀文時就將圖形清楚建構出來，讀圖

時，自然圖文就能搭配起來，然而二個未知圖形並非如此，顯示未學過的圖形只

讀文字，是無法建構完整圖像的。 

   （三）圖文併行的閱讀對已學過的圖形有立即性的澄清，但不利於未知圖形。

一旦對於性質無法有彈性的轉譯就會有閱讀上的困難。 

二、閱讀圖形的結論 

   （一）「平行」沒有影響典型圖形與非典型圖形辨識-已知圖形概念心像比未

學過概念定義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二）符號 辨識、熟知符號可以促進學生更掌握確認圖形訊息，但並不影響

圖形辨識。 

   （三）影響典型圖形與非典型圖形辨識的是「提問」與「操弄」，透過充分的

旋轉操弄有助於典型心像的解套。  

三、閱讀圖形定義文字結論 

   （一）圖形定義文字句子的理解：「兩雙對邊互相平行」這句定義文字不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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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典型圖形與非典型圖形辨識，但卻是學習四邊形的重要關鍵性質概念。句子過

多，產生圖形文字條件多者會包含文字條件少的誤解。優點是能擷取定義文字相

同部分，了解圖形間彼此的共通關係。 

   （二）「對邊」、「對角」、「平行」等幾何性質詞彙和生活用語混為一談：顧名

思義的釋譯法或語文閱讀理解方式加以擴充詞義方式來理解簡潔、理性的數學語

言，有削足適履的窘迫，甚至造成誤解，影響幾何學習。 

   （三）錯漏「虛詞」，圖形性質變得不齊全  學生不會在意「虛詞」，因為無

關乎數學性質內容，但是關乎條件的必然性。不在意「且」字，圖形條件必不周

全，若懂「且」字的條件必要性，就不會認為「平行就是等長」；忽視「分別」、

「互相」，影響「對邊」概念。 

四、根據研究者從不同圖文順序來看不同學習表現學童在四邊形讀圖和讀文的表 

    現，提出以下建議，以供參考： 

   （一）圖例呈現應兼顧典型與非典型，在大小、方位上變化，增加操作比對

直觀心像的機會，增進圖例印象。 

   （二）以能建構圖形性質概念的方式，調整圖文的呈現順序帶領學生學習思

考。 

   （三）多提供說明文的學習，掌握說明文教學技巧，增進學生提問能力，增

加閱讀理解策略「提問」、「追問」並給予充分的空間作答，促使學生建立性質間

的關係推論，運用數學語言回應，提供學生在學習閱讀中閱讀學習。 

   （四）圖形性質條件的句數多寡、幾何性質詞彙與虛詞，教師於教學時應注

意並加以區辨，整合定義文字間的關係外，應考量並配合學生的閱讀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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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 104 學年度臺灣三個版本國小數學教科書，線對稱圖形

單元教學順序安排和範例呈現，及課本和習作例題的內容與編排差異。研究採用

內容分析法和紮根理論研究法。研究發現：在課本內容部分，教材地位方面，B、

C版本的標題頁中有列出前後相關知識的連結；定義教學方面，三個版本皆屬於

操作型定義，但引入方式不同；線對稱圖形種類方面，各版本剛開始以風景實物、

文字符號類帶入，再以幾何圖形類引入相關性質；判斷線對稱圖形方面，以垂直

對稱軸的圖例最多，傾斜的圖例最少；繪製線對稱圖形方面，三個版本都有出現

剪圖法和利用對稱軸垂直帄分對稱點的連結之特性來形成構圖。在課本和習作例

題部分，三個版本常見的操作活動是摺紙；線對稱圖例種類方面，A、B版本提

供較多圖例且以複合圖形為主，C版本以幾何圖形為主；迷思圖形方面，A版本

反例的習題較具多樣化；繪製線對稱圖形方面，三個版本皆以一條對稱軸為主，

方向多為對稱軸垂直和水帄；應用類型方面，A、C版本的布題類型最為相近，

以對摺一次的單一圖形居多，B版本則未呈現。 

 

關鍵字：線對稱、教科書、迷思概念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生活中到處都可發現對稱的圖形，如：標誌、建築、幾何圖形等，常見的「摺

紙剪紙」、「照鏡子」，也都運用對稱的原理。對稱是一種最基本的圖形變換，

是學習空間與圖形知識的必要基礎，對於幫助學生建立空間觀念，培養學生的空

間想像力有重要的作用。 

在國內目前現有的教材內容上，唯有在高年級的課程中才出現線對稱圖形的

單元，線對稱單元內容所佔的比例似乎偏低。學生在幾何概念有諸多迷思，其中

有關線對稱概念的發展亦受到學者的關注，就教科書中線對稱概念的編排而言，

教材內容的安排、學生活動的類型、教科書上的圖例等，都和學生學習線對稱概

念密不可分。在國內有關教科書幾何教材分析的研究中，以國內外的教科書比較

分析占較高比例，此外也有許多研究是針對學生的線對稱概念之解題策略和錯誤

類型為主，但與線對稱直接相關的教科書分析卻寥寥無幾，有鑑於此，研究者選

擇此一主題進行探討，擬針對我國國小數學各版本教科書，進行線對稱單元的教

材分析，詴圖比較各版本在此單元不同的內容編排與引導方式，以提供有關線對

稱圖形在課程與教學的參考。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各版本在國小線對稱圖形單元中的教學順序安排及範例呈

現，及課本練習題及習作例題的內容與編排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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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線對稱概念的內涵 

(一）線對稱的定義 

1.國民小學數學科實驗課程教師手冊(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1995) 

(1)操作型定義 

 若一圖形可沿著某一直線對摺，使直線兩側的部份完全重合，這種圖形稱為

關於此摺線的對稱圖形，簡稱為線對稱圖形。 

(2)幾何上的意義 

一個圖形，若可以找到一直線將其帄分成兩半，在其中一半內的任何點，都

可以在另一半內找到一個對應點，使得這兩個互相對應的點所連成的直線段， 恰

好被帄分此圖形的直線垂直帄分，這個圖形即為一種線對稱圖形。 

2.維基百科的定義： 

線對稱指一個圖形沿一條直線摺疊，直線兩旁的部分能夠互相重合，更廣泛

的對稱形式為旋轉對稱。 

(1)定理 1：關於某條直線對稱的兩個圖形是全等形。 

(2)定理 2：如果兩個圖形關於某條直線對稱，那麼對稱軸是對應點連線的垂

直帄分線。 

(3)定理 3：兩個圖形關於某條直線對稱，如果他們的對稱軸或延長線相交，

那麼交點在對稱軸上。 

(4)定理 2 的逆定理：若兩個圖形的對應點連線被同一條直線垂直帄分，那

麼這兩個圖形關於這條直線對稱。 

綜合上述，線對稱圖形就是以對稱軸為中心，只探討一個圖形，也可以針對

二個或多個圖形來進行分析，即複合圖形。只要在對稱軸兩側的顏色、形狀、大

小都相同，沿著對稱軸摺疊後，兩側能完全重合，可以找到對應點、對應邊、對

應角，就是線對稱圖形。 

(二）線對稱的構圖策略 

線對稱圖形的構圖策略通常可以下列方法完成(劉好，1998)： 

1.剪圖法： 

將一張紙對摺，在其上依所要的圖形之一半的形狀剪下（使透過兩半），則

可得一個線對稱圖形。用此方法做成的圖形，可有兩種類型，一為對稱軸在剪下

的區域內部，如圖 2-1-3，一為對稱軸不在剪下的區域中，如圖 2-1-4。 

  

圖 1 對稱軸在剪下的區域內部 圖 2 對稱軸不在剪下的區域中 

2.描繪法： 

    利用複寫紙可畫出線對稱圖形。將一張白紙對摺，把複寫紙插入對摺紙中

間，使可透色的面和白紙之兩個內面接觸，然後在對摺紙的表面畫出對稱圖形的

一半圖形，畫好後，取出複寫紙，展開白紙，複寫紙透色的面即出現所要的對稱

圖形。 

3.利用對稱軸垂直帄分對稱點的連結之特性： 

    在白紙上畫出一條直線當做對稱軸(如圖 3-(1))，接著於對稱軸的一邊畫出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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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稱圖形的一半(如圖 3-(2))，定出一些關鍵點(如圖 3-(3)中的 A、B、C)，從 A

點畫一條和對稱軸垂直的直線，並在直線上取一點 D，使其到對稱軸之距離等於

A點到對稱軸的距離，以同樣的方法找出 E、F點。將 D、E、F點連接起來，即

得到一個線對稱圖形(如圖 3-(4))。 

 

 

 

 

 

 

 

圖 3 利用對稱軸垂直帄分對稱點連結畫對稱圖形之步驟 

 

二、線對稱迷思概念的相關研究 

    在國內外相關線對稱概念的研究中(王世鑫，2007；吳思圻，2010；施政宏，

2006；劉湘川、劉好、許天維，1992；Kuchemann, 1981)都有發現相似的學生迷

思、錯誤概念，研究者將相關研究中對稱性質相近的內容或概念歸納整理，提出

以下敘述，並依據此迷思概念，作為編定研究架構之依據。 

(一)定義：認識線對稱圖形與對稱軸 

1.對稱的意義不完全瞭解，只知道物件因對稱而造成位置改變，未注意物件

本身的對稱性。 

2.以為「對稱」就是「對稱軸兩側的圖形互為全等圖形」。 

3.學童受到典範概念心像影響作答，認為對稱圖通常是自己所熟悉的，忽略

了對稱軸之意義。 

4.學生處理水帄或垂直的鏡子較傾斜的鏡子容易許多。 

(二)判斷線對稱圖形 

1.在視覺判斷線對稱圖形時，會受到對稱軸傾斜角度的影響。 

2.將線對稱和點對稱的圖形概念混淆，以為帄行四邊形有線對稱特性，因而

導致判斷錯誤。 

3.容易忽略圖形內部的細部組成要素，造成線對稱圖形的誤判。 

4.將對稱軸與對角線混淆，以為對角線就是對稱軸，無法數出正確的對稱軸

數量。 

(三)繪製線對稱圖形 

1.學生較能處理鉛垂或水帄方向對稱軸的圖形問題，但對於對稱軸為傾斜的

線對稱圖形則容易產生錯誤。 

2.根據不同類型的紙張，學生解答的作法也有所不同。 

3.在做物件反射對稱時，方格紙上的格子是距離和方向的有利指南。 

4.線對稱圖形的作圖時，直接延伸原圖形的線段，忽略對稱點連線，必頇和

對稱軸相互垂直的概念。 

綜合上述，可得知學生對稱的概念發展、解題策略與迷思概念，如此有助研

究者分析線對稱教材，注意題型影響學生認知因素和迷思概念。學生的迷思概

念、典型心像有可能是從教科書的教學內容漸漸形成的，而經驗豐富、能洞悉學

生可能產生哪些困難的教師能適時補充教科書中不清楚的引導，避免學生只習得

結果，導致迷思概念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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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與紮根理論研究法，詴圖從分析三個版本教科書後，

參考 Charalambous, Delaney, Hsu & Mesa (2010)文章之研究架構，主要分析各版

本教科書和習作的內容和例題，所以分成數學課本內容呈現和學生練習題目部

分。 

二、研究架構 

 

 

 

 

 

圖 3 線對稱教材內容之分析架構 

(一）數學課本內容呈現 

1.教材地位 

從教材地位中，可先了解整體教材的的結構，檢視該教材過去、現在、及未

來的發展趨向，以掌握教材發展的整體脈絡。 

2.定義：認識線對稱圖形與對稱軸 

(1)相關活動 

陳聖別(2012)提到摺紙能提供學生正確的對稱觀念，帶給學生等距離的直

覺，提供解題的想法。有些版本也會帶入鏡射活動，將鏡軸當成摺線，沿鏡子線

對摺，兩側圖形會完全疊合，並以對摺的檢驗製圖正確與否，此時的鏡射活動便

與對稱活動有關聯。 

(2)圖形種類 

根據左台益和陳天宏（2002）「國中生線對稱概念心像之研究」中，將線對

稱圖形種類整理分為風景實物、幾何圖形、文字符號、複合圖形等四個項目，作

為內容分析之依據。 

(一）數學課本內容呈現  (二）學生練習題目 

1.教材地位 1.定義：認識線  

  對稱圖形與  

  對稱軸 

(1)操作活動 

2.教材內容安排 (2)圖形種類 

3.定義：認識線 

  對稱圖形與 

  對稱軸 

(1)定義的相關活動 2.迷思圖形 

(2)圖形種類 
3.繪製線對稱 

  圖形 

(1)對稱軸方向 

4.判斷線對稱   

  圖形 

(1)找對稱軸和對稱

軸的數量 
(2)格子點 

(2)提供反例 4.應用問題 

5.繪製線對稱 

  圖形 

(1)構圖教學 

(2)格子點 

(3)對稱軸方向 

6.應用問題 

臺灣三版本數學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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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線對稱圖形種類舉例 

風景實物 幾何圖形 文字符號 複合圖形 

 
   

引自 A版本 引自 A版本 引自 B版本 引自 C版本 

3.判斷線對稱圖形 

(1)找出對稱軸和其數量 

對稱軸是線對稱圖形的構成要素，透過對稱軸，引入相關概念，如：對稱角

相等、對稱邊等長、對稱軸垂直帄分對稱點連線、對稱區塊全等且面積相等，可

讓學生以靈活思維觀察線對稱圖形。 

(2)提供反例 

  教科書適時提供反例以澄清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所產生的想法和概念，可以

協助學生改正其迷思概念。根據相關迷思概念文獻分析，分為誤解全等圖形、點

對稱圖形、注意圖形外圍等項目來探究。 

  

 

圖 4 誤解全等圖形 圖 5 點對稱圖形 圖 6 注意圖形外圍 

4.繪製線對稱圖形 

(1)構圖教學 

劉好(1998)指出線對稱圖形的作圖教學通常可以分為剪圖法、描繪法和利用

對稱軸垂直帄分對稱點的連結之特性等方法。 

(2)格子點 

「有格點」的題目對分析層次的學生較簡單，屬於下位概念；「沒有格點」

對分析層次的學生較困難，屬於上位概念(王世鑫，2007)。若能詳加介紹方格紙

與格子點的功能，使學生能善用此功能幫助解題。 

(3)對稱軸方向 

李源順(2015)認為要學生畫線對稱圖形時，較簡單的是有方格且對稱軸是水

帄或垂直的情形，對稱軸傾斜的題目最為困難。 

5.應用問題 

Duval(1995)認為當個體在觀察一個圖形時，可以透過操弄圖形來得到解題的

靈感，如分解組合圖形、帄移旋轉圖形等，這些方式可以在心靈中操作，也可實

際去變動它，有足夠操弄，便可讓學生利用線對稱的知識進行逆向思維。 

(二）學生練習題目 

1.定義：認識線對稱圖形與對稱軸 

(1)操作活動 

就生活中的圖形，大部分的圖形是無法操作、對摺的(吳思圻，2010)。在學

生解題時，可能會需要以鏡子或對摺的方式，從不同的觀點去探索線對稱概念。 

(2)圖形類別 

各版本教科書在帶入線對稱圖形概念時，通常是較複雜的情境圖，回到學生

習題時，必頇連結數學性質，則多半會以幾何圖形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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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迷思圖形 

本研究以數學課本內容「判斷線對稱圖形」的次類目，以全等圖形、點對稱

圖形、只注意圖形外圍作為分析依據。 

3.繪製線對稱圖形 

(1)對稱軸方向 

當對稱軸不是水帄線或鉛直線時，學生繪圖時較容易出錯，雖然現行能力指

標未處理此問題，但在習題中仍可發現此類型題目。 

(2)格子點 

線對稱作圖習題有方格紙、格子點等類型，再依據其對稱點數量分析，探討

習題難度是否會隨著對稱點數量增加而減少。 

4.應用問題 

問題情境多指摺紙、剪紙的應用問題，學生習題的認知難度和課本例子的難

度是否一致，可再進一步探討。 

四、研究結果 

(一）數學課本內容呈現 

1.教材地位 

三個版本的標題頁都注重與生活的聯繫，A版本標題頁以多格漫畫呈現，先

舉出線對稱圖形的例子，讓學生對線對稱圖形有初步的概念。在 B、C版本的標

題頁中分別以水中倒影和建築照片帶入線對稱的觀察，且明確說明相關先備知

識，可以讓師生清楚前後知識的聯繫。 

2.定義：認識線對稱圖形與對稱軸 

(1)相關活動 

摺紙活動被廣泛融入在各版本的線對稱教學活動，如：「認識線對稱圖形的

對稱軸」、「察覺有些線對稱圖形的對稱軸不只一條」、「透過剪紙製作線對稱圖

形」、「認識對稱點、對稱邊、對稱角」。A、C版本是從摺紙活動中介紹定義，B

版本則是先介紹定義後才以摺紙活動探究其他相關性質。 

在鏡射活動中，A版本先介紹定義後，再進入鏡射活動，讓學生觀察並發現

鏡子兩側的圖形。C版本透過鏡射活動，讓學生思考鏡子擺放的位置和鏡子反射

出來圖形的關係，再藉由摺紙，引出線對稱圖形的定義。A、C版本藉由鏡射活

動，可以讓學生發現「對稱軸兩側圖形應全等」的概念，但未從中發展「鏡軸兩

側對應點連線與對稱軸互相垂直」和「鏡軸兩側對應點在同一直線上，對應點與

鏡軸的連線段長度相同。」等性質。 

(2)線對稱圖形種類 

各版本的教科書的圖例，風景實物、文字符號、幾何圖形和複合圖形四種皆

有。A版本提供的圖例最多，且以複合圖形為主，難度可能比其他版本難，老師

要花較多時間引導。B版本以幾何圖形占最高比例，複合圖形中出現的縣徽較為

複雜，學生較難判斷並進一步去發現性質。C 版本例題分布和 A 版本相同，也

以複合圖形占最多數，圖例題數是三個版本中最少的。 

3.判斷線對稱圖形 

(1)找出對稱軸和其數量 

在找出對稱軸的部分，A、C版本均藉由摺紙找出對稱軸，但未進一步探究

幾何性質：兩對稱點到對稱軸的距離相等，讓學生理解作圖步驟代表的意義。B

版本則是直接觀察，易造成直觀作圖的誤差。找對稱軸數量部分，A版本有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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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圖形的判斷，內容難度較高，C版本希望學生能從對稱軸數量中推論出：正

多邊形中，對稱軸的數量和正多邊形的邊數一樣多，此部分需老師多舉例子引

導，學生才較容易理解。 

(2)提供反例 

三個版本以全等圖形、點對稱圖形、圖形外圍和內部的差異等分析項目來

看，A版本出現 4題，含括的類別最多，有足夠的變異性，內容較為完整；B版

本呈現 2題，分別是點對稱圖形、圖形外圍和內部的差異；C版本則未出現反例

的題目，內容難度就可能比較低。僅有 A版本有全等圖形以鏡子觀察的布題，B、

C版本點對稱的布題以帄行四邊形為主，透過摺紙操弄圖形，判斷是否為線對稱

圖形。 

4.繪製線對稱圖形 

(1)構圖教學 

三個版本都有出現剪圖法和利用對稱軸垂直帄分對稱點的連結之特性來形

成線對稱圖形的構圖。在剪圖法方面，A、C 版本是先認識線對稱概念後，再剪

出圖形，B 版本是透過摺紙剪紙，認識對稱軸，透過實際操作，初步以幾何的觀

點來了解線對稱圖形的細部的性質及其特徵。各版本利用對稱軸垂直帄分對稱點

的連結之特性的作圖類型多是有格子點、對稱軸垂直的類型，A、C 版本是在發

現對稱軸垂直帄分對稱點連線等性質後，再進行作圖教學。B版本則是直接引出

對稱邊、對稱角相等，便進行作圖教學時，學生不一定會真正考慮對稱軸垂直且

帄分對稱點連線段的性質，可再經由教師引導或留意。 

(2)格子點 

A、C版本皆是先由方格紙開始，結合對稱軸垂直帄分對稱點的連結之特性

加以引導說明繪圖步驟。接著，再由方格板，進行到格子點的教學，循序漸進，

提供的示範例也較為多元。其中，B版本在線對稱作圖教學時，只有一題方格紙

的教學，較為簡略，相較於其他兩個版本，顯得比重減少許多。 

(3)對稱軸方向 

A版本的對稱軸水帄作圖題數最多(3題)，對稱軸垂直作圖題數次之(2題)；

B 版本僅出現一題對稱軸垂直的作圖題，沒有對稱軸水帄的作圖題，示範題數

少，可能導致學生無法完全理解作圖的步驟；C版本則是對稱軸垂直作圖題數最

多(3題)，對稱軸水帄作圖題數次之(1題)。三個版本的示範例以對稱軸垂直和對

稱軸水帄為主，對稱軸傾斜的作圖不在此階段的能力指標內，在各版本課本皆未

有對稱軸傾斜的作圖題，但在學生習題卻有出現，整體來看，課本的布題比學生

習題難度較為簡單。 

5.應用問題 

三個版本的習題中皆有此類線對稱的應用問題，而教科書中的引導卻寥寥無

幾，只有 A 版本一題，其問題情境是屬於單一幾何問題，學生需要進行逆向推

理，判斷剪下一個幾何圖形後，展開後圖形的位置、大小和形狀。B 版本和 C

版本僅在習題中出現，課本未有任何引導，顯示三個版本教科書在線對稱應用的

引導較為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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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K版本線對稱應用問題 

(二）學生練習題目 

1.定義：認識線對稱圖形與對稱軸 

(1)操作活動 

在各版本習題中，摺紙是最常見的操作活動。A版本的摺紙活動出現在判斷

線對稱圖形、找出對稱軸等教學活動，剪紙活動用在線對稱的應用問題；C版本

中有較多實際操作活動(14 題)，其中鏡子活動出現在判斷線對稱圖形的對稱軸，

讓學生將鏡軸當成對稱軸，使得鏡射活動與線對稱活動產生關聯，並強調對稱軸

兩側的對應圖形應該全等。B版本的操作活動相對較少，僅有摺紙 4題，其中摺

紙活動出現在課本的判斷線對稱圖形、找出對稱軸的數量等例題，習作的例題主

要以直觀判斷為主，在 B 版本的課本和習作中皆未出現鏡子活動的操作，鏡子

活動的探究可以幫助理解線對稱概念，尤其當學生在學習一個新的主題時，可多

操弄圖形，可以形成更精細的表徵和想像能力。 

(2)問題類別 

A、B 版本提供了較多線對稱圖例，C 版本的比重相對少了許多。A、C 版

本的圖例以複合圖形占最大部分，都超過一半，B 版本的圖例則以幾何圖形為

主。教科書中風景實物類約占了 10％~20％，到了習題的部分，則只有 B 版本

4.5％，其他版本皆未出現，顯示風景實物類的線對稱圖例多用來讓學生先對生

活中的線對稱有初步概略的印象，若進一步要觀察線對稱圖形的性質「兩對稱點

的直線和對稱軸垂直，且兩對稱點到對稱軸的距離相等。」或利用性質來解題，

還是會回到幾何圖形或複合圖形的類別來觀察，因此三個版本的習題中會以幾何

圖形或複合圖形占大多數。 

2.迷思圖形 

在三個版本的習題中，未發現有全等圖形的反例，對於學生易產生的迷思概

念較無法在此得以釐清。點對稱習題部分，以帄行四邊形居多，A、C版本還有

生活中的旋轉圖案，如風扇、資源回收標誌等，例子較為多元化，有附件可以操

作對摺；B版本則包括了文字符號類的點對稱圖形，例子較為抽象，且無附件可

以操作，難度較高。在圖形外圍和內部的差異類部分，A版本的習題內部裡有圖

案和顏色明顯的差異，學生可以容易判斷非線對稱圖形，屬於簡單的題型；B版

本的習題內部是點對稱圖形，也可從視覺上判斷出來；C版本中則未呈現此類型

的迷思圖形。 

3.繪製線對稱圖形 

(1)對稱軸方向 

三個版本的繪製線對稱習題以一條對稱軸為主，且方向多為對稱軸垂直和對

稱軸水帄，B、C版本分別都出現了二條對稱軸的線對稱圖形，而 B版本課本僅

出現一題對稱軸垂直的示範例，習題卻出現對稱軸水帄的題目，還有二條對稱軸

垂直和水帄的題目，這類型的習題對學生來說可能會較不熟悉，若老師未能加以

引導，學生可能容易產生解題困難。對稱軸傾斜的作圖不在此階段的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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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但在 C版本仍可看到有二條傾斜 45度的對稱軸，難度比課本增加許多。 

(2)格子點 

A版本在繪製線對稱圖形的對稱點數量主要是比較多的，難度較高。格子

點習題比方格紙習題分配的較為帄均，會隨著對稱點數量增加而遞減。B版本在

方格紙類較注重對稱點數量少的題目，學生會比較容易畫出正確的圖形，但未出

現格子點類型的題目。C版本的部分，占方格紙類型最高比例是對稱點數量10(含)

以上，這也是三個版本中最高比例的，C版本的對稱點數量比較不帄均，並且沒

有隨著對稱點數量增加而減少，習題難度就會比較高。 

4.應用問題 

三個版本在線對稱圖形的應用類型中有些差異，A 版本和 C 版本的布題類

型最為相近，B版本皆未出現相關布題，內容較為不足。因為國小數學的習題難

度比較簡單，所以 A 版本和 C 版本最高比例的習題都是對摺一次的單一圖形，

也就是從對摺一半的形狀，推測其完整的線對稱圖形為何，學生只要運用線對稱

的性質「對稱軸的兩側為全等圖形」便能順利解題。除了對摺一次的圖形，A版

本和 C 版本分別還有對摺二次和對摺三次的單一圖形判斷，以及線對稱圖形的

組合填補題型，習題數量隨著難度增加而遞減，整體來看，B版本和其他二個版

本不同，習題難度可能較低，A版本的習題較為完整，含括多樣的概念。 

五、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綜合上述各版本教科書的分析情形，茲將研究結果歸納說明如下： 

(一)線對稱圖形的教材地位 

各版本認為在進行線對稱單元所需具備的先備經驗主要是理解垂直與帄行

的意義、認識三角形與四邊形的基本意義。在 B 版本和 C 版本的標題頁中有明

確列出前後學習知識的連結，其中又以 B 版本的暖身練習題跟單元有較大的相

關。 

(二)線對稱圖形的操作活動 

三個版本將摺紙活動廣泛融入在各種線對稱的教學活動中，在操作活動後，

在單元第一節即給出線對稱圖形的操作型定義。在鏡射活動中，A、C版本的引

導中，能夠發現對稱軸兩側圖形全等的概念，但未有足夠的活動探究鏡軸兩側對

應點的連線會垂直帄分對稱軸。 

(三)線對稱圖形種類 

各版本在剛開始會出現較多風景實物、文字符號等圖例，從生活經驗連結線

對稱的概念，要進一步察覺線對稱圖形的性質時，則以幾何圖形和複合圖形為主。 

(四)判斷線對稱圖形 

在判斷線對稱圖形部分，各版本以垂直對稱軸圖例最多，傾斜對稱軸圖例最

少，A版本提供較多複合圖形判斷對稱軸的數量及反例的習題類別，C版本則較

少。 

(五)繪製線對稱圖形 

三個版本教科書上都有出現剪圖法和利用對稱軸垂直帄分對稱點的連結之

特性來形成線對稱圖形的構圖。各版本習題以一條對稱軸為主，方向多為對稱軸

垂直和水帄，對稱軸傾斜的作圖不在能力指標內，但在 B 和 C 版本仍有二條對

稱軸的線對稱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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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應用類型 

A、C版本的布題類型最為相近，以對摺一次的單一圖形居多，其中 A版本

有編排課本的引導範例，因此也有較多的線對稱應用習題，B版本未出現相關布

題，此項目的習題比例比其他版本低。 

二、建議 

(一)課程設計方面 

1.操作活動 

在線對稱概念的教學上可以強化操弄的鏡射活動，讓學生思考鏡子擺放的位

置和角度，還可引導學生探究鏡軸兩側對應點連線與對稱軸互相垂直的概念。此

外，建議可增加文字類、數字鐘的鏡射類型，讓學生多方注意線條的對稱性。 

進行線對稱的定義教學時，建議可以像 A、C 版本從摺紙活動中歸納出線對

稱的定義，再進入幾何線對稱的教學，學生較容易能理解相關的性質。也可增加

摺紙飛機活動，藉由摺紙飛機的過程，思考為什麼摺飛機要先對摺，從中察覺線

對稱圖形與對稱軸的定義。 

2.教材中的反例 

教科書中可增加一些正確及迷思並列的教材，尤其是誘答率較高能引起學生

認知衝突的圖形，如全等圖形、點對稱圖形，以適時的區辨學生線對稱圖形的概

念。 

3.繪製線對稱圖形 

作圖時可像 B 版本一樣，強調頇沿著關鍵點的水帄線找對稱點，並要求學

生可以用垂直、帄分的虛線來表徵兩對稱間的關係，藉此說明對稱軸會垂直帄分

對稱點連線。 

4.線對稱的應用解題 

教科書可增加邊排線對稱應用的引導範例，讓學生有充分的摺紙、剪紙經

驗，增進其空間想像能力，瞭解對稱軸兩側全等圖形的形狀和位置，以利進行線

對稱的逆向推理。 

(二)未來研究方面 

本研究是針對臺灣三個版本教科書的線對稱圖形單元進行分析，未來研究可

針對不同國家的線對稱教材進行比較，增加不同地區的研究樣本，使研究結果更

具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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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arrangement of the order of teaching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samples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ntents and editing of 

sample questions in textbooks and exercise books concerning the lesson on line 

symmetric figures in three versions of math textbooks for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wan. In this study, the techniques of content analysis and grounded theory were 

adopted.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include: 1) In the aspect of teaching material status, 

version H and version N stated the link of knowledge related to other lessons lis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lesson on the starting page of the lesson on line symmetric figures 

in the contents of textbooks; 2) In the aspect of the teaching of definitions,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in all three versions adopted hands-on teaching activities, but their 

methods of introduction were different; 3) About the types of line symmetric figures, 

all versions introduced scenery objects and text symbols before introducing related 

characteristics with geometric shapes; 4) About the identification of line symmetric 

figures, the examples of figures with vertical axis of symmetry were the most, while 

the ones with inclined axis of symmetry were the least; 5) About how to draw line 

symmetric figures, all versions included the method of figure cutting and the method 

utiliz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link between symmetric points being vertically 

divided into half by the axis of symmetry for shaping a line symmetric figure; 6) 

About the sample questions in textbooks and exercise books, the common hands-on 

activity provided by all three versions was paper folding; 7) In terms of the examples 

of line symmetric figures, version K and H gave more composite figures while 

version N focused on geometric shapes; 8) In terms of figures of misconception, 

exercises related to counterexamples provided in version K effectively diversified the 

contents; 9) About how to draw line symmetric figures, all three versions focused on 

figures with one axis of symmetry, and the axes of symmetry were mostly vertical or 

horizontal; 10) About the design of applied questions, version K and version N had 

the most similar design of questions which focused on single figures folded once, and 

version H had no related question with such design. 

 

Keywords：line symmetry, textbooks, misconce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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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國中學生合作解題時之互動歷程與解題表現，從參加

2016 高雄市國中數學競賽選取兩個隊伍的學生作為研究對象，採個案處理的方

式，對研究對象之解題原案進行事後回顧訪談與分析。得到研究結論：合作解題

重視團隊合作與分工；互動歷程中應積極發表，並學習尊重與做決策，重視同儕

參與討論與一致性；理解問題是解題的重要歷程；分組合作學習要發揮積極功

能。並提出研究建議：教師教學採用分組合作的討論方式，充分規劃課程內容與

時間安排，鼓勵學生共同參與，提供一個快樂學習的環境與機會。 

 

關鍵字：合作解題、認知運作、互動歷程、分組合作學習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從教師導向教學或是個別導向教學轉向小組合作的教學模式，並且以小組合

作來進行解題教學是一種教學的趨勢（Slavin,1995,1999；Johnson,Johnson,& 

Stanne,2000；Marzano,Pickering, & Pollock ,2001；葉明達，1998；陳彥廷、姚如

芬，2001；石千奇、梁淑坤，2005）。以小組合作來進行解題教學，學生能夠在

互動過程中澄清彼此的想法，將知識做有系統的組織，分享彼此的發現，以討論

的方式來解決困難（葉明達、柳賢，2003）。將小組合作從教學運用到解題上，

尌形成「合作解題」。合作解題是指幾個人一起完成問題的答案，因為結合眾人

的智慧，在特定問題與目標之下，彼此互相幫忙，協力完成解題，以發揮團隊的

競爭力與使命感，決不是一個人獨自完成的。數學內涵眾多，問題內容也是，傳

統教學偏重知識的記憶與理解，形成以知識為主的評量方式，綜觀目前教學後的

評量大部分都由學生一人獨自完成，鮮少由數位學生組隊完成解題，學生獲得知

識與解題成果除了教師之外，尌只剩自己一人，對於大量與正確獲得數學的知識

管道少之又少。傳統以來的學習方式都是單向講述式，學生鮮少有主動與合作學

習的機會，要扭轉這種局勢，是艱辛與困難的。不過，在現今教育都有無限可能

的時代裡，「合作解題」無疑是一種新的學習方式，期能翻轉教育的主配角地位，

讓學生享有學習主動權，教育人員應該對合作解題有一些基本認識與作為。 

合作解題的理論架構建立在四個基礎之上，一是關於個人學習的認知發展理

論，二是以社會文化觀點觀察人類學習行為的互動理論，三是分組合作學習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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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四是解題歷程的模式。首先，Piaget 認為人類智力的發展，是基於基模、適

應與平衡等個三因素交互作用的歷程，採用適應的歷程來解釋學生內在心理歷程

的改變，從而擴展個體的生活經驗與認知能力。其次，Vygotsky 從社會互動與學

習觀點，認為學生的學習不僅是刺激－反應的連結，還應考慮促進學習的一些外

在或內在因素，這些因素都與學生的認知運作有關，所以，學生的認知發展是在

社會學習的歷程中進行，這個歷程不是直線的，而是辯證的。再其次，分組合作

學習模式強調教學方法多樣性選擇的機會，學生學習可以來自同儕之間的互動，

並在互動過程中，彼此依賴、支持與合作，完成指定的問題或作業。最後，Polya

將教師或教材為中心的數學教學設計，轉變為關注學生解題的重要性，從認知觀

點提出解題的四個階段模式：瞭解問題、擬訂計畫、執行計畫和回顧，以符合學

校實際教學需求。 

綜合上述，合作解題是一個共有、共享的學習方式，其目的是集眾人之智慧，

共同解決問題。因合作解題植基於個人及小組的知識認知運作，透過互相討論與

分享，達到修正並適合自己的知識觀，所以，解題的歷程可以提供合作解題所需

的管道與互動機會，並能檢視小組合作對解題所帶來的效益。 

二、研究目的 

由以上的研究背景與動機，並依據合作解題有關的文獻理論基礎，本研究設

定一個合作解題運作模式，包括認知運作和互動歷程，透過這個模式，分析與探

討學生在共同合作時的數學解題表現，提出本研究目的： 

（一）分析學生在高雄市國中數學競賽得分的表現情形。 

（二）探討個案學生合作解題的認知運作與互動歷程的表現。 

貳、文獻探討 

合作解題涉及個人的認知發展、與他人的互動學習，分組合作的學習模式及

完成解題時所需的解題歷程模式等四個部分，相關文獻探討分別敘述如下： 

一、個人認知發展論 

Piaget 從個人認知的觀點，認為人類的學習可以看成是各種行為模式結構化

的過程，這個結構化的過程包含三個：1.適應（adaptation）：調整認知結構以順

應環境的需要；2.同化（assimilation）：將新訊息納入既有基模中；3.調適

（accommodation）：既有基模不能同化新知時，必頇改變基模來整合新訊息。因

此，學習可以看成是一個個體適應環境的歷程，對於知識成長或認知發展必頇透

過經驗與社會互動，讓個體的認知結構與新訊息達到合適性共鳴，獲得新的知

識。對數學解題而言，Lester（1980）認為學生在面對數學問題時，無法立刻獲

得答案，頇將題目轉為內在心理表徵，並且和擁有的數學概念、原理、方法結合。

Kilpatrick（1985）亦認為在解題時，學生需設法運用一些數學概念、原理與方法

來尋求答案。Mckendree、Small 及 Stenning（2002）認為一個好的表徵系統重要

的是要能精確的表徵問題的特徵。假如解題者能夠領悟到解題時的最佳表徵方

式，將可以幫助他們確定歷程中最重要的部分，並分析接下來該如何做。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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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解題歷程中的認知運作包含使用知識、程序與詮釋的能力。 

二、社會互動與學習觀點 

Vygotsky 認為人類之間的的對話行為，能促進人類的認知發展，尤其是同儕

之間的互動歷程，透過對話作為知覺的心智來源，使用語言規範、思考和行動的

能力，完成高層次的認知過程。這種藉由與同儕、年長者間的對話互動歷程，有

助於學生對語言的熟練、思維的方式和概念的澄清，並促進其解決問題能力之成

長。Vygotsky（1978）從社會互動與學習觀點提出「可能發展區」(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ZPD)的認知理論，認為每個人都有機會與能力達到最大的學習空

間。他強調個體有兩個認知發展水準，一個是自己能獨立完成的水準，稱作「實

際發展水準」(real level of development)，另一是在他人協助下能完成的水準，叫

做「潛在發展水準」(potential level of development)，在兩個水準之間的差距尌是

所謂的 ZPD。張春興(1996)認為可能發展區是處在個人認知發展的狀態中，是前

進的、上升的、連續的，只要透過外在的指引，便可以協助其成熟和發展。因此，

合作解題需要的互動機制，在解題歷程出現的溝通、協商與衝突中，讓學生有機

會重新建立對問題的概念，擴展他們的概念結構，吸收不同解題方式（巫正成，

2000），這樣所形成的知識在人類協同合作的過程中是重要的（吳芝儀，2000）。 

三、分組合作學習模式 

分組合作學習是指兩位以上的學習者，透過彼此的互動互助及責任分擔，完

成共同的學習任務，或達成共同的學習目標，課程設計提供學生主動思考、共同

討論分享或進行小組練習的機會。經過實徵研究，分組合作學習是一種有效的教

學型態，具有「提高學生自尊」、「提供安全的學習環境」、「對於教室學習任務及

學習成果有較高的答成率」、「增進學業成尌」的優點（黃政傑、吳俊憲，2006；

教育部，2013）。Johnson ＆ Johnson（1987）提出合作學習有五項要素，積極互

賴、同儕互動、個人績效責任、人際與小團體技巧、團隊運作歷程，合作學習的

方法必頇具備這五項要素。因合作學習過程「人際互動」頻繁，組員都必頇學會

人際技巧和小組運作技巧，才能正確無誤的進行溝通，相互接納與支持，建設性

的解決衝突。因此，將學生參與課堂教學的學習方式，採用分組合作學習的技巧

融入到解題活動的互動歷程包含發表、尊重與決策等三個因子。 

（一）發表（Statement）：能口語說出自己的意見或看法。 

（二）尊重（Respect）：能眼神專注聽同學發表，並接納、欣賞他人的意見或看

法。 

（三）決策（Decision）：根據討論結果，執行認可的意見或看法。 

四、解題歷程的模式 

解題牽涉複雜心理運思的活動，是一種運用個人先前習得的概念、算則、策

略和程序，求得問題解答的思考過程或能力，兼顧知識與技能的表現。從瞭解問

題到確認問題結果的過程，即為解題歷程，其間會看見解題者的認知運作及處理

過程。解題歷程有一定的步驟或程序，期間透過理解與思考，採取策略或法，檢

驗答案的合理性等過程，是直線式前進的，或是階段循環的歷程，並無固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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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a（1957）提出的解題歷程模式，分為四個階段：瞭解問題、擬定解題計畫、

檢驗回顧。 

合作解題為瞭解學生個人與小組之間對數學解題的表現情形，設計詴題時已

要求必頇在解題歷程中透過討論，引發不同層次的思考、澄清想法，來完成詴題

解題。Yackel,Cobb & Wood（1991）認為：提供問題讓學生解決，學生和老師及

同儕產生互動的時候，他們會說出他們的想法，為他們的解法解釋或辯護。於是，

本研究融入分組合作學習的理念，修改 Polya 的解題歷程為： 

（一）任務分配：指定組員的職責與考慮解題專長。 

（二）理解問題：知道問題的關鍵概念和所求問題。 

（三）解題方法：會做的方法和不會做的請求動作。 

（四）檢驗回顧：確認所寫答案與接受同儕的檢驗。 

五、有關合作解題研究探討 

Poore (2008)對五年級學生進行數學合作解題的行動研究發現，合作學習對

學生的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小組對數學學習產生積極影響，及上課採用討論的方式

能提升學生的溝通能力。林嘉麗（2009）針對九年級學生實施合作學習之解題教

學，研究發現：實施合作式數學教學活動，能提升學生的數學解題歷程表現，也

能引發學生課程的參與度及提升學生的數學成績表現。 

陳彥廷、姚如芬（2001）針對高一學生進行數學合作解題的歷程研究發現：

學生在經由合作解題訓練的歷程中，學習並體會到 Vygotsky 所主張知識的建構

係在社會文化情境中透過與人們社會互動而產生。透過合作解題的方式，學生學

習到他人的另類思考方向，也讓自己的解題行為提升，頗符合 Vygotsky 所提出

近側發展區（ZPD）的發展。葉明達、柳賢（2003）針對高一學生進行合作解題

時之解題互動歷程與情意因素研究發現：學生具有固定的合作解題模式，意思是

小組中有一位組員配合同組夥伴的引導，針對相同目標，適時提出自己的發現，

一起討論，若夥伴遇到障礙，自己也無法排除時，才各自探索，之後並將各自探

索的結果一起分享，共同擬定新的解題路徑，將解題研究的層面從個人解題提升

至社會互動層面。石千奇、梁淑坤（2005）針對小學六年級學生進行小組合作解

決問題的研究發現：解題歷程模式受到同儕討論的影響；小組討論是四個人四條

思考路線互相牽引的結果；小組組員並非全程參與解題歷程，會因為題目的難

易、互動過程、階段性質等因素的影響而未能全程參與；小組解題的階段變化各

行其道，在各個解題階段的參與變化沒有一致性的發展。 

王明慧、柳賢、洪振方（2006）針對高一學生在解題歷程中的數學建模之分

析的研究中發現：個案學生在解題歷程中的數學建模發展具有固定的模式。在解

題歷程中的「數學解題」與「數學建模」具有關聯性。在解題歷程中影響個案數

學建模的經驗有：建模者的解題經驗與建模者之間的解題互動經驗；其中後者包

括，小組組員的個人解題特質，以及小組組員的解題互動默契。 

其他研究顯示，情意的表現會引起一些正面或負面的情緒反應，例如：葉明

達（1998）的研究顯示小組組員因在意自己的表現，擔心表現影響到自我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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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遇到困難時，引發退縮的情意表現。葉家綺（2004）的研究顯示在合作的過程

中，因和諧幽默的對話而產生情意上的支持，故事文字題可能較適合以合作的方

式進行。林威廉（2006）認為合作解題，解題者無論在認知或後設認知層次的解

題行為表現，對小組解題順利完成皆有明顯的相關；解題主導者所發揮的功能，

乃是認知層次的解題行為與後設認知層次的解題行為，交互作用的結果；解題小

組的人數與解題效能之間並無明顯關聯。 

綜合上述研究顯示，合作學習之解題教學成效為提升學生的溝通能力，引發

學生課程的參與度及提升學生的數學成績表現。合作解題具有幾項特性：1.與同

儕一起學習，共同激勵與成長；2.透過分享與討論，增進人際互動關係；3.能尊

重他人，遵守同儕之間所作的決定；4.會受到個人學習經驗與情緒反應的影響。

這些特性足以說明合作解題具有集眾人之智慧與力量，達到 1+1 加倍的學習效

果。本研究為進一步瞭解合作解題的有關因素，從學生解題的認知運作與互動歷

程進行探討，與上述以解題教學的研究不同，以及從數學競賽解題表現的結果，

分析班級實施合作解題的可行性。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國中學生合作解題時之互動歷程與解題表現。採個案

處理的方式，對研究對象之解題原案進行事後回顧訪談與分析。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質性分析為主，量化為輔的資料分析方式進行。在研究中以認知運

作互動因子及解題歷程為主要研究內容，提出研究設計，如圖 1。 

  

 

 

  

 

 

 

 

 

 

 

圖 1：研究架構 

本研究修改 Polya(1957)提出之數學解題歷程模式，依據個人認知發展所具

有的知識、程序與詮釋能力，及分組學習的互動技巧：發表、尊重與決策作為互

動歷程因子，經過資深教師與指導教授的修正，因此具有專家效度。將解題歷程

階段劃分為：任務分配、理解問題、解題方法、檢驗回顧等四個階段，來探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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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進行合作解題之題解歷程中，有關認知運作互動因子的解題表現情形。 

二、研究對象 

研究樣本取自參加 2016 高雄市國中數學競賽的學生，每校由 4位學生組成，

共 59 隊，有 236 位學生，屬於同質性較高的特定同儕對象。研究暨訪談對象來

自競賽後的個人賽與隊際賽得分，得分在前 30％的為高分組，後 30％的為低分

組，各取一隊，共 2隊，有 8 位學生。 

三、研究工具 

為瞭解學生對數學非例行性問題的解題，研究工具分別取自歷年高雄市國中

數學競賽（高雄市教育局，2016）之隊際賽詴題，是學生不熟悉且無法立刻知道

解題路徑的問題，而且需要一些思考與解題策略的處理。研究工具內容以數論、

代數、幾何為主，分成個人賽詴題與隊際賽詴題兩種，說明如下：  

（一）個人賽詴題：分成填充題 12 題，占 60 分與計算證明題 3 題，占 60 分，

共 120分，作答兩小時。填充題需正確答對才計分，而計算

證明題採部分計分方式。 

（二）隊際賽詴題：計算證明題 5題，共 200分，作答一小時。採部分計分方式。 

四、資料蒐集與分析 

236位學生於競賽後的成績分析中，解題資料分成五個部份處理： 

（一）學生的分數處理 

學生解題結果分析，以 SPSS 統計軟體進行統計分析，個人賽的得分為四位

學生分數的平均分數，隊際賽的得分為學生隊伍實際得分，並採 20 分的組距表

列及分別計算各組所占人數、對數與百分比，統計如下： 

表 1  個人賽與隊際賽得分的人數與百分比 

組距（分） 個人賽（人） 百分比（％） 隊際賽（隊） 百分比（％） 

0-20 79 33.5 21 35.6 

20-40 99 42.0 25 42.4 

40-60 46 19.5 7 11.8 

60-80 6 2.5 4 6.8 

80-100 6 2.5 1 1.7 

100-120 0 0 1 1.7 

120-160 － － 0 0 

160-200 － － 0 0 

小計 236 100 59 100 

為瞭解學生解題的整體表現，對實際得分、各隊平均分數進行統計，作為選

定研究樣本的依據。 

（二）研究訪談樣本的選定 

為取得研究訪談樣本，在個人賽部分高分組分數為 38 分以上與低分組分數

為 20分以下，在隊際賽部分高分組分數為 50分以上與低分組分數為 15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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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個人賽 51分及隊際賽 15 分的隊伍一隊，及個人賽 18分及隊際賽 50分的隊

伍一隊，作為比較與分析個人解題與合作解題的表現情形。 

（三）評分者信度 

學生解題資料閱卷之前，先由閱卷教師共同討論與決定每一個題目所需的評

量規準，才進行學生閱卷。為避免評分者主觀判斷的影響，每份詴卷都由兩位教

師閱卷，若得分不同，即形成共同討論與議決，給予最適切的分數。 

（四）認知運作互動因子分析 

學生在解題歷程中，會有組員之間的互動歷程，依據文獻探討採用的三種認

知運作互動因子：發表（Statement）、尊重（Respect）與決策（Decision）。在訪

談時間指定一人做實際的觀察與記錄互動因子發生的次數。發表是以在解題歷程

中出現問題或議題的內容發言次數計算，尊重是同意他人發表意見的次數計算，

決策是以經過討論之後所採行的意見或解法的次數計算。 

（五）解題原案分析 

因為解題的歷程牽涉到複雜的內在思考過程，此種內隱的心理運作會因受詴

者本身心智結構不同而呈現很大的差異，無法透過標準化的測驗或問卷的方式來

探求。為了進一步瞭解學生解題當時的想法，本研究決定採用事後回顧「訪談」

的方式，透過半結構式的訪談，作為探討合作解題運作模式的一種方法。半結構

式的訪談問題依據解題歷程與合作解題運作模式設計，敘述如下： 

解題前 

1. 老師有用討論的方式上課嗎？ 

2. 你們在解題之前，會不會做任務分配？  

3. 你們知道別的同學的數學專長嗎？ 

解題中 

4. 看見題目時，會做的你們怎麼處理？不會做的又怎麼處理？ 

5. 你們的解題策略是怎麼產生的？ 

6. 當同學與我的意見不合的時候，你採取什麼動作？ 

7. 你怎麼確定你做的答案是對的？  

8. 你做出的答案，有沒有經過別的同學檢查？ 

解題後 

9. 你們對合作解題的看法為何？ 

10.你們喜歡合作解題嗎？ 

肆、討論與結果 

從 236 位學生的個人賽與 59 隊的隊際賽分數中，首先，觀察兩個個案學生

的得分表現，再分析兩個個案學生合作解題的認知運作與互動歷程的表現情形，

最後是學生對課堂實施合作解題看法的意見分析。 

一、個案學生得分的表現情形 

（一）個人賽得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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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賽每一隊伍的四個人實際得分數與平均分數統計結果，如表 2。個案一

平均分數為 17.50分，個案二平均分數為 50.75分，而全體學生平均分數為 31.75

分，可以知道個案一的平均分數落後全體學生 14.25分，位居後 30％，個案二的

平均分數超前全體學生 19分，位居前 30％。 

表 2  個人賽的實際得分與平均分數統計表 

個人賽 個案一 個案二 全體學生 

學生編號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 - - - 

實際得分 15 15 20 20 93 33 52 25 - - - - 

各隊平均分數 17.50 50.75 31.75 

（二）隊際賽得分分析 

隊際賽每一隊伍的各題依序得分與各隊總分統計結果如表 3，個案一總分為

50 分，個案二總分為 15 分，而全體學生總分為 33 分，可以知道個案一的總分

超前全體學生 17 分，位居前 30％，個案二的總分落後全體學生 18 分，位居後

30％。 

表 3  隊際賽的各題得分與全部得分統計表 

個人賽 個案一 個案二 全體學生 

各題得分 10 0 5 15 20 0 0 5 5 5 8 1 7 10 7 

各隊總分 50 15 33 

從表 2和表 3，可以看見這兩個個案學生在個人賽與隊際賽的得分表現明顯

差異，個案一是隊際賽表現優秀，個人賽卻表現落後；而個案二是個人賽表現優

秀，隊際賽卻表現落後。這種兩極化的表現行為，的確令人匪夷所思？究竟是個

人解題和合作解題運作方式的問題，或是學生彼此之間的互動行為等的問題，正

是本研究所持續探討的地方。 

二、兩個個案學生合作解題的認知運作與互動歷程的表現情形 

承上探討兩個個案出現差異現象，將針對學生解題原案，採取事後回憶的訪

談方式，進一步瞭解是何原因產生這種差異。以下依文獻所提出的認知運作互動

因子，在學生的解題歷程中，將訪談內容反應在組員互動歷程中，並請一位教師

從旁觀察與紀錄組員參與活動，所發生的認知運作互動行為次數，尌是發表（S）、

尊重（R）、決策（D），並分析與說明學生在解題歷程中認知運作互動因子的情

形，如表 4、表 5。 

表 4  個案一的認知運作互動因子分析 

解題

歷程 
組員互動歷程 

互動

因子 
認知運作互動因子分析與說明 

任務

分配 

S3：有任務分工，但最後沒有執行。因為，

當時太亂了。S 

S2：我跟 S1一組，S3和 S4一組。S 

S1、S3、S4：好。D 

S3：同一組的共同解題，做同一題。R 

S2：我們分配題目，S1拿第一題，我拿第

二題，S3拿第五題，S4拿第四題，第

S-3 

R-2 

D-1 

1.小組分工事先有規劃，因考詴

情境緊張關係，造成慌亂，沒

有執行。 

2.最後由 S2決定分組進行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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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題就先放著。R 

理解

問題 

S3：先看這一題誰會，就給他做。R 

S3：一開始，先看清楚題目，再分配誰來

做。R 

S1、S2、S4：是。D 

S1：我拿第一題，因為這一題是幾何圖形

的問題。S 

S2：我拿第二題，這一題看起來普通。 

S2：因為這一題是代數題，只要寫出推理

過程就可以。像第三題，需要幾何證

明就是比較難的。S 

S3：我拿第五題，因為我喜歡有證明的問

題。只要是要說明或寫出證明過程

的，我都喜歡。S 

S4：我拿第四題，我喜歡代數題，有計算、

有公式的問題。S 

S2：第三題先放在桌上，看誰先做完再算。 

S1、S3、S4：好。D 

S-4 

R-2 

D-2 

1.組員能根據自己的解題特性找

題目，並說出喜歡做題目的理

由。 

2.S2領導組員做題目分配，獲得

大家的認同。 

 

解題

方法 

問題 1－S1負責 

S1：（笑）我負責的這一題，我會，因為我

用空白紙撕下這七個圖形做拼圖，結

果可以做出來。S 

S3：你拼完後，有拼出來嗎？R 

S1：一開始，這七種圖形不能拼出 28個格

子的長方形，後來，把第二號圖形多

用一個，其他圖形少掉一個，就可以

拼出來。S 

S1：因為多用一個第二號圖形，就把第四

號圖形拿掉來拼。 

S1：這是拼法，因為我做了好幾回？ 

S-7 

R-4 

D-1 

1.S1解題，只有獲得 S3的回應。 

2.接著，S1 說出解題的方法，是

因為 S1 對幾何空間概念強，

又配合實物操作（撕紙），能

容易具體看見圖形排列的結

果。 

 

問題 2－S2負責 

S2：我找規律。從題目說的，就是把 a代

到 b。S 

S2：我去找數列 2

1 2

1
 n

n

a
a

和

33

2

2

1
1

1
2

1

2

1

2

1 









 nnn

n
aaa

b

 
S2：但是，結果不會寫。 

1.S2發表結束，沒人提問與回

應，可能是這題困難，解題要

花一些時間。 

2.組員沒有深入了解問題，因為

na 和 nb 的代換式難找。 

 

 問題 3 

S2：我畫輔助線，我做不出來。S 

S3：我用圓規做EF的中垂腺，它的角度直

覺看來是 90度。S 

S3：我就寫 90度。 

1.S2做完問題 2，解這題幾何證

明題，沒有做出來。 

2.接著，S3 憑直覺寫出答案，但

沒有過程。 

3.這題證明困難，需要相似三角

形與弦切角性質，學生都想不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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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4－ S4負責 

S4：我用因式分解去算，再用公式解和解

二次方程式去找答案。S 

S4：對，我算到一半時，算不下去。後來，

同學（S2）幫我想到用 a的四次方去

解，結果就能繼續算下去。 

S2：對。R 

S4：後來用因式分解，找出 x=2或-5，我

就找出兩個 a值出來。D 

S1、S2、S3：太棒了。R 

1.S4解題過程出現瓶頸時，有

S2的提醒，才能繼續解下去。 

2.S4找出兩組解，獲得大家的同

意，認為太棒了。 

 

問題 5－S3負責 

S3：我看到題目中有一個比例式，就根據

這個比例式中的四個角度，一個一個

去找它們的關係。並對這四個角假設

一個符號。S 

S3：a是我假設出來的，因為兩兩比例式

中，假設相等時會存在倍數關係，所

以，a就產生了。例如：∠BDE=a∠3。 

S3：對，還沒有做完，因為接下來不知道

怎麼算。R 

1.S3察覺題目中的比例式是解

題關鍵，並自行假設未知數，

作為兩角之間的存在關係。 

2.結果，解出 a=2答案。 

3.解題一開始，方向正確，答案

離不遠，加上 S3努力作答，

獲得很好的分數。 

檢驗

回顧 

問題 1－S1負責 

S2：我是在 S1做完之後才看到的。R 

S2：我做幾次，覺得 S1的答案是正確的。 

S3：我也是，我認為 S1的答案是可以的。

R 

S4：我也是，不過，我自己做了幾次。R 

問題 2－S2負責 

S4：我覺得 S2的過程是 OK的，只不過是

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R 

S3：但是我請 S4先看。R 

S3：我還是覺得怪怪的，但是，我沒有改

它。R 

問題 3 

S2：我看起來像 90度。S 

S4：我覺得可以。R 

問題 4－ S4負責 

S2：對，我有跟他說用四次方解看看。S 

S3：很厲害，有找到兩個答案。R 

問題 5－S3負責 

S4：兩條輔助線是我畫的，因為想從輔助

線所在的三角形中，去找同高等底的

兩個三角形全等。S 

S-4 

R-10 

D-0 

1.五個問題的解題結果都獲得同

儕之間的認同，雖有第 2、第

5題有組員覺得有問題，因沒

有更好的答案，只好認同。 

2.大家僅著力於自己所負責的題

目，對於問題的檢驗限於自己

的，以致於同儕的問題，因沒

有深入去了解，採取認同的態

度（R-10）。  

3.小組組員之間良性互動，溝通

過程和諧無爭議。 

S2：他（S3）寫得很好，就這樣子。R 

S4：我自己也在想，可是最後還是沒有想

出來。S 

S1：沒有。R 

 

從表 4中得知，個案一是隊際賽優，個人賽不佳的隊伍，在解題歷程中表現

的認知運作互動因子分析中發表共有 16次，尊重有 18次，決策有 4次。在發表

方面：組員發表解題的意見與想法，能有機會溝通，多人會參與共同討論；在尊

重方面：組員互相討論中，能關心問題內容，給解題者肯定；在決策方面：組員

能依據解題特性充分發揮所長，進行檢驗與回應，並執行討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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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個案二的認知運作互動因子分析 

解題

歷程 
組員互動歷程 

互動

因子 
認知運作互動因子分析與說明 

任務

分配 

S8：沒有分工，一眼看見喜歡的題目就拿

走。S 

S6：剩下的就放在桌上。S 

S5：我們分配題目，我拿第四題，S2拿第

五題，S3拿第一題，S4拿第三題，

第二題就放桌上。D 

S-2 

R-0 

D-1 

1.沒有事先安排任務分工，視當

場情境決定答題分配。 

2.最後由 S5分配組員的題目，一

人一題，各自解題，第二題沒

人做。 

理解

問題 

S5：我拿第四題，因為我喜歡代數問題。

S 

S8：我拿第一題，有圖形的。S 

S7：我喜歡代數的問題。S 

S6：剩下的都放在我這邊。S 

S-4 

R-0 

D-0 

1.其實分配題目時，大家有依照

自己解題特性，只有 S6無意

見，包下剩下的題目。 

 

解題

方法 

問題 1－S7負責 

S7：我看不懂，就傳給 S8，他就寫了一些

答案。S 

S8：是，他都沒寫。我將長方形切成兩塊

2×4和 5×4，找出五種拼法。S 

S7：我找到四種，但是沒有寫出來。 

S7：有不會的問題，會求救 S1 

S8：他（S5）不用求救，因為問題到他手

裡，他一定要把它算出來。R 

S-10 

R-6 

D-2 

1.S7不會，將題目拿給 S4解，

原因是 S7本來要作代數題，

而問題 1正好是幾何題。 

2.S8協助解題，對答案沒有把

握，後來聽 S7的話，將問題

傳給 S5 解。 

問題 2－ 

S8：看一看後，不會，就傳給 S5。S 

S5：我先在稿紙練習，找出 2

1 2

1
 n

n

a
a

，

然後，交給 S8。S 

S8：我根據 S5的稿紙答案，算下去。R 

S8：沒有算出來。 

S8：沒有找人求救，因為時間到，考卷被

收走。S 

1.S8不會，直接將題目拿給 S5

解，原因是 S8先做第三題，

第三題沒有證明出來，才做這

題代數題。 

2.S5接手這題，寫到一半尌交回

給 S8去解，最後仍然沒有解

出答案。 

問題 3－S8負責 

S8：我從兩個相似三角形出發，去找對應

角相等。S 

S8：剩最後一分鐘，我才寫上答案，可是

被 S5擦掉了。 

S8：因為我寫得很亂，被 S5看到，他就

拿去寫。 

S5：對，我看寫得很亂，就擦掉重寫。R 

S8：我寫了一半，S5就拿走，其實拿走前，

S6也看過，但是沒有寫，S3也看過，

也沒寫。D 

1.S8解題結果被 S5干擾，而 S5

也自動的將 S8的答案擦掉重

寫，結果時間到，只寫一個

答：90 度，過程一個都沒有。 

2.這題經過 S6、S7的檢查無所

獲，因大家了解 S5的解題性

格，尌沒有爭執。 

問題 4－S5負責 

S5：因為是求整數根，一開始從判別式去

想。S 

S5：以前曾經做過類似的問題，像 JHMC。 

S6、S7、S8：他寫得很好。R 

1.S5自信的解題性格，從解題過

程知道，詳細與清楚。 

2.但是，S5一開始從判別式解

題，忽略係數彼此不關聯而誤

解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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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家仍然肯定 S5的答案。 

問題 5－S6負責 

S6：我沒有算出來，因我看到角平分線，

就假設存在內心，並寫上幾個符號

角，代入比例式，結果到最後，沒有

算出來。S 

S6：我不會就往 S5傳。 

S6：這是 S5寫的，他看到我的答案覺得

不好。S 

S5：對，我改寫 S6的答案，因為他算不

出來。R 

S5：對，我是從 S6的稿紙看到他的解題，

因為沒有結果，我就擦掉，用最後的

時間，重新寫一遍。D 

S6：我提供內心和符號角的答案。S 

S5：對，我根據這些繼續算下去。R 

1.S6有找到問題的條件去解，結

果沒寫出來，將問題傳給 S5，

如同問題 2一樣。 

2.S5有根據 S6提供的解題訊息

繼續解，也寫得很詳細與清

楚。 

 

檢驗

回顧 

S8：答案都沒有經過檢驗。S 

S6：不用。S 

S7：他（指 S5）說算就算。R 

S5：我算完兩題，就沒時間了。S 

S7：我算的題目，花掉一半的時間，沒有

時間去檢驗。S 

S5、S6、S7、S8：對。D 

S-4 

R-1 

D-1 

1.問題 4、5的最終答案，都由

S5寫，有經過訊息轉達，最後

都由 S5 決定。 

2.大家解題有疑問，都會傳給

S5，說明組員對 S5的自信充

滿信任。 

從表 5中得知，個案二是個人賽優，隊際賽不佳的隊伍，在解題歷程中表現

的認知運作互動因子分析中發表共有 20 次，尊重有 7 次，決策有 4 次。在發表

方面：組員發表解題的意見與想法，只有單向的溝通，沒有多人共同討論；在尊

重方面：一人發表意見的同時，組員無暇理會，通常給予肯定；在決策方面：本

個案有不會解題或遭遇解題瓶頸時，都交給 S5負責，組員沒有任何意見。 

（三）兩個個案認知運作互動因子分析結果 

由以上兩個個案的認知運作互動因子分析得到，個案一能充分發揮團隊合

作，組員各司其職與專長，雖沒有領導者，卻能夠看見多人意見整合的情形，彼

此尊重與決定，個案二較難發揮團隊合作，因組員彼此信任與過度依賴 S5，限

於時間因素，造成解題品質欠佳。 

三、實施合作解題的學生意見分析 

研究者為進一步了解班級上課採用討論方式與合作解題之間的關係和實施

合作解題的可能性，於訪談時，蒐集學生對此議題的看法，敘述如下： 

（一）個案一班級採用分組教學，學生的意見： 

S2：上課很少討論，只有回答老師的問題。 

S3：有，很少（討論）。 

S3：數學課，就利用空堂課，老師來上課。 

S3：不常，但是，數學課多一點。 

S4：沒有，數學課沒有，國文課一點點，通常都是老師用講解的。 

S4：只回答，沒有討論。 

及對於班級實施合作解題，學生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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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同學有的程度很差，跟他同一組，討論不起來。 

S2：像我們四個人就可以互相討論，所以，同質性要高。 

S3：不太可能實施合作解題。 

S3：同學要有參與感，大家才能一起討論，有的同學都在混。 

S3：我喜歡，但是同學要分組。 

S3：我覺得數學程度要差不多的同一組，大家才能討論。 

S4：我也認為同學要有參與感，都有責任來完成問題。 

從個案一學生的意見中，得知教師上課在班級採用分組教學少之又少，學生

上課是單向式接受教育，沒有透過觀察、討論、發表來學習，但是，對合作解題

的看法很一致，大部分認為可以實施合作解題，且分組時應考慮同學的參與意願

與同質性（意即程度相當），大家才能在討論的氛圍中獲得成長與學習的機會。 

（二）個案二班級採用分組教學，學生的意見： 

S5、S6、S7、S8：班上沒有小組上課。 

及對於班級實施合作解題，學生的意見： 

S5：合作解題是把考卷拆開，給不同的人解，還可以討論。 

S6：時間要多一點，我可以聽到別人給我解法，也可以分享我的解法。 

S8：合作解題可以由很多人解題，不會的，別人可以幫忙。 

從個案二學生的意見中，得知教師上課在班級沒有採用分組教學，學生的學

習方式停留在教師講述的單向式學習環境中，另外，對合作解題的看法不一，認

為合作解題可以獲得別人的幫忙與分享解法，透過討論的方式進行學習。 

（三）兩個個案意見結果 

學生認同班級上課採用分組教學且已實施分組討論，如個案一，又對合作解

題有共同的看法，組員必頇同質性高且表現願意參與的態度，不會因為個人賽成

績低影響團隊運作，而會因為大家具有共同的使命與責任感，同組組員互相支持

與信任，終究能帶給團隊較佳的成績表現。反觀，個案二的學生，普遍沒有接受

上課討論的方式進行學習，較會受到班級或團隊的領導者影響，因個人式英雄主

義的作為，使得組員之間的有益互動較為不足，造成團隊成績表現不佳。 

伍、結論與建議 

學生因分組坐在一起解題，其合作解題運作模式的認知運作與互動歷程，透

過解題歷程觀察學生的認知運作互動因子－發表、尊重與決策的表現情形，了解

這個模式運作的可行性與對解題表現的可能影響因素。根據上述討論與結果，提

出本研究的一些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團隊合作與分工是合作解題的重要內涵 

合作解題是一個共有、共享的學習方式，重視每個人的專長與習性，為團隊

貢獻一份心力，解題結果是團隊中每個人所共同擁有。在個案一的分析中，組員

能依據解題特性充分發揮所長，透過多人參與共同討論的溝通機會，關心問題內

容，給解題者肯定及形成決策。因此，組員之間的互動關係程度是互助大於互賴

的力量，為彼此提供協助與完成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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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解題強調發表、尊重與決策的互動歷程 

有發表，才有討論的空間，從兩個個案中發現學生會解的問題，尌一直解下

去，不會解的問題，尌將問題傳給其他組員或是換另一題，似乎停留在個人解題

階段，欠缺提問與回應的互動行為。所以，面對問題，無論會與不會解題，都應

與組員充分溝通，取得大家的共識，決定執行解題的方法，提升解題的正確性。 

（三）理解問題是解題歷程的關鍵階段 

因數學競賽題目是學生較少學習的，無固定解題的方法，個人解題的破題處

尌顯得重要，而理解問題是解題歷程的第一個步驟，對解題結果有重要影響性，

是否能根據問題的有關條件與關係，採用適切的解題策略與方法進行解題。從個

案一學生 S2、S3和個案二學生 S5、S7、S8的破題偏差，僅拿到 5分或 0分（滿

分 40分），分數低尌是沒有看懂問題與運用正確的知識與方法。 

（四）合作解題重視同儕參與討論與一致性 

分組合作學習重視討論活動，合作解題也如此，從學生對合作解題看法的訪

談中，學生認為在解題過程中，只要同質性高並有願意參與討論的心態及態度最

重要。另從個案二的訪談結果知道，不能單向式討論，否則討論結果趨之於零。 

（五）課堂分組合作學習要發揮積極功能 

從學生訪談中，知道個案二的學生認為教師上課沒有實施分組合作學習，欠

缺互相討論的機制，以致於合作解題時，同儕之間未能充分發表與討論，雖有分

組之名，沒有分組之實。 

二、建議 

本研究結論提出分組合作學習教學方式的功能，是期待學生能從發表討論

中，同儕互動與互相激勵成長，培養學習尊重他人與做正確決策的自主學習能

力，建議教師教學採用分組合作的討論方式，充分規劃課程內容與時間安排，鼓

勵學生共同參與，提供一個快樂學習的環境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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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was aimed at explor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ooperative 

problem solving and interactive processes. The subjects were two teams which were 

participations of 2016 mathematics annual competition in Kaohsiung. It was case 

study and collected data from interviews and analysis by students’ manuscripts. The 

findings were: teamwork and division of work is the central of cooperative problem 

solving; actively express, learn to respect others and make decisions are importance;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is important; cooperative learning group play a key 

function. Suggestions include that teachers can adopted group learning in classrooms, 

encourag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and teachers should establish happy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Keywords：Problem solving cooperative, Cognitive operation, Interactive process, 

Cooperative learning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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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contents and level of 

cognitive demand of the chapters on trigonometry in the mathematics textbooks 

selected from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were 

used. The analysis of mathematical content showed that both textbooks have different 

approaches and priorities in terms of the positions of chapters, weights of the 

trigonometry, and at which grade was taught. On the other hand, Singapore textbooks 

emphasized the high level of cognitive demand while Indonesia textbook provided 

more problems requiring lower level of cognitive demand. It was also found that the 

Singapore textbook covers a greater number of learning outcomes targeted for 

trigonometry than Indonesia textbooks. Furthermore, the findings are discussed. 

Keywords ： Mathematics textbook, Trigonometry, Content analysis, Cognitive 

demands 

1. Introduction 

Previous studies suggested that we can learn about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the textbooks of their own country through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textbooks 

comparison (Yang & Wu, 2010; Yang & Lin, 2015). It is commonly that there were 

many researches compare textbook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to find the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and become a consideration to develop future textbooks. 

Trigonometry is inseparable part of mathematics in high school. Trigonometry has 

long been a standard component of the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um in all countries, 

usually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secondary years (Kissane & Kemp, 2009). 

Trigonometry is unit in which algebraic techniques, geometrical realities and 

trigonometric relations come together. However, it is found that students had 

difficulty in understanding some basic concepts of it and they had disinterest for the 

topic (Akkoc, 2008). On the other hand, creativeness and conceiving the fundamental 

of the study in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s and methods in trigonometry is very 

important and a keen aptitude for math to improve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motes 

problem solving abilities. The primary application of trigonometry is found in 

scientific studies where precise distances need to be mea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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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ieldwork 

Content Analysis 

Aggarwal (2001) suggested guidelines upon which the relevance and adequacy 

of textbook features could be analyzed such as selection of content, organization of 

content, presentation of content, verbal communication (language), and visual 

Communication (illustration).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selection of contents, 

organization of contents and presentation of contents by analyzing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units which were provided in trigonometry chapters in the two textbooks. The 

external units of trigonometry are all the mathematics material (chapters) that were 

provided in the textbook and the internal units are the subtopics of trigonometry 

which were taught in the learning trigonometry in both textbooks as learning targeted. 

Level of Cognitive Demand 

This study further delineates four levels of cognitive demand for mathematics 

problems: lower-level demands of Memorization and Procedures without Connections, 

and higher-level demands of Procedures with Connections and ―Doing Mathematics.‖ 

Stein et al. (1996) argued that it was important to examine the cognitive demand 

required by mathematics problem (tasks) in the textbooks because of their influence 

on student learning.  

Comparing textbook selected from different country is more interesting and 

excited due to giving impact and consideration to develop better textbooks. For this 

reason, this study sought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  

1. How do mathematics textbooks cover trigonometry in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terms of content within the general structure of the textbooks, 

position and weight of trigonometry and at which grade were taught? 

2. What level of cognitive demand was required in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mathematics textbooks? 

3. Method 

This study used a mixed method desig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Qualitative 

method enabled to address the issues related to research question comprehensively 

and deeply (Patton, 1990). Data were analyzed qualitatively on general structure of 

the textbooks, position of trigonometry and the topics covered and quantitatively on 

weight of trigonometry and the level of cognitive demands. 

Textbooks Selection 

Indonesia Textbook (2013 Curriculum Textbook). 

This textbook was pub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of 

Indonesia. Safrudiannur (2015) found that this mathematics textbooks are feasible to 

be used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because (1) teachers’ perceptions to the completeness 

and accuracy of the content of students’ book are good, (2) teachers’ perception to the 

role of the students’ book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are good, and (3) teachers’ 

perceptions to the role of the teachers’ book as a guide are good. More than 10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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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s which implemented the 2013 Curriculum have used this textbook (Budiari, 

2014). A diagnostic survey conduct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in 1996 

revealed that yet many mathematics teachers were still using the government 

textbooks (Hadi, 2012). This textbook also was provided online for free. 

Singapore Textbooks. 

Mathematics 6th Edition (Shinglee Publishers) in Singapore was selected. 

Shinglee Publishers are dedicated to creating and publishing quality teaching and 

learning materials with global standards. Collaborations with institutions in Singapore 

and globally provide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and customize new and innovative 

products tailored to various communities. This textbook was approv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Singapore (Singapo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6). 

Table 1 

Textbook analyzed in the Study 

Indonesia 

 

 

Singapore 

Kementerian Pendidikan dan Kebudayaan. (2013). Matematika (pp. 

247-281). Jakarta: Kementerian Pendidikan dan Kebudayaan  

 

Teh Keng Seng & Loh Cheng Yee. (2007). New Syllabus 

Mathematics 6
th

 Edition (pp. 259-330). Singapore: SHINGLEE 

PUBLISHERS PTE LTD 

(Approv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use from 2007-2014) 

 

Method of Data Coding and Analysis 

Content Analysis 

External and Internal content 

In this section, to describe position and weight of the trigonometry units in the two 

mathematics textbooks, the chapters coming before and after trigonometry were recorded first 

by creating tables of unit titles for each textbook to compare their positions. Then, the space 

occupied by trigonometry within the totality of each textbook was computed by calculating 

the percentage of the number of pages allocated to the units over the total number of pages in 

each textbook. Thus, a table, including number of units, total number of pages, and the 

number of pages allocated to trigonometry and the percent weights of the trigonometry units 

over the whole textbooks—were constructed in order to see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both textbooks. Moreover, the units on trigonometry were analyzed in terms of their internal 

contents through the use of learning outcomes (subtopics covered) in the two textbooks. 

Level of Cognitive Demand  

The level of cognitive demand was analyzed including four levels of cognitive demand: 

―Memorization,‖ ―Procedures without Connections,‖ ―Procedures with Connections,‖ and 

―Doing Mathematics‖ (Stein, Grover, and Henningsen, 1996; Stein, Smith, Henningsen, and 

Silver, 2000; Yang and Lin, 2015). The memorization and procedures without connections 

are usually thought of as low-level cognitive demand, whereas the procedures with 

connections and doing mathematics are considered as a high-level cognitive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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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ization means that students reproduced previously learned facts (e.g., formula, 

definition, etc.) in problems; Procedures without Connections means that students used 

algorithmic or procedural knowledge without having a connection to the concepts or 

meanings (pure application of procedures); Procedures with Connections means that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attend to the concepts or meanings when using algorithmic or procedural 

knowledge (more than merely application of procedures). Doing Mathematics means that 

students use complex, non-algorithmic thinking to solve problems (Yang & Lin 2015). 

Reliability 

To ensure reliability, two coders individually coded all the problems in the two countries’ 

textbooks. The reliability between the different coders was found to range from 0.85 to 1.00 

among the sixth classifications (external contents, internal contents, memorization, procedure 

without connections, procedure with connections and doing mathematics) with an average 

0.94. Overall, we believe that the coding result in this study is very reliable. 

4. Result 

Content Analysis 

The contents related to trigonometry from each of the two textbooks were analyzed from 

two perspectives: externally and internally 

External Positioning of the Trigonometry Chapters  

In this section, a report of the position of the units on trigonometry within each of the 

both mathematics textbooks was presented at 9
th

 grade level in Singapore and at 10
th

 grade 

level in Indonesia. To do this, the following were reported: a general structure of the two 

textbooks, the position and weights of the units on trigonometry within the totality of 

textbooks, and to which grades the units are taught.  

Table 2 

Unit Titles in Both Textbooks 

Singapore textbook Indonesia Textbook 

1. Solutions to quadratic equations 

2. Indices and standard form 

3. Linear inequalities 

4. Coordinate geometry 

5. Matrices 

6. Application of mathematics in practical 

situations 

7. Linear graph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8. Congruent and similar triangles 

9. Area and volume of similar figures and solids 

10. Trigonometrical ratios 

11. Further trigonometry 

12. Mensuration (Arc length, Sector area, radian 

measure) 

13. Geometrical properties of circles 

1. Exponent and logarithm 

2. Linear equation and inequalities 

3. Systems of linear equations and 

inequalities 

4. Matrices 

5. Relations and functions 

6. Sequence and series 

7. Quadratic equations and functions 

8. Trigonometry 

9. Geometry 

10. Limit of a function 

11. Statistics 

12. Probability 

 

 

Singapore Textbook 

Table 2 shows that in the Singapore mathematics textbook, the trigonometry units is the 

tenth unit coming after linear graphs, congruent and similar triangles and area and volum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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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ilar figures and solids and before mensuration (arc length, sector area, and radian measure) 

and geometrical properties. The textbook was composed of 402 pages and 72 of them were 

devoted to the trigonometry, which means trigonometry covers 17.91% of the whole textbook 

(table 3). The position and weight of the trigonometry in Singapore mathematics textbook 

was included in two chapters. Moreover, the trigonometry chapters were the main topics 

included in this textbook due to the biggest number of page of the units in the textbook. 

Additionally, these trigonometry units were taught and introduced first at 9
th

 grade level 

(junior high school). 

Indonesia Textbook 

Indonesia textbook provided the trigonometry units after quadratic equations and 

functions and before geometry. The textbook included 35 pages of 391 gave the trigonometry 

material, which means trigonometry covers 8.95% of the whole textbook (table 3). The 

position and weight of the trigonometry in Indonesia textbook was included only one chapter. 

The trigonometry chapter was not the main topic in this textbook analyzed by number pages. 

The textbook tend to provided more explanation about exponent and logarithm. Furthermore, 

these trigonometry units were taught and introduced at 10
th

 grade level as earliest (senior high 

school). It showed that Singapore textbook introduced trigonometry earlier (one year) than 

Indonesia textbook. 

Table 3 

Weight of the Trigonometry Units in the Two Mathematics Textbooks 

Textbook Number of 

units 

Total 

number 

of pages  

Number of pages 

allocated to 

trigonometry 

Percent weights of 

trigonometry units over 

whole textbook 

Indonesia 

 

Singapore 

12 

 

13 

391 

 

402 

35 

 

72 

8.95% 

 

17.91% 

 

Internal Content 

This section analyzed the comparison of how did both textbook provide and introduce 

the trigonometry materials.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where Indonesia textbook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angle and how to measure the angle as basic knowledge to learn trigonometry 

while Singapore textbook introduced the trigonometry ratios directly. Indonesia textbook also 

provides graph function of trigonometry whereas the Singapore textbook doesn’t introduce 

graph function of trigonometry. Table 4 presents the comparison of internal content in both 

textbooks. 

Table 4 

Comparison of Internal Content of Trigonometry Units According to Combining the Units in the Two 

Textbooks 

Trigonometry units Indonesia Textbook Singapore Text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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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igonometrical ratios 

1. Measuring angle (degree and rad) 

2. Basic concept of an angle 

3. Trigonometrical ratios 

4. Values of trigonometrical ratio 

5. Use of calculator 

6. Solving right-angled triangles using 

trigonometrical ratios 

7. Finding the value of an angle with 

trigonometrical ratios 

8. Graph function of trigonometry 

9. Applications of trigonometry 

 

B. Further Trigonometry 

10. Area of triangle 

11. The sine rule 

12. The cosine rule 

13. Three dimensional problems 

 

 
 
 
 
 

x 

 
 

 
 
 
 

 

 

x 

x 

x 

x 

 

 

 

x 

x 
 
 
 

 
 

 
 

x 
 

 

 
 
 
 
 

 

 

Table 5 

Results of Internal Content Analysis Conducted through Combining All the Units in the two Textbooks 

Textbook Total number units Percentage of units in each textbook 

Indonesia 

 

Singapore 

13 

 

13 

61.53% 

 

76.92% 

 

Indonesia textbook still taught the basic of trigonometry even at 10
th

 grade level, while at 

9
th

 grade level in Singapore, the students had studied further trigonometry (i.e. sine and 

cosine rule and three dimensional problems). Additionally, the percentage of trigonometry 

materials by combining all the units in both textbooks showed at table 5. 

Level of Cognitive Demand  
 

Table 6 presents the summary of the findings including the distribution of 

trigonometry problems in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textbooks in terms of their level of 

cognitive demand. The findings in the current study revealed that Singapore textbook was 

dominated by requiring higher level of cognitive demand, while the Indonesia textbook 

provided lower cognitive demand.  

Table 6 

Distribution of problems in both textbooks by different level of cognitive demands 

Level of Cognitive Demand Singapore Indonesia 

Memorization 12 (3.80%) 12 (10.71%) 

Procedure without connection 86 (27.30%) 56 (50%) 

Procedure with connection 166 (52.69%) 34 (30.36%) 

Doing mathematics 52 (16.50%) 11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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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urn, we define cognitive demand as potential cognitive demand as Charalambous et 

al. (2010) reflected on what students are potentially required to do when solving a 

particular problem. In total, about 69.20% of problems in Singapore textbook and 40.18% 

of problems in Indonesia textbook are higher level of cognitive demand problems. The 

mathematics problems as coded as lower level of cognitive demands are about 30.80% in 

Singapore textbook and 58.02% in Indonesia textbook. This study showed that both 

textbook emphasized on problems requiring procedures about 80 % in Singapore and 

80.35% in Indonesia of all the problems in each textbook. Furthermore, the study analyzed 

a greater number of problems in Singapore textbook compared to Indonesia textbook (table 

6).  

5.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compare the contents of trigonometry and analyzed 

level of cognitive demand represented in two mathematics textbooks from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The analysis of the trigonometry units revealed som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the positions of chapters and weights of the units, and at which grades the units 

were taught. The positions of the trigonometry units in the two textbooks gave some 

indications about the continuity and connections among the represented topics (table 2). For 

instance, in the Singapore textbook, the trigonometry chapter was given after quadratic 

equations and congruent and similar triangles. In this way, students were expected to make 

connections with their prior knowledge about quadratic equations and congruent and similar 

triangles.  

As we looked inside, the Singapore textbook provided problems in trigonometry units 

requiring connections with another mathematics material (e.g. Quadratic and triangle). 

Moreover, the problem examples in Singapore textbook were provided by using multi 

solutions which requiring prior knowledge (e.g. Quadratic and triangle). In addition, the 

further chapters at the same grade with trigonometry chapter, Singapore textbook provided 

arc length, sector area, radian measure and geometrical which are needed the trigonometry 

concepts in the learning processes. On the other hand, Indonesia textbook introduced 

trigonometry after quadratic equations and functions and before geometry. In trigonometry 

units, Indonesia textbook provided problem and explanation of trigonometry related to prior 

chapters such as functions would be used in graph of trigonometry topic and quadratic would 

be used in application of trigonometry.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trigonometry chapter in terms 

of their internal contents revealed that Singapore mathematic textbook provided more 

materials and greater number of problems than Indonesia textbook and requiring high 

mathematical skill in solving problems. The trigonometry was taught at 9
th

 grade level in 

Singapore and 10
th

 grade level in Indonesia.  

The findings on level of cognitive demand showed that Singapore textbook emphasized 

the higher-level of cognitive demand while Indonesia textbook provided more problems 

requiring lower-level of cognitive demand. High cognitive demand involved making 

connections, analyzing information, and drawing conclusions. High-level tasks require 

students to think abstractly and make connections to mathematical concepts. These 

mathematical problems can use procedures, but in a way that builds connection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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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al meanings and understandings. When completing higher demanding tasks 

students are engaged in a productive struggle that challenges them to make connections to 

concepts and to other relevant knowledge (Van De Walle, Karp, & Bay-Williams, 2012). 

Providing more problems in textbooks requiring higher-level of cognitive demand might 

improve students’ math abilit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delimited to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of one chap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nt and level of cognitive demands. However, different textbooks 

should be analyzed from a broader scope to discover the properties of high quality textbooks 

with appropriate preferences. In this way, particular features of the textbook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students and teachers can be identified, and reliable criteria can be created to 

evaluate textbooks.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re is a variety of textbook 

approaches that can give students the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mathematical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the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nd skills. As teacher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selection and use of mathematics textbooks in the classroom, they should be trained in in-

service programs and during pre-service education about how to select and use mathematics 

textbooks effectively in teaching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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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 

 
Figure 1.Memorization problem (reproduction from Indonesia textbook) 

 

 

   
Figure 2.Procedures without connections problem (reproduction from Indonesia textbook) 

 

 

Problem 8.2 

A kid wants to determine an angle by 

trigonometrical ratios. He was given a ratio 

as following: 

Sin α =
1

2
. Define α! 

4. Area of right triangle RST, LRST = 

900. Determine sine, cosine and tangent 

of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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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Procedures without connections problem (reproduction from Indonesia textbook) 

 

 

 

Figure 4.Doing mathematics (Singapore text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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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qualitative study examined conceptions of linear equation held by 3 in-service 

elementary teachers in Taiwan. In particular, teachers‟ knowledge about linear 

equation, teaching method of linear equation and students‟ difficulties in linear 

equation were discussed based on teachers‟ experience in classroom. Findings showed 

that teachers realized that concept of linear equation was crucial for students even 

they felt difficult to define the meaning clearly.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were varied 

included: Ms J-H who already taught this topic for three times provided several 

activities in her classroom such as hands-on activities and games, Ms Ann who taught 

this topic for one time, completely used textbook as learning sources and less activity 

prepared, and although Ms M-L taught this topic for two times, but as the most 

veteran teacher, she also could provide interesting learning by using internet in her 

classroom. According to the teachers, most of students in their class were difficult to 

transform the word problem into algebraic language. Comparing th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linear equation in the participants‟ classes of Ms J-H, Ms M-L and 

Ms Ann are high, middle and low achievement, respectively.  

 

Keywords：eacher knowledge, linear equation, Taiwanese teachers 

 

INTRODUCTION 

Investigat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algebra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debated facets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The NCTM standards for algebra indicated 

the need to prepare all students for algebra beginning in prekindergarten and 

progression through each grade. Many research o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algebra 

revealed that numerous misconceptions and errors still exist which indicated that 

children‟ difficulties cannot be avoided in learning algebra (Stephens, 2008; Banerjee, 

2011) include algebra aspect of equation solving (Bright, 1981; Sekiguchi, 2003; Ivey, 

2003). 

Banerjee (2011) indicated some factors leading to students‟ poor understanding 

of algebra, such as: interpretation of the letter and basic operations on it,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 sign (Stephens et al., 2013),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structure 

of expressions, and the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arithmetic structure. Similarly, study 

conducted by Sengul & Erdogan (2014) showed that students have difficulties in 

comprehending the abstract structure of algebra (Bright, 1981; Sekiguchi, 2003; Ivey, 

2003). Those students‟ difficulties could be affected by the teachers‟ teach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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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the teachers‟ content and pedagogical knowledg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tudents‟ performance. The challenge for teachers to 

provide effective instruction to students with disability is heightened by the most 

recent reform efforts by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Standards 

(NCTM, 2000). Tanase & Wang‟s (2013) study showed that what teachers believe are 

not always consistent with what they do in the classroom.  

The standard to address the prospective and practicing teachers in Taiwan could 

use the Taiwan Teacher Education Law in 2002. “The declaration of Taiwan Teacher 

Education Law of Taiwan is to provide a basis for developing proficient teachers and 

other educators by offering courses including general education subjects, pedagogical 

subjects and special domain knowledge. Moreover, the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of teacher education should emphasize moral development, and understanding of 

knowledge and capabilities of teaching.” (Hong, J.C et al., 2008, p.4). 

Therefore, this study i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teachers‟ content knowledge 

about linear equation and to describe how they teach this topic to the students. We 

begin by looking at the teachers‟ content knowledge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algebra 

particularly linear equation and following by teachers‟ pedagogical knowledge for 

teaching this topic. Next, we discuss the teachers‟ knowledge about students‟ 

difficulties and understanding about linear equation. The specific questions of interest 

in this study are: 

1. What do teachers know about linear equation? 

2. How the teaching method of teacher related to linear equation? 

3. What are the students‟ difficulties and misunderstanding in linear equation? 

LITERATURE REVIEW 

Linear Equation 

Equation concepts entail a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of variables, an ability to 

express generalizations, represent situations algebraically, simplify and solve 

algebraic expressions and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 equation and its 

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To understand linear equation, students need prior 

knowledge such as algebraic symbolism, interpretation of the plus and equal signs, 

and letter usage in algebra.  

Processes Swain (1962) suggested two types of processes that are involved in 

solving linear equations. One is manipulation; for example, multiplying both sides by 

the same non-zero number; and the other is reduction; for examples replacing one 

expression in x by another (equivalent) expression (Bright, 1981). For example, 

5x + 1 = x – 7 

5x + 1 + (-1) = x -7 + (-1) (manipulation) 

5x = x + (-8)   (reductions) 

5x + (-x) = x + (-8) + (-x) (manipulation) 

4x = -8    (reductions) 

(
 

 
) (  )  (

 

 
) (  )  (manipulation) 

x = 2    (red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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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various ways to introduce algebra, but the most common practice has 

been to introduce algebra after students view arithmetic as something that can and 

should make sense (Stephens, 2008; Banerjee, 2011). Tanase & Wang (2013) argue 

“to analyze the mathematical knowledge for teaching, there are three knowledge of 

teacher; teacher knowledge about content, their knowledge about curriculum and their 

knowledge of students. 

 

Teacher knowledge of content 

Shulman (1986) defined content knowledge (CK) as “the amount and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per se in the mind of teacher. He also said that the content 

understanding of teacher be at least equal with her/his lay colleague. Teacher need not 

only to understand that something is so, but also further understanding why it is so. 

He also claimed that the teachers‟ prior subject matter knowledge affected classroom 

instruction in a number of ways. 

Pre-service teachers demonstrated such narrow conceptions of algebra which 

somewhat troubling given recent attention towards the re-conceptualization of algebra 

as more than symbol manipulation (Stephens, 2008). Tanase & Wang  (2013) 

analyzed the impact teacher knowledge of content and students had on teachers‟ 

classroom practice in the context of teaching number 10-100. Drawing data from pre-

interview, classroom observations, post-interview and student homework,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eachers‟ understanding of number 10-100 varied, as reflected by activities 

in class and the type of exercises that given for their lesson. Lack of content 

knowledge may have caused lack of confidence of tackling more challenging 

concepts. 

 

Pedagogical knowledge of teacher 

A second kind of content knowledge is pedagogical knowledge (PK), which 

goes beyond knowledge of subject matter to the dimension of subject matter 

knowledge for teaching (Shulman, 1986). On the other word, PK is particular form of 

content knowledge that it is related to teaching practice in class, focus on how teacher 

can design the appropriate learning process that teachers think it can help student to 

get meaningful learning.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er development and teacher education, a host 

of questions arise. Where do teacher explanations come from? How do teacher decide 

what to teach, how to present it, how to question students about it and how to deal 

with problems of misunderstanding? (Shulman, 1986). Regarding to teaching linear 

equation, Bright (1981) gave some suggestions as: 

The concepts of "variable", "equation", and "equivalent equation" also may not 

be adequately learned by students. The first suggestion is to ask students 

individually what these concepts mean. A second suggestion is for each teacher 

to review her/his own understanding of these concepts and on the basis of this 

review to develop discussions of these concepts for use in class. A third 

suggestion is that teachers should not assume that students will spontaneously 

develop understanding of these concepts just from doing equation s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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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icit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se concepts during instruction on 

equation solving (p.23). 

 

Ivey (2003) showed that all teacher in his experiment expected students to solve 

linear equations in a standard order-distribute (and other simplifications), combine 

like terms and operation sign. This expectations show that it is clearer to use examples 

rather than description of standard order. He also showed that teaching the linear 

equation, teachers used chunk as tools to do manipulation. 

 

Students’ knowledge 

Sekiguchi (2003) also examined how the linear equation word problems can 

empower the mental space of students. He found that the mental space theory could 

be used for analyzing both "correct" mathematical thinking and students' "wrong" 

thinking. The well-known strategy of solving word problems could be considered one 

instance of the use of a pragmatic function mapping.  

The teachers‟ knowledge of students was reflected in the various activities and 

assessments used to engage and check their students‟ learning. Understanding their 

students‟ level enabled the teachers to design activities building on what students 

knew and increasing the difficulty level, engaging them in multiple problems with 

varied degrees of complexity (Tanase &Wang, 2013). 

METHOD 

Participants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study were three 6
th

 grade teachers which taught in 

different schools. 

Table 1 Participant information 

 Ms. J-H Ms. M-L Ms. Ann 

School Affiliated 

experimental 

elementary school of 

NCYU 

Chiayi County 

Hsingjhong 

Chung Shang 

Elementary 

School 

Teaching experience 11 years 24 years 11 years 

Teaching linear 

equation 

Three times Two Times One Time 

 

Instrument 

Data of this study will be gathered by interviewing each teacher related to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The type of interview is semi-structured or guided 

interview. This type of interview involved a general set of questions and format that 

used for all participants. Although the general structure is the same for all participants, 

the interviewer can vary the question as the situation demands (Lichtman, 2013). The 

interview items are designed as retort of research question in this study. Those are 8 

items (Appendix A) with categories: (1) first question will be answered by item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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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3, (2) second question will be answered by item 4, 5, and 6, (3) third question will 

be answered by item 7 and 8. 

Data Analysis 

The researcher will use narrative analysis to describe data from interview and 

questionnaire. All participants enlightened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linear equation 

based on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 

RESULT 

The researcher interpreted instructional teaching of elementary teacher in linear 

equation as prior knowledge in algebra. 

1. Teachers’ knowledge  

Ms J-H, the teacher at Affiliated Experimental Elementary School of NCYU, 

enlightened linear equation as: 
 

”Numerical digit that already exists but we do not know the quantitative 

number; therefore, students seek to find the number through various simple 

equations”. 

Ms J-H obscured the meaning by manner of words she used to, as like „numerical 

digit‟ and „quantitative number‟. Using numerical digit in this context quite strange as 

numerical digit is usually used to present the position in numeral system. Besides it, 

the teacher used quantitative number instead of the value of the number. Even though 

she felt difficult to define the meaning, Ms J-H is really aware how important this 

topic for developing students‟ logical thinking. 

Ms M-L as the most veteran teacher, defined linear equation as „amount unknowns 

represented and list the correct formula, for example 8＋x＝13’. Ms M-L also was 

difficult to define what linear equation is. Her definition is still vague with clash of 

„formula‟ term. Define equation as formula untied chance to misunderstanding among 

students. Teacher can cover those risks by giving some examples within instructional 

clarification. Ms M-L also realized that conception of linear equation can lead 

students to master the abstraction of advanced algebra. Ms Ann as beginner in this 

topic punctuated linear equation as: 

“I am not familiar with the term „linear‟ equation, because our textbook just 

called it equation, with the form like N1 (+-*/) X = N2.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solve the unknown X”. 

Utilization of word ‟linear‟ which is not exist in the textbook shows that teacher 

just used their mathematics textbook as source of learning. It makes sense becaus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for Ms. Ann to teach this topic. Even so, she also absorbed how 

important this topic for students‟ mathematics ability as she said “Linear equation 

might not have practical advantage for their life, but is crucial for learning advanced 

math at high school level”. 

All teachers used the context of unknown number as predominant in equations 

meaning. It means that they understand about the meaning of equation itself 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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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felt difficult to transcribe their thought about definition because of limitation 

of language. The most important that all teachers realized that linear equation is the 

noteworthy topic for the students‟ future and carrier. 

2. Teaching Strategies 

Mathematics textbook is commonly used among all teachers as main source for 

their teaching materials. Ms J-H and Ms Ann used one additional source as electronic 

textbook and teacher‟s guide book, respectively. Ms J-H described her strategies to 

teach students for this topic: 

“It begins as an abstract idea and concept to the students and then develops 

into something more concrete for them to understand. … We try to make it 

relative to the students so that in their own relational processing, they not 

only can make a meaningful connection, but also can decide how it pertains 

to them. In this way, they can make personal connections and then gradually 

transition to the more abstract idea and concepts”. 

In addition, Ms. J-H taught students with hands-on learning that she used tools 

with some simple shape and symbols that students are allowed to touch and to move 

them during learning process. In the other side, Ms M-L used e-learning (magic board) 

to guide students into concrete thinking as she said: 

“For instrument I used the instrument in website (online). My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4 groups of small groups, each small group to discuss a single 

study, and then came the results discussed in the report. Use Internet usage 

materials (analog scale) study the same amount of axioms”.  

All teachers used small group discussion in their teaching strategies includes Ms 

Ann as well. Ms Ann did not use any special tools or instruments in her class, she 

completely used textbook as her learning source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Ms Ann 

has less experience to teach this topic so it parallel with the teaching strategy which 

still conduct traditional teaching. Besides small group discussion, Ms J-H also 

arranged games in her teaching method to make students interested to the topic, but 

Ms M-L and Ms Ann did not. 

All teachers are often giving many examples to students as alternative to help 

them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linear equation. Ms M-L and Ms Ann supplemented 

the exercises with their examples and continue to discuss example in textbook. In 

contrast, Ms J-H did not have additional example. She just used example in textbook 

because she said that “textbook practices are sufficient and time is limited; therefore, 

the students practice what is available from the textbooks”. Regarding about 

homework all teachers gave mixed level problem and almost all of homework is 

adopted from exercise textbook. Superintending the abstraction of algebra, all 

teachers designed small groups in their class which hoped that it can motivate 

students‟ interest to learn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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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tudents’ difficulties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 of variable is not easy for all students and as a 

professional in teaching, teacher need to know that diversity level should be exist in 

every class. Despite this diversity, teachers revealed some difficulties of students in 

this topic. Ms Joven Hsu estimated that her students would struggle in transferring 

word problem into mathematics equation: 

“If Sally wants to purchase 10 apples at $30 NT each but shares and eats 7, 

how much would she have left over in $NT?”. 

 Students felt difficult to transfer the word problems into the algebraic language as 

basic step to solve the problem. Ms Joven Hsu indicated the low logical thinking of 

students is the reason of this difficulty. She also thought that break down the 

scaffolding process for the students and with guided practice can help student to retain 

the step by step parts. After finishing this topic, Ms. Joven Hsu said around 80 – 90% 

of students understood this topic well. Ms Mei-ling stated the same problem as Ms 

Joven Hsu has. Students misunderstood in interpreting data in linear equation‟ 

problem: 

“A pack of gum has y film, buy two packs have 14, will have a few pieces of 

a pack of gum? Student answers: y＋2＝14; y＝14－2”. 

 

Students cannot interpret the meaning of “two packs” correctly as 2y. I think this 

difficulty also affect by prior knowledge of students in arithmetic as bridge to think 

algebraic. Among 26 students, Ms Mei-ling thought that 6 students are really need 

remedial teaching. Despite this case, Ms Mei-ling helped students by using picture in 

her teaching method to guide students in describing information in word problems. 

Ms Ann said that students often misunderstand the narrative question and confus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known and known numbers as below problem. 

 

“There are X pieces of papers that are equally distributed to 36 children, and 

every child gets 6 pieces of papers. Instead of using the equation of 
 

  
  , 

some students use   
  

 
 to solve X”. 

 Students did not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pers and children, this 

misunderstanding could be caused by overwhelmed of number and operation. 

Students only concerned to real number in problem and directly compute those 

numbers with arithmetic operation without relationship understanding. Ms Ann gave 

more examples to help students which begun by her own examples with easy problem 

and though high level problem. 

CONCLUS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eacher knowledge,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students‟ 

difficulties in context of linear equation in sixth grade. Findings showed that while 

three teachers enlightened knowledge of content, they felt difficult to define linear 

equation clearly but regarding to how important this topic for students, al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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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zed about it. Among all participants, teaching strategies of teacher varied in 

posing problem/example, giving homework or creating some activities for students. 

Regarding students‟ difficulties in concept of linear equation, findings showed three 

kinds of difficulties; (1) transferring word problem into mathematical equation, (2) 

interpreting information in word problems, and (3) overgeneralization of arithmetic. 

Overcoming these difficulties, teachers provided some instructional teaching to help 

students minimizing their difficulties.  

These findings were relevant to the theory of Shulman & Grossman (1988) 

that the prior knowledge and background teaching in the content area affect the 

instruction teaching which teachers used and structure content for teaching, choose 

activities and homework or assignment for students. This research showed that Ms J-

H who has more experience in this topic could provide various activities in her 

classroom as using some tools and games. Even though Ms M-L still taught linear 

equation for two times, but as the most veteran teacher that have many experience 

teaching, she could create interesting teaching as e-learning strategy. In the other side, 

Ms Ann who has less experience than the other teacher, completely taught by using 

textbook as learning sources. The teaching instruction that used in the class also fit to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If it has to rank,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the class of 

Ms JH, Ms ML and Ms. Ann are high, middle and low performance, respectively.  

Appendix A 

1. Could you briefly define linear equation? 

2. Why do you think linear equation is important for the student? 

3.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taught this lesson before? 

4. What resources did you use to teach this lesson? Mathematics textbook?  

5. Did you often give example to students? Did you add the other example except in 

textbook? How about homework? 

6. Could you briefly describe how you are going to teach this lesson? Did you use 

some tools or instruments? Small group to discuss? How about games? 

7. What do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bout this topic?  

8. Could you give one example of students‟ mis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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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ole number arithmetic is the core of teaching in mathematics in the elementary 

education. What mathematical knowledge for teaching (MKT) is required for whole 

number arithmetic? What is the trend since the millennium in teacher education 

research with this theme? This paper reviewed 42 research studies from 2000-2015 

generated from the major indexing databases in an attempt to answer the above 

ques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ore prospective than in service teachers were 

studied. The grade level of the mathematical topics fell mostly in the middle to high 

grade levels. Fractions, relations, and whole numbers were the top three topics studied. 

The order of MKT was SMK(specialized mathematical knowledge), KCT(knowledge 

of content and teaching), and KCS(knowledge of content and students). Affect aspects 

such as motivation and beliefs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were less emphasized. A 

growth of a mixed method design has been adopted, with written tests,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as the top three priorities. Only about 1/3 of the studies involved 

teaching the topics to the teachers to see the changes in and developments of the 

teachers’ concepts. Less rarely was real involvement of children in teaching the 

mathematical topics/concepts in teacher education research. Discussion and related 

recommendations are provided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Keywords ： numeracy, whole/rational number, arithmetic, teacher education, 

prospective/preservice/in service teachers, mathematics education, 

elementary education 

 

Mathematical Knowledge for Teaching in Whole Number Arithmetic 

 Whole number arithmetic (WNA) and fractions are the core of teaching in 

mathematics in the elementary education. Knowing the subject well is fundamental 

for the job of teaching; however, being knowledgeable in the subject is not sufficient 

for teaching. In fact, the number of mathematics courses taken during teacher 

education does not predict the achievement of their students (National Mathematics 

Advisory Panel, 2008). Hence, a crucial question in teacher education is how to make 

mathematics sensible and understandable to pupils. This section reviews research 

studies from 2000 to 2015 in an attempt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at knowledg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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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d for teaching arithmetic and what trends can be identified in this millennium 

in teacher education research. The answer is approached in terms of 6W: who, where, 

what subjects, which topics, when, and how. These answers will provide the basis for 

discussing implications for teacher education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mathematics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s.    

Shulman (1986) distinguished between subject matter knowledge (SMK) and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 PCK is further divided by Ball, Thames and 

Phelps (2008) into knowledge of content and students (KCS), knowledge of content 

and teaching (KCT) and knowledge of content and curriculum (KCC). KCS is defined 

as content knowledge intertwined with knowledge of how students think about, know, 

or learn a particular mathematical content. Rowland, Turner, Thwaites, and Huckstep 

(2009) developed a knowledge quartet (KQ) based on observations of prospective 

teachers’ mathematics lessons. The four dimensions of knowledge in mathematics 

teaching are foundation, transformation, connection, and contingency. Foundation 

consists of preservice teachers’ knowledge, beliefs and understanding of mathematics. 

Transformation includes the kind of representation and examples used by teachers as 

well as teachers’ explanations and questions to students. Connection includes the links 

between different mathematical ideas and between the different parts of a lesson. It 

also includes an awareness of students’ possible difficulties and obstacles with 

different mathematical topics and tasks. Finally, contingency concerns teachers’ 

readiness to react to situations that are almost impossible to plan for.  

 This paper does not aim to arrive at the final categorization and definitions of 

mathematical knowledge (MKT) for teaching. However, since Shulman coined the 

term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it has been accepted in the field of teacher 

education that MKT contains more than merely subject matter knowledge (SMK). 

Ball’s model is adapted in this review, which considers SMK, KCS, and KCT. The 

following quote best explains why Ball’s model of is adopted in this review: “without 

conceptual and analytic tools for examining whether and what teachers learn from 

such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fforts to develop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programs designed to improve teaching will be impeded. “ (Hill et al., 2008, p.400). 

METHOD 

Selection Criteria 

 The articles were selected in two steps via major indexing databases available 

which included Science Direct On-line (SDOL) by Elsevier, Springer Link, EBSCO, 

ProQuest, JSTOR, and google scholar. The following keywords were used for 

searching: numeracy, whole/rational number, arithmetic, teacher education, 

prospective/preservice/in-service teachers, mathematics education, and eleme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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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Studies were selected only from 2000 to present in view of the aim of 

describing trends in teac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 arithmetic since the year 2000. Past 

issues of research journals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were also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including Educational Studies in 

Mathematics (E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IJSME), 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JRME),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ZDM-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athematics Education. 

These journals were selected based on two criteria. Firstly, their scope of publication 

covers a general range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research; and secondly, papers from 

these sources are accessible and readily available. Once papers were identified, only 

those with empirical data were selected. Using such selection criteria, 42 articles were 

included in the review. 

Coding and Analysis 

The coding categories were generated using a grounded theory technique (Corbin 

& Straus 2014) in which successive rounds of coding cycles were undertaken and 

numerous discussions were followed to resolve any discrepancies generated. As a 

result, subcategories were generated to refine the main codes. The coding categories 

included: year of publication, teacher typ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teachers and 

children), real teaching, field of the study, grade level, mathematical topics, teacher’s 

knowledge, tools of the study, and intervention. The demographic data of this survey 

are listed in Table 1.  

MKT is one main focus for the analyses in this paper. Under MKT category, a 

paper could be coded more than once depending on the design of the studies and 

whether it tapped on any one of the sub-domains. Tools of the study refers to the 

methods used to gather the data: these were categorized as traditional written 

tests/quantitative data, manipulatives, artefacts (film, case study, or textbooks),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qualitative data. If more than one method was used, 

each cell would be marked and coded; this means that the categories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and thus percentages can go over 100. Lastly, intervention refers to the use 

of teaching of the researched topics to the teachers. 

 

Table 1 Descriptive Data of this Survey 

Code Year 
Teacher 

type 

No. of 

Teachers 

No. of 

Children 

Grade 

Level 
Study Field 

1 2000-2005 

3(7.1) 

prospective 

26(61.9)  

below 5 

4(9.5) 

below 5 

1(2.4) 

lower grade 

2(4.8) 

not mention 

9(21.4) 

2 2006-2010 

17(40.5) 

in service 

14(33.3) 

5-10 

4(9.5) 

5-10 

0(0) 

middle 

grade 

math class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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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2) 

3 

2011-2015 

42(52.4) 

Others  

2(4.8) 

11-20 

6(14.3) 

11-20 

0(0) 

higher grade  

10(23.8) 

math 

methods 

course 

16(38.1) 

4 
  

 

 

above 20 

28(66.7) 

above 20 

2(4.8) 

Others 

19(45.2) 

others 

13(31.0) 

*3(7.1) stands for 3 frequencies and 7.1％ 

Table 1 (continued) 

code Math Topics MKT Tools of Study Intervention Real Teaching 

1 whole number 

16(38.1) 

SMK 

40(95.2) 

written Test 

36(85.7) 

Yes 

13(31.0) 

Yes 

3(7.1) 

2 fractions 

21(50.0) 

KCT 

25(59.5) 

manipulatives 

1(2.4) 

No 

29(69.0) 

No 

39(92.9) 

3 decimals 

5(11.9) 

KCS 

15(35.7) 

artefacts 

5(11.9) 
 

 

4 properties 

19(45.2) 

attitude 

3(7.1) 

interview/discussion 

25(59.5) 
 

 

5 others 

5(11.9)  

belief 

2(4.8) 

questionnaire 

22(52.4) 
 

 

RESULTS 

 Frequency and percentage of studies by type are listed in Table 1. Some 

qualitative discussion regarding the main categories are reported next, in order to 

show the trends generated from the review.  

 With respect to year of publication, one can see from Table 1 that more studies 

were published in the last five years than in the previous blocks of five years. The 

number of studies with prospective teachers was almost double of that with in-service 

teachers. Thus, studies of arithmetic related to teacher education have focused more 

on pre-service than on in-service teachers.  

 This trend is confirmed in the analysis of the study field: 47.6 % of the studies 

were in the context of mathematics course and mathematics methods course, which 

are parts of the teacher preparation courses. The possible explanation may lie in the 

fact that conducting research with pre-service teachers is easier for the teacher 

educators than with in-service teachers. For instance, out of 26 studies in total on 

preservice teachers in this review, three studies in the mathematics course can be 

referred in Newton (2008), Newton (2009), Osana & Royea (2011), whereas the other 

two in the mathematics methods course can be referred in Isik & Kar (2012), L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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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 (2012). It is also noted that most research on in-service teachers fell in the year of 

2011-2015 (10/14=71.4%). 

The analysis by math topics shows that fractions were studied most often (50%), 

followed by properties such as distributive and associate property. (45.2%), and then 

whole number (38.1%). However, there is variation across the 5-year periods. In 

2000-2005, the topics of fraction, properties and relations, and decimal had the same 

percentage (33.3%), and no study was on whole number. In 2006-2010, whole number 

was the most frequent topic (52.9%), followed by fractions (41.2%), and properties 

(40.9%). In 2011-2015, fractions had higher percentage again (59.1%), followed by 

properties (36.4%), and then whole number (31.8%).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wo 

trends. First, fraction was ranked as the top of research interest for the researchers in 

the past 15 years. Second, in recent five years, except for fractions, the topic such as 

‘properties and relations of numbers’ has been more often in the spotlight and 

represents a new research topic.    

In the second phase of analysis, we used KCT as the criterion across the three 

5-year periods. In year 2000-2005, whole number was not studied, and the percentage 

was the same (50%) for fractions, properties, and decimals. In 2006-2010, the order 

by frequency was fractions (55.6%), properties (33.3%), and whole number (33.3%). 

In year 2011-2015, the order changed: fractions (64.3%) was still the most frequently 

studies topic, followed by whole number (35.7%), and properties (28.6%). Thus these 

three topics remained as the hot topics for investigation within KCT. 

In the third phase of analysis, using KCS as the criterion across the three 5-year 

periods, the percentage for the order of fractions, properties, and whole number was 

50%, 50%, 0% in year 2000-2005; 60%, 20%, 20% in year 2006-2010; 37.5%, 37.5%, 

62.5% in year 2011-2015. From these studies, two on fraction can be referred in Lo & 

Lou (2012), Osana & Royea (2011). Three studies on conceptions of equivalence, 

proportional reasoning, and conceptions of divisions can be referred in Lo et al. 

(2008), Pitta-Pantazi & Christou (2011), and Tirosh (2000).   

When the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considering the type of MKT, the order across 

the three 5-years periods was SMK (95.2%), KCT (59.5%), and KCS (35.7%). In year 

2000-2005, SMK ranked the first (100%), but KCT and KCS showed the same 

percentage (66.6%) in this period. In years 2006-2010, the trend was the same as the 

general trend: SMK (94.1%), KCT (52.9%), and KCS (29.4%), but the studies of 

KCS were less frequent. In years 2010-2015, the pattern backtracked to the general 

trend with similar percentages (SMK (95.5%), KCT (63.6%), and KCS (36.4%)). 

Thus, the trend did not change over the past 15 years when KCS were investigated.  

Overall, KCS and teachers' affective reactions were less often studies than SMK 

in teacher education. Thus researchers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still placed gr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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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ort in the past 15 years in exploring the degree of the subject matter knowledge of 

arithmetic that the teachers possess than other aspects of their education. Although 

research on knowledge of students’ learning of arithmetic increased, the emphasis on 

KCS is limited and this area is worth of further endeavors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Next we used KCS (which appeared in 35.7% of the studies) as the criterion 

across the three 5-year periods to see if any patterns would emerge. We found that the 

distributions of the papers in three time slots were 2, 5, and 8 papers during the time 

reviewed. Three studies on KCT can be referred in Lo & Lou (2012), Lo et al.(2008 ), 

Osana & Royea (2011); One study on KCS in year 2011-1015 can be referred in Isik 

& Kar (2012). 

In the second phase of analyses we used KCT as the criterion combined with the 

three periods to seek for any patterns. The trend of KCT within the three time slots 

(66.6%, 52.9%, 63.6%) was similar to the general one in KCT (59.5%). Further 

analyses showed that the percentage for KCS for the three time periods fluctuated a 

little (66.6%, 55.5%, 57.1%). In fact, the percentage of KCS increased from the 

general trend 35.7% to more than 50% across the three periods. This indicated that, 

whenever the studies involved with KCT, it was more likely that the subdomain KCS 

of MKT would be studied.  

Five types were coded with respect to how the studies were conducted, or tools of 

the study. Written tests (85.7%), interviews/discussions (59.5%), and questionnaires 

containing qualitative data (52.4%) were the top three methods used. This pattern 

remained for the second (88.2%, 58.8%, 52.9%) and third (81.8%, 63.6%, 50.0%) 

periods. Thus written tests remained as the main form of data collection in studies of 

teachers’ MKT for 15 years. Additionally, more than half of the studies required the 

teachers to provide qualitative descriptions of problem solving strategies and/or 

strategies for teaching children to eliminate the misconceptions or difficulties along 

with written tests. Adoption of a combination of methods appeared to be the major 

trend in the research method used in the past 15 years.  

Further analyses of the category tools of study combined with the three time slots 

and KCT and KCS showed a similar trend: written tests came as the first, then 

interviews and lastly questionnaires. The percentage for this category within KCT for 

3 time slots was: 100%, 50%, 100% in year 2000-2005; 88.9%, 66.7%, 55.6% in year 

2006-2010, and 71.2%, 71.4%, 57.1% in year 2011-2015. The percentage for this 

category within KCS was as follows for the three time slots: 100%, 100%, 100% in 

year 2000-2005; 100%, 100%, 40% in year 2006-2010, and 62.5%, 62.5%, 50% in 

year 2011-2015. For instance, the questions in the subcategory of questionnaire were 

often in the form of asking the teachers to provide explanations or representation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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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fy their answers. Problem posing appeared to be a new approach adopted by some 

studies as a way to gather qualitative data besides the questionnaires. Such methods 

can be found in studies such as Isik & Kar (2012), Unlu & Ertekin (2012), and Osana 

& Royea (2011). This is a good technique to integrate in the teachers education, but 

with certain constraints ranging from time, how to teach the skills as indicated by a 

review on problem posing in teacher education (Osana & Pelczer, 2015). 

Lastly, the analyses of intervention as the tool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only 13 

(31%) of the total 42 studies involved teaching the mathematical topics to the teachers. 

There was a slight increase for intervention from the second (2006-2010) to the third 

(2011-2015) time slot (29.4% to 31.8%). The category real teaching with children 

only appeared in three studies, all in the period 2011-2015. This indicated that about 

one third of the studies on teacher education in arithmetic involved interventions to 

support pre-service and in-servic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wo of the 

studies included interventions with the teachers, such as in Osana & Royea (2011), 

and Toluk-Uçar (2009). 

DISCUSSION AND SUGGESTIONS 

First, the findings of this review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studies on 

pre-service teachers was almost double of that for in-service teachers. The contexts of 

research were involved in math or math methods courses in teacher preparation 

programs. It is reasonable to try to understand what and how this group of teachers 

possesses MKT, so that the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s can design courses tailoring to 

their needs and, in turn, serve them better. It is harder in reality to follow or study the 

in-service teachers due to institutional limitations. However, novice teachers will not 

turn into expert teachers in a short time or as soon as they graduate. Therefore, 

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PD) is also needed for the teachers in practice. 

This requires provisions at the government level to regulate qualification and the 

sequences and/or frequency of CPD programs.  

Second, the analyses of the mathematical topics indicated that fractions, 

properties and relations of numbers, and whole numbers were the three topics most 

frequently studied. Among all, fractions were the most complex algorithm with the 

most complicated conceptualizations. Most teachers had difficulties (using 

representations) in explaining fraction division/multiplication, particularly when the 

divisors were fractions. The reasons reside in the fact that many teachers only 

conceptualize fractions as sharing (partition) and do not refer to other concepts, such 

as rate or ratio (quotient).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emphasize these other 

meanings in teacher education math methods courses or CPD programs to consolidate 

the conceptions of different meanings of fractions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them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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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 as the referent unit in different contexts.  

Third, number properties and relations are suggested as an important topic to be 

studied. However, the horizontal links between mathematical topics remained 

untapped in most studies. For instance, decimals were rarely studied although it is a 

topic related to fractions. It is worthy of further research in the future in teacher 

education the study of how to make transitions from whole numbers to rational 

numbers.  

Fourth, although traditional written tests remained as the first choice of method 

used to gather the data, interviews, class discussions and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often along with the written tests for qualitative descriptions of the data. The trend 

showed a growth of adoption a mixed methods in research. Yet, the teaching in math 

methods course was rarely used. This may be due to institutional limitations to get the 

consent from the teachers, but it can certainly be considered as a research method on 

teacher education, not only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the teachers, but 

also as the quality control and as the basis for suggestions for course designs of the 

programs. Longitudinal studies, which would serve best the aim of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mathematical knowledge for teaching, require huge amount 

of time, resources, and funding, and this can be a challenge for many researcher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dditionally, it was noted that qualitative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more often to 

ask teachers to explain and/or to conjecture about the misconceptions/difficulties 

children may have when learning certain topics. These two types of questions were 

the reason for the greater frequency of studies coded as KCT and KCS. However, it is 

crucial for the teachers to have real hands-on practice and to enhance their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expertise, rather than to imagine or to speculate about the possible 

misconceptions or difficulties children might have, as it was the case in most studies 

reviewed for this paper. More examples coming from real work with children in 

classroom should be adopted in the math methods courses, rather than merely 

theoretical speculations in connection with error analyses. Moreover, some studies in 

this review involved teaching experiment (e.g. Osana &Royea, 2011), but often no 

control group was involved so that the inferences from the research are limited.  

Last, but not least, the studies reviewed had limitations in the country where the 

research was carried out. English was the dominant language of publication in most 

cases and only 7 (16.7%) papers were from non-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Thus, 

this review is limited with respect to the goal of ICME-13 of providing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and discussing socio-cultural factors. This underscores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education research circles, which 

hopefully can be remediate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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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為了瞭解同為中華民族文化脈絡下的中國大陸與臺灣小學數學教師

的課堂教學現狀，選取了浙江大學 2014 年主辦的“千課萬人”教學觀摩課上的

兩節同課異構課，分別由中國大陸與臺灣的兩位數學名師主講，採用錄影帶分析

法，從數學論證觀點，利用 Toulmin的論證模式對中國大陸與臺灣兩位小學數學

名師的探究式教學課堂從數學論證樣貌進行比較研究。 

研究發現：1.兩位名師都注重數學論證環境的創設，鼓勵學生提出自己的猜

想；2.兩位名師都要求學生用證據支持猜想，大陸名師的課堂 77.8%的證據由教

師引導提出，臺灣名師的課堂 75%的證據由學生主動提出；3.兩位名師都鼓勵學

生合理質疑他人的猜想，培養其數學反駁的能力；4.大陸名師較注重學生數學方

法的掌握，臺灣名師較注重提供給學生更大的探究空間。 

 

關鍵字：大陸與臺灣；數學名師；數學論證；比較 

 

一、緒論 

Goddard和Goddard(2007)指出教師透過課程、教學、與專業發展等面向的合

作交流，可以促進教師的教學決定，有助於學生學習成效的提升。合作交流的方

式可以多元，同課異構或同課異教是教師之間的一種合作交流方式，是促進教師

專業發展的一種策略（熊同鑫，2015）。事實上，同年級教師的數學課堂都具有

同課異構同課異教的優勢，也就是同年級教師都使用相同的課本內容，但由不同

教師上課。雖有這樣的優勢，但是在台灣同年級教師卻沒有善用同課異構、同課

異教、同構議課的機會，來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機會。從同課異構、到同課異教、

最後到同構議課都是透過兩個相同教學目標但不同結構的數學課堂，藉由不同的

教學實踐，來分析教師和學生在課堂中的表現行為之意義。 

目前在兩岸交流上，同課異構、同課異教、同構議課是目前非常流行的交流

方式，以促進彼此互相學習，互相精進，例如中國大陸杭州每年舉辦兩次的千課

萬人”全國小學數學“新常態課堂”研討觀摩，都邀請了中國大陸的國家級特級

教師進行教學演示。這個觀摩會的目的，一方面讓中國大陸教師學習名師的數學

教學；另一方面在於促進兩岸交流，每次特別邀請台灣優秀的一兩名數學輔導團

員進行一到兩場次的同課異教，以瞭解兩岸擁有相同的華人文化下，因著地域相

隔所存在小學數學教育的差異性，這樣的機會，創造了藉由相同的教學內容，不

同教師的數學教學實踐的機會，來解讀數學課堂教學的，透過比較對照，以瞭解

在同與不同之間，形成同中存異的兩岸教師的教學行為。除此之外，為了瞭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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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華民族五千年曆史文化背景下的中國大陸與臺灣的義務教育數學，經過幾十

年的發展，兩岸小學數學教師以不同數學《課程標準》（臺灣稱《課程綱要》）

為依據下的數學教室的風景有何不同，數學名師的同課異構、同課異教，將最能

反映出中國大陸與台灣追求最佳教學品的數學課堂的異同。 

在台灣也有學者利用同課異構來促進兩岸交流機會級教師專業發展（熊同鑫，

2015），他們是數學課堂的教師教學特質分析，關注在教學內容的展現、教學策

略的使用，如教學環境的選擇、問題解決的教學重點、算法與算理關係的處理。

既為中國大陸的國家級特級教師代表，台灣的數學輔導員代表，本文稱為兩岸的

數學名師。數學名師具有良好的數學知識和專業素養，參加過省級以上的教學比

賽，並且獲得獎勵或者受邀在國際性的數學教育研討會上做過公開課，不僅從事

數學教育，也從事數學教育研究的知名教師。他們在數學領域中具有較優於數學

教學技能或知識，其教學品質是優於一般教師。數學名師其教學品質相當於數學

專家教師。 

 研究指出若能對數學名師的教學有深入的剖析與了解，將有助於生手教師對

教學性質有較清楚、較明確的知識及瞭解，並可以據此來做進一步的發展

（Wade,1998）。有關專家教師的研究，Berliner（1994）關注專家教師的教學特

質，諸如：擅長於特定的學科、在進行問題解決時，對任務的需求及社會的情況

較敏感等；Sternberg & Horvath（1995）從學科知識（knowledge）、問題解決效

率（efficiency）及洞察力（insight）三方面，關注專家教師的教學，諸如：專家

教師會進行有效的教學設計、能從實務累積的經驗，得到一些原則及有效的做法，

並加以歸納、分析、整理，可以隨時取用。這些有關專家教師在數學課堂中的研

究，大都將研究焦點關注在教學特質的分析，較少從數學論證的觀點，分析專家

教師的特質。 

為何本研究要從數學論證的觀點，來分析數學名師的數學課堂，理由有二：

（一）因為有經驗的教師或名師的教學，提供較多的機會讓學生說明自己的想法、

說服他人相信自己的想法或解法的對話討論，而在此對話過程中潛藏著許多的論

點（主張和理由）、支持論點或反駁不贊同論點的證據，這些都是構成論證的元

素（Toulmin，1958）。（二）論證是培養學生批判能力的過程，是學生重要的

教學目標。而有經驗的教師或名師的教學，其課堂比較能營造讓學生探究的氛圍，

而採用探究式教學可以有效地影響學生科學論證的能力（李松濤、林煥祥、洪桭

方， 2010）。由於數學和科學的學科本質相近，採取探究式取向的名師課堂，

比較可能展現出學生的數學論證；基於此，本研究的目的探討分析浙江大學 2014

年主辦的“千課萬人”觀摩研討會上的同課異教課有關《近似值的意義》，來呈

現兩岸小學數學名師的數學課堂中師生互動產生的數學論證樣貌有何異同？本

研究從數學論證觀點分析專家教師的數學教學，提供專家教師研究的另類觀點；

除此之外，研究結果將對在數學論證教學的師資培育有所貢獻。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比較研究法，因為比較是認識事物本質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

方法之一，只有比較，才有鑒別；只有鑒別，才有認識。本研究目的是在中國大

陸和台灣都在力求數學高品質的教學，瞭解其內涵有何不同，因此需要對中國大

陸和台灣的數學教學實踐進行比較研究。本研究依據目標的指向採取求同比較與

求異比較的比較研究。依據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的解釋，將比較研究法分

成四個階段進行：描述（description）、解釋（interpretation）、併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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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xtaposition）、與比較（comparison）。描述是先對兩位名師的數學課堂

教學轉為逐字稿，再從教學原案依據教學目標、教學布題、教學問話、師生討論

分片段進行描述，以對課堂教學有正確而客觀的瞭解。解釋是對每個教學片段力

求客觀性的解釋。併排是將前二階段的描述與解釋的資料進行併排與製作圖表。

以根據相同標準分析找出其異同處； 比較是最後階段也是比較研究的重點，依

照先前的步驟，以客觀的態度，引出結論。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來自福建省與臺灣的兩位小學數學名師，Ta 教師是中

國大陸特級數學教師，福建省教研室研究員，獲得過全國小學數學賽課一等獎等

多個國家級獎項；Tb 教師是臺北市的一名數學教師，研究員，同時帶領教師輔

導團隊。兩位數學名師的教學年資都在 20 年以上。 

（二）資料蒐集的方法與分析 

錄影帶（Video）是本研究資料蒐集的主要研究工具，透過影帶分析對課堂

教學錄影進行系統的觀察、分析和研究兩位教師的數學論證樣貌。資料分析的架

構主要是參考 Toulmin（1958）的論證模式（Toulmin’s  Argument  Pattern ，TAP），

如圖 1，能夠評估師生課堂互動，學生形式地討論以及產生論證的過程。本研究

中使用 TAP 模式（見圖 1）主要是要萃取兩位名師展現在數學課堂中的數學論證

元素。分析的焦點側重在教師的引導下，學生產生的論證過程。學生利用教師提

供的資料（Data），提出自己的主張(Claim)、證據（Warrants），支撐（Backing）

和限制條件（Qualifier）；並且在這個程度上，他們能夠維持自己的主張以及反

駁（Rebuttal）別人的論述。 

 
圖 1  Toulmin 的論證模式 (TAP) 

資料是用來討論的事實。主張是即是依據現有的資料提出論點，主張將可能

導致結論。證據是由資料當支持主張的數學性質。支撐是對證據的支持性陳述，

當正當理由遭到質疑時，就要求對其合理性加以說明，支撐一般是不言自明的事

實或者數學定義。反駁是對不贊同的主張進行反駁，而限制條件是讓主張只有在

某種情況下才成立。 

林碧珍（2015）和周欣怡（2015）都利用圖 1進一步分析課堂中的數學論證，

其中周欣怡（2015）更進一步將數學論證的樣貌從四個向度進行操作性定義，此

四個向度定義為對敘述的支持、反駁的次數及提問者，教師的介入、和初步主張

過渡到結論的數量。由於本文第一作者在台灣進修碩士一年期間，參與了林碧珍

教授的數學論證研究計畫，對數學論證的元素有進一步瞭解與釐清，並有機會和

周欣怡及其他研究生共同討論數學教學對話轉化為論證流的畫法，這些學習經驗

有助於提高資料分析的效度。 

本研究將以此為數學論證的分析架構，來分析兩位教師的論證樣貌。敘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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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中的敘述包含學生在論證過程中提出的猜想或者觀點。反駁的次數及提出者，

論證過程中，師生提出的觀點與證據都有可能會被質疑，這時候反駁應運而生。

教師介入問話的影響，教師在教學論證過程中發出的一言一行都有其特有的含義。

階段性結論的數量，階段性結論區分了論證的階段，由它可以看出每一個階段的

演進以及要達成怎樣的最終結論。 

本研究將師生互動產生的口語資料轉錄成逐字稿，以 Reid 和 Knipping (2010)

的論證結構為基礎，將編碼的逐字稿翻譯成圖形表徵，呈現課堂師生互動的論證

過程。在敘述的部份以 表示，來自學生（小組）、教師提出的猜想，並標注

發言的編號（Si,i=1,2,3...表示學生的觀點，ST表示教師的觀點）；教師在學生互

動中的介入問話用（T’）表示，介入的目的是修正學生猜想或者改變猜想等，並

非在提供一個論述。反駁則以 呈現反駁（R），並標注是來自學生或教師；

中途達成的階段性結論以 呈現，並標注結論的次序；最終結論以 表示。而

在資料編號的方面，將數學敘述相近的論述連結形成論證流（Arguments Steam，

AS），即一個完整的階段性結論的形成過程。並將猜想、證據、階段性結論依

據論證圖由左至右、由上至下的順序編號，讓讀者能夠瞭解數學課堂論證的歷程 

 

 

圖 2  研究架構 

 

三、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兩位名師數學論證階段的具體分析 

（一）大陸名師數學論證階段的分析 

教學情境：教師前不久買了一部摩托車，他的朋友問他摩托車的價格，教師

說，它的估價大約是 8000元，請同學們猜測摩托車的價格可能是多少？ 

大陸名師課堂的整體論證架構如圖 3 所示，在教師的引導下，由 8 個教學片

段產生了 8 個論證流，最後達成了 4 個最終結論。8個教學片段如下： 

    教學片段 1—— 8000的近似數，千位會是多少？ 

    教學片段 2——如果千位是 7，百位會是多少？ 

    教學片段 3 —— 對“四舍”的探究 

    教學片段 4 —— 對“五入”的探究 

    教學片段 5——巧換情境，及時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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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片段 6——巧換情境，強化練習 

    教學片段 7——誰與爭鋒，競拍最高 

    教學片段 8——誰與爭鋒，競拍最低 

（二）臺灣名師數學論證階段的分析 

教學情景：臺灣也有兒童節，今年兒童節正好有三天假，記者在這三天假裡，

把這 5個主題樂園的入園人數統計了下，是不是有五個數字呀？那請你們 4人小

組來交流一下~從人數多排到人數少， 

台灣名師課堂的整體論證結構如圖 4 所示，兩個學生上臺彙報了他們的小組

猜想，由於三年級學生對近似數已有的知識有限，其他小組成員並沒有提出質疑

或有效的反駁，師生暫時支持了小組匯報的猜想，達成了階段性不嚴謹結論 ：

4.5 萬 近 4 萬 近 3.1 萬  2.35 萬 近 2 萬。介於以上探究失敗，教師採取了先逐

個厘清有關近似數的概念問題，然後繼續探究。主要厘清了如下四個概念： 

概念 1：檢測學生對於兩萬五千與近兩萬五千的理解 

    概念 2：兩萬五千到底靠近誰？ 

    概念 3：兩萬六千與兩萬四千分別靠近誰？ 

概念 4：近兩萬到底有哪些數？它的最大與最小數分別是多少？ 

 

二、兩位名師數學論證樣貌的比較分析 

今將兩位名師 Ta和 Tb的數學教學展現的整體數學論證結構分別呈現於圖 3

和圖 4。由於篇幅所限，無法詳述說明教學原案如何轉化為此論證結構圖，詳細

請見李豔的碩士論文1。 

  

 

                                                       
1 本文是李豔（2016）碩士論文的部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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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Ta 數學教學之論證結構 

 

圖 4  Tb 數學教學之論證結構 

 

（一）敘述是否被支持 

在兩位教師課堂上有證據支持的猜想的數量相差較大，Ta 課堂所占比例較

高。Ta 非常注重證據的及時提出，77.8%的證據由教師引發提出，明顯高於學生

主動提出的比例；而在 Tb 課堂有證據支持的猜想僅占所有猜想的 20%，但學生

主動提出證據的比例高達 75%。 

    （二）反駁的次數與提出者 

在教師的引導下，學生提出的反駁的目的皆為推翻原猜想，並且兩個課堂，

反駁成功推翻原猜想的比例都高達 80%。 

    （三）教師介入問話的影響 

本研究將教師介入問話的目的主要歸納為如下 6 種：提出新猜想、修正猜想

澄清問題、提供證據、澄清證據、.糾正錯誤讀法。大陸老師的介入問話功能主

要表現為讓學生對猜想及時提出證據和澄清證據；而臺灣教師的介入功能主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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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為引導啟發學生提出數學猜想和及時修正學生提出的數學猜想。 

    （四）階段性結論的數量 

有用的階段性結論越多，它通向最終結論的途徑越多，故階段性結論的數量

對達成最終結論起到很大的影響作用。Ta 課堂由 8 個階段性結論產生了 4 個最

終結論。Tb 課堂共產生 3 個階段性結論，最後共同達成了一個最終結論。 

四、研究結論及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主要發現得到兩個結論: 

結論一:兩位名師都注重數學論證環境的創設，鼓勵學生提出自己的猜想: 

在數學論證開始階段，為了確保每個學生都能讀懂題意和聽明白同學的表述，每

當提出一個問題，大陸名師會重複詢問：“誰聽懂了他的話？”“還有不同意見

嗎？”臺灣名師則是讓學生重複問題或者詢問：“他的回答你滿意嗎？你不滿意

了請說，你哪里不滿意？” 

結論二、兩位名師都要求學生用證據支持猜想，培養其規範的數學論證習慣

兩位名師的課堂，在數學論證階段，均要求學生對提出的猜想給出證據支持。而

且當猜想遭到反駁時，要求用證據反駁。大陸名師要求學生及時提出證據支持猜

想，不斷追問下學生提出證據的能力不斷得到提升，並且產生了兩個證據支撐。

臺灣名師的課堂留給了學生足夠的思考時間，有利於學生主動提出證據，但是證

據的正確性和力度不夠。教師的介入問話對學生產生有效數學論證起到了關鍵性

作用。可見兩位名師都很注重學生用數學的語言說話，從小培養學生規範的數學

論證習慣。  

（二）建議 

本研究從數學論證的觀點，通過對中國大陸與臺灣兩位小學數學名師探究式

教學的課堂研究發現了以下值得兩岸從事探究式教學的小學數學教師學習和借

鑒的特質。 

1.小學三年級學生能提出數學猜想，但需要教師適當引導  

學生提出數學猜想是進行數學論證的前提。研究發現，小學三年級學生在課

堂上可以提出猜想，但這需要教師創設教學情境，並在教師的適當引導下，啟發

學生產生猜想。這個猜想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錯誤的，還有可能是不恰當的，

但是教師不應該直接判定其猜想的正確與否。對於正確的猜想可引導其給出支持

這個猜想的理由；對於錯誤的猜想，教師可帶領學生回歸資料本身，檢驗猜想與

資料之間的差異，發現猜想自身的問題之後，進而提出比較合理的猜想，或者提

問其他學生同不同意他提出的猜想，若不同意，請給出理由；對於不恰當的猜想，

教師可帶領學生一起修正猜想。 

2.學生具有主動提出證據的能力，但需要較充足的時間等待 

在大陸和臺灣兩位數學名師的課堂，分別有 22.2%和 75%的證據由學生主動

提出，這說明學生具有主動提出證據支持猜想的能力。因此，如若教師適當放慢

課堂進度，並以具有啟發性的語氣提問以及留給學生較充足的思考時間，很可能

會促使學生主動提出證據。例如：“他的回答你滿意嗎？為什麼呢？”這樣具有

啟發性的提問。但是三年級學生起初提出的證據說服力及深度會比較低，可能不

能完全達到教師的期望，這就需要教師具有足夠的耐心先培養學生主動提出證據

121



2016 年第八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數學教學工作坊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6The Eighth ICTME and Workshop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支持猜想的習慣，然後逐漸介入引導學生提高證據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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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aims at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with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ese elementary school mathematics classroom teaching, 

selected from" Thousands of People and Lessons" hosted by Zhe Jiang University 

with two heterogeneous classes on teaching observe classes, in 2014.It is spoken by 

two expert mathematics teachers who come from China mainland and Taiwan, using 

video analysis and Toulmin's argument pattern fro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athematical proof quality and appearance of the two aspects of expert mathematics 

teacher inquiry teaching classroom.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terms of appearance argumentation, In the classroom of 

the two expert mathematics teachers, guiding role of teachers to students whether 

evidence supports the conjecture produced a key role.1.Both China Mainland and 

Taiwan’s  teachers are focused on the creation of mathematical proof environment,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make their own conjectures;2.Both of them require students 

to use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conjecture, in the Mainland's classroom, 77.8% of the 

evidence presented by teacher instructor-led, in the classroom of Taiwan 75% of 

evidence offered by the students;3.Both of them encourage students to reasonable 

doubt of others conjectures, to develop the ability of their mathematical rebuttal; 

4.The teacher of China Mainl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mathematical methods , while 

the teacher of Taiwan pay more attention to space for students to inquiry. 

 

Keywords：China Mainland and Taiwan; expert mathematical teacher; mathematics 

arguments;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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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到五歲幼兒的數量發展：連續或是不連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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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發展的連續性議題廣受到心理學家的關注，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三到五歲處

於前運思期與具體運思期幼兒在數量發展的連續性與不連續性。30 位三到五歲

幼兒參與本研究，測驗工具取自於「幼兒數學能力測驗(TEMA－2）」內的數個

數量測驗。研究結果發現，儘管幼兒在大部分的數量發展屬於不連續發展，還是

有些數量發展呈現連續發展的軌跡，未來研究可以針對後者做更深入的探究。 

 

關鍵字：數量發展、連續發展、不連續發展、幼兒數學 

 

壹、緒論 

發展的連續性與不連續性一直是發展心理學家非常感興趣的議題(張文哲，

2005)。過去有學者主張發展應該是連續的，經由經驗慢慢累積而成(張春興，

2007)；然而，近年來主宰認知發展理論的皮亞傑卻有不同的看法，皮亞傑認為

兒童成長過程並非直線而是階段性的，隨著年齡增加，成長與發展會經歷一連串

突然的改變，所以主張發展是不連續的、具有階段性的。具體而言，皮亞傑認為

兒童的認知發展隨著年齡可分為四階段，在前運思期到具體運思期的改變是巨大

的，例如在前運思期時，幼兒思考受到知覺（perception）的影響、集中化的、

不具有保留概念、不可逆性、直接推理；在具體運思期的思考則已具有保留概念

（conservation）、可逆性、邏輯思考能力、序列化（即用邏輯的方式排列事物）、

遞移能力（能根據甲乙兩物分別與第三物的關係，來推論甲乙兩物間應有何種關

係）、類別包含等等，可知在具體運思期的幼兒已經有邏輯思考的能力，對比在

前運思期幼兒，有非常顯著的發展差異。 

數量發展（number development）非常具有邏輯思考，是一個很好檢視發展

連續性與否的領域，但是在相關文獻上很少研究幼兒數學能力發展是連續性或是

不連續性。本研究將使用廣被接受與使用的學前數學測量工具「幼兒數學能力測

驗－第二版（The Test of Early Mathematics Ability－Second Edition，簡稱 TEMA

－2）」廣泛蒐集幼兒在不同數量發展的資料，探討處於前運思期與具體運思期

幼兒(亦即是三到五歲幼兒)數與計算能力表現屬於連續發展還是不連續發展。 

貳、文獻探討 

兒童數學能力發展理論 

Piaget（1965）認為幼兒從小就可以開始記數字、理解數字的順序以及一些

簡單的計算，然而這些學習較接近語言上的表現，不具有認知的意義，即使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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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數特定的數量，依舊不能保證他們真的能理解數的概念（常孝貞，2004）。Piaget

認為數概念是一種有意義的學習結果，且必頇建立於邏輯的思考上。Piaget 對於

數概念的主要論點有兩項（陳昇飛，2013），第一是數與數概念的理解源自幼兒

的心智發展，而這些概念的發展都是自發性的，第二是數學理解的先決條件是數

的保留概念，幼兒到了六歲半左右自然而然的會發展出這樣的能力。 

 

Piaget 提出對於幼兒數的了解有三個發展階段（王國亨、簡清華，2008）： 

1. 第一階段：四歲左右 

此階段對於數概念還無法理解，四歲左右的幼兒無法運用一對一的對應關係

去建構兩組相同數目的實物，通常焦點會集中於排列出來的實物長短是否相同，

用來判定兩組實物之數目是否等同。這個時期的幼兒即使能夠計算數字，卻無助

於保留數目的同等性。 

2. 第二階段：五至六歲 

這個階段為過渡時期，此時的幼兒已經會使用一對一的對應關係來建構相同

的數目，但是對於一對一的對應關係理解尚未完全，所以當排出一對一的對應關

係遭到破壞（例如：縮短或拉長其中一組實物）時，幼兒就無法保留自己所建立

之同等性，即認為兩組實數並非同數。但此時的幼兒之焦點擴展了一些，不會像

第一階段的幼兒只注意到長度，有時候也可能會注意到密度。 

3. 第三階段：六歲半以後 

此階段是真正可以瞭解數概念的階段。幼兒可以運用各種方法建立同等性之

概念，例如：用數的、或使用一對一的對應方式等，並且也具有保留的概念，可

保留數目之不變性，不管實物的安排如何變化（縮短或拉長），皆不會影響幼兒

同等性的判斷。根據 Piaget 的認知發展理論來區分，第一、二階段的幼兒是屬於

前運思期，而第三階段的幼兒則進入了具體運思期。 

Piaget 認為，雖然在六歲半之前的幼兒會唱數、會計算數量、甚至會一些間

單的加減運算，但是幼兒尚未具有數保留（conservation）的心智能力，因此不能

算是對數概念有真正的瞭解。在幼兒還沒達到「思考的年紀」（大約七歲）之前，

是沒辦法了解數量以及算術的，也就是說，Piaget 認為幼兒不具備數的概念，除

非幼兒已經具備了數保留之能力（常孝貞，2004）。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南台灣一所私立幼兒園三到五歲之幼兒，其中三歲 10人(平均

年齡三歲六個月)、四歲 10 人(平均年齡四歲五個月)、五歲 10 人(平均年齡五歲

七個月)，共 30人。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測驗工具為「幼兒數學能力測驗－第二版（The Test of Early 

Mathematics Ability－Second Edition，簡稱 TEMA－2）」，由 Ginsburg 與 Baroody

在 1990年於美國修訂，適用年齡為三至八歲兒童。國內則於 2000年由學者許惠

欣將其翻譯為中文，題本共 65 題，每題一分，最後累積通過的題數就是其原始

分數。這套測驗工具不但可以用來評量幼兒非正式的數學能力：如唱數、多的概

念、心算等；亦可評量幼兒正式的數學能力：如數字運算表、十進位、計算等數

學之能力（黃惠禪，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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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測驗內容 

本研究探究幼兒基本數與運算能力，分別為口頭計數能力(oral counting)、數

算能力(enumeration)、運算能力(operation)、其他數能力，四種類型的題目總共

15道題目。 

第一類為口頭計數能力，包括「數字接龍」－講三個數字請幼兒接下一個數

（例：2.3.4，接下來是多少？）、「從 10 跳數超過 100」－從 100 繼續往上 10

個一數、「從 10倒數」－從 10倒數至 1、「從 20倒數」－從 20倒數至 1； 

第二類為數算能力，包括「直覺數算」－看圖說出圖中小貓的數量、「點數」

－用手指一對一數到 5、「基數原則」－回答集合中的數量、「一個一個數算：

1至 10」－用手指一對一數到 10、「拿數」－拿出相對應的數量； 

第三類為運算能力，包括「加東西」－兩個數量相加（例：4 個銅板加上 2

個銅板）、「具體模擬加法應用問題」－用具體實物表徵加法應用問題的數量、

「加法數字運算表：和為 10」－很快的回答出加起來為 10的題目； 

第四類為其他數能力，包括「數量不變」－不管數列的形狀如何改變數量都

不變（例：三個銅板排成一排和排成三角型，都是三個銅板）、「多的概念」－

哪一個數量較多、「寫一位阿拉伯數字」－寫出 7、3、9這三個阿拉伯數字。 

上述四種類型中，每一種問題類型有 2-4個題目不等，幼兒必頇答對所有的

題目，才視為理解該問題類型，計 1分，否則 0分。 

（二）測驗信度 

「TEMA－2」在國外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為.94，重測信度係數也為.94，

是一個良好的測驗（王國亨、簡清華，2008）。而學者許惠欣在 2000 年時曾以

國內三所幼兒園各 20 名四歲與五歲組幼兒為研究對象，進行「幼兒數學能力測

驗－第二版」信度之分析，所獲得的 Cronbach α係數分別為.89 與.91，顯示該

測驗工具中文版對國內學前幼兒之施測信度相當高（黃惠禪，2003）。 

（三）測驗效度 

「幼兒數學能力測驗－第二版」在國外已經建立了相當高的內容效度、效標

關聯效度，以及建構效度等（黃惠禪，2003）。且此測驗在國外與其他測驗結果

比較分析過後，相關係數均超過.05 的顯著水準，在效標效度方面獲得很大的支

持（王國亨、簡清華，2008）。 

（四）測驗方式 

本測驗採一對一方式進行，為避免疲勞效應，實驗分三天進行；此外，本研

究在幼兒較為熟悉的原班級進行測驗，可以減少幼兒的緊張，以測得幼兒真正的

能力。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根據台灣三到五歲幼兒在「幼兒數學能力測驗－第二版」的表現，呈

現台灣幼兒的數學能力，以單因子 ANOVA分析其中之差異，並探討這些數能力

為連續或不連續的發展。 

 

一、第一類：口頭計算能力 

口頭計數能力裡，屬於連續發展的有「從 20倒數」。於「從 20 倒數」中，

三歲幼兒的平均答對率為 0，四歲幼兒的平均答對率數.20，五歲幼兒的平均答對

率數 .40，以單因子 ANOVA 分析發現年齡之間有邊際顯著的差異（F=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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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85），以圖一的斜率來看「從 20 倒數」呈現等距成長，所以屬於連續發展。 

在口頭計數能力裡，屬於不連續發展的有「數字接龍」、「從 10 跳數超過

100」。於「數字接龍」中，三歲幼兒的答對率平均數為 0，四歲幼兒的答對率

平均數為.70，五歲幼兒的答對率平均數為.70，以單因子 ANOVA 分析發現年齡

之間有顯著差異（F=10.5, p<.001），以事後比較發現，四、五歲幼兒皆優於三

歲幼兒（ps=.001），但四、五歲幼兒之間無顯著差異（ps=1），以圖一的斜率

來看，三歲時很低，四、五歲時突然攀高，所以「數字接龍」屬於不連續發展。

在「從 10 跳數超過 100」中，三歲幼兒的平均答對率為.20，四歲幼兒的平均答

對率為.30，五歲幼兒的平均答對率為.80，以單因子 ANOVA 分析發現年齡之間

有顯著差異（F=5.264, p=.012），以事後比較發現，五歲幼兒優於三歲幼兒（p=.014）

與四歲幼兒（p=.045），而三、四歲幼兒之間無顯著差異（p=.870），以圖一的

斜率來看，三、四歲時很低，五歲時突然攀高，所以「從 10 跳數超過 100」屬

於不連續發展。 

在口頭計數能力裡，屬於無法判斷為連續或不連續發展的有「從 10 倒數」。

於「從 10倒數」中，三歲幼兒的答對率平均數為.20，四歲幼兒的答對率平均數

為.90，五歲幼兒的答對率平均數為 1，以單因子 ANOVA分析發現年齡之間有顯

著差異（F=20.52, p<.001），以事後比較發現，四、五歲幼兒皆優於三歲幼兒

（ps<.001），但四、五歲幼兒之間無顯著差異（p=.745），由於四歲時答對率的

平均數已經到了.90，所以到四歲時就已經精熟，則無法判斷「從 10倒數」是連

續還是不連續的發展。 

 
圖一 3、4、5歲幼兒口頭計算能力之折線圖 

二、第二類：算數能力 

在算數能力裡，屬於連續發展的有「拿數」與「一個一個數算：1 至 10」。

在「拿數」中，三歲幼兒的平均答對率為.50，四歲幼兒的平均答對率為.70，五

歲幼兒的平均答對率為 1，以單因子 ANOVA 分析發現年齡之間有顯著差異

（F=3.717, p=.037），以圖二的斜率來看「拿數」呈現等距成長，所以屬於連續

發展。在「一個一個數算：1 至 10」中，三歲幼兒的平均答對率為.60，四歲幼

兒的平均答對率為.70，五歲幼兒的平均答對率為.90，以單因子 ANOVA 分析發

現年齡之間無顯著差（F=1.167, p=.327），所以屬於連續發展。 

在算數能力裡，屬於無法判斷為連續或不連續發展的有「點數」、「基數原

則」、「直覺數算」。在「點數」中，三歲幼兒的平均答對率為.60，四歲幼兒

的平均答對率為 1，五歲幼兒的平均答對率為 1，以單因子 ANOVA 分析發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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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之間有顯著差異（F=6, p=.007），以事後比較發現，四、五歲幼兒皆優於三歲

幼兒（ps=.015），但四、五歲幼兒之間無顯著差異（p=1），因為四歲時平均答

對率已經到達百分之百，所以到四歲時就已經精熟，則無法判斷「點數」是連續

還是不連續的發展。無獨有偶的，在「基數原則」中，三歲幼兒的平均答對率

為.10，四歲幼兒的平均答對率為.90，五歲幼兒的平均答對率為.90，以單因子

ANOVA分析發現年齡之間有顯著差異（F=21.333, p<.001），以事後比較發現，

四、五歲幼兒皆優於三歲幼兒（ps<.001），但四、五歲幼兒之間無顯著差異（p=1），

因為四歲時平均答對率已經到達.90，所以到四歲時就已經精熟，則無法判斷「基

數原則」是連續還是不連續的發展，如圖二所示。相同地，在「直覺數算」中，

三歲幼兒的平均答對率為.90，四歲幼兒的平均答對率為 1，五歲幼兒的平均答對

率為 1，以單因子 ANOVA 分析發現年齡之間無顯著差異（F=1,p=.381），屬於

無法判斷為連續或不連續發展。 

 

 
圖二 3、4、5歲幼兒算數能力之折線圖 

三、第三類：運算能力 

在運算能力裡，「加東西」、「具體模擬加法應用問題」、「加法數字運算

表：和為 10」等三個測驗都屬於不連續發展。在「加東西」中，三歲幼兒的平

均答對率為 0，四歲幼兒的平均答對率為.60，五歲幼兒的平均答對率為.80，以

單因子 ANOVA 分析發現年齡之間有顯著差異（F=11.7, p<.001），以事後比較

發現，四歲幼兒優於三歲幼兒（p=.005）、五歲幼兒也優於三歲幼兒（p<.001），

但四、五歲幼兒之間無顯著差異（p=.486）。於「具體模擬加法應用問題」中，

三歲幼兒平均答對率為 0，四歲幼兒的平均答對率為.60，五歲幼兒的平均答對率

為.70，以單因子 ANOVA分析發現年齡之間有顯著差異（F=8.6, p=.001），以事

後比較發現，四歲幼兒優於三歲幼兒（p=.008）、五歲幼兒也優於三歲幼兒

（p=.002），但四、五歲幼兒之間無顯著差異（p=.849）。以圖三的斜率來看，

兩者皆為三歲時很低，四、五歲時突然攀高，所以「加東西」與「具體模擬加法

應用問題」都屬於不連續發展。在「加法數字運算表：和為 10」中，三歲幼兒

的平均答對率為 0，四歲幼兒的平均答對率為 0，五歲幼兒的平均答對率為.40，

以單因子 ANOVA分析發現年齡之間有顯著差異（F=6, p=.007），以事後比較發

現，五歲幼兒優於三、四歲幼兒（ps=.015），而三、四歲幼兒之間無顯著差異

（p=1），以圖三的斜率來看，三、四歲時很低，五歲時突然變高，所以「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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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運算表：和為 10」亦屬於不連續發展。 

 
圖三 3、4、5歲幼兒運算能力之折線圖 

四、第四類：其他數能力 

在其他數能力裡，「數量不變」、「多的概念」、「寫一位阿拉伯數字」都

屬於不連續發展。在「數量不變」中，三歲幼兒的平均答對率為 0，四歲幼兒的

平均答對率為.60，五歲幼兒的平均答對率為.90，以單因子 ANOVA 分析發現年

齡之間有顯著差異（F=17.182, p<.001），以事後比較發現，四歲幼兒優於三歲

幼兒（p=.036）、五歲幼兒也優於三歲幼兒（p=.003），但四、五歲幼兒之間無

顯著差異（p=.153）。在「多的概念」中，三歲幼兒的平均答對率為.10，四歲幼

兒的平均答對率為.60，五歲幼兒的平均答對率為.80，以單因子 ANOVA 分析發

現年齡之間有顯著差異（F=7.163, p=.003），以事後比較發現，四歲幼兒優於三

歲幼兒（p=.002）、五歲幼兒也優於三歲幼兒（p=.003），但四、五歲幼兒之間

無顯著差異（p=.553）。以圖四的斜率來看，兩種數能力的三歲時都很低，到了

四、五歲時突然攀高，所以「數量不變」與「多的概念」屬於不連續發展。 

在「寫一位阿拉伯數字」中，三歲幼兒的平均答對率為 0，四歲幼兒的平均

答對率為.10，五歲幼兒的平均答對率為.80，以單因子 ANOVA 分析發現年齡之

間顯著（F=20.52, p<.001），以事後比較發現，五歲幼兒優於三、四歲幼兒

（ps<.001），而三、四歲幼兒之間無顯著差異（p=.745），以圖四的斜率來看，

三、四歲時很低，五歲時突然攀高，所以「寫一位阿拉伯數字」屬於不連續發展。 

 
圖四 3、4、5歲幼兒其他數能力之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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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綜合以上結果所示，本研究部分支持皮亞傑所提出的發展論觀點，亦即是發

展是屬於不連續的。研究者將幼兒數量發展的研究結果歸納出三大類，分別是連

續發展、不連續發展以及無法判斷是否為連續或不連續的發展這三大類。其中，

「從 20倒數」、「拿數」、「一個一個數算：1至 10」屬於連續發展；「從 10

跳數超過 100」、「數字接龍」、「具體模擬加法應用問題」、「加東西」、「加

法數字運算表：和為 10」、「多的概念」、「數量不變」、「寫一位阿拉伯數

字」屬於不連續發展；「從 10 倒數」、「直覺數算」、「點數」、「基數原則」

則屬於無法判斷。 

儘管本研究結果大部分支持幼兒在數量發展呈現不連續發展的軌跡，與皮亞

傑的階段論不謀而合，還是有少數呈現很明顯的連續發展(例如「從 20倒數」和

「拿數」)，這些數能力的發展與皮亞傑所持觀點不盡相同，所以皮亞傑提出的

不連續發展，無法概括所有幼兒數學能力之發展。未來研究可以針對上述議題進

行更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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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to Five Year-Old Preschoolers’ Number Development: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r Discontinuous Development? 

 
Rou-Yun Fang, Ya-Ting Wang, Meng-Lung Lai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Abstract 

Developmental continuity has been a significant issue for th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ists.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aims at investigating three to five year-old 

preschoolers’ number development and examining whether their number development 

is continuous or discontinuous. Thirty three to five year-old preschoolers participated. 

Materials were selected tasks from TEMA-2 developed by Ginsburg and Baroody 

(1996). Results showed that preschoolers exhibited different learning rates for most of 

the tasks, showing the dis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supporting Piaget’s stage 

theory. Future study can be done to examine the very few tasks where preschoolers 

learned in a similar rate across three to five year olds. 

 

Keywords：number development, continuous development, discontinuous 

development, early childhood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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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士爺普渡祭」之周長與面積補救教學個案研究 

 
陳美伶 1  姚如芬 2

 
1嘉義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lora10820@gmail.com 

2嘉義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rfyau@mail.ncyu.edu.tw 

 

摘要 

藉由大「士爺普渡祭」的故事情境，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六位數學低成就

學童，關於周長與面積的迷思概念與學習成效。研究者參酌國小四年級教科書周

長與面積相關內容為活動設計基礎，以個案學童家鄉一年一度的廟會普渡活動、

特產為背景自編故事，融入教學活動中；同時輔以操作具體物、提問、小組討論、

獎勵制度來增進個案學童的學習動機。透過觀察、訪談、前後測評量以及相關文

件等方式來蒐集資料。研究發現：1.透過故事中的情境布題，除了引發個案學童

學習的興趣，也有助於個案學童了解題意，達到「周長與面積」概念學習的目的。

2.透過畫圖表徵引導，有助於個案學童了解矩形周長、面積公式的由來。3.透過

提問、討論，刺激個案學童思考，進而了解周長、面積公式的意義及運用，及幫

助個案學童釐清周長、面積公式混淆的迷思。4.透過實作活動，讓個案學童有動

手操作、親自體驗的經驗，這些經驗幫助個案學童了解「矩形周長、面積」的概

念。 

 

關鍵字：故事、周長與面積、個案研究、補救教學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數、量、形在國小數學中佔有很重要的份，教材量涵蓋一至六年級。量是數、

形等概念學習的橋樑，量中的長度與面積測量與人類的生活應用息息相關是量的

墊腳石，也是被應用最廣泛的一種測量。許多針對面積或周長的研究指出，學生

在學完面積與周長的相關概念後會產生互相混淆的情形（王選發，2002；陳光勳、

陳薇羽，2005；譚寧君，2001；Outhred & Mitchelmore, 2000）。研究者在教學現

場亦發現，學生能背出矩形的周長和面積的公式，但對於周長和面積概念所代表

的意義卻不了解，導致周長與面積概念之間的混淆，造成未來學習歷程類化的困

難，影響日後的學習。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核心課題之一 「確保學生學力品質」、「成就每一個

孩子」(教育部，2014)，然而一般教學現場，教師會因課程進度、教具及教材等

方面的限制，無法個別對低成就學童更進一步的教學。Mercer, Mercer 與

Pullen(2011)的研究指出，有效的教學能提升數學障礙學生的數學學習表現，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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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提供有效的教學，將可能導致這些學生不斷的面臨數學學習挫折與失

敗。 

「故事」對於孩童具有不可抵擋的吸引力，兒童在聽故事、說故事、看故事

的活動中，可以學習語言文字的運用，獲得許多生活常識，接近許多正確的觀念。

以研究者親身的經歷，每當上課研究者要說故事時，台下學生一雙雙的眼睛全神

貫注的看著你，深怕遺漏了某個情節，所以說故事是一種可以引發學生學習興趣

的好方法。 

綜上所述，研究者基於學童喜愛故事的天性，擬將自編故事情境融入周長與

面積單元的補救教學活動中。故事背景是學生家鄉一年一度的廟會活動（大士爺

普渡祭），故事內容依據研究對象所使用的教材脈絡而發展，期能藉此引發個案

學童的學習動機，提升數學學習落後學生的學習成效。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針對國小五年級個案學生設計故事融入周長與面積單元之補救教學

活動之主要目的有下列三項： 

一﹑探究個案學童於「故事融入周長與面積補救教學」前，在周長與面積的迷思

概念。 

二﹑探究個案學童在「故事融入周長與面積補救教學」活動歷程中的學習表現。 

三﹑探究個案學童在「故事融入周長與面積補救教學」活動後的學習成效。 

貳、文獻探討—故事融入學習與補救教學 

一、周長之教材分析與相關研究 

    ｢周長｣就是圍繞在一個封閉圖形周界長度的總和（康軒文教事業，2013a），

為一維長度量，學童必須能將一個封閉圖形的表面區別出｢周界｣，才能正確算出

周長。｢周界｣的概念對學童來說是抽象的且易受其他因素干擾，例如：將周界內

部的線條視為周長的一部份而加以計數（吳金聰，2012）；將周長與面積所指的

部分混淆（許嵐婷，2003）；認為周長就是面積（曾千純，2002）導致在計算周

長與面積時會將兩個公式互相混淆（戴政吉，2000），學童熟記公式，卻對其槪

念不求甚解（黃英哲，2006），而出現學童在解題時，只以圖形出現的數字或題

目中無關條件的影響，而算錯圖形的周長（許嵐婷，2003）。 

    國小周長的教學是在三年級時先讓學生認識簡單封閉圖形的內﹑外部及周界，

並透過生活情境求有關長方形或正方形物品的周長，引導學生進行周長的實測和

計算。學習周長計算時則進而了解長方形和正方形周長的求法，進而認識長方形

和正方形周長公式的意義，並能利用周長的公式算出長方形﹑正方形的周長。  

二、面積概念及教學之相關研究 

    「面積」係指一個封閉區域內帄面的大小，即某一特定區域被數個單位量覆

蓋的程度，已從一維的線段長度概念進階到二維的帄面空間大小概念（譚寧君，

1998）。文獻發現面積是兼具幾何、數與量的複雜概念（陳嘉皇，2004；黃幸美，

2009；廖綉玉，2006），不僅由長度的相加轉變為長度的相乘，面積單位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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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轉換亦是較難的。學童在矩形面積之迷思概念約可分成三類：(1)學童會認為

圖形要正擺﹑帄面圖形中要帄帄的﹑有大的﹑小的圖案；要有規則性；高要在鉛

直線上或水帄線上才有面積的存在（陳薇羽，2005；張英傑，2003）；(2)比較面

積大小時，學童會根據圖形的長﹑寬﹑胖﹑瘦﹑高度作為判斷面積大小的依據（許

嵐婷，2003）；也易受圖形切割或變形後，邊長或排列的位置不同所干擾，而影

響面積保留性的判斷（王選發，2002）；(3)學童易將一維長度﹑二維面積概念混

淆（楊美惠，2002），及周長與面積公式誤用的情形，單位化聚亦會有困難（許

嵐婷，2003），複合圖形面積的計算不會有移補的概念。Reys、Lindquist、Lambdin、

Suydam 與 Smith (2004) 提出，發展長方形面積公式的先備經驗為認識長方形、

直接比較面積﹑能以單位面積覆蓋完成面積測量、瞭解陣列的乘法策略，最後才

是發展長方形面積公式，了解矩形面積公式後，接下來便是面積公式的計算與應

用，也就是複合圖形的面積計算。而面積單位換算也是藉由長方形公式的理解推

展至常用單位「一帄方公尺」之認識，知道帄方公分和帄方公尺的關係、帄方公

分與帄方公尺之化聚、及面積與周長之轉換等。 

三、故事教學之相關研究 

說故事，可以有效連接孩子的先備知識與新訊息，以他們容易接受的方式提

高閱讀理解(Craig; Haggart,2001)。吳湘靈（2004）認為故事教學是為引發孩童學

習，增強其注意力與興趣，透過學習者過去的生活經驗，以真實或想像的故事內

容，設計多樣化的教學活動。Ruddell(1999)認為教學者若能在課堂中敘說自己及

學生都喜愛的故事，將更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使學生更能專注於學習。 

國內外一些學者(朱育君，2008；吳宛儒、蔡鳳秋與楊德清，2005；林曉菁，

2007 

；Mike Lockett，2008)的研究發現：故事的趣味及情境營造了輕鬆愉悅的氛圍，

讓兒童專注於融入故事的數學課程中。而故事融入數學教學不但能激發孩子的學

習動機，提升孩子的成就感，同時能夠將數學知識與技能應用於解決日常生活中

可能發生的問題，讓孩子能夠深刻體驗數學與生活息息相關。 

四、補救教學之相關研究 

補救教學(remedial instruction)是一種「評量─教學─再評量」的循環歷程(林

寶山，1998；張新仁、邱上真、李素慧，2000)。就理想上而言，期望補救教學

實施一段時期後，學生能跟得上原班級的教學進度。其歷程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轉介﹑評量與教學(杜正治，2008)。補救教學的課程設計原則大致包括：由易至

難、由簡而繁、從已學到未學，進而建立學生的自我信心與學習動機(張新仁，

2001；藍翊綺，2012)。其次，課程應具高度的結構性，學習目標需明確與具體，

才能掌握學習的重心。另外，學習活動的設計要考慮學生能力、學習動機、學生

的接受程度及注意廣度。 

要達到有效的補救教學須先了解學童的學習能力，再依學童的學習能力訂定

學習目標﹑選擇合適的教材﹑教學方式進行教學。基於學童喜愛聆聽故事，本研

究之補教教學乃是根據前測評量了解學童在周長與面積單元的學習困難後，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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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周長與面積的迷思概念自編故事和設計教材進行教學。期望透過本次補救教

學協助學童澄清在周長與面積概念的迷思，進而增加學習的成就感以及繼續學習

的信心，也落實｢帶好每一位學生｣的教育理念。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屬於「個案研究」，研究者以任教學校五年級參與課中補救的學生為

對象，探討學生在研究者所設計之「故事融入周長與面積之補救教學」的學習成

效。 

研究對象選取方式共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五年級各班成績後 1/3 的學

童，九月時參加教育部補救教學電腦化篩選測驗，根據篩選測驗的結果，挑選出

在分年細目「4-s-09 能理解長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積公式與周長公式」﹑「4-n-17 能

認識面積單位帄方公尺，及帄方公分、帄方公尺間的關係，並做相關計算」能力

待加強的學童 12 位；第二階段這 12 位學童再填寫研究者自編的「周長與面積」

前測試卷，挑選出在「周長與面積」前測表現中後之學童進行訪談，以了解學童

是否真正理解「周長與面積」相關概念，找出概念較不足之學童 8 名；第三階段

篩選出具有迷思概念﹑家長同意和參與意願高的學童 6 名，做為補救教學的對

象。 

 

二、「故事融入周長與面積之補救教學」教材介紹 

本研究教學活動依據分年細目「4-n-17 能認識面積單位帄方公尺，及帄方公

分、帄 

方公尺間的關係，並做相關計算」﹑「4-s-09 能理解長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積公式與

周長公式」及文獻探討﹑前測試卷篩選所發現之周長與面積迷思概念，並且參酌

研究對象所使用教科書版本的周長與面積課程內容、學生家鄉在地廟孙文化做設

計。內容涵蓋五大類題型，包括：(一)會運用矩形的周長公式求解的問題；(二)

會運用矩形的面積公式求解的問題；(三)等積異形，周長未必相同的問題；(四) 認

識面積單位帄方公尺，「帄方公尺」及「帄方公分」化聚問題； (五) 由長方形

與正方形組成，相接而不相重疊的簡單複合圖形問題。研究者欲利用故事營造一

個不同的教學情境，以提升低成就學生的學習動機 

，改善低成就學生在周長與面積單元之迷思。茲將「故事融入周長與面積之補救

教學」之活動內容摘要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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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故事融入周長與面積之補救教學」活動摘要表 

分年 

細目 
活動名稱及介紹 教學目標 

個案學童                           

迷思概念 

時

間 

4-S-09 【活動一】圍圍樂 

藉由在稻田四周圍架設起會

閃閃發亮的彩帶的情境，學

習矩形周長的意義及公式算

法。 

 

 

 

 

1.能正確指出圖形的周長 

2.會正確算出等積異 

  形圖形的周長 

1.學童熟記周長

公式，卻不了解

周長的意義。 

2.受題目中無關

條件的影響，而

算錯圖形的周長 

80 
分 
＊ 
二 
節 
課 
＋ 

4-S-09 【活動二 】誰的任意門大 

藉由比較任意門的大小，複

習面積的概念，得知矩形面

積的算法及中文簡記式。 

 

 

 

 

 

1.能以個別單位描述矩形的面積  

2.能用乘法簡化矩形面積的點算 

3.能利用「長× 寬」求出長方形的

面積；「邊長×邊長」求出正方形

的面積。 

4.能依公式或文字題意繪圖，並求

算出面積。 

5.能依據公式或文字題意判別圖

形的適切性。 

1.比較兩個圖形

的面積大小時，

會從圖形的長、

寬、胖、瘦做為

判斷的依據。 

2.學生算面積通

常只套用公式得

到答案，很少能

理解公式的原理 

80 
分 
＊ 
二 
節 
課 
＋ 

4-n-17 【活動三】"雄"熱鬧ㄟ大士

爺普渡祭 

藉由製作大小不同的帄安龜

活動，介紹帄方公分和帄方

公尺的關係，並練習二者的

單位換算。 

 

 

 

 

1.能知道帄方公分和帄方公尺的 

 關係。 

2.能做帄方公分和帄方公尺的化 

 聚。 

3.在實測的過程中能體驗帄方公 

  分和帄方公尺的量感。 

因受長度的單位

影響，會認為

1𝑚2 =100𝑐𝑚2 

 

80 
分
＊ 
二 
節 
課 
＋ 

4-S-09 【活動四】大家來辦桌 

藉由辦桌宴客餐桌的合併與

拆移過程，排出各種不同形

狀的複合圖形，並求算出複

合圖形的面積。 

 

 

 

 

 

1.能知道面積相同，矩形的形狀 

 及周長未必相同。 

2.能以帄方公分為單位做形式計

算。 

3.能以帄方公尺為  單位做形式 

 計算 

4.能計算包含長方形﹑正方形的 

 簡單複合圖形面積。  

1.對於複合圖形

面積的求算，沒

有移補的概念。 

2.不會找圖形切

割或移補完產生

的新邊長。  

120 
分 
＊
三  
節  
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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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主要資料的收集包括觀察、前後測試卷﹑學習單﹑訪談等方式，分述

如下： 

(一)觀察 

研究者在整個教學過程中採用錄影﹑錄音紀錄現場的教學歷程，除了做為反

省思考及改進教學的參考依據，也透過觀察蒐集的資料了解故事融入教學內容的

適切性、學生參與活動的情形以及學生的迷思概念。   

(二)前、後測試卷 

   研究者藉由文獻資料與教學經驗整理出學生在周長與面積單元易發生之迷思

概念並參酌研究對象所使用之教科書版本，周長與面積課程內容及數學概念內涵，

編擬前、後測試題各 15 題，後測試卷內容與前測卷帄行，對應的分年細目和檢

視的能力亦和前測相同。本研究之前測試卷測驗時間為 40 分鐘，用以了解受測

對象之迷思概念及篩選補救教學對象；後測試卷測驗時間亦為 40 分鐘，用以與

前測比較，探究學生是否因補救教學之故，改善其周長與面積的迷思概念。 

(三)學習單 

    本研究共有四個補救教學活動，每次補救教學活動實施 20~30 分鐘，並且配

合活動設計九份學習單。每份補救教學學習單皆配合補救教學活動之實施，讓學

生於補救教學中及時完成，讓學生對於數學概念更加清楚，也能具備形成性評量

的效果。 

(四)訪談 

    研究者利用半結構式訪談，進一步了解在補救教學前﹑中﹑後等階段中，研

究對象的想法與概念改變情形。當個案學童有迷思或特殊的解題策略時，研究者

即利用課餘時間對該生進行訪談，以求更深入而清楚的了解當時個案學童的想

法。 

肆、研究結果 

    呼應本研究的三項主要目的，有關本研究的實踐結果將分三部分討論：一、

個案學童在「矩形周長與面積」補救教學前的迷思概念；二、個案學童在「周長

與面積」補救教學中的學習表現；三、個案學童在前測與後測答題情形之分析與

比較，分述如下： 

一、個案學童在故事融入「矩形周長與面積」補救教學前的迷思概念 

研究者根據六位個案學童之補救教學前測結果與訪談對話，透過原案分析呈

現六位個案學童於前測時在周長與面積單元的相關迷思概念，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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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個案在前測矩形周長與面積的概念之迷思概念 

周長與面積的數學概念 個案的迷思概念 

一、矩形周長﹑面積公式的 

    了解及應用 

不了解周長的意義 

不了解矩形周長公式的意義 

不了解矩形面積公式的意義 

周長與面積公式混淆 

二、等積異形面積相等，周 

   長未必相等 

等積異形的面積會因形狀改變，而覺得不相等。 

等積異形面積相等、數量一樣，周長也會相等。 

三、簡單複合圖形面積求算 沒有移補的概念 

會將複合圖形出現的數字全部乘起來，當作複合圖形面積 

以複合圖形出現的最大數字相乘，當作複合圖形面積。 

不會找出圖形切割完產生的新邊長 

算複合圖形的周長當作是面積。 

四、面積單位的認識及化聚 不認識面積單位帄方公尺 

不知道帄方公尺與帄方公分之間的關係 

不會做面積單位的化聚 

 

二、個案學童在故事融入「矩形周長與面積」補救教學中的學習表現 

    本研究「大士爺普渡祭」故事補救教學教材是研究者根據袁媛（2008）提出

的故事教學策略–「利用故事中的情節發展數學概念」而設計，所以整個補救教

學由四個活動進行，每個活動分別呈現一個數學概念，每個教學活動的流程(如

圖 1)： 

 

 

   

         

            圖 1    補救教學活動的流程 

    接下來呈現個案學童在「周長與面積」的四個概念的學習表現以及教學成分

對個案學童的協助，茲分述如下： 

(一)透過故事中的情境布題，除了引發個案學童學習的興趣，也有助於個案學童

了解題意，達到「周長與面積」概念學習的目的 

   活動四「大家來辦桌」的故事內容是阿水嬸要宴請親友，她原本將 4 張桌子

併在一起，排成二列，所以可以坐 20 位客人，但是後來又來了 4 位客人，在不

增加桌子的情況下，桌子要怎樣排列，才能讓所有的客人都有位子坐？研究者利

用故事的情境提問，讓個案動腦思考「面積相等，周長會不會相等」的問題，六

位個案學童在這部分均能正確回答問題(如圖 2)。 

 

 

講述 

故事 

學習周長
與面積 

數學概念 

實作、提問
統整 

數學概念 

習寫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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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個案在面積相等周長不一定相等的解題表現 

(二)透過畫圖表徵引導，幫助於個案學童了解矩形周長、面積的公式的由來 

    研究者利用畫圖表徵讓個案學童更清楚了解長方形周長的公式，透過畫圖表

徵個案學童學會運用矩形周長的公式解題(如圖 3)，也能說明公式的由來(如觀

-1)。 

 

 

 

 

 

 

圖 3    研究者畫圖表徵長方形周長公式的由來及個案學童的解題表現 

 

【觀-1】 

師：小紘請你說說看，為什麼第 1 題正方形周長要 14×4 呢﹖。 

小紘：因為正方形有四個邊 

師：長方形也有四個邊啊，為什麼不要乘以 4 

小紘：因為他們四個邊沒有一樣長 

師：正方形因為有四個一樣長的邊，所以算正方形周長時用邊長×4，是嗎﹖ 

小紘：對 

師：小紘請你再說說看為什麼要(25＋18)×2 ﹖ 

小紘：因為長方形這邊和這邊(指上面和下面)一樣長﹔這邊和這邊(指左邊和右邊)

一樣 

     長，所以這邊會有一個 25＋18﹔這邊也會有一個 25＋18。 

(三)透過提問、討論，刺激個案學童思考，使了解周長、面積公式的意義及運用，

幫助個案學童釐清周長、面積公式混淆的迷思 

    個案習寫學習單時遇到一題難度較高的挑戰題，個案均因少算一條邊長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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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如圖 4-a)。研究者採用提問的方式引導，並透過讓個案共同討論及反思的方

式(如觀 2)，讓個案自己發現錯誤處、想出解題的策略並加以訂正(如圖 4-b)。                                         

【觀 2】                                 (a) 

師：請你們在圖上把算過的邊長圈起來，   

    看看發現了什麼？ 

個案學童：(學生動手圈已算過的邊長)啊﹗ 

          我們少算了一條邊。 

師：好﹗那圖上面有沒有告訴我們這條邊 

有多長？ 

個案學童：沒有。                         (b)       

師：那這條邊長要怎麼算呢﹖            

小臻：13-6 

師：為什麼要用 13-6，小臻你可以說說看 

嗎？ 

小臻：因為這條和上面的 13m 一樣長，所 

以減掉 6m 的部分就是這條邊的長。       圖 4    個案在複合圖形周長的

解題                                                                                                                                                                                          

 

(四)透過個案學童動手操作、親自體驗的實作活動，幫助個案學童了解「矩形周

長、面積」的相關概念 

  個案學童實際用 1 帄方公尺的布，測量教室外面走廊的面積(如圖 3-a)。測

量完研究者再幫個案學童統整：走廊量起來有 18 個 1 帄方公尺，所以走廊的面

積有 18 帄方公尺。研究者再問個案有沒有其他方法，也可以算出走廊的面積，

個案提出可以運用面積公式來求算答案。所以研究者請個案用尺實際量出走廊的

長和寬(如圖 3-b)，再計算走廊的面積，個案發現算出來的答案和測量的結果是

一樣的。 

 

 

 

 

 

 

 

 

  (a)個案用 1𝑚2的布測量走廊的面積          (b)個案學童一起用尺測量走廊

的長 

圖 3    個案學童實測走廊的面積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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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案學童在前測與後測之分析與比較 

    首先呈現的是個案學童在前測與後測之整體帄均得分情形，如表 3 所示。整

體而言，個案學童後測的表現帄均答對率均明顯優於前測，尤其在周長與面積「等

積異形面積相等，周長未必相等」及「面積單位的認識及化聚」二個概念答對率

皆為 100%，顯示「故事融入周長與面積」之補救教學是有助益的。 

表 3    個案學童前、後測結果答對率 

數學概念 前測帄均答對率% 後測帄均答對率% 

一、周長與面積公式的了解及應用 70 97 

二、等積異形面積相等周長未必相等 57 100 

三、簡單複合圖形面積求算 33 83 

四、面積單位的認識及化聚 0 100 

伍、省思與建議 

研究者依據本研究所得之發現，就「周長與面積」相關教學提出一些建議，

以做為數學科「周長與面積」相關概念教學和未來後續研究之參考。 

一、對周長與面積教材設計方面的建議 

(一)將故事融入周長與面積之教材中 

補救教學期間發現個案學童非常喜愛聽研究者說故事，將故事融入周長與面

積之教材中，除了可以增加學習的趣味性、引發個案學童學習的動機，又能加深

個案學童對教材內容之印象，對學習周長與面積的學習有正面之影響。 

(二)將生活情境融入周長與面積之教材中 

研究者透過自編故事，將個案學童熟悉的廟會活動和周長與面積的學習課程

緊密結合，個案學童覺得學習內容是熟悉的情境，除了增加個案學童的學習興趣、

協助個案學童學習周長與面積的概念，無形中也增進個案學童學習數學的信心。 

(三)複合圖形面積的內容可以再更豐富 

研究中發現個案學童對於「複合圖形面積」較沒有把握，而「複合圖形面積」

的求算是未來學習多邊形面積的基礎，所以可考慮將「複合圖形面積」的內容再

加深加廣。 

二、對周長與面積教學策略方面的建議 

(一)運用故事的情境佈題，幫助個案學童理解題意。 

在補救教學期間，發現個案學童常因未能理解題意而解題失敗。如果將數學

問題融入於故事情節中，利用故事情節中的人、事、時、地、物，提供探索數學

的有趣題材，可以幫助兒童解題時了解題意及解題興趣。 

(二)活動中多安排具體物操作的課程 

周長教學應實際引領學童實測，面積教學時，應由大小比較入門後，定義一

帄方單位、再進行估測培養量感，利用方格板點數方格到最後形成公式，都應讓

學生明白為何有此演變。而面積單位帄方公尺與帄方公分之單位換算，更應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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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格板之實際操作的方式，讓學生更清楚明白單位之間的關係。 

(三) 運用問題提問引導，刺激個案學童思考能力 

補救教學期間研究者發現個案學童較懶得動腦思考，所以上課時教師如能透

過提問式的引導，學生可以從回答教師提問的問題中掌握到題目的意思，或反思

到自己錯誤的解題。 

(四)利用畫圖表徵幫助個案學童理解題意或數學概念 

教學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個案面對文字題時，常因不解題意，而導致無法正

確解題。所以教師可藉由畫圖表徵，幫助個案學童理解題意或數學概念。亦可培

養孩子依文字陳述，畫出相對應圖形的「繪圖」能力，作為輔助解題的有力工具，

亦可驗証審題是否正確。 

三、實施周長與面積補救教學後的省思 

    補救教學期間當研究者要講述故事時，個案學童臉上總是漾著開心的笑容並

專注聆聽，真是應證那句話「凡是孩子都有喜愛聽故事的天性」。由於故事內容

是個案學童熟悉的家鄉生活文化，除了激起個案學童想一探究竟的好奇心，個案

學童也常迫不及待的想跟研究者分享他所知道的廟會活動。個案學童在愉快的氣

氛中，以他們容易理解的方式，學習周長與面積相關的數學概念。 所以學習的

教材如果對學童有吸引力，自然會引發學童想學習的意願。 

    研究者在教學的過程中會視個案學童的學習反應，再將課程做適當的調整、

修正，以利個案學習。六位個案學童分別來自三個不同的班級，課程結束後個案

學童如遇到不會解的數學題目仍會來請教研究者，帄時在校園遇見了也表示很想

再跟研究者學數學，可見及時的補救教學讓個案學童對「學數學」有了信心，遇

到難題會想要解決。所以為師者只要不輕易放棄學童學習，學童就不會輕易放棄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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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在一數學開放性問題的佈題下，嘗詴透過問題解決理論探討國中學

生在進行數學開放性問題解決之表現。研究結果得到：(一)運用發散性思考啟

動解題思維，達到解決數學開放性問題的目的。 (二)數學開放性問題解決未必

是線性模式、單一方向性。最後建議數學教學應多融入數學開放性問題，使學

生藉由解題的過程，培養更獨立的問題解決能力。 

 

關鍵字：數學開放性問題，問題解決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問題解決屬於高層次思考能力，一直是國內外教育的重要目標。

NCTM(1989)在「中小學數學課程及評量標準」中對各年級數學課程都列出了問

題解決的能力標準。先前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強調學生須養成「獨立思考與解決問

題」之基本能力，即指「養成獨立思考及反省的能理與習慣，有系統地研判問

題，並能有效解決問題與衝突」(教育部，2003)。現今實行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發展亦強調學生是自發主動的學習者，透過適性教育，提升學生學習的

渴望與創新的勇氣(教育部，2014)。可見問題解決能力培養與提升的重要性及

其必要性。 

傳統數學問題解決乃要求解題者根據一個或數個「明確、已知」的條件，透

過一些定理、公式來找出答案(Schoenfeld, 1985; Mayer, 1992），因過度強調程序

性知識等封閉性問題，使得學生的思考失去彈性。且現實中的數學問題亦多為

開放性問題，問題情境中所蘊含之條件未必明確，或者是不一定有標準答案

(Simon, 1973; Foong, 1990)，此時若要解決問題，則需要進一步加以界定問題，

並運用創造思考尋求較理想的解決方法(Chi &Glaser, 1985; Firestien & Treffinger, 

1983; Isaksen & Parnes, 1985; Maloney, 1994 )。研究指出在許多國家及地區的數

學教育改革中，常運用開放性問題去解決問題、進行教學（香港教育局，2006；

劉祥通、周立勳和黃國勳，2008；Pehkonen, 2008）。透過開放性問題解決來學

習可以幫助學生靈活地發展理解、適應新情境，及運用其來學習新的東西

(Hiebert, Carpenter, Fennema, Fuson, Wearne, Murray, Olivier, & Human, 1997)。而

解題者在解開放性問題時，其思維路徑、答案不盡相同的情況，且能發揮其創

意。因此，開放性問題除答案或結果開放，學生解題過程更顯重要( 蕭武治、

劉祥通，2015)。然而探討開放性問題解決歷程之相關研究卻不多，若在數學開

放性問題下解題歷程為何?基於此，本研究嘗詴探討國中學生進行數學開放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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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解決時其歷程與解題表現，期能作為提供培養高層次數學問題解決能力學習

或教學上的建議。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學生在進行開放性數學問題解決之表現。依據研究目

的，提出待答問題如下： 

(一)探討個案學生在開放性數學問題解決各階段表現為何? 

(二)從作答原案輔以晤談，分析個案中學生在開放性數學問題解決歷程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數學問題與數學教學 

McIntosh, Jarrett, 及Peixotto( 2000)提出「好數學問題」的條件應滿足 1.開放

性；2.建立重要數學概念；3.能挑戰及引起興趣；4.連結過去的知識。因此本研

究重點在嘗詴瞭解學生在數學開放性問題情境下問題解決的歷程，而本研究「數

學開放性問題(mathematical open-ended problem)」係指當數學問題的起始狀態到

目標狀態存在有障礙，且解題者無法立刻知道求解路徑，其求解路徑、答案不

一定唯一的問題，且可應用於生活情境的問題。 

開放性問題有利於學生創新意識，啟迪思維，培養創新精神。相對於傳統

教學中常碰到的數學問題，其主要特徵乃其設計需確定一個並且只有一個正確

答案，且答案保證正確或錯誤，則較無法達到開放性問題的有利目的。 

二、數學開放性問題解決歷程之觀點 

問題解決涉及複雜歷程與認知能力，一般問題解決歷程係指從產生問題直

到解決問題的過程，涉及複雜的心理歷程。所謂數學問題解決是指解題者在面

對數學問題時，必須融會原有的知識與數學概念，並靈活運用策略與方法以求

得解答的歷程(王明慧、柳賢和洪振方，2006)。雖然眾多學者提出的歷程步驟

不全然一樣(Wallas,1926; Dewey,1933; Ausubel,1969; Hayes,1989)，但大致上可以

概分成：發現問題、發現想法、發現解答跟驗證解答，和 Polya(1945)將數學解

題步驟系統化的結果雷同，其將數學解題歷程區分為：了解問題、擬定計畫、

執行計畫與回顧解答四個階段。而 Schoenfeld(1985)則是，將數學問題解決歷程

分成讀題、分析、探索、計畫─執行、驗證、轉移六個階段，亦是修改自

Polya，加入了轉移步驟及分析，更強調後設認知的觀點。 

有些學者問題解決的論點則是強調創造能力，像 Guilford（1988）主張運用

創造力解決問題需運用發散性思考，其評量內容包含四種能力，即流暢性、變

通性、獨創性及精緻性等特點；而 Parnes(1977)提出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五個階

段：發現事實、發現問題、發現想法、發現解決方案、接受發現的結果，之後

也有學者跟上(Treffinger & Isakse，1994)。有研究指出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可適

用於科學、生活科技及社會領域方面的學習上(湯偉君和邱美虹，1999；張俊

彥、翁玉華，2000；林美嬌，2005)，且其強調運用創造力來進行解題與一般問

題解決的本質與精神是一致的，惟不同之處在於運用創造力解題更強調每個階

段的第一步為運用發散性思考蒐集大量的想法，後進行聚斂性思考選擇最可行

的想法繼續探索，這和數學教育研究人員將開放性問題解決視為一種探索過程

的看法不謀而合(Capraro, Capraro, & Cifarelli, 2007)。而本研究聚焦的「『數學』

開放性問題」，需具備相關的數學知識(Kilpatrick,1985）、運用分析數據資料、

推理算則的能力，而『開放性』的部份強調條件、解題方法、答案…等做不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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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開放，也需要思維的創造性，或許可運用數學解題歷程加上創造性問題解

決的觀點來窺探數學開放性問題解決歷程，因此綜合 Polya(1945)、

Schoenfeld(1985)的數學解題歷程之觀點融入 Guilford（1988）及 Parnes(1977)的

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得到解題歷程為：發現事實(fact-finding，FF)、發現問題

(problem-finding ， PF) 、 提 出 想 法 (idea-finding ， IF ) 、 尋 求 解 答

(solution-finding，SF)及驗證評估(verification-assessing，VA)，過程除了進行問

題解決，「開放性」的部分同時強調發散性與聚斂性思考的運用。最後，嘗詴以

此窺探學生問題解決之歷程。 

三、開放性問題解決之相關研究 

世界各國在數學教育改革中，經常提及運用開放性問題進行教導學生的數

學概念或能力（香港教育局，2006；Pehkonen, 2008）。透過開放性問題解決來

學習可以幫助學生靈活地發展理解、適應新情境，以及運用其來學習新的東西

(Hiebert, Carpenter, Fennema, Fuson, Wearne, Murray, Olivier, & Human, 1997)。

Sawada (1997)研究曾指出學生進行開放性問題解決的優點有：1.可頻繁表達自

己的想法。2.提供更多機會整合使用原本具備的數學知識和技能。3.可明顯清楚

反應自己選定的方法 4.開放性問題解決的經驗訓練學生推理的能力。5.學生可從

開放性問題解決過程中獲得樂趣。可見開放性問題解決歷程可以促進數學教學

和學習(劉祥通、周立勳和黃國勳，2008；蕭武治、劉祥通，2015)。 

參、研究方法 

根據目的，以下分別說明研究對象、場域、工具，及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研究對象 
由於本研究感興趣的是認知較複雜的數學開放性問題解決之表現，故數學

能力較高的學生作為研究對象，為求解題時研究對象之數學能力基礎有較高的

同質性，乃選取研究者所服務學校國中同年級學生 9 名，來自全校一年級 26 個

班級，所有受詴者對數學有強烈興趣及優異成就表現。 

二、研究場域 
本研究以學生就讀之學校視聽教室為場地，選擇在以不耽誤學生學習之時

間－早自習時間來進行研究，全程錄影與錄音，並蒐集學生的解題記錄。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數學問題解決(Polya, 1945；Schoenfeld, 1985)、創造性問題解決為

理論基礎(Parnes, 1977；Guilford, 1988)，針對進行改編高雄市 104年度國民中小

學創意運動會腦力競賽問題 4的任務 3，題目型式以數學開放性問題解決歷程為

主軸，在各階段中符合發散性思考與聚斂性思考之特色，因此在各階段開始以

鼓勵學生多想多寫，再以聚斂方式整合或評估該階段的結果以做為階段的結

束。原問題內容主要是透過「不同速率的改變，在旅客最安全的前提下，達成為

公司節省經費的概念」，由 2015 年該競賽評審委員會負責工具的編製與審定，

具專家效度。且整個任務活動強調概念之間相互連結，以及數學推理能力，而

內容效度採雙向細目表—橫向檢視數學開放性問題的思考能力—發散性思考及

聚斂性思考，直向檢視數學創意指標部分滿足認知、情意、批判思考三大向度

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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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數學開放性問題雙向細目表 

      思考能力 

創意指標 發散性思考 聚斂性思考 

認知 ■敏覺■流暢■變通□獨創 ■精密 

情意 ■想像■挑戰■好奇□冒險  

批判思考  ■分析■綜合■評鑑 

四、資料蒐集與分析 
為了確實分析其解題過程，研究者先將其作答原案配合晤談轉錄錄音資料

結果加以編碼。整個思維歷程編碼方式為 abcdef，其中 ab為學生代稱，cd為問

題解決階段(FF、PF、IF、SF、VA 分別代表發現事實、發現問題、提出想法、

尋求解答及驗證評估)，ef為整個歷程之流水號，如：S303PF代表第三位受是學

生問題解決的第 3步驟，其階段為 PF---發現問題。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研究彙整所有樣本作答卷原案以及其他口說錄音錄影、晤談等資料，將

解題者整個數學開放性問題解決時解題及思考之歷程完整呈現，進一步分析如

下： 

一、 問題解決各階段之表現 

本研究將問題解決歷程分為－「發現事實」、「發現問題」、「提出想法」、

「尋求解答」與「驗證評估」等五階段，根據此理論基礎而發展數學問題解決的

測驗活動。根據作答原案，九位學生有三位學生成功提出減少損失的策略、六位

學生未成功解題，未成功解題的學生中有兩位提出解決想法但無法得到嚴謹可行

的解答、四位僅能提出其所發現的事實及子問題但無法提出解決想法。 

以下從其「成功解題學生數學開放性問題解決之解題歷程」及「未成功解題

之歷程」分述為： 

(一)成功解題學生數學開放性問題解決之歷程 

從此解題活動中發現，成功解題學生在問題解決各階段中以「發現事實」、

「發現問題」、「提出想法」與「尋求解答」四階段的表現均不錯，惟「驗證評

估」較不理想，僅一人進行且只進行一次。由於開放性問題解決著重於思考的流

暢性、嚴謹性和可行性，可見成功解題學生在解決問題時具備數學開放性問題

解決之思考能力。 

在解題過程中，成功解題者出現的現象有以下的情況，在「發現事實」方

面，成功解題者能多方角度去分析問題條件，並且切中問題核心，充分顯現對

事實的覺察敏銳力，如S1、S2 作答資料(下為S1部分作答資料)。 

S103FF：考慮未到站的車輛數 

S104FF：這些車出發點 

S105FF：在停電時各車的位置 

…… 

S107FF：行車車速 

S108FF：各車的目的地 

在「發現問題」方面，S1、S2解題過程均從此階段出發，也就是直接先聚

焦情境問題再繼續延伸問題或探尋、分析條件(見下面部分作答資料)。 

S101PF：有多少車自甲開出，9:42 前未到乙站 

S102PF：有多少車自乙開出，9:42 前未到甲站 

 

S201PF：會有什麼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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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過程中S1、S2、S3 所提出的問題焦點清楚，能針對情境要求延伸成問

題之子問題 (見S3部分作答資料)。 

S304PF：可能會耽誤的車子班次是哪些? 

S305PF：可能會造成損失的時間差是哪些? 

在「提出想法」方面，除S3 針對待解問題未提出計畫想法而直接求解外，

其餘兩位成功解題者S1、S2 均能逐一針對子問題提出的計畫想法、並直接呼

應，且整體計畫想法能夠不偏離原問題情境之核心問題(下為S2部分作答資料。 

S214IF：如果每站都停，一定要退錢 

S215IF：因為一定要退錢，那就必須讓最少的站退錢，如果每站停，每站都需要退錢，而

跳過甲或己站才有可能省下一到三站的錢 

S216IF：丁車須先跳過丙或戊站，再請下班車來補 

在「尋求解答」方面，三位均能運用數據進行運算，針對問題獲得待答問題

之解—減少損失，但大家方法不盡相同，像S2 先考慮不同站之間停電後到達的

時間，即須退錢的情況，對其提出計畫想法，再針對提出的計畫進行運算，發

現如果丁車直接開往乙站，則不需要賠錢；而S1 則是先針對子問題求出停電時

直達車與非直達車的輛數，獲得「加減車速時和距離減 300km時間大於 10沒救」
的結果；S3則是提出發車的狀況來解決問題。 

在「驗證評估」方面，僅S2 一人提出，其內容為「不管丁車直接開往甲站

或丙站、戊站、己站都要退錢，但如果直接到乙站，則不用賠錢，因此丁車直

接開去乙站，再讓其他班列車補丁應停的站」，去確認其獲得的數據解答之正確

性及可行性。 

 

(二) 未成功解題之數學開放性問題解決歷程 

從此解題活動中發現，受詴學生在問題解決各階段中以「提出想法」、「尋

求解答」與「驗證評估」三階段的表現較不理想，特別是「驗證評估」，僅一人

達到，且方向仍不正確。由於此三階段著重於思考的流暢性、嚴謹性和可行

性，可見未成功解題學生在解決問題時，此三面向的思考能力較為不足。 

在解題過程中，無法成功解題者出現有以下的情況，在「發現事實」方面，

無法成功解題學生缺乏對事實的覺察敏銳力。如S9(見下面晤談語料)，未分析

原題目提供的條件，就直接針對原問題提出想法。 

T：你在提出這些解題想法前，有看過這些題目給的數據嗎? 

S9:這一看(表示瞄一眼)就覺得很複雜，我也看不出什麼。 

…… 

T：那你怎麼提出這個想法的? 

S9:就想像啊~ 

其餘未成功解題學生雖在「發現事實」階段，可以從多個角度來分析情境條

件，但會出現所覺察到的與解決問題無直接關聯性，如S5、S8(下為S8 作答資

料)。 

S501FF：過程中可能發生意外，如停電及天然災害 

…… 

S506PF：列車性能狀況是否會故障  

S507PF：列車是否需做定期檢查及保養  

在「發現問題」方面，所提出的問題焦點很模糊，包含許多無關連的事實，

亦即無法選擇、掌握關鍵的問題所在，如S5、S8(下為S5作答資料)。 

S509PF：直達車班車是否太少    

在「提出想法」方面，往往因為一開始考量的條件與問題無法呼應焦點問

題，即答非所問、或捉不到問題的重心，就找不到因應的解決計畫、想法不夠

流暢，如：S6、S7，或是針對問題所提出的解決想法無法切合待解決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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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S5。遇到難題時，傾向逃避問題、尋求捷徑而忽視了問題的前提條件，可行

性及嚴謹性不足，如S9。 

在「尋求解答」方面，六位未成功解題學生中S6、S7、S8、S9 四位學生停

留在前三階段，無法前進到「尋求解答」部分。而有進行尋求解答的學生中，S4

對想法的詳細解決策略不夠嚴謹，雖具整體的概念與架構，但卻缺乏對數據的

分析，僅從表面作描述。而S5 因為前三階段思維無法對焦和找到問題的重心，

故尋求解答階段的答案亦無法解決問題。 

在「驗證評估」方面，僅S5 達到，但其內容仍因思維無法對焦和找到問題

的重心，故驗證評估階段亦無法發現先前無法解決策略有問題。 

二、 問題解決歷程之語料分析 

根據受詴者的作答原案輔以口語資料，可將每位學生問題解決的思考過程

依－發現事實(fact-finding，FF)、發現問題(problem-finding，PF)、提出想法

(idea-finding ， IF ) 、 尋 求 解 答 (solution-finding ， SF) 及 驗 證 評 估

(verification-assessing，VA)等五個向度做初步的分析。以下為數學開放性問題

解決成功及未成功其中各一位學生(S2、S7)受詴時作答原案輔以晤談為佐證資

料分析之思維過程，如表 2、表 3。初步比較所有學生的解題流程，可看出成功

解題者在五階段流程中的轉移較為頻繁、連續，且整體來說解題的流程較完

整，並較符合數學開放性問題解決各階段解題的精髓與步驟；而未成功解題者

的解題過程則較簡化且常出現不連續的情況。 

表 2：數學開放性問題解決過程成功解題舉隅，以S2為例 

順序 FF PF IF SF VA S2原案佐證資料 

1      會有什麼損失? 

2      找出每種車到站的時間 

3      直達車，不直達車 

4      站與站距離 

5      停電時間 

6      到站時間 

7      行車速度 

8      停站較過站不停的車多的時間->6 分鐘 

9      丁站到丙站的時間應為 20+100/300×60+6=46(需退錢) 

10      丙站到甲站的時間應為 46-30+80/300×60+6=32(需退錢) 

11      丁站到戊站的時間應為 20+120/300×60+6=50(需退錢) 

12      戊站到己站的時間應為 50-30+110/300×60+6=42(需退錢) 

13      己站到乙站的時間應為 42-30+90/300×60+6=36(需退錢) 

14      如果每站都停，一定要退錢 

15  
 

 
  因為一定要退錢，那就必須讓最少的站退錢，如果每站停，每站都需要退錢，而跳過甲或

己站才有可能省下一到三站的錢 

16      丁車須先跳過丙或戊站，再請下班車來補 

17      當丁車直接開到己或甲站，是否可以只要退丙和戊兩站的錢? 

18      若不能只退丙和戊兩站的錢，直接到乙站可否不用退錢 

19      算出丁車直接到甲站、己站、乙站的時間 

20      站與站距離 

21      停電時間 

22      到站時間 

23      行車速度 

24      停站較過站不停的車多的時間->6 分鐘 

25      直接到甲站時間 20+(100+80)/300×60+6=62>60 

26      直接到己站時間 20+(120+110)/300×60+6=72>60 

27      直接到乙站時間 20+(120+110)/300×60+6=90=90 

28  
    不管丁車直接開往甲站或丙站、戊站、己站都要退錢，但如果直接到乙站，則不用賠錢，

因此丁車直接開去乙站，再讓其他班列車補丁應停的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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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數學開放性問題解決過程未成功解題舉隅，以S7為例 

順序 FF PF IF SF VA S7 原案佐證資料 

1      歐業高鐵直達車平均 250km/hr 

2      歐業高鐵各站都停車平均 1250/6km/hr 

3      過站不停超過 6min 

4      直達車的速率比各站都停車的快 

5      假設各站都停的高鐵每站都停了 6min，那各站都停的速率=直達車的速率? 

6      有大約 7 班各站都停和 2 班直達延誤 

7      八點直達可照原速率行駛? 

8      7:30、7:40 各站都停可照原速率行駛? 

有關深入數學開放性問題解決流程的分析方法，研究者以Flander’s system 

(Borich, 1994)教室觀察的分析模式為參考，將問題解決的歷程以編碼紀錄－發

現事實(f)、發現問題(p)、提出想法(i)、尋求解答(s) 與驗證評估(v)，得到每位

學 生 詳 實 的 問 題 解 決 思 維 歷 程 ， 如 ： S3 學 生 的 解 題 歷 程 為

fffppfss，以座標標記思維順序，箭號左側出現的歷程簡記在欄、

箭號右側出現的歷程簡記在列，如：fp標記為(f,p)，以S3為例，其解題歷程之

座標標記為(f,f) (f,f) (f,p) (p,p) (p,f) (f,s) (s,s)分別記次於表格中，如(f,p)則記於f 

欄，p 列之交叉格中。以此方式了解各階段之交互關係，並計算次數於附錄 1

中，附錄 1分別是S1~S9九人各階段交互關係頻率之分析。 

從附錄 1表格中(f,f) (p,p) (i,i) (s,s) (v,v)出現的頻率代表的意義在每位受詴者

於FF、PF、IF、SF、VA五個階段運思時在同一階段至少出現 2 次以上運思的頻

率和，以黑底呈現，亦即受詴者在該階段進行發散性思考的次數和。因此，由

表 6 可知，成功解題者S1~S3 在FF、PF、IF、SF等四個階段的發散性思考頻

繁，而其餘未成功解題者的發散性思考則出現在FF、PF、IF三個階段，且成功

解題者發散性思考之次數較未成功解題者多。而只有S2、S5 兩位學生進行驗證

評估(VA)，在整體表現中，發現次數最少，可見受詴學生驗證評估之能力有待

加強。 

接著分別統計所有受詴學生在各階段的交互關係頻率，為了解成功解題者

與未成功解題者能力兩群學生在解題流程中交互關係的趨勢，而不只是受詴者

單獨的表現，由於兩組人數不同，因此將成功解題者個別結果相加後乘以 2、未

成功解題者六位個別結果相加(這樣意義等同於兩組平均之效果)，將結果呈現於

附錄 2表格中，表格中以「黑底」表示在五個階段出現次數之和，其餘階段交互

關係次數愈多代表有共同發生的情況愈一致(6 次以上者則在解題流程之箭號現

以粗線表示，未達 6次則是細線表示，解題流程總結於圖 2 及圖 3)。 

圖 1 與圖 2 總結成功解題者與未成功解題者解題流程的交互關係，由此圖 1

可看出，成功解題者能力者其數學開放性問題解決歷程之交互關係與創造性問

題解決之歷程模式相當一致，且除驗證評估外，其餘四個階段皆可流暢地運用

發散性思考；且在解題過程明顯出現循環思考之現象。而圖 2顯示未成功解題者

能力者其數學開放性問題解決歷程之交互關係較不明顯，主要僅有發現事實與

發現問題階段出現發散性思考，雖歷程有出現循環思考現象，但不明顯。 

 
 

圖 1：綜合成功解題者解題流程的交互關係 圖 2：綜合未成功解題者解題流程的交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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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本研究得到的結論如下： 

一、運用發散性思考啟動解題思維，達到解決數學開放性問題的目的 

三位成功解題者運用發散性思考多階段方式循序從開放性數學問題情境

中，找出相似的關鍵因素，利用發散性思考分析出隱藏於其間的關係，並由此

啟動解題之思維。整個過程都使用了發散性思考及聚斂性思考，兩者交互運

用，與 Howe(1997)研究指出的 CPS共通特點相呼應。未成功解題者雖亦有學生

進行發散性思考，但大多數面對複雜開放性問題時傾向直覺反應，對問題無法

聚焦。且成功解題者均能運用數據進行運算，針對問題求出問題之解，雖大家

提出的解答、計畫不盡相同，但更顯出數學開放性問題思維過程及解答之多元

與開放性。 

二、數學開放性問題解決未必是線性、單一方向性之歷程 

由於數學開放性問題解決著重於思考的流暢性、嚴謹性和可行性，成功解

題學生與創造性問解歷程模式相當一致，除驗證評估外，其餘「發現事實」、「發

現問題」、「提出想法」與「尋求解答」四個階段皆可流暢地運用發散性思考；

且在解題過程明顯出現循環思考之現象，整個數學開放性問題解決之歷程未必

是線性模式、單一方向性。未成功解題者能力者其數學開放性問題解決歷程之

交互關係較不明顯，主要僅有發現事實與發現問題階段出現發散性思考，雖歷

程有出現循環思考現象，但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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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 S1~S9九人各階段交互關係頻率之分析 

S1 S2 S3 

 f p i s v  f p i s v  f p i s v 

f 3 3 0 0 0 f 9 0 1 0 0 f 2 1 0 0 0 

p 3 3 0 0 0 p 0 1 1 0 0 p 1 1 0 0 0 

i 0 1 2 0 0 i 0 2 2 1 0 i 0 0 0 0 0 

s 0 0 1 2 0 s 2 0 0 6 0 s 1 0 0 1 0 

v 0 0 0 0 0 v 0 0 0 1 0 v 0 0 0 0 0 

S4 S5 S6 

 f p i s v  f p i s v  f p i s v 

f 1 3 0 0 0 f 0 0 0 1 0 f 2 1 0 0 0 

p 3 1 0 0 0 p 2 3 0 0 0 p 2 0 0 0 0 

i 0 1 2 0 0 i 0 2 0 1 0 i 0 0 0 0 0 

s 0 0 1 0 0 s 0 0 1 1 0 s 0 0 0 0 0 

v 0 0 0 0 0 v 0 0 0 1 1 v 0 0 0 0 0 

S7 S8 S9 

 f p i s v  f p i s v  f p i s v 

f 3 1 0 0 0 f 2 0 0 0 0 f 0 0 0 0 0 

p 2 1 0 0 0 p 1 1 0 0 0 p 0 0 0 0 0 

i 0 0 0 0 0 i 0 1 0 0 0 i 0 0 2 0 0 

s 0 0 0 0 0 s 0 0 0 0 0 s 0 0 0 0 0 

v 0 0 0 0 0 v 0 0 0 0 0 v 0 0 0 0 0 

 
附錄 2：成功與未成功解題綜合階段交互關係分析表 

成功解題者 未成功解題者 

 發現事實 發現問題 提出想法 尋求解答 驗證評估  發現事實 發現問題 提出想法 尋求解答 驗證評估 
發現事實 28 8 2 0 0 發現事實 8 5 0 1 0 
發現問題 8 10 2 0 0 發現問題 10 6 1 0 0 
提出想法 0 6 8 0 0 提出想法 0 4 4 1 0 
尋求解答 6 0 2 18 0 尋求解答 0 0 2 1 0 
驗證評估 0 0 0 2 0 驗證評估 0 0 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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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cus of this research is on the mathematical open-ended problem solving 
performances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study obtain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1. Divergent thinking starts problem-solving thinking and stimu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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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提問反思策略促進數學實習教師在數學教學實務的轉

變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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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於實習輔導教師運用提問反思策略，探討中學數學實習教師在數

學教學實務的轉變情形。本研究屬於個案研究，以一位個案實習教師為對象，觀

察他在四個階段的提問反思循環過程中，數學教學的轉變。資料收集以質性的反

思晤談為主，配合教學觀察影帶、教學觀察日記與教案進行分析與三角校正。研

究結果發現，數學教學實務的轉變則從傳統的教師講述教學方式，逐漸轉變為問

題引導的方式；實習教師的數學教學焦點則是從課程的內涵逐漸轉移到學生的學

習困難方面。此外，實習教師的教學成長，會受到實習輔導教師的引導與實習教

師本身教學能力、信心與教學環境的限制。 

 

關鍵字：教學反思、數學教學 

 

壹、 研究動機與目的 

    目前國內的師資培育的過程，可分成兩個重要階段，一個由師資培育單位所

進行以理論為主的師資培育課程，另一階段則是在實習機構進行以教學實務為主

的實習課程，這兩個階段是影響教師專業發展的關鍵時期。Meheut(2005)提到師

資培育課程的基本模式包含了知識論與教學兩個維度，而學校實習階段則強調教

學維度的提升，其中包含教師的角色、教師的介入、課程的引導、班級課室的管

理與學生學習的輔導等，這些都是成為一位「好」的數學教師所需擁有的必要條

件。目前的「師資培育法」則是將原先一年的教學實習濃縮為半年，因此輔導教

師如何在短短的半年內，協助實習教師將教學理論轉換為教學實務，是現階段的

師資培育中重要的議題。 

此外，實習教師在教學實習階段，正處於從學生的角色轉換到教師角色的過

渡階段，在這半年的實習過程中；黃凱旻和金鈐（2002）提到實習教師面臨著不

同角色扮演之間的差距以及理論與實務之間的衝突。若想要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Zaslavsky和Leikin (2004)在促進數學教師專業發展的模式中提到，教師可以藉由

實際的教學以及教學後的審視促進其專業發展，Sue和Judy（2001）也認為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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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可以讓教師在教學專業上有所成長。所以該如何促進教師從其教學中進行反

思，則是目前師資培育者所著重的議題。King(1989)的研究提到提問具有反思的

功能，提問本身是一種後設認知的歷程，學習者經由問題的引導，思考自己對於

知識的理解，透過監控和修正改變原有的學習策略。因此本研究藉此，期望透過

對於實習教師在實際教學的提問，促進其自我反思的輔導模式，觀察數學實習教

師在實習階段，教學實務上的轉變。因此本研究欲探討數學實習教師在提問反思

模式下數學教學成長的情形，所以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 

1. 數學實習教師在提問反思模式下數學內容概念呈現上的轉變為何？ 

2. 數學實習教師在提問反思模式下數學教學的轉變為何？ 

3. 數學實習教師在提問反思模式下對於學生數學學習認知的改變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教學反思 

Clark和Peterson(1986)提到反思就是對於過去經歷過的事件或課程的主動思

考，而Dewey (1933)則認為反思是針對某個問題進行反覆、嚴肅連續不斷的深

思，是一種連續性和探索性的思維方式。因此可以將反思視為對過去經驗、行動，

不斷的探索和思考並藉由情境和接受理論居中協調的思考歷程。反思同時也是促

進教師專業發展的核心因素，GARC ÍA, S ÁNCHEZ和ESCUDERO（2006）提

到教師可以從對教學情境的反思提升其專業知識的成長，並藉此促進理論與實務

上的結合。Brown和Borko(1992)認為反思可以用來評量個人的教學，是一種從經

驗中進行學習的專業發展過程。Jaworski（1994）更指出教師若能從教學事件中

進行批判性的反思，有助其調整和再成長的功能，且實習輔導老師若能引發實習

教師的反思更有助於其內部的轉變。因此教師可透過對實際教學的反思或與教學

有關的人與事件進行回顧與批判，這個歷程中利用實習教師在數學教學的體驗，

進行再探索和研究以提升其教師專業的成長。 

Schön（1983）將反思分成行動中的反思（reflection-in-action）與對行動的

反思（reflection-on-action），這兩種反思型態可促進行動者對於行動的理解和修

正，行動中的反思是指實踐過程中對於行動的立即性理解和察覺思考，對行動的

反思則是指實踐後對於行動過程結果進行直觀有系統的反省。因此教學反思是促

使教師朝向專業發展的一個重要關鍵，實習輔導教師除了可以藉由現場或影帶的

觀察給予實習教師教學上的回饋外，更重要的是要進一步引導實習教師對自我的

教學進行有效的反思評量進而增進其教學知能。因此本研究則藉對話性的批判性

反思方式，有系統的引導實習教師進行教學後的反思，促進實習教師進行教學的

修正與調整以達到實習輔導的目的。 

二、數學提問 

Boreen,Johnson,Niday 和 Potts(2000)反思是促進教師專業發展不可或缺的一

環，而提問式的對話是提升教師反思活動的主要策略。Sanders(1966)指出提問是

引發他人產生心智活動，並做回答反應的語言刺激。黃世美（2007）認為若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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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引入數學教學中則能夠引發學生產生心智活動，協助學生形成數學概念與達成

教學目標。Mason(2000)則主張三種數學教學中主要的提問模式，分別為聚焦、

檢驗和探索。聚焦式：在數學教學中教師引導學生注意到數學的規律、一般性或

是數學的特徵，以一種較不直接的方式引導學生看見教師所看見的議題。檢驗

式：為了確定學生的理解狀態，促進學生回憶想法以及和事實的記憶進行連結。

探索式：其目的是引導學生在認和內化議題的價值，藉此促進學生進一步的思考

與學習。Resnick(1995)則提出數學提問包含複述、回應、追問和挑戰等四種技巧。

本研究期望讓實習輔導教師藉由提問的方式，引導實習教師針對其教學進行深度

的反思繼而進行教學修正，因此以聚焦、檢驗和探索三個提問的對話論證的循環

過程進行，首先提出「挑戰」性問題引出實習教師對於數學教學的想法，進一步

以「追問」性問題，引導實習教師進行自我反思，並搭配「複述」和「回應」的

方式確定其想法，進而結合本身的經驗和教學現場的回饋，針對數學教學知能進

行重構。 

三、教師專業發展歷程與內涵 

教師的專業發展是一個長期的教學發展轉變歷程，會受到外部教學環境或是

教師本身教學知能的交互影響而產生改變，饒見維（1996）將教師的專業發展分

為職前教師培育階段、初任教師導入階段、勝任教師精進階段；在職前教師培育

階段，Furlong 和 Maynard（1995）將實習教師的發展分成早期理想主義期、個

人生存期、困難處理期、停滯期與突破與發展五個階段。在教師專業發展內涵方

面，Shulman（1986）主張教師的專業知識可分成三大類：學科內容知識（簡稱

CK），意旨教師在專業領域所具備的特殊領域學科專業知識。一般教學知識（簡

稱PK），所指的是教師教學技巧、原理、策略，以及瞭解學生學習、領悟等過

程，和學科教學知識（簡稱PCK）。而Fennema 和Franke（1992）提到數學教師

的數學教學知識需在教學的情境脈絡下發展，此模式顯示教師教學時，會受到教

師數學知識、教學知識、學習者數學認知的知識在特定的教學脈絡下與數學教師

的信念結合交互作用後，形成與其特定教脈絡相關的數學教師的整體專業教學知

識。因此Shulman所提的PCK，如同Fennema和Franke在教師數學教學知識的發展

脈絡中的特定情境知識，是教師將學科知識透過適當的表徵，將教材轉化成學學

生可以理解的知識，Jan, Onno和Nico（2002）也認為PCK的中心概念，包含學科

知識表徵和教學策略以及學生特定概念和學習困難的暸解。所以本研究主要焦點

在於瞭解數學實習教師在數學教學與學生數學學習認知方面的轉變，因此研究者

準備從數學內容概念的呈現、數學教學策略的使用以及對於學生數學學習知識的

認知三個面向進行分析。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冀望能依據目前的實習輔導模式，找到一個合適且能夠在短暫時間中

實施，促進數學實習教師專業發展的實習輔導策略；協助數學實習教師在半年的

教學實習中，藉由對自身教學上的反省，進而改善數學教學的方式與其教學的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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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歷程。基於對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的探究，研究者將研究方法分為「研究設

計」、「研究對象」與「資料蒐集與分析」兩個部分進行描述。 

一、研究過程與設計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為基礎，為期四個月歷經四個國中二年級上學期數學單

元；研究的主要結構是以 Tomlison(1995)的實習輔導教學歷程為主體，並將

Mason(2000)與 Resnick(1995)的提問模式進行整合，透過實習輔導教師對於實習

教師實際教學的提問，促進實習教師反思後其專業發展的歷程。每一個反思階段

包含：教案設計、實際教學、教學評鑑三個主要部分，輔導老師在實習教師實際

教學時進行現場觀察後，搭配影帶回顧進行提問反思討論如下圖一所示；每階段

的第一個星期實習教師設計教案後進行實際教學，第二個星期則藉由教學影帶的

回顧後進行提問反思的討論，實習教師依據反思討論的結果，作為下次教學設計

與實際教學的依據，平均每兩個星期進行一次實際教學，每階段為期大約一個

月，其中包含兩次實際教學以及兩次教學後的提問反思，整個研究過程，共實施

了四個教學反思循環階段。 

 

 

 

 

 

 

 

圖一：提問反思階段 

 

整個提問過程研究者採用Mason(2000)所提出的三種數學教學中主要的提問

模式，分別為聚焦、檢驗和探索，提問反思的過程如下圖二所示，首先針對問題

進行聚焦，以一種較不直接的挑戰提問方式，引導實習教師注意到其教學上所產

生的問題，例如：你認為哪些部分是下次教學上是需要改善的？這次的教學你比

較強調的主題是什麼？接著藉由檢驗提問的方式，確定實習教師對於事實呈現和

教師預期想法間關係的確立，藉此引出實習教師對於現實和理想之間的衝突，例

如：哪些部分有達到你預期的目的？你在教學計畫中所提到的是否有落實於實際

教學中呢？最後藉由探索式問題引導實習教師進行進一步的思考與反思，例如：

如何修改才能讓教學更好？下次讓你教同樣的單元時你會如何進行？整個提問

反思的過程以這三個提問模式為主要結構循環進行。而每個提問模式的實施過程

則運用 Baird(2005)「挑戰」性問題引導方式例如：什麼是應該做的？如何做？

何時何地去做？為何這樣做？引導數學科實習教師進行教學反思；當實習教師所

說的內容有必要進一步深度的探索時，則藉由 Resnick(1995)的「追問」策略讓

實習教師提出解釋或說明的策略，例如：請說明一下你是怎麼做的？為什麼你會

認為該要這麼做呢理由為何？這麼做的用意何在呢？並以複述、回應的提問方式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過程 教學評鑑 

反思修正 

提問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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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確定和修正實習教師的想法。整個過程先引導實習教師聚焦於實習教師有興趣

的議題，並協助實習教師澄清己身的數學教學知識，藉此引出實習教師對於實際

教學與數學教學知識間的衝突，最後再藉由探索式的提問引導實習教師進行反思

修正。  

 

圖二  提問反思結構模式圖 

二、研究對象與實施班級 

本研究目的在瞭解一位國中數學科實習教師，進行提問反思過程中教學實務

上的轉變，小偉（化名）老師目前擔任某國中數學實習教師，畢業於某大學應用

數學系畢業後，考取某師範大學數學系碩士班，畢業之後在某國中擔任數學科實

習教師。且對於此研究有高度的興趣，因此研究者徵求其同意後開始進行研究。

為了配合小偉老師進行教學實習，選取以小偉老師所實習的國二某個班級的學

生，所以整個反思循環的過程中，實習老師對於學生已經有某種程度的熟悉，班

級中的學生人數共有31人其中男生16人女生15人，且該班於國一入學時根據國小

成績採S型常態編班；研究過程中為了降低學生對實習教師的影響，實習老師不

用一再適應不同的班級，所以整個反思循環的過程中實際教學的班級均沒有異

動，維持教學對象一致性。 

三、資料蒐集 

本研究從四個教學反思輔導階段中進行資料的蒐集；可分為「教學後反思晤

談」與「實際教學觀察」兩個部分。「教學後的反思晤談」蒐集過程是實習輔導

教師在實習教師教學後，下一個星期安排約 1.5個小時進行，每個反思階段執行

2次一共 8次的反思晤談，並將晤談過程的錄音檔轉譯為逐字稿進行分析；而「實

際教學觀察」的部分，是以輔導教師課室觀課與教學攝影為主，一共進行了 8

次均全程「教學攝影」。實習教師透過影帶的反思，思考教學過程中所發生的現

況以及所遇到的問題，並進一步思考可能的解決的方法。而實習輔導教師需在每

次實際教學過程中，觀察實習教師的教學填寫「教學觀察日誌」將實習教師的教

學過程詳實紀錄；此外實習教師亦需在每次教學後填寫「教學反思日誌」，用以

聚焦提問 

檢驗提問 探索提問 

追問與挑戰 

 
追問與挑戰 

 

追問與挑戰 

 

複述、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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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這一節課的整體教學過程。 

肆、研究結果 

根據實習教師在數學教學上自我反思焦點的轉變，研究者將其教學反思區分

為四個階段，分別為教學內容充實階段、教學方法提升階段、教學瓶頸階段及教

學突破階；本研究從實習教師的數學內容概念的呈現、數學教學方式以及學生數

學學習知識三個面向進行觀察，接著針對這四個轉變階段進行分析和比較如下表

一： 

 

表一   不同反思階段數學教學的轉變 

 數學內容概念呈現 數學教學方式 學生數學學習

知識 

第一階

段：教學內

容充實階

段 

＊將數學概念單獨呈現，而

且忽略數學概念的前後邏輯

關係 

＊教學過程中忽略了對數學

符號的說明 

＊以課本為主設計教

學簡案，實際教學前沒

有事先進行模擬。 

＊直尺圓規等數學教

具使用不熟練，導致教

學過程不流暢。 

＊以傳統的講述式教

學為主並質疑其它教

學法的成效。 

＊教學時只專注

於教學內容的呈

現忽略了和學生

的互動。 

＊對於學生的數

學學習問題沒有

進行瞭解。 

第二階

段：教學方

法提升階

段 

＊介紹全等性質時，只說明

正確的全等性質，並沒有對

於所有可能的性質進行合理

的比較。 

＊對於線段、點等圖形的符

號表示沒有清楚的區隔。 

＊將教學過程詳細記

錄於教學計畫中，並將

教學的速度調慢。 

＊教學時版面配置凌

亂，有嘗詴製作教具但

呈現上有些混亂。 

＊開始透過提問的方

式來引導學生。 

＊開始探索學生

對數學內容的瞭

解，並預留學生思

考問題的時間。 

＊以隨機抽籤的

方式瞭解學生的

學習。 

 

第三階

段：教學瓶

頸階段 

＊介紹三角形的基本性質時

能分成兩邊之和小於、等於

或大於三個面向進行討論。 

＊在幾何性質或概念的教學

過程中，缺乏運用圖形讓學

生從視覺上建立數學概念。 

＊在數學命題的範圍界定沒

有清楚的說明 

＊課程計畫和實際教

學的進行相互一致。 

＊實際教學的過程中

已經不會緊張。 

＊教學時以經能夠妥

善的運用教具。 

＊教師能夠走到

台下瞭解全班學

生的數學學習情

形。 

＊提問時遇到學

生不會時，能藉由

更基本問題引導

學生進行數學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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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階

段：教學突

破階段 

＊引入學生生活中的例子建

立數學概念。 

＊能夠適當的運用圖形來說

明幾何概念，最後才進入形

式證明。 

＊教學的過程中能夠與先前

學過的數學概念進行連結。 

＊教學時能引導學生對不同

的數學概念進行初步的分析

和比較。 

＊教案設計上雖仍以

課本內容為主但已有

融入一些自己的想法

（搭配遊戲進行教學） 

＊教案設計過程中企

圖以小組討論的方式

進行，但實際教學時卻

未能落實。 

＊能製作出合適可以

調整的教具。 

＊主動引導學習

成效低落的學生

進行學習。 

＊針對不同程度的

學生，嘗詴運用不

同的問題評量其學

習成效。 

一、數學內容概念呈現 

實習教師在數學概念知識的呈現上，一開始完全按照課本的念內容呈現，在

教學的過程中，沒有說明數學概念間的連結關係和前後發展的邏輯順序，到了第

二接階段實習教師已經能夠逐漸察覺數學概念和性質間的脈絡關係，但是教學的

過程中只有介紹課本所提到的數學性質(如五種全等性質的介紹)，並未讓學生從

所有可能的全等性質中經由討論的過程找出正確的全等性質；到了第三階段教學

者以經能夠嘗詴引導學生從數學的現象中進行分類，再從其所歸納的類型中，藉

由師生間的對話論證過程找出正確的三角形基本性質，但是在概念表徵應用上並

無法運用合適的表徵方式協助學生建構數學概念；到了最後一個階段實習教師已

經能夠選擇適當的圖形表徵，及結合之前所學過的概念協助學生建立幾何概念，

並且能引導學生針對不同圖形的幾何性質進行初步的觀察和比較，但對於深入探

討不同圖形的幾何性質間的一致性和差異性上仍是有待努力。 

二、數學教學的轉變 

第一階段實習教師以簡略概要的方式設計數學教案，但是在數學教具的操作

上不熟練，導致整個教學流程上的不順暢，並且遺漏了部分數學概念的介紹；第

二階段實習教師於設計教案的過程中模擬教學流程的進行，因此進行實際教學時

已經能夠運用較為清楚的問題引導學生瞭解數學概念，這個階段的實習教師專注

於數學內容呈現順序的合理性，並開始運用教學提問的方式來建立學生數學概

念，但藉由數學教具協助學生建立數學概念的部分仍有待加強。到了第三階段實

習教師已經能夠設計出合適的教案，教案流程已經能與實際的教學進度配合，教

學過程中對於數學概念與性質的呈現上不會有顧此失彼的現象，此外這個階段實

習教師已經能夠逐漸以問題引導的方式，引導學生論證出數學概念與性質；最後

一個階段實習教師在教學設計上逐漸能跳脫課本的限制，融入一些自己的想法，

在教學方法上已經不再迷信傳統的教學方式，同時能夠接受建構導向的教學方式

進行課室教學，但是教學上仍受到實習教師對自己的信心的限制，此時實習輔導

教師的態度就成為實習教師轉變的關鍵，若實習輔導老師在輔導的過程中以正向

鼓勵的態度，則有助於實習教師在教學實習階段對於實際數學教學方式上的轉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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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的互動及對學生數學知識的瞭解 

    實習教師一開始只有注意到數學內容呈現的合理性和流暢性，忽略了師生之

間的互動以及對於學生數學學習表現的瞭解；第二階段實習教師漸漸能夠與學生

進行互動，開始考慮學生的需求，並以提問的方式對學生的學習進表現行瞭解，

還藉由抽籤的方式增進和學生互動，但是對於不同程度學生的學習成效理解仍有

待加強。到了第三階段，教師能夠走下講台在學生旁邊實際個別瞭解其學習現

況；最後一個階段實習老師已經能夠針對不同程度的學生，給予不同的數學問題

評量其學習成效，並將焦點轉向學習成效低落的學生，將基本數學概念與有興趣

的日常生活經驗進行結合，以問題的方式逐步引導學生建構數學概念。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實習教師的轉變歷程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實習教師將焦點著

重於對於數學內容的理解，以及找出數學概念間的前後關係，等同於個人求生存

期因本身對於數學知能的不足，只能按照課本的內容程序進行教學不敢有所改

變，且較少關注學生的學習表現。第二階段實習教師瞭解數學概念間的結構關係

後，逐漸將焦點轉移到學生身上，首先是數學內容的呈現方面，實習教師開始思

索該藉由什麼樣的呈現方式才能引起學生的興趣，並且能夠協助學生理解數學概

念，接著是教學過程開始注意到學生的反應與問題，因此這個部分可以歸類於困

難處理期，著重教學方法與教材的問題，實習教師在意的是否能進行有效率的教

學活動。到了教學反思的第三階段，前半部承襲第二階段仍著重於數學內容教學

呈現與師生課室互動的再精緻化，到了後期教學的方式與一般教師的傳統教學上

沒有太多的差異，並從訪談中察覺實習教師處於階段性的滿足狀態，忽略了對於

教學的進一步反思，而導致裹足不前不敢嘗詴。最後一個階段，在實習輔導教師

的鼓勵下，數學教學上逐漸接受其它的教學方式並願意嘗詴，但由於實習教師對

其它教學法不瞭解，因此雖有心而力不足，所以這個階段輔導教師除了應該給予

引導和鼓勵之外，還需要提供實習老師進行學習的機會，例如可藉由影帶、研習

或是教師小組討論的方式實際瞭解不同教學法。這四個階段可與Furlong和

Maynard（1995）所提的實習教師的發展五個時期中的個人求生存期、困難處理

期、停滯期以及持續發展期相互呼應。但本研究中並沒有發現早期理想主義時

期，這可能是受到實習制度與升學文化的影響，目前台灣的教學實習是以師徒制

為主，所以實習教師對輔導教師存著敬畏的態度，再者現階段的中學升學制度仍

是以考詴為主，所以實習教師從以往的學習經驗認為進行有效且具結構性的數學

教學，以及教學過程中全程的掌控學生的學習才是理想的數學教學。 

二、建議 

本研究之中仍對某些議題未能夠進行探究，例如實際教學環境與教育政策對

於實習教師教學的影響？以及如何結合實習教師的教學實務，設計一系列的教師

專業成長研習探討教師的教學專業成長？或者是探究實際教學、信念以及學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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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知識三者間如何相互結合搭配，進而促進實習教師的專業成長等方面，若能夠

在這些議題上多加著墨，則能夠提供實習教師於教學實習階段，更有效和系化的

教學專業成長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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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an junior high school pre-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s change about teaching practice after a mentor teacher’s 

questioning to let him reflection. This study was case study, the researcher observe a 

student teacher his mathematics teaching changes, in four phases reflection cycle. 

Data collection using qualitative interviews, combined with observation of teaching 

and teaching Videotape. The results found that the student teacher is chang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mathematics teaching methods,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problems 

guiding. The student teacher teaching focus is gradually shifting from the connotation 

of mathematics curriculum to students learning difficulties. In addition, the student 

teachers’ teaching, will be limited practice guidance by mentor and themselves 

teaching ability, confidence and teaching environment. 

 

Keywords：questioning-reflection, mathematics te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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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專科生於解決數學問題的建模表現。研究方式經由「趣

味數學推理」課程的實施，研究者採用文件分析，透過學習單、訪談與小組討論

紀錄表分析學生的建模表現。結果發現學生確實會出現引模、探模歷程。 

 

關鍵字：建模、專科學生、課程、引模、探模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根據研究者在職校的教學經驗，發現職校學生一般基礎學科所學有限，同時

數理學科是學生最感困難的學習科目。很多學生一直以「應付考試」為其讀書方

法，除了不能把握與理解課文內容重點，到了考試時，大多以猜題或背誦題目解

答了事。同時職校學生在學習方面，對於上課內容不懂的地方，較少主動請教、

查問；同時若是從小養成考前強記的習慣，則對於讀書會容易產生挫折，學習意

願低，並且傾向被動的學習風格。 

經由文獻的探討與個人實際的教學經驗發現，若能以活動的方式進行數學教

學，的確是可以減輕學生對數學的排斥感。像是上課覺得無聊的學生會因為要進

行活動，有事情做而不覺得枯燥，同時可以經由做出東西而有成就感；容易分心

的學生因為必須完成任務，相對於其他的學習方式來說，注意力會比較集中。如

此的教學方式可以讓學生有機會產生真正的學習。因此，是什麼樣的活動內涵或

特性可以有效地促發其數學學習？如此的活動對於方程式的學習是否能有更進

一步的幫助？研究者認為有進行了解的必要。 

本研究的教學活動為多元通識選修課程「趣味數學推理」，主要設計依據是

從具體可接觸的教學活動方式來達成數學原理的學習。研究對象為日間二專生與

五專生，主修建築、園藝、動力機械、食品科技、資訊管理等。透過本研究，期

待除了協助學生數學學習成效，藉以觀察學生建模能力，如此對於學生將來專業

的成長與生活應用都將有所助益。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透過「趣味數學推理」課程的實施，觀察與分析學生建模表現的

情形。由於本課程的進行過程當中，學生可以上網查詢資料，也可以運用試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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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特定軟體(如：GeoGebra)等進行建模輔助。 

三、研究問題 

學生在透過「趣味數學推理」課程的實施當中，觀察學生對於解決數學問題

建模表現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數學建模 

建模是將真實問題轉換成數學問題，經由符號的操弄結果用來解釋真實問題

的過程。本研究參考 Lesh 與 Doerr （2003）所提出的一系列建模活動，包括引

模（model-eliciting）、探模（model-exploration）、展模（model-adaptation）。引模

活動的用意是透過合適的情境引出學生與教學設計預期發展的數學概念之初始

模式，探模的用意是讓學生在各種表徵或媒介中更深入了解預期發展的數學概念，

展模的用意是讓學生思考如何將在探模活動中發展的數學概念修改或推廣至不

同的情境。 

Lesh 等人（2003）引入建模活動，透過引模、探模、展模的活動，建模活

動的過程中充滿了多元表徵，對於學生的學習效果是有成效的。在數學學習心理

學方面，Piaget (1972)和 Tall (2004)都提出學習的順序是由具體而後抽象，因此

從設計與實施具體的活動開始對學習者是有幫助的。因此，研究者想要透過「趣

味數學推理」課程，觀察學生對於解數學問題的建模歷程。 

二、與數學建模相關的研究 

Blum（2002）認為科技的發展對數學教育帶來很大的影響，這些科技包括

計算機、電腦、網路和所有計算的或繪圖的軟體，甚至各種工具為了實驗、為了

測量、為了瞭解各種日常生活的問題….等等。這些科技的發明不只是增加計算

的威力，也增加了教學、學習和評量可達到的範圍。然而，在另一方面，計算機

和電腦的使用也可能帶來內在的問題和負擔。 

Lin 和 Yang（2005）主要聚焦有關於高中生的建模思維與學習特性之分析，

發現學生的建模過程有三種類型，而且學生建模思維的共同特性是數學模型。 

左台益（2006）研究師範大學學生的建模過程以及動態幾何軟體在建模過程

中扮演的角色。 

從以上的實徵研究可以知道建模活動有助於學生的學習，但是這些研究也同

時指出了建模活動的實施是需要設計的，同時電腦所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視。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在於透過「趣味數學推理」課程教學活動的實施，觀察學生解數

學問題的建模歷程。研究對象為本校二專與五專學生，主修建築、園藝、動力機

械、食品科技、資訊管理等。本研究擬設計下列研究工具，以利資料的收集。 

一、 課程設計和學習單：包含自行設計全學期所需上課教材內容，主要有數學

概念與思考問題，目的在透過教學的實施過程，幫助研究對象提升其數學

能力與數學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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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半結構式訪談大綱：針對學生反應之半結構式訪談大綱，進一步了解

學生在參與「趣味數學推理」課程中解題的想法和意見。 

三、 教學過程錄影：針對教學過程錄影，以作為重要事件回溯與反思。 

本課程進行的方式為先出現問題，而後請學生討論，同時進行解題。考量學

生過去學習經驗，在討論方面，不以小組為單位，而是兩個兩個互相交換意見、

討論作法，最後交出個人的解題過程。教師上課的材料與簡報檔必須事先設計與

準備，課程活動材料於一上課就發給學生，以進行活動。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經由相關資料的內容分析，學生有以下建模特徵： 

一、學生急於「找出答案」，較少思考「如何找出答案」 

學生在碰到問題時，常以問題問了什麼而直接找答案，比較缺乏進一步思考。

例如：硬幣問題是 1000 枚硬幣經過編號，一開始所有硬幣都是同一面，接著以

編號為 1,2,3,…的倍數者逐次翻面動作。學生通常是以腦中「想像」方式進行，

很快就亂掉，或者以為「正反面翻來翻去，最後應該是一樣的」。經由教師提供

使用的硬幣操作或圖示，學生方能進入比較有系統的思考過程。又解帽子問題也

是透過學生上台演示題目所陳述內容，學生方了解自己急於判斷所可能忽略的情

形。 

二、學生呈現的建模歷程 

建模活動讓學生表現出引模、探模過程，如精緻化、嘗試可能模式。例如：

學生進行撲克牌活動時，會以實際發牌情形慢慢調整出答案。又國旗問題當中，

不管切割數，能夠先找出可以成功切割的方式，如 108 塊、9 塊、6 塊等精緻化

解題歷程。 

伍、結論與建議 

建模活動對於學生數學學習確實是有正面的效果，未來可以再改善之處有： 

一、加強課程內容與學生所學專業的關聯度，如此既可以保持學生學習的興趣，

又有輔助專業學習的效果。 

二、課程內容包含的題目可以再生活化，以充實建模活動內涵與生活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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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college students in solving 

mathematical problems with their modeling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esting mathematics reasoning" course, researchers used 

document analysis from learning sheets, interviews and records group discussed to 

analyze students’ performance on modeling processes. The results found that students 

could show model-eliciting and model-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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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國小五年級數學課室中實施以臆測為主軸的數學教學，並從過程

中蒐集相關資訊，分析在臆測教學活動下，國小五年級學生的學習表現與學習成

效。研究者以國小五年級幾何單元為主題，設計臆測教學活動並實踐於一個國小

五年級課之中。研究過程中亦使用教學工具以增進本研究結果的有效性及正確

性，並能從研究過程中獲得促進國小學童有效臆測的教學模式。從研究主要發現

如下：一、研究者發現學生在概念上的理解，隨著臆測能夠幫助學生釐清數學概

念；二、能透過與組員間的討論、檢驗與反駁，加深對數學概念的印象，並藉著

學習到正確的數學概念；三、學生經過臆測裡不斷地提出猜想與驗證後，學生所

提出的解題策略愈趨多元。最後，本研究以針對研究發現提出未來之相關建議。 

 

關鍵字：臆測教學、數學臆測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在 1991 年，美國數學教師學會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NCTM])發行了《數學教學標準》，建議數學怎麼教，以及數學老師怎麼養成。

許多學者指出，臆測活動在數學教學中具有相當重要的角色（陳英娥，1998；

Lakatos, 1976; Mason, 1985）。因此，數學教育應重視數學的思維方式，培養學生

的應變能力和解決問題能力，而臆測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途徑（教育部，2008；

蘇國樑，1999）。過去數十年來致力於數學教育研究的林福來教授，也進一步的

提到「臆測是數學學習各個面向（包括概念化、過程操弄、解題即證明）的中樞，

並提供發展各個面向的啟動力」，以及「臆測能培養主動思考與建構」的主張 (林

福來，2006)，數學臆測教學活動中，所倡導的「猜想」、「驗證」與「反駁」等

內涵其實是在我們的數學教學中處處可見的，學生透過臆測來解決未知的問題也

是常見的解題策略，因此，研究者期望在國小數學課室中施以臆測為中心的數學

教學，探究學生在此教學活動中的學習情形，並培養學生在面對非制式化的數學

問題時，能在觀察數學問題後，大膽地的猜想，並透過檢驗猜想的過程，思考出

解題策略，建構出自己所理解的數學知識。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於發展以臆測活動為中心的數學教學活動，並於教學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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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後，實施於國小五年級數學課室中。探討學生在臆測教學活動中的思維歷

程，也探究學生在臆測教學活動後的學習成效。 

貳、文獻探討 

一﹅數學臆測的意涵與臆測策略脈絡 

    Polya (1954)曾說：「在證明一個數學定理之前，你得先猜測這個理論的內

容；在你完全做出詳細的證明之前，你先得推測證明的思路。」（You have to guess 

a mathematical theorem before you prove it），Polya (1962)認為數學知識的誕生都

需要經歷「猜測-證明-發明」的動態過程。而數學臆測是指個體面對數學的情境

下，提出一個合理猜測的過程。在此意義下，強調猜想是如何提出，其背後的思

維或是知識為何以及個體如何檢驗或反駁的動態過程；當個體經過多次的猜想、

證明、反駁或驗證後，提出一個更為精緻的敘述，這整個過程就是臆測（楊讚文，

2010）。 

而「臆測策略脈絡」，以下有兩位學者提出：Polya (1957)提出解題的四個步

驟：弄清問題、擬定計劃、實行計劃、回顧解答；Lakatos (1976)的數學發現模式

則有七個步驟：1.提出原始猜想; 2.證明; 3.找找看是否有整體反例; 4.重新檢查證

明，修正改進原始的猜想; 5.交叉檢驗其他定理的證明，觀察新的輔助定理或新

證明的概念是否出現; 6.檢驗目前為止已接受的原始猜想，以及現在被反駁的猜

想，將反例轉化為新的例證; 及7.由猜想為出發點，再透過特殊化舉出例子，並

且尋找反例，來反覆的驗證確認猜想是否正確。 

二、數學臆測的思維模式 

陳英娥和林福來(1998)以個體的角度來檢視思維歷程，其目的在於了解臆測

的思維與特徵，並透過學生真實的思維資料分析，發現數學家與學生的數學臆測

思維例程可形成共同的模式，從大致上來查看，可發現數學家與學生的數學臆測

思維模式是可互通的，其模式如下圖 1： 

 

 

 

 

 

 

 

 

 

圖 1 數學臆測的思維模式（陳英娥和林福來，1998） 

三、數學臆測的實徵性研究 

    教育部課程綱要之主動探索與研究能力所對應的數學能力，強調學生能熟悉

蒐集、觀察、臆測、檢驗、推演、驗證、論證等解題歷程（教育部，2008），近

年來有許多學者撰寫臆測活動的研究，並有提出許多有關的實徵性研究，分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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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如表 1： 

表 1 臆測相關研究 

研究者（年代） 研究對象 研究主題與研究結果 

何鳳珠 

劉祥通 

(2003) 

國小學童 

研究結果顯示臆測教學活動能夠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興並強化推理論
證的能力 

李美蓮 

劉祥通 

(2003) 

國中二年級 

研究結果顯示學生根據資料，進行猜測、檢驗、反駁，在臆測思維歷程
中發展多元的解題能力及一般化能力 

Reid 

(2002) 
國小五年級 

研究結果顯示在臆測活動下學生主動的學習，並且透過推理模式將猜想
一般化 

Cantlon 

 (1998) 
國小三、四年級 

研究結果顯示猜想跟平常生活亦相關，因此透過臆測情境與合作學習，
讓學生學習並發展概念理解能力 

    根據上述的實徵性研究可發現近年來國內外研究均肯定臆測教學活動對於

學生的各項學習能力有著正向的幫助，不僅能夠讓學生更清楚理解概念，也能增

進學生的表達能力，更有助於推理及論證，能有效的產生自信心。本研究嘗詴透

過臆測教學增進學生的幾何解題能力並有效幫助學生更清楚理解數學概念。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首先根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設計幾何單元臆測教學活動，接著在國小

課室中施行數學臆測教學活動，在活動結束後，期望能夠觀察、探究出學生在臆

測教學過程中的學習情況以及學習表現與成效。下圖 2 為本研究之架構圖： 

 

 

 

 

 

 

 

 

 

 

 

 

 

 

圖 2  研究之架構圖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工具包含臆測教學活動學習單、臆測教學活動、個別晤

談、非結構性晤談、學生回饋單以及研究者反思，其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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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臆測教學活動學習單：學習單中的內容主要配合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的分年

細目，設計適合學生進行臆測的問題。 

(二)數學臆測教學活動：本研究的數學臆測思維模式共分成教師引導與聚焦、進

行猜想、檢驗、反駁猜想與整合拓展猜想；教師首先要聚焦於討論的議題，利用

先備知識分析問題，讓學生進行個人猜想，並提出問題，讓學生嘗詴解釋其想法，

經過猜想之後，透過全班性的討論、反駁、辯證與溝通的過程，來得到最後的結

果，最後在整合討論出來的結果讓學生反思，藉此拓展出其他相關值得猜想的議

題。 

(三)學生訪談紀錄：針對訪談，主要是想要更進一步的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藉

由錄音的方式收集資料。 

(四)學生回饋單：回饋單於每兩次的活動結束後，讓學生針對回饋單裡的內容回

答，讓學生能夠清楚地將上課的問題、感受與學習到的內容填寫在回饋單上。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擇臺中市某一所國民小學五年級學童作為臆測教學之對象，共三十

名學童。 

四、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資料蒐集 

    本研究施以臆測為中心的國小五年級數學幾何教學活動，觀察探究學生的學

習成效。因此，研究過程中持續蒐集不同來源的資料，包括臆測教學活動學習單、

晤談轉錄資料以及學生回饋單。 

(二)資料分析 

1.臆測教學活動學習單：本研究旨在透過臆測教學活動探討學生的學習成效，

因此臆測教學活動學習單能夠瞭解到學生的學習情況，是資料分析的重要來源之

一。 

2.晤談轉錄資料：本研究晤談轉錄資料有個別晤談與非結構晤談兩種。個別晤

談目的在於了解學生書寫活動單之內容；非結構晤談主要針對學生在每一次教學

活動結束後，學生學習情況的了解。 

3.學生回饋單：藉由學生在回課單上的書寫，特別能夠顯示學生的理解概念，

也可藉此增進學生的表達能力。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國小五年級的數學課室中實施以臆測為主軸的數學幾

何教學，研究者立意取樣的三位學生，透過學生的活動學習單、回饋單與晤談紀

錄，探究不同成就之學生所展現的學習情形與表現，分別是 S10(該班的數學表

現低成就學生)、S8(該班數學表現中成就的學生)與 S18(數學學習高成就的學

生)。 

一、實施以臆測為中心之教學活動學生的學習情形與表現 

(一)S10學生的學習情形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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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0在臆測教學活動中的學習情形與表現紀錄如下： 

1.在第二次的教學活動中，懂得要檢驗自我的猜想是否正確 

    第一次進行臆測教學活動，S10拿到活動學習單，她迫不及待地就開始看活

動學習單上的題目，可是研究者認為，S10或許是因為臆測教學活動很新鮮，之

前沒有接觸過，因此很開心地一直看著學習單，並沒有仔細的研讀其中的內容，

加上第一次的教學活動裡，大家都還沒有清楚臆測教學活動的步驟，所以題目上

面是問說周長的長短，他卻回答一個是長方形一個是正方形，由於沒有跟組員討

論並檢驗，而有這樣的答案出現。 

 

 

 

 

 

 

 

 

(S10第一堂課學生學習單) 

    但是到了第二堂課，他開始漸入佳境，了解要透過檢驗來判斷說自己的答案

是否正確，看這道題目的時候，在下方填寫自己最剛開始的兩個猜想，而這兩個

猜想他也與同學討論與檢驗，發現說真的是橫的長方形筆直的長方形面積要大，

雖然是以簡單的文字敘述答案與結果，但是在這過程中所學到的才是最重要的。 

 

 

 

 

 

 

 

(S10第二堂課學生學習單) 

2.藉由同學間的互相討論，檢驗自我的猜想是否正確 

    從第一次上課中可以發現，雖然 S10所寫出的答案是錯的，可是卻沒有跟同

學討論，以至於答案跟題目所求的結果不同，但是在第二節課開始跟同學討論之

後，他把同學的想法來檢驗自己的答案是否正確，並且記錄下來。 

 

 

 

 

(S10第二堂課學生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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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受不同的猜想並檢驗，藉此得到不同的答案 

    在第三次臆測教學活動中，S10剛開始認為學習單的平行四邊形只有一個高 

 

 

 

 

 

 

 

(S10第三堂課學生學習單) 

在跟組員討論過之後，他發現想法有些錯誤，他也檢驗其他組員的作法，最後不

斷的提出猜想、檢驗猜想、反駁猜想，得到了他們共同討論出來的答案 

 

 

 

 

 

 

(S10第三堂課學生學習單) 

這讓研究者覺得相當的開心，雖然的答案還缺少了一些，但是透過這嚴謹的流程

所得到的答案，是相當珍貴的。 

(二)S8學生的學習情形與表現 

    S8在臆測教學活動中的學習情形與表現紀錄如下： 

1.判斷面積由「眼睛」來計算 

    在第一次的教學活動中，S8在敘寫題目，研究者發現，他總是以「感覺」、

「像」、「看起來」等字眼來思考數學，從第一次的學習單中，判斷周長長短的問

題，從內容可以發現 S8並不是透過分析面積或是拿尺量出邊長來判斷周長的長

短，而是以直覺性的方式判斷出周長的長短。  

 

 

 

 

 

 

 

(S8第一堂課學生學習單) 

2.無法清楚的使用文字表達數學的意思 

    在前三次的學習單中，S8總是用幾個字就將猜想與檢驗的理由敘寫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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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思考這或許與她較以直覺性的思考方式有關係，而研究者如此思考的理由

是因為直覺性的思考比較沒有透過提出猜想、反駁與檢驗，因此缺少理由能夠解

釋為什麼是這樣的結果，也導致 S8無法使用文字將想法表達出來。 

 

 

 

 

  

 

   

(S8第二、三堂課學生學習單) 

3.學習到要透過檢驗來驗證猜想 

    前面三次的學習單中，S8都是用看的或是用猜的來解題，但是第四次的學

習單中發生了不同事情，從內容中可以發現，S8的第一個想法是不能比較，相

較於之前的第一個想法，S8似乎開始思考，在第二次的想法中，S8的想法是「一

樣大」，這明顯與第一次的想法不同 

 

 

 

  

 

 

(S8第四堂課學生學習單) 

研究者推測 S8開始思考這個題目時是如何解決這個題目，最後他與同學討論的

結果是「一樣大」，而 S8也寫下理由，從理由中與學習單中可以發現，最後 S8

也以計算與測量方式來檢驗他的想法是否正確。 

 

 

 

 

 

  

(S8第四堂課學生學習單) 

(三) S18學生的學習情形與表現 

   S18在臆測教學活動中的學習情形與表現紀錄如下： 

1.懂得與同學討論與檢驗自我的想法是否正確 

    透過與同學的討論，聆聽他人所提出的想法，並且將他人的想法檢驗自己的

想法，例如，S18用小組所討論出來的結果，檢驗原本第一個與第二個想法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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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而他自己也有思考為什麼這個檢驗是正確的，並且能夠用文字將想法與理

由清楚且詳細的紀錄在學習單上。 

  

 

 

 

 

 

 

 

(S18第一、二堂課學生學習單) 

2.在臆測的教學活動中，S18展現優秀的思考能力  

    從幾次的學習單中，研究者發現 S18的思考能力似乎與眾不同，研究者也觀

察了其他學生在第三次與第四次的學習單內容中，大部分的同學都以圖形的最下

面當作底邊為底畫出高，但是 S18卻將平行四邊形的邊延伸，旋轉方向之後，發

現到另一個不同的高；另外大部分的學生，都只有想到一個方法就結束思考，但

是我們可以從下圖中發現 S18卻想出三種方法來尋找高，可以發現 S18願意嘗詴

不同的想法來解題。 

 

 

 

 

 

(S8第二堂課學生學習單) 

3.經過小組的討論與檢驗，S18的數學概念與理解愈來愈清晰、正確 

    在四次以臆測為中心的教學活動中，S18都很認真地參與每一個細節，過程

中研究者也發現 S18的數學概念與理解愈來愈清楚；從第一次的學習單討論結果

之後，他修正了對於「題目用看的解題」，在之後的的教學活動中，S18 所提出

的猜想愈來愈正確，若是有疑問也會透過檢驗來判斷原本自我的想法是否正確 

伍、結論 

本研究進行了四次以臆測為中心之教學活動與兩次的測驗，並取樣其中三位

學生探究其在臆測思維模式的表現，於分析結果中研究者發現學生在概念上的理

解，隨著臆測能夠幫助學生釐清數學概念，且能透過與組員間的討論與檢驗，加

深對數學概念的印象，並藉著學習到正確的數學概念，將其應用在更複雜的情境

中；另外臆測活動也提供學生展現程序流暢能力的機會，對於不同題目所展現出

的不同思考方式，並會透過檢驗內化為自我猜想的依據；最後研究者也發現學生

經過臆測裡不斷地提出猜想與驗證後，學生所提出的解題策略愈趨多元，並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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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展現優秀的推理能力，因此研究者認為在經過這次的臆測教學活動後，臆測教

學活動對於學生的思考與理解是有幫助的。 

參考文獻 

何鳳珠、劉祥通（2003）。統計量數之創新教學-一臆測神秘光譜儀的任務。科學教育研究與發展

季刊，33，54-70。 

李美蓮、劉祥通（2003）。開創國中代數教學的新視窗。科學教育月刊，265，2-15。 

林福來（2006）。整合計畫：青少年數學論證「學習與教學」理論之研究-總計畫(4/4)。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教育部（2008）。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臺北市：教育部。 

陳英娥（1998）。數學臆測：思維與能力的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

育研究所，臺北市。 

陳英娥、林福來（1998）。數學臆測的思維模式。科學教育期刊，6，191-218。 

蘇國樑（1999）。如何加強數學思維能力。親子科學活動輯要，14，2-6。 

Cantlon, D. (1998). Kids+conjecture=mathematics power. Teaching Children Mathematics, 5(2), 

108-112. 

Lakatos,I.(1976).Proof and refutations: The logic of mathematical discovery. 

Mason, J., Burton L., & Stacey K. (1985). Thinking mathematically. Great Britain: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Mason,j.,Burton L.,and Stacey, K.(1985). Thinking mathematically. London: Addison-Wesley.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2000).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for school mathematics. 

Reston, VA: Author.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NCTM). (1989). Curriculum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 school mathematics. Reston, VA: Author. 

Polya, G. (1954). Mathematics and plausible reasoning: Vol. I. Induction and analogy in mathema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olya, G.(1957).How to solve it(2nd ed.).Princen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olya, G.(1962).mathematical discovery: On understanding, learning and teching problem solving. 

New York: Wiley Press. 

Reid, D. A. (2002). Conjecture and refutations in grade 5 mathematics. 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33(1), 5-29. 

 

 

 

 
 
 
 
 
 
 
 
 
 
 
 
 
 

183



2016 年第八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數學教學工作坊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6The Eighth ICTME and Workshop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Implementing conjecture teaching in fifth-grade geometry 

activities and investigating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Song-Cheng Fang

1
  Shih-Hsuan Wei

 2  

1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2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of implementation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in conjecturing as 

the main in the fifth grade math classrooms, and gather information under conjecture 

teaching activities from the process, and analyzed student performance and learning 

outcomes. Researchers took fifth-grade geometry unit to the theme of the design 

conjecture teaching and practice in the fifth grade class. During the study, researchers 

also used the teaching tool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and correctness of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and obtained from research duri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o 

promote effective conjecture teaching mod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the conjecture teaching activities, students’ 

thinking, integration and strategy are not the same, and the students slowly conjecture 

from the discussions and know how to refute the conjecture and verification of others, 

and gradually construct their own mathematical concepts, and develop the ability to 

think pluralism. 

 

Keywords：conjecture teaching、conjectures in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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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設計一系列之「數位遊戲融入分數單元之補救教學」活

動，並將此設計成果實施於臺中市一所國小的課後補救教學班級，盼能提升國小

五年級學童對於分數概念之理解。因此，本研究選擇網路資源所提供的免費數位

遊戲，從遊戲中尋找出孕涵分數概念之遊戲，並將此遊戲融入分數概念的補救教

學活動中；接著針對 11 名國小五年級學童，實施「數位遊戲融入國小四年級分

數單元」的補救教學。過程中，本研究蒐集學生所撰寫之學習單、課後回饋單以

及上課錄影等資料，再以內容分析法分析相關資料。研究結果顯示，經過補救教

學活動後，學童在前、後測的成績有提升的效果，且學童在分數概念部分亦釐清

「忽略單位量」、「無法正確指認單位」等迷思。由此可知，數位遊戲融入補救教

學確實可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也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關鍵詞：分數、補救教學、數位遊戲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我國自 2014 年起開始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過程中，政府相關單位為

了減緩學生的課業壓力，跳脫以往考試領導教學、填鴨式和背誦式的教育方式，

而採取免試入學的政策(童鳳嬌，2012)。雖然免試入學的政策理想上能減緩學生

的升學壓力，但有些研究(例如：徐偉民、饒育宗，2010；廖彣傑，2013)發現，

學生在數學學習領域的學習表現並未因此強化。因此，許育豪(2014)指出，在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上路後，補救教學的議題更形重要。教師必須藉由補救教

學的實施，提升弱勢學生對於數學學習的興趣與能力。 

在數學中，「分數」向來是備受數學教育學者所重視的研究主題之一，因此，

有許多以分數概念學習及錯誤類型之相關研究(郭昇欣，2005)。關於分數學習的

困難，國內以往研究顯示，我國國小學童對分數概念無法理解，對於分數的符號

與分數的意義疏離，而只會機械式的記憶分數規則來解題而不了解算則的意義

(呂玉琴，1991；林福來、黃敏晃，1996；陳靜姿，1997；黃馨緯，1995；楊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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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1988)。面對分數，學童普遍會出現許多錯誤及迷思概念。縱使是數學成就

高的學生，在概念實測成績，也未有突出表現（黃靖瑩，2003）。而遊戲教學法，

長久以來一直是教育學者所認為最能夠引起學生動機的學習方式(洪榮昭、劉明

洲，1992；Ebner, Holzinger,2007)，透過遊戲的方式保持學習者的動機與注意力，

使教學軟體本身所傳遞給學習者的知識能順利進行，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擬將「數位遊戲融入國小四年級分數單元補救教學活動」中，透

過補救教學的實施，藉此探究國小五年級學生在補救教學活動的中的學習情形。 

貳、文獻探討 

一、數學補救教學的意涵與實施策略 

補救教學，是指在正常教學中的學習，低成就學生有其學習上的困難與問

題，教師應該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給予額外的時間，針對個別需求進行適性化

的教學(藍翊綺，2012)。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無法同時兼顧、配合每位學生的基礎

知識及學習進度時，教師必須另外針對部分未達學習目標的學生採取其它有效的

教學策略，使其學習也能追上其它學生的水準（陳惠萍，2009）。因此，補救教

學對象主要為低成就的學生。透過「評量-教學-再評量」的循環歷程，幫助學習

困難的學生再學習，來協助學生達成教學目標，並跟上原班級進度(張新仁，

2001)。 

二、分數迷思概念之探討 

學生進行某單元學習前，已有個人的想法或先備知識(prior knowledge)可能

不同於教師與學者的專家概念。當學生以其原有知識來解釋自然科學現象，提出

屬於他個人的一套看法，如果此看法異於一般公認的科學概念或課本上的知識，

則將此想法稱為迷思概念(misconceptions)(康木村，2004)。 

兒童常見的單元以及分數迷思概念相當的多，如「分數的比較大小」概念中，

張熙明(2004)所提出學童容易出現以下幾點迷思：(1)忽略單位量(2)對分數詞意義

的不瞭解(3)等值分數的概念。呂玉琴(1991)則是提出以下幾點迷思：(1)只根據分

母的大小來比較(2)只根據分子的大小來比較(3)將分子、分母同加一數來比較(4)

分別比較兩個分數的分子、分母；在「同分母分數的加減」概念中，簡雅慧(2012)

提出以下幾點迷思：(1)不了解分數的意義(2)無法正確指認單位(3)不理解分數加

減的運算法則。  

由上述可知，學童常不了解分數的產生，只在學習上以程序性計算出分數正

確答案，卻不知計算的涵義為何，常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王敏娜，

2012)。由此可見，學童對分數概念的學習有相當的學習困難與障礙。分數是一

個複雜但卻十分重要的概念，學生若不能真正理解分數，將會嚴重影響其日後的

數學學習信心與成就(湯錦雲，2002）。 

三、數位遊戲融入教學的相關研究 

近年來資訊愈來愈普遍，連同資訊教育也非常普及，有許多學者跟著流行的

趨勢做了數位遊戲融入課堂的教學，如林中斌(2004)對國小二年級學童施以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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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教學方式，進行實驗教學，以數學學習興趣量表、數學焦慮量表、數學科成

就測驗等工具評量，所得的資料進行 T 檢定分析。研究結果發現：(1)「數學興

趣量表」的分數上，顯示前後測分數有顯著差異(2)「數學焦慮量表」的分數上，

顯示學生在前後測分數有顯著差異(3)「數學科成就測驗」的分數上，學生在前

後測成績上並無顯著差異；林穎(2011)針對國小五年級學童，探討使用合作式數

學數位遊戲輔助數學學習的方式與否，哪種方式會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研究結

果發現：(1)比較實驗組與對照組的 T 檢定，兩者學習成效並無顯著差異(2)接受

電腦輔助合作的數學學習活動後，實驗組的平均成績高於對照組之成績(3)經由

分析數學態度量表與訪談紀錄，可發現多數學生對於電腦輔助教學融入合作學習

的教學方式能夠提升學習興趣；而賴淑惠(2007)針對國中七年級學童，研究合作

式數學遊戲融入國中數學教學對學生學習態度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1)實施

合作式數學遊戲教學，能顯著提高學生的數學學習興趣(2)實施合作式數學遊戲

教學，能顯著增強學生的數學學習自信心(3)實施合作式數學遊戲教學，對減輕

學生的數學學習焦慮效果不顯著 (4)實施合作式數學遊戲教學，能發揮補救教學

的功能。 

綜合上述文獻來說，在研究方法上有林穎教授所使用的實驗研究法以及林中

斌與賴淑惠教授所使用的質地分析法，幾位教授不只將數位遊戲融入數學科教

學，還有利用合作學習的方法融入教學並施測於國小以及國中的學童。本研究發

現數位遊戲有助於學生學習數學，因此擬將上述文獻的整理與分析做為未來課程

設計活動之參考。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基於本研究之目的，研究者首先會設計分數的前測與後測之活動，其次再利

用分數概念的分析、數位遊戲的搜尋、補救教學的策略，進而設計出分數概念的

補救教學，當所有工具設計完成之後，就開始執行分數的補救教學，期望探究學

童在補救教學過程中的學習成效。 

下圖 1 為本研究之架構圖： 

圖 1：本研究之架構圖 

二、研究工具 

(一)補救教學前、後測：為了篩選分數補救教學之學童，以及瞭解學童於補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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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學習成效，本研究將編制「分數」前、後測試卷，透過比較、分析來回應本

研究之目的。前、後測試卷設計為各 14 題的平行題，下表 2，為前、後測卷之

內容分析： 

表 2 前、後測卷之內容分析 

數學單元 分年細目 前測題號 後測題號 

認識分數 
3-n-11 

4-n-07 
1、2、3、4 1、2、3、4 

同分母分數的加減 3-n-11 5、6、7、8 5、6、7、8 

分數的大小比較 
4-n-08 

4-n-09 
9、10、11、12、13、14 9、10、11、12、13、14 

(二)數位遊戲融入「分數」單元的教學活動：本研究以「分數」單元的相關概念

為主，再透過網路所蒐集的數位遊戲，設計一套「數位遊戲融入補救教學課程」。

下表 3，為研究者目前規劃的數位遊戲與課程間的連結： 

表 3 線上關於分數的數位遊戲分析 

名稱 
對應的分數

單元 
網址頁面 遊戲規則 分數相關概念 

分數對對
看 

認識分數 

http://www.primarygames.com/

math/fractionmatcher/ 

遊戲中有兩個秤子，左
右必須放上相對應的分
數與其圖形表徵。 

學童分數圖形配對的方式建立
對分數的基本概念，亦能使學童
熟練分數的圖文轉換。 

真分數的
加減 

同分母分數的
加減 

http://file.jdps.tc.edu.tw/~t9100

2/math/digit-math/103/proper%

20fraction.swf 

進入遊戲後會有語音說
明作法，將區分板拖曳
至圖形上，並在空格內
填入正確的答案。 

學習者能藉由數位遊戲理解分
數「部分與全體」的概念，以及
熟悉分數的加減法算則。 

小丑 分數的大小比
較 

http://www.ezschool.com/play/

math/compare-fractions-with-s

ame-denominators-complete-th

e-number-sentence-using--or--/

1011 

畫面上會有兩個同分母
分數，學生需去判斷左
右兩邊的分數大小，選
擇填入>、<或=。 

學童透過數位遊戲的方式去理
解同分母分數比較大小的意義。 

刺氣球 異分母分數的
大小比較 

http://www.sheppardsoftware.c

om/mathgames/fractions/Ballo

ons_fractions2.htm 

畫面上會有 3 顆分數氣
球，數字要從小到大依
序刺破。 

學童在比較大小的過程中，搭配
分數的圖形表徵能更加熟悉異
分母分數的大小比較概念。 

綜合以上共有四個補救教學活動，每一個活動時間約為 20 分鐘，本研究希

望透過「數位遊戲融入分數單元」的補救教學，使補救教學的數學課程變得有趣，

藉此引發學童的學習動機，提升學童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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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擇臺中市大肚區某一所國小五年級學童做為補救教學之對象，共

11 位學生。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將以數位遊戲融入國小四年級分數概念單元進行補救教學，來探究參

與學生在補教教學活動實施中的學習成效。因此，本研究蒐集的資料包括：上課

錄影師生語料(3 次，每次 40 分鐘)、學生學習單、前後測資料以及學生回饋單。

研究者運用內容分析法分析前述相關資料，藉由不同來源的資料進行三角校正，

以提高本研究資料分析的信度，降低對資料分析的偏執，而影響研究結果。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將數位遊戲融入分數概念單元，針對國小五年級學童進行補救教學，

其教學歷程是參照張新仁(2000)的補救教學三階段：先利用前測篩選出待補救之

學童，再透過觀察學童的評量資料以及作業，選出學童在學習上較有困難的兩個

教學單元，設計補救教學活動，最後再以後測檢視學童的學習成效。在教學策略

方面，因為前測所篩選出的學童人數較少，因此研究者是以國外學者(Slavin,1989; 

McLaughlin,Vacha,1992)所提出的「直接教學法」進行教學，教學之單元為「同

分母分數的加減」以及「分數的比較大小」。以下針對補救教學之教學歷程、學

生的學習情形與學生回饋單進行探討。 

一、「同分母分數的加減」之教學歷程 

(一)欲解決之迷思概念 

1.忽略單位量 

2.不理解加減法運算法則 

3.無法正確指認單位 

4.不了解分數的意義 

(二)教學目標 

1.學生能理解「部分與全體」之關係 

2.學生能理解分數加減法運算法則 

(三)教學活動概述 

此單元包含了兩個教學活動：「分數對對看」以及「真分數的加減」。首先，

老師以數位遊戲-分數對對看作為引起動機，此遊戲重點在於能幫助學童認識分

數的圖形表徵，學童能藉由自己操作遊戲的過程中，增進對學習的興趣，此時老

師在一旁協助引導更能使學童理解分數的意義，而後搭配數位遊戲-真分數的加

減，學生透過遊戲式的題目，理解部分與全體的關係，更熟悉分數加減法的算則。 

(四)學習成效與回饋 

經由數位遊戲的教學後，研究者自編學習單作為形成性評量，其目的是為了

檢測學生的學習成效，學習單的題目也依照前測卷學生錯誤率較高的題目做為類

題。在教學過程中，研究者發現 11 位學童初次接觸數位遊戲融入數學課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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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對於此上課方式感到新奇，回答也相當踴躍，能夠完全投入數學課程中。教

學後，11 位學生的答案及作法更是完全正確無誤。而在回饋的部分，學生真實

反映出上課的感受。研究者將幾位學童的回饋做以下節錄： 

T：今天的課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為什麼？ 
S2：是在玩遊戲時。因為我們可以從遊戲中學到數學，能讓我們知道生活中有許多數學。 

T：今天的課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為什麼？ 
S3：我今天在教室裡我學到了很多，玩了許多的遊戲，還讓我學到很多的分數。 

T：今天的課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為什麼？ 
S11：數學遊戲。因為用電腦玩的時候很開心，而來考考大家非常有趣又很好玩。 

「同分母分數的加減」教學活動，是整個補救教學的開頭，主要的目的在於

建立學生對於分數的基本概念，釐清學童對分數的迷思概念，為的是能順利接續

後來的補救教學活動。由學生回饋可知，數位遊戲能夠提升學童的學習興趣以及

學習成效。  

二、「分數的比較大小」之教學歷程 

(一)欲解決之迷思概念 

1.忽略單位量 

2.只根據分母的大小來比較 

3.只根據分子的大小來比較 

4.將分子、分母同加一數來比較 

5.分別比較兩個分數的分子、分母 

(二)教學目標 

1.學生能比較同分母分數的大小 

2.學生能比較簡單的異分母分數的大小 

(三)教學活動概述 

此單元包含了兩個教學活動：「小丑」以及「刺氣球」。首先，老師以數位遊

戲-小丑當作引起動機，此遊戲重點在於能幫助學童釐清同分母分數比較大小的

迷思概念，而後進行第二個數位遊戲-刺氣球，學生能透過遊戲互動的方式，再

搭配分數的圖形表徵的數位媒材，理解異分母分數的比較大小。 

(四)學習成效與回饋 

在此分數的比較大小教學過程中，每位學童都能專注在數位遊戲的學習，不

但能正確操作遊戲也能正確回答老師的問題。教學後，有 2位學生作答錯誤分別

是在計算錯誤以及通分錯誤，其餘 9位學生的作答都完全正確無誤。在回饋的部

分，學生真實反映出上課的感受。研究者將幾位學童的回饋做以下節錄： 

T：今天的課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為什麼？ 
S2：我學到了，比分數的大小，要看能不能約分，能約就先約，然後再化為同分母，在比

較要看分子，分子越大分數就越大。 

T：今天的課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為什麼？ 
S8：分數的大小，我學到了就是怎麼把分數通分，變成同分母做比較分數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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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今天的課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為什麼？ 
S11：最後一堂課很有趣，而且遊戲也很好玩。 

「分數的比較大小」教學活動，是補救教學開始後的第二個單元，主要的目

的在於建立學生對於同分母分數的比較大小概念以及異分母分數的比較大小概

念，藉此釐清學童對分數比較大小之迷思。(問題一、二修改部分)受試者為五年

級學童，因此在分數的比較大小課程中，老師分為兩部分進行補救教學，首先，

針對四年級已學過的「同分母分數的比較大小」概念進行補救教學，使每位受試

學童在教學後都能理解並釐清同分母分數的比較大小概念；接著，再透過「同分

母分數比較大小」之概念進一步引導學童理解「異分母分數比較大小」之概念。

異分母分數比較大小雖為五年級以上才接觸之概念，但考慮學童已學習過此概

念，因此，在與現場老師討論後決定將此概念加入補救教學的活動中，透過數位

遊戲融入補救教學的方式，幫助學童理解「同分母分數比較大小」與「異分母分

數比較大小」概念之間的連結與轉換並釐清分數比較大小之迷思概念。由學生回

饋可知，數位遊戲能夠提升學童的學習興趣以及學習成效。  

伍、結論 

本研究前後共進行兩次的補救教學活動，每次的教學活動均運用數位遊戲融

入教學中，研究者透過教學錄影帶及學生回饋單發現，每位學童在活動過程中都

非常踴躍發言，當遊戲出現題目時，學童都能自動自發地算出答案，也討論得相

當熱烈。寫學習單時，學童都能寫出自己的作法以及正確地解出題目。而在最後

的回饋中，學童也提出一些自己的感想：「遊戲很好玩」、「我們可以從遊戲中學

到數學」、「玩了許多的遊戲，還讓我學到很多的分數」、「用電腦玩的時候很開心，

考考大家非常有趣又很好玩」。由此可見，數位遊戲融入補救教學活動中確實能

提升學生對於數學的學習興趣，而在比對學童前、後測後發現成績有提升的效

果，這也說明數位遊戲除了能提升學童的學習興趣亦能提升學童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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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design a series of "digital games intergraded 

into the fractions remedial instruction", and implement in the outcome in Taichung, a 

small country of after-school remedial instruction class. The researcher hopes to 

promote of fifth-grad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fraction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selected free digital games by network resources. Looking out the concept of 

fractions from the games, then integrate games into remedial instruction of fraction 

concepts. After that , the researcher implemented remedial instruction of digital games 

intergraded into the fractions to 11 of fifth-grade students. In the process, this research 

collected learning sheets,feedbacks and filming in the class then analyzed relevant 

information by content analysis.The results displayed that the researcher compared 

students' grade of pretest with posttest which found the progress after remedial 

instruction. Students also clarify "ignore unit volume" and "not correctly identify the 

unit" of fraction misconceptions. It can be seen that digital games into the remedial 

instruction can improve student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Keywords：fraction , remedial instruction , digital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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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為植基於國小五年級「線對稱圖形」單元，設計以數學遊戲為

內涵的補救教學活動，並將此活動實施於課室，以探討學童在進行遊戲式補救教

學活動後，在「線對稱圖形」單元的錯誤類型是否獲得改善。因此，本研究首先

蒐集﹅設計線對稱相關概念的遊戲，再依此設計補救教學活動以進行補救教學。

此外，本研究亦針對此單元設計前﹅後測詴卷並進行施測，再輔以補救教學活動

過程中的學習單﹅上課錄影語料，評估學童在此補救教學的學習成效。 

 

關鍵詞：數學遊戲、線對稱、補救教學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數學學習國小階段學習的重要科目之一，但也常是國小學童最常出現學習困

難的科目。其中，幾何相關概念也是學童經常出現困難的主題之一。學童於五、

六年級屬於 Piaget 的具體運思期，他們是習於以具體經驗的思維來解決問題，因

此，在學習上常出現迷思概念(陳炳文，2009)。但是，幾何是國小數學學習領域

的主題之一，因此，幾何相關概念是國小數學課程中不可或缺的概念之一。 

過去的研究發現，幾何概念可以藉由學習來提升，可以透過相關的教學活動

來獲得(Clements & Battist,1992)。此外，劉美君(2011)指出，許多學童在學過線

對稱概念後，仍存有許多迷思。在幾何課程中，線對稱圖形能讓學童認識幾何圖

形、尺規作圖等相關概念，學童若在線對稱圖形概念中出現迷思，將造成學童於

日後幾何學習的困難。因此，思考如何協助學童解決其在線對稱圖形單元會發生

的錯誤，是值得探究的方向。 

對此學童容易在線對稱單元出現迷思概念的現況，再加上教師必頇兼顧教學

進度以致於無法在課室中針對低成就學童一一個別指導的困境(陳慧煒，2013)，

進行數學補救教學便相形變得重要。 

然而，補救教學的目的是要提升學生的學力，確保教育品質(教育部，2013)。

透過補救教學的實施，能讓學習低成就的學童提升其學習能力。但是，每位學生

的學習能力並不同，因此，學習任務的困難度應與學習者的能力相配合，才能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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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最佳的學習表現與正向情感(Nakamura & Csikszentmihaly, 2000)。然而，補救

教學應是加強學生沒有學好的部份(翁詠詳，2013)，也就是把學童在課堂上未能

完整吸收的概念進行加強，彌補正式課程學習的不足。 

那麼，要用什麼方式進行數學補救教學呢？黃毅英(1993)指出，遊戲式教學

有別於傳統教學，是一個強調以動手做來進行學習的方法。並且，遊戲式教學有

助於提升學童學習的動機(林嘉玲，2000)，其娛樂性及幽默性，提供了愉快的學

習氣氛，將可提升學童冒險的意願，降低詴誤學習的嚴肅性及嚴重性(洪璽茹，

2012)。因此，若能將遊戲式教學融入數學課程，應能改變學童對數學課程感到

枯燥的印象，進而增強學習動機，願意主動學習，達到提高學習的成效(施力瑋，

2012)。而王家文(2014)的研究亦證實，透過動手操作、小組合作討論及分享歸納

的遊戲融入數學學習方式，能促進學生對線對稱圖形概念的理解。 

因此，本研究擬將數學遊戲融入「線對稱圖形」之教學活動設計，並將此教

學活動實踐於國小學童的補救教學，期望能解決學童在「線對稱圖形」單元的錯

誤類型，促進其對於「線對稱圖形」單元相關概念的理解。 

二﹅研究目的 

依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期望以國小六年級學童為對象，規劃﹅實踐以遊

戲融入「線對稱圖形」單元的補救教學活動，並依此單元的內容設計﹅實施相關

概念的前﹅後測詴題，而研究者將透過學童在前﹅後測詴題的答題表現﹅以及他

們在補救教學進行過程中的學習表現，分析學童在本研究所鋪陳的補救教學活動

歷程中的成長。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 分析國小六年級學童在線對稱圖形單元前測中所產生的錯誤類型。 

(二) 探討國小六年級學童在進行線對稱圖形單元補教教學活動時的學習情

形。 

(三) 透過學童在前﹅後測的解題表現分析其學習成效。 

貳﹅文獻探討(略) 

参﹅研究方法 

本研究期望將遊戲融入國小五年級「線對稱圖形」單元進行補救教學，以分

析學童在補救教學前後的學習表現與成長。以下，茲針對研究架構、研究工具、

研究對象、資料蒐集與分析敘述如下：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將以遊戲融入國小五年級「線對稱圖形」單元設計並實踐補救教學活

動。首先，呈現研究架構如圖 1所示；其次，說明其內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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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本研究之架構圖 

(一)編製、實施「線對稱圖形」前、後測詴卷 

為了瞭解學童在經過遊戲融入數學補救教學學習活動後，對於「線對稱圖形」

單元的學習情形與學習成效是否有正向改變，因此，本研究將編製前、後測詴卷，

以前測詴卷量測學童在「線對稱圖形」單元所產生的錯誤類型；並於遊戲融入補

救教學活動實踐後實施後測，以藉此分析學童在此補救教學活動實施的學習成

效。 

(二)設計遊戲融入「線對稱圖形」單元之活動 

本研究將以「線對稱圖形」為主要內容，首先，透過網路搜尋與「線對稱圖

形」相關的遊戲，再將此遊戲融入「線對稱圖形」單元的相關概念，設計以遊戲

融入的補救教學活動，並進行實踐。研究者則從此補救教學進行的過程中，蒐集

相關資料以分析學童的學習情形與學習成效。 

二﹅研究工具 

基於本研究之目的，本研究所涉及的研究工具如下： 

(一)補救教學前﹅後測詴卷 

為了瞭解學童在「線對稱圖形」單元內所產生的錯誤類型，以及比較學童在

進行遊戲融入「線對稱圖形」單元補救教學前﹅後，學童的學習成效，本研究將

依據課程綱要﹅教科書教材，針對「線對稱圖形」單元編製前﹅後測詴卷。而前

﹅後測詴卷的編製，將植基於分年細目，同時考量使用平行題的方式設計，經指

導教授以及其他專家學者﹅第一線教師審閱而成。故符合內容效度與專家效度。 

(二)遊戲融入「線對稱圖形」單元之補救教學活動 

為了讓低成就學童體驗有別於傳統課室教學之學習方式，本研究首先分析

「線對稱圖形」單元中的相關概念，再利用網路蒐集相關資訊，自行設計遊戲，

並將此遊戲融入「線對稱圖形」單元，形成遊戲式補教教學活動。依目前規劃內

容來說，本單元之補救教學活動共有三部份，其內涵如下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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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遊戲融入「線對稱圖形」單元補究教學活動概述 

概念名稱 

活動概述 所需資源 編
號 

分概念 

1 
線對稱圖形 

及對稱軸 

1-1深思熟慮(分組遊戲) 

將 36個線對稱圖形隨機擺成 6x6的方陣，並分成三個圖
形一組，總共有十二組，分組決定順序，輪流選取一組
圖形，直到每組圖形平均分配給每一的組別。學生必頇
將拿到的圖形的對稱軸畫出來，最後獲勝的條件有兩
種：一種為「拿到的線對稱圖形最多的組」；一種為「拿
到的圖形中，對稱軸最多的組」。 

36 張線對稱圖

卡 

例如： 

 

2 
對應點、對應
角和對應邊 

2-1神來之剪 

發下色紙，指定特定數量的對應點或對應角或對應邊，
並依照指定剪出隨意圖形。 

從一條對稱軸開始，再來可以增加對稱軸和對應點等的
數量。 

色紙、剪刀 

3 
製作線對稱
圖形 

3-1米粒的繪畫 

發下如圖之學習單，說明米粒藝術的來源後並示範用一
筆畫利用圖形畫出線對稱圖形。畫法為點對點畫，可以
重複繞到同個點。 

學習單： 

 

資料來源：1-2深思熟慮：課堂上的數學遊戲 http://blog.magiclass.net/2012/03/blog-post.html 

          3-1 Kolam米粒藝術：印度 屠妖節  http://blog.yam.com/suntsui/article/25661522 

 綜合來說，本研究期望此遊戲融入「線對稱圖形」單元之補救教學活動能提升

學童的學習興趣，並提高其學習成效。 

三﹅研究對象 

由於本研究所設計遊戲融入的單元為國小五年級下學期的「線對稱圖形」單

元，因此，本研究將會針對學完「線對稱圖形」單元的六年級學童進行前測，並

實施本研究所設計的遊戲融入之補救教學活動，最後，再針對這些接受補救教學

的學童進行後測。 

四﹅資料蒐集與分析 

由於本研究期望將遊戲融入國小五年級「線對稱圖形」單元進行補救教學，

以探究學童在補救教學前後的學習表現與成長。因此，本研究將蒐集下列各類資

料進行分析： 

(一)學童在補救教學前測詴卷之答題資料 

為了瞭解學童在學完「線對稱圖形」單元的情形以及他們在此單元所擁有的

錯誤類型，本研究在進行遊戲融入「線對稱圖形」單元補救教學前，會先行讓學

生進行「線對稱圖形」單元的前測，以理解學童對「線對稱圖形」單元的理解情

形與錯誤類型。 

(二)補救教學學習單與學童作品 

本研究採用遊戲融入補救教學，每個教學活動皆搭配學習單或讓學童進行實

作。因此，在每個活動結束後，研究者將收回學童的學習單或是將學童的作品用

照片紀錄，以藉此了解學童在進行補救教學期間的學習情形。 

(三)補救教學活動之影像與語料紀錄 

本研究進行補教教學時，也會進行全程錄影，並於活動實施後將教學過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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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資料轉譯為語料，以提供後續分析學生在補救教學進行期間的學習情形。 

(四)學童在補救教學後測詴卷之答題資料 

當本研究完成所有補救教學活動實踐後，研究者將對學童實施後測，藉由他

們在前﹅後測的答題表現，了解學童在參與本研究所設計的遊戲融入補救教學活

動後的學習成效。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主要在探究學生經過遊戲式教學後，在線對稱圖形單元的學習成效是

否有所提升。因此，以下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依據施測學生的前測答題表

現，分析學生在線對稱圖形單元的錯誤類型；第二部分，分析學生在遊戲式教學

融入線對稱圖形單元的教學中，學生學習的表現；第三部分，依照學生實施後測

的答題表現，分析遊戲式教學融入線對稱圖形單元的學習成效。 

一、學童在線對稱圖形單元之錯誤類型分析 

為了解學生在進行遊戲式補救教學後，其學習成效是否有所提升。因此，在

補教教學課程活動前，先給予學生前測詴題，並藉學生在前測的答題表現，分析

學生在線對稱圖形單元的錯誤類型。 

(一)前測各題型答對率百分比： 

前測依據分年細目分為四項教學目標，並依此教學目標分為四種題型。施測

班級共二十七位學生、一位缺考，根據此二十六位學生的施測結果，計算全班學

生在前測各類型題目的答對率百分比。 

表 2：前測分析與答對率百分比 

分年細目 教學目標 題號 答對率百分比 

5-s-04 理解哪些常見平面圖形具有線對稱的性質。 1 65% 

5-s-04 能在具體示例中判斷一圖形是否滿足線對

稱，找出該圖形的對稱軸（可能不只一條）。 

2、3 89% 

5-s-04 知道線對稱圖形的對應邊相等、對應角相

等，並知道對稱軸兩側圖形全等（不需要證

明）。 

4、5、6 91% 

5-s-04 知道如何描繪一簡單平面圖形的線對稱圖

形。 

7、8、9 71% 

(二)前測各題答對率百分比 

前測依照教學目標總共設計九道題目，依據施測二十六名學生的結果，進行

各題答對率百分比的分析。 

表 3：前測各題答對率百分比 

題號 1 2 3 4 5 6 7 8 9 

答 對

率 百

分比 

65% 88% 90% 96% 96% 81% 77% 42%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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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錯誤類型分析 

前測總共九道題目，依據學生在各題發生之錯誤進行類型分類，並進行分析。 

表 4：前測各題錯誤類型分析 

錯誤類型分析 

誤解題意，將不是線對稱的圖形勾選。 

尚未能理解線對稱圖形的意義，因此未能將正三角形勾選。 

認為線對稱圖形只會有一條對稱軸，因此只畫出一條對稱軸即答案。 

沒有將整個圖形一起參考，抑或是尚未能判斷較複雜圖形的對稱軸。 

未能判斷所有的對稱軸，因此只做出其中一條。 

無法正確判斷經過旋轉之後圖形的對稱軸。 

無法判斷出所有的對稱軸。 

學生判斷的對稱軸比真正答案多出來。 

尚未能理解對稱邊的概念。 

尚未能理解對稱點的概念。 

尚未能理解對稱角的意義因此寫出的答案是線段而非角。 

未能完全理解對稱角的意義，因此選擇對角而非對稱角。 

尚未可能判斷錯距離，因此畫錯圖形。 

以為離開對稱軸的圖形就必頇畫成與題目相同的圖形。 

學生能判斷題目與答案的圖形應該有的距離，但仍以為必頇畫出和題目圖一樣的圖形。 

學生無法理解線對稱圖形的意義，沒有畫出直線也沒有與頂點對準。 

學生可能判斷錯線對稱圖形應該有的距離。 

二、學生在遊戲式教學融入線對稱圖形單元之學習表現 

本研究所設計的線對稱圖形教學活動，將線對稱圖形概念分為「線對稱圖形

及對稱軸」、「對應點、對應角和對應邊」、「製作線對稱圖形」等三個分概念進行

活動設計，分別針對一個分概念設計一項遊戲式教學活動，總共三個教學活動，

共計實施兩節課。 

(一)學生在「活動一：深思熟慮」活動中的學習表現：透過遊戲的方式，讓學生

能找出是線對稱圖形的圖卡，並在最後將自己拿到的圖卡的對稱軸標示出來，讓

學生能學會判斷圖形是否為線對稱圖形。 

本活動共設計三十六張圖形，包含線對稱圖形與非線對稱圖形，每三張圖形分為

一組，總共分成十二組，事先告知學生獲勝的條件有兩種：一種為「拿到的線對

稱圖形最多者」；另一種為「拿到的圖形當中，對稱軸總數最多者」，接著再開始

讓小組討論，讓小組討論出自己應該要選哪一組圖形最有利。在教學過程中，學

生透過討論與觀察，找出十二組圖形中，哪一組的線對稱圖形較多、對稱軸總數

也較多，並在學生拿到自己選擇的圖形後，將圖形的對稱軸畫出來。 

圖 2：「深思熟慮」活動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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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進行語料】 

T：對稱圖形最多的組，對稱軸一定最多嗎？ 

S(全班)：不一定。 

T：「日」是不是線對稱圖形？ 

S1：不是。 

T：為什麼「日」不是線對稱圖形？ 

S2：因為它旁邊有空洞。 

T：「Z」是不是線對稱圖形？ 

S3：不是。 

T：對稱圖形最多的組別共有六張線對稱圖形，那為什麼第三組的線對稱圖形只

有四張，但他們卻有最多條對稱軸？他們都挑什麼圖形？ 

S4：很多的。 

T：像是八邊形的。 

在學生拿到自己的圖形後，透過讓學生組內自己討論的方式，畫出圖形正確

的對稱軸，最後再各組分別到台前，讓全班同學一同檢視。透過學生到全班的討

論，以及教師適時的提問，讓學生更進一步了解線對稱圖形與對稱軸的意義。 

(二)學生在「活動二：神來之剪」活動中的學習表現：由教師給予學生欲達成的

指定目標(幾組對稱點或對稱角或對稱邊)，並讓學生嘗詴剪出來，讓學生親自做

出線對稱圖形，並判斷自己的剪出的圖形是不是跟老師的指定是相同的。 

本活動設計為剪紙遊戲，但是是以指定數量的對稱點或對稱角或對稱邊來進

行剪紙，學生必頇考慮要如何剪紙才能剪出教師指定的條件，且在剪完後，學生

必頇檢視自己的圖形是否正確，透過這項活動，學生將能親自體驗到線對稱圖形

的產生，以及該圖形的對稱點、對稱角及對稱邊的存在。 

圖 3：「神來之剪」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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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進行語料】 

T：我們現在要來剪「兩個對稱點」的圖形。兩個對稱點代表什麼意思？ 

S：…… 

T：兩個對稱點(在折半的色紙上比出兩個點)就是譬如有這兩點，所以如果我剪

一個方形的話，是不是就是兩個對稱點？ 

S：對。 

透過老師的提問，學生必頇思考可以如何剪出指定的圖形。教師再利用剪出

來的圖形，延伸舉出在指定之外的對稱點、對稱角或對稱邊，讓學生可以看見更

多不同的線對稱圖形。 

(三)學生在「活動三：米粒的繪畫」活動中的學習表現：以往繪製線對稱圖形幾

乎都是在格線上繪製，此活動改用圓點的方式，融入米粒藝術的文化，讓學生「畫

出」線對稱圖形。 

此活動融入印度文化，透過文化融入的方式讓此活動增添情境的融入，擺脫

常見的格線，運用米粒藝術的背景，去除掉邊線，只留下頂點成黑色的原點。在

讓學生先定出對稱軸之後，讓學生利用點對點連線的方式進行繪製，最後在自己

畫出的圖形上上色，讓學生完成一件屬於自己的藝術作品，同時也親自體驗線對

稱圖形的繪製。 

圖 4：「米粒的繪畫」學生作品 

 

圖 5：「米粒的繪畫」教師規定之對稱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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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動希望透過與以往不同的方式讓學生繪製線對稱圖形，在教師指定對稱

軸形式的情況下，學生可以依照自己的創意畫出線對稱圖形，由於沒有格線的限

制，圖形也能變得更多元，只要符合「線對稱」、「點對點」的原則，就可以畫出

特別的線對稱圖形。 

三、學生在遊戲式教學融入線對稱圖形單元補救教學活動表現之分析 

學生在進行三項補救教學活動之後，將會對學生實施後測測驗。後測題目為

針對前測設計相同題數的測驗，藉由施測學生在後測的成果表現，分析學生在經

過遊戲式補救教學後，其學習成效是否有所提升。 

(一)前、後測各題型答對率百分比： 

根據前測所分成的四項教學目標，對應前測各題型的題目數量進行後測設

計，並依據施測班級共二十七人進行各題型答對率百分比。 

表 5：後測分析與答對率百分比 

分年細目 教學目標 題號 答對率百分比 

前測 後測 

5-s-04 理解哪些常見平面圖形具有線對稱的性質。 1 65% 74% 

5-s-04 能在具體示例中判斷一圖形是否滿足線對

稱，找出該圖形的對稱軸（可能不只一條）。 

2、3 89% 94% 

5-s-04 知道線對稱圖形的對應邊相等、對應角相

等，並知道對稱軸兩側圖形全等（不需要證

明）。 

4、5、6 91% 88% 

5-s-04 知道如何描繪一簡單平面圖形的線對稱圖

形。 

7、8、9 71% 82% 

(二) 前、後測各題答對率百分比 

後測題目為對應前測所設計之題目，針對施測班級共二十七人，分析在後測

當中，學生的特題答對率百分比。 

表 6：後測各題答對率百分比 

題號 1 2 3 4 5 6 7 8 9 

答 對

率 百

分比 

前

測 
65% 88% 90% 96% 96% 81% 77% 42% 92% 

後

測 
74% 91% 96% 100% 100% 65% 92% 73% 81% 

(三)「遊戲式教學融入線對稱圖形單元補救教學活動」學生的學習成效 

本研究透過三項活動進行遊戲式教學融入線對稱圖形單元之補救教學，分別

針對三項分概念進行活動設計，而在前、後測部分，依照四項教學目標各設計九

道相對的題目，並從「各題型答對率百分比」與「各題答對率百分比」中分析學

生的學習成效。 

從「各題型答對率百分比」得知，學生在進行遊戲式教學融入線對稱圖形單

元補救教學活動後，其中三項教學目標的題型答對率皆有提升，然而，在教學目

203



2016年第八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數學教學工作坊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6The Eighth ICTME and Workshop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標：「知道線對稱圖形的對應邊相等、對應角相等，並知道對稱軸兩側圖形全等

（不需要證明）。」的題型中，學生的答對率反而下降。 

而從另一個面向：「各題答對率百分比」當中，可以看見九道題目中，其中

有七道題目學生的答對率皆有提升，甚至有題目的答對率為百分之百，然而，其

中仍有兩道題目，學生在後測當中的表現反而比前測還要來的差。 

綜合來說，學生在經過補救教學後，後測的平均表現比前測還要來的高，除

此之外，許多題目的答對率皆有明顯的提升，顯示遊戲式教學融入線對稱圖形單

元之補教教學，似乎是能夠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的。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探討遊戲式教學融入線對稱圖形單元，並應用於補教教學時，學

生的學習成效是否能有所提升。依據本研究之成果，將針對本研究之分析進行結

論，並且針對未來研究方向及數學教學提出相關建議。 

一、研究發現與結論 

(一)學生在補救教學前之錯誤類型分析 

在認識線對稱圖形與對稱軸的部分，許多學生仍無法正確找出圖形正確的對

稱軸及數量，且在「畫出對稱軸」的題目中，學生會發生多畫或是少畫的情況，

在較複雜的圖形中，其錯誤率更是會因此提高。而在認識對稱點、對稱角及對稱

邊的題目中，當對稱軸不是垂直或水平，而是有稍微的傾斜時，學生便會因此判

斷錯誤，無法隨著對稱軸的改變而作出正確判斷。在繪製線對稱圖形的題目當

中，學生會產生找錯距離的問題，也會因此畫出錯誤的線對稱圖形，無法畫出符

合題目要求的圖形。 

(二)學生在補救教學中的學習情形 

本研究在進行教學活動時，輔以影像紀錄已觀察學生的學習情形。學生在活

動一的小組競爭中明顯有較大的學習興趣，且組內討論的方式，也讓學生互相學

習、互相檢討，最後再到全班面前發表，再一次確認自己找出的答案是否正確。

活動二為操作遊戲，剪紙活動能讓學生多次嘗詴剪出圖形，且學生在剪出圖形

後，也會主動詢問教師自己的圖形是否正確。而活動三將藝術融入數學，從學生

的作品來看，就可以知道學生能夠理解其中線對稱圖形的意義，並且將其美化成

自己喜愛的圖形，在情意上，可以看見學生有較大的興趣學習。 

(三)學生在補救教學後的學習成效 

本研究探討對象為一個班級的學生，雖然施測對象不多，然從學生的前測與

後測結果發現，學生進行遊戲式教學融入線對稱圖形補救教學後，其在後測的答

對率有明顯的提升，且在各題答對率百分比當中，也能看見大部分的題目都能經

過本研究活動得到提升，然而，仍有幾道題目的答對率不升反減，但除此之外，

大部分教學目標的學習成效都能有所提升，因此，遊戲式教學融入線對稱圖形單

元之補救教學，是能夠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的。 

二、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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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對象選取的部分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六年級某一班級的全班學生，並沒有特別抽出需要補救

教學的學生進行活動，且在補救教學實施當中，有學生發生前測缺考的問題。未

來建議可以針對需要補救教學的學生即可，且必頇確認學生都有執行全部的活

動，使研究的結果更具聚焦於需要補救教學的學生。同時也由於施測對象僅為一

個班級，未來建議可以增加研究對象人數，使研究結果能更加精確。 

(二)活動編制的部分 

本研究的活動為參考現有的遊戲、文化加以改編與融入，且為紙本操作的題

目。未來建議可以增加自行設計的遊戲，或是融入數位式遊戲，讓活動更加豐富，

也設計出更加適合學生的補救教學活動。 

(三)未來研究方向之建議 

本研究為遊戲式教學融入線對稱圖形單元，未來可以延伸到其他幾何的單元

與概念，或是延伸到數與量、代數、統計與機率等教學內容，透過補救教學的概

念，設計遊戲式教學讓學生能夠更有興趣的學習，並幫助學生獲得正確的概念、

補上不足的知識，使學生的學習成效能夠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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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數學閱讀文本發展，應用於國小五年級數學因數與倍數

單元教學之成效。為達到研究目的，主要發展國小五年級因數與倍數的數學閱讀

文本，並探討學生數學閱讀表現診斷和性別的相關性。研究者根據數學閱讀的相

關理論和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迷思概念，探討國小學童在數學閱讀文本的表現。 

本研究以中部國民小學的五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共計有 117位。研究結果

發現，五年級學生在數學閱讀認知成分的「閱讀理解」、「數學背景知識」、「數學

特殊技能」三部分，平均數高至低為「閱讀理解」、「數學背景知識」、「數學特殊

技能」；而與性別之相關性分析中，可知兩者間均無顯著差異。在本研究設計之

下，能供針對其他面向的數學主題進行探討的參考。 

 

關鍵字：數學閱讀、數學素養、因數與倍數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根據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學習領域主題分為五大主題

(教育部，2010)「數與量」中的「因數與倍數」，其較為抽象，學生學習抽象概

念的過程中，常常無法學好。而因數與倍數的概念，與學習等值分數、分數加減、

分數乘除以及比例等概念有關 (蔡彩暖，2014)，讓學生建議正確概念以減少迷

思，將有利於未來的學習路程。根據相關文獻指出，概念學習困難的原因，除了

學生先備知識不足之外，學生學習中自己建構出的迷思概念也會導致困難發生

(吳彥廷，2005；林佩如，2002)。 

閱讀是學習許多知識的重要來源途徑，透過閱讀中有意義的文字與符號，可

以將既有知識與新知識連結 (吳昭容、鄭英豪，2012；黃俊儒，2008；Hanich & 

Jordan, 2004)。在九年一貫課程各學習領域中，語文能力是讓兒童掌握不同的文

體，擴展兒童閱讀的範圍，以及應用於教材的不同閱讀策略，進一步的將閱讀內

容統整，在閱讀的過程中，可以學習養成主動思考、探索、轉化為日常生活中解

決問題的能力。當今學科閱讀的研究相當受到重視(秦麗花、 邱上真，2004)，

數學文本閱讀也和數學學習和數學素養的提升息息相關(柯華葳，2005；周秀玉，

2006；Kilpatrick, 2001)。Mckenna and Robinson(2002)提出學科文本閱讀的包含主

要三種認知成分：(一)一般的閱讀理解(general reading comprehension)；(二)學科

內容的先備知識(prior knowledge of content)，亦即學科文本閱讀擁有的先備知

識；(三)學科內容的特殊素養技能(content-specific literacy skills)，亦即該學科文

本閱讀所需的特殊能力。根據此理論，數學閱讀包含一般閱讀理解、數學先備知

識、數學特殊技能等三種向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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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以國小五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發展數學閱讀文本並進行診斷評

量分析，並探討不同認知型式學生在數學閱讀表現的差異。研究目的如下： 

(一) 根據Mckenna and Robinson(2002)所提出數學閱讀之一般閱讀理解、數學 

先備知識、數學特殊技能三種向度的能力，以及九年一貫課程數學學習領域五年

級分年細目，發展因數與倍數內容主題數學閱讀文本及對應向度的評量試題。 

(二) 根據所發展數學閱讀文本，探討學生在因數與倍數主題之閱讀表現。 

貳、文獻探討 

一、 數學閱讀與數學素養 

數學閱讀包含文字語言、圖示語言與符號語言(秦麗花，2007)。數學的科普

性閱讀，大約可分為數學繪本和數學文本，且數學閱讀與數學素養表現有極大的

關聯(鍾靜，2009，2012；Lindeman, 2000; Papanastasiou & Ferdig, 2006)。數學閱

讀需要的邏輯推理等能力(翁嘉鴻、林原宏，2013)，Mckenna and Robinson(2002)

認為一般學科文本閱讀的包含三種認知成分，包含一般的閱讀理解、學科內容的

先備知識(prior knowledge of content)、學科內容的特殊素養技能(content-specific 

literacy skills)。因此，根據Mckenna and Robinson(2002)的理論，以及秦麗花、邱

上真(2005)和秦麗花(2007)研究，數學文本閱讀的認知成份可分為三個認知成份

如下： 

(一）一般閱讀理解：是指數學閱讀所需的一般閱讀理解能力，例如：句意

和文意的理解，以及語文的分析瞭解等。 

(二）數學先備知識：是指進行數學文本閱讀前已具有的數學先備概念和綜

合知識。 

(三）數學特殊技能：是指該閱讀該數學閱讀文本所需的數學特殊能力，包

含數學符號圖示、數學語彙等。 

依據 OECD對數學素養(mathematical literacy)的定義，是指個體在不同情境

脈絡中，能形成(formulate)、應用(employ)、詮釋(interpret)數學的能力，此能力

包含了數學推理、數學概念、程序、事實以及工具的使用，據以進行現象描述、

解釋和預測等數學活動(OECD, 2013; Kaiser & Willander, 2005)。數學閱讀文本的

認知成份和數學素養關係如圖 1所示： 

 

 

 

 

 

 

 

 

 

 

 

 

 

圖 1 Mckenna and Robinson (2002)的數學閱讀認知成分和數學素養 

數學先備知識 

數學素養 

一般閱讀理解 數學特殊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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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因數與倍數概念及其相關研究 

(一）因數與倍數課程概念分析 

國小因數與倍數數學課程學習重點包含認識因數、倍數、公因數、公倍數、

瞭解音數與倍數的關係，依據「九年一貫課程數學學習領域課程綱要」，因數與

倍數相關名詞意義如下： 

1.因數：「一不為零的整數甲若能整除另一整數乙，甲稱乙的因數。國小階

段只學習正因數。」 

2.倍數：「一不為零的整數甲若能整除另一整數乙，乙稱甲的倍數。國小階

段只學習正倍數。」 

3.公因數：「一整數甲同為兩個以上整數的因數時，則甲為這些數的公因數。」 

4.公倍數：「一整數乙同為兩個以上整數的因數時，則乙為這些數的公倍數。」 

因數與倍數的概念基礎為除法原理，「若有 a、b兩正整數，則必可找到 q、

r 兩個非負整數，使得 a=bxq+r，且 b> r≧0的範圍。」根據餘數 r 是否為 0，引

入因數與倍數的定義。「設 a、b是兩個正整數，如果 a= bxq+r，其中 q是正整數

且 r=0，則稱 b是 a 的因數，或稱 a 是 b的倍數」。「因數與倍數」概念較為抽象，

不易學習，且在學習前需要重要先備知識，因數與倍數與整數的乘法、除法計算

有密切關係，若先備不足則學習上會產生困難。 

學童在學習上如未能建立正確的先備數學知識，或未釐清錯誤數學觀念，則

在因數與倍數的學習上，而造成學習效果不佳或產生更多的數學迷思概念，以下

為學童的因數與倍數迷思概念(陳智遠，2011)。陳珠惠(2012)指出因數與倍數概

念較為抽象，可結合日常生活實例情境，使用語文描述問題情境的數學問題，從

中學習概念且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若確實建立因數與倍數之概念，將有助於分數

的約分、擴分、通分和分數的四則運算之練習，可知因數與倍數學習的重要性。 

(二）因數與倍數相關研究 

因數與倍數的概念為等值分數及比例概念的基礎(周立通、劉翔通，1999)，

也是往後學習因式、倍式、多項式、因式分解等等的重要環節(黃國勳、劉翔通，

2002)。並且與整數的乘除、分數的約分、擴分、通分以及分數的四則運算有重

要的相關性。 

近年來，國內研究在因數與倍數概念中，多探討學生學習的困難及迷思概

念、補救教學以及教師使用資訊科技進行輔助教學(王環源，2009)。例如：探討

五年級學生因數、倍數的學習上，表示學生的測量運私發展不全，不易瞭解單位

數與單位量間的關係，容易混淆因數與倍數的觀念，導致學習倍數或因數上的錯

誤(黃耀興、邱易斌，1999)。 

在因數與倍數教材方面，教學上，從數的情境進入因數的意義相當抽象，而

學生的測量運思尚未發展完全，在課程上適合以情境問題學習，例如：(1)方陣

問題，討論給定的方陣之可能排法(2)在包含除及等分除的情境問題中，給定總

量，求等分組的方式(3)在倍的問題情境中，給定總量，求解決可能組成單位量

的數值問題，由情境探討因數的意義，累積足夠經驗，在正式帶入因數的意義。

(李浚淵，2003)。 

而學童在學習上的迷思概念，如：由乘法和除法引入因數與倍數概念時，學

童有「乘法是越乘越大，除法是越除越小」的想法，所以求倍數要使用乘法，求

因數要使用除法(陳怡娟，2007)。更是因為先備知識不足而使學童產生概念混

淆、概念遺漏以及錯誤，無法分辨因數、倍數、公倍數的相關意義，而產生許多

解題的錯誤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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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改善學生迷思概念，于國善(2003)提出因數補救教學活動原則：(1)由學

生自行操作實物，可協助認知發展的不足；(2)使用具體物，建立學生「整除」

的觀念，並強調「順序性」，避免缺少或多找的情形發生；(3)結合學生的生活環

境及經驗，使理解題目時不受影響，利用學習策略、發展教學模組實施補救教學。 

在資訊科技的時代，運用多媒體電腦輔助教學，如：顏錦雀(2006)將資訊帶

入資源班的因數單元教學，發展適合實施資訊融入數學科教學(因數單元) 於國

小資源班的活動課程。其研究指出有助於學生的學習成效；但在製作教材設計與

實施時，發現教學互動不足、教學進度難以掌控等困難。 

學習「因數與倍數」主題，除了與先備知識的建立是否充足有相關，更是在

教學過程中，如何引導抽象的觀念，並且帶入具體的生活情境，是門重要的學問。

而後衍生出許多解決學習中迷思概念的探討、如何補救學習上的不足以及改變教

學方式讓學童學習更加有成效，這些皆是我們更需進一步探討，使得在因數與倍

數的學習上更加完整。 

參、 研究方法 

一、 研究設計 

  本研究之數學閱讀測驗內容，包括兩篇情境文章和閱讀理解、數學背景知

識、數學特殊技能三個分測驗。施測過程為，學生先閱讀完情境文章後，再根據

文章內容進行作答。閱讀理解、數學背景知識、數學特殊技能均為選擇題。閱讀

理解分測驗主要評量學生對於文章內容、語詞、記憶、句意的理解和解讀能力，

以及根據文章提供之訊息進行推論。數學背景知識分測驗之內容，研究者根據民

國 99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教育部，2010）中，數學科領域與「因

數與倍數」相關的分年細目編製而成，主要在評量學生的數學背景知識。數學特

殊技能分測驗為評量學生運用特殊策略解決生活中的數學情境問題之能力。 

二、 研究架構 

  本研究計畫架構如圖 2： 

     

圖 2 本研究架構圖 

三、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將數學閱讀測驗設計成 A、B兩卷，目的是為了增加閱讀文本內容的

廣泛性。A、B 兩卷為不同時間施測，每次測驗時間為 40 分鐘。預試對象為中

部國民小學的五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A卷人數共 40人，B卷人數共 38人。後

測 A卷人數與 B卷人數各有 117位。 

四、 研究工具 

(一) 數學閱讀文本與評量測驗：研究者自編五年級因數與倍數之數學閱讀文

數學閱讀、 

因數與倍數概念 

數學閱讀表現分析 因數與倍數的數學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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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與評量測驗，效度包括內容效度與專家效度，信度採內部一致性信度。 

(二) 統計套裝軟體：本研究以 SPSS 20.0 中文版進行資料分析 

五、 測驗分析 

  預試後，研究者以描述性統計分析學生在數學閱讀測驗各題的表現，作試題

分析；而以內容分析(content validity)進行分析，作效度分析。 

研究者以描述性統計分析學生在數學閱讀測驗各題的表現。如表 2所可得 

知，在 A卷之三個分測驗中，「閱讀理解」部分中，第三小題，全數人皆答對，

表示該試題偏易；第四小題，難度適中，沒有鑑別度，皆必頇加以修改。 

表 2數學閱讀 A卷預試各題之難度、鑑別度 

分測驗 試題 平均數 標準差 相關係數 

閱讀理解 

SA11 .8250 .38481 .39* 

SA12 .7750 .42290 .40* 

SA13 1.0000 .00000 .00 

SA14 .6750 .47434 .28 

 

數學背景知識 

 

SA21 .8750 .33493 .36* 

SA22 .6750 .47434 .60*** 

SA23 .2250 .42290 .32* 

SA24 .6750 .47434 .55*** 

數學特殊技能 

SA31 .5500 .50383 .35* 

SA32 .5500 .50383 .64*** 

SA33 .7750 .42290 .62*** 

SA34 .6750 .47434 .41** 

*p<.05   **p<.01   ***p<.001 

  研究者以描述性統計分析學生在數學閱讀測驗各題的表現，如表 3所示。由

該表可得知，對學生而言在 B卷之三個分測驗中，「閱讀理解」部分中，第一小

題，全數人皆答對，表示該試題偏易；「閱讀理解」部分中，第二及第四小題

(p>.05)，未呈現顯著正相關，沒鑑別度，「數學特殊技能」部分，第一及第二

(p>.05)，沒鑑別度，整體而言，B卷的試題編製情形還不夠良好。 

表 3數學閱讀 B卷預試各題之難度、鑑別度 

分測驗 試題 平均數 標準差 相關係數 

211



2016年第八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數學教學工作坊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6The Eighth ICTME and Workshop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閱讀理解 

SB11 1.0000 .00000 .00 

SB12 .9737 .16222 .01 

SB13 .9474 .22629 .55* 

SB14 .9737 .16222 .29 

 

數學背景知識 

 

SB21 .7895 .41315 .46** 

SB22 .6579 .48078 .34* 

SB23 .6053 .49536 .49** 

SB24 .8158 .39286 .48** 

數學特殊技能 

SB31 .2368 .43085 .27 

SB32 .5263 .50601 .30 

SB33 .8158 .39286 .71* 

SB34 .7105 .45961 .58* 

*p<.05   **p<.01   

肆、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編製兩份（A、B 卷）國小五年級學生在「因數與倍數」主題的

數學閱讀之測驗，探討學生數學閱讀表現診斷以及的相關性，進而探究其在數學

科上的學習狀態。本章節依研究所蒐集之資料，分析結果並加以討論，第一節為

分析學生數學閱讀能力表現，第二節為探討學生數學閱讀能力和性別的相關性。 

一、 數學閱讀的表現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研究者以描述性統計分析學生在數學閱讀測驗各題的表現，對學生而言，在 

A卷之三個分測驗中，「閱讀理解」部分最容易，平均數為 3.47；「數學背景知識」

其次，平均數為 2.63；而「數學特殊技能」最困難，平均數為 2.21。 

在數學閱讀 B卷各題之表現，學生在 B卷之三個分測驗中，「閱讀理解」部 

分最容易，平均數為 3.79；「數學背景知識」其次，平均數為 2.05；而「數學特

殊技能」最困難，平均數為 2.16。 

 A、B 兩卷在各分測驗高低順序之描述性統計上，均呈現類似的結果。總

結而言，研究者發現，對於學生而言，「閱讀理解」的試題較容易、「數學背

景知識」其次、而「數學特殊技能」對學生而言是較為困難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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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從閱讀理解、數學背景知識、數學特殊技能三個分測驗，來分析學生 

在三個分測驗中是否有顯著差異。 

A、B 卷皆顯著出學生在三個分測驗的成績有顯著的的不同（F=69.48，p＜

0.05）以及（F=114.23，p＜0.05）。而進一步事後考驗結果，三個分測驗之

間，均有差異存在。以 Bonferroni 法進行多重比較，顯示測驗「閱讀理解」

＞「數學背景知識」、「數學特殊技能」，「數學背景知識」＞「數學特殊技能」。 

A、B兩卷在各表現之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上，均呈現相同的結果，總

結而言，研究者發現，對於學生而言，「閱讀理解」的試題較容易、「數學背

景知識」其次、而「數學特殊技能」對學生而言是較為困難的部分。 

二、 數學閱讀和性別之相關性 

(一) 獨立樣本 t檢定 

表 4 A、B 卷獨立樣本 t 檢定 

A卷獨立樣本 t 檢定 B卷獨立樣本 t 檢定 

分測驗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閱讀理解 

男 3.4667 .70028 
閱讀理解 

男 3.7667 .49972 

女 3.4643 .76192 女 3.8214 .47125 

數學背景

知識 

男 2.5333 1.15666 數學背景

知識 

男 2.9833 .92958 

女 2.7500 1.03133 女 3.1250 .85413 

數學特殊

技能 

男 2.1333 1.06511 數學特殊

技能 

男 2.1167 1.19450 

女 2.2679 1.08697 女 2.1964 1.01658 

  整體而言不管是 A 卷或 B 卷，研究者發現在閱讀理解、數學背景知識、數

學特殊技能三者的表現上，男學生和女學生的表現均無顯著差異，亦即此三方面

的表現並不會因性別不同而有所差異。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五年級中的「因數與倍數」主題，使之結合數學閱讀，

分析數學閱讀三個主要成分的表現差異與相關性，以及不同性別的表現差異。透

過施測的數據所得的分析結果，本章節將根據研究目的進行整體性的結論，並提

出建議以提供日後實證研究、理論探討以及實務上使用之參考。 

一、 結論 

（一）學生在數學閱讀上的表現 

研究者發現在三個分測驗當中，對學生來說「閱讀理解」部分較容易；「數 

學背景知識」次之；而「數學特殊技能」是較困難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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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學閱讀和性別之相關性 

從獨立樣本 t 檢定的分析結果，本研究發現性別在三個分測驗，彼此均無顯 

著差異，表示男生和女生在三方面的表現均相當。 

二、 建議 

  本節將根據本研究的資料分析結果，針對未來在實務應用，以及未來可再研

究與發展的方向提出以下的建議： 

（一） 依據本研究的測驗分析結果，可供未來在數學之學科閱讀 

(content-area reading)研究之參考方向。 

（二） 本研究主要探討國小「因數與倍數」方面的數學閱讀，未來可針對 

其他面向的數學主題進行探討。 

（三） 本研究主要探討國小五年級「因數與倍數」方面的數學閱讀，未來 

可針對因數與倍數之應用或學習階段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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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aims at mathematics reading performance of fifth 

graders. Contents of the mathematics reading are related to factor and multiple 

contexts. The researchers develop assessment of mathematics reading. Comparisons 

on differences between gender are discussed. In addition, strategies and responses of 

pupils are collected so that their erroneous concepts could be discussed. There are 

totally 117 fifth graders in this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pupils perform the best as to 

general reading. However, pupils perform the worst in mathematics specific skills. On 

the other hand,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re doesn’t exit difference between gender. 

Finally, based on the findings, some sugges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al instruction are discussed.  

 

Keywords：mathematics reading, mathematical literacy, factor and mult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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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低成就學生表現與師生關係特徵的探討 

 
林素微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測驗統計組 swlin0214@mail.nutn.edu.tw 

 

摘要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除了課業的傳授之外，教師也是學生原生家庭

之外的重要他人之一，教師對於學生的學習有相當的影響力，因此良好的師生關

係應是教室經營的一項重點。本研究以 PISA 2009 學生問卷中關於師生關係量表

來進行探討，其中針對目前臺灣亟需面對的補救議題作為分析的主軸，以數學低

成就學生與其所感知的師生關係進行探討。研究運用潛在類別分析，分別將學生

在師生關係量表的反應組型加以意義化分類。結果以分成 4 種型態為最佳，根據

這四群學生在師生關係量表的作答機率組型分別命名為關係淡漠組(7%)、表象融

洽但有所偏頗組(8%)、外在關係融洽組(15%)以及關係融洽組(70%)，換句話說，

有 70%的臺灣 15 歲認為他們與教師的關係是十分密切且融洽的。這四組學生以

外在融洽及及關係融洽組在數學素養的表現最佳，淡漠組表現最弱。 

研究中進一步將 PISA 2009 臺灣 15 歲學生的數學素養水準分成成就薄弱組

(原國際定義的水準一及低於水準一)、成就中等組(原國際定義的水準二至水準

四)、及成就頂尖組(原國際定義的水準五及水準六)，應用對應分析，檢視不同成

就表現與師生關係組型；結果指出成就薄弱組的學生傾向於認同他們的教師與他

們的關係淡漠或者僅有表象且有所偏頗，相對的，成就頂尖的學生則傾向於有較

融洽的師生關係認同。針對此一現象，研究建議教育研究者可以針對表現薄弱的

低成就學生探討如何提升他們對於教師的認同感進行探討，而教師則可考量如何

與這群特殊學生的建立融洽的互動關係，透過安全的學習氛圍營造來進一步提升

學生的數學素養。 

 

關鍵字：數學素養、師生關係、低成就學生、PISA  

 

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數學是臺灣正規教育重要的學科之一，學習數學，除了邏輯思維等基本能力

的訓練之外，也有助於升學或者就業。同樣的，數學與生活有相當密切的關聯，

從數量的掌控、資訊的掌握，以及邏輯的推衍與應用，這些知識與技能都與日常

生活或職場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也因為如此，是近代學校數學課程與教學發展的

方向。 

PISA(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國際學生能力評量

計劃，為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自 1997 年起籌劃，其評量目的是想要了解 15 歲學生學習及問題解

決的素養，檢視學生是否具備面對社會挑戰的能力，而數學是其中的評量項目之

一。為能充分參與現代社會，數學素養水準 2 被視為是數學精熟度的基準線，P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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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低於水準 2(也就是水準 1 及低於水準 1)的學生是亟待補救強化的薄弱群

組，這些學生未來在日常工作生活的真實世界中將面臨數學思考或學習的困難，

教育社群應正視這些弱勢水準所面臨的障礙。 

建構良好的師生關係是學校教育環境中重要的一環，相關研究指出師生關係

影響學生的學習甚鉅(張玉茹、江芳盛，2013)。黃儒傑(2012) 指出社經弱勢學生

與一般學生的師生關係可能不同，中低以下收入及單親學生所獲得社會支持較一

般學生少，教師惟宜多關懷弱勢學生以減少衝突關係，而良好的社會支持與正向

師生關係有助於提高弱勢學生的學習任務價值，且良好的社會支持還能夠促進良

好的師生關係， 更加提高學習任務價值。丁學勤、 曾智豐(2013)以財團法人臺

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執行並釋出的「臺灣兒童及少年長期追蹤調查計畫」，

共有 1402 位國中學生進行分析，結果中只出師生關係對學業表現有負向顯著性

影響，但師生關係對學習狀況會產生顯著正向影響；而學習狀況會對學業表現產

生顯著正向影響；親子關係、師生關係、教育期望對學業表現的影響路徑亦可透

過學習狀況的中介效果進而影響。 

PISA 除了素養表現的測量之外，同時也探討了學生、家庭、學校等諸多面

向可能的影響因素，其中，師生關係也是其感興趣的主題之一。在 PISA 2009 的

學生問卷當中，透過學生對於「我和大部分老師相處融洽」、「大部分老師都關心

我的身心健康」、「大部分老師都認真聆聽我的心聲」、「假如我需要協助，老師都

會援手相助」、「大部分老師都公平地對待我」等問題的同意程度來測量學生所感

知師生關係。透過李克特量表的計分，結果呈現師生關係與成就表現的相關僅

有.08 的低度相關，解釋力僅有 0.64%。從這樣的結果來看，師生關係和成就表

現的關聯幾乎為 0，此項結果與文獻的結果可能有所差異，而這樣的差異可能來

自於問卷的估計方式。因此，本研究假設師生關係與學生的表現有所關聯，嘗試

透過學生將學生所感知的師生關係進行意義化的類別切入，探討數學低成就學生

對於師生關係的感知為何，相對於其他成就水準較高的學生，他們所感知道的教

師對待，會偏向何種型態？不同的師生關係感知的學生，其數學素養的表現又是

如何？基於這樣的想法，本研究採用潛在類別分析將學生所感知的師生關係進行

客觀的分類，探討不同師生關係型態的學生的數學素養表現，並進一步針對不同

師生關係型態與數學表現成就間的關聯性。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提出的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 PISA 2009 台灣 15 歲學生所感知的師生關係潛在組型及其數學表現。 

2. 檢視台灣 15 歲學生不同師生關係組型與不同數學表現水準的關聯情形。 

研究方法 

一、資料 

研究中的資料是來自 2009 臺灣地區 PISA 資料，共有 5831 名 15 歲的學生

參與，刪除師生關係問卷的缺失值之後，樣本人數為 5807 人，研究針對用這些

學生進行潛在類別分析。而探討不同師生關係型態與數學學習表現的關聯時，則

使用加權後的學生人數，為 296266 人。 

二、師生關係量表 

「我和大部分老師相處融洽」、「大部分老師都關心我的身心健康」、「大部分

老師都認真聆聽我的心聲」、「假如我需要協助，老師都會援手相助」、「大部分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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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都公平地對待我」等 5 道題目，題目為四點量表，分別為「非常不同意」、「不

同一」、「同意」、「非常同意」。本研究將「同意」及「非常同意」偏向肯定的回

答編碼為 1，「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偏向否定的反應編碼為 0 來進行潛在

類別分析以獲得適切的師生關係潛在類別模式。 

三、方析方法 

本研究針使用MPLUS軟體進行潛在類別分析以獲得適切的師生關係潛在類

別模式。之後，進一步使用 SPSS 軟體進行不同師生關係型態的學生，其數學素

養表現的概況，最後使用對應分析來檢視不同師生關係型態與不同數學素養水準

組型間的關聯情況。 

研究結果 

一、師生關係潛在類別模式 

潛在類別模式是利用觀察反應變項來測量類別的潛在類別變項，其目的是利

用觀察試題將人分類到各個類別中，潛在類別的模式適配指標，有 AIC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Adjusted BIC 這幾個指

標。選擇最佳模式時，AIC、BIC 及 Adjusted BIC 的數值愈小，則模式愈佳，若

樣本人數大的，則 BIC 比較適合用來選擇最佳模式(Nylund, Asparouhov & Muthé

n，2007)。師生關係的潛在類別模式適配指標如表 1 所示，AIC、BIC 及 Adjusted 

BIC 的數值，均以四個類別模式最低，因此，研究者以四個類別的模式為最佳模

式。 

表1  問題解決探索性潛在類別分析模型適配指標摘要表（N=5807） 

Model AIC BIC Adjusted BIC 

2-class 23663.04 23736.37 23701.42 

3-class 23379.45 23492.78 23438.76 

4-class 23295.49 23448.83 23375.74 

5-class 23283.28 23476.61 23384.46 

 

表 2 顯示類別比率及這四種型態學生在試題的做答反應機率，這四個型態的類別

比率分別為 7.87% 、15.45%、69.55%、7.13%，也就是全部的學生有接近 8%被

分到類別 1，15%被歸類為類別 2，70%的學生則是被歸類為類別 3，而另有 7%

的學生被歸類為類別 4。類別 1 的學生在題目 1同意的條件機率為 0.691，代表

類別 1 的學生有 69.1%的機率在〝我和大部分老師相處融洽〞上是正向的反應。 

圖 1 及表 2 可以觀察到類別 1 的學生在與教師的互動上有六成左右的機率

同意與教師相處融洽，但僅有二成左右的學生認為教師會聆聽學生的心聲且公平

對待；因此本研究將類別 1 命名為「表象融洽但有所偏頗」組；類別 2 的學生

相對有較高的機率同意與教師相處融洽且教師會適時伸出援手並且公平對待，但

卻較不同意教師會關係學生的身心健康或者認真聆聽學生的心聲，此種類型的學

生本研究歸之為「外在關係融洽組」；類別 3 的學生則是在各項題目中均高度認

同，他們認為與教師相處融洽，且教師會認真聆聽、關心學生、公平對待，因此，

本研究針對類別 3 的學生命名為「關係融洽組」；類別 4 的學生則在各個題目的

同意機率相當低落，顯示他們不認為他們與教師具有融洽的關係，且任為教師並

不會公平地對待他們，此群學生本研究命名為「關係淡漠」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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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class 模式在問題解決量表題目上的條件機率與潛在類別比率 

題目 類別 1 類別 2 類別 3 類別 4 

1.我和大部分老師相處融洽  0.691 0.828 0.985 0.266 

2.大部分老師都關心我的身心健康  0.615 0.273 0.943 0.000 

3.大部分老師都認真聆聽我的心聲 0.223 0.108 0.914 0.000 

4.假如我需要協助，老師都會援手相助 0.689 0.824 0.996 0.220 

5.大部分老師都公平地對待我 0.175 0.929 0.948 0.178 

類別比率 7.87% 15.45% 69.55% 7.13% 

 

 

 
圖 1 四類別模式在師生關係量表題目偏向同意反應的條件機率 

二、四種師生關係型態學生在數學素養上的表現 

研究針對四種師生關係組型學生在數學素養的表現進行探討，結果如表 3 所

示，這四種類型當中，以外在融洽以及融洽組表現較好，而以表象偏頗和淡漠兩

組的表現較弱。四種師生關係型態對於學生數學解釋力為 1%左右。 

 

表 3 不同師生關係類型學生在數學素養上的描述統計 

 表象偏頗 外在融洽 融洽 淡漠 全體 

平均數 526.25 552.30 546.67 513.40 543.51 

標準差 106.67 102.88 103.31 108.35 104.40 

人數 23761 45226 206034 21245 296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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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師生關係類型與不同數學表現水準之關聯情況 

研究進一步將 PISA 2009 臺灣 15 歲學生的數學素養水準分成成就薄弱組(原

國際定義的水準 1 及低於水準 1)、成就中等組(原國際定義的水準 2 至水準 4)、

及成就頂尖組(原國際定義的水準 5 及水準 6)，使用對應分析檢視不同師生關係

型態與不同數學表現水準組型的關聯情形，結果χ2
= 1501.381，p<.001，表示數

學表現水準組型與師生關係型態存在著依賴的關係，從圖 2 可以觀察到數學成就

薄弱組的學生傾向於認同他們的教師與學生關係淡漠或者僅有表象且不公平的

對待，相對的，成就頂尖的學生則傾向於有較融洽的師生關係認同，而表現在國

際水準 2 至 4 的成就中等學生則介於外在融洽以及融洽之間。 

 

 

圖 2 問題解決類型與數學學習策略組型之對應分析圖 

結論與建議 

羅寶鳳(2003)指出”多元的社會需要多元的課程，未來的教育過程中「非正式

學習」與「潛在課程」對學習的影響將日益重要，教學如何超越方法與技術，深

入探討學習過程中的人與人的關係，作為一種潛在的課程，提供學習者更多元的

學習與發展”，她指出教學包含教學方法及教學風格兩個部分。後者較為隱含，

涉及到教師信念與學習過程中關係的建立，且教學風格可能比教學方法更為重

要。 

本研究利用潛在類別分析，將學生所感知到的師生關係型態可以分為關係融

洽、外在關係融洽、表象融洽但有所偏頗、以及關係淡漠這四種型態；其中，將

近七成的學生認為他們與教師關係融洽，同意教師會聆聽他們的心聲、關心他們

的健康且會公平對待。可見臺灣教師的師生關係經營上得到大多數學生的認同。

也因為如此，師生關係在連續變項下與表現的相關偏低，此種現象與張國祥(2009)

的澳門學生分析中得到類似的結果。透過潛在類別分析，可以針對不同表現水準

組型與師生關係型態得到相對較多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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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指出，不同師生關係類型在數學素養表現上，以融洽和外在融洽

的表現相對較高，而僅有表象的師生關係經營或者師生關係淡漠的學生通常表現

也相對較低。透過對應分析來看數學成就薄弱組的學生傾向於認同他們的教師與

學生關係淡漠或者僅有表象且不公平的對待，換句話說，針對這一群學生，除了

認知成就的提升之外，教師有必要針對師生關係再努力，針對此一現象，研究建

議教育研究者可以針對表現薄弱的低成就學生探討如何提升他們對於教師的認

同感進行探討，而教師則可考量如何與這群特殊學生的建立融洽的互動關係，透

過安全的學習氛圍營造來進一步提升學生的數學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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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ng the perceived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of 

mathematics low achievers 

 
Su-Wei Lin 

Dept. of Educ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Abstract 

  This study trie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type and students’ mathematical achievement. The hypothesis of this 

study is the low achievers tending to have negativ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The 

data of this study were based on the PISA 2009 data from the PISA database website 

http://pisa2009.acer.edu.au/. There were 296266 Taiwan students in this study. By 

adopting the 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 and correspondent analysis. The results 

support the hypothesis of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at teacher should not only notice the learning progress, but also notice the 

management of positiv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Keywords：mathematical literacy,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low-achievers, P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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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旨在探討三位國小六年級資優生解數學建模問題時的

歷程與結果。研究者根據自訂之數學建模 DOER Model，藉由學習單與課堂錄音

資料進行分析。結果發現，三位資優生出現類似的數學建模歷程，包括預測答案、

數學運算、解釋問題情境、相信自己的解法，且能發展出自己且不同的數學模型。

三位資優生在各建模階段的表現有所差異，但在描述階段與運算階段的表現較解

釋階段與再確認階段佳。 

 

關鍵詞：個案研究、資優生、數學建模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近年來，國內外數學教育皆愈來愈關注數學素養的部分，數學建模

(mathematical modeling)能力即是其中的重要一環。Niss (2002)將建模能力列入八

種主要的數學能力(competencies)之一。而國際學生評量計畫(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亦將建模視為發展數學素養試題的架構

(OECD, 2003)。 

數學建模是針對實際問題組建數學模型的過程(鐘劍、簡國明、桂紹輝，

2000)，近代數學教育重視學生在真實情境中展現其數學解題能力，我國九年一

貫課程綱要中即強調學生要能夠將數學運用在日常生活中(教育部，2008)，

VanTassel-Baska與 Stambaugh (2006)進一步提出資優數學課程頇考量將數學事件

與日常生活連結。基於上述研究背景，研究者認為解決實際問題亦是資優生數學

教育的重點目標，因此擬針對資優生與數學建模能力相關的議題進行探討。 

而學者提出資優生思考靈活、流暢(Greenes, 1981)，具良好邏輯思考與推理

能力(Davis, Rimm & Siegle, 2011)及洞察問題的直觀能力(劉哲源、劉祥通，

2008)，在進行數學解題時能運用多元的解題策略(呂玉琴、呂佳蓉，2013；黃家

杰，2004；蔡啟禎，2004)。根據上述資優生展現的解題特質，研究者認為資優

生應有能力進行數學建模活動。 

目前國內與國小資優生數學解題相關研究多採傳統數學解題的觀點(江奇

婉、劉祥通，2000；莊純芬，2011)，例如：Polya (1957)所提出包括了解問題、

225



2016 年第八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數學教學工作坊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6The Eighth ICTME and Workshop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擬定計畫、執行計畫、回顧解答的四步驟解題歷程。然而研究者在實際教學過程

中發現資優生在面對非例行性、問題線索較不明確的挑戰性數學問題時，其解題

歷程並不完全符合傳統觀點的直線型解題歷程，而與 Lesh & Lehrer (2003)指出透

過一系列發展、測試、修改的循環歷程而產生模型的數學建模歷程較為接近。此

外，Steiner (2006)提出資優生在數學解題時較一般生偏好使用高層次解題策略，

Seagoe 則認為資優生能創造出原創性的解題策略(引自 Clark, 2008)，根據上述特

質的展現，研究者認為資優生應有能力進行數學建模活動，且是適合觀察其建模

歷程的對象。 

然而，綜觀國內外數學建模歷程的相關研究，研究對象多以普通生為主，目

前國內僅有一篇探討七年級資優生數學建模歷程的研究(顏富明、張靜嚳，

2011)，較無針對國小資優生數學建模歷程的研究，因此這方面的研究還具有相

當的可發展性。 

綜合以上所述，研究者認為過往研究較少關注國小資優生的數學建模歷程，

而資優生較能在數學建模歷程中展現其解題特質，有助於教學者依照其特質設計

適合的數學課程，且在重視解決真實問題的數學教育思維下，數學建模能力亦是

重要的數學素養，此為研究動機。而資優生數學建模歷程屬於初探性議題，且建

模為複雜的思考歷程，故研究者擬以過往數學建模相關理論與研究為基礎，採個

案研究法來探討國小資優生的數學建模歷程。 

二、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資優生的數學建模歷程，研

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國小六年級資優生進行數學建模的歷程。 

(二)分析不同國小資優生數學建模結果的差異。 

貳、文獻探討 

一、 數學建模的意義與歷程模式 

學者多將數學建模定義為藉由模式來探究現象的規律 (Mason & Davis, 

1991)，即是以數學語言和方法來建立描述現實世界系統或問題的數學模型(鐘

劍、簡國明、桂紹輝，2000)。而各學者提出的數學建模過程皆為循環型(Lesh & 

Doerr, 2003)，且建模活動期間的幾個階段，會出現連續回溯與參考真實脈絡的

情形(Haines & Crouch, 2007)。 

其中，Lesh 與 Doerr (2003)提出的建模循環(modeling cycle)，包括：一、描

述(description)：建立由真實世界到模型世界的指引，即透過描述建構模型；二、

操作(manipulation)：操作模型以對原始的問題解決情境產生預測或行動；三、轉

化/預測(translation/prediction)：將操作所得的轉化/預測結果帶回真實世界；四、

驗證(verification)：驗證行動及預測的有效性；而當問題無明顯的數學詮釋時，

解題過程會包含幾個建模循環，逐步精練、修正或拒絕其描述、解釋及預測。 

而研究者即是以 Lesh 與 Doerr (2003)提出的四階段建模循環為基礎，參酌其

他學者的建模歷程理論，訂出本研究之數學建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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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適合資優生的數學建模問題設計 

Lesh 等人提出設計數學建模教材時頇關注的六項原則，包括：(一)模型建構 

(model construction)原則：問題頇能讓學生對情境提出描述、解釋、解題、預測，

而非單一答案；(二)真實(reality)原則：與學生生活經驗相關，不同程度學生皆能

有意義解讀之問題；(三)自我評估(self-assessment)原則：問題的陳述頇提供讓學

生自我評估解決方案可行與否的判斷標準；(四)模型文件化(model documentation)

原則：頇要求學生用文字紀錄解題過程，以了解其思考歷程並自我評量；(五)建

構自我能力與再使用(construct self-ability and re-usability)原則：頇要求學生創造

可與人共享、能根據情境修正的解題策略，並發展為一般性規則；(六)有效原型

(effective prototype)原則：問題頇提供簡單原型，但解題策略可用於類似數學情

境(Lesh, Hoover, Hole, Kelly, & Post, 2000)。 

而國內外學者提出資優生數學學習時的相關特質(郭靜姿，2000；黃志成、

王麗美、高嘉慧，2008；蔡莉莉，2011；Davis, Rimm & Siegle, 2011；Greenes, 1981；

Renzulli, 1978)，包括：(一)早熟的數學能力發展：能力早熟，有優異記憶力與靈

活思考；(二)高層次思考能力佳：良好邏輯推理與抽象思考能力，有較佳的後設

認知能力等高層次思考能力；(三)偏好複雜、挑戰性高的任務：喜歡富挑戰性的

事物，具強烈內在學習動機與高度工作專注力。 

因此，資優生的數學學習適合採「加深」與「加廣」並重的區分性課程(吳

昆壽，2006；Gavin et al, 2009)，頇兼顧其學習速度和種類(毛連塭，1996)，且課

程安排應有挑戰性(郭靜姿，1994)，並調整為抽象、多樣化、複雜性高的課程(毛

連塭，1996)。因此，研究者以 Lesh 等人提出的六項原則為基礎，並依上述資優

生特質與學習需求調整所設計之數學建模問題。 

三、 適合資優生進行數學建模活動的教學模式 

國內外學者提出資優生進行數學解題時的心智活動特徵(呂玉琴、呂佳蓉，

2013；江奇婉、劉祥通，2010；黃家杰，2004；蔡莉莉，2011；Borkowski & Peck, 

1986；Davis, Rimm & Siegle, 2011；Steiner, 2006)，包括：(一)善用數學知識及良

好的直觀能力：能運用良好分析與推理能力及了解問題結構脈絡的洞察力；(三)

運用後設認知能力解題：較一般生為佳的後設認知能力，能了解自己的認知歷

程；(四)運用解題策略：能運用尋找規律、畫圖表徵、歸納推理、逆向求解等多

元策略進行解題，且較一般生偏好使用高層次的解題策略。 

根據上述文獻，資優生具備運用數學知識、多元解題策略與展現良好高層次

思考能力等解題特徵，應在進行數學建模活動時提供其展現解題時各項心智活動

特徵的機會，因此本研究採用以學生為學習主體的數學探究教學模式，其是讓學

生在課室中參與開放性、以學生為中心、動手做的活動(Colburn, 2000)。 

參、研究方法 

一、 數學問題與教學設計 

本研究之數學問題是修改自 Aliprantis 與 Carmona (2003)所提出的建模問

題，解題目標是找出園遊會時擺攤販賣紅茶所需購買的茶葉種類與數量，及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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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茶的最佳定價與利潤。研究對象需根據表 1 中紅茶定價與販售量的數字變化關

係，以題目設定的固定紅茶比例（每 100 公克茶葉加入 3 公升水，並分裝為每杯

500C.C.販賣）來計算利潤，以建立尋找紅茶最佳定價的數學模型。 

研究者根據 Lesh 等人(2000)提出的教材設計原則發展出建模問題，並依照

資優生的學習特質進行調整，題目中加入紅茶同定價時的銷售量差異與茶葉不零

售等多重限制條件，增加問題複雜度，並在表 1 的數列規律中納入國中階段「等

差級數」的基礎概念，提升問題深度，形成適用於資優生之開放、複雜、真實的

數學建模問題。 

表 1  紅茶定價與販售量 

定價(元) 茶葉 A 販售杯數(杯) 茶葉 B 販售杯數(杯) 

10 500 700 

11 495 690 

12 490 680 

13 485 670 

14 480 660 

15 475 650 

…
 

…
 

…
 

註 1：茶葉 A 為越南茶，茶葉 B 為台灣茶，販賣茶葉 B 時會註明為台灣茶，紅茶定價相同時，

茶葉 B 販售杯數較多。 

註 2：茶葉 A 每 600g 裝一包，茶葉 B 每 300g 裝一包，茶葉以「包」為單位購買，不零售。 

本研究所採用之數學建模教學模式，如圖一所示，研究者是以數學建模問題

為中心，並將教學重點放在研究者根據相關理論設計之數學建模 DOER Model

中的四個循環階段，並透過對應上述數學建模階段的四個數學探究教學步驟來進

行課堂活動，以下分別說明四個建模階段與對應的探究教學步驟：(一)描述階段

(Description)：即教學過程中的佈題階段，研究者引導研究對象詮釋真實情境並

轉化為數學問題，運用符號表徵來建立數學模型；(二)運算階段(Operation)：教

學過程的解題階段，研究對象透過數學運算得到數學模型的預測結果；(三)解釋

階段(Explanation)：教學過程的討論階段，透過課堂討論，研究者引導研究對象

運用數學模型的預測結果來解釋真實情境；(四)再確認階段(Re-checking)：教學

過程的評估階段，研究者透過課堂討論與溝通來引導研究對象在真實情境中驗證

數學模型的有效性，並提出支持的證據；而當真實情境與數學模型的結果之間有

落差時，則回到描述階段繼續進行建模循環歷程，逐步修正、精煉數學模型。 

每個數學建模階段都會依序進行下列三項教學程序，以描述階段舉例說明

之：(一)個人解題：研究者先鼓勵研究對象自行發想多元的解題方法；(二)師生

討論：透過研究者的引導與與提問，進行師生討論，協助研究對象澄清其解題方

法，並提出支持解題方法的證據；(三)解題修正：研究對象依師生討論的結果與

自己的想法來修改原本的解題方法，並將修正結果做為下一個建模階段進行個人

解題的基礎。 

 

228



2016 年第八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數學教學工作坊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6The Eighth ICTME and Workshop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圖 1 數學建模模式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三位研究對象都是屏東縣國小六年級的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平

時數學學習成績優良，對於數字的感覺敏銳，善於從題目中找出解題線索。研究

對象都未參與課外數學補習活動，其數學學習經驗主要來自學校課堂與課外閱讀

活動，及每週 1 堂的資優班數學課程。 

三、 資料蒐集與研究工具 

(一)學習單 

 研究者將本研究所採用之數學建模 DOER Model 的四個階段轉化為研究對

象能理解的語彙，設計出配合數學建模活動課堂使用的學習單，主要目的是讓研

究對象以紙筆紀錄的方式描述自己進行建模活動時的數學思考歷程與結果。 

(二)上課錄音 

研究者在課堂中運用錄音蒐集資料，希望能忠實還原教學現場，並特別關注

兩個部份，一是描述研究對象課堂中主動表達的數學思考過程與想法，以及在教

師引導提問下的發言與回應；二是紀錄課堂活動中進行師生討論的社會互動歷

程，研究者藉此了解每位研究對象的數學建模歷程與結果。 

四、 資料編碼與分析 

研究者蒐集完相關資料後，首先將課堂錄音轉譯成逐字稿，並將所蒐集的資

料依照研究工具類別、資料來源日期、問題編號及研究對象代碼來依序進行編

碼，例如：「錄 0115」代表「1 月 15 日的上課錄音」；「學 0118 -S1」代表 1 月 18

日編號 S1 學生的學習單。 

量化分析是針對學習單內容來進行數學建模品質的評分，評分標準如表 2，

結果反映研究對象在各數學建模階段的表現，並加總得出整體數學建模品質，藉

此比較不同研究對象的數學建模結果與品質；質化分析則是分析、比較不同研究

對象的建模歷程，以更深入了解其數學建模歷程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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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數學建模品質評分標準 

評分面向 命題陳述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描述(D)：

提出適當

解題方法 

我選擇使用

的解題方法

及原因 

能提出解題

方法，並以適

當證據支持

想法 

能提出解題

方法，但只提

出不充足或

有誤的證據 

能提出解題

方法，但無法

提出相關證

據 

無法提出解

題方法，且不

相信解題成

功的可能性 

運算(O)：

列式與運

算 

我的解題過

程(列式、運

算過程、結

果) 

能正確列式

與進行數學

運算 

能正確列

式，但數學運

算過程有誤 

數學運算過

程正確，但列

式有誤或不

完整 

無法正確列

式與進行數

學運算 

解釋(E)：

運用解題

結果來解

釋真實情

境 

運用我的解

題結果來說

明問題情境 

能正確運用

解題結果來

完整解釋真

實情境 

能正確運用

解題結果來

解釋情境，但

不完整 

能以解題結

果來解釋情

境，但解釋有

誤或不合常

理 

無法運用解

題結果來解

釋真實情境 

再確認

(R)：確認

解題方法

的有效性 

我的解題方

法是否有

效？是否需

要修正？為

什麼？ 

能以適當證

據來確認解

題方法的有

效性 

僅能以充足

或有誤的證

據來確認解

題方法的有

效性 

無法提出相

關證據，但相

信解題方法

的有效性 

無法提出相

關證據，且懷

疑解題方法

的有效性 

五、 資料分析的信效度 

(一)信度分析  

本研究主要採「相互同意度」來進行數學建模品質評分的信度檢驗，研究者

邀請一位主修數學教育的研究生共同進行「評分者一致性」的信度檢定，本研究

所選用的公式如下：相互同意度
2M

=
(N1+N2)

 ，M1=完全同意數目，N1 和 N2 分

別代表第一位與第二位評分者的同意數目(歐用生，2000)。 

(二)效度考驗  

為提升本研究的效度，研究者使用的數學建模理論、問題設計、教學方法與

資料歸類方式，皆是以相關理論與過去的研究為基礎發展出來的，因此具有理論

的支持，並在過程中與專長為數學教育領域的指導教授進行討論與確認，藉由專

家的參與和審核，提升其有效性與說服力。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 資優生進行數學建模的歷程 

研究者針對研究對象實施 3 節課的數學建模活動，並分析其課堂表現，以下

依照先後順序描述其數學建模歷程。 

在閱讀完情境問題後，先讓研究對象自行提出多元解題方法。研究對象會先

針對情境內容與自己的生活經驗而對問題解答形成假設，初步決定欲販賣的茶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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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與價錢。 

S2：賣成本比較低的然後賣貴一點，或兩個混著賣？ 

S1：不一定吧，有些人會覺得越貴的東西品質比較好。 

S2：當然賣越南茶，這樣賺得比較多，等等，台灣茶(可以賣)七百杯，那我改用台

灣茶。 

S2：外面都賣 25 或 30(元)，在園遊會需要賣這麼貴嗎？ 

S1：園遊會應該賣便宜一點，因為小朋友不會看品質，只會看價錢。 

S2：我決定要賣 30 塊！ 

S3：那我應該要賣 15 元(錄 0115)。 

接著，研究者以提問來引導研究對象尋找適合的解題方法，研究對象能立即

運用其數學經驗提出合理可行的解題方法，其中 S1 提到的數列規律概念，與「等

差級數」的基礎概念相關，但研究對象未接觸過國中數學課程，因此嘗試運用六

年級所學之「等量公理」概念來說明其想法。 

T：題目只提供 10 到 15 元的販售量，如果想賣貴一點怎麼辦？ 

S1：看規律。 

S3、S2：正比。 

S1：不用正比，就這個(手指題目中的茶葉 A 販售量)一直減 5，這個(手指茶葉 B

販售量)一直減 10。  

T：這是什麼數學概念？ 

S1：正比。 

S2：還是等量公理？ 

S1：應該是等量公理，同加、同減、同乘、同除，但好像有點怪怪的(錄 0115)。 

小組討論結束後，研究對象據此決定是否修正原本的假設與解題方法，其多

會根據生活經驗提出作決定的理由，如圖 2。 

(學 0115 -S1) 

圖 2  S1 自行發想的解題想法與師生討論後的解題修正 

接著，研究對象開始嘗試將自己對情境問題的假設轉化成數學算式並進行計

算，每位研究對象在此階段的數學建模歷程及其所建立的數學模型有所不同，以

下分別說明之。 

S1 預計販賣定價 10 元的越南茶，其在運算過程中經常以放聲思考的方式來

說出計算歷程，並運用比例、無條件進位法等數學概念進行解題。 

S1：100 公克比 3 公升，3 乘 6 等於 18，所以 600 克比 18 公升的紅茶。 

S1：18 公升花了 70 元，除以 0.5 等於 36(杯)。 

T：那要怎麼計算買多少茶葉？ 

S1：500 除以 36，但是 500 除以 36 除的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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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除不盡時怎麼辦？ 

S1：那就買多一點。 

T：總共需要買多少？ 

S1：500 除以 36，總共買 14(台斤)(錄 0118)。 

而 S1 所建立的數學模型是先計算每台斤越南茶可製作的紅茶杯數，藉此推

算 500 杯紅茶的所需茶葉的數量與成本，藉此得出實際利潤，再與同價格台灣茶

的所得利潤進行比較(圖 3)。 

(學 0118 -S1) 

圖 3  S1 的數學模型 

S2 預計販賣台灣茶，其數學模型是運用題目提供的數列規律來估算定價 30

元時的紅茶販售杯數，即算式 650-150=500（杯），並考量節省紅茶未販售完而

多出的茶葉成本，而找出最接近 500 杯的實際販售量，即算式 18*27=486 （杯），

再以茶葉成本與實際販售量來計算實際所得利潤，如圖 4。 

 (學 0118 –S2) 

圖 4  S2 的數學模型 

S3 預計販賣定價 10 元的越南茶，其是以每杯紅茶的成本與利潤為單位，推

算出整體利潤與茶葉成本，但在運算過程中未考量購買茶葉數量與實際販售杯數

之間的落差，如圖 5。 

(學 0118 –S3) 

圖 5  S3 的數學模型 

運用數列規律推算售價

30元時可賣出 500杯 

最接近 500杯的實際 

販售量 

 

半台斤的台灣茶售價

30元時的總販售額 

 
半台斤的台灣茶售價

30元時的總利潤 

 台灣茶售價 30元時的 

實際總利潤與每杯利潤 

 

購買茶葉的實際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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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彼此分享其所建立的數學模型並進行小組討論，三位研究對象都相

信自己解題方法與答案的正確性，皆表示不需再修正自己的解題過程。 

而後，研究對象嘗試運用數學模型來說明問題情境。其中，S1 能比較售價

相同時兩種紅茶的利潤來解釋其解題結果的有效性，較具有說服力。 

S1：奇怪，為什麼台灣茶會賠錢？ 

T：你怎麼確定的？ 

S1：真的賠錢！因為台灣茶一杯的茶葉成本要 22 元，如果一杯賣 10 元，當然賠錢。 

S1：所以我要用越南茶，一杯賣 10 塊，這樣賺到的錢大概 4 千多塊，賣的也不會

太貴，大家應該會很喜歡，而且越南茶和台灣茶同樣賣 10元時，賺到的錢差了 12620

元，台灣茶不僅不賺，還賠了八千多塊(錄 0119)。 

而 S2 嘗試結合解題結果與生活經驗來解釋原本的情境，如圖 6；S3 僅提出

自己的解題結果，未能針對問題情境進行解釋。 

(學 0119 –S2) 

圖 6  S2 在解釋階段的解題紀錄 

在小組討論過程中，S2 提到可運用同一算式並替換掉數字而得到各種數學

結果，S1 亦在比較兩種紅茶的利潤時，直接替換算式中的數字並求得結果，顯

示 S1 和 S2 自行發現其所建立的數學模型具有可類推性，符合 Lesh 等人(2000)

提出的「建構自我能力與再使用原則」。 

T：為什麼你覺得不用算越南茶的利潤？  

S2：因為只要換一下這個(算式裡的數字)就好，所以不同價格的利潤我都能算出來

(錄 0118)。 

研究對象提出個人想法與進行小組討論後，三位研究對象皆認為自己的解題

方法與結果是正確的，決定不再進入下一次的數學建模循環。 

T：想一想，每個人賺的利潤不一樣，你們要維持自己的想法，或是修改？ 

S1：當然是維持自己的想法。 

S2：不用修改。 

S3：我發現我賺得最少。(錄 0119) 

然而，研究對象較無法運用具體證據來說明不再修正解題的理由，僅 S1 嘗

試提出不充足的證據來說明其想法，如圖 7。 

(學 0119 –S1) 

圖 7  S1 在再確認階段的解題記錄 

233



2016 年第八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數學教學工作坊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6The Eighth ICTME and Workshop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根據上述分析與討論，可知三位資優生在數學建模的四個階段出現類似的歷

程，皆是先針對問題解答進行預測，選擇適當解題方法來列式與計算，藉此建立

數學模型，再運用得到的數學結果來解釋原本問題情境，並相信自己的解題方法

與結果而決定不再重新進入建模循環歷程。而三位研究對象在此建模歷程中運用

到比例、數列規律、估算(含無條件進入法及無條件捨去法)等數學概念來解題，

不同資優生運用的解題方法與所建立的數學模型有其相似與相異之處。 

二、 不同資優生數學建模結果之差異 

研究者將每位研究對象的數學建模品質評分結果整理如表 3，以下針對不同

研究對象在各數學建模階段與整體的數學建模品質進行討論。 

表 3  數學建模品質評分結果 

 評分面向 命題陳述 S1 S2 S3 

各建模

階段得

分 

描述(D)：提出適當解題

方法 

我選擇使用的解題方法及原

因 
4 3 3 

運算(O)：列式與運算 
我的解題過程(列式、運算過

程、結果) 
4 4 3 

解釋(E)：運用解題結果來

解釋真實情境 

運用我的解題結果來說明問

題情境 
4 3 1 

再確認(R)：確認解題方法

的有效性 

我的解題方法是否有效？是

否需要修正？為什麼？ 
3 2 2 

總得分   15 12 9 

(一)各建模階段的數學建模品質 

在描述階段，S1 能以合理的證據支持其想法，得到 4 分；S2、S3 僅能以不

充足的證據來進行說明，例如，S3 設定越南茶的定價為 15 元，理由是小朋友在

園遊會上不會買太貴的東西。而運算階段中，研究對象多能正確進行列式與計

算，顯示研究對象普遍能將其數學運算能力運用於數學建模歷程。 

研究對象在解釋階段的表現落差最大，S1 能比較兩種茶葉的銷售利潤來解

釋問題情境，得到 4 分；S3 則未能根據解題結果來進行說明，只得到 1 分。而

三位研究對象在再確認階段的表現普遍較不佳，雖然研究對象皆相信自己的數學

建模結果不需再進行修正，但較無法以合理證據來說明解題方法之有效性，僅

S1 提出不充足的證據而得到 3 分，S2 和 S3 則無法提出適當證據，例如，S2 只

提到計算過程有運用計算機輔助，應不會產生計算錯誤，而未做進一步說明。 

(二)整體的數學建模品質 

研究者將各建模階段的評分結果相加得到總分， S1 是三位研究對象中整體

數學建模品質最佳者，較能以適當且充足的證據來支持其解題方法，共獲得 15

分；S2 的總得分為 12 分，位居第二，所提出的解題證據大多不夠充足；S3 則

是在解釋階段與再確認階段中較無法提出相關證據，總得分只有 9 分。 

再將各建模階段進行綜合比較，結果顯示研究對象在前兩個階段（描述階段

與運算階段）的表現良好，多能根據問題情境來選擇解題方法並正確列式計算；

在後兩個階段（解釋階段與再確認階段）的表現普遍較不佳，較無法運用適當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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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來說明問題情境及證實解題方法之有效性。這可能與研究對象過往的數學學習

經驗有關，研究對象較少有機會練習表達其在數學解題歷程的想法，多是透過尋

找解題方法與列式計算等過程來進行數學解題。 

根據上述關於資優生數學建模結果的分析與討論，三位資優生在各數學建模

階段及整體的數學建模品質有所不同，S1 是在此數學建模歷程中表現較佳者。 

伍、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針對不同資優生的數學建模歷程進行分析與比較。結

果發現資優生大致呈現出類似的數學建模歷程，多是先針對情境進行預測，據此

選擇解題方法與列式計算，並發展出自己且不同的數學模型，再嘗試運用所得結

果解釋原本情境，並相信自己的建模結果而選擇不進行下一次的建模循環。 

不同研究對象在各建模階段的表現亦有所差異，研究對象在描述階段與運算

階段大多表現良好，皆能成功建立自己的數學模型；三位研究對象在解釋階段的

數學建模品質則落差較大；而研究對象在再確認階段的表現普遍較不佳，上述結

果可能間接反映其數學學習經驗。 

二、 研究建議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三位研究對象在面對複雜的真實情境時會出現類似的數

學建模歷程，如果修改問題的難度與複雜度，其建模歷程是否也會改變呢？可進

一步針對數學問題設計與建模歷程之間的關聯進行探討與研究。 

此外，研究對象在解釋階段與再確認階段的表現普遍較不理想，較無法以適

當證據來解釋情境與驗證解題方法的有效性，因此，教師在進行數學建模活動

時，可多提供學生表達其數學思考歷程與想法的機會，並以適當的提問來進行引

導，藉此擴展學生此方面的數學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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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ase study was adopted to investigate the mathematical modeling process of 

three 6th gifted graders, when they solved the life-related problem. The “DOER 

model” of mathematical modeling was created by researchers as the analytical tool, 

collected working sheets and audio-recording in classroom for understanding the 

modeling process of gifted student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ree gifted students 

presented similar mathematical modeling process, that including predicting the result, 

doing mathematical operation, explaining the problem situation with their answer, and 

believing their own solution. All of them could develop their own and different 

mathematical models. They have better performance on the stage of Description and 

Operation than on Explanation and Re-checking in their modeling process. 

 

Keywords：case study, gifted students, mathematical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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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教師分數布題表現 

 
 李秀妃 1  

1台東大學特教系李秀妃 fei@nttu.edu.tw 

摘要 

   分數除法是國小四則運算裡計算和概念最複雜也最難懂的一個單元。文獻指

出不只國小學童在此有很大的困難，師培中的職前教師不少也有計算困難，而概

念理解的表現更是不理想。特教教師負責資源班的個別化教學/補救教學工作，

對於一般國小學童在數學方面普遍有學習困難的分數除法部分，特教教師本身的

解題能力與概念理解將影響教學成效與學生的學習，是不容忽視的研究議題。但

目前相關的文獻似乎缺乏，因此本文想探討特教教師在分數除法問題的解題與概

念理解，透過探討暑期特教系碩士班學生共 74位解一題分數除法題目(1 ÷ )，

以及布題的表現來回答本研究問題。結果發現，只有 25.7%解題全對，56.8%有

算出答案，但忘了化成最簡分數，17.6%有計算錯誤。布題策略方面， 32.5%解

釋成除以 2，28.4%空白無解釋，25.7% 是用測量模式(measurement model)，9.5% 

採用部分模式(partitive model)，4.1%解釋成乘以 1/2。換句話說，對分數除

法概念有充分理解且能正確布題的特教教師只佔本研究的 35.2%。相關建議與討

論也將於本文中敘述。 

關鍵字：在職老師、特教老師、分數除法、布題、概念理解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根據相關研究指出，分數除法是國小四則運算裡計算和概念最複雜也最難懂

的一個單元(MA, 1999)。文獻指出不只國小學童對此有很大的困難(Ni,2001;Ni & 

Zhou, 2005; 游政雄&呂玉琴，2002;陳明宏&呂玉琴，2005)，師資培育課程中的

職前教師不少也有計算困難，而概念理解的表現更是不理想(Ball, 1990b; Tirosh, 

2000; Toluk-Uçar, 2009; Osana & Royea, 2011; Isik＆Kar, 2012; Lo & Luo, 2012; 

Unlu & Ertekin, 2012; Lin, Becker, Byun,Yang & Huang, 2013; Tobias, 2013)。我們

都會期待教師對課程內容知識必頇有充分瞭解，這是教師最基本必備的能力，亦

是 Ball(1990a)認為教師必頇具備的「紮實數學知識」 (substantive 

mathematical knowledge)。特教教師負責資源班的個別化教學/補救教學工作，

一般會到資源班的學童已經是學科上（數學）的學習居於弱勢，有顯著學習困難

者，然而對於一般國小學童在數學方面普遍有學習困難的分數，尤其是分數除法

部分，特教教師本身的解題能力與概念理解將影響教學與學生的學習成效，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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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受教權，因此研究特教教師的數學能力與概念理解是不容忽視的研究議

題。然而，目前這方面的研究缺乏。 

二、研究目的＆問題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和重要性，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在職特教教師的解題能

力與概念理解，以分數除法為例。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和研究問題如下：一、探討

國小在職特教教師透過計算題的解題過程，分析其分數除法的數學知識如何？

二、探討國小在職特教教師透過布題活動，分析其分數除法的數學概念理解如

何？  

 

貳、文獻探討 

一、數學教學知識 

 Ball、Thames、Phelps(2008)提出數學教學知識(Mathematical Knowledge for 

Teaching, MKT)的理論架構，認為教師的 MKT 是影響學生的數學學習與概念理

解的主要因素，因此師資培育者應該重視教師的 MKT，以維護學生的受教權且

知道如何協助教師的專業發展，進而為我們的數學教育把關。Ball 等人修正

Shulman (1986) 提出的經典著作，即除了學科知識外，也應該關注教師的學科教

學知識，即所謂的 PCK (Pedagogy of Content Knowledge)，Ball 等人將學科知識

(subject matter knowledge)再細分為三項：一般學科知識 (Common Content 

Knowledge)、帄行學科知識(Horizon Content Knowledge, HCK)以及特殊學科知識

(Specialized Content Knowledge, SCK); PCK 也細分為三項（學生的知識 

(Knowledge of Content and Students, KCS)、教學知識 (Knowledge of Content and 

Teaching, KCT)、課程內容知識(Knowledge of Content and Curriculum, KCC)。林

碧珍(2001)修正 Shulman 提出的 7種教師知識，以「數學」取代「學科」，精簡

地提出教師的數學專業知識涵蓋三個面向：一、教師的數學知識、二、數學教學

知識、以及三、學習者認知知識。Fennema 和 Franke (1992) 指出數學教師知道

自己「懂數學」(know what) 和「會教數學」(know how)是二回事。 

綜合以上各學者提出的理論得知，除了基本的數學學科知識外，數學教師也

應該瞭解學生的思考與迷思概念，能適時提問和調整教學策略，以提升教學品質

與學生的學習成效。數學學科知識是最基本的，若缺法，遑論教學，因此，本研

究先由此入手，其他的 MKT 面向，不在此文探究。 

 

二、分數概念 

「數與量」是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領域內容中的五大學習主題之一，課程

階段目標指出在小學畢業前，必需熟練小數與分數的四則計算(教育部，2003)，

然而「分數」對很多學童而言是頭痛且容易造成學習困難的一個數學概念，因為

分數概念具有多重意義遂增加其複雜性與理解困難(Ball, 1990b; 林碧珍，

1990；呂玉琴，1991,1998；林福來、黃敏晃，1992)。不同的學者相繼對分數的

意義提出看法和分類，林碧珍（1990）提出五類：一、全部區域的部分區域以連

續量(長度、面積、容積)為主：部分-整體模式；二、集合中的部分集合：子集

合-集合模式；三、數線上的:數值-數線模式；四、二整數相除的結果-商模式；

五、二集合或二個度量相比的結果-比值模式。呂玉琴(1998)認為在國小數學教

材中的分數意義也包含五類：部分/全體、子集合/集合、二數相除的結果、數線

上的一點以及比五種意義。國中小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教育部，2003)將有理數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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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到的二種不同表現形式-分數與小數，視為最具挑戰性的主題，因為其包含了

有理數最核心意涵，即「除」的意涵，可再分為四類：帄分、測量、比例以及部

分/全體的意涵。 

由上述分數多樣化的意涵描述，不難想像分數的概念、意義和邏輯性比整數

複雜，因此，於不同情境下所解讀的不同意涵皆會影響個人對分數的認知結構與

概念理解。本文探討的對象為教師，讓我們接著瞭解教師的分數概念表現如何。 

(一） 教師的分數概念 

 林福來、黃敏晃(1992) 針對國小在職教師分數教學研究發現，部分國小教

師的分數概念有偏差迷思。呂玉琴(1998) 針對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國小教師暑期

在職進修碩士班的調查發現，高達 75.7%的國小教師的分數概念欠佳，概念與教

學知識較佳者只有 7.4%。陳怡方(2010)研究二位國小四年級教師，一位有 13年

年、另一位有 3年年資，比較他們在分數的學科和教學知識的差異，結果發現資

深教師對於分數概念、概念的學習發展與教學順序比較理解，也比較能針對學生

的學習問題與困難作教學上的調整，這結果也呼應了其他研究者的發現，即教師

對學科知識理解越深入和廣泛，越能靈活選擇、調整教學或教材，進而增進學生

的學習(Ball et al.,2008；MA,1999)。因此，瞭解教師的分數概念知識是必要

且重要的。 

(二） 分數除法 

 MA (1999) 提出分數是小學數學中涉及最複雜的數字，除法是四則運算中

最難和複雜的，因此，「分數除法」，對最複雜的數字加以運算，堪稱為小學數學

課程的算術裡最具挑戰性的主題，亦即，如前面文獻所述，分數除法是難上加難

的小學數學主題，加上分數的計算比整數複雜，不能由類推整數四則運算的知識

而來；因此不難發現很多研究結果顯示迷思概念和理解困難，不只學童、在職/

職前教師皆難免倖免。 

MA (1999)比較中國和美國在職教師的數學知識和教學知識，尤其是分數除

法，結果顯示美國教師的分數除法知識（計算能力、概念理解）明顯不足，遠遠

落後於中國教師一大截，因為大多數(在職和職前)教師並不清楚為何要學分數，

對分數概念理解片面且鬆散，大多死記死背計算過程，例如：分數除法即倒著乘，

不清楚分數的多重意涵、參照單位、多重表徵、和其他概念的關係，以及和真實

世界的連結(Tirosh, 2000; Toluk-Uçar, 2009; Osana & Royea, 2011; Isik＆Kar, 2012; 

Lo & Luo, 2012; Unlu & Ertekin, 2012; Lin, Becker, Byun,Yang & Huang, 2013; 

Tobias, 2013)。MA (1999)的研究以三種分數模式分析教師的解題策略：一、測量

模式(measurement model):需要幾份可以裝完全部/全部裡有幾份部分(單位)/

全部是部分的幾倍；二、部分模式(partitive model)：已知部分，求整體；三、

乘積/面積模式(product and factor model): 比（值）關係，已知二數乘積和

其中一數，求另一數。本研究將採這三種策略來分析特教教師的概念理解類型。 

一份分析 2000-2015年的國際文獻回顧顯示，研究主題為關於數和算術的師

資教育相關研究，在職教師的研究數量相對於職前教師少很多 (Lee & Lin, 

2016)，而分數除法的主題也是這個趨勢，關於在職教師的數學知識研究少於在

職教師（例如：MA, 1999; 林福來、黃敏晃，1992；呂玉琴，1998）。陳怡方(2010)

的研究裡有一題帶分數除以真分數的題目，教師除完後所得的答案（分數）的單

位和題目問的為不同單位，需進一步轉換單位才能得到正確答案。因此，即使資

深教師對分數除法一樣有迷思概念，需要注意並判斷所求的單位為何(參照單

241



2016 年第八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數學教學工作坊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6The Eighth ICTME and Workshop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位)，才不會犯錯。 

以下的研究對象皆為職前教師。Tirosh (2000) 研究 30 位修數學教材教法

課的以色列大二學生，以紙筆測驗測量分數除法，結果顯示大多數學生知道如何

計算分數除法，但無法解釋計算過程。Lo & Luo (2012)研究台灣師培生分數計

算與概念理解，共三題，結果指出儘管台灣職前教師的分數計算能力頗高，但是

若要畫圖表徵解釋帶分數除以真分數時，這些台灣職前教師仍有困難，作者們認

為這些職前教師並未接受額外的數學課，他們的策略偏好測量模式與以線段或面

積為主的連續量解釋，很少用到部分模式。Lin et al.(2013) 比較台美二地的

大三師培生分數四則運算能力，發現台灣大三學生在分數加、減、乘、除法的計

算能力顯著優於其美國同儕。Tobias (2013)在數學教材教法課中研究 33位職前

教師如何定義部分/整體的分數語言，透過課堂中的討論研究者/師培者提供了一

些分數語言的問話架構，例如：分數是根據一個參照的整體而來，部分和整體為

何，要這些職前教師注意分數的語言，是一個、一份、每一份、這一份的差別。    

 

三、布題 

Osana & Pelczer (2015)回顧了1990-2012年布題運用在國小師資教育數學教材

教法課的研究，只得到8篇文章，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布題是數學教學的一

環；二、布題可以從教學抽離，視為單獨的活動，可探討布題時的認知歷程以及

影響布題的信念/情境；三、布題對研究者為測量特定研究主題的工具，例如概

念理解；對師培者作為檢視職前教師的學習、知識或信念的工具，例如分數理解

的知識是否有所成長和改變。本研究採用布題為研究工具，屬於第三類的功用，

是用來檢視在職教師分數除法的概念理解。 

另外和本研究一樣採用布題探究職前教師的分數除法知識和概念理解的研

究有五篇。Osana & Royea (2011)對 8位職前教師施以一對一的分數教學介入，

介入後顯示職前教師對分數四則運算的迷思概念有改善，但布題能力則非一蹴可

成。另外土耳其學者(Toluk-Uçar, 2009; Isik＆Kar, 2012; Unlu & Ertekin, 2012)  

也有 3篇以布題為工具探討職前教師分數除法的研究，只有 Toluk-Uçar (2009)

有以布題作為教學介入的途徑，其餘則和本研究相同，只以布題為分數除法概念

的檢驗工具。共同的發現為大多職前教師將「除以 1/2」和「除以 2」或「乘以

1/2」混淆。Lin et al. (2013)的研究也採用布題探究職前教師的教學知識/概念理

解，結果發現台灣學生分數四則運算能力高於美國學生，分數的概念理解在加、

減、乘法中，台灣學生的表現亦優於美國學生；縱然如此，進一步的分析顯示，

二國學生分數計算能力和概念理解能力的相關性都很弱。這呼應了 Fennema 和

Franke (1992) 指出的，數學教師「懂數學」未必「會教數學」。Lin et al.認為台

灣學生在師培的課程中並沒有特別加強布題、分數概念理解的訓練。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工具為一紙筆測驗，測量教師們除法概念，但本研究只分

析其中的一題，即為分數除法題目(1 ÷ )，教師們被要求首先計算題目答案，

過程要記錄，不要只寫最後的答案；然後依據題目式子，出一道吻合題意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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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亦即布題。本研究企圖透過分數除法的計算和布題來瞭解特教教師對分數除

法的數學知識（程序性和概念性知識）。研究對象為 74位在職老師於暑假期間到

本校在職進修修習特教系碩士班學生，研究者利用約 50-60分鐘時間，請這些在

職進修老師們協助填寫數學題目問卷，並向他們保證作答結果不影響其學業成

績，請安心作答。 

答案的分析分成二部分：一、計算能力，二、概念理解。計算的分析分成三

等級，0 分為計算錯誤，1 分為計算過程正確，但無化成最簡分數，2 分為計算

過程正確且化成最簡分數。概念理解的分析以 Ma (1999) 的三種模式為主要分析

架構：測量模式、部分模式、乘積模式，另外加上空白以及錯誤類型分析（例如：

將除以 1/2 誤認為「乘以 1/2」、「除以 2」）。以統計軟體 SSPS 16.0 分析資料，跑

次數統計分析計算能力上三種得分與概念理解策略的分布情形（次數、百分比）。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教師年資的最小值是 1 年，最大值是 22 年，帄均年資為 5.3 年，標

準差為 3.9 年。Ma (1999)研究中的美國教師帄均年資是 11 年，中國教師為 18 年。

本研究的台灣特教教師相對於 Ma 的研究的教師，顯得資淺，這大概反應了一個

現象，即是大多數資深的教師早就完成了碩士學位進修，目前會參加暑期進修的

教師大多是剛考上正式教師，所以比較資淺。 

計算方面的分析分成三等級，數據如表 1：沒有空白不作答的，有 13 位教

師的計算錯誤(17.6%)，42 位過程正確，但無化成最簡分數(56.8%)，19 位過程正

確且化成最簡分數( 35.7%)。本研究的台灣教師在計算方面的表現優於 Ma (1999)

研究中的美國教師，43%是全對的，即計算正確又化成最簡分數，但是卻不敵

Ma 研究中的中國教師，答對率是 100%，無人犯計算錯誤。 

 

表 1 計算能力得分分布情形 

分數      類別                            N       % 

0 錯誤                       13 17.6  

1 過程正確，無化成最簡分數        42 56.8  

2 過程正確，化成最簡分數 19 25.7  

Total   74 100.0  

 

布題解題策略分布情形，數據如表 2：有 19 人採用測量模式(25.7%)，例如

若 1/2 裝一袋（包），1 (全部)要裝幾袋（包）或幾次才能將全部裝完/全部是部

分的幾倍。有 7 位用部分模式布題(9.5%)，例如 1 是 1/2 的量，那全部(1)是多少？

以上二種策略為正確的概念理解策略，合併二項策略的百分比為 32.5%，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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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台灣教師分數除法的概念理解只有大約 1/3，即 35.2%的教師具有正確的

理解，換句話說，高達 64.8%的台灣教師缺乏分數除法的概念理解，因此無法布

題成功。誤認題目的除以 1/2 為「除以 2」有 24 位(32.5%)，誤認為「乘以 1/2」

的比較少，只有 3 人(4.1%)。最後為空白，沒有解釋，只有寫計算答案的也不少，

有 21 人(28.4%)。 

 

表 2 布題解題策略分布情形 

類別                            N       % 

測量模式 19 25.7 

部分模式 7  9.5 

除以 2 24 32.5 

空白 21 28.4 

乘以 1/2 3  4.1 

Total 74 100 

 

台灣教師於概念理解的整體表現勝過美國教師，他們只有 1 人(4.3%)能正確

理解分數除法並布題成功，其餘 6 人(26%) 空白，16 人(69.6%)概念錯誤。雖然

台灣教師的概念錯誤沒有美國嚴重，但是整體而言也有 67.5%的教師不理解除以

1/2 的意義，多數混淆成除以 2，這二者可是很大的差別。這可能顯示台灣的特

教教師將分數除法和整數除法混淆，他們經常犯的錯誤是將題目布題成「帄分 2

人」。美國教師中只有 2 人(8.7%)發現「除以 1/2」和「除以 2」的不同，雖然他

們無法布題成功。其中，美國教師有高達 10 人(43.5%)的比例也是用均分、帄分、

對半來理解原題目的除以 1/2。顯然在這點上，台灣教師的表現也沒有比美國教

師好多少。 

相對於台灣教師比較偏好的測量模式，中國教師則偏好用部分模式布題，有

30 人(41.7%)用部分模式解釋分數除法，80 則布題中（全部老師是 72 人，有 12

人布題超過一種策略）有 62 則(77.5%)屬於這類。有 3 人(4.2%)採用乘積/面積策

略，台灣和美國教師無人採用此策略。只有 6 人(8%)說他們不會布題，1 人(1.3%)

誤將題目弄顛倒，布成 1/2 ÷1 的文字題，導致錯誤。有位教師甚至用同樣的元

素（例如糖）一氣呵成，布成三種不同的策略。換句話說，中國教師對分數除法

的概念理解是紮實、靈活且多元的，高達 90%的中國教師能成功地、至少用一種

策略布題。 

伍、結論與建議 

分數的語意概念 

Ma 分析中美二國教師布題的類型，美國教師多採生活化情境，吃東西、分

東西為主，而物件則多以具體、真實世界中可見、可得的整體 (wholes) 來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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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吃/分蛋糕、披薩、派、餅乾等。中國教師的布題情境則多抽象、看不見

的整體為例（例如：一條路的長度、做一件事情所花時間、書中的頁數等）。乍

看布題內容，會以為美國教師的題目類型活潑多元，且和學生的生活情境結合，

而中國教師出的題目則看不見、摸不著，好抽象！但是，若根據 Ma 的進一步分

析，中國教師的題目可是有學問的，從鋪路、工作(耕田、種麥、裝貨)、交通(火

車上下坡、船行走上下河流、走路的距離)涵蓋生活中的各種層面，是紮實的數

學運用於生活中的例子，讓學生瞭解同一個式子（這裡的分數除法）可運用到不

同的情境，同時學習到數學和生活是有關連的，是可以結合的，尤其是像分數的

除法，是有用的，不是只有在學校、課堂上考試用而已。 

當然，能用多元的策略布題、解釋同一個分數除法問題，其實需要教師對分

數的知識有深入的瞭解，知道分數的意義有如學者提出的五種意涵，從部分/全

體、子集合/集合、數線的一點、二數的關係（商到比、比值）。師培中心對在職

教師的專業成長或職前教師的培訓，對分數的概念不要再侷限於切披薩、蔥油餅

的部分/整體的認識，或是分數即等於帄分、均分的概念。美國教師雖然用生動

活潑有趣的例子布題，或許可以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但若教師本身的數學知識

缺乏、不完整、甚至鬆散不連貫，即使教師很有心、例子活潑有趣，終究巧婦難

為無米之炊。固著的概念，認為分數除法就是倒著乘，死記死背計算程序，對概

念不理解，將自己過去的學習經驗套在目前的教學，就會像 Ma 研究中的美國教

師，那些一知半解的分數除法知識依然無法協助自己完成布題，例如不瞭解帶分

數(1 )化成假分數(7/4)後分母 4 代表什麼（切成 4 份），所以卡住了。那些炫麗

的例子此時似乎變成花拳繡腿般，用處不大。 

Ma 提到中美二國教師採用的布題元素不同，本文尚未作這部分的分析，是

未來可以考慮進一步分析的好建議，終究要老師多元布題，不只策略，素材、物

件、故事也應該多元，並納入師培課程中。 

 

分數語言 

 本研究以及其他研究（如 Ma, 1999; Toluk-Uçar, 2009; Isik＆Kar, 2012; Unlu & 

Ertekin, 2012; Tobias, 2013）都發現無論在台灣、美國、土耳其，無論在職或職前

教師，概念上都容易將除以 1/2、除以 2、乘以 1/2 的概念混淆在一起。因此，Tobias 

(2013) 建議師培者應該提供職前教師有關「分數語言」的教學，分析看到一個

分數符號，得「提問」自己，這個是什麼、什麼的幾分之幾、部分/整體為何、

參照量、切幾份、求的單位量等。是一個、一份、每一個、這一個的不同。因此，

單位量、(一)份的語言(林碧珍，2001)，應該明白清楚的直接說明教學，講解之

間的不同，並教導我們的教師們！ 

 

增進 MKT 的研習 

本研究特教系在職進修碩士班學生的分數概念不是很理想，計算上有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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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師有錯誤，無法如中國教師是百分百答對，這顯示台灣特教系教師對於帶分

數以及分數除法還不夠熟悉。另外，分數除法概念理解的布題更是不理想，64.8%

無法正確理解分數除法，除以 1/2 的意義，因此需要教師專業成長課程多增加探

討數學教學知識(MKT)各面向的課程，因為更多教師已經取得碩士學位了，研習

課程的安排更顯重要，目前幾乎很少有關數學教材教法、MKT 的研習。 

陳怡方 (2010)的研究指出，零碎的學科知識，知識間的結構和連結鬆散、

缺乏系統和連貫性，將導致教師過度依賴教科書，無法融會貫通，只會機械式的

運算並不瞭解概念。相對地，資深教師具有較豐富的學科知識，瞭解知識的階層

與結構性，能以較精緻和深入的方式來歸納問題類型，連貫相關概念，整理出知

識（概念）的架構。因為本研究資深教師不多，不過未來可以將超過 10年年資

的教師抽出來分析，檢視年資對特教教師的 MKT，在此為分數除法的解題和布題，

是否如其他研究顯示，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 

 

布題 

 Osana & Pelczer (2015)指出布題是一個有利好用的工具，可提供研究者或師

培者檢驗所要研究的主題，例如分數除法概念的理解。但是，目前由於布題的構

念多元，各家各派對其定義、功能的分類尚未有共識，如何將此眾說紛紜的理念

付諸於職前教師的師培或在職教師的專業成長研習中，將是一大挑戰，尤其是，

師培課程有眾多需求，如何將布題納入已經很緊湊的課程中，恐怕需要師培者和

職前/在職教師有更多的共識。目前至少特教系的師資培育，並不重視數學的

MKT，更遑論布題，大多接受本研究受試的教師，都是第一次布題。或許，如

其他學者倡議的(Toluk-Uçar, 2009; Osana& Royea, 2011)，布題納入師培訓練中，

會逐漸改善師資生的概念理解，雖然效果不是一夕可成，但值得嘗試和努力。 

 

 期待特教系的師培系統、同仁、職前和在職教師，能一起為我們有數學學習

困難的學童的受教權一起把關，大家應該開始重視教師的 MKT 的專業成長，也

期待相關單位能更重視特教系老師的數學概念發展與投入更多的資源提供教師

專業成長，例如多舉辦一些相關研習與需要長期投入的讀書會，讓在職教師有帄

台分享教學困難、案例、疑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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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芬蘭與新加坡國小高年級數學教科書小數單元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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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南一版數學」、芬蘭「WSOY 版 LASKUTAITO in 

English」與新加坡「My Pals Are Here!」國小高年級小數單元的異同。以「題」

為分析單位，採用內容分析法探討三國家高年級小數單元數學問題佈題表徵與呈

現之差異情形。研究發現，在小數單元佈題表徵部分，芬蘭與新加坡的教科書小

數單元內容皆以數學型態佔據了全體的一半以上，而台灣則是以文字型態的內容

佔大宗。數學問題呈現方面，三個國家版本高年級小數單元佈題的呈現方式均以

「非情境」試題為主，均佔所有題目的 6成以上。 

 

關鍵字：國小高年級教科書、小數單元 

壹、研究動機 

許多學者認為數學教科書對於學習者學習到了什麼以及如何學習有相當大

的影響力(Chavez, 2003; Fan, 2013; Stein, Remillard, & Smith, 2007; Tarr, Chavez, 

Reys, &Reys, 2006; Yang, Reys, & Wu, 2010)。由於教材的差異性以及在不同的時

空背景下，透過每個老師對教材的理解傳達給學生，因而會產生多樣性的教學成

果，同時也可能被各種教材各自所架構的框架給侷限(Lloyd, 2008; Cai&Cirillo, 

2014)。因此，課程的分析是為提高學生學習的第一步。 

  但是根據相關研究中發現國小學童在小數概念學習方面表現並不理想（吳昭

容，1996；劉曼麗，1998；吳金聰、劉曼麗，2000；劉曼麗，2001；Chein, 1998; 

Wearne &Hiebert, 1986; Walle, 1998）。當學生對於小數除以小數若存在著迷思概

念，則會影響到未來國中數學－科學記號、百分率、面積…等等相關課程的學習。 

 綜上所述，小數單元的理解是國小學生應具備的基本能力，而教科書的呈現

與編排深深的影響學生的學習，如何讓學生在學習小數單元的過程中能對於小數

點位置的放置不再具有迷思概念，且更能完整的建構小數運算的能力，在日後相

關單元與學科的學習也能駕輕就熟。因此，分析臺灣、芬蘭與新加坡小學小數教

材編排之差異性有其必要性與重要性，此乃本研究之動機。基於上述動機，研究

問題如下： 

一、探討臺灣、芬蘭與新加坡數學教科書在國小高年級小數單元中，小數單

元佈題數之差異情形為何？ 

二、探討臺灣、芬蘭與新加坡數學教科書在國小高年級小數單元中，小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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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數學問題呈現之差異情形為何？ 

貳、文獻探討 

  相關研究(Steinle & Stacey, 2004)，指出學生在學習小數概念時會有許多迷思

概念。Hiebert 和 Wearne(1986)指出學生學習小數乘法及除法較於學習加減法困

難，由於小數乘除法的基本概念無法從整數的運算完全轉移，換而言之，學生在

學習小數的乘除法時，依舊具有「乘會越乘越大」、「除會越除越小」的既定印象。

陳永豐（1998）提出小數除法的概念對於學生而言較不易習得，例如商數小數的

判斷，餘數小數點的位置放置，學生都較容易產生混淆。劉曼麗（2001）指出學

童在乘除小數時，學生會放錯積的小數點或餘數的小數點；也有些學生在求餘數

問題中常以四捨五入法求商。在餘數的除法中，常有學生會忽略餘數的小數點，

或是將餘數的小數點對齊移位後的被除數小數點等錯誤的想法。 

   Yasuhisa (1987)指出日本與英國在分數與小數單元上有顯著不同。英國課

程將分數與小數的課程結合為一個單元，日本則是將分數與小數的單元各有一個

主題作教學。然而英國課程並沒有著重分數與小數在數線的表示方式，日本則有

強調分數、小數與整數三者間在數線上的關係。但是在英國的課程中有較清楚地

指出小數是分數的一部分，這部分卻是日本課程所缺乏的。如此的分析結果，明

確地區辨每個國家對於分數與小數課程的處理方式可能不同，各有各重視的部

分，也使得我們能從中明白小數課程在國家與國家間的差異。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欲分析臺灣芬蘭新加坡三個國家國小高年級數學教科書中小數運算

之數學問題表徵方式、呈現方式。因此採用內容分析法，並參考 Zhu & Fan (2006)

之研究架構為基礎，並針對本研究之需要再修訂分析單位與類目。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選擇南一版數學教科書、芬蘭 WSOY 的「LASKUTAITO 

in English」以及新加坡「My Pals Are Here!」(Marshall Cavendish Singapore, 2005)。 

內容分析架構 

  本研究在分析臺灣、芬蘭與新加坡國小高年級階段小數單元教材內容時，以

「題」為最小分析單位，分析範圍以課本為主。本研究定義「題」為： 

1、題目敘述僅包含一個問題者，計數為一題。如圖 1： 

 

圖 1 計數為一題之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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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採自南一數學五上（頁 128），2015。台北：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研究採「如何說」類目中「敘述形式類目」與「策略類目」進行分析比較。 

1、敘述形式類目： 

 本研究參考專家學者(Yang, Reys & Wu, 2010; 陳仁輝、楊德清，2010)對情境

之敘述及分類，將敘述形式類目分為情境與非情境來進行討論與分析。 

（1）情境問題 

   情境數學：又分為真實情境數學及虛擬情境數學。真實情境數學為學生能真

正體會、感受數學知識在生活情境中，如：5 顆橘子賣 100元，請問一顆橘子多

少錢？此問題為學生生活中，可能體會到的問題，故為真實情境數學；而另一種

情境數學則是指情境雖然為真實情況，但在學生生活中較難體驗及感受到的數學

問題，如：「有 公尺長的竹竿，每 公尺切一段，可以切成多少段？」此問

題為學生生活中，比較不容易遇到的問題，此為虛擬情境數學。然而只要是在佈

題中有情境的敘述，本研究便將之歸類到情境佈題。 

（2）非情境數學：在佈題中未有任何情境的數學題型，則為非情境數學。如：

「 」，此問題未包含任何情境，故為非情境數學。 

2、策略類目 

  策略類目主要用以分析教材呈現之數學內容。本研究之策略類目以「佈題表

徵型態」為主。 

  研究者參考過去相關研究（Zhu & Fan, 2006）將策略類目分成數學型態、文

字型態、視覺型態與聯合型態等四種表徵型態。詳細說明如下： 

A.數學型態表徵：問題主軸只包含數學符號 

B.文字型態表徵：問題主軸全為文字敘述 

C.視覺型態表徵：問題主軸由插圖、圖像、曲線圖、表、圖示、地圖等來表徵

D.聯合型態表徵：問題主軸包含兩種或以上之上述型態 

肆、研究結果與發現 

數學問題表徵方式之比較分析 

 本節將依據臺灣「南一版數學」、芬蘭 WSOY的「LASKUTAITO in English」

及新加坡「My Pals Are Here!」三個國家國小數學教科書中高年級小數單元運算

之數學問題表徵方式（數學型態、文字型態、視覺型態、聯合型態）進行統整與

分析。結果彙整如下： 

一、三個國家國小數學教科書數學之「問題表徵」分析 

 下表 1 呈現三個國家國小數學教科書高年級小數單元運算之數學問題表徵

型態題數與百分比。 

表 1 

三國國小數學教科書「高年級小數單元」之數學問題表徵型態題數與百分比整理 

三國國小數學教科書數學高年級小數單元 

 數學型態 文字型態 視覺型態 聯合型態 總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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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五上

題數 

6 

(7.31%) 

24 

(29.27%) 

51 

(62.20%) 

1 

(0.01%) 

82 

 

臺灣五下

題數 

80 

(49.69%) 

80 

(49.69%) 

0 

(0%) 

1 

(0.62%) 

161 

 

臺灣六上

題數 

20 

(35.09%) 

37 

(64.91%) 

0 

(0%) 

0 

(0%) 

57 

 

臺灣高年

級題數 

106 

(35.33%) 

141 

(47.00%) 

51 

(17.00%) 

2 

(0.67%) 

300 

 

芬蘭五上

(5A)題數 

278 

(62.90%) 

38 

(8.60%) 

64 

(14.48%) 

62 

(14.02%) 

442 

 

芬蘭六上

(6A)題數 

226 

(50.79%) 

95 

(21.35%) 

62 

(13.93%) 

62 

(13.93%) 

445 

 

芬蘭高年

級題數 

504 

(56.82%) 

133 

(14.99%) 

126 

(14.21%) 

124 

(13.98%) 

887 

 

新加坡 

題數 

209 

(61.83%) 

41 

(12.13%) 

60 

(17.75%) 

28 

(8.28%) 

338 

註：百分比＝（各項題數）÷（總題數） 

 

 從圖表中我們能看見，芬蘭與新加坡的教科書小數單元內容皆以數學型態佔

據了全體的一半以上，這顯示了此兩個版本的教科書在高年級小數單元以數學型

態的問題作為教學的主體，亦即強調計算能力的發展；而台灣則是以文字型態的

內容佔大宗，強調應用問題的解題能力之發展。 

呈現方式之比較分析 

 本節將依據臺灣「南一版數學」、芬蘭 WSOY的「LASKUTAITO in English」

及新加坡「My Pals Are Here!」三個國家國小數學教科書中高年級小數單元運算

之呈現方式（情境、非情境）進行統整與分析。結果彙整如下： 

一、三國國小之「呈現方式」分析 

 下表 2呈現三個國家國小數學高年級小數單元佈題情境與非情境題數與百

分比。 

表 2 

三國國小數學教科書高年級小數單元佈題情境與非情境題數及百分比整理 

三國國小數學教科書高年級小數單元 

 情境 非情境 總題數 

臺灣五上題數 17(20.73%) 65(79.27%) 82(100%) 

臺灣五下題數 57(35.40%) 104(64.60%) 161(100%) 

臺灣六上題數 35(61.40%) 22(38.60%) 57(100%) 

臺灣高年級題數 109(36.33%) 191(63.67) 300(100%) 

芬蘭五上(5A)題數 92(20.81%) 350(79.19%) 44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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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六上(6A)題數 153(34.38%) 292(65.62%) 445(100%) 

芬蘭高年級題數 245(27.62%) 642(72.38%) 887(100%) 

新加坡高年級題數 42(12.43%) 296(87.57%) 338(100%) 

註：百分比＝（各項題數）÷（總題數） 

 上表讓我們注意到，三個國家版本關於高年級小數單元佈題的呈現方式均以

「非情境」試題佔最大宗。然而，從情境表徵的觀點切入，臺灣高年級小數單元

情境佈題的方式大多由應用問題的方式呈現；芬蘭課程高年級小數單元的情境問

題不僅僅是將應用問題納入，也與統計圖表的內容做了相當完美的結合；新加坡

則是將大部分的情境題與計算機的使用作連結，讓學生在計算小數的四則運算

時，不會產生太大的負擔。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綜上所述，臺灣、芬蘭與新加坡三國國家小數單元佈題有些許雷同，佈題的

呈現方式大部分的佈題均以非情境為主，但就數學問題的表徵方式而言，芬蘭與

新加坡以數學型態佈題為主，臺灣則是以文字型態佔最大宗。如此的差別性，能

讓我們更深入地去探究三國國家在課程內容上的同與異。 

二、建議 

 另外，即使三國國家佈題均以非情境試題佔總題數比例的六成以上，但在情

境佈題的方式，我們能觀察出每個國家所重視課程與生活的連結有些許差異，臺

灣課程著重於應用問題的討論；芬蘭課程則會與其他單元（概數、百分比…等等）

結合；新加坡則是會教導學生計算機的使用與操作。讓我們能對於學生的學習方

式有更多不一樣的想法，使得學生能透過更多不同的教學，對小數單元有更進一

步的認識與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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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芬蘭、台灣小學數學教科書問題表徵方式之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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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苗栗縣藍田國小/嘉義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cinthia55612@gmail.com 
2嘉義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dcyang@mail.ncyu.edu.tw 

 

摘要 

    本研究採內容分析法比較美國、芬蘭與台灣小學數學教科書問題表徵方式之

差異。研究樣本為美國Everyday Mathematics（EM）、芬蘭「Laskutaito」版本及

台灣康軒版數學教科書。結果顯示三國三家版本數學教科書中數與量主題的數學

問題表徵方式明顯不同。芬蘭Laskutaito版本教科書以抽象符號表徵方式最多，

聯合表徵方式次之，圖形表徵方式最少。美國Everyday Mathematics版本教科書

與芬蘭Laskutaito版本教科書無差異，抽象符號表徵方式為最多，聯合表徵方式

次之，具體表徵方式與圖形表徵方式最少。台灣康軒版本教科書以聯合表徵方式

所占比例最高，但三個國家教科書版本文字表徵方式以台灣康軒所占比例最高。 

因此，期盼本研究結果可作為台灣未來教科書改革的參考依據。 

 

關鍵詞：問題表徵、數學教科書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數學被公認為科學、技術及思想發展的碁石，文明演進的指標與推手(教育

部，2008)。數學的學習除了注重建立循序累進的邏輯結構，更重要的是培養學

生藉由獨立的邏輯思考，發展成為解決問題的能力(教育部，2008；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Mathematics, [NCTM], 2000)。Schmidt等(2001)針對 1995第三

次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評鑑(the Thir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的總結成果之後續研究，發現課程與學習成就間呈現正向關係。教科書

是課堂教學的基本依據(Howson, Keitel, & Kilpatrick,  1981)。教科書是連結學生

的學習與教師的教學的重要工具（Cai, 2008）。數學教科書與教師教學和學生的

學習有密切關係（楊德清，2011；Cai, 2008; Stein, Remillard,& Smith, 2007）。事

實上，課室間教學發展幾乎完全依賴教科書之內容進行。因此數學領域課程教材

的編排會同時影響教師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 

國小階段數與量主題是數學學習的基礎同時也占各國教科書最高比例（教育

部，2008；Cai, 2009），因此研究數與量主題在教科書中的編排方式、表徵與概

念呈現是一項有趣且意義重大的任務。本次教科書比較研究以台灣、美國及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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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市場佔有率極高的教科書版本為研究對象，藉著比較三個國家國小一至六年

級數學教科書中數與量主題之數學問題表徵方式之差異，並期望本研究發現能提

供未來國小教科書改革的參考。 

二、研究目的： 

上述討論引發本研究動機，探討美國、芬蘭與台灣小學數學教科書在問題表

徵素材設計之差異。因此，研究問題為： 

1. 比較三國教科書數學問題五大表徵型態，具體物、抽象符號、視覺、文字及

聯合表徵分別所佔比重之差異為何？ 

2. 比較三國教科書數學問題五大表徵型態，具體物、抽象符號、視覺、文字及

聯合表徵分別之題型差異為何？ 

3. 比較三國教科書數學問題五大表徵型態，具體物、抽象符號、視覺、文字及

聯合表徵題型分布之差異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課程內容標準與過程標準 

美國國家數學教師協會（NCTM）。NCTM 為美國最大的數學教育組織，有超過

十萬會員分佈在全美國及加拿大，在改進數學教學、促進學生學習數學方面做出

了很大的貢獻（盧雪梅，2004；Kendall & Marzano, 2000）。NCTM 1989 年發表

了「學校數學課程及評量標準」《Curriculum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 School 

Mathematics》，提出美國數學課程的目標：了解數學的價值、對自己的數學能力

有信心、成為數學問題的解決者、學會數學溝通、學習數學推理。 

2000年 4月 NCTM 頒布「學校數學的原則和標準」《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for 

School Mathematics》，對於台灣數學課程改革有著深遠的影響。「學校數學的原

則和標準」將數學教育分成教育目標、六項教學原則、五項內容標準、五項過程

標準、四個階段學制等部分。NCTM 2000年版的「學校數學的原則和標準」，之

後陸續做了幾次微幅修正，深深的影響美國各州的教育，也影響了台灣近幾年來

的數學數學教育發展。台灣的數學能力指標，其精神承襲自美國 NCTM（2000）

對學校數學的主張。 

（二）數學問題表徵型態： 

本研究之第二項敘述形式類目參考以 Rumelhart與 Norman（19 8 3）所定義的表

徵︰即是一種「替代事務的模式」，也就是說「用某種事物來取代另一種事物的

效應」，是一種可以用圖形、表格、符號、心像、影像、例子等不同形式存在心

中的事物。另外 Mayer(1992)提出表徵與解題是解題中兩重要過程階段，表徵即

是了解問題，並轉譯問題內容為內在的心理表徵，包含給定狀態及所允許操作的

模式。綜合文獻瞭解，表徵是藉由圖形、表格、符號、心像、影像、例子等不同

形式，將問題做具體的呈現，以形成解題前的一種解題狀態與可允許解題的操作

模式，用以提升解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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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內容分析法，先針對研究目的選取分析單位與建構類目，建立內容

信效度，而後進行內容編碼，最後針對單元內容做分析與探討。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選取台灣「康軒版數學」、芬蘭「Laskutaito」及美國

「Everyday Mathematics」教材中小學一－六年級「數與量」教材內容作為研究

對象，三者在該國之市佔率都名列前茅，背景分述於下： 

    (一)台灣康軒版數學 

當教科書開放民間版時，康軒版就儼然成為台灣三大數學教科書出版商之ㄧ。

教材編輯理念強調學習活動與內容設計皆以兒童的生活經驗為主，開展「單元」

學習，根據兒童學習方式和思考特徵設計合宜活潑的教學活動使師生進行富有感

覺及能思考的教學，讓兒童主動快樂學習，培養兒童自己建立數學概念能力。 

(二)芬蘭「Laskutaito」教科書 

由WSOY所發行的「Laskutaito」教科書編寫歷史已經長達近20年之久，是

芬蘭各中小學使用比例最高的教科書版本，編輯理念以讓兒童獲得廣泛性的概念

知識以及發展兒童建立解題能力為主，並以開放性的問題作為問題架構，提供兒

童思考能力之培養，同時芬蘭教科書提供多元化布題以利刺激學生的邏輯思考並

且能夠增強邏輯推理的能力。 

(三)美國「Everday Mathematics」教科書 

美國Everyday Mathematics 教科書乃依據NCTM所出版之學校數學原則與

標準所設計，因此，被稱為標準化數學課程。Everyday Mathematics強調發展概

念及理解，亦強調學習數學目標以能解決生活問題、以數學思考問題模式為主。 

本研究選取小學一–六年級「數與量」單元主題相關的內容，以此作為研究

範圍，康軒版習作及Laskutaito的進階練習並未納入計數。 

二、資料處理 

（一） 類目分析與資料處理 

本研究進行分析時先以「單元」作為區分單位，再以「題」做為最小分析單位，

每題符合不同「表徵方式」作為目標單位計數。 

「題」之定義說明如下：(  )+9=12，即視為1題。 

本研究以教科書數與量單元「表徵方式」，依據(楊德清、陳仁輝，2010；Lesh & 

Lamon, 1992; Yang, Reys, & Wu, 2010; Zhu & Fan, 2006)等人的研究將表徵之型

態分為具體物表徵方式、視覺表徵方式、抽象數學符號表徵方式、文字表徵方式、

聯合表徵方式等五種，定義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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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體物表徵方式：操作具體物指具體物教育而言，如積木、分數板等，這

些教具配合數學概念使用才有意義。 

圖 3-1-5：為具體物表徵方式之題目 

Note. From Laskutaito in English 

2ACH2(p.52)by Pia Saarelainen,2006,Helsinki：

Wsoy Opppimateriaalit Oy. 

 

 

 

 

 

（2）視覺表徵方式：指靜態的圖形模式，如數線圖和面積圖等。 

圖 3-1-6：為視覺表徵方式之題目 

Note. From Laskutaito in English 4ACH4 

(p.48)by Pia Saarelainen,   2006,Helsinki：

Wsoy Opppimateriaalit Oy. 

 

 

 

 

（3）抽象符號表徵方式：指個體用符號來掌握概念，對符號進行運思。這裡所

謂的符號和心像並不一樣，符號與實物間無類似之處，是個體隨意選擇的記號；

而心像是外在實物的抽象意義或影像。 

圖 3-1-7：為抽象符號表徵方式題目

Note. From Laskutaito in English 

6ACH1 (p.22)by Pia Saarelainen,     

2006,Helsinki：Wsoy Opppimateriaalit 

Oy. 

 

 

（4）文字表徵方式：以文字說明問題。 

圖 3-1-8為文字表徵題目 

Note. From Laskutaito in English 

5BCH1(p14)by Pia 

Saarelainen,2006,Helsinki：Wsoy 

Opppimateriaalit 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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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聯合表徵方式：問題呈現型態以上述兩種或兩種以上之表徵方式者屬之。 

圖 3-1-9：為聯合表徵方式之題目 

Note. From Laskutaito in English 6A 

CH1（p.13）by Pia Saarelainen,  

     2006,Helsinki：Wsoy 

Opppimateriaalit Oy. 

 

 

 

 

(二)內容分析之信度與效度 

研究者採用「評分者信度」作為信度的檢驗方式。評分者信度是指評分者將內容

單位分派各類目的一致程度評分者信度的誤差來源在評分者間的差異(郭玉生，

2005)，算出評分者之間相互同意值(Pi)。研究評分者是由研究者本身具有正式小

學教師資格且在小學服務 25年及同校任教 23年之資深教師分別評分，其結果信

度值 0.88大於 0.8，顯示本研究有良好的信度。 

肆、結果與討論 

ㄧ、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三國教科書數學問題五大表徵型態，具體物、抽象符號、視覺、文字及聯

合表徵分別所佔比重之差異。針對台灣「康軒版數學」、芬蘭「Laskutaito」與美

國「Everyday Mathematics」三個版本數學教科書中數與量主題的數學問題表徵

加以分析及比較。其結果彙整如下： 

三國教科書數與量主題之表徵方式統計數據如表 4-1-1： 

表 4-1-1芬蘭、美國、台灣康軒三個國家數學教科書版本問題表徵方式分析 

 

版本 

 

布題方式 

台灣康軒 美國 

Everyday 

Mathematics 

芬蘭 

Laskutaito 

具體表徵 85 

2.2% 

159 

5% 

955 

5.9% 

視覺表徵 

 

150 

3.9% 

158 

5% 

766 

4.8% 

抽象符號表徵 910 

23.6% 

1392 

43.9% 

8432 

52.6% 

文字表徵 985 

25.6% 

672 

21.1% 

2675 

16.7% 

聯合表徵 1719 792 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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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25% 20% 

總題數 3849 

100% 

3173 

100% 

16065 

100% 

（二）三國教科書數學問題五大表徵型態，具體物、抽象符號、視覺、文字及聯

合表徵分別之題型差異其分析結果顯示，本次計數三國三家教科書版本題數，台

灣康軒版 3849題，美國 3173題，芬蘭 16065題居冠。台灣康軒版本教科書以聯

合表徵方式 44.7%為最多，文字表徵方式 25.6%次之，具體表徵方式 2.2%最少；

芬蘭 Laskutaito版本教科書以抽象符號表徵方式 52.6%最多，聯合表徵方式 20%

次之，圖形視覺表徵方式 4.8%最少；美國 Everyday Mathematics版本教科書以抽

象符號表徵方式 43.9%為最多，聯合表徵方式 25%次之，具體表徵方式與圖形表

徵方式 5%最少。分析結果頗令人意外，探究其結果發現具體表徵方式及圖形視

覺表徵方式在三國三家教科書版本中所佔比例均偏低；抽象符號表徵方式以芬蘭

及美國教科書版本所占比例均偏高，美國 Everyday Mathematics版本教科書所佔

比例最高但是題數卻不及芬蘭 Laskutaito版本教科書題數的六分之一。聯合表徵

方式上圖形與文字聯合方式占大部分。 

文字表徵方式以台灣康軒版本題數所占比例最高，美國 Everyday Mathematics版

本教科書次之，芬蘭 Laskutaito 版本教科書最低，雖然所佔比例不高但是芬蘭

Laskutaito版本教科書文字表徵方式題數卻為其他兩國的 3~4倍之多。 

聯合表徵方式台灣康軒版本教科書題數所占比例最高，美國 Everyday 

Mathematics版本教科書次之，芬蘭 Laskutaito版本教科書最低，芬蘭 Laskutaito

版本教科書聯合表徵方式題數卻為其他兩國的 2~3倍之多。 

（三）三國教科書數學問題五大表徵型態，具體物、抽象符號、視覺、文字及聯

合表徵題型分布之差異以台灣康軒版本教科書在低年級的具體表徵方式因為虛

擬故事情境布題方式，因而使文字表徵方式占很高比例，而其他兩國則因學生識

字能力差採用較高比例的具體表徵方式，但是台灣康軒版本教科書在低年級習作

的布題仍是以具體表徵為主。芬蘭聯合表徵方式題目最為多元，生活情境中的各

種問題都能融入在問題中以不同的表徵方式呈現。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三國三家版本數學教科書中數與量主題的數學問題表徵方式明顯不同。 

（一）芬蘭Laskutaito版本教科書以抽象符號表徵方式最多，聯合表徵方式次之，

圖形表徵方式最少。但從研究中發現依年級數學教學的層次，具體表徵方式、視

覺表徵方式與抽象符號表徵方式的銜接順序不變，雖然大部分的視覺表徵方式都

與文字或抽象符號做聯合表徵，抽象符號表徵方式占最大多數的目的顯而易見的

是期望學生能經由具體或半具體操作後有高層次認知概念及能力做數學。

Laskutaito版本教科書的聯合表徵方式展現了多元的知識領域融入布題。 

（二）美國Everyday Mathematics版本教科書與芬蘭Laskutaito版本教科書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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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符號表徵方式為最多，聯合表徵方式次之，具體表徵方式與圖形表徵方式最

少。Everyday Mathematics強調數學的抽象符號並不是近代數學才發展出來的，

由數學史融入課程中的教材編輯就清楚指出數學運用抽象符號做為表徵方式遠

在古埃及時代就已有記錄，因此Everyday Mathematics也期待學習者在數學學習

中能盡早進入運用抽象符號學習數學的模式 

（三）台灣康軒版本教科書以聯合表徵方式所占比例最高，但三個國家教科書版

本文字表徵方式以台灣康軒所占比例最高。固然是因為康軒版本因為虛擬故事主

題大幅提高文字表徵方式，但也凸顯出康軒版本教科書仍舊依循以往的編輯模式，

不敢輕忽文字表徵方式能夠展現情境的描述。以聯合表徵方式輔助擴展文字表徵

方式的多元性，使布題更為活潑與貼近生活情境。抽象符號表徵方式在康軒版教

科書中所占比例比文字表徵方式低，顯示康軒版本教科書強調以文字表徵作為情

境式的布題，能夠幫助學生數學概念與解決生活問題的連結。 

二、建議 

1.研究者選定的數與量主題因為範圍過大，研究工作負荷沉重，因此建議未來研

究者可以縮小研究範圍做更兼具質性與量化的問題表徵或是教學設計研究，如此

可更進一步比較分析出教材的問題表徵與其教學設計的特色，提供給未來選擇教

材者做為參考。 

2.建議未來從事教材研究者可以針對不同版本的學習者參與國際評比的學習成

就表現做相關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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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pplied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number and measurement in the elementary mathematics textbooks among Taiwan, 

Finland, and the U.S.A. The differences of representation (graphic, symbolic, verbal, 

and combined representation).Results show that the Taiwan textbooks put more 

emphasis on combined problems, however, the U.S.A. and Finland focus on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There are different strengths and weakness among the three textbooks. 

We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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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與玩數學帅童幾何主題操作性課程教學對幾何概念提昇

效益之研究 

 
李英 1 

 林原宏 2
 

1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ingingleetw@gmail.com 
2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學系 lyh@mail.ntcu.edu.tw 

 

摘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幾何教學介入對於帅童幾何概念的提升效益，此教學介

入的課程名稱為「想與玩數學帅童幾何主題操作性課程」，本研究中所探討的帅

童幾何概念包含「對幾何名詞的聽聞經驗」、「對三角形的辨識能力」、「對四邊形

的辨識能力」、「二維與三維空間的視覺轉換能力及小方塊的推理計數能力」、「對

特定圖形經帄移、旋轉、翻面(鏡射)後的辨識能力」、「對特定圖形(六邊形)的組

合拼貼能力」等六個向度。 

    本研究採用不等組前後測準實驗設計，選取臺中市某公立帅兒園的大班生兩

班為研究對象，一班為實驗組，接受教學介入及教具自由探索的實驗處理；另一

班為控制組，只接受教具自由探索的實驗處理。研究結果發現，教學介入的實驗

處理，除了在「對幾何名詞的聽聞經驗」的提昇沒有顯著差異外，在其他五個向

度的帅童幾何概念有顯著提昇成效。根據此研究結果，本文亦提出教學上及未來

研究上的相關建議。 

 

關鍵字：帅童、幾何概念、幾何的教與學 

 

壹、 緒論 

一、 研究動機與背景 

    生活周遭不論是自然環境還是人造物品，隨處可見到幾何的身影；幾何學在

整個數學發展史上，也一直佔據著極為重要的地位；討論到各國教育的數學課程

設計中，幾何亦佔有不小的比重(教育部，2008、2013；NCTM, 2000; Finnish 

National Board of Education, 2004, 2010; Van den Heuvel-Panhuizen, 2000)，由此可

見幾何的重要性。 

    幾何如此重要，但透過文獻的瞭解，許多學生在幾何的學習及表現上卻不盡

理想，不論是未具備該有的幾何概念或呈現出的是幾何迷思概念(張英傑，2001；

謝貞秀、張英傑，2003；Usiskin, 1982)。有研究者認為個人的幾何發展隨年齡會

有階段性發展(Piaget & Inhelder, 2002; Piaget, Inhelder & Szeminska, 1999)；也有

研究者持反對意見，認為需要透過教學介入來引領學生進入幾何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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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ments, 2003; Crowley, 1987; van Hiele, 1984)；亦有研究者建議，學習幾何需

要有操作具體物的經驗(Clements, 2003)。 

    針對帅童的幾何研究以外國研究者占多數，國內幾何概念表現的研究對象多

為國小中高年級與國中學生(何森豪，2001；吳德邦、馬秀蘭、陳姿良、許天維，

2011；梁勇能、左台益，2001；陳嘉皇，2005；陳鴻綸、曹雅玲，2005；張碧芝、

吳昭容，2009)，針對學齡前的帅童為對象的研究較少，且以瞭解其幾何圖形基

本概念的認知表現為主(洪文東、沈宴竹，2011)，較少關於探討教學介入對帅童

幾何概念提昇效益的研究，所以，研究者設定帅兒園大班帅童為研究對象，並設

計一幾何主題操作性課程，以準實驗研究設計，來探討本課程是否對帅童幾何概

念的提昇有助益。 

二、 研究目的 

    因為以上的研究動機及背景，研究者欲瞭解帅童經過幾何教具的自由探索與

幾何主題操作性課程的實驗處理後，其幾何概念是否有提昇以及其成效是否顯著。

所以，本研究目的為分析教學介入對帅童幾何概念的提昇成效。 

貳、 文獻探討 

一、帅童幾何概念的發展 

(一) Piaget 學派帅童認知發展理論 

    Piaget 學派研究者藉由對帅童的觀察發現，其對於幾何及空間的理解，不是

知覺性的產出，而是與環境中的圖形或物體互動內化後，形成內部表徵而建構出

來的，且帅童的幾何概念發展順序先是理解拓樸幾何關係(Topological relations)，

如連接性、封閉性、內外、上下或左右等關係；其後是投影幾何關係(Projective 

relations)及歐氏幾何關係(Euclidean relations)，如投影線段、影子的投射、簡單

的透視、直線、長度、角度、幾何量等，以上發展與人類幾何史發展的順序不同

(Piaget & Inhelder, 2002; Piaget, Inhelder & Szeminska, 1999 )。  

(二) van Hiele 幾何思考發展模式理論 

    van Hiele(1984,1986)提出幾何思考發展模式，認為學生幾何的思考可分為五

個層次，分別是層次一，視覺層次(visual)，能依整體輪廓辨認圖形；層次二，分

析層次(descriptive)，能依組成要素、屬性或特徵來描述圖形；層次三，非形式演

繹層次(informal deduction)，能建立圖形與圖形間的包含關係；層次四，形式演

繹層次(formal deduction)，能嚴謹的證明定理；層次五，嚴密系統層次(Rigor)，

能分析比較不同幾何系統，甚或創建新的幾何系統。 

    此模式具有六個重要特性，1.不同層次依續發展，有次序性。2.非因年齡成

熟而改變階層，主要是透過教學進階至高一層次。3.雖然某一要素或特性在某層

次中即已具備，但在高一層次中才被分析。4.每一層次均有自己的語言符號及系

統。5.教師做幾何教學時，頇採用該階層的語言，若採用高一層次的語詞，學生

可能完全無法理解 (Crowley,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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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帅童幾何的教與學 

(一) van Hiele 的五階段學習模式 

    為了幫助學生透過教師的教學而進展至較高的幾何思考層次， van 

Hiele(1984)對幾何學習提出五個教學階段，分別是階段一，詢問(inquiry)，教師

不斷問學生問題，學生經由觀察、討論及透過探索相關的教材教具，了解學習新

思考層次的相關語詞或結構，在準備探索活動之前，教師頇了解針對某主題學生

所具備的前置經驗、學生應學的內容以及進一步的研究方向。階段二，直接引導

(directed orientatioin)，教師準備符合主題的教材教具及活動，讓學生充分探索並

完成所設計的活動，相關活動頇能顯示該思考層次架構的特徵。階段三，解釋

(explicitation)，根據前面的經驗，學生透過課內的討論將觀察到的架構彼此表達

觀點，教師頇注意學生在表達時，是否有正確使用此思考層次慣用的語言。階段

四，自由探索(free orientation)，經過充分的探索，學生已掌握主要概念，有能力

可完成教師交付之任務或作業，甚至可採多種不同方式來完成任務。階段五，統

整(integration)，此階段學生已充分探索完成，教師做最後的整體總覽，幫助學生

將所學習到的形成綜合概念 (Crowley, 1987)。 

(二) Clements 的幾何教與學 

    Clements 是帅童幾何教育的著名研究者，對 Piaget 學派認為幾何發展與教育

無關不認同，Clements 與 Battista 亦認為 van Hiele 的幾何思考發展模式理論，不

適合拿來描述帅童的幾何概念的發展。但主張為協助帅童建立幾何概念或提昇思

考層次，教學工具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幾何相關的圖形或圖片，而可操作性的教

具更是扮演最重要的角色(Clements, 1998, 2003; Clements & Battista, 1992)。 

參、 研究方法 

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不等組前後測準實驗設計 (nonequivalent pretest-posttest 

experimental design)，如表 1 所示。 

表 1 不等組前後測準實驗設計 

組別 前測 自變項 後測 

實驗組 O1 X1+X2 O2 

控制組 O3 X2 O4 

註：X1 為進行「想與玩數學帅童幾何主題操作課程」的教學介入、X2 為施行  

   「幾何教具自由探索」的實驗處理、O1 為實驗組的前測分數、O2 為實驗組 

    的後測分數、O3 為控制組的前測分數、O4 為控制組的後測分數 

二、 研究流程  

    對實驗組及控制組均以研究者自編之「想與玩數學帅童幾何主題測驗」施行

前測，接著實驗組由研究者使用自編之「想與玩數學帅童幾何主題操作性課程」，

進行兩週共 4 堂課，每堂 60 分鐘的實驗教學及教具探索；而控制組則只有教具

探索無實驗教學，兩組的教具探索時間均為四週，最後同樣對兩組以自編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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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玩數學帅童幾何主題測驗」施行後測。  

三、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立意取樣方式，選取台灣台中市內一所公立帅兒園的大班帅童兩班，

共計 41 人。一班為實驗組，接受「想與玩數學帅童幾何主題操作課程」的教學

介入及實施「帅童幾何教具自由探索」，並由研究者擔任教學工作；另一班則為

控制組，只實施「帅童幾何教具自由探索」。各班人數與有效受測人數，如表 2

所示。 

表 2 研究樣本人數統計表 

組別 人數 前測有效樣本 後測有效樣本 

實驗組 22 22 20 

控制組 19 19 19 

合計 41 41 39 

 

四、 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共有六大本及兩張積木擺放卡，均為研究者所自編，分別是測驗

一「有沒有聽過」；測驗二「圈出所有的三角形」；測驗三「圈出所有的四邊形」；

測驗四「有幾個小方塊」；測驗五「圈出一樣的五方連塊」；以及測驗六「拚房子」

讓帅童將所提供之六形六色積木(pattern block)直接拼組擺放在題目紙上。研究工

具有 A、B 兩版本，總題數及題目內容相同，唯編排的題號順序不同，目的是避

免同桌的兩位帅童彼此觀看而影響作答。前測時，座號單號帅童使用 A 版，座

號雙號帅童使用 B 版；後測時，單號帅童使用 B 版，雙號帅童使用 A 版。 

五、 資料分析 

(一) 資料處理 

    測驗一至測驗五的作答為圈選方式如圖 1 所示，每一小題或小圖均有分數，

答對得 1 分，答錯得 0 分，亦即該圈而有圈或不該圈而未圈得 1 分；反之，該圈

而未圈或不該圈而圈得 0 分。測驗六是利用限定的六種幾何圖形，拼組出特定圖

案，每張均有九種不同組合方法，每一種方法得 1 分，經帄移、旋轉、翻面後不

得相同。利用以上計分方式，將所有得到的原始答題資料轉換成 0、1 二元值。 

 
圖 1 圈出一樣的五方連塊試題範例圖 

(二) 資料分析 

本研究利用 IBM SPSS 20.0 的統計軟體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其中以「前

測分數」為共變項；「後測分數」為依變項；「組別」則為因子，分析「想與玩數

學帅童幾何主題操作性課程」的教學介入對帅童幾何概念的提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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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採用不等組前後測準實驗設計，為分析「想與玩數學帅童幾何主題操

作性課程」的教學介入對帅童幾何概念的提升效益，分別以六個向度的幾何概念

前測分數為共變項，各自的後測分數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其結果

分析如下： 

一、對幾何名詞的聽聞經驗 

    以測驗一「有沒有聽過」的前測分數為共變項，其後測分數為依變項。因迴

歸係數具同質性(F=.002，p=.965)，所以可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如表 3 所示，

顯示在排除前測成績的影響後，實驗處理效果無顯著差異(F=3.04，p=.09)，亦即

教學介入對「幾何名詞的聽聞經驗」沒有顯著影響。 

 

表 3 幾何名詞的聽聞經驗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離均差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共變數(前測一) 631.37 1 631.37   

組間(教學)  26.14 1  26.14 3.04  

組內(誤差) 309.25 36   8.59   

 

二、對三角形的辨識能力 

    以測驗二「圈出所有的三角形」的前測分數為共變項，其後測分數為依變項。

因迴歸係數具同質性(F=.599，p=.444)，所以可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如表 4 所

示，顯示在排除前測成績的影響後，實驗處理效果有顯著差異(F=4.54，p=.04)，

且實驗組(M'=13.74)高於控制組(M'=12.22)，亦即教學介入對「三角形辨識能力」

有顯著提昇影響。 

表 4 三角形辨識能力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離均差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事後比較 

共變數(前測二)  0.16 1  0.16   

組間(教學)  21.78 1 21.78 4.54* 實驗組>控制組 

組內(誤差) 172.74 36  4.80   

* p< .05 

 

三、對四邊形的辨識能力 

    以測驗三「圈出所有的四邊形」的前測分數為共變項，其後測分數為依變項。

因迴歸係數具同質性(F=.016，p=.900)，所以可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如表 5 所

示，顯示在排除前測成績的影響後，實驗處理效果有顯著差異(F=10.41，p=.005)，

且實驗組(M'=15.23)高於控制組(M'=11.69)，亦即教學介入對「四邊形辨識能力」

有顯著提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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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四邊形辨識能力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離均差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事後比較 

共變數(前測三)  0.06  1  0.06   

組間(教學) 53.05  1 53.05 10.41** 實驗組>控制組 

組內(誤差) 91.73 18 5.10   

** p< .01 

 

四、二維與三維空間的轉換能力及小方塊的推理計數能力 

    以測驗四「有幾個小方塊」的前測分數為共變項，其後測分數為依變項。因

迴歸係數具同質性(F=.173，p=.680)，所以可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如表 6 所示，

顯示在排除前測成績的影響後，實驗處理效果有顯著差異(F=4.94，p=.03)，且實

驗組(M'=10.41)高於控制組(M'=9.51)，亦即教學介入對「二維與三維空間的轉換

能力及小方塊的推理計數能力」有顯著提昇影響。 

 

  表 6 二維與三維空間的轉換能力及小方塊的推理計數能力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離均差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事後比較 

共變數(前測四) 28.95  1 28.95   

組間(教學)  7.31  1  7.31 4.94* 實驗組>控制組 

組內(誤差) 53.29 36  1.48   

* p< .05 

 

五、對特定圖形經帄移、旋轉、翻面(鏡射)後的辨識能力 

    以測驗五「圈出一樣的五方連塊」的前測分數為共變項，其後測分數為依變

項。因迴歸係數具同質性(F=6.189，p=.018)，所以可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如表

7 所示，顯示在排除前測成績的影響後，實驗處理效果有顯著差異(F=4.57，p=.04)，

且實驗組(M'=137.66)高於控制組(M'=130.61)，亦即教學介入對「對特定圖形經帄

移、旋轉、翻面(鏡射)後的辨識能力」有顯著提昇影響。 

 

    表 7 對特定圖形經帄移、旋轉、翻面(鏡射)後的辨識能力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離均差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事後比較 

共變數(前測五) 2679.34  1 2679.34   

組間(教學)  467.49  1  467.49 4.57* 實驗組>控制組 

組內(誤差) 3577.09 35  102.20   

    * p< .05 

 

六、對特定圖形(六邊形)的組合拼貼能力 

    以測驗六「拚房子」的前測分數為共變項，其後測分數為依變項。因迴歸係

數具同質性(F=.814，p=.373)，所以可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如表 8 所示，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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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排除前測成績的影響後，實驗處理效果有顯著差異(F=24.73，p< .001)，且實驗

組(M'=10.43)高於控制組(M'=6.94)，亦即教學介入對「對特定圖形(六邊形)的組

合拼貼能力」有顯著提昇影響。 

表 8 對特定圖形(六邊形)的組合拼貼能力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離均差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事後比較 

共變數(前測六) 246.47  1 246.47   

組間(教學) 113.90  1 113.90 24.73*** 實驗組>控制組 

組內(誤差) 161.21 35 4.61   

*** p< .001 

伍、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依據前面的研究結果與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結論： 

(一) 針對「幾何名詞的聽聞經驗」，使用測驗一「有沒有聽過」，由研究者按

題號順序，唸出幾何名詞後，帅童若有聽過則畫「○」，沒聽過則畫「╳」的作

答方式。此測驗一是整個研究中唯一提昇效益不顯著的向度。判斷原因可能是幾

何名詞除幾個帄面或立體圖形的名稱，其帅兒園的老師或家長有教過外，對於圖

形的組成元素、屬性甚或封閉圖形等專業術語，若只是上課說明過一次，之後沒

有藉由複習讓帅童記住，不易進入長期記憶區，也就不易於聽到後理解其為何物

而畫記「○」。與 van Hiele(1984)所提出的觀點吻合，其認為數學的專業語言如

果用得太早或沒有在老師帄日講課的話語中常出現的話，學生是無法伴隨數學的

理解來學習數學語言的。 

(二) 針對「三角形的辨識能力」、「四邊形的辨識能力」、「二維與三維空間的

視覺轉換能力及方塊的推理計數能力」、「對特定圖形經帄移、旋轉、翻面(鏡射)

後的辨識能力」及「對特定圖形的組合拼貼能力」等五個幾何概念向度，本研究

所使用的「想與玩數學帅童幾何主題操作性課程」對帅童幾何概念的提昇均有顯

著效果，顯示設計適當的教學課程，對帅童的幾何概念是能有正向的效益。 

二、 建議 

綜合本研究的文獻探討、研究過程及結果分析，研究者提出以下心得與建議。 

(一) 工具編製建議 

本研究的教學工具與施測工具均是可行的，教學工具包含各種可操作的幾何

教具及圖卡；施測工具中的試題，主要以視覺化呈現，其作答方式簡單易懂，如

畫圈叉及把答案圈起來，均是帅童容易執行的方式。建議未來相關研究的工具編

製，可參考此模式進行。 

(二) 教學建議 

「想」(思考能力)是所有教師希望帅童能養成的能力與習慣，「玩」是所有帅

童的最愛，為幫助帅童幾何概念建立或提昇，建議教師教學前頇有清楚的教學目

標，設計可以「玩」的操作性課程，出任務(問題)給帅童，提供適當工具(適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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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說明清楚遊戲規則或限制條件，讓帅童自己想辦法去達成任務、解決問

題。過程中，帅童主動探索及不斷嘗試，教師則不立即主動教導，但不斷觀察，

若有帅童遭遇瓶頸，建議以問話方式，來引導帅童思考方向，或請探索成功的帅

童分享經驗，讓帅童彼此聆聽、觀察與學習。 

(三) 後續研究建議 

1. 研究對象部分 

本研究研究對象為一所台中市公立帅兒園，建議可擴大研究樣本，亦可往上

研究國小一、二年級的學生，瞭解其幾何概念，探討教學介入對幾何概念之提昇

效益。 

2. 研究方法部分 

因為本研究為準實驗研究設計，組別分為實驗組及控制組兩組，且只有量性

的研究與分析，所以建議可將組別再增加一個對照組，採沒有提供教具自由探索

的實驗處理，來比較在不同的實驗處理下，其幾何概念提昇的效益差別；也建議

再增加質性研究的部分，以期更瞭解帅童內心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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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an intervention for 

improving young children’s geometry concepts. This intervention was the Think & 

Play geometry curriculum with manipulative. The geometry concepts we evaluated 

six dimensions includes “the experience of hearing the geometry terms”, “the ability 

to recognize the triangles”, “the ability to recognize the quadrilaterals“, “the ability to 

count cubs using two-dimensional pictures of three-dimensional situations“, “the 

ability to recognize and apply slides, turns, and flips”, “the ability of shape 

composing”.  

We adopted a nonequivalent pretest-posttest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recruited 

participants from two classes of grade K students in a kindergarten in Taichung city, 

Taiwan. The curriculum and manipulative were us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only the manipulative was used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cor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the control group scores except in the first 

dimension.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is research provided some sugges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al instruction. 

 

Keywords：young children, geometry concepts, teaching and learning ge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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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史情境之幾何閱讀文本與學童理解表現之研究 

 
林芥菱 1 林原宏 2 

 1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系 jell722147@gmail.com 
2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系 lyh@mail.ntcu.edu.tw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三年級學生數學閱讀融入數學史之表現，研究對象選自

臺中市國民小學之三年級學生，採用研究者自編「數學閱讀測驗」為研究工具，

依據學生在建構反應題之作答情形，來探討國小三年級幾何主題中角度部分之思

考策略與錯誤類型並進行分析。 

本研究結果發現學生在數學閱讀測驗中，學生表現以閱讀理解較佳，數學背

景知識次之，數學特殊技能相對較差，測驗中三向度有顯著正相關。根據測驗表

現歸納出以下錯誤情形，一、閱讀先備能力不足，影響文章閱讀與作答選項呼應

時，有判斷錯誤情形產生；二、角構成要素之先備概念不足，以致「何謂角」產

生判斷錯誤；誤認封閉圖形即為角；誤認有兩邊與角之圓弧圖形即為角；三、角

之大小判斷錯誤，受角之構成要素，兩邊長度影響判斷，以致誤判。 

本研究之結果與發現，可供教師在教學與教材編制上做參考，對未來數學閱

讀研究者作進一步之建議。 

 

關鍵字：數學閱讀、建構反應題、幾何、數學史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在人類的歷史記載中可發現知識的來源相當多元，常運用不同的方式呈現並

進行思想傳遞，過程中順應著時空背景而衍伸出豐富的文化資產（邱上真、秦麗

花，2004；洪月女，1996；Goodman, 1996），便使得知識成為人們相互溝通的一

種基礎要素條件。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強調閱讀已被設定為國民教育

的重要指標與需具備之能力，適時將閱讀融入各領域課程，讓學生透過全方位的

閱讀接觸來進行各科能力之培養（教育部，2001）。「閱讀」是知識傳遞的重要途

徑之一，藉由大量閱讀能廣泛認識文字並學習運用，讀者在過程中利用現有線索

去探討理解文章，學習透過自我思考與統整來建構出文字解讀模式，用以加深對

語言使用之能力（王淑嬌，2006）。配合社會之實際需求，閱讀內容不再只侷限

於一般的語文閱讀，還需涵蓋其他學科閱讀（content-area reading）能力，例如

數學閱讀、科技閱讀等（邱上真、秦麗花，2004）。其中數學閱讀能力日益受到

重視，並強調著重於生活化，運用生活中學生會實際接觸到之情境來帶領學生學

275



2016 年第八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數學教學工作坊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6The Eighth ICTME and Workshop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習，藉此有效將抽象觀念具體化。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中將數學領域分為五大主題；數與量、幾何、統計

機率、代數、連結，其中幾何主題是一門被廣泛於應用各領域之學問（教育部，

2003）。在幾何之教育學習上，概念之發展與思考是有其階段性。必頇依據思考

的發展程度循序漸進，同時配合實際操作之應用，因此幾何在學習上較容易面臨

許多無法相互呼應與理解之困難（黃雅琪，2007）。美國數學教師協會（NCTM）

在 1989 年出版的課程與評量標準也指出，未來數學教育的重點應著重在幾何

（geometry）教學，藉由生活情境讓學生運用幾何概念來認識周遭事物（NCTM, 

2000）。根據上述，幾何在數學教育中是相當重要之一環。 

近年來 TIMSS（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國際

評量題型，選用建構反應題（constructed-response item）作為測驗詴題的比例增

加，題型多以文字閱讀與圖形理解呈現，學生在作答前必頇先有效理解題意，才

方可進行作答。透過建構反應題可詳細記錄學生解題、列式與答案過程，使學生

產生自發性思考，老師依此可判斷學生學習狀況與迷思概念。針對學生錯誤概念

進行加強，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成效。 

讓學生從學習過程中對數學產生好奇與興趣，教學已成功一半，再讓學生養

成自發性，學習上便形成高效率。鼓勵學生在數學學習上，可從數學概念發展與

歷史創造來了解過程，有其很高的價值性存在（楊淑芬，1992）。九年一貫課程

中提到教學上運用數學史之介紹，能有效協助學生將抽象觀念具體實際化，透過

具象化學習對學生在非實際存在狀況與物質上有正向理解之幫助（教育部，

2008）。陳建丞（2002）研究指出教學活動透過數學史來融入課程設計，可進一

步瞭解教學理論中蘊含之意義，使其不脫離基本生活教育，讓學生學習到實用知

識。數學史有其存在之價值，是數學發展上之重要橋樑，透過閱讀來形成溝通，

因此本研究將數學史融入數學閱讀文本中，讓學生藉此提升對數學之興趣。 

綜上述，本研究動機為了解國小三年級學生在數學涵養之能力，以數學史閱

讀文本配合建構反應題，來分析、探討幾何與閱讀間之關係。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旨在針對國小三年級數學之幾何主題，探討學生

在數學閱讀文本與建構反應題之表現，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究幾何數學史融入數學閱讀文本，學生解題之表現。 

（二）依據學生在數學建構反應題中，幾何角度相關題型之作答，分析學生在解

題歷程的思考策略與錯誤題型。 

貳、文獻探討 

一、數學閱讀之意義與內涵 

 數學是一種語言的溝通（教育部，2008），但這種語言不同於日常語言，數

學語言具有下列特性；一致性的規則與符號，符號順序不同代表不同意義

（Wakefield, 2000）。數學語言具有獨特的表達模式及思考性質，學習者需要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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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文字、數學與符號來理解所學之內容，才能做出適當的數學判斷（Adams, 

2003）。因此學習者必頇將新概念加以同化與調適，換言之數學閱讀可視為一種

完整的心理歷程（邵光華，1999）。綜上所述，當利用數學語言傳達訊息時，數

學閱讀便是一種可用以解釋、溝通之工具與能力。 

Mayer 認為「閱讀」是學生用來獲得訊息之重要手段，學生剛入學階段的

「學習閱讀」（learn to read），到高年級階段的「從閱讀學習」（read to learn）。前

者是指學會將文字轉換成其他形式，亦即學習將低層次之技能自動化，後者則是

指藉由閱讀的方式來獲取新知（林清山譯，1996；Mayer, 1987）。在閱讀行為形

成前，文本必頇有效被閱讀才能產生閱讀行為，Mckenna and Robinson(2002)認

為這是作者與讀者間溝通的一種歷程，讀者無法有效的直接獲取作者想表達之想

法，因此頇透過文字符號（printed symbols）來傳遞訊息。Goodman, Burke and 

Sherman(1980)表示閱讀理解讀者頇透過既有的知識經驗與文本內容結合，才得

以運用。依據上述可知，作者與讀者的先備知識不盡相同，讀者頇透過先備經驗

來解讀文本之內涵，進而重新整理建構其意義，如關係圖 1 所示。 

      

     理解定義                                           建構意義 

                                                  

 

                      寫                    讀 

                              傳達意義 

                   概念組織               解讀內涵 

            作者                                     讀者 

圖 1 讀至寫意義轉換(改編自 Mckenna & Robinson, 2002, p.16) 

資料來源：Teaching through text-reading and writing in the content area. (p16), by  

Mckenna, M. C. & Robinson, R. D., 2002, Boston: Allyn & Bacon. 

二、數學閱讀之成分 

Mckenna and Robinson(2002)提出所有學科閱讀必需包含三種認知成份；一

般讀寫技能、學科先備知識、學科特殊讀寫技巧，三者間關係如圖 2 所示。 

 

                       一般讀寫           素養 

                           技能                                                          

            學科特殊          學科 

                 讀寫技巧       先備知識 

圖 2-2 學科閱讀認知成分 

資料來源：Teaching through text-reading and writing in the content area. (p9), by  

Mckenna, M. C. & Robinson, R. D., 2002, Boston: Allyn & Bacon. 

（一）一般閱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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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多數學生來說閱讀數學文本主要困難之一，是文本中之語法無法有效理解

所致，尤其在數學文本中許多引導性語言，學生若無法有效理解其內涵，將無法

進行操作，相對衍生出經驗不足以致無法有效協助文本之理解(Astrid, 1994)。 

（二）學科先備知識 

經由先備知識配合文本閱讀，文本理解後根據舊經驗形成策略性反應與推

論。本研究依據 97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選用三年級數學領域分年

細目，配合「幾何」主題作深入探討（教育部，2003）。 

（三）學科特殊讀寫技巧 

不同閱讀理解程度之學童，在數學閱讀技能上有所差異(秦麗花，2004)。數

學文本閱讀表現能力的技能，包含先備知識、數學概念、數學詞彙、符號理解能

力、數學實作程序性知識。秦麗花以數學為研究題材之文章中提到依據 Mckenna 

and Robinson (2002)學科閱讀三種認知成分，將數學閱讀分為閱讀理解、數學背

景知識及數學特殊技能三部分（秦麗花，2004） 

依據上述條件，本研究將數學閱讀分為閱讀理解、數學背景知識及數學特殊

技能三部分；閱讀理解是指學生在閱讀過程建構對文章之意義，進而達成文章內

容之理解；數學背景知識泛指較廣泛之數學領域，包含數學先備知識、概念；數

學特殊技能為學生對閱讀理解與數學背景知識概念進行銜接，進而有效解決數學

問題，涵蓋問題解題計畫與執行。 

三、建構反應題之內涵與類型 

Lin and Gronlund(2000)認為建構反應題能夠測詴學生思考、建構組織、解決

問題及表達想法之能力。透過學生解題過程、描述與答案，分析學生在作答上對

與錯之類型，可探得學生在思考、統整與表達之能力（教育部，2004）。建構反

應題屬於開放式問題，要求學生運用所學來表達、建構與組織自己想法

(Tankersley, 2007)。譚克平（2012）指出建構反應題可讓學生自由建構與組織自

己的想法，並可提供學生更多之解題策略，傳統紙筆測驗往往只能顯示出學生整

體分數，教師無法有效理解並發現學生在學習上之瑕疵與迷思，以致無法適時給

予學生在觀念上之補足與並加強。藉由建構反應體的分析，可了解學生在解題歷

程的思維，讓教師能有效判斷學生之迷思概念，以提升學習成效（曾建銘、陳清

溪，2008）。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學習成就評量指標與方法手冊介紹，建構反應題常

見的題型為填充題和論文題，填充題通常要求學生提供明確答案，答案型式較為

簡短固定，學生頇憑藉背誦記憶來獲得該項技能，論文題答案因無固定形式，可

測學生邏輯、思考、組織等能力，但答案無法猜測（教育部，2004）。 

四、數學史之意義與數學教育相關研究 

數學史是數學的其中一個分支，用以對數學知識、歷史起源瞭解與數學理論

發展之形成過程（洪萬生，1984）。九年一貫課綱談及使用與主題相關之數學史

題材，對學生有正向學習之意義，無論在應用與思想突破，數學史重要概念具有

啟發性之意義。（教育部，2003）。數學史融入教學已被倡導多時，數學史從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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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發展中個體與歷史的交互研究，得以獲取許多益處，則有助於對數學史之了

解（Nesher & Kilpatrick, 1990）。 

Jones(1976)強調數學史融入教學並非展現數學史本身，是透過材料背景協助

學生瞭解「為什麼」，促進學生對概念之學習有意義並從中獲取自信心。左太政

（1997）研究發現如數學教學上教師透過數學史來啟發學生之視野與思考，便有

效提升學生對數學學習興趣並引起學習動機。Bishop(1989)鼓勵教師在中小學教

材，對每個可融入之時機加入數學史之備註，利用數學家之傳記與故事使課程人

性生動化。根據上述，本研究採用測驗題本配合數學史融入數學閱讀，藉以分析

數學史教材融入數學閱讀文本與建構反應題之表現。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與流程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三年級學生，「幾何之角度」融入數學閱讀與建構反應

題測驗之表現。以下依據研究目的與相關文獻所述，探討數學閱讀能力之閱讀理

解、數學特殊技能與數學背景知識三向度之分析。設計流程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流程圖 

編製國小三年級數學閱讀測驗 A、B 題本 

確定研究目的、題目與架構 

進行 A 題本預詴 

進行 B 題本預詴 

 

與數學領域及測驗專家討論內容適切性 

 

正式施測 

 

分析測詴結果、資料整理 

 

形成並提出結論 

 

撰寫研究報告 

 

刪除及修改不良詴題 

 

與數學領域及測驗專家討論內容適切性 

 

閱讀理解能力、建構反應題、幾何概念等相關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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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國小三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因考量到不同地區學生之表現及人

力、時間與經費等因素，本研究採立意取樣進行樣本蒐集，以下為有效樣本人數

分配情形，如表 1。 

表 1 正式施測有效樣本人數分配情形 

學校 班級 小計 

甲校 3 56 

乙校 2 42 

丙校 3 55 

合計 8 153 

三、研究工具 

(一)數學閱讀測驗內容編製 

本研究測驗內容編製包含短篇閱讀文本，閱讀文本由短篇數學家小故事進行

引導，詴題由 Mckenna and Robinson(2002)所提出的三種認知技能；閱讀理解、

數學背景知識、數學特殊技能來架構而成，透過建構反應題型讓學生來進行作

答。閱讀理解、數學背景知識與數學特殊技能之測驗內容依據教育部 97 年國民

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領域三年級「幾何」主題之分年細目來作為詴題編

制指標。 

(二)正式測驗的實施 

本研究依據預詴題本分析後進行題目修改，正式測驗題本共有兩份，選擇題

為 12 題，非選擇題為 20 題。 

(三)正式測驗難度、鑑別度分析 

正式測驗題本共有兩份，分析包含詴題難度、Pearson 積差相關、鑑別度分

析，下列表 2 列出關於幾何角度之部分詴題分析。 

表 2 正式施測題本難度、鑑別度分析 

題本 測驗題型 詴題代號 難度(通過率) 鑑別度指數 

A 數學背景知識 
a221 .94 .346** 

a222 .92 .216** 

B 

閱讀理解 b14 .91 .400** 

數學背景知識 

b221 .88 .361** 

b222 .93 .317** 

b223 .92 .390** 

**p＜.01 

在正式施測詴題本中，全部詴題之閱讀理解測驗難度介於.70 至.92；數學背

景知識測驗難度介於.69 至.94；數學特殊技能難度介於.69 至.92。 

(四)信度分析 

本研究採用 Cronbach’s α 值來檢定各項因素間之內部一致性，若值越高各項

相關性越高，即內部一致性越趨一致，全測驗Cronbach’s α值為.683，達Cronbach’s 

α 值可信度 0.5~0.7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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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效度分析 

本研究效度採內容效度來進行，依據教育部 97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

綱要數學領域三年級「幾何」主題之分年細目來作為詴題編制指標，如表 3 列出

幾何角度之部分詴題題號。 

表 3 國小三年級數學幾何角度詴題編制表 

向度 
三年級數學幾何之 

分年細目 

題本 A 題號 

（題代號） 

題本 B 題號 

（題代號） 

數學背景知識 

與數學特殊技能 

3-s-04 能認識角，並比

較角的大小。 
a221、a222 

b14、 

b221-b223 

(六)資料蒐集、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透過自編的國小三年級數學閱讀測驗，來探討數學史融入數學閱讀文

本與建構反應表現分析，資料處理以 IBM SPSS Statistics 20 統計套裝軟體，針對

預詴、正式測驗共四份問卷進行資料分析與探討。 

肆、研究結果 

本章研究結果與討論，分成二部份加以論述；第一部分分析學生在數學閱讀

三個向度之表現情形；第二部分分析數學史融入數學閱讀文本學生之表現情形。 

(一)數學閱讀測驗學生表現各向度分析 

本研究數學閱讀測驗正式施測題本，選擇題為 12 題，非選擇題為 20 題；閱

讀理解測驗題為選擇題，每題答對以 1 分計，答錯以 0 分計，數學背景知識與數

學特殊技能測驗題為建構反應題，答案內容完整以 2 分計，答案算式不完整部份

給分，以 1 分計，答案算式完全錯誤，以 0 分計，滿分 52 分。詳細內容如表 4，

由此可知學生在閱讀理解的表現較佳，其次為數學背景知識，數學特殊技能最低。 

表 4 數學閱讀測驗平均得分及答對率摘要表 

測驗題型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答對率 標準差 

閱讀理解 12 10.5 1.55 .88 .13 

數學背景知識 11 19 2.63 .86 .12 

數學特殊技能 9 14.2 3.2 .79 .18 

(二)數學閱讀相關分析 

    本研究以 Pearson 積差相關係數分析來探討全體學生在數學閱讀各測驗題型

之相關情形，並分析各群學生於數學閱讀各測驗題型之相關情形，如表 5。 

表 5 全體學生於數學閱讀相關係數分析 

測驗題型 閱讀理解 數學背景知識 數學特殊技能 

閱讀理解 -   

數學背景知識 .507** -  

數學特殊技能 .336** .416** - 

**p＜.01 

根據表 5 可知，閱讀理解數、學背景知識與數學特殊技能彼此間，皆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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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p<.01)，顯示兩兩為正相關。表示學生在閱讀理解表現越佳，數學背景知識

的表現越好；在閱讀理解表現越佳，數學特殊技能的表現越好；在數學背景知識

表現越佳，數學特殊技能的表現越好。由此可知，閱讀理解數、學背景知識與數

學特殊技能彼此間，兩兩間分別可能有相互影響之情形。 

(三)建構反應題思考策略與錯誤類型 

表 6 正式施測題本 A 第二大題第二題第一小題 

詴題 分年細目 

題目 

根據下列四個圖形，回答題目；   

(A)        (B)        (C)       (D) 

 

 

請問四個圖形中哪兩個圖形相同？請寫出想法或說明

為何相同？  

我認為….誰與誰相同，因為…….…….. 

3-s-04 

能認識

角，並比較

角的大小。 

根據表 6，結果分析： 

(1)有 95%的學生能正確判斷出角之圖形與大小，得 2 分。其中學生 48%能利用

角度來判別答案；22%能利用形狀來判別答案；14%能透過推論角度、形狀來

判別答案；11%能透過圖形相似性來判別答案。 

(2)有 5%的學生判斷錯誤或無法正確回答問題，得 0 分。其中學生 2%無法正確

判斷角之圖形、大小；3%僅能寫出不相同原因，無正確回答問題。 

多數學生能分別依據角度、形狀、推論歸納、方向大小，來進行判斷並比較

說明。但部分學生因對角之大小概念模糊，無法對此直接進行比較；部分學生對

於題目之文字敘述無法有效理解，僅寫出角不相同之原因，但無法正確作答。 

表 7 正式施測題本 B 第二大題第二題第一小題 

詴題 分年細目 

題目 

請問下列哪些圖形有角，請在(   )打ˇ。(可以複選) 

(甲)         (乙)         (丙) 

 

    （  ）     （  ）   （  ） 

(丁)          (戊) 

 

    （  ）    （  ） 

3-s-04 

能認識角，

並比較角的

大小。 

根據表 7，結果分析： 

(1)有 93%的學生能有效辨別何謂角，勾選正確答案，得 2 分。 

(2)有 7%的學生對於角形成之要素概念模糊，造成判斷錯誤或無法正確回答問

題，得 0 分。其中 3%學生只要圖形連接皆勾選，誤判；3%學生只要圖形封

閉皆勾選，誤判；1%學生對四邊形之構成條件概念不清，勾選甲、乙、戊。 

多數學生能正確判斷並進行作答，但部分學生因角之概念不清無法有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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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錯誤類型歸納，1.線段連接之圖形便歸類為角；2.封閉圖形便歸類為角；3.

誤判圖形甲為四邊形。 

伍、結論與建議 

依據研究結果與發現歸納結論，針對研究結果提出結論、教學與未來研究之

建議，以供未來教學實務與研究之參考。 

一、結論 

根據本研究之結果發現，(一)閱讀理解測驗表現較佳，數學背景知識測驗

次之，數學特殊技能表現為相對較差，三向度中兩兩達顯著相關(p<.01)。表示學

生在閱讀理解能力上之表現與數學學習、解題之能力，存在著相互影響的關係。

因此建議教師在進行閱讀文本教學時，可同時加強學生在閱讀理解、數學概念與

解題能力之銜接，用以提升學生自學能力；（二）學生在幾何的閱讀題與建構反

應題之表現，閱讀理解越佳數學背景知識也越佳。在建構反應題中，幾何解題歷

程、思考策略與錯誤題型 

 

 

二、建議 

本研究僅針對部分地區、年級與主題來進行研究，因此建議未來之研究可採

用多地區之樣本來進行比對，擴展至城鄉差差距，也可採用同批學生在不同年級

之表現來進行延伸性探討，甚至可跨主題來了解學生在閱讀能力或不同數學概念

上之學習瑕疵，有助於了解國小學生的數學閱讀能力完整性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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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pils’ Comprehension on Geometry Text Combined with 

History of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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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aims at investigating the performance on mathematics 

reading which combines with history context of mathematics. The subjects include 

third graders from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chung City, Taiwan. The assessment 

“Mathematics Reading Test” is designed by the researcher.  

According to response based on constructed-response item,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omprehension and thinking related to angle. The main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Firstly, as the performance of mathematics reading, the students perform best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e next is “ the background of mathematics knowledge”, 

and the “specific mathematics skills” is the worst. Their relationships exist 

significantly positive relation. The insufficient reading ability influences the text 

comprehension and generates erroneous concepts. Secondly, weak construction of 

angle concepts results in the judgment of angle. Thirdly, quite a few students 

misjudge the size of angle according to the length of two sid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offer the reference for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Some recommenda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a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mathematics reading, constructed-response item, geometry , history of 

mathematics 

285



286



2016年第八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數學教學工作坊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6The Eighth ICTME and Workshop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數學史融入數學閱讀文本與學童建構表現分析 

 
陳姿雅 1 林原宏 2   

1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系 chenzy@gmail.com 
2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系 lyh@mail.ntcu.edu.tw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六年級學生在數學閱讀融入數學史的表現，以國小六年

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採用「數學閱讀測驗」為研究工具，分析學生在國小六年級

閱讀理解數與量之數與計算部分建構反應題的思考策略和錯誤類型。 

經本研究結果發現對學生數學閱讀能力而言，以閱讀理解最佳，其次為數學

背景知識，而數學特殊技能相對較低；學生在建構反應題的表現情形中學生在找

某數的因數有遺漏的情形，與因數先備知識不足有關係，進而影響判斷質數時，

有錯誤的情形發生；學生在數字累加的題目時，當題目是奇數個數字累加時，兩

兩配對容易忽略未配對的數字，導致答案錯誤的情形發生。 

本研究對象只針對國小六年級學生，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樣本可以採取多樣

性，擴展至其他年級及地區，以了解不同樣本之學生表現情形。 

 

關鍵字：數學閱讀、建構反應題、數學史、數與量、數與計算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現代資訊科技日益進步，閱讀是基本能力，其中數學閱讀能力受到重視，有

效的數學閱讀能夠引起學生對數學產生學習興趣，提高學生數學閱讀能力，並豐

富學生數學素養和思維（郭永發，2009）。現今有些數學題目的類型，以閱讀理

解題的方式來呈現，但許多的學生對於數學閱讀理解題方面的題目普遍感覺困

難，主要原因是學生閱讀能力差，對於題意不了解，導致學生的解題表現不佳，

造成學生對數學的學習興趣降低（楊美宇，2005）。 

在民國 92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數與量」占相當分量，因此

「數與量」觀念的形成和運算能力是國小階段重要的基礎（教育部，2003），可

見數與量的概念的重要，為了瞭解國小六年級學生對數學內涵的閱讀能力，本研

究測驗題目內容將以六年級數與量之數與計算的部分，以建構反應題

(constructed-response items)的形式，據以了解學生對數學閱讀方面表現進行分

析，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近年來，國際的大型測驗，都增加了建構反應題的部分。藉由建構反應題，

可以詳細記錄學生答案及列式解題過程，讓學生有自發性的思考。老師可以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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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解題過程了解學生思維，判斷學生學習狀況和迷思概念，讓老師進行學生

錯誤概念加強，提升學生數學興趣與學習成效，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讓學生了解數學的創造過程，數學的概念發展史在數學教育上，有很高的應

用價值（楊淑芬，1992）。教育部在民國 97年國民中小學課綱中提到數學史的重

要性，老師在數學教學中加入與單元相關的數學史題材，能協助學生把將抽象觀

念具體化，對學生學習有正面的幫助（教育部，2008）。本研究研究數學閱讀，

數學史的生活內容屬於生活數學的一部分，因此，藉由數學史融入數學閱讀文本

題材，提高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旨在針對國小六年級數學，數與量之數與計算的

部分，探討學生的數學閱讀文本與建構反應表現分析，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學生在數學閱讀描述性分析，與數學閱讀各向度間表現之相關情形比較。 

二、分析國小六年級學生在閱讀理解數與量主題之數與計算內容的建構反應題思

考策略和錯誤類型。 

貳、文獻探討 

一、數學閱讀的意義與特殊性 

    學生需要具備數學閱讀的特殊技能，包含數學單元的先備知識、數學圖示的

理解、數學程序知識的理解、數學語詞與符號的理解（秦麗花、黃敏秀，2004），

才能透過閱讀來理解，語文理解能力也會影響數學知識的獲得(Kober, 2003)。 

    數學語言有獨特的句法(syntax)、詞彙(vocabulary)、詞序(word order)、同義

字(synonyms)、否定詞(negations)、慣例(convention)、縮寫(abbreviations)、句型

結構(sentence structure) 和段落結構(paragraph structure)，與一般語文閱讀理解不

同(Esty, 2003)，因此數學閱讀有特殊性。 

二、數學閱讀的成分 

    本研究探究學生在數學閱讀的表現關係，針對數學閱讀相關變相的表現進行

研究。Mckenna and Robinson(2002)提出的學科閱讀包含三種主要的技能為背

景，分別為一般讀寫技巧、學科特殊讀寫技巧及學科背景知識來包含數學閱讀組

成成分。從圖 1中，可看出學科閱讀與一般語文閱讀有不同的地方，學生需要一

般讀寫技巧，也需要具備學科的背景知識，和具備特定學科的特殊閱讀技巧（張

新仁、邱上真，1992）。 

 

 

 

 

 

 

圖 1學科閱讀的認知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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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Teaching through text-reading and writing in the content area. (p9), by 

          M. C. Mckenna, & R. D. Robinson, 2002, Boston: Allyn & Bacon. 

三、影響數學閱讀的因素 

(一)一般閱讀理解 

學生閱讀數學文本主要困難之一是對於文本中語法的理解，尤其數學文本中

有許多引導操作的語言，學生如果不能理解語言的內涵，將無法進行操作，也無

法衍生相對的經驗來協助閱讀數學文本的理解(Astrid, 1994)。 

(二)數學背景知識 

Chall(1991)指出年紀越小的閱讀者，越需要背景知識的協助，使他們理解說

明式的文本，背景知識的應用可以幫他們進行文本的預測，進而產生問題並解釋

和推論文中的訊息，因此背景知識會影響閱讀成效。 

(三)數學特殊技能 

數學閱讀理解需要數學特殊技能，研究發現數學特殊技能為：數學單元的先

備知識、數學圖式的閱讀能力、數學詞彙和符號閱讀的能力、理解數學的程序性

說明並依照說明操作的能力。在不同閱讀理解程度學生在數學閱讀技能上有所差

異（秦麗花，2004）。 

綜合以上研究顯示數學閱讀與閱讀理解、數學特殊技能及數學背景知識三個

部分表現有密切關係，本研究將利用建構反應題來針對學生數學閱讀進行分析探

討。 

四、建構反應題的意涵 

    建構反應題要求學生運用自己所學的知識技能、批判思維來建構出答案

(Tankersley, 2007)，Lin and Gronlund(2000)認為建構反應題能夠測試學生解決問

題及表達自己想法的能力。建構反應題的價值是可以深入了解學生實際能應用到

的解題技巧或轉移到生活情境中的技能和理解，要求學生運用知識技能和批判思

維能力，依照題意回答問題(Tankersley, 2007)。 

五、建構反應題的類型 

    建構反應題分為簡答題和論文題，簡答題能有效評估詞彙、名稱、原則性的

知識和數學解題能力，論文題能有效評估創造、組織和表達思考能力(Cunningham, 

1998)。論文題的部分可分為兩大類：限制反應題和擴展反應題。限制反應題對

學生的內容和形式加以設限，常在問題裡明確指出討論主題的內容和反應的方

式，有時限制作答內容的多寡。限制反應題可以評量學生解釋因果關係，描述原

理原則的應用，提出適切論證，描述資料的限制及解釋方法的能力(Linn & 

Gronlund, 2000)。擴展反應題讓學生在答題上有很大的自由，學生可以根據自己

的判斷組織答案，讓學生可以表現選擇、統整、評鑑、組織和創意的能力。擴展

反應題可以評量學生的提出、組織和表達想法的能力，以及學生學習結果和創作

獨特的方式及寫作能力(Linn & Gronlund, 2000)。 

    本研究採用的建構反應題屬於「限制反應題」，可以避免學生因為猜測因素

影響施測結果，也不像擴展反應題答案範圍過廣，造成難以評分的狀況，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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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學生的迷思概念。 

六、數學史的意義和數學教育相關研究 

    在教學中，教師引進和主題相關的數學史題材，對學生的學習有正面的意

義，能協助學生把抽象的觀念具體化。數學重要概念的演進有實用方面的考量，

因此提供學生具有啟發性數學史方面的讀物是必要的(教育部，2003)。教學融入

數學史，透過歷史材料背景提供學生具體的方法達到理解數學，獲得學習的自信

心，幫助學生瞭解「為什麼」，並促進學生對概念的學習 (Jones, 1976）。因此本

研究施測題本使用數學史融入數學閱讀設計，藉以分析數學史教材融入數學閱讀

文本與建構反應題的表現。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根據相關文獻探討，依據研究目的所述，本研究旨在探究國小六年級學生學

習「數與量之數與計算」數學閱讀成效，其中數學閱讀能力包含閱讀理解、數學

特殊技能、數學背景知識三個部分，本研究以紙筆測驗方式進行資料蒐集，並將

蒐集的資料進行分析，提出研究架構圖如圖 2所示。 

 

 

 

 

 

 

 

 

 

 

 

圖 2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國小六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考量人力、物力和時間等因素，本研

究採立意取樣，將有效樣本人數及分配情形，列於表 1。 

表 1各縣市正式施測有效樣本人數及分配情形 

縣市 學校 班級數 男生 女生 合計 

臺中市 
甲 6 82 73 155 

乙 2 21 32 53 

苗栗縣 丙 1 14 12 26 

合計 3 9 117 117 234 

三、研究工具 

(一)數學閱讀測驗內容編製 

數學閱讀文本與發展 

1.一般閱讀理解 

2.數學特殊技能 

3.數學背景知識 

以建構反應題評量學生數學概念 

數學史融入閱讀內容 

一、探討學生在數學閱讀的描述性分析，與數學閱讀各向度間表現之相關情形比較。 

二、分析國小六年級學生在閱讀理解數與量主題之數與計算內容的建構反應題思考

策略和錯誤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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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閱讀測驗內容包含閱讀理解、數學背景知識、數學特殊技能，閱讀理

解部分測驗為一篇數學家「高斯」生平介紹文章，目的是評量學生對於文章內容

是否理解，並根據文章的內容做推論能力。數學背景知識測驗內容依據民國 92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領域六年級「數與量之數與計算」分年細

目，並以McKenna and Robinson(2002)所歸納學科閱讀的三種認知技能：一般讀

寫技巧、學科特殊讀寫技巧及學科背景知識三個部分編製而成。 

(二)正式測驗的實施 

    本研究依據預試題本分析進行題目修改，形成正式施測題本，正式施測題本

選擇題為 10題，非選擇題為 7題。 

(三)正式測驗難度、鑑別度分析 

    分析正式施測題本試題通過率、次數分配表、鑑別度分析等，表 2呈現正式

施測試題本中各大題部分題目的難度及鑑別度分析。 

表 2正式施測題本難度、鑑別度分析 

測驗題型 試題 難度(通過率) 鑑別度指數(Pearson 積差相關) 

閱讀理解 
a13 .79 .515** 

a110 .75 .393** 

數學背景知識 a211 .66 .856** 

數學特殊技能 

a31 .79 .671** 

a32 .81 .795** 

a33 .52 .660** 

  **p＜.01 

在正式施測試題本中閱讀理解測驗難度介於.42至.79，平均為.65；數學背景

知識測驗難度介於.44至.72，平均為.60；數學特殊技能難度介於.52至.81，平均

為.69。 

(四)信度分析 

本研究採用 Cronbach Alpha 係數，求得測驗的內部一致性。正式施測試題本

的 Cronbach Alpha 值為.773，閱讀理解部分測驗為.636，數學背景知識測驗

為.840，數學特殊技能為.762。 

(五)效度分析 

效度分析採內容效度進行分析，對照試題與研究主軸，提高研究效度。以

McKenna and Robinson (2002)所歸納學科閱讀指導的三種認知技能：一般讀寫技

巧、學科特殊讀寫技巧及學科背景知識三個部分編製而成，分別為閱讀理解、數

學背景知識、數學特殊技能三個大題。閱讀理解向度包含詞彙和句子理解、文章

理解和推理；數學背景知識與數學特殊技能向度依據教育部民國 92 年國民中小

學九年一貫數學領域課程綱要內容，就「數與量之數與計算」國小六年級分年細

目而成編製。 

(六)資料蒐集、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在資料處理上，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統計套裝軟體來分析資料。

資料分析之項目將為學生在閱讀理解、學科特殊讀寫技巧、學科背景知識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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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表現上有差異。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數學閱讀測驗學生表現各向度分析 

    本研究數學閱讀測驗正式施測題本，選擇題為 10 題，非選擇題為 7 題；閱

讀理解測驗題為選擇題，答對一題以 1分計，答錯一題以 0分計，數學背景知識

測驗題與數學特殊技能測驗題為建構反應題，答案算式完整以 2分計，答案算式

不完整依情形部份給分，以 1 分計，答案算式完全錯誤，以 0分計，三部分總分

依序為 10分、14分、8分，滿分 32分。詳細內容如表 3，由此可知學生在閱讀

理解的表現較佳，其次為數學背景知識，數學特殊技能最低。 

表 3數學閱讀測驗平均得分及答對率摘要表 

測驗題型 題數 平均分數 標準差 平均答對率 標準差 

閱讀理解 10 7.42 2.01 .74 .20 

數學背景知識 3 8.96 4.06 .64 .29 

數學特殊技能 4 4.48 2.72 .56 .34 

二、數學閱讀相關分析 

    本節以 Pearson積差相關係數分析，探討全體學生於數學閱讀各測驗題型之

相關情形，並分析各群學生於數學閱讀各測驗題型之相關情形。 

表 4全體學生於數學閱讀相關係數分析 

測驗題型 閱讀理解 數學背景知識 數學特殊技能 

閱讀理解 －   

數學背景知識 .396*** －  

數學特殊技能 .377*** .647*** － 

**p＜.01 

    根據表 4可知，閱讀理解、數學背景知識及數學特殊技能間達顯著水準(p

＜.01)，顯示兩兩之間關係為正相關。即數學背景知識、數學背景知識、數學特

殊技能的使用上，可能有相互影響或同時使用之情形。 

三、建構反應題思考策略與錯誤類型 

   以下是針對正式施測題本中建構反應題題目分析結果，結果如下： 

表 5正式施測題本第二大題第一題題目 

試題 分年細目 

請判斷51是質數還是合數？請
把理由寫下來。 

6-n-01 能認識質數、合數，並作質因數的分
解(質數＜20，質因數＜10，被分解數＜100)。 

結果分析： 

1.有 60.9％的學生能正確判斷質數和合數，概念正確，得到 2分。其中有 20.8％

的學生，寫出可整除的數字或因數；有 17.3％的學生指出是否還可以被其他整

數整除，但未寫出可整除的數字；有 5.9％的學生使用質因數分解法來判斷是

否為質數；有 16.8％的學生寫出質數定義，並判斷是否為質數。 

2.有 14.4％的學生能正確判斷質數和合數，但說明不完整，得到 1 分；其中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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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寫出背誦過 1~100 的質數；有 7.4％的學生，只回答出是否為質數，

但未說明理由。 

3.其中有 14.7％的學生，51是否還能被其他數整除判斷錯誤，得到 0分；有 6％

的學生，質數和合數概念相反；有 4％的學生，清楚寫出不會判斷。 

      綜合以上的學生表現，可知學生判斷質數和合數時，在判斷正確學生中，

學生說明理由方式有以下三種：(1)使用質數和合數的定義來判斷是否為質數和

合數；(2)學生使用背誦的方式來說明理由；(3)使用質因數分解法來判斷。學

生錯誤類型有以下三種：(1)是否還能被其他數整除判斷錯誤；(2)質數和合數

觀念相反；(3)清楚寫出不會判斷。 

表 6正式施測題本第三大題第一題題目 

試題 分年細目 

依照高斯的方法，[21÷6]＝[3.5]＝3；
請依照高斯的方法：[46.8÷6.5]＝？寫
出作法及答案。 

6-n-04 能用直式處理除數為小數的計
算，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結果分析： 

1.有 69.8％的學生能正確寫出小數的計算，並使用高斯符號算出正確答案，得到

2分。其中有 69.8％的學生能算出 46.8÷6.5＝7.2，再寫出[7.2]＝7。 

2.有 17.7％的學生正確寫出小數的計算，但未使用高斯符號算出正確答案，學生

只算出 46.8÷6.5＝7.2，得到 1分。 

3.有 12.5％的學生無法正確解題，得到 0 分。其中有 5.2％的學生算出 46.8÷6.5

時，計算錯誤；有 7.3％的學生清楚寫出不會計算。 

    綜合以上的學生表現，可知大部分的學生都能依據文章內容計算出正確答

案；學生錯誤類型中有計算錯誤及不會計算兩種情形。 

表 7正式施測題本第三大題第二題題目 

試題 分年細目 

請幫高斯算出：1＋2＋3＋4＋5＋…＋
98＋99＋100＝？寫出作法及答案。 

6-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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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分析： 

1.有 75.4％的學生能正確使用數量關係，列出適當的算式，進行解題，得到 2分。

其中有 60.5％的學生寫出 101×50＝5050，算出正確答案；有 14.9％的學生列

式（1＋100）×100÷2＝5050，算出正確答案。 

2.有 7.2％的學生能正確算出答案，並未使用數量關係，學生利用累加法算出正

確答案，得到 1分。 

3.有 17.4％的學生無法正確解題，得到 0 分。其中有 7.7％的學生利用累加法，

但計算錯誤；有 1％的學生以為只要累加題目有列出的數字；有 8.7％的學生清

楚寫出不會計算。 

    綜合以上的學生表現，可知在答對的學生中，大部分是依照閱讀文章內容中

提到「高斯使用數和數配對，使每一對數字的和都是 101，他一共算出有 50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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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和。」列出算式算出正確答案；學生錯誤類型中，大部分的學生中清楚寫出

不會計算。 

表 8正式施測題本第三大題第三題題目 

試題 分年細目 

請依照高斯的方法：2＋4＋6＋8＋10

＋……＋46＋48＋50＝？寫出作法及
答案。 

6-n-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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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分析： 

1.有 23.8％的學生能正確使用數量關係，列出適當的算式，進行解題，得到 2分。

其中有 20.4％的學生寫出 52×12＋26＝650，算出正確答案；有 1％的學生能寫

出 50×12＋50＝650；有 0.5％的學生寫出 52×12.5＝650，算出正確答案；有 1.9

％的學生列出（2＋50）×25÷2＝650，算出正確答案。 

2.(1)有 57.3％的學生使用數量關係，但列式部分錯誤，得到 1 分。其中有 30.1

％的學生利用配對法，配對組數寫錯 (50＋2)×25＝1300；有 23.3％的學生

利用配對法，單獨數字寫錯；有 2.4％的學生利用配對法，列式正確但計算

錯誤。 

  (2)有 1.5％的學生能正確算出答案，並未使用數量關係，利用累加法算出正確

答案，得到 1分。 

3.有 18.9％的學生無法正確解題，得到 0 分。其中有 2.9％的學生利用累加法，

但計算錯誤；有 0.9％的學生以為只要累加題目有列出的數字；有 15.1％的學

生清楚寫出不會計算。 

    在答對的學生中，大部分是依照高斯的配對法算出正確答案，少部分學生使

用累加法算出正確答案；學生錯誤類型中，大部分的學生中是配對組數寫錯，或

是利用配對法但單獨數字寫錯，少部分是計算錯誤的情形。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國小六年級學生在數學閱讀測驗三個測驗題型中的表現，對學生數學閱讀能

力而言，以閱讀理解最佳，其次為數學背景知識，而數學特殊技能相對較低。 

    在數學閱讀三個測驗題型表現情形，閱讀理解、數學背景知識與數學特殊技

能之間，兩兩皆達顯著相關(p＜.01)。表示學生在閱讀理解表現越佳，在數學背

景知識與數學特殊技能的表現也越佳；學生在數學背景知識表現越佳，在閱讀理

解與數學特殊技能的表現也越佳；學生在數學特殊技能表現越佳，在閱讀理解與

數學背景知識的表現也越佳。 

    學生在建構反應題的表現情形中部份學生在找某數的因數有遺漏的情形，與

因數先備知識不足有關係，進而影響判斷質數時，有錯誤的情形發生；學生在數

字累加的題目時，當題目是奇數個數字累加時，兩兩配對容易忽略未配對的數

字，導致答案錯誤的情形發生。 

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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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對象只針對國小六年級學生，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樣本可以採取多樣

性，擴展至其他年級及地區，有助於了解整體國小學生的數學閱讀能力，將能擴

大研究的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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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sixth-grade students’ performance of 

mathematics reading within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The tool used in the study 

was "Mathematics Reading Test." The main purpose is to analyze students’thinking 

strategies and type of error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number and calculation. B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found that students' reading ability in terms of mathematics, 

reading comprehension is the best, followed by mathematical background. Special 

mathematical skill is relatively lower; most stud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scenario problems.They got some misses in finding the factors 

of a number. It’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the prior knowledge about factors, and then 

influence their judgment for prime number. So something wrong happens. When the 

students answer the questions about the accumulation of odd numbers, they overlook 

the unpaired numbers easily. It results the wrong answer.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can 

offer the consultation for teaching sixth-grade students’mathematic reading. Some 

recommeda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are provided by the researcher. 

 

Keywords：mathematical reading, constructed-response items, history of mathematics, 

number and amount, cal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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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俄羅斯國小數學教科書幾何教材之分析比較 

 
曾坤教 1 徐偉民 2 

1 屏東大學科普傳播學系數理教育碩士班 boris9304@yahoo.com.tw 
2屏東大學科普傳播學系 ben8535@mail.nptu.edu.tw 

 

摘要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探討台灣與俄羅斯國小階段幾何教材中問題表徵型態

與知識屬性的異同，並歸納兩國國小幾何教材內容特色。結果顯示：台灣與俄羅

斯數學教科書中，幾何問題的表徵型態，以「聯合型態」所占比重最高，皆有五

成以上。在問題的知識屬性上，兩套教材皆以「概念性知識」為主，台灣尤其明

顯佔了六成之多。期望本研究可提供國內教科書編者或教育工作者一些參考。 

 

關鍵字：內容分析法、國小數學、教科書、幾何教材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20世紀 90年代初，蘇聯解體，使得俄羅斯的政治、社會，包括教育發生巨

大變化。儘管如此，俄羅斯仍舊是教育與數學教育的強國，俄羅斯的教育是世界

一流的，2006 年美國科學雜誌(science)公布年度十大科學進展，其中數學隱士佩

雷爾曼(ГригорийЯковлевичПерельман，1966-)被列為頭號科學進展，也因此使

他獲得菲爾次(Fields)獎得主，雖然他拒絕領獎(朱文芳，2011)。 

國小教育階段是所有人才培育的基礎工程，所以國小教育的良窳直接關乎人才的

養成。研究者在研讀數理學習心理學時發現，俄羅心理學家維高斯基

(Л.С.Выготский)的學習理論主導了俄羅斯數學教科書的編排方式與教材製作，

維高斯基強調人類高層次思維的運作必頇透過文字、語言、符號才能進行(鍾宜

興，2002)，尤其他強調符號對思考的重要性，而數學便是一門高度抽象符號運

作的學問。另外，Pepin與 Haggarty（2000）在他們兩人針對英、法、德 3國教

師使用數學教科書方式的研究中，發現教師之所以強調教科書在課堂教學中的重

要性，一則是因為沒有充分時間準備其他教材，二則因為教師需要教科書提供一

個課程架構。因此教科書是教師的指導方針與學童學習的最基本教材(教育部，

2004)。顯然，俄羅斯的數學教育在世界上獨具特色。特別是他們近年來在數學

教育方面所做出的一系列有益的改革與大膽探索，取得了一系列值得我們關注的

成果。但礙於目前以英語文化為主導的研究趨勢影響，能讀懂俄羅斯俄文文獻，

特別是讀懂俄語的數學教育專業文獻的研究者不多，因此有關俄羅斯數學教育的

文獻篇章很少，研究者搜尋國內有關俄羅斯的數學教育方面的研究論文確實不多。

被數學教育界稱為俄羅斯帄面幾何三巨頭之一，也有人稱其為幾何沙皇的沙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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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俄羅斯的數學教育曾談到，精神的最高表現是理性，而理性的最高表現是幾何

學；圓周是幾何學的靈魂，了解圓周，你不僅了解幾何學的靈魂，還能提升自己

的心靈。這也是 B.Ю.普拉達索夫在回憶與這位大師相處的一些談話 (馬菊紅、

朱慧君、于小琴譯，2013)。而在回答 21 世紀的中學需要幾何學嗎?沙雷金也談

到幾何學的知識和技能，幾何學的素養和幾何學的發展，具有職業上的意義。例

如室內設計師，結構設計師…等，現代文明社會尌是幾何學的文明社會。又說數

學，特別是幾何，是教育系統裡不多的、保值的、經濟的、純粹的智力食品

(http://www.mccme.ru/edu/index.php?ikey=shar_mathedu)。足見幾何在數學教育階

段的重要性。故研究者將教科書研究範圍聚焦在幾何，尤其在俄羅斯國小教育階

段的數學教科書中的幾何內容之研究。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選用俄羅斯「ПРОСВЕЩЕНИЕ」啟蒙出版的數學教科書，作為俄羅斯的

研究對象；台灣的部分選擇南一出版的國小數學教科書一到四年級為研究對象，

希望提供國內教科書編者或教育工作者一些參考。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 探討台灣與俄羅斯國小教育階段數學教科書的幾何教材問題表徵型態

與知識屬性之差異。 

(二) 分析台灣與俄羅斯國小教育階段數學教科書幾何教材內容的特色。 

貳、文獻探討 

一、台灣與俄羅斯國小教育數學教學目標與幾何教材內容 

(一）國小數學教學目標 

由上表可看出俄羅斯國家數學教育標準(以下簡稱俄羅斯《標準》)和台灣國

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學習領域(以下簡稱台灣《標準》)，在教學目標

中皆指出，高度文明的世界中，數學知識和能力，已成為日常生活裡應具備的基

本能力(教育部，2008)。因此，兩國從國小教育即開始協助學童數學智能的發展。 

 

表 1台灣、俄羅斯國小教育階段數學教育目標 

國家 教學目標 

台灣 

1.培養學生正向的數學態度，瞭解數學是推進人類文明的要素。 

2.數學教學應配合學童不同階段的需求，協助學童數學智能的發展。 

3.數學作為基礎科學的工具性特質。 

俄羅斯 

1.發展學生的形象思維、邏輯思維和想像力；能順利地解決教學和實

際生活中的問題，以及後續教育所必頇的數學技能和習題。 

2.掌握數學基礎知識，能形成初步數學的概念。 

3.培養對數學的興趣，力求將數學知識應用到日常生活中。 

研究者自行整理(朱文芳，2006；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學習領域，p4) 

 

(二）國小幾何教材內容 

俄羅斯目前的學制是11年制，其中1-4年級為初等教育，5-9年級和10-11(或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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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為中等教育，而 1-9 年級如同台灣現行九年一貫教育義務教育階段。俄

羅斯《標準》中，包含數學教學大綱所規定必學的最少內容及對學生畢業水帄的

要求兩部分。台灣《標準》則分為能力指標和分年細目兩部分(如表 2)。 

 

表 2台灣與俄羅斯國小教育階段數學教育標準幾何教材 

國

家 

能力指標(最少內容) 分年細目(畢業水準) 

台

灣 

1.能初步掌握形的概

念，其重點在長度與簡

單圖形之認識。 

2.幾何上則慢慢發展

以角、邊要素認識幾何

圖形的能力，並能操作

認識幾何圖形的性質。 

S-1-01 能由物體的外觀，辨認、描述與分類簡單

幾何形體。 

S-1-02能描繪或仿製簡單幾何形體。 

S-1-03能認識周遭物體中的角、直線和帄面。 

S-1-04能認識生活周遭中帄行與垂直的現象。 

S-2-01 能認識帄面圖形的內部、外部及其周界與

周長。 

S-2-02 能透過操作，將簡單圖形切割重組成另一

已知簡單圖形。 

S-2-03能理解垂直與帄行的意義。 

S-2-04 能透過帄面圖形的組成要素，認識基本帄

面圖形。 

S-2-05能透過操作，認識簡單帄面圖形的性質。 

S-2-06能認識帄面圖形全等的意義。 

S-2-07能理解旋轉角的意義。 

S-2-08 能理解正方形和長方形的面積與周長公

式。 

俄

羅

斯 

1. 確定空間位置關

係：高-低，上-下，左

-右，前-後，近-遠，在…

之前，在…之後，在…

之間等。 

2.識別和想像幾何圖

形：點，直線，線段，

角，多邊形（三角形，

長方形），圓與圓周；

球與球面。 

3.測量線段的長度。 

4.作已知長度的線段。 

5.計算多邊形的周長。 

6.認識幾何圖形的面

1.學會 

(1)用直尺畫已知長度的線段，測量已知線段的長

度； 

(2)識別所學習的幾何圖形並能（用直尺或徒手）

在紙上畫出它們； 

(3)計算長方形（正方形）的周長和面積。 

2.把所學的知識與技能應用於實踐活動和日常生

活中 

(1)在空間環境中定位（計劃行程線路，選擇運動

途徑等） 

(2)按物體的不同特徵（長度、面積、質量、容積）

比較和分類； 

(3)用眼估計物體的大小； 

(4)獨立地設計活動（考慮應用不同幾何圖形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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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自行整理(朱文芳，2006；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學習領域，2008) 

 

    表2可以看出台灣與俄羅斯1-4年級的幾何教材目標有其相異之處。相同的是

兩國都著重透過直觀、操作來認識和描述幾何圖形；不同的是俄羅斯側重學童的

空間位置關係及幾何圖形的測量。另鍾靜(2014)研究指出，數學教科書中是以數

學問題來進行編排。楊德清(2015)也參考Zhu 與Fan（2006）的研究中，凸顯教

材佈題的意義指出：內容組織、佈題方式或呈現順序是極為重要的教科書分析的

內容。 

二、問題的表徵型態與知識屬性 

    教科書是把意圖課程轉變為實際教學課程的重要媒介(黃皇元，2011)，且教

科書的內容表徵與呈現方式更是與學生學習有著密切的關係。在數學學習的過程

中，兒童需要藉由不同的數學表徵來理解數學概念，Lesh, Post 和Behr (1987)也

提到各種表徵(包括實境、具體物、圖片…)之間的連結與轉換能力是影響學習、

問題解決及產生有意義學習的重要因素。Zhu與Fan(2006)更是將實際的教科書問

題型態表徵做了跨國比較，其結果發現不同教科書的問題表徵型態，如數學型態、

文字型態、視覺型態及聯合型態，對學生學習與成尌表現有著一定的影響力。再

者，學童要具備一定的數學問題的解決能力(如NAEP將數學能力分成概念知識的

理解、程序性的知識及解題等三大數學能力)，才能成功解題。而數學問題的知

識屬性(徐偉民、林美如，2011；Hieber, et al.)，將左右教科書教材內容的編排和

呈現方式。因此，本研究將以問題的表徵型態與知識屬性作為研究的類目，進行

兩國的教科書分析比較。 

參、研究方法與資料處理 

本研究採內容分析法，將Zhu 與Fan（2006）研究架構為基礎，並針對本研究之

需要修訂分析單位與類目。基於俄羅斯與台灣教材佈題呈現多元，因而分析之範

圍以課本為主，習作、教師手冊等不列入分析範圍。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欲探討俄羅斯、台灣初等階段數學教材中幾何內容。研究採立意取樣

方式選擇俄羅斯啟蒙版、台灣南一版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對象背景敘述如下： 

(一)俄羅斯啟蒙版 

啟蒙出版社於 1930年 11 月 1日即是蘇聯時期規模最大，在學術和教學文學

上已是領先的專業出版商(研究者譯自 http://prosv.ru/pages/about.html)。制定所有

小學科目的教科書，包括: 科學、教育和教育材料等。啟蒙出版社從一開始尌有

蘇聯科學院的科學家參與(如 Zenkevich AN 柯爾莫哥洛夫和其他人)出版的書籍，

其中涉及兒童的尌影響蘇聯好幾代。在 2011 年，啟蒙出版社獲得“Uchsib”大金

獎，獲獎作品尌是本研究對象的教科書編者摩洛(моро)所編的數學教科書。在圖

積及單位。 

7.計算長方形的面積。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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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市場 2008年至 2013年，出版物的比例從 29％提高到 40％。在 2013年，這個

市場中啟蒙出版社是無可爭議的領導者，發行量佔領市場的 31.7％。

(http://old.prosv.ru/about.aspx?ob_no=222&d_no=42932)。啟蒙版 1~4 年級數學教

材是數與計算、幾何為主軸，每學期各一冊；5-11(12)年級，每年級則分為代數

和幾何各一冊。1-4年級的幾何教材內容如表 3。 

（二）台灣南一版 

南一書局因應時代趨勢，走過半個世紀，依然稱譽於臺灣出版界

(http://www.nani.com.tw/nani/2007naniweb/NANI_manual01.jsp)。南一創立於 1953

年，初期以出租佛書起家，二年後轉為販售西書和社會用書，繼而改為總代理、

總經銷和生產紙製品。1970 年起以出版升學參考書為主力，曾有「臺灣參考書

的出版王國」之封號。1994 年起，因應政府陸續將中小學教科書改為民間審定

本，課本不再定於一尊，南一隨即將經營重心投注在開發中小學教科書的出版發

行工作，禮聘學者專家編撰教材、設計教具、設計題庫等；聘請專業生產線精英

從事企劃、編輯、校對、美工、排版、印製、發行等工作；現今國小、國中至高

中教科書開發齊全、送審通過率高、銷售成績傑出的出版機構。規模龐大，組織

健全，秉持著「教育乃樹人興國之大業」的共同理念，期能提昇教材內容品質及

學習效率。南一版 1~4年級數學教材是數與計算、幾何為主軸，每學期各一冊。

1-4年級的幾何教材內容如表 3。 

 

表 3 台灣南一版和俄羅斯啟蒙版 1-4年級幾何教材內容 

年級 台灣南一版 俄羅斯啟蒙版 

一 

1(上) 

「比長短」、「認識形狀」共 2單

元 

「點、直線、曲線、線段、射線」、

「折線」、「多邊形」、「公分」、「以

尺畫線、比較線段長短、畫出已

知線段」共 5單元 

2(下) 
「長度」、「圖形和形體」共 2單

元 

「公寸」共 1單元 

二 

1(上) 
「幾公分」共 1 單元 「角、角的種類」、「直角、長方

形」、「正方形」共 3單元 

2(下) 
「幾公尺」、「帄面圖形」、「面的

大小與立體」共 3單元 

「公釐」、「公尺」、「折線長」、「多

邊形周長」共 4單元 

三 
1(上) 

「角、正方形和長方形」、「幾毫

米」、「周界和周長」、「圓」共 4

單元 

「幾何圖形的名稱」、「面積」、

「面積單位」、「圓周、圓」共 4

單元 

2(下) 「面積」共 1單元 「三角形的種類」共 1單元 

四 1(上) 

「角度」、「長度」、「三角形」共

3單元 

「長度單位(公里、公尺、公寸、

公分、公釐)換算」、「不規則圖

形面積」共 2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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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 

「周長與面積」、「立方公分」、

「四邊形」共 3 單元 

「矩形的對角線」、「立體圖形

(長方體、金字塔(四面體)形、錐

體、球體、圓柱) 共 2單元 

 
單 元

數 

共 19 單元 共 22單元 

    本研究以上述俄羅斯 22 單元、台灣 19單元作為研究對象。 

 

二、分析單位 

教科書的編排通常是以數學問題來進行(鍾靜，2014)，研究者參考黃皇元(2011)

以「問題」作為分析單位。以下說明「問題」的定義及舉例： 

(一）題目中只含有一個問題者，計數一題。例如： 

Длина шага взрослого мужчины около 1 м. Сколько примерно шагов он 

должен сделать, чтобы пройти 1 км? (成人一步的距離約一公尺，要走完

一公里需要多少步?)(Т. Б. Бука,2013,математиеа4, часть1, с.36） 

(二）題目中有兩個問題以上(含兩個)之題組者，各小題分別計數一題。 

三、分析類目 

本研究的分析類目有兩項，其一是參考Zhu 與Fan（2006）之數學問題表徵型態

（數學型態、文字型態、視覺型態與聯合型態）。其二是參考美國 NAEP(national 

assessment education process, 1988)、彭惠群(2010)、黃皇元(2011)及董修齊(2011)

來訂定次類目(概念性知識、程序性知識及連結性知識)，以進行兩國數學問題知

識屬性的分析比較。分析類目如表4。 

 

表4 台灣與俄羅斯國小教育階段幾何教材內容分析類目表 

主類目 次類目 說明 

A.問題

表徵型

態 

A-1.數學型態: 

A-2.文字型態: 

A-3.視覺型態: 

A-4.聯合型態: 

問題之主軸只包含數學符號的表徵。 

問題主軸完全是以文字敘述。 

問題之主軸含括插圖、圖像、圖表、地圖等。 

問題包含兩種或兩種以上之上述型態。 

B.問題

的知識

屬性 

B-1.概念性知識: 

 

B-2.程序性知識: 

 

B-3.連結性知識: 

透過操作方式，運用模型、圖形或符號而獲得的

概念性知識。 

讓學生以圖表製作、幾何作圖、圖形排序等方式

來獲得某一概念。 

同時涵蓋了概念性知識與程序性知識來進行問題

解決。 

 

四、信效度檢定與資料處理 

(一)信效度檢驗 

    本研究的信度檢驗方式是歐用生(1991)所採用之評分者信度，針對內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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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分析類目與分析單位作考驗。研究者與二位評分員進行評分。兩位評分員分

別為教學資歷皆超過十五年之國小教師。選取的樣本是俄羅斯、臺灣都含有的幾

何教材「三角形」單元。將分析類目表及所含定義(如表4)發給其他兩位評分員。

先計算出評分者間的同意度(Pi)，再計算出帄均相互同意度之值(P)，最終利用格

柏納公式得出其信度結果。 

1.相關公式如下: 

(1)求相互同意值 Pi。Pi＝ （M：表 2人同意的項目數，N1及 N2：每人應

有的同意數。） 

(2)求帄均相互同意值P。P= （N ：相互比較的次數） 

(3)求信度R。R= （n：評定員人數） 

2.信度結果 

研究者與兩位評分員之間的相互同意值如 

表5 

評分員 甲 乙 

研究者 0.92 0.97 

甲  0.93 

評分員帄均相互同意度為P＝0.94，信度R＝0.97，已達內容分析標準(信度頇大

於0.8)。此外，本研究採用之分析類目表，乃參酌國內、外相關研究（彭惠群，

2010；董修齊，2010；黃皇元，2011；Zhu & Fan, 2006）所使用之分析工具，以

確定分析之類目；並且在編碼過程中，研究者多次與相關數學教師進行討論與修

正，將討論不一致的題目直到一致性為止，以建立專家效度。 

(二) 資料處理 

    依本研究所發展出的「俄羅斯與台灣初等教育階段幾何教材內容分析類目

表」，將分析結果分類並登錄在所屬的主、次類目中。分為「質」和「量」兩部

分。量的分析主要透過佈題呈現所占百分比來統計；質的分析透過研究者歸納、

整理兩國的幾何教材目標脈絡，再輔以統計之呈現與特色來進行分析。 

伍、結果與討論 

一、兩套教材在問題表徵形態上各有特點 

由表 6資料看出，兩套教材的總題數分別為台灣 662題，其各表徵形態的問

題數與百分比為：數學型態問題 88（13.3%）、文字型態問題 104（15.7%）、

視覺型態問題 175（26.4%）、聯合型態問題 295（44.6%）；俄羅斯為 938題，

其各表徵形態的問題數與百分比為：數學型態問題 70（7.5%）、文字型態問題

416（44.3%）、視覺型態問題 35（3.7%）、聯合型態問題 417（44.5%）。其中

兩國皆以聯合型態所占比重最高，不過在文字型態和視覺型態上兩國有比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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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台灣幾何問題以文字型態來呈現的比例，少了俄羅斯將近 20%，而在視覺

型態問題的比例上則高出俄羅斯約 23%，顯示兩國在幾何問題呈現的表徵上有明

顯不同的思考焦點。 

再分別從兩國的各年級在四種問題表徵型態的分布數量來看，數學型態方面，

台灣與俄羅斯都是以 4年級最多；文字型態方面，兩國仍以 4年級為最；視覺型

態方面，明顯看出兩國都是 1 年級佈題量最多，只是俄羅斯在這方面的數目非常

少；而聯合型態則都是 4年級數量最多。 

由數據也可以看出，各年的問題型態台灣與俄羅斯有很大的不同，除了 1

年級是視覺型態為最多。但其餘 2、3、4年級的數量變化，俄羅斯 2年級以聯合

型態為多，3 年級則是文字型態和聯合型態為多，但文字型態已超越聯合型態，

而 4年級文字型態已躍為主要問題表徵型態；反觀台灣，問題的型態逐年以聯合

型態為主要題型。 

 

表 6 台灣南一版問題的表徵型態各年級所占問題數統計表 

 年級 1上 1下 2 上 2下 3上 3下 4上 4 下 總計 百分比 

問

題

表

徵

型

態 

數學型態 0 0 0 11 29 0 21 27 88 13.3 

文字型態 4 6 8 6 31 2 28 19 104 15.7 

視覺型態 32 58 26 11 6 7 22 13 175 26.4 

聯合型態 13 3 4 75 62 29 46 63 295 44.6 

 總計 49 67 38 103 128 38 117 122 662 
 

 

表 7俄羅斯啟蒙版問題的表徵型態各年級所占問題數統計表 

 年級 1-1 1-2 2-1 2-2 3-1 3-2 4-1 4-2 總計 百分比 

問

題

表

徵

型

態 

數學型態 4 5 7 12 4 0 21 17 70 7.5 

文字型態 5 17 41 42 67 66 82 96 416 44.3 

視覺型態 8 9 4 7 6 1 0 0 35 3.7 

聯合型態 61 38 57 51 58 44 52 56 417 44.5 

 總計 78 69 109 112 135 111 155 169 938 
 

 

二、兩套教材在問題知識屬性上的差異 

由表 8和表 9資料得知，兩套教材的總題數分別為台灣 662題，其各問題知

識屬性的問題數與百分比為：概念性知識 403（60.9%）、程序性知識 176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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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性知識 83 (12.5%）；俄羅斯為 938題，其各問題知識屬性的問題數與百分

比為：概念性知識 462（49.3%）、程序性知識 283（30.2%）、連結性知識 193 (20.6%）。

其中兩國皆以概念性知識所占比重最高，其次是程序性知識，最後則是連結性知

識。值得一提的是台灣在概念性知識所佔的比重高達 60.9%，足見台灣在幾何教

材問題的知識屬性明顯偏重幾何概念的知識。 

另外從問題的知識屬性在各年級所佔的比重來看，台灣各年級的概念性知識

比重皆相去不遠，俄羅斯也是逐年增加，兩國皆以 4年級為最多題。程序性知識

方面，兩國也是逐年增添題數；而連結性知識是兩國都偏少的問題知識屬性，尤

其台灣南一版 4年級明顯增多。 

再者，從各年級的問題知識屬性來看，台灣與俄羅斯皆是以概念性知識為主，

程序性知識第二，連結性知識則是最少。 

 

表 8台灣南一版問題的知識屬性在各年級所占問題數統計表 

 年級 1上 1下 2上 2下 3上 3下 4上 4下 總計 百分比 

問

題

知

識

屬

性 

概念性知識 36 57 27 75 84 10 60 54 403 60.9 

程序性知識 0 10 11 21 33 28 33 40 176 26.6 

連結性知識 13 0 0 7 11 0 24 28 83 12.5 

 總計 49 67 38 103 128 38 117 122 662 
 

 

表 9俄羅斯啟蒙版問題的知識屬性在各年級所占問題數統計表 

 年級 1-1 1-2 2-1 2-2 3-1 3-2 4-1 4-2 總計 百分比 

問
題
知
識
屬
性 

概念性知識 49 37 50 52 53 61 82 78 462 49.3 

程序性知識 21 17 32 40 47 34 42 50 283 30.2 

連結性知識 8 15 27 20 35 16 31 41 193 20.6 

 總計 78 69 109 112 135 111 155 169 938  
陸、結論 

一、兩國幾何問題以「聯合型態」為最，俄羅斯逐年增加文字型態的比重。 

台灣與俄羅斯對於問題的表徵型態均以聯合型態為最多，顯示抽象的幾何知識需

要透過實際情境比較與詳細的文字敘述來逐步建立，並且符合兩國的幾何教材目

標。值得一提的是俄羅斯的問題表徵型態中，聯合型態與文字型態只相差不到1%，

且兩者合計比重接近九成(88.9%)。相較於俄羅斯重視以文字來呈現幾何問題，

台灣則較強調以視覺圖像的方式來呈現。俄羅斯以較多的文字來敘述問題的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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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情境，在教師教學時如游天明(2011)的研究指出，此種編排方式需要教師幫助

引導學生學習，這也是讓伊蓮娜  (2013)指出：「俄羅斯擁有自己的Common Cord!」

的原因。 

二、台灣著重幾何概念的理解，俄羅斯將幾何問題融入日常生活。 

台灣在幾何問題的知識屬性分類上，比重高達六成之多的是概念性知識。研究者

發現南一版的單元活動的第一頁(或稱誹頁)，都是與該單元相關的照片並輔以問

題來呈現，希望藉由實例來引導學生學習新的、抽象的概念。因此數學問題的分

布都集中在該單元中；反觀啟蒙版的數學佈題，不但該幾何單元內容中有相關問

題，在非幾何單元的內容上，也均勻的分布幾何問題。此外，兩版本在連結性知

識雖然都最少(台灣只占 12.5%，俄羅斯占 20.6%)，但俄羅斯所涵蓋的問題內容

大都是跟學童日常生活相關的解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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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mpare geometry content of instructionalmaterials 

in elementary mathematics textbooks of Taiwanand Russia.The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reviewed were NaniMathematics in Taiwan and School Russia (ШколаРоссии)in 

Russia. The content analysis was used as method and mathematical problems were the 

unit of analysis.These were classified based on their cognitive types and 

representational types.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two textbooks accounted for most 

combined and conceptual knowledge problems. This study was expected to 

providesome references for teachers and textbooks ed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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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究在職進修碩士教師觀看數學教學案例後，會透過哪些面

向來評論此教學案例，並且探討在職教師的評論與一位數學教育專家的差異性。

研究對象為台北市立大學數學教育學系在職進修在職教師教師共 18 位，師培者

一位。評論的面向參考小學數學教學發展標準(Standards for Development in 

Elementary Mathematics Teaching [SDEMT])。研究結果發現，在職進修碩士教師

的評論內容屬於條列式的評論，並且後續的評論者會接續前面的評論加以補充或

者提出自己的做法，但是評論的內容較缺乏理論的支持。師培者的評論則是從課

堂的數學內容開始，緊密連結到其他的面向上，並且融入理論於其中。 

 

關鍵字： 在職教師、教學案例、評論 

 

壹、緒論 

在中學的課程中，畢氏定理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定理，而畢氏定理的推廣應用

也相當豐富：國中課程的推廣有坐標平面上兩點間距離、立體圖形中的畢氏定理；

到了高中更推廣到三角函數、餘弦定理、三垂線定理、中線定理等。國中階段最

重要的推廣在於計算平面上兩點間的距離，到了高中更推廣到空間中兩點間的距

離，由此可見學習畢氏定理的重要性。 

課堂的教學影響學生的學習甚深，如何提昇教師自身的專業之能，以便更有

效率的提升學生學習數學的感覺，就是教師亟需學習的課題。李源順與林福來

(1998)指出營造數學感就是數學教師在教學時要能強調直觀，養成學生對所學的

數學做合理的判斷與連結，便能進一步培養學生的數學感。如何讓學生的數學學

得更有感覺，除了教師不斷的自我專業成長，學習教學知能之外，透過觀看教學

影片甚至是拍下自己教學的過程，客觀的找出優缺點，以便在後續的教學中不斷

的改善教學，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林碧珍(2001)的研究顯示討論數學教學

案例能提供教師們學習的機會，包括從案例中獲得教學知識、增進教學技巧，以

及分享彼此對教學的想法，而討論過程中的認知衝突可透過專業對話獲得澄清，

因此，能有效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在職教師回到師資培育機構進修時，利用上課觀看教

學錄影，進行事後討論與分析，進行多元優選與評論，研究的主要問題： 

1.在職教師和師培者會從哪些面向評論課堂教學？並比較其不同之處。 

2.在職教師和師培者運用哪些學理知識評論課堂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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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數學教學案例 

張民杰(2001)對於案例的定義做了四點的說明：(一)案例是真實事件的描述。

(二)是以敘述的形式呈現。(三)案例包含了事件的人物、情節、困境或問題。(四)

案例乃作為分析、討論、做決定、問題解決的基礎。 

記錄一位教師於課堂中的教學過程，除了紙本記錄、錄音外，錄影探究也是

一個重要的方式。錄影資料相較於其他資料有其優勢(吳心楷、宋曜廷、簡馨瑩，

2010)，如：錄影能忠實地紀錄複雜事件的細節以及口語資料以外的事件資訊、

錄影資料能跨越時空限制被重複觀看、錄影資料允許跨領域分析並可用於不同分

析方法、錄影觀察可避免自陳資料中發生的社會期望偏誤。 

二、數學教學評論的面向 

透過錄影來紀錄一節數學課，除了可以提供給授課教師再次觀看教學過程，

找出可改善之處，也可以將不錯的地方記錄下來，作為自己或是同儕的參考。然

而，每一堂課都有許多面向需要做詳細的分析討論，在數學教師知識庫

(http://www.mtedu.utaipei.edu.tw/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98&page=1&e

xtra=#pid4019)，可以找到許多教師在看完教學錄影帶後發表的評論，而評論的

內容則依據小學教師數學教學發展標準之探究：學者的觀點(李源順、林福來、

呂玉琴、陳美芳， 2008)一文中所提到：教師的數學教學所需具備的專業知能有

一些共通的面向，我們將六個面向定義為數學知識、學生認知、教學策略、教學

實務、教學評量與專業責任。因此，我們在評論的時候，也是依據這六個面向為

基礎，適度將專業責任改成班級經營，同時刪除教學實務，以進行觀察與討論。

原因是專業責任較難在一課進行評論，同時班級經營是教學的重要面向，也和專

業責任接近；另外，教案中老師的教學本身就是教學實務，因此以五個面向的內

涵來分析教學實務的評論。 

(一)班級經營與教學實務 

    吳清山（1990）班級經營，乃是教師或師生遵循一定的準則，適當而有效地

處理班級中的人、事、物等各項業務，以發揮教學效果、達成教育目標的歷程。

班級是從事各項教學活動的重要場所，而班級導師就是計畫者、執行者，也是管

理者。班級就如同一個家庭一樣，有充足的資源、舒適的空間，與良好的互動關

係，自然可提升學生學習的興趣與意願，進而提高學習成效。因此，每位老師都

有必要對班級經營花心力與下功夫。 

(二)數學知識 

在數學這樣教一書(李源順，2013)中說到數學內容知識就是我們所要教與學 

的主要內容。1999-2003 年 NAEP (NAGB，2002)將數學內容分成數感、性質與

運算、測量、幾何與空間、資料分析、統計與機率，以及代數與函數等。 

(三)學生認知 

    Ausubel(1914-)認為學習是認知結構的重組，也就是新舊知識在學習者的頭

腦中進行同化與改組，而產生新的意義。他也認為有意義的學習必頇具備學習材

料本身有邏輯意義、學習者的認知結構中有同化材料的固定點、學習者具備將新

舊知識連解起來的心向、學習者積極主動使新舊知識發生交互作用等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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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策略或方法 

    所謂教學策略（Instructional Strategy）或教學方法，意指教師教學時有計畫

地引導學生學習，從而達成教學目標所採行的一切方法。教學策略一詞之含意，

廣義地指一般教學上所考慮採用的教學取向（張春興，1994）。 

(五)教學目標與評量 

    在數學這樣教一書(李源順，2013)中說到，教學評量(Teaching Assessment)

指的是教師對數學評量理論的瞭解與如何應用於教學的相關實作表現，教師需要

了解評量的相關理論及使用時機、如何運用各種評量方式適切的評量學生的學習

成效、能運用評量結果以監控和檢視教學成效、之後才能利用評量結果和學生家

長或其他人有效溝通學生成就。 

三、教學評論的研究 

    在教學評論的研究中，可以找到在職教師在看完教學錄影後，針對上述六個

面向所發表的評論，但是把在職教師當成一個個案和師培者評論的差異性的研究

較少，但是可以找到師培者和老師比較的相關研究，如：李源順和邱春根(2007)

曾對國小數學教育學者和國小實習教師，比較他們對國小教師數學教學專業知能

的觀點。李源順、林福來、陳美芳(2012)將數學教育學者和數學科輔導團員稱為

理論與實務持分者，探究他們對不同身分國小教師所需數學教學專業知能觀點之

異同。 

参、研究方法 

在進行研究之前，我們把所有在職教師當成一個個案來敘寫，最後再與師培

者做比較。原因是因為在職教師在評論時是接力進行，一個人先進行評論，其他

人則會接著前面的評論內容加以補充或提出其他的觀點，也因此將在職教師的評

論看成一個整體，再與師培者做比較。 

一、研究對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 18 位在職教師以及一位師培者。18 位在職教師中有 8

位小學教師、8位國中數學教師、2位高中數學教師，18位教師均為台北市或新

北市之教師，一位桃園市教師。有六位教師的年資在 10 年以上，十二位教師的

年資在 10 年以內。師培者為台北市立大學數學系教授，專長為數學教育、數學

素養、資訊融入數學教育、普通數學、微積分。師培者在教學評論課程開始之前，

已經透過一學期的課程建立在職教師對於數學感教育的理解，期望在職教師可以

理解數學感教育，然後在這個學期透過數學教學課堂錄影深化數學感教育，最後

落實於課堂中。 

二、研究方法與工具 

    在職教師都具有實際教學經驗，在課堂教學時所著重的不外乎學生學習反應、

數學內容、班級經營、學習目標及評量，而師培者已經有觀看過超過一百堂以上

的教學觀摩，在分析時亦是著重在學生怎麼學、老師怎麼教。本研究旨在透過比

較研究，分析在職教師與師培者在評論時的異同之處。 

311



2016年第八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數學教學工作坊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6The Eighth ICTME and Workshop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本研究採學習型組織的焦點團體研究法(focus group)來蒐集資料。優點有四：

一、可以將整個評論過程錄製下來，以便進行事後分析；二、參與的教師能暢所

欲言，針對各個面向表達自己的看法；三：屬於互動式討論，有利於多方面多角

度聽取建議；四：可以快速蒐集資料，並做立即處理。研究對象為台北市立大學

數學教育系在職教師，授課教授為數學系的教授，專業領域為數學教育。 

    教學評論為每周一次，每次進行三個小時。主持人一開始先播放長度約四十

分鐘的數學教學案例(數學教師知識庫 http://www.mtedu.utaipei.edu.tw/forum.php)，

之後請同學進行約四十分鐘的評論。評論的內容主要為班級經營、數學內容、學

生認知、教材教法。期間教授會適時發問、傾聽，最後會針對同學的評論做補充

以及總結歸納。資料的記錄方式：筆記和錄音。資料分析的信度與效度則由研究

者與一位數學教育專家教師共同檢視分析內容，以求分析的一致性以及適切性。 

三、教學案例 

    本研究只探討、評論一堂以「畢氏定理---坐標平面上兩相異點間距離」的教

學，該教學影片拍攝於 2015 年 11月 4日，教學現場為台北市某區的中學。教學

內容分為四個活動： 

    活動一(引起動機)：從學生熟悉的直角三角形且三邊長為 3、4、5開始引導，

讓學生複習畢氏定理的計算方式，並且讓學生知道這三個直角三角形，斜邊兩點

的距離算出來的結果都是 5。 

 

    活動二：學生瞭解公式的內容之後，授課教師在黑板上舉出了兩個例子，讓

學生練習公式的計算，並確認學生是否學會。確認學生會使用公式之後，發給學

生每人一張學習單，學習單上有 15題的練習題，讓學生練習。 

       

    活動三：在學生更為熟悉公式之後，授課教師在黑板上舉出兩個例子，讓學

生思考如何利用公式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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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四：在課堂的尾聲時，授課教師把坐標平面上兩點間距離公式寫出來，

讓學生瞭解公式的寫法，以建立公式的心像。 

 

肆、研究結果 

    研究發現，在職教師能從班級經營、數學內容、學生認知反應、教學方法、

教學目標與評量等面向進行點狀的評論。但是教授評論的觀點則是著重於數學內

容，再從數學內容引申去探討教學方法，進而評論學生的認知反應以及評量。可

以發現教授的評論相較之下較為全面。接下來從各個面向進行分析。 

一、班級經營 

    在在職教師的評論中，這位教師的班級經營有許多不錯的地方，如：「班級的

學習氣氛良好、師生互動良好、板書清楚易懂」。 

    教授的評論則是「攝影的過程很可惜的地方是沒辦法看到學生學習的全貌，但看起來沒

有出現不該出現的用語，有些學生也會進行討論，也是不錯的地方。」 

整理資料後發現，在職教師和師培者在班級經營方面並無太多差異性。 

二、數學內容 

    在評論的各個面向之中，數學內容是評論的核心，也是整節課的教學中最為

重要的一環。教授在評論之前就已經提醒在職教師要特別留意這節課所教的數學

內容以及脈絡是否合理，以及學生在這節課學了什麼。在蒐集資料後發現在職教

師對於這節課的數學內容的評論較多。整理在職教師的評論所得到的結果有五

項： 

建議 1. 在教學過程中，若加入「平移」一詞來引導，學生會更清楚。 

建議 2. 除了原本的「水平平移」之外，也可以補充「垂直平移」，讓學生有更多元的思

考。 

建議 3. 數線上兩點間的距離公式必頇在教學過程中呈現，讓學生產生連結。 

建議 4. 教師在引導公式時學生可以接受，但需要重複提醒學生，來強化學生對於公式的

心像。 

建議 5. 在講解原理後可以再多舉一些例子，並搭配圖示讓學生更為熟練。 

    教授建議分成六點 

第一點：「不管是教學觀摩或者是正常上課，有一些脈絡是一樣的，教學課程中都要有三

部曲，準備活動、發展活動、綜合活動。簡單的講，複習舊概念、教新概念、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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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再進行教學永遠思考這三部曲，但是不見得一堂課要全部呈現。準備活動大

概 3 到 5 分鐘，發展活動時間長一點點，課程總結稍微少一點點。例外的情況是，

複習的時候發現學生都不懂，那只好把教學目標轉成補救教學。也就是那時候的發

展活動變成是在做補救教學那一塊。」 

第二點：「在開始進行教學時候，可以分成先不告訴學生今天要學兩點距離，老師佈題讓

學生學，到最後學生才發現原來今天學的是這個東西，這種教學方法稱為引導式教

學方法。另外一種叫做探究式或者是解題式的教學，先讓學生知道要學或者是要解

決什麼問題，讓學生請楚這節課要學的目標，再讓他們發現原來公式是這樣做出來

的。例如，以前學過數線上兩點間的距離，那平面兩點間的距離又會是怎樣呢？」 

第三點：「永遠要考慮學生的先備知識，準備活動就要先引出學生的先備知識，也就是跟

這堂課最為相關的先備知識，以這節課來說，最為重要的先備知識就是七年級的課

程中，數線上兩點間的距離。要把他引出來，讓學生知道，那引導的方法有很多種，

要看學生的程度，如果是程度越好的學生，就可以從一般化引導到特例，程度越差

的學生，就要從特例引導到一般化的公式，學生會比較了解。」 

第四點：「教師必頇要深刻了解數學內容，要把數學內容看的很深入，才有可能教的好。

從數線上的點開始教起，複習之後再把點往上拉，變成算垂直的兩點，再來就是一

般化，延伸到負數去，當變成斜線段的兩點時，畢氏定理的需求就會出現。」 

第五點：「用歸納的方式學生可能會因為不曉得原因，而導致於變成在背計算方式，之後

可能就會背錯。也因此在教學生歸納時必頇要問學生原因。」 

第六點：「教師也可以讓學生知道可以透過幾何的方式來解決距離的問題，但是要幫學生

作連結以及課程統整。」 

    整理資料後發現：在職教師和師培者針對教材內容的建議都很相近，但有差

異性的地方在於在職教師僅將所看的現像指出來，卻未提及背後的學理知識；而

師培者在各項建議中都融入了學理知識，以及相關的知識內容，也因此在職教師

除了瞭解學理知識的內容之外，也能加以應用在教學現場。  

三、學生認知反應 

    在職教師的評論提到： 

我們為了取得完整的資訊，會在教室前面架一台，後面架一台。也就是一台對著教師，

一台對著學生，這樣可以知道學生專心或不專心的比例，並且整個量化。因此多架

幾台攝影機可以取得更完整的資訊。 

教授的評論提到： 

其實我花了很多年的時間去拍教學錄影帶，所以這個技術我們很清楚，假如前面擺一台

看全部的學生，後面擺一台看老師上課，那就會花兩倍的時間去看教學錄影帶。因

此我的做法是利用四畫面分割器，或者是找一個人跟著教學的進行去拍，老師上課

時就拍老師，學生練習時就拍學生練習情形。或者是拍學生的學習單，看看學生寫

的情況，也是了解學生上課反應的方法。 

    雖然在職教師與師培者都有提到教學錄影機的部分，在職教師希望透過多設

置錄影機以取得更多資訊，師培者也認為需要更多拍攝角度來取得更多課堂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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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但是額外提供了另外兩個可行的方式：利用畫面分割器、派專人進行拍攝，

這樣在畫面顯示出來的時候，只要看一次教學錄影帶就可以知道這節課發生的情

形，而不需要多花好幾倍的時間。師培者也另外提醒在職教師，除了注意學生有

無專心學習、學生在學習單上寫了什麼、在課堂上討論了什麼，都是拍攝錄影帶

時需要留意的地方，也是教師在上課時需要特別去觀察的重點。 

四、教學方法 

    在職教師的評論中提到： 

在本次的教學影帶中，教師以講述法引導學生學習，待學生對公式的內容有些瞭解之後，

再輔導學生做練習，並即時做回饋與修正學生錯誤。 

教授建議可以分成四點 

第一點：每一個老師在出題的時候，標準的符號、寫法必頇要寫出來，讓學生有好的模

仿標的。教授也提醒在職教師，要特別留意計算過程標準的書寫方式，學生會模仿

老師的書寫方式，也因此教師在板書上的表達也必頇標準而且正確。 

第二點：在說明的過程中多加以提問，問一下學生為什麼，也可以抽問程度較差的學生，

假如程度較差的學生也能回答，就可以確定幾乎全部的學生都能夠跟得上。 

第三點：在教學的過程可以出一些逆概念的題目，讓學生做反向思考，當他知道老師會

出逆概念的題目來問時，久了他也會用逆概念的題目來考自己。 

第四點：針對不同題目的情況，可以區分成一般的題型和特殊的題型。對於一般性的問

題還是要教學生一般性的方法，但是特殊的情形也可以教學生特殊的解法。但是一

般性的解法一定要教給學生，萬一特殊的解法不能使用時，還有一般的解法可以使

用，學生才有退路。 

整理資料後，發現在職教師在教學方法上都沒有明確的指出問題。而師培

者在教學方法上針對每一個階段所觀察到的現象，都提供了相關的教學法供在職

教師參考使用，也要在職教師思考不同的學生要如何搭配合適的教學方法，才能

發揮最大的教學效果。 

五、教學目標與評量 

    在職教師建議：「給學生做到 15題的練習題，份量上有點太多。」 

    教授建議可以分成三點 

第一點：我覺得學生應該要學會的問題，出個幾題給學生練習，就足以減是學生是否學

會，不需要出到 15題，少一點點，出幾個代表性的問題就可以。 

第二點：讓學生用他的語言把解題目的想法講出來，也是很重要的，這樣他才能知道他

在做什麼事情。 

第三點：我們談到數學感裡面有五個核心，讓學生舉例、讓學生畫圖、簡化數字、這個

單元和以前哪個單元有相關性、最後做課程統整。 

整理資料後發現，在職教師在評論評量的部分時，提供的意見是：將學習單

分成 3張，讓學生循序漸進的學習。而教授在評論時，則是更深入的了解學習單

的設計是否有變化，以及在設計學習單的時候只要選擇最具代表性的問題就好。

另外，教授也提到：可以讓學生上台寫，除了檢視抽到的學生是否學會，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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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台下的學生思考同學在黑板上的過程是否合理、正確。最後，讓一些學習高成

就的學生有練習講解題目的機會，練習溝通與表達，並且讓中等成就的學生有了

觀摩與學習的機會。 

伍、結論與建議 

一、在職教師能從不同面向作教學評論，並提升教學知能。 

研究發現，在職教師在經過一學期的學習教學相關理論之後，在發表評論時

能依據數學內容、班級經營、學生認知與反應、教學方法、教學目標與評量這些

面向進行發表，進而更加了解相關理論的內容，並且對於自己課堂上的教學進行

反思。因此，觀看教學錄影能提升在職教師更精緻的數學教學知能。 

二、在職教師評論的內容需要與理論做結合 

研究發現，在職教師能發表與教學錄影內容相關的評論，並且提出自己課堂

中的經驗來分享，但是在職教師的評論需要與教學理論做緊密結合，如：多元優

選理論、NAEP數學評量架構等等，內化成更深刻的數學知能。 

三、與現行教師社群結合 

國中各領域內教師均有專業學習社群(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可

以邀請有興趣的夥伴教師組成專業社群，透過觀看教學案例，與夥伴思考、對話

與評論，能夠對現場所遇到的問題進行解決與反思。(李源順 ＆ 林福來， 1998)

認為校內數學教師組成一個討論小組，利用課餘時間拍攝教學現場案例、討論、

解決自己有興趣的教學問題，如此可提升教師專業發展互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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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dimensions of commands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graduate students on mathematics teaching cases,and compare with an 

expert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Participants are 18 in-service teachers and one 

teacher educator of university of Taipei. The dimensions of commands consult the 

Standards for Development in Elementary Mathematics Teaching .The results fund 

that in-service teacher’s commands were list-information, and the latter supplement 

the former or express one’s own opinions. But the content of commands lacked for the 

supplement of theories. The commands of teacher educator started from mathmatics 

contents, and closely linked to other dimensions with theories. 

 

Keywords：in-service teacher,mathematics teaching case,com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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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學生於數學領域合作問題解決（collaborative problem slov-

ing, CPS）選擇題型的解題行為模式。採用施淑娟(2015)參照 PISA2015 合作問

題解決評量架構開發的數學領域合作問題解決詴題，所蒐集的中學生作答反

應，利用「行為序列分析」（lag sequential analysis）方法探討受詴者的行為模

式差異。結果發現：（1）「建立及維持相互的理解」是合作問題解決的關鍵行

為，在與夥伴未建立相互理解之前，其它合作能力大都表現不佳。（2）低分組

的學生在數學領域合作問題解決上，與其它兩組的行為有明顯的不同，例如盲

從以及與夥伴相互理解力較低等等。這些研究結果，可以作為後續研究的參

考，亦可作為教師在課程設計方面的指標。 

 

關鍵字：合作問題解決、行為模式、行為序列分析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現今環境快速變遷，個人的力量不足以解決各種繁複的問題，必頇整合團

隊的力量，經由合作才能有效解決困難。因此，僅著重於培養學生個人能力的

傳統教育方式，勢必無法提供學生在未來的生活、工作與學習上，充足且必要

的基本素養！這不但是個人的教育問題，對國家未來的競爭力亦造成嚴重的負

面影響。 

    有鑒於此，在 21世紀技能評估與教學行動計畫（ATC21S, 2013）中，合作問

題解決能力被列為重要的關鍵能力之一。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the Pro-

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也在 2013年的草案中，將評

量的重點由 PISA2012 的「問題解決」轉變為 PISA2015 的『合作問題解決』；

題目的設計著重於解題的過程中必頇匯聚成員的知識和技能來共同解決問題

（OECD, 2013）。因此，如何運用有效的評量工具培養與了解學生是否具備合

作問題解決能力，作為日後改進的參考，已經成為國際上重要的研究課題；目

前國內這一類的相關研究尚處於萌芽階段。本研究採用施淑娟（2015）之科技

部計畫「以 AutoTutor 及 ECD 為基礎的數學領域線上合作問題解決評量系統建

構」之研發詴題與施測資料，進一步抽樣與使用行為序列分析法來進行資料分

析，並探討在不同背景變項下，學生所表現的合作問題解決能力之行為模式是

否有所差異，此部分亦為該計畫之部分延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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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利用行為序列分析（lag sequential analysis），探討不同能力層級的學生在數

學領域合作問題解決行為模式上的差異，瞭解目前台灣十五歲學生在數學領域

合作問題解決上的特徵與模式，提供後續研究之參考和調整教學策略的依據。 

貳、文獻探討 

一、數學領域合作問題解決 

（1）合作問題解決的定義 

    OECD（2013）將合作問題解決的能力定義如下：『兩位或以上的夥伴，在

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藉由溝通、分享自己擁有的資訊和技能，以達到解決問題目

的的能力』。本研究與教育部（2014）一致，皆採用 OECD（2013）對合作問

題解決之定義來分析學生的表現。  

（2）合作問題解決的理論架構 

        本研究採用 PISA2015 草案中所提出的 CPS 的架構，PISA2015 草案提出合

作所需三大核心技能，分別是（1）建立和維持共享的理解，（2）採取適當的

動作解決問題，以及（3）建立和維繫團隊組織，與 PISA2012 所提出問題解決

所經過的四個階段：（1）探索及理解，（2）表達及陳述，（3）計畫及執行，

以及（4）監控及反思，形成一個 4 × 3 的能力矩陣評量架構（圖 2-1）。三項

核心能力說明如下 

    首先，「建立及維持相互的理解」定義為「持續去嘗詴建立及維持對問題的

共識所產生的一種對等的、同步的活動(Roschelle & Teasley, 1995, p. 70)」。此

為合作問題解決的第一步。合作問題解決的第二步則必頇採用一個有效率的行

動分配來達到目標；因此，「採取適當的行為解決問題」是第二個步驟。 

    最後，學生必頇能夠建立及維持一個有效的團隊組織，包含理解及分派工

作，和維持及採用一個有效率的組織來達到目標，它也包含了處理意見不合、

衝突、妨礙目標及潛在負面情緒等；因此，「建立及維持團隊合作」為最後的

核心技能（OECD, 2013）。 

圖 2-1  PISA2015中提出 CPS的的 12項技能。 

資料來源：PISA 2015 Collaborative Problem Solving Framework, by OECD, 2013, 

OECD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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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問題解決能力包含了認知技能（cognitive skills）與非認知能力（non-

cognitive skills），考量大型測驗的標準化和公平性，施淑娟（2015）選擇以

PISA2015 中所提出的 4 × 3 的能力矩陣做為評量架構來設計詴題。本研究採用

施淑娟（2015）的測驗資料進行分析，亦使用此架構選取 A1～A3，B1～B3，

C1～C3等九項技能作為估計學生分項能力的依據。 

（3）數學領域合作問題解決題型設計之相關文獻 

    Collazos, Guerrero, Pino, Renzi, Klobas, Ortega, Redondo, & Bravo (2007)，為了

評估合作學習過程，開發了 6題合作問題解決題型，其中追逐乳酪（圖 2-2）是

屬於數學領域合作問題解決題型。此遊戲的目標是讓學生藉由合作問題解決的

方式，進而促進學生在合作解決問題中學會其中數學的技能和合作跟溝通的技

巧。 

圖 2-2追逐乳酪遊戲介

面 

資料來源：Evaluating 

Collaborative Learning 

Processes using System-

based Measurement, by 

Collazos, C. A., Guerre-

ro, L. A., Pino, J. A., 

Renzi, S., Klobas, J., Or-

tega, M., Redondo, M. 

A., & Bravo, C., 2007,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10(3), 257-274. 

 

在 ATC21S 計畫中（ATC21S, 2013）提出數學領域合作問題解決的詴題範

例，愛笑的小丑（圖 2-3），是一題「尋找規則」的遊戲。 

 

圖 2-3 ATC21S數學領域合作問題解決評量－笑著的小丑機器人 

資料來源：Assessment & Teaching of 21th Century Skills, by ATC21S, 2013, 

ATC21S. Retrieved from: http://www.atc21s.org/. 

二、行為序列分析  

 序列分析（sequential analysis）最早由 GP Sackett’s（1974）提出，而行為

序列分析（lag sequential analysis）是序列分析（sequential analysis）的一種

（Bakeman & Gottman, 1986 ; Gottman, Markman, & Notarius, 1977）。此分析是

檢驗特定的行為序列發生的機率或特定的行為序列發生的後驗機率（posteriori 

probability）和期望的機率值是否有差異，進而瞭解各種行為之間的關係。首

先，需先將行為模式「編碼」，依照行為發生的順序排列，進而獲得一連串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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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序列觀察樣本，接下來利用統計檢定找出兩兩行為轉移次數是否有達到統計

上的顯著。 

（1）行為模式編碼 

  以某一組學生報告為例，研究者在觀察他們的行為時，將「蒐集資料」行

為編碼為「A」、「討論內容」行為編碼為「B」、「創新發現」行為編碼為

「C」，然後觀察編碼 A、B、C 發生的次序，紀錄得到「ABBCBBCACC」這

樣的觀察樣本。 

  觀察樣本「ABBCBBCACC」的總次數為 10 次，各編碼出現次數與編碼總

次數如表 2-1，接下來計算出兩兩成對事件次數，「AB BB BC CB BB BC CA 

AC CC」，此樣本雙事件序列的次數為 9次，如表 2-2。 

（2）計算ｚ值 

  以「B」到「C」為例，算出「B」、「C」的出現頻率，分別是 

P（B） = f（B）/N = 4/10 = 0.4，P（C） = f（C）/N = 4/10 = 0.4， 

而在 B、C皆是獨立的情況下計算出「BC」的發生機率，P（BC） = P（B） × 

P（C） = 0.4 × 0.4 = 0.16，而「B」、「C」發生的期望值為 P（BC） × 9 

=1.44， 

再利用二項分配計算出的標準差來計算出 Z 分數，而「B」到「C」計算出的 Z

分數為 0.51，假如 Z 分數在 1.96 以上（p<0.05），則達到顯著性，代表此行為

有顯著的轉換頻率，而例子中的 Z分數為 0.51，未達顯著，代表「B」到「C」

的行為並沒有顯著的轉換頻率。 

表 2-1 各編碼出現次數與編碼總次數與機率 

 A B C 合計 

次數 2 4 4 10 

機率 0.2 0.4 0.4 1 

 

表 2-2 頻率轉換表 

 A B C 編碼出現頻率 

A 0（A->A） 1（A->B） 1（A->C） 2 

B 0 2 2 4 

C 1 1 1 3 

（3）行為序列分析相關文獻 

    最近幾年行為序列分析被廣為應用在研究受詴者的行為模式上，例如 

戴文（2011），研究學生在計算機課程在課程論壇哪的討論行為模式。 

Hou,H.T（2012），探討學生在大型網路角色扮演遊戲中的行為模式，研究受

詴者在遊戲中最 

    常發生的行為，以及男女生的行為差異。 

Lin,P.C 和 Hou,H.T（2014）等人，利用臉書（Facebook）為溝通平台，將

STEM課程編碼， 

    研究不同組別的學生之認知過程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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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K.H. 和 Hou,H.T.（2015）將線上互評系統的內容編碼，研究學生學生

在不同學習層 

    面的認知行為。 

Hou,H.T.（2015）使用錄影的方式，將學生操作的過程編碼，探討學生在以遊

戲為基礎 

    的學習活動中的學習行為模式。 

 以上的研究，對於分析受詴者的行為模式上，都能夠達到顯著的功效，可

見得行為序列分析乃是研究行為模式一個相當優良的方法。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取用施淑娟（2015）計畫中開發的詴題與施測資料。該項計畫參照

PISA2015 評量架構開發數學領域合作問題解決詴題，採取人機互動（CHI）方

式，使用「選擇題型」對話模式設計問題。其中，詴題「搶二十五」以傳統

「搶數字遊戲」的遊戲架構進行編製，學生（ test-taker,TT）和電腦代理人

（agent）小明合作，和電腦進行遊戲。遊戲規則為先搶到二十五這個數字的組

別獲勝；其中學生要設法與小明獲得共識和討論出獲勝的方法取得勝利。部分

詴題內容如圖 3-1 所示，受詴者最高得 2 分，最低 0 分。加總後得到代表該題

能力的總分。以 TT選擇下圖中的選項，舉例說明得分的規則： 

○ T1I5M1:TT 能夠充分與電腦代理人進行團隊合作，具備(A3)「理解解決

問題的分工角色」的能力，故可得兩分。 

○ T1I5M21:一開始 TT 沒有展現合作的意願，所以問題選項進入下一個子

層，經由電腦代理人的在一次提示（T1I5M(R)），TT 才回應問題；故

認定，TT 部分具備(A3)「理解解決問題的分工角色」的能力，故只得

一分。 

○ T1I5M3: TT 不願表達自己的意見，並且將責任推給電腦代理人，完全

無法展現團隊合作的能力，故得零分。 

圖 3-1  搶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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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對象 

 參與施測對象為台灣本島所有縣市的九、十年級學生，共 55710 人；本研

究由每一個縣市抽樣 30%的樣本共計 16714 人做為研究對象，再將所有受詴者

依照測得的能力總分高低，依序均分為高中低三等分進行分析。 

二、序列編碼 

    依照 PISA2015 合作評量架構的 12 個技能編碼；其中因為本題組的出題方式

是選擇題，而技能（D）「監控及反思」的 3個子技能* 必頇將所有學生的答題

路徑整理完成後，根據專家會議討論才能決定評分標準；本研究暫不納入分

析。在此，將合作解決核心能力合併為 3 大項目，即 A1、B1、C1 合併為「建

立及維持相互的理解」(TS1)，A2、B2、C2 合併為「採取適當的行動解決問

題」（TS2），A3、B3、C3 合併為「建立及維持團隊合作」（TS3），然後再

根據答題得分區別成「不具備」、「部分具備」和「完全具備」三個等級，如

表 3-2。表 3-3為詴題搶二十五之技能編碼轉換表，共十二題。 

 

表 3-2 評量架構之技能編碼 

 
(TS1) 建立及維持相

互的理解(A1,B1 C1) 

(TS2) 採取適當的行動

解決問題(A2,B2,C2) 

（TS3）建立及維持團

隊合作(A3,B3,C3) 

  (Zero) 

不具備（0分） E H K 

(One) 

部分具備（1分） F I L 

(Two) 

完全具備（2分） G J M 

*註: 「監控及反思」的 3個子技能為「（D1）檢核與修訂相互的理解、（D2）檢核執行的結

果與評價解決的問題的成功與否、（D3）檢核、反饋與適應團對組織的角色」。 

 

表 3-3 搶二十五之詴題技能編碼轉換表 

詴題  I1 I2 I3 I4 I5 I6 I7 I8 I9 I10 I11 I12 

Skill  A1 A2 A2 A2 A3 B1 B2 B2 C1 C2 B3 C3 

合作核心技能 (1) (2) (3) (2) (3) (1) (2) (2) (1) (2) (3) (3) 

編碼 0分 E H H H K E H H E H K K 

 1分 F I I I L F I I F I L L 

 2分 G J J J M G J J G J M M 

註：(1)建立及維持相互的理解, (2)採取適當的行動解決問題, (3)建立及維持團隊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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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在以下的討論中，TS1 代表「建立及維持相互的理解」，TS2 代表「採取適

當的動作解決問題」，TS3 代表「建立及維持團隊合作」。Zero 代表「不具

備」，One 代表「部分具備」，Two 代表「完全具備」。所以，Zero_TS1 代表

「不具備建立及維持相互的理解」之能力，以此類推。 

一、整體受詴者的行為分析 

    由表 4-1觀察到下列幾種重要的轉換 

(1) TS1 轉換到 TS2： 

    無論是否具備 TS1 能力，在轉換至不同得分之 TS2 行為時，皆達顯著水準

（ Two_TS1 轉換到 Zero_TS2 的 Z值為負為合理現象）。其中，「Zero_TS1 轉

換到 Two_TS2」的 Z 值則明顯比「Zero_TS1 轉換到 Zero_TS2」和「Zero_TS1 

轉換到 One_TS2」這兩種序列的 Z 值低；這表示受詴者與夥伴間達到相互理解

與共識的程度，是後續能否採取適當的動作解決問題的關鍵。換言之，在尚未

具備 TS1能力的情況下，很難達到 TS2這項合作能力。 

(2) TS2 轉換到 TS1： 

    在這種轉換下，有一種現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在完全具備 TS2 能力的狀況

下，受詴者卻不具備 TS1 能力（「Two_TS2 轉換到 TS1」時全部未達顯著水

準）。換言之，受詴者一旦完全具備「採取適當的動作解決問題」的能力時，

反而沒有意願與夥伴合作，於是在「建立及維持相互的理解」的能力上，表現

的就很不理想。因此，解決問題能力很好的受詴者，卻常常表現較差的團隊理

解的能力。 

(3) TS2 轉換到 TS3 

    從 TS2 轉換到 TS3 的部分，「Zero_TS2 轉換到 TS3」的三種類型中，只有

「Zero_TS2 轉換到 Zero_TS3」顯著；代表著受詴者必頇「採取適當的動作解

決問題」，才能夠具備「建立及維護團隊合作」的能力。 

    在 One_TS2或 Two_TS2 轉換到 TS3 的部分，結果從不具備 TS3到完全具備

TS3 的情況都達顯著，顯然有其他因素(例如受詴者能力)影響轉換的情形。此

外，「Two_TS2 轉換到 Zero_TS3」的 Z 值也相當高。這同樣表示，有一些受

詴者，解決問題能力雖然很好，卻常常表現較差的團隊維持的能力。詳細的比

例，與受詴者的能力有關，下一節將會分析。 

(4) TS3 轉換到 TS1： 

    ZERO_TS3 轉換到 TS1 時，只有「Zero_TS3 轉換到 Zero_TS1」達到顯著，

顯示不具備團隊合作能力的受詴者，顯然難以與夥伴達到相互的理解。但隨著

TS3 得分的增加，理解的程度也漸漸變大。這代表受詴者在解題的過程中，漸

漸學會與夥伴合作的能力，所以在「建立及維持相互的理解」的能力上，逐漸

增強。這種現象與受詴者能力有很大的關聯，下一節亦將分析。 

表 4-1 全體調整後殘差表(Z分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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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未顯示部分為本詴題未測到部分 

 

二、不同能力受詴者的行為分析 

(1) 低分組行為模式分析 

     結果整理成表 4-2 

表 4-2 低分組行為分析結果 

轉換類型 轉換序列 比例 (%) Z值 意義 

TS1→TS2 

Zero_TS1→One_TS2 46.2（ Ze-

ro_TS1→TS2

中） 

31.50（ Zero_TS1→TS2 三類中

最高） 
在不具備相互理解能力的受詴者

中，有四成六的人可能有猜測或盲

從的行為 

(One_TS1 或 

Two_TS1)→(One_TS2 

或 Two_TS2) 

72.7 與得分呈正相關 七成三的受詴者，與夥伴相互理解

的能力越好，共同解決問題的能力

就越佳 

TS2→TS1 

Zero_TS2→TS1 24.6 只有 Zero_TS2→Zero_TS1達到

顯著 
有二成四沒有共同解決問題能力的

受詴者，與夥伴間也無法達到彼此

相互的理解 

One_TS2→One_TS1 34.5 40.85（最高） 有三成四能夠解決問題的受詴者，

具備與夥伴達成部分理解的能力 

Two_TS2→TS1 12.9 三種類型都不顯著 有一成二能夠完全解決問題的受詴

者，缺乏與夥伴相互理解的能力 

TS2→TS3 

Zero_TS2→TS3  20.0 只有 Zero_TS2→Two_TS3 顯

著，其它兩類未達顯著 
在不具備解決問題能力的受詴者

中，有兩成的人可能有盲從或依賴

的行為 

Two_TS2→TS3 33.6 Two_TS2→Zero_TS3 最高，且 

Two_TS2→Two_TS3 不顯著 
三成三完全具備解決問題能力的受

詴者，維繫團隊的能力反而不佳 

TS3→TS1 
One_TS3→TS1 56.1 三類都達顯著，且 Ze-

ro_TS3→Zero_TS1 Z值最低 
如果受詴者具備維繫團隊的能力，

就比較能夠與夥伴溝通 

     

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知道，雖然有高達四成的低分組受詴者顯示出盲從或依

賴夥伴的行為，但是只要稍稍具備一點與夥伴達成共識的能力，在解題的過程

中都可以提昇合作問題解決的能力。這已是選擇題型的一種好處，可以達到訓

練受詴者合作問題解決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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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低分組編碼轉換頻率表表              表 4-4 低分組調整後殘差表(Z分數)表 

註:未顯示部分為本詴題未測到部分 

 

(2) 中分組行為模式分析 

參考表 4-6和表 4-7，幾種類型的結果整理成表 4-7，如下 

 

表 4-5 中分組行為分析結果 

轉換類型 轉換序列 
比例 

(%) 
Z值 意義 

TS1→TS2 

TS1→Zero_TS2 
16.8 三種類型都不顯著 無論是否與夥伴達成共同的理解，都

不具備解決問題的合作能力的受詴者

佔一成七 

(One_TS1 或 

Two_TS1)→(One_TS

2 或 Two_TS2) 

94.4 與得分呈正相關 將近九成五的受詴者，與夥伴相互理

解的能力越好，共同解決問題的能力

就越佳 

TS2→TS1 

Zero_TS2→TS1 
2.7 只有 Zero_TS2→Zero_TS1達到

顯著 
只有 2.7%沒有共同解決問題能力的受

詴者，與夥伴間也無法達到彼此相互

的理解 

One_TS2→One_TS1 
34.0 57.83 (最高) 有三成四能夠解決問題的受詴者，具

備與夥伴達成部分理解的能力 

Two_TS2→TS1 
17.3 三種類型都不顯著 有一成七能夠完全解決問題的受詴

者，缺乏與夥伴相互理解的能力 

TS2→TS3 

Zero_TS2→TS3  
4.6 只有 Zero_TS2→Two_TS3顯

著，其它兩類未達顯著 
在不具備解決問題能力的受詴者中，

只有不到半成的人，可能有盲從或依

賴的行為 

Two_TS2→TS3 42.4 Two_TS2→Zero_TS3 最高，且 

Two_TS2→Two_TS3 不顯著 (合

計佔 33.3%) 

三成三完全具備解決問題能力的受詴

者，與夥伴共同維繫團隊的能力反而

不佳 

TS3→TS1 
(One_TS3 或 

Two_TS3)→(Two_T

S1 或 Two_TS1) 

96.6 達到顯著 九成六具備共同維護團隊能力的受詴

者，都有能力與夥伴充分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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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中分組編碼轉換頻率表              表 4-7 中分組調整後殘差表(Z分數)表 

註:未顯示部分為本詴題未測到部分 

 

(3) 高分組行為模式分析 

表 4-8高分組行為分析結果 

轉換類型 轉換序列 
比例 

(%) 
Z值 意義 

TS1→TS2 

TS1→Zero_TS2 
0.4 三種類型都不顯著 無論是否與夥伴達成共同的理解，都不具

備解決問題的合作能力的受詴者只有

0.4% 

(One_TS1 或 

Two_TS1)→(One_TS2 

或 Two_TS2) 

99.2 與得分呈正相關；

Two_TS1→Two_TS2 最高(佔

64.4%) 

九成九的受詴者，與夥伴相互理解的能力

越好，共同解決問題的能力就越佳 

TS2→TS1 

Zero_TS2→TS1 
0.3 三種類型都不顯著 只有 0.3%沒有共同解決問題能力的受詴

者，與夥伴間也無法達到彼此相互的理解 

One_TS2→Two_TS1 
48.2 

(最高) 

10.78達到顯著 將近一半有解決問題能力的受詴者，具備

與夥伴充分相互理解的能力 

Two_TS2→Two_TS1 
29.5 不顯著 有二成九能夠完全解決問題的受詴者，缺

乏與夥伴相互理解的能力 

TS2→TS3 

Zero_TS2→TS3  
0.9 只有 Zero_TS2→Two_TS3顯著

(佔 0.8%)，其它兩類未達顯著 
高分組的受詴者，幾乎沒有盲從或依賴的

行為 

Two_TS2→TS3 59.9 Two_TS2→Zero_TS3 顯著(佔

4.7%)，而 

Two_TS2→Two_TS3 也顯著(佔

50.5%) 

有五成九能夠完全解決問題的受詴者，同

時也有很好的能力與夥伴維護團隊合作。

(不具備的比例只佔 4.7%) 

TS3→TS1 
(One_TS3 或 

Two_TS3)→(Two_TS1 

或 Two_TS1) 

98.6 達到顯著 九成八具備共同維護團隊能力的受詴者，

都有能力與夥伴充分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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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高分組編碼轉換頻率表                表 4-10 高分組調整後殘差表(Z分數)表 

 

註:未顯示部分為本詴題未測到部分 

 

伍、結論 

    本研究以 PISA2015 合作問題解決（collaborative Problem sloving,CPS）評量

架構為基礎，分析 15歲學生在數學領域合作問題解決詴題上之表現與行為模式

差異，結論如下： 

一、 整體受詴者的行為分析 

(1) 在「採取適當的動作解決問題」之前，團隊成員間「建立及維持相互的理

解」乃是必要的關鍵步驟。「建立及維護團隊合作」的能力，更有賴於成

員間的相互理解。 

(2) 受詴者在與電腦夥伴共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建立及維持相互的理解」

的能力也逐漸提升。因此，選擇題型的合作問題解決詴題，不但具有公平

性高的優點，也可以作為培養學生在數學領域合作問題解決能力上的一項

很好的工具。 

二、 不同能力受詴者的行為分析 

(1) 低分組在合作問題解決的過程中，可能有少數人有猜測或盲從的行為。 

(2) 隨著得分的增加，與夥伴相互理解的能力越好，共同解決問題的能力就越

佳 (低分組七成三，中分組九成四，高分組九成九) 。 

(3) 隨著得分的增加，與夥伴共同解決問題的能力越好，相互理解的能力就越

佳 (低分組三成四，中分組三成四，高分組四成八) 。但是，各組比例都沒

有像在第(2)點中，佔的比例那麼高，顯然與夥伴建立相互理解的能力是各

項能力的優先步驟。 

(4) 在低分組和中分組當中，完全具備解決問題能力的學生，與夥伴間維持團

隊關係的能力反而不佳(各佔三成以上)。反之，高分組的受詴者卻幾乎沒

有這種現象 (只佔 4.7%) 。 

(5) 中分組和高分組中，超過九成具備共同維護團隊能力的受詴者，都有相當

的能力與夥伴建立及維持相互的理解。但是，這種現象只發生在五成二低

分組的學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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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建議 

一、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是針對中學生在數學領域合作問題解決選擇題型做探討，行為序列之

出現順序會受限於選擇題設計的對話路徑影響，因此只能分析出現頻率的顯著

性，建議未來的研究者可以探討學生在建構反應題型之合作解題對話，行為序

列會較多元也更接近真實的情況。另外，亦可針對其它不同的背景變項以及不

同的領域科目做研究，或詴著用不同的編碼方式來觀察學生在合作解決問題上

的行為模式，以不同的角度觀察學生的行為，更加深入的瞭解學生的行為模

式。 

二、對教學與政策的建議 

    從結論可以知道，在數學領域合作學習上，不同得分的學生，尤其是低分

組，在行為的表現上大不相同。建議教師可以依據合作學習能力的得分將學生

分組，然後給予各組（甚至組中的成員）不同的數學教學課程或是教學政策，

以利不同背景的學生提升數學問題的解決能力。 

    利用選擇題型的數學領域合作問題解決詴題，可以培養學生共同解決數學問

題的能力，如果在課堂中融入此類課程，一定可以讓學生培養更好的合作能力

與解題技巧。建議有關單位可以規劃研習課程讓教師修習，提升教師未來在合

作問題解決上的教學能力，並實際運用在課堂教學上。 

 

誌謝：本文為科技部專案研究計畫之延伸研究成果，計畫編號為 MOST 103-

2511-S-142-013-M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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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behavioral patterns of the 15-year-old student's 

collaborative problem-solving skills capability in mathematics. According to the col-

lected responses of the mathematical CPS items which are developed by Shu-Chuan 

Shih (2015), we use the method of the lag sequential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

ences between the students' behavior patter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Establish-

ing and maintaining shared understanding" is the key ability among the three core 

CPS competencies, This is because of the poor performances of the other two core 

competencies, when the students have not yet established mutual understandings with 

partners. (2) Students who have lower scores on the CPS tests have striking differ-

ences between the behaviors of the other two groups, such as blind obedience and de-

pendence on the computer agent, and so on. These results could be used as references 

for future researches and indicators for teachers in curriculum design. 

 

Keywords：collaborative problem solving, behavioral patterns, lag sequential analy-

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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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大學數學教師在合法周邊參與教師專業發展的反思 

 
 施皓耀 1 周忠強 2

  
1彰化師範大學數學系 shy@cc.ncue.edu.tw 

2彰化師範大學數學系 ccchou@cc.ncue.edu.tw 

 

摘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師資培育大學的數學系教師於教學中應該有的視野。研

究中，一位數學系教師以合法周邊參與的方式加入一位數學科教師培育者在一所

中學進行的教師專業發展，以立意取樣透過敘事研究探討一位在職教師的成長歷

程，反思其於大學中對師資培育生的教學與在職教師資專業成長的作為。 

 

關鍵字：教師專業發展、合法周邊參與、敘事研究、師培者、立意取樣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自民國 57 年起實施「九年義務教育」、96 學年度頒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先 導計畫」，到 103 年 8月 1日起全面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

建立機制、投入資源，以區域高中優質多元發展為前提，期待舒緩學生升學壓力，

穩健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達到人才培育之目標。但優質學校以優質教和學

為條件，更需以專業教師為基礎。但數學教師的專業培養上，在當前師資培育學

程階段，高等數學知識的學習比重遠遠超過中等數學階段的數學內容探索，師資

生或在職教師對於中等數學知識之理解過度仰賴先前學生時代的學習經驗，以及

教科書所提供的教學內容，並強調以解題之迅速與否決定學習成就的評量機制下，

導致過度偏執於以解題為主要活動的教學模式。教學型態被升學導向的成績表現

決定教學成效的強制制約，以至於無法落實師資培育階段所獲得的數學教學理論，

造成國內學子對於數學這一個領域的課程的學習成果、學習動機和興趣低落。即

便教師隨著課堂教學中學生學習表現的累積，嘗試修正個人的數學教學路徑，但

由於本身對數學知識的認知不足而受到教科書的知識編輯邏輯限制，使得教師無

法因授課學生的特質而調整其適宜教學模式；反之，師生對話內容及數學知識的

表徵方式將獲得改善，教師得以執行有效的課室教學。 

近幾十年來的數學教育相關理論已有長足的進展，在實徵研究中亦累積了大

量的成功經驗，這些理論與實徵性成果多數跟教學法與學習認知相關，雖然，教

師學科內容知識對教學品質具有關鍵性的影響是大家的共識，然而卻鮮少有對於

如何提升中等數學教師的學科知識以及將之轉化為學科教學知識的實徵性研

究。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以教師專業發展提升中等數學教師的學科知識以及將之轉化為

學科教學知識的實徵性研究，並反思師資培育大學的數學系教師對師資培育生的

教學與在職教師資專業成長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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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的專業應該在情境的脈絡下發展(Ball & Cohen,1999; Gearhart & Wolf, 

1994)，活動的方式可以是讀書會、教師社群討論等(Grossman, Wineburg, & 

Woolworth, 2001; Greenleaf, Schoenbach, Cziko, & Mueller, 2001)，國中階段的數

學課程內容在特定的設計下也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教師專業發展教材 (Ball & 

Cohen, 1996; Loucks-Horsley, Hewson, Love, & Stiles, 1998; Remillard, 2005)，另一

個重要的因素是教師本身的經驗分享，因為教師對自己課堂的教學反思是一個很

重要的成長經驗(Putnam & Borko, 2000)。 

二、教學用數學知識(mathematical knowledge for teaching) 

    Shulman（1986）PCK將（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定義為一種融合

學科教材和教法的知識，使教師在考慮學生的不同能力和興趣之下；將學科內容

知識（Content Knowledge, CK），以學生能接受的方式演示在教學上的知識。Hill, 

Rowan, & Ball (2005) 提出教學用知識藉以幫助學生學習。 

三、教師反思 

    最早 Dewey 提出將反思運用到教育論文，教師必頇透過發展出反思的能力

用以解決教育上的問題。Moallem (1997)認為反思是邁向教師專業成長的第一步，

其重要不言可喻。然而，Van Manen(1977)將反思分為三個層次: 包括提出想法及

陳述性的技術性反思、提出事件分析原因且做評估的實踐性反思、提出評論及價

值觀討論的批判性反思。 

四、師資培育者 

    Ball (1996)發現數學系畢業的教師未必能夠以數學或教學上的適當方式解釋

數學，譬如分數除法的基本觀念。其實更早， Begle (1972) 的研究就質疑數學

學科知識和教學成效之間的關聯性。教師是否了解群、環、體的近代代數，對於

學生學習代數運算獲九年級代數的成就並沒有顯著的相關性。且教師的近代代數

成績和學生的學習成就間也不有著明顯的相關性。雖然令人沮喪，但是這是舉世

皆然的。Lunenberg, Korthagen, & Swennen (2007) 認為學習的新視野已在教育的

中心，以師資培育者改變未來教師的觀點與實務是檢視師資教育的模式。Wu 

(2011) 提出為研究而設的大學數學課程不能幫助未來教師教學，想要數學家幫

忙如何將抽象數學能客制化地用在教學現場。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Dewey認為經驗的一個判準是連續性的，而經驗是由過去的經驗產生，同時

經驗也會引向進一步的經驗。基於上述設想，當我們去反思教育困惑或問題時，

總會謹記著這些主題。Clandinin & Connelly(2000)學會了在社會場景裡不斷地延

伸擴展，在個人與社會中來來回回移動，並且思考著過去、現在和未來。他們並

指出，敘事是瞭解經驗的最佳方式。人們在敘說這些故事時，會對之加以重新確

認、修正，甚至建立新的故事，那些活過來的和說出來的故事，可以教育自己、

亦可教育他人。 

    任何研究包括敘事的素材都是一種敘事研究，這樣的敘事研究處處可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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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導性研究（pilot study），敘事分析被視為編製客觀研究工具的依據，將引領

研究者下個階段的教師專業發展模式，鋪下一層基礎。因此，為探討個案教師專

業成長的實踐經驗，本研究採敘事探究方法。 

二、研究者與教師專業發展 

研究者R1是數學科教師培育者，富深厚學養並有多年現場教學經驗(從國小

到高中程度)，本研究中於中部一所私立完全中學進行為期9個月(10月-6月)的教

師專業發展，親自實施數十節課的現場教學、回答議課疑問、主導座談討論主題、

與協助教師開發教材。一般數學系教師研究者R2以合法周邊參與的方式加入此

一教師專業發展，研究初期僅參與觀課、議課、座談與少許的數學問題回答。 

三、研究參與者 

    參與教師專業發展的成員，幾乎包括該校所有國、高中專、兼任數學教師。

Ｓ老師有自己理想中的教學理念，也透露出他想要改變教學現況的意圖。每次與

研究者R1互動後，都會利用email傳送反思後的心得回饋，企圖緊緊跟隨研究者

R1的腳步學習。基於立意取樣的精神，我們在極端認真、配合方便、與教師團

體領導者賦有重大影響力的考慮下，選取Ｓ老師為本研究個案教師，並取得他同

意。 

Ｓ老師畢業於匇部某師範大學數學系，先於中部都會公立國中服務 12年、

接著在中部遠離都會私立完全中學國中部服務 11年，總共任教年資 23年。熟悉

國中課程的內容，擁有豐富的教學經驗。但通常而言，資深教師屬於比較不易改

變其教學方式的族群。 

四、資料來源 

在研究過程中蒐集相關資料包括：教學反思札記、學生教學回饋單、課室教

學錄影與Ｓ老師訪談紀錄。茲分述如下 

（一）教學反思札記：Ｓ老師將觀摩研究者R1教學的心得、與兩位研究者對談

的收穫、自己的教育態度與教學理念、和研究者R1分享共學團體教改過程中面

臨的問題與心得、對自己的教學之反省等，撰寫成教學反思札記，透過email傳

送給研究者R1。 

（二）教學回饋單：Ｓ老師於計畫後期請學生填寫「國二數學學習總結回饋單」，

希望能了解學生在老師改變教法的前後，上數學課時的狀況，作為老師精進教學

的參考。在回饋單中對學生提出以下問題： 

      1. 老師改變教學前，上數學課時你的頭腦在想什麼？ 

      2. 現在上數學課時，你的頭腦在想什麼？ 

（三）課室教學錄影: 實際記錄S教師的教學學習成長。 

（四）Ｓ老師訪談紀錄：於教師專業發展結束後施作，訪談內容均以錄音方式完

整記錄。 

五、資料收集 

本研究資料整理與分析的步驟分述如下： 

（一）依據閱讀文獻、相關理論的探討，及不斷地在研究群討論，來設定研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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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並界定研究問題的範圍。 

（二）針對研究問題的範圍，將Ｓ老師的教學反思札記與教學回饋單，以及Ｓ老

師訪談的錄音資料，反覆地播放、觀看、聆聽和觀察做成逐字稿建檔。 

（三）反覆地閱讀文件資料、教學反思札記與學生所填寫的教學回饋單等，做進

一步的分析與歸納，將內容相近的資料分為同一類。 

（四）透過不斷地閱讀、檢視分類後的研究資料，分析、歸納，並針對資料做整

體性的批判，形成結論。 

在資料分析中，常採三角檢定檢測資料的可靠性，所謂的三角檢定法係指在

研究同一種現象時，結合多方面的探究方法，搜集不同來源和型態的資料，將可

減低或避免研究者偏見，以增進研究判斷的正確性。 

    本研究採取以下四種方式，分析與檢驗比較不同時間、不同方式所得的資料，

以增加資料的正確性、一致性與完整性，藉以增加本研究之信度與效度： 

1、資料來源三角檢定： 

在本研究過程中，錄音、錄影逐字稿轉錄完成後，請當事人協助檢核，查看

內容是否有誤或有疑義之處，若有疏漏或語意不清之處，請當事人修正或補充。 

2、利用同儕鑑定： 

比較觀察資料、訪談資料、文件資料與教學反思札記，以瞭解這些資料的一

致性如何，為避免研究者個人的偏見，經常與研究同儕分享看法、討論解釋，藉

以協助澄清概念與發現問題，綜合不同角度的詮釋，瞭解資料呈現的真實意義。 

六、研究倫理 

在個案研究過程中，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研究場所內的其他成員進行長期且

持續的互動關係，為發展彼此信任的關係，研究者需要注重研究情境中所發生的

倫理問題，謹慎處理以免讓研究參予者造成傷害。故研究者採下列倫理原則進行

本研究： 

1、在研究之前盡可能向個案教師解釋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可能造成的干擾與 

不便及個案教師可能獲得的回饋。 

2、配合個案教師的作息時間。 

3、以匿名方式處理研究報告中的人稱與場所名稱。 

4、不干擾個案教師的現場教學。 

5、不以批評的態度公開談論個案教師之教學、任教班級與學校。 

6、進行晤談之前，先告知個案教師晤談目的、內容與方式。 

7、所有記錄必頇事先經過原當事者過目，獲其同意之後，方為正式記錄。 

肆、研究發現 

一、初任教師的困境 

Ｓ老師在回憶自己的求學階段時曾經說： 

 我不是一個很想要當老師的人，後來陰錯陽差就讀了師大吧，然後就教書了。 

                                                             （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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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四年師資培育後，Ｓ老師進入教學現場。回顧過往在學期間，最重要的

事就是認真學習老師教導的知識。擔任教職工作後，除了要認真的教學，傳遞正

確知識給學生之外，還有其他許多更重要的事，像是教學技巧、班級經營、師生

互動以及人際關係等，都是需要經驗與傳承才能學習到位的事。這些複雜且困難

的教學經驗，讓初任教職的Ｓ老師投入不少精神和時間。 

 

    Ｓ老師在訪談中回顧自己對於數學教學的想法： 

 

 當然就我們老師以前怎麼教我就怎麼教啦，就是概念阿帶一帶阿，接下來就做

例題阿，然後做例題當然一定會買一本厚厚的講義阿，如果說他是程度比較好

的班，當然那本講義就很厚阿，程度不好的班，有可能就不用買講義啦，就是

課本跟習作吧。那因為我那時候剛教書還有能力編班，對，所以如果對於那種

A段班的，那當然就是上那種厚厚的講義，那你就是概念，我現在都不敢叫做

發展概念，反正就是概念講一下他們好像懂了，然後我們就開始來做練習題吧。

（訪談內容） 

 

    訪談的過程中，Ｓ老師說到在擔任教職的過程，會遇到如下的問題： 

 

 可是學生學習數學，他的確會覺得，我為什麼要學數學，我從以前就常常被問

這句話，我很...然後我只能講那種說服不了他們的那種答案，這訓練你邏輯思

考阿。                                                （訪談內容） 

 

    家長對考試成績的期望及課程進度太過緊湊，導致多數數學教師只好遵循講

述式教學，教師們系統地整理重點給學生，再配合大量反覆練習，最終將結果記

下來，希求在傳統的紙筆測驗獲得較佳成績，但常常也會因些許地改變題目的敘

述後，就讓一堆學生不會作答。 

 

 雖然說我們在師範院校會有修教育學程阿，可是，還有那些數學課程，可是，

我們讀了那些數學課程，跟我們實際教學，其實我真的不會覺得太有什麼很大

的關係欸。我就不懂我修微積分、高等微積分，跟我教國中的數學會有什麼關

係，對，然後我那時候覺得在大學讀，因為我讀我是純數，其實我覺得，我不

曉得我學那些數學有什麼作用，我還有一點無聊這樣子，雖然說我可以把成績

讀有個樣子，可是我不覺得說我知道那個到底在做什麼。      （訪談內容） 

 

    新手老師面對剛開始的教學環境，絕大部分都依賴回顧以前老師是如何教學，

或在師資培育大學所修習教學相關方法及教學相關方式的專業課程，也會參考校

內其它教師們的教學方式，將這些方法用在學生身上，藉著不斷反省自我來提升

自己的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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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般的學校裡面，教書其實都是自己一個人去慢慢摸索的，即便說，我們在

大學有修一些教育學程，可是在你實際教學的時候，其實你很難那種實際可以

用得上這樣不知道怎麼用啦，應該是可以用，可是我不知道怎麼用，因為沒有

一個有經驗的人教我，所以其實在數學教育這一塊上面，我覺得很多都是靠自

己摸索，還有自己求學的經驗啊，我的老師怎麼教我的我聽不懂，應該要怎麼

教才懂，那我就會試著去揣摩，那也沒有人可以真的示範教學給我看，很少，

我們那個所謂教學觀摩，一般學校你大概都知道吧，都會派那種最新的菜鳥上

去教，所以它其實是沒有一個所謂學習的團隊，還有一個怎樣讓你畢業之後，

有一個真正可以幫助你，在實際的教學工作當中，你可以怎麼樣再進一步提升

學習，當然我上課，就我們老師以前怎麼教我就怎麼教啦…     （訪談內容） 

 

    在過往公立國中服務時，該校沒有組織提升數學教師的專業活動，所以當S

教師在教學上遇到困境後，讓他無所適從，尤其不知如何提升學生對數學的喜愛。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逐漸喪失對教育的熱忱，只好往校外尋找的答案。 

 

 我覺得說自己在教學的過程當中，不知道，已經失去了，不知道說，對於教學，

教育這件事情，我其實應該有怎麼樣的理想吧！我覺得，我會覺得我的生命很

貧乏這樣所以我後來去參加一個成長的營隊，那是為教師辦的一個成長營隊…

在那個營隊當中，我們師父跟我們講說，教師是一件非常神聖的工作，教育是

人類升沉的樞紐，所以透過那個營隊的學習，後來我對於教書這件事情，有了

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看法，就在那個時候，我就開始參加一些成長活動… 我覺

得人的生命就是這樣吧！如果沒有透過學習，我們其實是很難在自己的原來思

想以外有一個不一樣的想法，那個視野是必頇透過跟別人學習才能夠拓展的，

所以就是透過那個學習的歷程，讓我覺得說我應該似乎對於教育這件事情，應

該可以去做一些努力，算是我生命當中開始有一些理想吧。      （訪談內容） 

 

    Ｓ老師遇到改變他對生命看法的人，當改變想法後行為也跟著改變，鼓勵自

己多利用時間參加成長活動，在活動課程中學習，拓展自己的視野，期望自己有

更高的生命高度。然而，提昇自己的專業知能還是相當有限，也因此當Ｓ老師的

啟蒙師父要創辦學校的時，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教學信念，Ｓ老師放棄了相對穩定

的公立國中工作環境，來到私立完全中學任教。 

二、共學團體的成立 

原服務學校為了方便教學，將學生做能力分班，在這樣的情況下，所教的班

級素質是接近的，所以在教學上比較容易。但在轉換跑道後，因為創辦者秉持全

人教育的精神，認為每位學生都應被公平對待，故以常態的方式編班，這對Ｓ老

師無疑是一種考驗。面對差異性極大的學生，該如何教導數學才能提升他們的學

科成就，所以在私立國中第一屆的教學體驗中，有學生這般回饋Ｓ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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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小孩子形容，他說呢，我教書好像在教資優班，這個不是奉承喔，這

代表他聽不懂我在講什麼…為什麼我這樣講外面OK，為什麼你覺得我像在

教資優班，因為那是程度不好的學生，代表他覺得我講太快了，他根本就聽

不懂，對~所以我那時候，其實一開始我們當然就會有一個困境阿，就是你

面對，因為我們都是常態編班，所以你就會有不同程度的小朋友，那你怎麼

樣在課堂上要兼顧他們每一個層次的學習，其實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其實那時候也會開始覺得我們自己的教學可能真的有問題，所以後來，

我們就在經過了，可能在經過了差不多3年的時候，差不多，差不多3年，第

3年的時候，我們就開始組成有一個共學的團隊。             （訪談內容） 

 

    Ｓ老師驟然發現，自己以往的教學方式是不適合的，有沒有什麼樣的

教學方法可以提升每個人呢？有沒有什麼樣的教學方式可以讓每個學生都

可以參與呢？自己的教學該如何再改變呢？在教學現場所遇到的情況使得

Ｓ老師改變了他對教學的想法，認為只要多加練習，從題目的演練加深數

學概念、理解數學本質。但是這樣僅僅導致學生盲目使用公式解題、重複

的執行計算，而非對數學概念循循善誘而達成了解。在這樣的需求下，教

師們組成「共學團體」，Ｓ老師對於共學團體的描述如下： 

 

比如說我們數學科老師，就會在一個學校就是，大家都沒課的時間，大家都

固定每一周就有那個時間，就會共同學習，共學怎麼共學呢，我們剛開始共

學的時候，還沒有那麼密切阿，就是會聚在一起，但是大家也不知道共學什

麼，然後可能會談談說，教這個數學目的，學數學目的到底是為什麼…不然

就是討論說，那個跟不上的小孩子要怎麼補救的問題！      （訪談內容） 

 

聚集在一個小型的會議室裡面，然後我們就會先討論一下看那一週有沒有一

個討論主題，比如說我們是段考出題，討論段考怎麼出題，討論出題的向，

或是一個例行性的主題討論，討論班級經營有沒有什麼困難？然後有一段時

間，比如果我們就請那個指導的老師，就是他教學上面比較厲害的老師請他

分享，說目前我們在學習哪一個單元，那老師這個部分、老師覺得我們可以

怎麼教，或者說老師有沒有什麼經驗可以跟我們分享，這時候別的老師也會

分享，就是用這種方式。                                （訪談內容） 

 

老師們期望可以藉由共學這樣互相學習、相互討論的方式使自己成長，也邀

請校外有能力口碑的教學專家蒞臨指導，包括在職教師、退休教師、或是對教育

有想法的經驗者，透過共學的機會分享自己的經驗或者辦理教學觀摩，讓教師能

觀摩成功的教學，進而達到提升的目的。Ｓ老師遇到研究者 R1之前，學校曾邀

請三位外聘老師到校分享交流，Ｓ老師在訪談中描述三位外聘老師教學的特色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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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老師教我們是怎麼樣把數學變得比較輕鬆、容易學，讓那個中後段的

小朋友，他比較不會排斥這樣子，他的特質是這樣子。那老實說我跟他學習

的時候，我是看一看，覺得這個地方可以學得稍微記一下，就是你學的是一

種比較簡單的小技巧，我可不是把我的東西全放掉學他的，我是，我們是，

比如說這個老師他有一些，诶~我以前沒想到的角度，我把他取進來，就課

堂上我可以用，阿然後有一些他把他歸納成，有一些東西那這樣子好像會比

較容易進入，把那個東西學起來，然後在我教學當中，偶爾可以把它拿進來

用一下。…剛開始你要把自己的東西放下跟別人學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何況我們，我那時候我教書我有十幾年的經驗啦，然後別的老師也是阿，剛

開始他來的時候，我們都覺得，奇怪為什麼要跟你學，但是因為我們的師長…

說其實跟人學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就是透過師長這樣引導的時候，所

以後來我們那個團隊就是真的開始真的去跟有經驗的人開始學習（訪談內容） 

 

第二個老師，他現在也有在指導我們高中，目前是一個退休的老師…比如說

國中的數學，我後來學起來用到我自己的教學是這樣子的啦，比如說平行線，

那所有跟平行線相關的性質，我就會帶著孩子通通把它整理出來，比如說，

平行線他會講到角度的問題，他會講到說，因為他處處地方距離一樣，所以

會講面積，等高嘛！所以面積會有一個一樣的問題，或是說平行線會很容易

形成相似三角形之類的，我就會帶著孩子把它全部整理在一起，所以當他們，

其實那個就是解題策略啦，就是把後來學的那些概念，全部形成一個很有系

統的解題策略…就是形成他的資料庫… 第二位老師，就是會跟老師學一些這

個，但是，那也不是完全放掉自己的教學跟老師學一個全新的東西…就是老

師講一些方法，那我把它吸收過來，把它用在自己的教學上…  （訪談內容） 

 

第三位老師，他其實他的特長，他在外面其實是教那種很好的班級，他在外

面是一個很有名的老師，就是他的教學很成功，然後他教的班級，他是他們

學校，都是把那種程度好的都集中起來，都是指定要給他教。他的特長很不

一樣，他就是，我覺得他那好像天生的吧，他都專門教三年級，他對於那種

統整型的題目，好像很自然而然就會在他腦中現起，所以在講什麼他就會立

刻舉出什麼題目，然後這個題目就可以統整很多概念。        （訪談內容） 

 

我們一直覺得遇到一個瓶頸，你知道嗎？老師的東西很好，可是你學不來學

不會，而且我覺得說，我們那老師那年紀也很大了，有一天他要是不來了，

我們那些程度很好的小孩子誰要去帶他…到第三年的時候，我才開始慢慢想

到說，喔！可能可以怎樣跟這個老師學，可以問他說這個概念他怎麼教的，

阿會引發怎麼樣的題目，或什麼樣其他概念阿，就要這樣慢慢去問他這樣子，

但是即便這樣學…才開始慢慢摸索，然後也不曉得怎麼學，然後其實那老師

也常常說，其實他也不曉得要怎麼帶我們這樣子阿…。        （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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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者R1引進教師專業發展 

之後，邀請研究者 R1 到學校進行主題式的演講，在觀摩多項式的介紹後，

感受到截然不同的教學方式，以學生為主體透過生活實例或現象的觀察與分析，

來貼近學生的生活經驗，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慢慢的引導學生進入學習主題。

比一般講述式的教學方式更容易讓學生感受數學、接受數學，讓Ｓ老師感受到衝

擊。 

我們一開始第一堂課，因為老師根本教太多，第二堂看多項式的時候，就是

覺得老師教的真的很好，可是那時候我沒有打算要怎麼做，我只是覺得應該

再觀察，再看老師，因為老師真的教得很好，然後就覺得…哇…老師…真的

把他跟生活結合再一起，這是我夢寐以求的一件事情，這樣學生就不會再問

你為什麼要學這個了！而且自己以前沒有被這樣子教導過，就覺得…哇…真

的很好！然後就忽然覺得數學好像活起來了，然後接下來到…我是決定要跟

老師用這種方法教，是在十月二十五號的時候，看完那次老師的教學的時候，

三角函數的時候。老師…真的把他跟生活結合再一起，這是我夢寐以求的一

件事情，這樣學生就不會再問你為什麼要學這個了！        （訪談內容） 

伍、研究者R2的反思 

    研究者R2並無足夠的在職教師輔導經驗，以合法周邊參與的方式加入此一

教師專業發展。在此次的研究，有如下反思: 

一、數學史觀點 

    從古希臘歐幾里得完成巨著《原本》，數學就被公設法的規範，命題與命題

之間依循邏輯推演環環相扣，優點是在公設下演繹的結果皆為真，弱點是不容易

從直覺看到數學、感受數學的溫度。演繹之下處處性質也佈滿規則，在不易理解

的情況下，一般學子的學習傾向以記憶完成評量。造成來匆匆、去匆匆，學習數

學不曾留下一絲欣慰、或是一點遺憾，而是滿滿的恐懼。 

    其實，眾多數學概念的發展都經過長期的發現、否定、懷疑才慢慢為世人接

受，為什麼各級教師就不能慢慢地說出道理，讓學子細細品嚐。 

二、個案教師的專業發展觀點 

    S教師是一位聰明、熱忱、用心、努力、與執著的學習者，從師資培育大學

數學系學習時就有所學何用的困惑。以敘事研究的教師發展時間軸來看，他的教

師生涯至少有三個壓力點與一個瓶頸: 新手教師的摸索期、生命意義探索期、新

環境適應期與新生問題突破期。這些問題幾乎每位教師都有機會碰觸到，每一項

都跟能不能教會學生直接相關，這是教師自己的責任嗎?不應該由大學教師負起

這一重擔嗎? 

三、大學課程的新思維與嘗試 

    兩位研究者都願意承擔。研究者R1多年前就以感覺來描述拓樸學，讓大學

生輕輕撫摸抽象的面紗。研究者R2在他的指導下會用線性變換的觀點來說明(或

推演)矩陣相乘的定義，這是一個建構性的做法，可以被理解，不再是一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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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去背頌。也就是我們應該去探究定義是如何形成，並發展解釋定義的適當方

式，讓師資生常常品嚐，進入教職也能自行產生教學用的數學知識(mathematical 

knowledge for teaching)。 

陸、結論與建議 

在第四節的研究發現裡，僅使用訪談內容作敘事分析，因為在此只說S教師

的成長故事。教學反思札記的內容被使用來檢視訪談資料的一致性，S教師的教

學錄影也被檢驗教學的有效性。學生的教學回饋單幾乎都給與S教師的教學改變

極高度的肯定評語，宣告S教師已逐漸能產生教學用的數學知識，促使學生學習

受益。同樣宣告以專家師培者進入課室作教學示範、並解說教學單元內的教學用

數學知識為主的專業發展是成功的，也呈現了如何提升中等數學教師的學科知識

以及將之轉化為學科教學知識的實徵性範例。 

最後我們呼籲師培大學數學系教師盡早站出來，在自己的課程多給予數學概

念定義前的知識，減輕學生學習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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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aims at investigating the teaching perspective of the 

mathematics faculty of a teacher preparation university. In this research, a 

mathematics faculty member joins in a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hich 

conducted by a mathematics teacher educator at a middle school by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While the case teacher is selected by purposive sampling 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is revealed by narrative analysis, there are some reflections 

on both preservice and inservic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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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以「差異化教學法」對於中等學校學生數學學習動機及數

學學習成效之影響。本研究採質性研究，研究樣本為新北市某國中八年級某班

30 名學生，研究過程為蒐集學習單、學習日記、觀察記錄、訪談記錄等質性資

料。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以學習單為主，其中學習單所包含的特性有以下兩點：低

操作門檻、內容符合學生生活經驗。 

   本研究結論如下： 

一、本研究之結論有以下三點：實施差異化教學可以顯著提升整體學生之數學學

習動機、實施差異化教學可以顯著提高整體學生之數學學習成效、實施差異

化教學使高學習成就學生學習信心降低 

二、實施差異化教學之具體建議有以下兩點：教師可設計不同層次且貼近學生生

活經驗的學習單來輔助教學、教師可透過多元目標評量讓差異化教學的評量

更確切地評斷學生的學習成效。 

 

關鍵字：差異化教學策略、數學教育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教育部已於 2014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簡稱十二年國教)，期望以推動有

教無類、因材施教、適性揚才、多元進路、優質銜接等五大理念，來達到確保學

生學習力品質的教育目標。 

   由「適性揚才」的理念而言，教師應當因材施教，但在現今的教育環境中，

教師很難同時間滿足班上所有學生的學習需求，尤其在異質性高的班級中，大部

分的教師通常被迫以班級同學之平均水準為主要的講授內容。有些低學習成就的

學生(struggling students)表現出學習成就低落感和習得無助感，因而成為班級中

的「客人」；有些高學習成就的學生，已經熟悉教科書上大部分的內容，因而覺

得太簡單而形成「制度性的動機喪失」(systematically demotivated)(丘愛玲，2013)。

因此，如何提供良好的教學儼然成為大家應要注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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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使不同學習成就的學生都能夠在課堂中有所收穫，各式各樣的教學法以

及輔助教材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例如：學習共同體、協同教學、分組合作學習等。

但是不論使用那一種教學法，都只是一種工具，都需要教師傳達及應用，都可以

解決學生「差異」的問題。另外，教師在講台上的一舉一動，不論是說話的用詞，

或者是肢體動作，都會影響學生的學習及概念發展、觀念建構，甚至教學過程中

的各種表現，也都會影響學生的學習動機。 

    差異化教學係指教師能依據學生個別差異及需求，彈性調整教學內容、進度

和評量方式，以提升學生學習效果和協助學生適性發展。在現今的教育環境中，

我們的教學採用類似工廠的標準化作業程序，進行一體適用的標準化教學，然而，

這種方式很難顧及到學生個別差異。 

    國內學者施皓耀有鑑於上述教育環境所遭遇到的困境，發展出一種針對差異

化教學色計的學習單，試圖以低操作門檻，多元學習目標的探索問題，讓各種程

度的學生均能在適當的問題下發展數學概念。研究者欲了解，以學習單實施差異

化教學的策略對學生的學習及概念發展、觀念建構，甚至教學過程中的各種表現

有何影響？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本研究之研究在於評估以使用學習單作為差異化教學策略對學生數學學習

的影響。根據上述之研究目的，本研究將探討以下研究問題： 

(一)實施運用學習單進行差異化之教學，學生學習成就表現和概念發展的情形為

何? 

(二)實施運用學習單進行差異化之教學，影響學生學習成就表現和概念發展的原

因為何? 

第貳章  文獻回顧與探討 

第一節  差異化教學 

   在台灣，因為外籍配偶、學生學習成就落差、社經地位等問題，使學生之間

的異質性越來越高，學者為了瞭解學生高異質性所帶來的影響，及其解決方法，

使得「差異化教學」的研究越來越多。現今的教育環境為了，因應學生的差異化

問題，開發許多教學法，例如：學習共同體、MAPS教學法等，這些教學法都是

針對同一班級中不同程度、學習需求、學習風格及學習動機的學生提供多元性輔

導方案的一種教學模式。 

差異化教學的基本理念 

   在課室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種教學方法，例如：學習共同體、協同教學、

分組合作學習等，教師不論使用哪一種教學方法，它們目標都是相同的，都是為

了使學生達到同一種水平。但是，每位學生都是獨一無二的，學生之間的程度、

學習能力、學習風格和學習動機皆不相同，如果使用相同的教學目標造就了高學

習成就的學生，也遺落了低學習成就的學生。而差異化教學的概念，就是突破傳

統教學「齊一」的框架，鼓勵教師根據學生不同的程度、學能力、學習風格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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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動機，適當地調整課程的內容、過程(Tomlinson & Kalbfleisch,1999)，以回應

學生所有的學習需求。因此，為了讓教師教學內容和方法更能貼近學生的個別差

異和需求，學者們提倡「差異化教學」(differentiate instruction)，以彌補傳統講述

法之不足。 

   差異化教學又稱為「區分化教學」，是以學生的差異性為出發點，配合學生

個別差異需求，考量其背景知識、學習準備、興趣、能力等多元因素，從教材內

容、教學過程、結果評量與課室環境等方面進行掉整，供學生替代的選擇方案，

以滿足所有學生需求的做法(Arends&Kilcher,2010;Tomlinson,2011) 

   差異化教學是將「因材施教」的理念拓展至班級教學，教師隨時透過正式或

非正式的評量，設計不同層次的教材內容(例如：補救教材、核心教材與精進教

材)，選擇是當的教學調整策略，讓班級中不僅是需要補救教學的學生可以獲得

關注，同時也讓學習較快速的學生成長(丘愛玲，2013)。 

差異化教學的迷思 

葉錫南(2013)差異化教學常見的迷思有四： 

1. 差異化教學就是補救教學?  

許多教師將差異化教學與補救教學劃上等號，但二者其實並不相同，補救教學

主要是針對學習進度落後者實施的額外教學，而差異化教學範圍較廣，涵蓋

所有的學生，除了關注低程度者的學習，同時顧及程度超前者的需求，對其

提供合適的「特別指導」。 

2. 差異化教學就是合作學習? (葉錫南，2013) 

觀察目前試行的差異化教學的許多小學英語文教學方案，絕大多數的英語文差

異化教學都是以分組、合作學習的方式為之，彷彿合作學習是差異化教學中

不可或缺的要素。 

3. 差異化教學的目的是讓全班提升至相同的水準? 

許多人認為，差異化教學皆在的協助、彌補學生之不足，期待接受教學的學生

能儘快趕上進度，回歸班上主流(mainstreaming)的正規學習，這項目標不能

說錯，但精確地說，僅能說是理想或終極目標，因為對中學習成就的學生而

言，這目標頗為合理，但對於低成就的學生來說，則不切實際。試想，如果

要求齊一的標準或目標，那麼高成就學生豈不是要犧牲自己常才以符合全班

的標準。 

4. 差異化教學需要額外的時間與人力才能實施? 

有額外的時間、人力資源去營造環境，當然會讓差異化教學更容易實施。但沒

有這些資源教師依然可以實施差異化教學，或許教師因為要獨自同時照顧不

同學習成就的學生，而導致教學進度或效率不及原來方式，但若已學生是否

真正學習到的角度來看，仍是值得的。 

第二節   概念發展 

本研究的概念發展運用到了 Vygotsky 的認知發展論。在認知主義學派中，

Vygotsky(1962)的認知發展論提到學生的學習與發展有兩種水平，一是真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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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階段學生能獨立解決問題；另一種則是學生的潛在發展水平，也就是說經由

教師或其他人(能力較高者)所指引後，可達到更高一層水平，兩種水平之間的一

段差距，即為該學生的近側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簡稱 ZPD)。 

而在近側發展區的過程中，他人給予學生的協助，及稱為鷹架作用

(scaffolding)。Bruner、Wood、Ross(1976)提出的鷹架作用，指暫時性的支持或是

一種支持的形式來協助學生，直到學生能自行操作或學習，這也是教師應做好的

角色。 

從上述的 Vygotsky 認知發展論來看，不同程度的學生在經歷了學習單發展

概念及教師的指導協助下，分別跨越了原先所屬的門檻，如下圖，低學習成就的

學生跨越了門檻來到中學習成就學生的 ZPD，如此學生個別在學習單概念發展

完善度本研究將其視為近側發展區。 

 

圖 1 參考 Vygotsky 近側發展區，由國內學者施皓耀提出。 

第三節   學習單 

    蔡佩甄(2001)認為學習單是評量學生學習的工具、提供學生學習的引導鷹架、

提供學生導覽的學習工具、能夠補充課程知識不足、師生互動與學生學習的歷程、

與能夠統整不同課程內容。 

    Beavis 和 Weatherley (1980)，指出學習單應有的特質： 

1.每一單元的內容和形式應配合科目目標； 

2.單元教材所用的文字應配合學習者的程度； 

3.單元內容應配合學習者的能力，特別是起始單元； 

4.教學技術應鼓勵學習者之間及學習者與教師之間的互動； 

5.單元進程架構應給予學習者去組織及彈性選擇其學習活動的機會。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希望探討當學習單利用低門檻的起始單元讓學生都進

入學習，搭配教師的指導，讓不同學生去調整學習活動的機會，是否能夠更多元

化以提供不同成就學生在同一時間內達成多層次的概念發展，而非單純只是一份

輔助教材或僅是教師對學生的能力檢核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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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本研究之學習單編制流程圖 

第參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旨在尋求在常態編班下，探討經由差異化教學後，學生的學習表現和

概念發展的情形，由於，每位學生的背景知識、學習準備、興趣、能力具有個別

差異，想要完全採用系統化的測量方式來了解其思考的內在心理歷程並不容易，

因此，本研究採用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法，針對所挑選的研究對象做個別

分析。本研究之研究樣本為新北市某國中八年級某班 30名學生，研究過程以學

習單、學習日記、觀察記錄、訪談記錄等質性資料的蒐集，其中以教師針對等差

數列單元所開發之數學概念發展及逼操作門檻學習單為主要的研究工具。 

第一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所收集的質性資料取自學習單、學習日記、觀察記錄、

訪談記錄等資料，其中以學習單為主要的分析來源。本研究採用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法，就本質而言，文本分析是將一文字作品拆解，觀察其部份之間是如

何拼湊相合在一起 (seeing how the parts fit together) ，而詮釋則是將與某(些)知

識傳統相連的價值，例如：心理分析思想、符號學理論、馬克思思想、或女性主

義思想等，亦即不同的理論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對文本有不同的詮釋，提出不同的

解讀結果(Berger 1995)。然而，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所指的文本分析其實是較接

近於後者，也就是文本詮釋，只是仍沿用習慣語，用「文本分析」來指涉此一解

讀詮釋的過程。 

    本研究之研究對像為三位低成就(學習成就佔研究樣本的後 30%)的學生與

三位高成就的(學習成就佔研究樣本的前 30%)學生。 

    本研究將探討國二學生的學習概念發展，研究者將研究對象在解題時所寫的

紙筆資料記錄下來，並分析研究對象的數學寫作品質，從研究對象的紙筆資料中

去分析其學習概念發展。 

 

1.教師參與教師
專業發展社群

課程 

2.教師專業發展
社群教師小組

討論 

3.教師設計學習
單 

4.學習單放置請
教授給與意見 

5.教師修正學習
單 

6.教師使用學習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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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為學習單，其特性有兩點：低門檻、設計內容符合生活情

境。現今常態編班制度下的同一班級的學生差異性巨大，在時間掌控的壓力下，

教師很難在同一時間、同一場域的課室活動過程中提供給不同程度學生去理解數

學概念。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提供學生學習單，供學生寫作，不僅可以瞭解學生

的概念發展，也增加了一項評量學生學習的工具，亦可提供學生學習的引導鷹架、

提供學生導覽的學習工具、補充課程知識不足與統整不同課程內容。 

第三節 資料蒐集 

     本研究欲探究差異化教學法結合學習單對學生的影響，採質性研究，以文

本分析法與詮釋性研究進行資料分析，分析過程如下：  

1. 觀看課室觀察錄影，將教師與學生的互動轉為文字稿，並寫下評論。 

2.將文字稿與課室觀察筆記、學生課堂學習單等資料加以分類並進行編碼，以利

分析。  

3.將學生的紙筆資料與文字稿和課室觀察紀錄交互比對。 

4.經由分析，寫下暫時性結論與發現，並與授課教師討論，透過不斷檢視、驗證、

比對以加強研究發現的可靠性。 

5.將統整分析後的結果與收集資料仔細比對是否有不符合之處，並加以討論，思

考與改進，並據此得出研究結果。 

    本研究之研究樣本為新北市某國中八年級某班 30位學生，研究對象為該班

3位高學習成就(學習成就為全班的前 30%)及 3位低學習成就(學習成就為全班的

後 30%)的學生。學生的編號表如下： 

組別 編號 

高成就 H1、H2、H3 

低成就 L1、L2、L3 

第肆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第一節   文本分析 

    由於學生概念發展的構面因素繁多，本研究無法一一討論，所以縮小範圍到

外顯行為較小的寫作反應。本節探討不同學習成就的學生在利用學習單的教學環

境中所呈現的概念發展情形，是否能達到多元化教學及多元目標評量的可能性，

並將學生的寫作內容分過程完整性及概念發展兩種層面作為本研究概念發展的

範疇。 

第一題：如圖，有一樓梯，每一階的長度、寬度與增加的高度都相等。有一工人

在此樓梯的一側貼上大小相同的正方形磁磚，第一階貼了 4片磁磚，第二階貼了

8片磁磚…。若依此規則貼完這些樓梯，請問：(請學生看完以上的敘述後，自行

出三個問題。例如：第三階貼了幾片磁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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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就學生 

編號 寫作內容 文本分析 

H1 

 

寫作內容完整性較高。由寫作內容可

以推得，H1學生能由例子觀察出其

規律性。且提出「每一階都會比上一

階增加 4的概念？」和「數列中的每

一項是否都為 4的倍數?」的想法。 

H2 

 

寫作內容完整性較高。由寫作內容可

以推得，H2學生雖然沒有推得等差

數列的公式，但有觀察到階梯上磁磚

的個數有一定的規律性。 

H3 

 

寫作內容完整性較 H1和 H2學生

低。由寫作內容可以推得，H3學生

雖然已和 H1 和 H2學生一樣能由例

子觀察出其規律性，但寫作的流暢部

並沒有前兩位同學來的高，敘述的問

題也沒有太高的創意性，和前兩位同

學生相比顯得有點信心不足。 

低成就學生 

編號 寫作內容 文本分析 

L1 

 

L1學生提出「326個磁磚是否可以貼

滿 24階?」的問題，雖然 L1學生概

念發展錯誤，但是學習單的內容有提

高其學習動機。 

L2 

 

L2學生提出「請問第 12階有幾個磁

磚?」，雖然沒有觀察出數列的規律

性，或提高其學習動機，但可以觀察

出 L2學生對學習單內容並沒有覺得

門檻太高。 

L3 

 

L3學生提出「有規律的數列」的想

法，L3的學生已從階梯例子中觀察出

其有一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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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題：請指出下列數列的「規律」(例：數字關係、奇偶性、…) 

(1)70，75，80，85，90，95，…(2)46，20，10，17，15，43，37，…(3)1，1，2，

3，5，8，13，21，… 

高成就學生 

編號 寫作內容 文本分析 

H1 

 

H1學生提出差數列的概念，且正確地指

出第一個數列的公差為 5，由此可見，

H1學生清楚知道公差的定義為後項減前

項，也指出第三個數列為一個費氏數列。 

H2 

 

H2學生觀察到第一個數列有三個規律性

質，分別為：每一項和前一項差 5、數字

越來越大和數字為奇數、偶數交叉排

列，後來經由教師指導後，學習到等差

數列和公差這兩個概念。H2學生也觀察

到第三個數列為每一項為前兩項相加，

後來也是經由教師指導後，才學習到費

氏數列的概念。 

H3 

 

H3學生觀察到的規律和 H2學生相似度

很高，一樣觀察到差 5和兩數相加等於

後面的數。也是經由教師指導後才寫出

公差和費氏數列這些概念。 

低成就學生 

編號 寫作內容 文本分析 

L1 

 

L1學生經由教師指導後了解何謂等差

數列、公差和費氏數列，且可以用自己

的方式表達出等差數列和公差的概念，

表示 L1經由教師指導後可以理解等差

數列、公差和費氏數列的概念。 

L2 

 

L2學生在還未接受教師指導前，已觀察

到第一個數列有後一項和前一項差 5和

數字為奇數和偶數交叉排列的規律。但

還是經由教師指導後才了解何謂等差數

列、公差和費氏數列的概念。 

L3 

 

L3學生的寫作幾乎空白。由此可見，L3

學生在上課時的動機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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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題：再回到第一題(階梯問題)，回答下列問題： 

(1)你會發現那些規律呢?(2)第 6階需要貼幾片磁磚?(3)第 k階需要幾片磁磚? 

高成就學生 

編號 寫作內容 文本分析 

H1 

 

H1學生經由第三題的題目了解何謂等

差數列和公差，也可以由第一題推得出

的公式「𝑎𝑛=4+(n-1)*4」知第 6階需要

24片磁磚，也得知第 k階的磁磚數為

「4+(k-1)*4」。寫作過程非常完整，不

僅可以觀察出等差數列的規則，並且能

利用首項、公差來計算(組成)等差數列

的每一項。 

H2 

 

H2學生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敘述其觀

察到數列的規律，但所用的字詞較無

H1學生專業。且在第二小題，提出第

6階需要 40片磁磚，原本認為其概念

發展錯誤，但在第三小題時 H2同學又

可以正確地例出第 K階磁磚所需的數

量，判斷第二題可能是代錯數字。 

H3 

 

H3學生先寫出第一階至第六階所需的

磁磚數，得出每一項比前一項差 4，又

算出第十階和第九十九階所需的磁磚

數，才推得「𝑎𝑛=4+(n-1)*4」的式子，

並將式子減化為 4k。 

低成就學生 

編

號 

寫作內容 文本分析 

L1 

 

L1學生先寫算出第一階到第五階所

需的磁磚數，再經由教師指導後，列

出「𝑎𝑛=4+(n-1)*4」的式子，並代入

99階和 10階驗算。 

L2 

 

L2學生經由教師指導後，算出第 6階

需要幾片磁磚和第 K階需要幾片磁

磚，但可以看到寫作過程受到教師的

指導比例較高，大都不是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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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 

 

L3學生的寫作過程幾乎空白，受到的

指導比例比 L2 學生高。推論這部分顯

額較有挑戰性而導致學生寫作直接空

白。 

 

    上列三題為六位學生寫的特別突出的寫作內容。在這之中，會發現高成就學

生碰到難度較高的題目，和教師指導比例較少時，會試圖去舉例討論，或舉出真

數來驗證自己的推測。對於低成就學生而言，其寫作參與度較高成就學生低，但

是在碰到較有挑戰性的問題時，低成就學生也是會運用真數或較小的數字來驗證，

且經由教師指導後，低成就學生亦會記錄下教師所提出的概念，表示其程度雖然

較低，但是使用學習單教學，低成就學生不會產生排斥或學習東基低落的情形。 

第二節   概念發展 

高成就學生 

    在經由教師指導前，H1 學生已能由例子觀察出其規律性，並且自己推導出

等差數列「𝑎𝑛=4+(n-1)*4」的式子，但 H2和 H3學生並沒有推出等差數列的式

子。在經由教師指導後，H2 和 H3才有等差數列的概念，可以得知，即使是高

成就學生，教師在進行差異化教學時，也可能有明顯的程度落差，導致這個現象

的原因有可能為，學生的學習信心有差異。除了 H1學生在學習單的寫作過程較

完整外，H2和 H3學生在未受教師指導前，寫作內容是慢慢地依序寫作，或只

提出較明顯的規律，推論高成就的學生，一開始在講述式教學時，大多是由模仿

教師的寫作方式開始，直到受到教師的肯定後才會對自己的想法有信心，才會減

少對教師指導的依賴。 

低成就學生 

    在低成就學生的寫作中，除了 L3 學生外，L1 和 L2 學生都有進行寫作，可

惜的是 L1 和 L2 學生有觀察出數列之間的規律，但列出等差數列的式子需要與

前面的先備知識作連結，所以兩位學生只能用較不完整的寫作，來呈現他們所觀

察出的規律，例如：第四題，L1 學生將第一階到第五階的磁磚數已數列的方式

表現，在經由教師指導後，才寫出等差數列的一般式。綜合以上的寫作內容發現，

低成就學生在一開始會因為學習單內容的知識難易度較簡單而願意進行寫作，並

在教師的高指導下模仿教師的寫作行為；到了較高門檻的題目，低程度學生有的

人進步了，開始進行概念發展，有的人停滯不前，學習單的寫作內容出現空白，

但從寫作過程可推論低成就學生很依賴教師的指導。 

第伍章  結論 

    本研究之目的為針對差異化教學，在常態編班之班級中施行已開發多元化之

學習單，藉由學生動手操作低門檻要求之問題，觀察教師是否能在藉此在同一時

間內達成多層次、多元化的教學，讓不同學習成就的學生是否可以在同一時間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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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域各自進行學習。以下就待答問題歸納出以下結論： 

    高成就學生較不常出現寫作空白或寫作不完全的情況，而比較容易出現差一

步就完成題目所求的情況，且高成就學生學習信心較低，並非是概念上的失誤，

不管遇到什麼類型的題目都不會放棄，會試著以自己的現有的知識去進行寫作，

且教師從旁指導與帶領學生概念發展的次數較少，比較多是學生以學習單的內容

在進行概念發展；低成就學生在學習單的寫作參與度，除了第一題較積極參與外，

後面的題目大多為寫作空白的情況，推論有可能因為本應具有的先備知識發展不

完全，與之無法相連結，在心態上產生排斥感，但是經由教師的高指導後，寫作

有較完整的現象，推論低成就學生經由教師的指導後，讓學生不斷的模仿練習，

讓他們較有頭緒，就願意寫作。綜合以上發現，不同學習成就的學生，在移除教

師這個學習鷹架的時間，越高成就的學生所需的時間越短，顯示學習單的使用，

教師可以進行多節奏多元化的教學，讓不同學習成就的學生在同一時段，分別進

行自己能力所及的概念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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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國中在職教師參加教師數學知識專業發展後對其數學

知識詮釋及教學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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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數學系碩士班 victor10691@yahoo.com.tw 
2彰化師範大學數學系 ccchou@cc.nc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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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國中在職教師參加教師數學知識專業發展後，觀察其對數

學知識詮釋及教學之影響。教師專業發展手冊是教師數學知識專業發展之教材，

經由專家及豐富教學經驗之在職教師共同編寫，參與教師進行教師專業發展手冊

之寫作以及觀看專家教學影片，在職教師觀看影片後根據專家詮釋之數學知識進

入班級授課。本研究以現象學和恆常比較法做為分析與詮釋資料的理論，解析在

職教師參加教師數學知識專業發展後對其數學知識及教學之影響。透過教師專業

發展手冊之寫作、教學後晤談所蒐集的資料以及其他相關文件後，研究發現:在

數學知識詮釋方面，在職教師使用貼近學生生活的詞彙詮釋數學知識；在數學教

學方面，在職教師提供例子與學生生活相關，學生回答問題時反應熱烈且積極搶

答，不同程度學生願意專心聽課，在職教師可以有效傳達正確數學知識。在職教

師參加教師數學知識專業發展後，豐富在職教師之數學知識內涵，有助於其教學

以及提升學生學習數學之意願。 

 

關鍵字:在職教師、數學知識、數學教學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一直以來，台灣是極度「考試引導教學」的教育方式，用成績來評斷學生的

優劣及規劃其未來的發展，因此課室學習的風氣與學生之間的關係是競爭的。(黃

韻如，2015)為了提高學生成績，在職教師教學內容以解題為導向，學生在課堂

上不斷算數學，導致學生對學習數學興趣缺缺，甚至排斥學習數學。 

    近年來，為提升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興趣，在職教師在課堂上不斷調整其教

學方式，因此陸陸續續出現翻轉教學、學思達、合作學習等各式各樣的教學名詞。

不論哪一種教學方法都只是一個工具，需要透過課堂中的授課教師傳達及應用，

講台如舞台，老師在講台上的一舉一動，不論是說話所用的語言用字，或者要求

學生所進行的動作，往往也影響著學生的學習及概念發展、觀念建構，甚至因為

教學過程中的各種表現，也使學生對於課堂學習的意願或者動機增強或降低。(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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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楷，2015) 嘗試改變很好，但要抓住其核心價值。 

    現在教學現場中，部分教師體認到自己對專業知識不足，教師們無法進行有

效教學，教學步調以及授課內容也因學生程度落差難以抉擇，最後遵循課本或參

考書所提供之脈絡及方法，在職教師對數學知識本質不夠清楚，甚至不清楚自己

算什麼數學，究竟教師要如何引導才能有效傳達數學知識呢? 

    面對以上種種因素，為了提升國中數學教師的數學專業素養，自 2014 年 8

月開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C 教授和一群在職教師舉辦一連串的｢數學新世界｣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此專業社群主要是提升教師們的學科專業內容知識，並產生

一系列低學習門檻要求的學習單。(黃欣楷，2015)專家(簡稱 CA)到校外進行示範

教學均會錄影，在職教師藉由專家示範教學影片觀摩專家對數學知識的詮釋、以

及專家如何引導學生認識數學知識。 

    2015 年 7 月根據｢數學新世界｣發展成果，C 教授邀請教學經驗豐富之在職

教師編寫一系列教師專業發展的教材--｢教師專業發展手冊｣(以下簡稱教專手冊)，

C 教授於 2015 年 9 月舉辦一連串教師數學知識專業發展，參與教師均會進行教

專手冊寫作以及觀摩專家教學影片，為了清楚教師專業發展執行的實際情形，C

教授每月不定期到各地與教師進行座談會，參與教師在座談會上與專家和同儕教

師進行對話，共同討論及探索數學知識的本質以及如何引導學生認識數學知識，

藉此提升教師之數學素養及教師們共同備課，參與教師於座談後可以直接利用教

專手冊的資料作為授課教材。除此之外，C 教授每學期會固定一天邀請全台參與

教師，共同分享參加教師數學知識專業發展後對教師的幫助及教師在教學上的改

變。 

    研究者透過現象學以及恆常比較法之觀點，分析在職教師 H 教師參加教師

數學知識專業發展之後，對其數學知識及教學之影響，為配合學校授課進度，本

研究將以科學記號為例。 

二、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是探討在職教師參加教師數學知識專業發展後，對其數學

知識詮釋及教學之影響。透過在職教師於教師專業發展手冊的寫作、以及研究者

的訪談，分析國中在職教師參加教師數學知識專業發展對在職教師數學知識詮釋

及教學之影響，也藉此教師教學改變後了解學生於課堂上的學習情形。 

    根據上述之研究目的，本研究產生以下待答問題: 

1. 比較在職教師參加教師數學知識發展前後對數學知識的詮釋 

2. 分析在職教師參加教師數學知識發展前後教學之差異 

貳、文獻探討 

一、教學行為 

    (一)教學行為之內涵 

    在學校教育中，教師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論是教材、教學法、教學活動…

等，都需要透過教師做引導、呈現。我們可以將教學視為一種有目的、有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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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是一個師生間為了共同達成教育目標所共同進行之活動。 

     Flanders(1970)認為，在教學過程中，促使教師和學生之間產生相互交流、

溝通、連結⋯等活動皆稱之為教學行為。劉曜源(2001)認為教學是一種極端為複

雜的社會活動歷程，也是全方位的工作及師生共同參與而產生交互影響的動態歷

程。林進材(1999)認為教師通常不斷評估教學情境以及處理教學情境中所發生之

訊息，藉以決定下一步之動作，並依據這些決定引導教學行為。而教師的教學行

為是對於現存之訊息，依據個人觀點做有關認知方面的處理後所產生的各種決

定。 

    (二)教學信念與教學行為之關係 

    教師的態度和對數學的教學信念影響著教師的教學行為，其中教師對數學教

學的信念則包含了對數學課程的目標、在教學中的教師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學生的

角色、適當的教室活動、令人滿意的教學方法及教學重點、正當的教學程序和可

接受的教學結果等方面的信念(Koehler & Grouws,1992 ; Thompson,1992)。持有不

同的教學信念的教師其所表現出來的教學行為也會有所差異，有的教師認為教學

就是舉述獎勵，讓學生反覆的背誦和多方面的練習，認為自己所扮演是一位知識

傳遞者;反之，有的教師認為教學是要讓學生透過探索的活動來發現數學概念，

他認為自己和學生一樣同為探索者，兩類教師在教師所呈現的教學方式是不同的，

後者可能會提出較多的開放性問題及從事更多的擬題(posing  problem)活動，其

教學也不喜歡遵循著教科書(莊淑琴，2002)。 

    影響教師信念形成的重要因素包括:自身的教學實務、觀摩資深教師教學

(Hart, 2002 ; Kagan, 1992)、過去身為學生學習的經驗及反思上述經驗的機會

(Fang, 1996 ; Featherstone, 1992)。教師信念的形成過程，不論實習或在職教師都

在不斷地解決真實教學問題的過程中，將自己實務以及觀摩他人的心得透過原有

的信念作為濾鏡，解讀後再整合結果(朱苑瑜，2000; Hart, 2002; Kagan, 1992; 

Lortie,1975)。Featherstone(1992)更具體描述，教師由實務經驗所形成的信念經過

下列四個流程:環境的潛移默化、關鍵事件引發反思、舊經驗與現在情境的連結、

以及某一教學難題的掙扎。實務經驗的確能幫助教師形成信念，但更重要的是經

驗所引發對於現在問題的反思，以及對舊經驗的重新檢視(簡頌沛、吳心楷，

2010)。     

二、專業知能 

    Thompson(1992)研究數學教師的教學概念和數學教學關係，發現數學教師對

數學知識的本質以及對數學教學的了解，會影響到他們的教學方式。Clark 與

Peterson(1984)也提出類似觀點，他們認為教師的教學信念與教學行為的關係，

而且會相互密切影響。 

    此外，最具有代表性的看法就是 Shulman﹙1986,1987﹚提出下列七項教師教

學應具備的知識: 

1.學科內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即學科領域中的概念、原理與架構。 

2.一般教學法知識(general pedagogical knowledge):超越特定學科的教學原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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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經營策略 

3.課程知識(curriculum knowledge):對整體教材與課程結構的瞭解。 

4.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把學科知識轉化為學生能理 

  解的表徵方式。 

5.關於學生的認知及特質知識(knowledge of learn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瞭 

  解學生身心、發展知識與先輩知識。 

6.教育脈絡的知識(knowledge of education contexts):瞭解整個教學場域的文化 

  特徵與脈絡。 

7.對教育目標與價值，以及其哲學與歷史背景的知識(knowledge of education ends,  

purposes, ,and values, and their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grounds ) 

    其中又以第四點｢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簡稱

PCK)最為重要，其融合了學科內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簡稱 CK)與一般

教學法知識(Pedagogical  Knowledge，簡稱 PK)，展現教師所有的專業內涵，教

師改革應以此為重點。Shulman﹙1987﹚強調，教師必須先對所有教授的單元有

詳細瞭解，其次必須瞭解學生在學習時可能會產生的問題，教師進而依據所面對

的學生其不同的興趣與能力調整教學，以各種不同特徵、符號、活動方式幫助學

生理解。 

三、教學反思 

    依Schön（1987）的看法，反思可分為三種類型： 

1. 依實務而反思（reflection on practice）：依實務而反思是事件發生後的反思，

如教學過後，面對教學所帶來的結果或學生的學習反應；或是實施評量後，

檢討學生的學習結果。二者都是回顧性的，在修正經驗或了解自己經驗過的

認知過程。 

2. 在實務中反思（reflection in practice）：在實務中反思是實踐過程中的反思，

如在上課中透過教學的觀察或是與學生的互動，察覺教學過程中的一切反應

而改變教學決策。其中教學決策可能是教學策略、課程難度亦或是評量方式

等。 

3. 為實務而反思（reflection for practice）：為實務而反思是具有前膽性與規劃

性的，是以過去的經驗為借鏡，在過去經驗的基礎之上，尋求更好的解決方

式，透過實際的問題或察覺的困難進行反思，以指引將來的行動。 

    饒見維(民85)將反思的內容分為，反思自己的教學行為、自己的信念與假設、

自己的腳色以及和他人的關係、自己的思考與學習方式等方面，其反思教學的層

次已提昇，關注到個人的信念、思考的反省與批判，重視教師自我角色的扮演以

及與他人和諧關係的建立。教師教學反省的內容多注重在教師方面、學生學習方

面、班級經研、以及課程內容方面。 

    Osborne(1998)以自身為教師的角度來看教師的反省思考，發現教師在教學過

程中，會根據他已知的知識與信念來行動，而這些行動會讓老師檢視之前所知並

進行比較，重新思考他的價值觀、知識與來源，這樣的過程讓教師在教學上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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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的機會。 

    蔣志斌（1999）更簡要的把教學反思分成四個基本環節階段： 

1. 具體經驗階段：這一階段的任務是使教師意識到問題的存在，並明確問題的

情境。在此過程中，如何獲得新的資訊是很重要的，如他人的教學經驗，自

己的經驗和教學體驗，各種理論原理，以及教學中的各種靈感和突發的做法

等。透過教學實務過程，教師必須在教學的歷程裡發現問題，一旦教師意識

到問題，也就是產生認知衝突的時刻，教師如果想試圖改變這種情況，便會

進入反思環節。而整個關鍵是如何使問題與教師個人密切相關，也就是教師

是否能意識到自己在教學活動中的不足，然而能否對自我產生懷疑，這往往

是對教師個人能力、自信心的一種威脅。所以，要使教師明確意識到自己教

學中的問題是相當不容易的一件事，需要許多的教學刺激，或是需要教學活

動的促進者（同儕）在此時營造輕鬆、信任、合作的氛圍，幫助教師看到自

己的問題所在。 

2. 觀察分析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教師需廣泛收集並分析有關經驗，特別是自

己教學活動的相關資訊，用批判的眼光自我察覺，包括自己的信念、行為、

價值觀、目的、態度和情感等。累積一定的資訊之後，教師要對這些資訊進

行分析，找出驅使自己教學活動的各種思考觀點，並且比較其他人的經驗的

有何不同，反觀自己認知的教學理論是否一致，自己的教學行為和技巧與預

期的結果是否一致，創設的教學情境與學生的知識發展是否一致，從而確定

問題的根源所在。這個任務可以由教師自己單獨完成，若能合作完成或有他

人指點，效果會更好。經過這種分析，教師會對問題情境形成有更為明確的

認識。 

3. 重新概括階段：在觀察分析的基礎上，教師重新審視自己的認知，並積極尋

找新的模式與新策略來解決面臨的問題，通過接收大量新資訊，不斷詮釋新

訊息的內涵，以獲得更有效的概念和策略方法。因為這時教師尋找知識的活

動是有方向、有針對性、聚焦式、自我導向的，所以這種活動的開展對教師

教學理論學習能力和實際教學能力的提高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4. 積極的驗證階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只有通過實踐，才能檢驗

出以上階段形成的概念和策略方法是否能更適應教學活動的要求，更充分地

體現教學中主體和主導的關係，更有利地提高學生的積極性，培養學生的能

力。檢驗過程中還會遇到新的經驗，產生新的問題，從而又進入具體的第一

階段，開始新的循環。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於質性研究方法論，透過在職教師於教師專業發展手冊的寫作紀錄

以及在職教師之訪談記錄，分析在職教師在研究過程中其數學知識與教學之轉變。

將研究者的角色、個案之背景資料、資料收集與分析的措施分述如下。 

一、研究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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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觀察者 

    在研究期間，研究者陪同指導教授到教育現場執行教師數學知識專業發展期

間，指導教授與在職教師進行座談時，研究者在旁觀察以及旁聽其對話內容，研

究者渴望從座談中學到數學知識有助於研究者的教師生涯。研究者閱讀在職教師

於教師專業發展手冊的寫作情形，研究者僅以觀察的角度蒐集相關資料，期望能

以最自然的方式，記錄下最完整、最真實的資料。 

    (二)訪談者 

    在研究期間，研究者將與在職教師進行正式訪談，研究者在仔細閱讀在職教

師繳交教師專業發展手冊的寫作，為了避免研究者的偏見，根據研究過程所發現

的情形與問題，研究者與在職教師進行訪談，以確保研究者的觀察是否正確。 

    (三)學習者 

    研究者只有半年實習經驗及三個月的代課經驗，對於數學知識的認知嚴重不

足。因此研究者想藉由這次的研究，觀察在職教師數學知識內容及其教學之變化。

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學習在職教師之優點，視為研究者將來當教師的做法，期

望研究者將來會是一位好的數學教師。 

二、個案之背景資料 

    H 教師為北部某縣市某國中的在職教師，畢業於中部某師範大學，擁有 15

年以上的教學年資，教學經驗相當豐富。H 教師表示相當注重學生的禮貌，隨著

年紀增長比較可以跟學生開玩笑。H 教師表示進入校園任教後，大學畢業至今教

學沒有一定的教學流程，透過大量提問讓學生不斷透過提問來釐清數學概念，根

據單元內容會有不同的授課方式。 H 教師之上課教材以學校課本為基礎，偶爾

另外設計學習單，不是每個單元都有學習單。H 教師進入職場後，感受到自己對

數學知識的認知不足，對於數學教學的想法多是停留在以前學習數學的經驗，慢

慢透過在職進修接觸到比較多與數學教學有關的內涵。H 教師收到 C 教授研究

生之邀請函得知教師數學專業發展，H 教師表示期待參加教師數學知識專業發展

後可以更清楚數學知識的本質，H 教師在課堂上的教學更加精進。 

三、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資料收集 

    在研究過程中蒐集相關資料包含:在職教師於教師專業發展手冊之寫作以及

研究者與在職教師 H 教師的訪談記錄。茲分述如下: 

1.教師專業發展手冊:  

    根據｢數學新世界｣發展成果，由 C 教授和一群教學經驗豐的在職教師

編輯而成，其內容包含:反思、觀摩、試教實作、教學反思，在職教師完成

教專手冊寫作後，將撰寫資料透過電子郵件寄給 C 教授，為配合學校進度，

本研究以科學記號單元為例。 

2.研究者與在職教師 H 教師訪談記錄 

(1)與在職教師 H 教師於 2015/11/10 第一次訪談、2016/1/5 第二次訪談。 

      (2)每次訪談之對話內容，均以錄音方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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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資料分析 

    資料分析的方法則以「分析歸納法」(analytic induction)、「恆常比較法」

(constant comparison method) 及「三角校正法」(triangulation)做為依據。一般而

言，研究者是利用「分析歸納法」發展在職教師對數學知識認知及其教學的成份

之解釋，然後利用「恆常比較法」統整這些成份，以進一步釐清各成份間的關聯，

並適時地以不同形式的「三角校正法」(包括方法、來源、分析者的三角校正)檢

驗研究發現的一致性。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分析在職教師 H 教師參加教師數學知識專業發展後，探

討其數學知識詮釋及教學之影響。因此，經由相關文件分析，包括在職教師 H

教師於教師專業發展手冊之寫作以及透過晤談所收集到而得的資料後，首先探討

H教師對原數學知識之詮釋以及 H教師在原數學知識下的教學，逐一進行描述。

其次是探討 H 教師觀摩專家教學影片後，其對數學知識詮釋之改變以及促使其

改變因素。最後分析 H 教師在數學知識詮釋改變後其教學之改變，探討學生在

課室的學習情形以及教學上之差異。 

一、 H 教師觀摩專家教學影片前數學知識詮釋及其教學  

    (一)H 教師對原數學知識詮釋的反思 

    觀摩專家教學影片之前，H 教師對原數學知識反思，H 教師對科學記號的認

知:科學記號是記錄一個極大或是極小的數字，可以使數字的紀錄更簡化，不用

寫成一長串的數字。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接觸到的數字運算方式是以十進位為主，

H 教師認為數字是十進位，我們才需要去規定      。H 教師回憶學生時期

的學習經歷，以前的數學教師也是這樣教學，以及教科書也是這樣進行編寫的，

H 教師不會思考科學記號之紀錄方式形成的原因，或是對其規定感到疑惑。 

    (二)H 教師在原數學知識詮釋下之教學 

    H 教師就讀研究所時，設計一份科學記號的學習單，學習單內容提供大量的

題目給學生於課堂寫作，H 教師希望學生可以透過學習單的作答，以及透過題目

的設計，學生觀察到科學記號紀錄數字的方式，以及歸納出科學記號紀錄數字的

規律，整個課程設計著重於數學計算操作，但為什麼要數字要這樣進行操作、為

什麼數字一定要寫成𝑎 ×   𝑛，且      及 n 是整數等等，H 教師並沒有跟學

生做說明。 

    (三)H 教師在原數學知識詮釋下學生學習情形 

    H 教師認為對學生而言這堂課就是不斷地算數學，將數字轉化成科學記號的

模式，程度好的學生可以講出 H 教師想要的答案。如果 H 教師透露出答案，中

間程度的還可以做出來。課堂上學生參與度還不錯，但學生上課參與度不錯跟教

學內容無關，跟 H 教師本身的特質有關，H 教師在課堂上對學生有所要求，學

生才會認真聽課，且 H 教師在課堂上有進行分組，學生會在同儕壓力以及教師

要求下參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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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教師不斷地思考，在這個單元的課程設計著重於數學計算上的操作，這

堂課對學生而言就是不斷計算，以及觀察其規律性。H 教師也不明白這樣的教學

有甚麼意義，學生算什麼也不知道，除了把數字轉換成科學記號的記錄模式，無

法傳達任何有關數學知識的本質。 

二、H 教師觀摩專家教學影片後對其數學知識之衝擊 

  H 教師觀看影片時發現專家舉的例子都跟生活息息相關，例如:舉重等級、

不同幣代表的價值不同、為什麼要分等級、哪個數字比較大、數字的零比較多表

示數字比較大等等問題，H 教師不會覺得這是上數學課，但是專家會透過這些生

活的例子，引入專家想要介紹的數學概念，這些例子讓孩子於後面學習科學記號

更有感覺，讓孩子感受到數字都是有意義的。觀摩專家教學影片之後，H 教師對

原來的數學知識詮釋產生改變。H 教師觀摩專家教學影片後，H 教師對科學記號

的概念是因為有比較大小的需求，需要有更簡便的方式比較大小，所以才有科學

記號的紀錄方式出現。 

    H 教師觀摩專家教學影片之後，沒有馬上接受專家的說法，反而對專家提出

的說法提出質疑，專家對數學知識詮釋導致 H 教師不斷地思考，究竟是先有科

學記號的記錄模式，才有比較大小的應用?還是先有比較大小的需求，才發展出

科學記號的紀錄方式?為了釐清這方面的問題，促使 H 教師對科學記號的詮釋重

新思考，為了解決此問題 H 教師上網查詢資料，並和自己的先生討論這方面的

問題，後來 H 教師會認同專家詮釋的數學概念，是因為先有比較大小的需求，

才有科學記號的紀錄模式。 

三、H 教師於數學知識詮釋改變後對其教學之影響 

    (一) H 教師於數學知識詮釋改變後之教學 

    觀摩專家的教學影片後，H 教師將原先的授課內容，結合專家的部分授課內

容，並對原先設計的課程進行修改， H 教師調整學習單的內容。H 教師於數學

知識詮釋改變之後，先為學生複習簡記的概念，接著模仿專家的課室教學，讓孩

子比較數字的大小。H 教師在黑板畫上孩子們在小學時期學過的定位版，H 教師

只要將數字寫在定位版上，學生透過定位板就可以清楚知道數字大小。H 教師在

課堂上呈現專家在影片中的問題，專家提供的問題促使學生在課堂上動腦思考，

H 教師根據學生思考過後的答案，不斷追問學生問題，最後請學生下結論。數字

比較大的話，數字的位數比較多，會影響到十的次方。H 教師教學生新單元時，

非常在意是否能從舊經驗引導學生學習，會盡量從學生的舊經驗開始進行教學。

在 H 教師數學知識改變後，H 教師除了保留原來的舊經驗:簡記，並引入定位版，

定位版是孩子們的舊經驗，引入定位有助於孩子們在科學記號的學習。 

    (二)H 教師教學改變後學生的學習情形 

    H 教師數學知識改變後，其學習單的內容隨之調整，但 H 教師來不及印出

學習單的情況下，只能把題目寫在黑板上或是透過口頭進行提問。H 教師提供的

例子或是問題很生活化，學生上課反應是很熱烈的，不論是高程度、中程度、以

及低程度的學生都能夠回答問題。H 教師請學生做總結的時候，高程度的學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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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數學的語言來表示這個結果；中、低程度的學生對數學的語言，並不是那麼

熟悉，他們會用自己的話說出來，無法使用數學的文字表達。  

    (三)比較 H 教師數學知識詮釋改變前後教學之差異 

    H 教師在原來數學知識詮釋下，設計學習單內容著重於計算，並要求學生分

組並共同完成學習單，學生在同儕的壓力以及 H 教師的要求下，學生必須參與

討論，否則無法完成學習單。H 教師覺得整份學習單對學生而言就是算數學，感

受學生在數學課一直算，每天不斷地算數學是很痛苦的，一直算也不知道再算甚

麼。 

    H 教師數學知識詮釋改變後，其教學有隨之調整。H 教師覺得這次教學引入

的速度比以前慢，且透過提問的方式引導學生思考，提供的問題很生活化，不論

哪一種程度的學生能回答，H 教師提問時學生的反應是非常熱烈的，H 教師觀察

學生的回答情形，看到學生是很開心的上課，看到學生有很多笑容，這是 H 教

師教數學時很難得看到的現象，以前只要上數學課，學生就是不斷地算數學，很

難看到學生在數學課會有笑容出現。H 教師發現學生在態度、積極度或是情意上

跟以往有所不同，在這一次的教學中，學生們想要嘗試回答問題，從學生的眼神

可以看出學生很想參與這次的學習，讓 H 教師感受跟平常很不一樣，H 教師在

這次教學很有成就感。 

伍、反思 

    參加教師數學知識專業發展後，豐富在職教師的數學知識內容，參與教師也

積極想要將這樣的知識內涵在課堂中傳遞給學生。研究者不斷檢討與反省，以下

是研究者的反思: 

一、其他教師觀摩專家教學影片後，是否能接受專家影片所提及數學知識詮釋? 

二、若教師能接受專家詮釋之數學知識，是否透過教師專業發展手冊中理解教師

實際理解數學知識的內容?教師可以自身檢核其對數學知識的理解程度。 

三、參與教師數學知識專業發展後提升教師數學知識，但其他教師是否能有效傳

遞數學知識，讓學生清楚數學知識背後的意義? 

陸、結語 

    在職教師對數學知識認知不清楚，教師本身不清楚授課內容，很多計算是無

意義的，教師的教學內容跟學生生活嚴重脫節，學生無法知道學習數學的重要性，

甚至排斥學習數學。在職教師參加教師數學知識專業發展後，透過專家教學影片

觀摩專家對數學知識之詮釋，其次是觀摩專家教學時使用什麼詞彙引導學生認識

數學，讓學生對數學有感覺且清楚數學知識的本質，並請教師思考專家如此進行

教學的目的何在。 

    觀摩影片之前，H教師對科學記號就是方便記錄數字的方式，觀摩影片之後，

H 教師認為因為數字有比較大小的需求，所以才有科學記號這個紀錄方式。H 教

師數學知識詮釋改變之前，H 教師使用學習單教學，學習單內容偏向計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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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度會受到教師對學生的要求有所影響，只是為計算而算。H 教師數學知

識詮釋改變後，其教學以及學習單內容隨之調整，H 教師提供的例子很生活化且

與學生生活有關，班上不同程度的學生均能夠回答，學生在課堂上會願意動腦思

考，班上每位學生都會專心聽課且踴躍回答問題，H 教師察覺到學生搶答過程中

甚至露出難以看到的笑容，學生學習情形以及其表現跟以往於課堂上不斷的算數

學有明顯的落差。 

    H 教師參與教師數學知識專業發展後，專家詮釋之數學知識促使教師思考，

經歷這次教學說明專家詮釋之數學知識貼近學生易接受詞彙，不同程度學生的接

受度都很高，學生於課堂上願意動腦思考且專心聽課，提升學生學習數學之意願，

學生表現跟以往數學課的表現有極大落差，在職教師有效傳達正確數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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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ountry's main serving teachers to 

participate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nd teaching.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Handbook mathematics textbook knowledge of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prepared jointly by serving teachers experts and 

teaching experience, the participation of teachers, writing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manuals and watch expert instructional videos, after serving teachers to 

watch videos according to a mathematical expert interpretation of knowledge into the 

classroom teaching.In this study, phenomenology and  constant comparison 

method  as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data, analytical service 

teachers affect their knowledge of mathematics and teaching mathematics after 

attending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Through writing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manuals, after teaching interviews collected data and other 

relevant documents, the study found: in terms of mathematical knowledge 

interpretation service teachers close to the student life of vocabulary interpretation of 

mathematical knowledge; in teaching mathematics, serving teachers examples 

associated with student life, when students answer questions to answer in a positive 

and enthusiastic response, varying degrees of students willing to concentrate on 

lectures, in-service teachers can effectively convey the correct mathematical 

knowledge. Serving teachers to participate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mathematical knowledge,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in-service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knowledge, contribute to its willingness to enhanc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mathematics. 

 

Keywords：service teachers, mathematical knowledge, mathematic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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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規範型態與社經優勢學生數學表現的關聯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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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 swlin0214@mail.nutn.edu.tw 

 

摘要 

臺灣學生的學業表現與社經地位的關聯越來越高，社經優勢家庭的學生往往

有較佳的表現，但有一些來自家庭優勢的學生卻表現不佳，此群學生具有優勢的

家庭社經地位但學業低落，本研究稱之為優勢社經地成就者 (advantaged 

low-achievers, ALAs)。本研究以 PISA 2012的臺灣學生資料為例，探討 ALAs是

否處於負面主觀規範的學習環境之中，研究中以其他同樣高社經地位但表現中等

或以上的非學業低落學生(亦即 non-ALAs)為參照，研究以潛在類別分析及對應

分析進行探討。研究結果證實了本研究的假設，此結果將可提供學生輔導和教學

時的參考資訊，針對來自良好家庭資源條件但數學表現薄弱的學生，考量如何幫

助青少年珍惜他們所賦予的條件並建立良好的學習態度，珍惜學習機會，進而提

高學習成效。 

 

關鍵字：數學主觀規範、社經優勢學生、低成就、PISA 

 

Introduct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social mobility, Blau and Duncan (1967) find that „A 

man‟s social origins exert a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his chances of occupational 

success, but his own training and early experience exert a more pronounced influence 

on his success chances‟ ( Blau & Duncan, 1967: 402). The Blau-Duncan model 

propose that father's characteristics (e.g.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affect so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the first job, and social status. From Human Capital 

Economics, the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s the personal human capital, the higher 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the higher the human capital represents individuals, then the 

more chance of getting a better job, get a better reward. Combine the two, we can get 

a conclusion: students who come from a better family background will have higher 

average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and their occupational status in the future will be 

better. Thus, a different class or stratum to the status achievement, intergenerational 

phenomenon, there was copied. The issue about the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in 

the education is quite worthy of concern.  

In Taiwan, the power of the index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status (ESCS) 

account for student performance is increasing. In the results of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for example, 13% in 2006, while has been 

raised to 18% in 2012. Equity in education is an import concern and challen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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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Research on the association among family background and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s abundant in Taiwan, most of the results are broadly endorsed the 

higher level of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al status of parents, the better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students. For example, Lin and Huang (2008) investigate the possible 

mechanism influenci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chievement, the finding reveals 

that students who have high SES will reach higher levels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than those who have low SES, revealing the in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Kung, Lin, and Chang (2009) use parental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motivation of learning to predict the mathematics basic competence test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 parental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motivation 

of math learning have direct effects on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math learning 

motivation is mediating factor from parental socioeconomic status to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and both parental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math learning motivation 

can predict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Lin (2009) point out the learning-capital SES 

and the strength of learning goal orientation produced dominant effect sizes in 

predicting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Kang, Hu and Hung (2015) also indicate that 

family SES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achievement aspiration and anticipated 

salary.   

Although there are a lot of studies have confirmed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has an 

impact on student achievement, however, a group of students is from socioeconomic 

advantages, but their learning performance is poor, advantaged low-achievers (ALAs). 

What are the major causes for the striking contrast? Very little research is, from this 

aspect to investigate ALAs. Therefore,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LAs‟ 

learning? What are the major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achievement of the ALAs?  

Such key issue as affect the ALAs‟ learning is very seldom involved in the research. 

This study adopts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Ajzen, 1991, 2005) to 

investigate differences in student academic engagement and performance. The TPB 

claims that an individual's intention to perform a behavior the central determinant of 

one's behavior is influenced by behavioral, normative, and control beliefs (Ajzen, 

1991, 2005). Among them, normative belief refers to subjective norms, student 

perceived social pressure to perform or not to perform a given behavior. There is 

growing evidence that academically-oriented friends at school may help promote 

positive academic outcomes (Butler-Barnes, Estrada-Martinez, Colin, & Jones, 2015),  

and parents' positive dispositions toward academics may force student to performance 

excellent (Karbach, Gottschling, Spengler, Hegewald, & Spinath, 2013). PISA 2012 

constructs the index based on students‟ responses about whether students‟ parents and 

peers enjoy and value mathematics to reflect the extent to which a student‟s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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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promotes mathematics and the study of mathematics (OECD, 2013). 

This index of subjective norms is based on a mix of items pertaining to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their friends' and parents' positive dispositions toward mathematics. 

Considering the students‟ parents and peers may possess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bout 

mathematics, it may not be appropriate to aggregate the parents‟ and friends‟ 

dispositions into a single index, thu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possible patterns or 

categories of students‟ subjective norms and the association with ALAs. In this study, 

the hypothesis in this study is that ALAs‟ subjective norms tend to be disadvantaged, 

neither their parents nor peers enjoy and value mathematics. That is, the ALAs‟ 

parents and peers tend to not enjoy and value mathematics, that is, the ALAs are in an 

unfavorable mathematics learning environment. 

Method 

Participants 

This study utilizes data drawn from Taiwan‟s PISA 2012 (OECD, 2014). A total of 

6046 students are sampled, representing 328,838 students of the total enrolled 

population of 15-year-olds studying at grade 7 or above in Taiwan‟s basic education 

system. 

Dependent variable 

The research interest of this study lies with the academic-slackening in mathematics 

performance within the subgroup of home-advantaged student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ediction of the slackening classification by the two variables of engagement in 

mathematics learning, using the demographic variables as covariate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corresponds to the two classifications of the ALA and non-ALA students in 

the subgroup of home-advantaged students. 

From the PISA 2012 perspective, academic-slackening students can be defined 

in an analogical manner to that of the academic-resilient students, i.e. those who come 

from an advantaged background but somehow perform much lower than that 

predicted by their home background (OECD, 2010). Operationally, there are three 

steps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home-advantaged academically slackening students. First, 

students situated at the top quarter (i.e. Q4) of the PISA index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Status (ESCS) within their own economies are identified as 

home-advantaged students. Second, PISA mathematical performance scores are 

regressed on students‟ ESCS across all the 65 participating economies so as to find 

out the international ESCS-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Third, student‟s residual 

performance is obtained by comparing the actual performance of each student with 

the performance predic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ESCS-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Home-advantaged academically slackening student is identified as those w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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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ual performance is amongst the bottom quarter (i.e. Q1) of students‟ residual 

performance from all the 65 participating economies. 

Independent variables 

The scale of subjective norms in mathematics comprised six items (OECD, 2013), 

student responses over whether, thinking about how people important to them view 

mathematics, they strongly agreed, agreed, disagreed or strongly disagreed to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Most of my friends do well in mathematics; most of my friends 

work hard at mathematics; my friends enjoy taking mathematics tests; my parents believe 

it’s important for me to study mathematics; my parents believe that mathematics is 

important for my career; my parents like mathematics.(OECD, 2013). 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 is used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classes or categories of subjective 

norms, we viewed the responses strongly agreed or agreed as positive responses (coded 

as “1”), and the responses strongly disagreed or disagreed as a negative response (coded 

as “0”). 

Analysis strategy 

LCA used to categorize students into classes by analyzing the student responses and 

identify the items that best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classes. Mplus software was used to 

perform LCA.  For LCA model outcomes, the item parameters correspond to the 

conditional item probabilities that are class-specific and provide information on the 

probability of an individual in a class endorsing an item. The class probability parameters 

specify the relative prevalence (size) of each class (Nylund, Asparouhov, & Muthén, 

2007). 

To test the hypothesis 2, correspondence analyses (CA) is performed  by the 

SPSS software.  CA is a kind of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technique, us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tegorical variables, the main purpose here is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pattern of student subjective norms and the ALAs (Sourial, 

Wolfson, Zhu, Quail, Fletcher, Karunananthan, Bandeen- Roche, Béland, Bergman, 

2010) 

Results 

Samp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aiwan’s ALAs vs non-ALAs in PISA 2012 

Table 1 presents the samp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LA and non-ALA students. When 

home-advantaged students are compared on academic-slackening in mathematics 

literacy, ALA students tend to be male, of immigrant status, come from mix or single 

family, attend one year or less of kindergarten, and have repeated grades one time or 

more. Moreover, the ALA students show lower mathematics work ethics and higher 

external attributions of failure in mathematics. The difference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5). Level of external causal attributions of the home-advant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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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ckening students of Taiwan is a little bit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average of the 34 

OECD countries (equals to 0), showing that Taiwan students are generally having low 

level of self-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academic failure in mathematics. 

 

Table 1. Sampl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ALA vs. non-ALA students in Taiwan‟s 15-year-old 

population 

 Variables ALA Non- 

ALA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  

Gender     0 = female 

    1 = male 

3.8 96.2 * 

6.5 93.5  

Immigration status      0 = immigrant 25.5 74.5 * 

     1= native 4.9 95.1  

Family structure     0= mix or single family 

    1 = nuclear family 

9.2 90.8 * 

4.3 95.7  

Attend 

kindergarten 

  0 = one year or less 

    1 = more than one year 

9.9 90.1 * 

4.4 95.6  

Grade repetition     0 = not repeated 

    1 = one time or more 

5.0 95.0 * 

20.7 79.3  

     * p < .05 

 

Latent class analyses on subjective norms variables 

The results of the LCA indicate that based on the AIC and BIC, the suitable 

indicators for model selection, are smallest for the five-class model. Consequently, a 

five-class model is the preferred model in this study. The class probabilities of the 

five-class model are shown in Table 2. For Class 1, the class probability is .16, 

indicating that 16% of students ae classified as Class 1. For Class 2, Class 3, Class 4 

and Class 5, the class probability is .39, .08, .28, and .09, respectively. In other words, 

39% of students ae assigned to Class 2, 8% of students are assigned to Class 3, and so 

on. The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for Class 1 students responding to the fourth cell in 

Table 3 is 0.994, indicate a probability of 99.4 % that Class 1 students agree that their 

parents believe it‟s important for them to study mathematics. 

The probability in each category for individual indicators can be used to assign a 

label to each class. From the distribution of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presented in Table 

2, for Class 1 students, whose parents and friends enjoy and value mathematics very 

much. Class 1 is thus labeled the “Both parents and friends enjoy and value 

mathematics” group. There are 16% of Taiwanese students belonging to the first 

category. Class 2 students agree that their parents and friend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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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athematics, but they do not like math at all. Class 2 is thus labeled the “Both 

parents and friends value, but not enjoy mathematics” group. In Taiwan, there are 

39% of students belonging to this category. Class 3 students agree that their friends 

work hard and well in math, but tend to disagree that their parents value or like math. 

Class 3 was therefore termed the “only friends value mathematics” group. Contrary to 

the view of Class 3, Class 4 students tend to agree with their parents' emphasis on 

math, but friends do not. Class 4 was thus termed the “only parents value 

mathematics” group. Class 5 students perceive that their parents and friends are 

neither emphasis on math, nor like math. Class 5 is thus termed the “Neither parents 

nor friends value and enjoy mathematics” group. 

 

Table 2 Conditional Probabilities and Latent Class Probability on the Scale of subjective 

norms in mathematics for the 5-Class Model 

 
 

Class1 Class2 Class3 Class4 Class5 

Peers 

1. Most of my friends do well in 

mathematics.  
0.916 1.000 0.812 0.231 0.197 

2. Most of my friends work hard at 

mathematics.  
0.977 1.000 0.944 0.273 0.176 

3. My friends enjoy taking mathematics 

tests. 
0.711 0.000 0.311 0.031 0.011 

Parents 

4. My parents believe it’s important for me 

to study mathematics.  
0.994 1.000 0.437 0.969 0.145 

5. My parents believe that mathematics is 

important for my career.  
0.966 1.000 0.122 0.837 0.033 

6. My parents like mathematics.  0.629 0.023 0.109 0.350 0.057 

 Latent Class Probability 0.16  0.39  0.08  0.28  0.09  

 

Correspondence analy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tern of subjective 

norms and ALA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possibl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pattern of student 

subjective norms and the ALAs and non-ALAs (non-ALA students are 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dvantaged high-achievers, AHAs, and advantaged 

moderate-achievers, AMAs), this study performs correspondence analyses to examine 

this issue. The result shows thatχ
2
= 1314.755, p<.001, it means that patterns of 

subjective norms in math and the differences of groups is not independent. Figure 1 

shows the ALAs tends to agree that neither their parents nor friends value and enjoy 

mathematics, their home/school education culture seems more unfavorable for 

mathematics learning than the non-A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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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Correspondence of Subjective Norms and Achievement Level 

 

Discussions 

The academic-slackening of the home-advantaged students hold such a disposition 

may come from significant others around them. This study further explore tha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levels of achievement and subjective norms. The result of 

hypothesis 2 shows that home-advantaged low achievers tend to be in an un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mathematics learning. Their parents and friends of hold less positive 

disposition toward mathematics. Based on the evidences of positive subjective norms 

to promote positive academic outcomes (e.g. Areepattamannil, et. Al., 2016; 

Butler-Barnes, Estrada-Martinez, Colin, & Jones, 2015; Karbach, Gottschling, 

Spengler, Hegewald, & Spinath, 2013; Suen & Chen, 2013; Kuo, et al., 2007), 

educators should consider how to promote low-achieving students have a more active 

and positive drive to overcome the unfavorable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conclusion,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provided lots of empirical evidenc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cademic-slackening of the home-advantaged students. 

Nevertheless, the present study has only tested one of the possible relations among a 

set of theoretically and conceptually interrelated measures. In order to more 

effectively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students,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researchers may consider employing multiple alternative models based on the same 

measures or incorporating the other pertinent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factors that might be related to students' engagement and performance, or 

incorporating the other at-risk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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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e 

norms and mathematics learning: evidences based 

on Taiwan’s home-advantaged students 

 
Su-Wei Lin 

Dept. of Educ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Abstract 

Some home-advantaged students are identified as academic-slackening (called 

advantaged low-achievers, the ALAs) in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2012 Study. Despite favorable home background, their 

mathematics performance is not satisfactory. Drawing data from Taiwan‟s PISA 2012, 

this study seeks to examine whether the ALAs tends to have negative subjective 

norms. Implications for student counseling and instruction are discussed to help 

youngsters cherish opportunities bestowed upon them due to their favorable home 

resources and conditions.  

 

Keywords：subjective norms; home-advantaged student, low-achievers; P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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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解釋類型對學習成效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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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應用認知負荷理論，以微積分課程之「最佳化問題」單元為學習主題，

探討兩種不同自我解釋策略對學習者在認知負荷與學習成效的影響。本研究採用

真實驗設計，以中部某大學一年級學生為實驗對象，隨機將學生分成四組再進行

施測。實驗的自變項爲高、低分群和自我解釋提示類型。依變項爲後測成績、內

在負荷以及外在負荷，控制變項爲範例內容與學習時間。透過雙因子變異數分析，

探討不同自我解釋提示類型對學習成效與認知負荷的影響。研究的結果顯示：高

低分群與自我解釋提示類型兩因子間沒有交互作用。因此，依據兩因子分別進行

分析。在高、低分群中，內在負荷、外在負荷以及後測成績皆有顯著差異。在自

我解釋提示類型中，只有內在負荷有顯著差異，其他變項則沒有顯著差異。 

 

關鍵字：自我解釋提示、認知負荷理論、最佳化問題。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數學教育是國家社會的發展推動的重要基石之一。近幾年科技越來越發達，

多元化的教學方式、多面向的學習理論亦日新月異。學者Moreno & Mayer (2007)

建議：學習過程中為了整合與組織新訊息，應鼓勵學習者進行反思(reflect)。因

此，在整合訊息的過程中，自我解釋(self-explanation)的行為，便成為促成建構式

與反思式學習的一種活動。Wylie 與 Chi (2014)依據自我解釋提示的形式，將自

我解釋分為五種類型：開放式(open-ended)、焦點式(focused)、鷹架式(Scaffolded)、

資源式(Resource-based)，以及選單式(menu-based)。開放式要求學習者從整體的

觀點來解釋學習教材，而焦點式則限制解釋某一個特定的內容，限定在某一個範

圍內。把焦點更集中的方式為鷹架式，有點類似填空題的形式，要求學習者將答

案填入。而資源式則提供學生材料或者資源，要求學生利用這些現有的資源來解

釋。選單式則類似選擇題的形式，要求學習者從幾個選項中選擇適當的答案。根

據學習者投入心力程度來分類學習活動，則可分為 ICAP 四大類：I(interactive, 互

動式)，C (constructive,建構式)，A ( active, 主動式)，P(passive, 被動式)。Fonseca 

& Chi (2011)推論：學習效果依序為互動式、建構式、主動式，以及被動式。 

  然而不同類型的自我解釋提示是否需要考量個體差異的因素以及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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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則需要進一步的探討。認知負荷理論是現代認知心理學研究成果基礎上

提出的一種促進學習與教學設計設計的理論(孫崇勇, 2013)，以認知負荷觀點來

看，教材中加入自我解釋提示，會促進學習者進一步思考，因而增加認知負荷。

因此，探討不同的自我解釋提示類型對學習者的學習成效以及認知負荷上的影響

為一重要的課題。而本研究之自我解釋提示主要選擇其中的兩類，分別是屬於建

構式的焦點式自我解釋以及屬於主動式的鷹架式自我解釋來作為研究的對象。 

二、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動機，本研究之目的為： 

(一)、探討先備知識的高低與兩種不同的自我解釋提示類型是否有交互作用。 

(二)、比較高、低分群在學習成效和認知負荷程度的差異。 

(三)、比較兩種不同的自我解釋提示類型對學習成效和認知負荷程度的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認知負荷理論 

  認知負荷是指一個特定的作業時間內施加於個體認知系統的心理活動總量

(Sweller, 1988)。根據 Sweller 認知負荷理論的新模型，以互動元素量定義來定義

認知負荷的大小，而學習者所感受的認知負荷由內在負荷、外在負荷構成(Sweller, 

2010a)。內在負荷主要受學習教材的複雜性和學習者先前知識的影響，如果學習

者對學習教材所涉及的領域有較豐富的專業知識，那麼這些教材就能快速的存到

已有的基模裡，或者將這些基模建立關係，工作記憶體要處理的元素量就很少，

產生較低的內在負荷，反之，則產生較高的內在負荷。外在負荷主要與學習教材

組織和呈現方式有關，是在學習過程中對學習沒有直接貢獻的心理活動所引起的

負荷。增生負荷是在完成某一任務過程中，當學習者把未用完的剩餘認知資源用

到與學習直接相關的處理時，就會產生。增生負荷與外在負荷相同的是會占用工

作記憶體，產生學習干擾，但是增生負荷不會阻礙學習，反而促進學習。 

二、認知負荷的測量 

  由於 Leppink, Paas, van Gog, van der Vleuten, & van Merrienboer, (2014)及 

Leppink, & van den Heuvel (2015)已開發出適當的工具來量測內在與外在負荷。而

他們總共提出六個問題來量測學習者所感知的內在與外在負荷，分別列於表 1。 

表 1認知負荷問卷(翻譯自 Leppink, & van den Heuvel (2015)) 

內在負荷 1 本次活動的內容非常複雜 

 2 本次活動的問題是非常複雜的 

 3 本次活動中，有提到非常複雜的項目 

外在負荷 4 本次活動的解釋和教學都非常不清楚 

 5 本次活動的解釋和教學充滿不清楚的語言 

 6 本次活動的解釋和教學對我的學習非常無效 

  因此研究者考量研究的實施方式與地點的諸多因素，將採取上述問卷作為量

測學習者感知的內在負荷與外在負荷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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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微積分課程的最佳化問題 

  微積分課程中的最佳化問題其解題策略主要分為四個步驟來進行：首先根據

題意，依據需求取哪個極大或極小的量，並列出它的方程式，這些方程式可能是

面積公式、體積公式、距離公式等等已經學過的知識。接著，為了要求極值，因

此要設法把剛剛寫下的方程式轉換為只有單一個變數的方程式，而轉換的方式會

根據題目中得到另外一個也已經學過的知識或技能，進行轉換。再來，為了求出

極值，我們必需找出使得單一變數的方程式的一階導數等於 0，或者是一階導數

不存在的點，這部分就是所謂的一階微分，這是在進行此單元之前，學習者就已

經學會的技能。最後，依據題意，找出符合題目所需要的答案。所以，在此單元

中，學習者主要學習任務為，藉由此四個步驟來學習解決最佳化問題。 

四、自我解釋 

  自我解釋即當人們閱讀文章或是在解決問題中，能夠一邊解釋自己現在正在

進行什麼(de Leeuw & Chi, 2003)。自我解釋經常被運用在「解決問題」和「閱讀

文章」上，但因為兩者目標任務不同，對於自我解釋的定義和詮釋也因此有所不

同。以「問題解決」方面來看，自我解釋是一項產物，視為知識建構的一種學習

活動。以「閱讀文章」方面來看，自我解釋指學生利用推論來填補閱讀資料中的

空隙，而自我解釋便是一種推論(邱美虹, 1994)。 

  自我解釋提示的類型又分為：開放式、焦點式、鷹架式、資源式、選單式。

根據學習者投入心力程度來分類學習活動，可分為ICAP四大類：I(interactive, 互

動式)，C (constructive,建構式)，A ( active, 主動式)，P(passive, 被動式)。開放式

和焦點式的自我解釋提示屬於建構式，而鷹架式、資源式和選單式的自我解釋類

型提示則屬於主動式。 

  因此，本研究者針對主動式和建構式兩種不同的類型，分別選擇屬於建構式

的焦點式自我解釋和屬於主動式的鷹架式自我解釋作為比較。 

  對高先備知識者，由於基本知識都已經具備，焦點式自我解釋可以幫助學習

者找出知識中的可能的漏洞，並且填補它。而此過程能產生更好品質的陳述性知

識，提供學習者多個策略，以便他們能解決後續的問題(VanLehn, Johns, & Chi, 

1992)。其次，對低先備知識者，由於相關知識尚未熟悉，鷹架式的自我解釋可

以引導學習者填補知識的漏洞，一步一步地將知識建構起來。 

  因此，本研究者推論，鷹架式自我解釋的認知負荷要比焦點式自我解釋的認

知負荷來的小。然而，對高先備知識者而言，焦點式自我解釋可能是比較好的學

習策略。 

参、教學實驗設計 

一、實驗設計 

本研究採用後測控制的真實驗研究法進行，探討高低分群的學習者在經過不

同類型的範例學習和自我解釋提示後，學習成效以及認知負荷的差別，實驗設計

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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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實驗設計表 

組別 實驗處理 後測 認知負荷問卷 

A高分群焦點式 XA O2 S 

B低分群焦點式 XA O2 S 

C高分群鷹架式 XB O2 S 

D低分群鷹架式 XB O2 S 

XA：呈現焦點式的範例學習。 

XB：呈現鷹架式的範例學習。 

O2：進行最佳化問題單元後測。 

S：認知負荷問卷。 

故本實驗的自變項為高、低分群和自我解釋提示類型。依變項爲後測成績、

內在負荷以及外在負荷，控制變項爲範例內容與學習時間。 

二、實驗對象 

  本研究以台中市某大學一年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將學生以隨機分組的方式

分為四組，參與實驗總數為 109 人，經剔除漏填及偏離值後，總數為 97 人，最

後四組人數分別為 22、26、25、24人；實驗 A組為高分群且採焦點式自我解釋

學習：實驗 B 組為低分群且採焦點式自我解釋學習；實驗 C 組為高分群且採鷹

架式自我解釋學習；實驗 D 組為低分群且採鷹架式自我解釋學習。各組在實驗

前，皆清楚說明實驗的程序。 

三、實驗教材 

  本實驗範例內容參考微積分教科書(張海潮，2011)，第三章第六小節：最佳

化問題。將完整範例分為求最大體積，求最短距離，求最小面積；每一個完整範

例後都有一個不完整範例為引導學習者如何進行自我解釋。解題需要使用的先備

知識在實驗前的課程都已教授完畢，解題的關鍵在於如何運用學習過的數學技能

來解決極大極小的應用問題。 

每一完整範例中有四個步驟，每一個步驟都有其對應的完整教學解釋，讓學

習者在閱讀完整範例後，可以明白每一個步驟是要做什麼，閱讀完後，再去閱讀

不完整範例。不完整範例中，有分為焦點式的自我解釋提示和鷹架式自我解釋提

示，焦點式的自我解釋提示則是指在步驟的地方要根據題目以及呈現的算式，寫

下每一個步驟是要做什麼，而鷹架式的自我解釋提示則是採取填空的方式，引導

學習者思考這算式要求出什麼。每一組範例結束後有認知負荷問卷，題目設計採

取 Leppink, & van den Heuvel (2015)的建議，總共提出六個問題來測量學習者所

感知的內在與外在負荷。詳細的範例類型及認知負荷問卷題目請參閱附錄。學習

者閱讀完範例後即進行後測，後測題目共六題。前三題為近遷移的學習成效測驗。

題目與完整範例類型相似；後三題為遠遷移的測驗題目。內容為前三題基本題型

的延伸。每題計分方式四分，總分為二十四分。 

四、實驗程序 

  各組學生在限定時間內，每讀完一組完整範例，就會填寫該組範例的認知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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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問卷表；完成三組完整範例閱讀後，隨即進行後測，整個實驗時間控制在 82

分鐘內完成。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先利用因素分析，探討認知負荷問卷的六個題目，是否為兩個因子所

構成。以主成分法進行因素萃取，並使用最大變異數法進行直交轉軸。結果如表

3所示，經轉軸後，第一個因素可獲致 67.77%的解釋變異量，而第二個因素則可

獲致 23.13%的解釋變異量，同時為清楚呈現各題項分屬於不同的因素，茲將因

素負荷量低於 0.3者給予省略。 

第一個因素為內在負荷，包含題目 1、題目 2 及題目 3，各變數的因素負荷量呈

現於第一欄，其值介於 0.908~0.933 之間；第二個因素為外在負荷，則包含題目

4、題目5和題目6，其各變數的因素負荷量則呈現於第二欄，其值介於0.900~0.937

之間。由此分析可以驗證 Leppink, & van den Heuvel (2015)所設計的六個題目確

實可以構成認知負荷中的內在與外在負荷兩個構念。 

  之後採雙因子多變量分析，以高低分群和自我解釋提示類型為自變項，後測

成績、內在負荷及外在負荷為依變項，探討各組的差異。各組在內在負荷、外在

負荷及後測成績的描述性統計如表 4。 

表 3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素變數 因素 I 

內在負荷 

因素 II 

外在負荷 

共同性 

題目 1 0.933  0.922 

題目 2 0.925  0.921 

題目 3 0.908  0.886 

題目 4  0.937 0.903 

題目 5  0.927 0.942 

題目 6  0.900 0.880 

特徵值 4.066 1.388  

解釋變異量(%) 67.771 23.127  

累積解釋變異量(%) 67.771 90.898  

表 4 「高低分群」與「自我解釋類型」的內在負荷、外在負荷及後測成績的描

述統計表 

分群(滿分) 高分群 低分群 總數 

自我解釋提示類型 焦點式 鷹架式 焦點式 鷹架式 焦點式 鷹架式 

人數 22 25 26 24 48 49 

內在負荷 平均數 -0.26 -0.45 0.61 0.05 0.21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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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差 0.87 0.88 0.91 1.04 0.98 0.98 

外在負荷 

平均數 0.40 0.04 -0.22 -0.16 0.06 -0.06 

標準差 0.52 1.48 0.76 0.88 0.73 1.21 

後測(24分) 

平均數 13.95 15.52 8.96 10.67 11.25 13.14 

標準差 3.06 4.30 4.56 5.34 4.64 5.38 

    接著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的三個問題分別提出分析後的結果： 

(一)、高、低分群和兩種自我解釋提示類型兩因子間沒有交互作用 

透過雙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發現「高低分群」與「自我解釋提示類型」

交互作用的多變量顯著性的整體考驗 Wilk's Lambda 值=.504(ρ=.50>.05)，未達.05

的顯著標準，因此，「高低分群」與「自我解釋提示類型」沒有顯著交互作用的

情形，本研究者推論可能原因為：高分群當中，部分高分群的學生，可能實際能

力只能算中分群或是低分群，因此導致整體結果，不管是高分群或是低分群，皆

是鷹架式的自我解釋表現較佳。 

(二)、高、低分群間在後測成績、內在負荷及外在負荷有顯著差異 

高低分群的學生在後測成績、內在負荷及外在負荷上有顯著差異。符合認知

負荷的理論，因為內在負荷加上外在負荷等於總負荷量，對於高分群而言，整體

沒有超出認知負荷總量，但對於低分群而言，則超出認知負荷總量，因此在後測

成績有產生顯著差異。 

(三)、不同自我解釋提示類型只有在內在負荷有顯著的差異 

自我解釋提示類型只有對內在負荷有顯著差異，對後測成績及外在負荷沒有

顯著差異。因為外在負荷沒有顯著差異，表示題目外觀不管是焦點式或鷹架式都

沒有影響，但由於內在負荷加上外在負荷遠遠都超出於兩組學生的負荷量，因此

在後測成績皆沒有顯著差異，因此研究者推論這些題目對於兩組學生而言，可能

都太難了。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高低分群以及兩種不同的自我解釋提示類型的雙因子實驗，探討

不同的自我解釋提示類型對學習成效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高低分群與自我解

釋提示類型兩因子間沒有交互作用。依據兩因子分別進行分析，在高低分群中，

內在負荷、外在負荷以及後測成績皆有顯著的差異。在不同自我解釋提示類型中，

只有內在負荷有顯著差異，外在負荷及後測成績沒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採用 Leppink, & van den Heuvel (2015)所設計的工具來測量學生的認

知負荷，並且以因素分析確實可以萃取兩種因素。本研究因受限樣本數影響，以

及本研究所設計的自我解釋提示類型不夠廣泛，尚不足以將結論推廣更廣，增加

實驗的樣本數以及設計更多類型的自我解釋提示可當作未來研究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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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認知負荷問卷 

 

 

範例類型 

a.完整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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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不完整範例-焦點式 

 

c.不完整範例-鷹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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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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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lf-explanation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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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wo self-explanation strategies, 

including “focused self-explanation” and “scaffolded prompted self-explanation” on 

novices’ learning, using optimization problems tasks in calculus curriculum. 

Participants were freshmen drawn from college students. Posttest control group 

design was used in this study. Learner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wo conditions to 

learn, Cognitive load rating scale was measured in learning phase when learning time 

was fixed. The 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teaching strategies was discuss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wo-way ANOVA.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actors of self-explanation 

strategies and participants’ prior knowledge have no interaction in cognitive load 

measurement and learning outcomes. In cognitive load measurement, the intrinsic 

load of the scaffolded prompted self-explanation condition wa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e intrinsic load of the focused self-explanation condition. In posttes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conditions was not significant. 
 

Keywords：self - explanation, cognitive load theory, optimization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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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各業所需的數學概念分析 

 
 陳煜翔 1 王瑞壎 2

   
1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系 he987365@hotmail.com 
2嘉義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系 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 

 

摘要 

本計畫主要之目的，為開發「各行業所需數學概念」問卷，以探討各行各業

所需要的數學概念，並以此問卷調查不同薪資層次其所需使用的數學概念內涵之

差異，並利用訪談的方式，加以探討數學是否在各行各業中是需要的。因此，本

研究首先設計問卷，再前往臺中市火車站、臺中市勤美術館、臺中科博館等相關

公共場所進行調查，問卷訪談的人數為 200 人。最後，再將收集到的資料加以分

析。研究結果顯示：從不同職業類別所需數學概念分析發現，每種職業都是需要

的數學概念；其中，以「士」所需要的數學概念都是多過於「農」、「工」與「商」

的。從不同薪資層次所需要的數學概念分析發現，薪資較低的普羅大眾所擁有的

數學概念相對比較少的；薪資較高的普羅大眾所擁有數學概念相對比較多元。 

 

關鍵詞：生活中的數學、數學概念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一)數學無用論！？ 

數學是國小階段學習的重要科目之一，但也常是國小學童最常出現學習困難

的科目。而向陽公益基金會針對 40 多位教學年資逾五年的中小學教師進行問卷

調查發現，大多數教師認為學生在學科上的學習，數學概念僅需國小畢業以上的

程度即可，並且，要獨立生活於社會，所需要的能力當中，數學學力也是居於最

後。同時，有少數教師認為，在社會上工作，數學的能力僅需達到小學三年級程

度即可(李源順，2014)。鄧煌發(2000)也談到，過去各級學校的數學都教得很難，

讓學生失去學習數學的興趣；最糟的是，在現實環境中根本很難用得到數學概

念。Stein (2011)也指出，很多人因為教科書而不喜歡學數學，他們認為：現今計

算機、電腦都方便使用，因此，用電腦或計算機計算就可以解決數學問題。而李

武炎(2012)也提到有一位文學家菊池寬認為：數學沒有用，所有用到的只有一個

觀念－兩點間直線距離最短。李武炎(2013)更提到有人宣稱：在日常生活中乘法

都不需要。 

從上述學者的觀點來看，似乎有許多普羅大眾質疑數學的用處，認為數學是

無用的知識。事實上，果真如此嗎？我們從小到大所學習的數學到底有什麼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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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什麼普羅大眾從小就需要學習數學？這是值得思考，而且需要說服普羅大

眾的一件事！ 

(二)生活中處處有數學 

然而，也有許多人支持數學是必要的學科與知識。羅浩源(2001)提到，生活

中其實用到許多數學概念，他將數學概念分為代數、算術、幾何、機率與統計等

四類。他進一步指出，在代數類別，生活上應用到的有BMI值；在算術類別，生

活中運用到的包括簡單的買賣﹅計算一些日常物品數量...等；在幾何類別，生活

中運用到的，例如：操場的內外圈差值計算；至於在機率和統計類別，生活中應

用到的包括調查物價﹅統計普羅大眾的生活情形...等。由上述各類別數學概念在

生活中的運用來看，不難發現，原來生活中運用到許多數學概念。 

此外，其實數學是無所不在的。舉例來說，人孔蓋、圓形會議桌、車子的輪

子都有蘊含數學概念，他們的共同核心概念是圓形。那麼，為什麼是圓形的？不

是方形或長方形？因為它們都用到圓形的共同特性：圓心到圓上每一點的距離都

相等。而Stein (2011)也指出，各行各業的職場上，都需要數學知識來幫助工作的

運行。例如：工程師、生命科學家、建築師…需要較高等的數學概念：像微積分、

統計學、幾何學；而木工、保全人員、汽車維修人員等…所需要的數學概念就較

為低階且數量不多。李源順(2014)提到，普羅大眾生活中的交通工具--高鐵時刻

表，也用到數學。例如：奇數代表南下列車的班次，偶數代表北上列車的班次；

百位數是1、2的車次代表新竹、桃園、嘉義、臺南不停的快速車次。李偉貞(2010)

也說，生活中離不開數學。例如：買賣房子、保險、存款、購物、股票、彩票...，

都會用到數學。由此可見，只要用數學的眼光捕捉生活中的事物，就會覺得生活

中數學無所不在(林長錢，2011)。 

綜合上述學者的論述，我們不難發現，生活中其實處處有數學，只是我們總

在不經意間忽略了數學的存在。更遑論各種行業的工作內容需要用到數學相關概

念。 

為了讓普羅大眾理解數學對每個人日常生活的有用性，本研究擬以問卷調查

的方式，調查各種行業人員其在工作運行時所需要的數學概念，進而分析各種行

業薪資與這些行業所需數學概念間的關聯性。期能透過研究成果的呈現，說服普

羅大眾學習數學是求學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門課程。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擬以問卷調查的方式，調查各種行業人員其在工

作運行時所需要的數學概念，進而分析各種行業薪資與這些行業所需數學概念間

的關聯性。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探討各種行業人員其在工作時所需要的數學概念。 

(二)分析各種行業薪資與這些行業所需數學概念間的關聯性。 

貳、文獻探討 

雖然有些學者(李武炎，2012；鄧煌發，2000)提出數學對他們的行業來說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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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任何用處，但仍有一些學者(李偉貞，2010；羅浩源，2001)指出，生活中其實

充滿數學。以下，茲針對「生活中的數學概念分析」與「各行各業所需要的數學

知識之探究」進行闡釋： 

一﹅生活中的數學概念分析 

  葉偉文(2011)為了探究各種行業別所需要的數學概念，將數學相關概念分為

6個等級。其各等級的數學概念內涵如表1所示： 

表 1：數學相關概念之等級區分 

數學概念層

級 

數學相關概念 

第 1 級 1.初步整數的四則運算。 

第 2 級 
1.會做含有分數與小數的運算。 

2.能計算比率與百分率。 

3.會製作與解釋長條圖。 

第 3 級 
1.能計算利率、折扣、收益、損失、佣金、漲價、比率、比例、百分率等。 

2.會求面積與體積。 

第 4 級 

1.代數方面：會處理基函數(線性、二次)﹅解方程式及不等式﹅能處理對
數﹅三角函數與反函數。 

2.會處理極限與連續問題﹅機率與統計推論。 

3.幾何方面：會推求公理﹅使用帄面與立體圖形的座標。 

4.商用數學方面：熟練運用分數、百分率、比率以及各種比例及度量。 

5.熟悉代數、幾何以及三角學。 

第 5 級 

1.代數方面：能處理指數與對數、數學歸納法、二項式定理、排列等。 

2.微積分方面：會代數函數的微分與積分。 

3.統計方面：會求機率分布、常態曲線、變異數分析、相關分析、卡方檢
定、取樣理論、因數分析等。 

第 6 級 

1.高等微積分方面：熟悉極限、連續性、隱函數定理、微分方程、無窮級
數、複變數。 

2.近代代數方面：了解群、環、場、線性代數。 

3.統計方面：懂得實驗設計、統計推論、計量經濟學等。 

 

  從上表內容可知，第 1﹅2 級的數學概念代表的是日常生活中會使用到的數

學概念，包括整數﹅分數﹅小數與統計；第 3 級的數學概念才開始引入代數。通

常來說，有些需要運用解簡單方程式的職業，例如：銀行行員﹅公司行號的會計...

等，第 3 級的數學概念就顯得重要；至於第 4﹅5 級的數學概念，其內容大致涉

及現行高中數學科的內涵；第 6 級的數學概念，其內容大致如大學數學系或理工

學院相關科系所涉及的內涵。 

二﹅各行業所需的數學概念分析 

接續，研究者再從各行業相關檢定考試的科目去檢視各行業所需的數學相關

概念：例如，合格小學教師需要通過教師檢定，考的內容包括普通數學與數學教

材教法(教育部，2013)，其中普通數學涵蓋了國中和國小階段的數與量、代數、

幾何、統計與機率等四個主題(行政院，2014)，依此觀點來看，研究者推測一位

國小合格教師應至少具備國中與國小階段的數學相關概念。而在律師的資格考試

中，考科雖沒有數學(中華民國考選部，2013a)，但這群民眾在高中要升大學法

律系時，其指定考試大部分都需取計數學乙的分數(新鮮人查榜，2013)，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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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推測律師的行業至少需要國小、國中和一些高中的數學相關概念。在會計

師考試裡，因《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會計師考試規則》中第十條規定，

會計師需要考中級會計學、高等會計學、成本會計與管理會計、審計學的專業科

目(中華民國考選部，2013b)，所以，研究者推測會計師應具有國小、國中、高

中和大學的數學概念。而在建築師資格考試裡，其考科包括建築計畫與設計、敷

地計畫與都市設計、營建法規與實務、建築結構、建築構造與施工、建築環境控

制(中華民國考選部，2013c)，乍看之下，雖然建築師資格考試科目似乎跟數學

的「數」主題較無關聯，但是，「建築結構」﹅「建築構造與施工」等考科似乎

與「幾何」和「實測」有較多的關聯性，因此，研究者推測建築師行業所需要的

數學相關概念包括國小、國中、高中和部分大學數學。 

為理解各種行業所需的數學概念，接續，研究者更細緻以士﹅農﹅工﹅商等

四類職業類別，形成二維的雙項細目表，並據此彙整出透過相關文獻所獲致的各

行業所需數學概念分析(如表 2)。 

表 2：各種職業所需用到的數學概念 

行業類別 
數學概念 

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學 

士 

小學教師 ◎ ◎   

律師 ◎ ◎ ◎  

會計師 ◎ ◎ ◎ ◎ 

建築師 ◎ ◎ ◎ ◎ 

自然科學家 ◎ ◎ ◎ ◎ 

醫師 ◎ ◎ ◎ ◎ 

運動員 ◎    

消防員 ◎    

農 
農場管理人員 ◎    

農場工人 ◎    

工 

汽車維修人員 ◎ ◎ ◎  

木匠 ◎ ◎   

焊接、裝罐 ◎    

金屬製程人員 ◎ ◎ ◎  

商 

收銀員、售貨員 ◎ ◎   

保險人員 ◎ ◎   

銀行櫃檯人員 ◎ ◎   

銀行主任 ◎ ◎ ◎  

高階管理人員 ◎ ◎ ◎  

食品業 ◎    

總計 20 14 9 4 

 

   透過上述 20 個關於士﹅農﹅工﹅商各類別相關職業所需應用的數學概念統

計出：幾乎所有行業(100%)其工作內容中皆運用到國小的數學概念；有 70%的行

業工作中需要使用到國中數學相關概念；有 45%的行業工作中需使用高中數學相

關概念；而需要使用高中數學相關概念的行業則佔有 15%。此現象反映出一個現

象：就是隨著各種行業會使用到的數學相關概念的層次愈高，其所占的比例愈來

愈低。這是否也意味著各行業的薪資愈高，其所需的數學相關概念也隨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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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由於本研究擬以問卷調查的方式，調查各種行業人員其在工作運行時所需要

的數學概念，進而分析各種行業薪資與這些行業所需數學概念間的關聯性。因

此，本研究之研究期程可畫分為三個階段(如下圖 1)：階段一：編製問卷，其內

容包括調查受試者的職業類別﹅薪資範圍及其工作運行所需的數學概念；階段

二，問卷調查，當本研究欲調查之問卷編置完成後，研究者隨即邀請專家學者﹅

一般民眾各 2 名，以檢視此問卷的效度，接續，再進行問卷預試，待修正相關題

幹後，即進入大臺中都會人群聚集處進行普羅大眾的調查；階段三，當完成所有

普羅大眾的問卷調查完成後，研究者隨即將此些資料進行彙整﹅轉錄並分析，最

後獲得相關成果。 

 

 
圖 1：本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對象 

  由於本研究是自行開發有關「各行業所需數學概念」問卷，再攜帶此問卷至

大臺中都會人群聚集處(例如：臺中市火車站、臺中市勤美術館、臺中科學博物

館...等)，隨機邀請有意願填答的普羅大眾進行問卷填寫，本研究預計回收有效問

卷 200 份以上。 

三﹅研究工具 

基於本研究擬以問卷調查的方式，調查各種行業人員其在工作運行時所需

要的數學概念，進而分析各種行業薪資與這些行業所需數學概念間的關聯性之目

的，本研究使用的工具為「各行業所需數學概念」問卷。此問卷包含三個向度，

其結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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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各行業所需數學概念問卷架構圖 

 

其中，數學概念分為數、量與實測、代數、幾何、統計等五大主題面向。這

是讓普羅大眾能快速地圈選出在它所擔任的行業中所需要的數學概念的設計(如

表 3)。同時，問卷同時也請普羅大眾依據本研究提供的職業名稱選擇其職業名稱

(如表 2)，也請民眾選出其職業所獲得的薪資範圍。 

表 3：各行業所需數學概念問卷 

 數 量與實測 代數 幾何 統計 

國小 

 整數(四則運算) 

 一億以上數 

 概數 

 數線 

 因數(公因數、

公倍數、因數分

解) 

 小數(四則運算) 

 分數(四則運算) 

 比與比值 

 角度 

 單位換算 

 時間運算 

 面積 

 重量 

 體積 

 容積 

 地圖與比例尺 

 用符號代表

數 

 簡單圖形

(圓、正方形、

長方形、三角

形) 

 圓(複合圖形) 

 柱體、圓椎 

 統計圖表 

 長條圖 

 折線圖 

 圓形圖 

國中 

 負數 

 比(比值、正比

反比) 

 乘法公式與多

項式 

 平方根 

 數列與級數 

  一元一次方

程式 

二元一次方

程式 

 不等式 

 畢氏定理 

 多項式因式

分解 

一元二次方

程式 

 二次函數 

 幾何圖形的角 

 三角形基本性

質(全等、邊角

關係、作圖) 

 幾何圖形(對稱

線性質) 

 資料分析 

 機率(簡單

機率) 

各行業所需數學概念 

問卷 

數學概念 職業類別 薪資範圍 

士﹅農﹅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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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數列與級數(無

窮等比、循環小

數) 

 指數與對數排

列組合 

  數與座標系

統(複數) 

 多項式(多

項函數、多

項方程式、

多項不等

式) 

 向量(平

面、空間) 

 矩陣(簡單

認識算法) 

 不等式(絕

對、條件不

等式) 

 三角函數的性

質運用(正弦、

餘弦) 

 圓與球(圓方程

式、球面方程

式) 

 圓錐曲線(圓

錐、橢圓) 

 機率與統

計 (樣

本、信賴

區間與信

心水準) 

 機率與統

計二(交叉

分析、條件

機率、貝氏

定理、期望

值) 

大學 

   微積分 

 高等微積分 

 線性代數 

三角學 

部分解析幾何 

統計學 

職業 

士  薪資範圍  

農  

工  

商  

參考資料：李坤能主編(2014)、楊壬孝主編(2009)、部編本(2014) 

四﹅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預計蒐集正式施測有效問卷回收 200 份。當回收問卷後，本研究將針

對這些有效問卷的填答情形進行資料彙整，並以描述性統計詮釋研究結果。同

時，研究者亦會透過訪談來釐清普羅大眾的想法。以下，茲將本研究的研究流程

繪製如表 4： 

表 4：「各行業所需數學概念」問卷 

資料 

研究目的 
問卷 訪談 資料分析方式 

探討職業與數學 

概念的相關與否 
◎ ◎ 

相關性分析 

質性研究 

探討職業起薪與數 

學概念的多寡是否相關 
◎  質性研究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為回應本研究之目的，本研究結果的呈現，首先，從士、農、工、商等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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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類別，分析不同類別職業中所需的數學概念；其次，從不同薪資層次之職業，

分析不同層次薪資所需的數學概念。 

一、不同職業類別所需的各階段數學概念分析 

本段研究結果的呈現，是從士、農、工、商不同職業類別分析其在國小、

國中、高中以及大學不同階段所需要的數學概念。其相關結果如下： 

(一) 不同職業類別所需「國小階段」之數學概念內涵分析 

本研究依據回收之 200 份「各行業所需數學概念」問卷，依據士、農、

工、商不同職業類別進行分類，針對各職業類別所需具備的數學概念進行

統計，並將統計數據繪製成圖（如圖 1）： 

 

 

圖 1：不同職業類別所需「國小階段」之數學概念分析 

 

由圖 1 發現，各職業類別所需用到的國小數學概念之種類多寡依序為士（24

種）、工（24 種）、商（24 種）、農（15 種）；其中，又以「整數」概念最為普羅

大眾重視與使用。在「士」的職業類別中，又以公務人員（76 人）最認同「整

數」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柱體」概念存在的必要性。在「工」的職業

類別中，又以普羅大眾（61 人）最認同「整數」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

「一億」概念存在的必要性。在「商」的職業類別中，又以普羅大眾（59 人）

最認同「整數」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一億」概念存在的必要性。 

(二) 不同職業類別所需「國中階段」之數學概念內涵分析 

本研究依據回收之 200 份「各行業所需數學概念」問卷，依據士、農、工、

商不同職業類別進行分類，針對各職業類別所需具備的數學概念進行統計，並將

統計數據繪製成圖（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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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不同職業類別所需「國中階段」之數學概念分析 

由圖 2 發現，各職業類別所需用到的國中數學概念之種類多寡依序為士（17

種）、商（17 種）、工（16 種）、農（4 種）；其中，又以「資料分析」概念最為

普羅大眾重視與使用。在「士」的職業類別中，又以公務人員（76 人）最認同

「資料分析」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多項式」與「一元二次」概念存在

的必要性。在「商」的職業類別中，又以普羅大眾（59 人）最認同「資料處理」

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帄方根」、「多項式」與「二次函數」概念存在的

必要性。在「工」的職業類別中，又以普羅大眾（61 人）最認同「圓形角」概

念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數列」概念存在的必要性。 

(三) 不同職業類別所需「高中階段」之數學概念內涵分析 

本研究依據回收之 200 份「各行業所需數學概念」問卷，依據士、農、工、

商不同職業類別進行分類，針對各職業類別所需具備的數學概念進行統計，並將

統計數據繪製成圖（如圖 3）： 

 

圖 3：不同職業類別所需「高中階段」之數學概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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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3 發現，各職業類別所需用到的高中數學概念之種類多寡依序為士（12

種）、商（11 種）、工（11 種）、農（3 種）；其中，又以「統計基本」概念最為

普羅大眾重視與使用。在「士」的職業類別中，又以公務人員（76 人）最認同

「統計基本」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矩陣」與「圓錐曲線」概念存在的

必要性。在「商」的職業類別中，又以普羅大眾（59 人）最認同「矩陣」、「統

計基本」與「機率」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圓與球」概念存在的必要性。

在「工」的職業類別中，又以普羅大眾（61 人）最認同「向量」概念存在的必

要性；最不認同「機率」概念存在的必要性。 

(四) 不同職業類別所需「大學階段」之數學概念內涵分析 

本研究依據回收之 200 份「各行業所需數學概念」問卷，依據士、農、工、

商不同職業類別進行分類，針對各職業類別所需具備的數學概念進行統計，並將

統計數據繪製成圖（如圖 4）： 

 

 

圖 4：不同職業類別所需「大學階段」之數學概念分析 

由圖 4 發現，各職業類別所需用到的大學數學概念之種類多寡依序為商（6

種）、工（6 種）、士（5 種）、農（3 種）；其中，又以「統計學」概念最為普羅

大眾重視與使用。在「商」的職業類別中，又以普羅大眾（59 人）最認同「統

計學」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微積分」概念存在的必要性。在「工」的

職業類別中，又以普羅大眾（61 人）最認同「微積分」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最

不認同「解析幾何」與「統計學」概念存在的必要性。在「士」的職業類別中，

又以公務人員（76 人）最認同「統計學」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高等

微積分」概念存在的必要性。 

二、不同薪資層次所需的各階段數學概念分析 

(一) 不同的薪資層次所需「國小階段」之數學概念內涵分析 

本研究依據回收之 200 份「各行業所需數學概念」問卷，依據 20000～

29999、30000～39999、40000～49999、50000～59999、60000～69999、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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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不同薪資層次進行分類，針對各薪資層次所需具備的數學概念進行統

計，並將統計數據繪製成圖（如圖 1）： 

 
圖 1：不同薪資層次所需「國小階段」之數學概念分析 

 

由圖 1 發現，各薪資層次所需用到的國小數學概念之種類多寡為 20000～

29999（24 種）、30000～39999（24 種）、40000～49999（24 種）、50000～59999

（24 種）、60000～69999（24 種）、70000 以上（24 種）；其中，又以「整數」概

念最為普羅大眾重視與使用；而，發現薪資越高者，所用的「國小階段」之數學

概念比例越高。在「20000～29999」的薪資層次中，又以普羅大眾（59 人）最

認同「整數」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一億」概念存在的必要性。在「30000

～39999」的薪資層次中，又以普羅大眾（57 人）最認同「整數」概念存在的必

要性；最不認同「因數」概念存在的必要性。在「40000～49999」的薪資層次中，

又以普羅大眾（31 人）最認同「整數」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數線」

與「柱體」概念存在的必要性。在「50000～59999」的薪資層次中，又以普羅大

眾（20 人）最認同「整數」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圓」與「柱體」概

念存在的必要性。在「60000～69999」的薪資層次中，又以普羅大眾（17 人）

最認同「整數」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簡單圖形」、「圓」與「柱體」概

念存在的必要性。在「70000 以上」的薪資層次中，又以普羅大眾（12 人）最認

同「整數」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一億」、「數線」、「柱體」與「折線圖」

概念存在的必要性。 

(二)不同的薪資層次所需「國中階段」之數學概念內涵分析 

本研究依據回收之 200 份「各行業所需數學概念」問卷，依據 20000～29999、

30000～39999、40000～49999、50000～59999、60000～69999、70000 以上不同

薪資層次進行分類，針對各薪資層次所需具備的數學概念進行統計，並將統計數

據繪製成圖（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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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不同薪資層次所需「國中階段」之數學概念分析 

 

由圖 2 發現，各薪資層次所需用到的國中數學概念之種類多寡為 20000～

29999（15 種）、30000～39999（16 種）、40000～49999（17 種）、50000～59999

（17 種）、60000～69999（17 種）、70000 以上（16 種）；其中，又以「一元一次」

概念最為普羅大眾重視與使用；而，發現薪資越高者，所用的「國中階段」之數

學概念比例越高。在「20000～29999」的薪資層次中，又以普羅大眾（59 人）

最認同「資料分析」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多項式」與「二次函數」概

念存在的必要性。在「30000～39999」的薪資層次中，又以普羅大眾（57 人）

最認同「負數」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二次函數」概念存在的必要性。

在「40000～49999」的薪資層次中，又以普羅大眾（31 人）最認同「資料分析」

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多項式」概念存在的必要性。在「50000～59999」

的薪資層次中，又以普羅大眾（20 人）最認同「三角定理」與「資料分析」概

念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二元一次」、「多項式」與「圓形角」概念存在的必

要性。在「60000～69999」的薪資層次中，又以普羅大眾（17 人）最認同「一

元一次」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圓形角」、「三角定理」與「幾何圖形」

概念存在的必要性。在「70000 以上」的薪資層次中，又以普羅大眾（12 人）最

認同「負數」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三角定理」概念存在的必要性。 

 

(三)不同的薪資層次所需「高中階段」之數學概念內涵分析 

本研究依據回收之 200 份「各行業所需數學概念」問卷，依據 20000～

29999、30000～39999、40000～49999、50000～59999、60000～69999、70000

以上不同薪資層次進行分類，針對各薪資層次所需具備的數學概念進行統計，並

將統計數據繪製成圖（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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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不同薪資層次所需「高中階段」之數學概念分析 

 

由圖 3 發現，各薪資層次所需用到的高中數學概念之種類多寡為 20000～

29999（11 種）、30000～39999（11 種）、40000～49999（10 種）、50000～59999

（5 種）、60000～69999（12 種）、70000 以上（10 種）；其中，又以「指數」、「多

項式」與「統計基本」概念最為普羅大眾重視與使用；而，發現薪資越高者，所

用的「高中階段」之數學概念比例越高。在「20000～29999」的薪資層次中，又

以普羅大眾（59 人）最認同「統計基本」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無窮

小數」概念存在的必要性。在「30000～39999」的薪資層次中，又以普羅大眾（57

人）最認同「向量」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不等式」概念存在的必要性。

在「40000～49999」的薪資層次中，又以普羅大眾（31 人）最認同「統計基本」

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圓與球」與「圓錐曲線」概念存在的必要性。在

「50000～59999」的薪資層次中，又以普羅大眾（20 人）最認同「三角函數」

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無窮小數」、「多項式」、「矩陣」、「不等式」、「圓

與球」、「統計基本」與「機率」概念存在的必要性。在「60000～69999」的薪資

層次中，又以普羅大眾（17 人）最認同「指數」、「多項式」與「統計基本」概

念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數與座標」、「矩陣」與「圓錐曲線」概念存在的必

要性。在「70000 以上」的薪資層次中，又以普羅大眾（12 人）最認同「向量」

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圓與球」與「圓錐曲線」概念存在的必要性。 

 

(四)不同的薪資層次所需「大學階段」之數學概念內涵分析 

本研究依據回收之 200 份「各行業所需數學概念」問卷，依據 20000～29999、

30000～39999、40000～49999、50000～59999、60000～69999、70000 以上不同

薪資層次進行分類，針對各薪資層次所需具備的數學概念進行統計，並將統計數

據繪製成圖（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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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不同薪資層次所需「大學階段」之數學概念分析 

 

由圖 4 發現，各薪資層次所需用到的大學數學概念之種類多寡為 20000～

29999（4 種）、30000～39999（6 種）、40000～49999（4 種）、50000～59999（2

種）、60000～69999（5 種）、70000 以上（5 種）；其中，又以「微積分」概念最

為普羅大眾重視與使用；而，發現薪資越高者，所用的「大學階段」之數學概念

比例越高。在「20000～29999」的薪資層次中，又以普羅大眾（59 人）最認同

「統計學」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三角學」與「解析幾何」概念存在的

必要性。在「30000～39999」的薪資層次中，又以普羅大眾（57 人）最認同「解

析幾何」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微積分」、「高微」與「線代」概念存在

的必要性。在「40000～49999」的薪資層次中，又以普羅大眾（31 人）最認同

「統計學」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高微」與「線代」概念存在的必要性。

在「50000～59999」的薪資層次中，又以普羅大眾（20 人）最認同「高微」與

「統計學」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高微」、「線代」、「三角學」與「解析

幾何」概念存在的必要性。在「60000～69999」的薪資層次中，又以普羅大眾（17

人）最認同「微積分」概念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高微」概念存在的必要性。

在「70000 以上」的薪資層次中，又以普羅大眾（12 人）最認同「統計學」概念

存在的必要性；最不認同「高微」概念存在的必要性。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從不同職業類別所需數學概念分析發現，每種職業都是需要的數學概念；其

中，以「士」所需要的數學概念都是多過於「農」、「工」與「商」的。從不同薪

資層次所需要的數學概念分析發現，薪資較低的普羅大眾所擁有的數學概念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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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少的；薪資較高的普羅大眾所擁有數學概念相對比較多元。 

二、建議 

本研究發現，數學概念跟職業是息息相關的，數學概念多寡也跟薪資是呈現

正相關的形式，藉由這項研究，可以鼓勵孩子發現學習數學對自己未來就業或完

成夢想是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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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分析一位國小教師對學生在比例概念的解題成果是如何加以

檢討，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分析「教師對學生的解題成果加以檢討」之情節，

以了解教師如何進行數學教學實踐。研究結果發現，教師的教學實踐方式大致可

分為五種類型：(一)講授性：重於概念和解題過程釐清，以及錯誤的澄清；(二)

發現性：重於讓學生觀察、發現，能自我察覺解題方法；(三)發表性：讓學生能

表達、說明其解題成果；(四)遷移性：讓學生透過其他數字形式較簡單的佈題練

習，將解題方式遷移至數字較複雜的問題上，以及(五)延緩性：超出課程進度時，

暫緩講解，待學生概念熟悉、穩固後再行講解。另外，教師經常透過「行間巡視」

檢視學生的解題成果，隨時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做出即時的教學實踐。教師因

應不同情況，而做出適當的教學實踐，有助於學生在比例概念的學習。 

 

關鍵詞：數學教學實踐、學生的解題成果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一般的國小數學課堂中，教師有時會因為自己認為學生應該怎麼學，或是該

學什麼，而進行教學。但往往因著學生個人數學概念(mathematics conception)的

差異，教學過程會有超出預期的情況產生。在國小數學課程的安排中，比例概念

除了與生活息息相關之外，亦是學生日後在多項式、函數等許數學概念學習的基

礎。但學生往往將此概念的學習視做應用公式或算則的解題，僅是套公式、代數

字，成了機械式的應用。也因著過於依賴公式或算則，而忽略了物件之間的關係

和意義。比例概念的解題所需要的不僅是程序性知識，更涉及了概念性知識(陳

慧如，2009)。在公式、算則應用及其意義理解並重的比例概念學習中，教師如

何幫助學生釐清、建立概念呢? 

從學生對數學練習的具體經驗著手，可以掌握學生個別對於概念理解情形。

檢視其解題成果後，進行教學處理，是一種視學生情況調整教學方式，給予指導

的可行途徑。對學生的解題成果進行教學處理，除了有助於學生對於概念的建立

和釐清之外，也讓較不敢表達和提問的學生，有被給予支持及協助的機會。台中

縣國小數學輔導團發展的數學教師教學觀察表也提到，理想教學實踐中，教師應

在學生解題過程發生困難時，積極加以協助；對學生解題成果應加以檢討，並且

促進學生對學習活動反思，適時地進行教學深究(林玉芳，2008)。數學教學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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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研究亦指出，師生或同儕之間的相互討論、溝通意見、經驗分享、探索相關數

學知識，不僅能讓學生監控彼此的想法和解題歷程，且有助於批判性思考、高層

次認知及問題解決能力的發展(Johnson & Johnson, 1992; Artzt & Newman, 1997; 

Davison, 1990)。 

因此，本研究主要在分析一位國小六年級教師，如何處理學生比例概念單元

的解題成果之行為。以期從處理的方法及使用，描述個案教師的教學實踐。根據

研究目的，本研究的待答問題有：（一）個案教師對學生在比例概念的解題成果

加以檢討所使用的方法有哪些? 其方法具有哪些性質?（二）教師如何使用? 

貳、文獻探討 

一、數學教學實踐 

教學是一個推理與行動的過程，當中包含了理解、轉化、教學、評量、反思

和新理解(Shlman, 1987)。數學的教學中，更是體現了教師的數學教學知識。饒

見維(1996)在《教師專業發展-理論與實務》一書中談到，實際負責教學任務的「教

師」，是影響教育品質的關鍵。同理，教師的數學教學也直接影響了學生數學學

習。基於九年一貫數學課程強調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觀來看，教師在課堂中是一

個佈題者或是討論促進者，而非解題者。在教學實踐上，NTCM(2000)也提到，

期待教師能提供學生機會學習重要的數學概念和理解程序、讓學生有自信地處理

教師所挑選的數學問題、透過不同的數學主題建立知識、從不同的數學觀點解決

相同的問題，或是用不同的方式表達數學...等等，旨在提供學生豐富的數學學習

環境。 

本研究的教學實踐採用台中縣國小數學輔導團發展的數學教師教學觀察表

中，「對學生的解題成果加以檢討」之項目(林玉芳，2008，頁 38)。意即，教師

能傾聽、檢視學生的解題過程，並能進一步地針對學生解題的結果進行檢視、討

論或回饋等教學處理之行為。在落實學生為本的教學實踐中，教師對於學生數學

學習的瞭解是必要的。透過學生的解題，教師可以檢視、評量其概念的掌握程度，

而給予適當的協助。鍾靜、張淑怡、陳幸玫、陸昱任、戴坤邦(2012) 所擬定的

國小數學教師專業標準，專業實踐層面中所提到：教師能根據多元評量結果分析

學習成效；能使用適當的教學策略、資源協助學生學習。從中可知，教師在學生

解題活動上的教學處理，對於教師數學專業實踐的發展是重要的。  

然而，在數學教學實踐的過程，教師因著教學目標的不同或是學生程度的差

異，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執行或運用某種教學策略、方法。而不同類型的教學方式

也可以增進不同種類的知識或技能。李康(1994)將教學的方法依不同特性做分成

兩類：（一）講授性：主要傾向於對學生進行知識的傳授或是直接教學，如：講

授、演示、教學媒體播放和解說…等等；（二）發現性：主要傾向於促使學生自

己發現問題，並從中掌握知識，如：設置問題的方法和技術、引導學生思考、指

導學生觀察的方法和技術…等等。另外，奧蘇貝爾也曾說到，無論是在接受學習

還是在解決問題中，已形成的認知結構影響新的認知功能，就存在著遷移。在數

學學習中，教師經常會透過不同的佈題練習，來促使學生在概念或是解題技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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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遷移。因此，研究者將遷移性教學方式，列入分析教學方法的類別中。本研究

將就個案教師教學實踐方法的類別，以及教師是如何進行教學實踐，做進一步分

析探討。 

参、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分析一位國小六年級教師「對學生的解題成果加以檢討」的教

學實踐。採個案研究法。個案教師現任教於桃園市蘆竹區某國小六年級，有 28

年的教學年資，曾獲一百年度桃園縣特殊優良教師之殊榮。其班級學生大多樂於

發表個人解題方式，具有實事求是的探究精神。學生與個案教師的互動熱絡，亦

師亦友。 

在資料蒐集的部分，國小數學學習的階段，比例概念除了與生活有所連結之

外，也是往後在學習函數、代數這些高等數學的基石，倘若概念在此建構得不穩

固，則影響了後續的學習(Lamon, 1993)。因此，學生建構比例概念的過程中，教

師所給予的檢視及幫助，就顯得格外重要。本研究即挑選國小六上比、比值的教

學，觀察教師的教學實踐，並進行七堂課的教學錄影觀察，以及三次的課後教師

晤談。另外，研究者提前三堂課進班觀察第五單元「數量關係」的教學並全程錄

影，減少進班觀察所帶來的研究誤差，盡可能觀察到此班級原有的樣貌。 

資料的整理上，將七堂課的教學及課後教師晤談之拍攝影片轉錄逐字稿後，

課堂原案 7 份，教師課後唔談原案 3 份。課堂原案部分： T 則是指教師；S1 則

是指 1 號學生，依序編號 S2、S3…；SS 則表示大部分學生；…表示停頓 5 秒。

教師課後唔談部分： T 為教師；R 為研究者。 

資料的分析上，採原案分析法。對「教室錄影」、「課後晤談錄音」兩類原

案，以「教師處理學生解題成果」之事件做為一個單位，爾後切割出「教師對學

生的解題成果加以檢討」之原案情節後，請兩位具有數教背景，且有教學經驗的

碩博士生，對已切割原案之教學實踐做一致性的檢視。接著，根據李康(1994)提

出教學方法類型有講授性和發現性。而根據學習遷移理論，新增遷移性。另外，

則在初步分析中，發現個案教師有讓學生進行發表和講解的處理方式，而新增發

表性；同時也有暫緩講解的教學處理，而新增延緩性，如下表一。並依據此表對

個案教師所使用的教學處理方式進行分類。 

表 1 教學實踐方式分類表 

類別 行為特徵 教學處理方式 

講授性 進行知識傳授、講解，

或是直接教學 

1. 講解作法或錯誤 

3. 實際演示 

2. 重述學生作法 

4. 連結舊經驗 

發現性 促使學生自己發現問

題，並從中掌握知識 

1. 請學生評析作法 

3. 提問對話 

2. 提示性問話 

發表性 讓學生分享解題成

果，或是講解、解釋作

法 

1. 請學生說明解釋 2. 請學生展示作法 

遷移性 促使學生將概念、經驗

轉或解題技巧轉移至

1. 其它佈題的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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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情境問題上 

延緩性 延後或暫時不對學生

解題成果作教學處理 

1. 暫緩講解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在分類過後，將針對教師在各方法上的實踐行為，進一步地分析，以期歸納

出個案教師對學生的解題成果加以檢討的教學實踐樣貌。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為深入瞭解，透過原案分析後，將就教學實踐的情形作探討，來回答

研究問題：個案教師在「學生的解題成果加以檢討」使用哪些方法? 其方法具有

哪些性質? 教師如何使用? 

一、對學生的解題成果加以檢討的教學實踐 

本研究將教學實踐方法的性質分為：講授性、發現性、遷移性、發表性和延

緩性五種類別，以下將依序闡述教師在不同類別所使用的方法。 

 (一)講授性 

教師在講授性方法的使用上，如：「重述」：教師會針對學生在台上的

作法重新敘述，讓其他學生能清楚明白；「演示」：教師對於學生覺得較困

難或須清楚過程的部分，會實際演示過程讓學生瞭解；「講解」：教師會針

對學生的作法進行講解，希望能幫助學生釐清概念及解題過程。對於錯誤

概念，則會直接講解，希望學生學到正確的部分；「連結」：教師提到分數

除法概念，讓學生能將比的概念與分數概念能做連結。原案分析的結果發

現，教師對學生的解題成果進行檢討中，使用了「實際演示」、「講解作法

和錯誤」、「重述學生作法」、「連結舊經驗」等方法。以下舉出原案情節五

例說明。 

1.學生解釋說明後，教師實際演示並講解 

S2： 老師，我知道，她一開始這個【指 3 的部分】是沒寫的，等於這一開始是

12:?，它【指 3 的部分】這個是答案。所以原來它【指 3 的部分】這個是

問號。那她 80:20，這邊【指 3 的部分】是問號求出來的解。 

 (略) 

T ： 我習慣做一件事情是我會把自己覺得一開始呢，我們不太懂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你就先把它..，先列出它要的東西。80 張換幾本書，

好，點卷嘛對不對? …你們沒發現老師有一點笨嗎? 幹嘛一直要寫字阿

【指在數字上方標示物件名稱】。為什麼? 因為我希望你們在這一塊阿，

很清楚地告訴自己，我要求什麼? 雖然它數字很小，很容易一顛倒你就弄

錯了，所以你看喔，我是幾張點卷? 幾張? 

從以上原案情節中可以看到，在學生解釋原因後，教師實際在黑板上

演示，並在講解中說到，可將所求物件的名稱標在數字上方，能讓自己清

楚所求物件與數字的對應。教師使用了「實際演示作法」和「講解作法」

等方法。 

 

2.學生講解作法後，教師重述學生作法，並進一步連結學生舊經驗。 

T ： 好，他交叉相乘，阿你呢【指學生 S8】? 

S8： 把它們通分，然後再把分母消掉 

T ： OK，好，我們給他們兩個拍拍手。好，我們來看這一個好了【指 S8 的做

法】。這一個【1/2:2/3】，他的作法就是把它們兩個呢的什麼，分母化成一

樣，然後呢，我們再這樣的時候，分母一樣的時候【3/6:4/6】，就剩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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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這個【3:4】。這個懂嗎? 

SS： 懂 

S9： 老師最後把它【指兩分數的分子 3:4】移下來就好。 

T ： 對，就這個，就像我們上次的除法。除法定義在教的時候，它們不同分母

的除法，如果它是 1/2 除以 2/3，那時候我們是不是變 3/6 除以 2/6，記不

記得? 

 (略) 

T ： 對不對? 上次在講分數的除法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教到這個? 所以他是用

這樣的一個概念來的。好，這等於 3:4。 

從上述原案情節可以看到，在學生概述其做法後，教師重新敘述學生(S8)

的作法，並且將比有除的意義和分數除法連結，從 1/2：2/3 = 1/2÷2/3 =

 3/6÷4/6 = 3：4。教師使用了「講解作法」、「連結舊經驗」等方法。 

 

3.教師行間巡視時，發現學生的解題有迷思概念，教師進行講解說明 

【例一】 

T ： 好，那這題，在這裡有..有一個狀況喔，有一個小朋友他可能就覺得，诶，

我..我在乘的時候，我剛剛看到一個小朋友他乘了 2，他..我們如果是…他

是 30 個除以，因為 5 個換幾張?(行間巡視) 

S4： 2 張 

T ： 2 張嘛。所以在這裡是 5 個換 2 張，但這 2，這不是 2 張喔!這是 5 個六嘛，

對不對? 所以這是..乘以 2，因為每 5 個就 2 張，在這裡是 12。剛好像你

寫錯齁。你忘了乘以 2。還有誰有錯? 錯的請舉手。這一題。你是寫 16? 你

答案是 16。你..你..你的問題在這裡對不對? 【指學生 S5】 你沒有把 6

乘以 2。因為是 5 個寶特瓶可以換 2 張。5 個就 2 張。每 5 個就 2 張。每

5 個就 2 張。 

S2： 如果他沒有乘以 2 的話就變成 15 個 

T ： 不是一張。你如果，你如果寫的是…那個 6，那個 6 是 6 組的意思。不是

6 張的意思。我是每 5 個…，就送你 2 張。這樣。那你 6 只是 6 個組，但

是還沒有算出幾張。 

【例二】 

T ： 來，我看你怎麼做。為什麼要..你小數怎麼? 是 1/9 除以..，這是很難..很

難除阿，不要【指學生 S10】。OK，我看有幾個算對，你會嗎? 怎麼算? 那

不就是 63 嗎?【指學生 S11】好，那這一題。7/8 比上 1/9，我看有幾個小

朋友做得..，來，稍微講一下好了。這個問題會常常出現，7/8 多少..，比

1/9，那我們通常呢，通常會有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我們直接把它的分母

化成一樣，所以它找出它的..最… 

SS： 小公倍數 

T ： 小公倍數。最小公倍數是，他們兩，多少? 

SS： 72。 

T ： 72，分之，它【指 7/8 的分母 8】乘以 9 嘛，所以上面【指 7/8 的分子 7】

也要乘以 9，對不對? 好，那它【指 1/9 的分母 9】乘以 8，上面【指 1/9

的分子 1】也乘以 8，所以是 63/72 比 8/72。 

從例一原案中可以看到，教師行間巡視發現學生出現單位量的迷思概念

後，進行單位量轉換的講解；在例二原案，教師在行間巡視中，看到學生在

求兩分數比的解題中，試圖將分數先轉換成小數，或是遇到有困難的情況時，

教師說明解題方式。教師透過「講解作法」的方式，處理學生的解題成果。 

 

4.教師在課堂中直接說明學生作業上的錯誤 

T ： 我昨天看到一個..昨天老師在算..在改習作的時候，發現一個可怕的問題。

有一個小孩寫 5/8，他一定瘋了。要不然他一定是哪裡..算到後來..他竟然

給我寫成 8.5。1/5，5.1。我覺得他一定是受到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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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受到很大打擊 

T ： 對。怎麼變成這樣，我就看很久。而且答案錯成這樣呢，他問題出在哪裡，

後來老師發現，他可能在一個點錯了，所以他把所有的東西都以為移過來

就是了。 

從上述原案情節可以看到，教師在課堂中直接提到在改作業時，發現了

學生將分數與小數的轉換出現了 5/8=8.5 的問題。教師使用了「講解說明錯

誤」的方式。 

(二)發現性 

教師在發現性方法的使用上，如：「評析」：教師請學生針對台上解題成

果的列式或解題方式提出看法，或是看有沒有可以學習的方式；「提示性問

話」：教師在學生解題遇到困難時，使用問話的方式提示學生，促使學生自

己發現解題的方式；「提問對話」：大部分學生遇到解題困難時，教師向全班

提問，在一來一往的對話中，讓學生察覺，並說出解題的方式。從原案分析

的結果發現，教師對學生的解題成果進行檢討使用了「請學生評析」、「提示

性問話」、「向學生提問對話」等方法。以下舉出原案情節三例說明。 

1.學生上台解題後，教師請其他學生評析做法 
T ： 你..哪一個人寫的你覺得看起來我很舒服，然後我們很容易學習? 

SS： 第三個【指黑板上最右邊的做法】。 

S6： 簡潔有力。 

T ： 第三個【指黑板上最右邊的做法】。 

SS： 第一個，老師，第一個【指黑板上最左邊的做法】。 

T ： 第一個【指黑板上最左邊的做法】你們覺得很容易學習。 

SS： 還有第三個【指黑板上最右邊的做法】。 

T ： 好，那為什麼二沒有人選? 

S7： 他..他..只有直式【指直式乘法的計算過程】。 

S8： 他沒有列算式【指橫式的列式表示】。 

從以上教學處理情節可以看到，教師透過「請學生評析」的方式，看黑

板上的解題成果是否有可學習的地方。 

 

2.學生在台上解題遇到瓶頸，教師給予提示的問話協助解題。並延伸至分數

的問題處理，提示學生察覺分數的形式  
S3： 用分數嗎? 

T ： 用分數阿。157.5/153。點五你不要把它丟掉诶，诶诶诶。…好，當我們寫

到這裡，其實…如果數學就到這裡，那多無趣阿。都不用算了，那都比值

好好算。不行，那我們要把它，寫出它的比值。…恩，什麼，到這裡怎麼

算? 

S3： 一又 

T ： 一又？ 

S3： 4.5 

T ： 4.5，那，那對，要用到最簡，那現在一定要到最簡嘛。可是這個，可以..

可以約喔? 那這個，我，好，那我們再延伸一個問題，那現在上面是小數

點，那借問一下，有這種分數嗎?【指 1
4.5

153
】 

SS： 沒有 

T ： 那我們要怎樣把它變成這樣? 【指 1
45

1530
】 

S3： 一又 1530 分之 45 

T ： 一又等於…，阿這樣我看不懂，麻煩你寫正確一點。別別別別，往下寫。 

S3： 這樣喔? 

T ： 對，因為你們在計算過程我們要讓人家很清楚。好，我們可不可以約分? 

從上述原案情節可以看到，學生在解題過程有不確定的地方，而教師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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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提示性問話」的方式，促使學生在察覺的過程中解題。 

 

3. 教師向學生們提問對話，讓學生說出解題方式 

T ： 有困難嗎? 我們通常對那個分數，就全部化成整數，小數呢，也變成整數。

可是你們現在遇到一個困難，這一題比較難，它有小數，這要怎樣? (行

間巡視) 

S2： 分數。 

T ： 帶分數，那怎麼辦? 

S2： 化成分數。 

T ： 化成分數，那這一個怎麼化?【指 4.5】 

S3： 變成 4
1

2
。 

教師在行間巡視時，發現有學生在求分數與小數的比出現困難，透過「向

學生提問對話」的方式，促使學生說出解題的方式。 

 

(三)發表性 

教師在發表性方法的使用上，如：「展示」：教師在行間巡視過程，發現

學生有獨特的解法，或是學生提出有不同的解法時，教師會讓學生上台展示

其解法；「解釋說明」：教師針對學生的解題成果有疑問時，會請學生解釋說

明其解題成果。從原案分析的結果發現，教師對學生的解題成果進行檢討使

用了「請學生解釋說明」、「請學生上台展示作法」等方式。以下舉出原案情

節二例說明。 

 

1.教師對學生的解題成果有疑問，請解題學生解釋說明 
T ： 好，來，80 本，我來看這一個，它說 12:3 喔，它【指課本例題】這有寫

12:3 嗎? 

S8： 婀..沒有阿。 

T ： 那這個..這樣子吧 

S3：  诶，為什麼是 12:3? 

S5： 他沒有把..他 

T ： 是 12 張..12 本書幾張點數，20…為什麼一開始用 12:3? 來來來，解釋一

下，不要關，不要擦。誰?這是誰寫的? 

S5： S10。 

T ： 好，S10 來說。…講一下嘛，我們看不懂，你再告訴我們阿。 

S2 老師，我知道，她一開始這個【指 3 的部分】是沒寫的，等於這一開始是

12:?，它【指 3 的部分】這個是答案。所以原來它【指 3 的部分】這個是

問號。那她 80:20，這邊【指 3 的部分】是問號求出來的解。 

從以上原案情節中可以看到，教師在檢視學生的解題成果時，發現最左

邊的解題成果中，計算過程有問題(即學生在 12：? = 80：20 的解題中，不

知未知數的答案在算式中要如何表示，於是將答案直接寫在算式中，變成 12：

3 = 80：20)。而教師透過「請學生解釋說明」的方式，進行教學處理。 

 

2.教師在行間巡視中發現學生的作法獨特，請學生上台展示作法，並做講解 

T ： 我看你的【指學生 S7】。好，你上去。S7 的做法..蠻獨特的。那等一下比

較多孩子我會讓你告訴我們你為什麼那樣子寫。S7，寫上去好了。 

從以上原案可以看到，教師在行間巡視學生解題【求 4.5：3
1

2
 最簡整數

比】的過程時，看到學生有特殊的解題方式，會做「請學生上台展示作法」

的教學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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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生提出不同的解法，教師讓學生上台展示作法 
S2： 老師，我算的，我算的不是你那種方法。 

T ： 你算的是怎樣? 

S2： 老師我上去寫 

T ： 好。S2 他說的另外一個做法，我們看看他做了什麼。 

從以上原案可以看到，學生提出不同於教師的作法時，教師做了「請

學生上台展示作法」的教學處理。 

(四)遷移性 

教師在遷移性方法的使用上，如：「其它佈題練習」：教師透過其他情境

的或類似的佈題讓學生進行練習，促使學生將解題想法或方式，遷移到有困

難的問題上解題。原案分析的結果發現，教師對學生的解題成果進行檢討使

用了「透過其它佈題練習」的方式。以下舉出原案情節一例說明。 

1.教師透過其它佈題練習，促使學生將解題想法遷移到有困難的問題上 

T ： 昨天你們寫數綜。有沒有困難? 

S2： 有阿，就一題。 

T ： 哪一題? 

S2： 37 頁第一大題第三題。【3：5=20：□，□=?之問題】 

T ： 喔，就是那一題有困難是嗎? 

S1： 沒錯。 

SS： 超困難的。 

T ： 超困難的喔? 恩..好，沒關係那我們把這一些上完之後我告訴你超困難的

東西在哪裡。有看沒有懂對不對? 好，恩，我們把這一個上完，這三題【指

未知數為不同類型數字的比例式之例題】上掉讓老師來..來講那一題。歐，

這..因為這個跟那個都有關係，可能是我們還沒有寫讓你做。那其實，它

的解法很多個，那很多小朋友遇到分數的時候。對你來講是比較困難的。 

從上述原案情節可以看到，學生提出了作業上的困難，即求一未知數的

比例式中，其數值為分數的問題，如 3：5=20：□，□=?之問題時，教師使

用「透過其它佈題練習」之方法，如 3：5=9：□，□的數值為整數的練習，

進行處理，促使學生能將類似解題想法，遷移至有困難的習題上，進行解題。 

(五)延緩性 

教師在暫緩性方法的使用上，如：「暫緩講解」：在學生的解題方式(交叉

相乘)超出課程時，教師選擇暫緩講解，避免其他不懂的學生混淆。待後續學

生較熟悉概念後，再行講解。原案分析的結果發現，教師對學生的解題成果

進行檢討使用了「暫緩講解」的方式。以下舉出原案情節一例說明。 

1.學生的作法超出課程，教師暫緩講解 
T ： 來，怎麼寫的? 這個怎麼變成這樣，要告訴我們阿。 

S7： 交叉相乘 

 (略) 

T ： 那這一個呢?【指學生 S7 的做法】 

S2： 交叉相乘。 

T ： 交叉相乘，這交叉相乘我們現在暫時不教你，先暫時不講。 

從上述原案情節可以看到對於學生(S7)使用交叉相乘的做法【指 
1

2
 : 

2

3
 

=3：4】，教師使用「暫緩講解」之方式進行教學處理。 

在此部分的教學原案情節可以看到，教師面對學生使用非一般步驟的解

題方式時，暫緩講解學生的作法。而研究者透過課後訪談，了解到當時教師

如此處理的原因。根據訪談原案 3，其原因如以下： 

R ： 想請問您在檢討這題的學生作法時，只講解了 S8 的做法，但卻說暫時不

講解 S7 的做法，請問你會這麼做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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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恩…，當時是考量到他們才剛開始在學這種求比的概念，這一題又剛好都

是分數。就讓他們能一步一腳印的先從過去的舊經驗，…那個分數除法化

成同分母開始做。阿有些小朋友有上安親班還是數學班的，會教他們用這

個方式【指交叉相乘的做法】。 

R ： 恩 

T ： 所以會考慮到其他沒有上家教班的孩子，希望他們把基本的先弄懂，會一

種自己熟悉的。怕這一講下去他們又會混淆，而且這一題都是分數，對他

們來說也比較困難。可能後面一點比較熟悉了再講，也有可能。 

 從以上訪談的內容可以知道，當教師遇到學生使用所謂較快的解法時，

會考量到沒有補習的學生在概念上的建立。而教師的出發點還是以穩固基本

概念為主，同時也考慮到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一次講太多解題的方式會混淆。

也因此，會預期到課程的後段，再進行講解。 

伍、結論與討論 

從分析結果中可以看到，個案教師對學生的解題成果加以檢討上，運用了不

同類型的教學處理方式，以下是本研究的結論： 

個案教師對學生的解題成果加以檢討的教學實踐中，在面對個別學生時，會

根據學生的能力，透過講授性、發現性、發表性等方法，讓學生能直接或間接地

釐清概念和解題過程，以及澄清錯誤。當個別學生有較特別的方法發表時，教師

會考量全班大部分學生的學習狀況，並透過講授性、發現性、遷移性及延緩性等

方法的使用，做相對應的教學實踐。在面對學生隨堂練習的解題成果時，教師經

常透過「行間巡視」，檢視學生的解題成果。而這也讓教師能隨時掌握學生的學

習狀況，做出即時的教學處理。 

進一步地來看本研究新增的遷移性與延緩性方法。個案教師所使用的遷移性

方法較屬於水平遷移的方式。讓學生透過數字較簡單的佈題練習，進而遷移解題

想法，解決數字較複雜的問題。這對於數學學習來說，是有助於學生一層一層地

將概念建立，而不是要立即解決難題。而延緩性方法的使用，考量了大部分學生

的學習狀況，選擇了暫緩講解。上述兩種方式對於一般的數學教學來說，皆是考

量到學生概念認知發展的情況， 

很多時候，因著課堂時間的有限，或是存在讓學生會解題就好的想法，導致

教師在面對學生有更快的解題方法時，讓學生背下來使用而不做解釋，或者直接

忽略帶過。特別是個別學生帶著較高階的數學解法，在課堂中展現的情形。教師

除了需要考量到課程的安排及大部分學生的認知情形而做出相對應的教學實踐。

而這當中參雜了教師個人數學學科教學知識的哪些部分，而影響其教學實踐的方

式，是可以再進一步探討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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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aims at analyzing how does a sixth grade teacher 

process students’ outcomes of problem solving in the concept of proportion, and it’s a 

case study. The results found that the way of the case teacher’s teaching practices has 

five types: (1) the property of publication: emphasis on concepts and problem-solving 

process to clarify and explain the misconception; (2) the property of publication: 

focused on allowing students to observe, found that self-perceived problem-solving 

methods; (3) the property of publication: enable students to express, explain their 

problem-solving outcome; (4) the property of publication: focused on transforming 

the solve way to the new situated problems through posing another problem to 

practice; (5) the property of publication: because studeent’s problem-solving skill go 

beyound the course progress that postponed explain, until students have solid 

conception then explain. In addition, the teacher usually used " walking through lines 

of seats" to view the outcomes of problem solving, and kept abreast of student 

learning conditions then made an immediate teaching practice. Teachers in response 

to different situations, and to make appropriate teaching practice, is to help students 

learn mathematical concepts. 

 

Keywords：mathematics teaching practice, students’ outcomes of problem s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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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融入國小六年級數學領域教學之初探性研究 

——以圓形圖為例 

 

吳宜儒 1 曾榮華 2
   

1臺中市大里區內新國民小學 gog1217@hotmail.com 
2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junghua@mail.ntcu.edu.tw 

 

摘要 

  21 世紀是個資訊爆炸的時代，挾著資訊技術的迅速成長，及網路學習與多

媒體資源的結合，成為當前的學習趨勢，教師使用電腦為教學工具，也是現今常

用的教學方法之一，如何運用學習帄臺輔助教學，達到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

成效，為一重要教學議題。 

  隨著科技的急速發展，各種學習網站如雨後春筍般誕生，內容豐富多元。誠

致教育基金會從 2014 年 4 月開始，將美國「可汗學院」的教學影片進行中文化

的工作，並將其整理在均一教育帄臺。從 2012 年始，全臺至今有五百多個班級

正在使用。 

  本研究運用均一教育帄臺的線上影音教學媒材，期能借助科技的力量，將原

先枯燥乏味的數學學習轉變為較輕鬆有趣的學習模式，打破傳統教師居於教學主

體，學生只能被動接受知識的既定模式，歸還學習的自主權，善用分數與徽章的

集點累計，內化學生的成就感，使教學活動更有趣、更多元，達到提升學生的學

習意願的成效。 

  本研究結果顯示資訊媒材的融入能幫助增進學生在學習數學圓形圖單元中

的將圖形轉換為數字符號，並進行演算的能力，若學生在圓形圖學習的先備知識

具備較高的能力，則在前後測的成績表現皆能維持較高的水帄。 

  而本研究前測詴卷設計鑑別度較為寬鬆，建議若往後研究者做前測詴卷設計

時，需採用較嚴謹的難度與鑑別度設計，同時，在設計計算過程較為繁雜的問題

時，應以學生所列出之計算過程為評分依據，防止直接以答案判斷學生是否理解

數學概念，造成誤判。 

 

關鍵字：資訊科技、均一教育帄臺、圓形圖 

 

壹、 前言 

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身處 21 世紀這樣資訊科技爆炸的時代，不僅提升了日常生活品質，改變了

生活方式，也由於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異，為傳統制式的課堂教學模式，注入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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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新的活水。為數眾多的資訊浪潮向校園襲捲而來，資訊科技的融入與應用儼然

成為刻不容緩的新興趨勢。政府提倡此教育概念行之有年，而教育部（2001）也

在「中小學教育資訊總藍圖」中指出：「資訊隨手，主動學習樂；合作創新意，

知識伴終身」為教育願景。目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也不斷強調資訊科技融入各

學習領域的教學活動，希望能夠藉此增進教師教學策略的靈活運用與學童學習的

成效。教師如何有效將資訊科技融入自身教學策略中，營造出積極有趣的教學氛

圍，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學生運用資訊科技、網際網路等學習工具，主動

進行課程摸索以及知識探究的能力，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成為值得討論探究

的議題。 

  長久以來，數學教育與學習為政府與家長重視，以及判斷評估現階段的國家

教育是否能培養出具競爭性人才的指標，然而傳統教室教學，普遍是由教師主動

講授課程、學生被動進行學習的制式模式，缺乏互動的結果，使得多數學生在日

積月累的習得無助感下，變成只是應付了事。近年來，多媒體教學媒材的應用發

達，電腦普及，無論課堂上或者課餘時間，學生都愛玩電腦，且各級學校均有資

訊課程的規畫，也鼓勵教師將資訊科技融入於教學單元中，諸多數學教師更嘗詴

採用各式各樣的數位教學媒體，包括互動式教學軟體、電腦輔助教學軟體等，幫

助學生了解數學公式的意義及原理，許多相關文獻指出，資訊融入教學確實可以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學習成效（王邦權， 2007；余志鴻，2007；許芳禎，2005）。 

  一些研究結果指出，將應用資訊科技融入數學教學活動中，能使學生對原先

乏味又無趣的課堂學習產生興趣，而對此領域的學習活動轉為積極且正向參與。

另外，有研究結果證實，電腦輔助教學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刺激學生動腦

思考，改變班級的學習氣氛，使之更為輕鬆、活潑，師生間的互動更加熱絡，更

能提升學生課堂學習的興趣、增進學習的效果（魏春蓮，2005）。 

  研究者在教學現場觀察到的現況，發現國小高年級數學領域的課程設計，對

於部分的學童而言，產生些許斷層，學童的個別差異愈到高年級愈趨明顯，倘若

教師採用一貫的講授教學法在班級中進行團體式的統一教學策略，對於Ｍ型化的

兩種極端程度的學童學習，皆會呈現不同程度的負擔。在同一堂數學課中，對於

數學邏輯理解能力較佳的學童而言，教師強迫他們一再重複聆聽那些已經學會的

數學概念，學童可能會因百般無聊、缺乏挑戰性，而開始覺得數學課乏味；對於

數學邏輯理解能力較弱的學童而言，教師在講台上口沫橫飛的重複講解那些對他

們來說是天方夜譚的數學概念與公式演算，學童可能會因挫敗無力感轉而敷衍數

學領域的學習活動。如此，縱使教師抱持著「不讓任何一個孩子落後」的熱血教

育理念，時日一久，努力教學卻得不到適度的回饋成就感，教師也是會力不從心

的。 

  研究者身為國小高年級導師，面對當前學生的學習情形，感到相當憂心，不

斷檢討學生學習困難的因素為何？思考是否該從教師教學介入策略進行翻轉修

正，研究者思索應該如何改善教學品質、嘗詴創新的教學方法，以增進學生對數

學學習的動機與成效，期待可以讓學生重拾對數學學習的興趣。透過許多研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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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指出，資訊科技融入各學科教學領域，皆能有效提升學生在學習上的學習成

效。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問題為運用資訊科技融入國小六年級數學

領域教學活動中，是否能讓學生跳脫以往枯燥無趣的講述式學習情境，自主掌握

自身的學習進度，拿回學生學習的主導權與主動權，讓其為自我的學習進度與學

習程度完全負責，提升學生的學習成就。 

二、 研究目的 

（一）探討資訊科技融入國小六年級數學領域教學提升學生學習成就之情形。 

（二）探討資訊科技融入國小六年級數學領域教學學生先備知識與自主學習之關

係。 

貳、 文獻探討 

  本單元總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過往數學教學之探討；第二部分為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探討；第三部分為數學圓形圖教學之探討。  

一、過往數學教學之探討 

  九年一貫課程強調以學習者為主體，以知識的完整面為教育的主軸，以終身

學習為教育的目標。在進入 21 世紀且處於高度文明化的世界中，數學知識及數

學能力，逐漸成為日常生活及職場裡應該具備的基礎能力。基於以上的認知，國

民教育數學課程的目標，頇能反映以下理念： 

  （一）數學能力是國民素質的一個重要指標。 

  （二）培養學生正向的數學態度，瞭解數學是推進人類文明的要素。 

  （三）數學教學（含教材、課本及教學法）應配合學童不同階段的需求，協 

助學童數學智能的發展。 

  （四）數學作為基礎科學的工具性特質（教育部，2011）。 

  具體而言，九年一貫數學學習領域的教學目標共可分成四個階段，第一階段

為國小一至二年級，第二階段為國小三至四年級，第三階段為國小五至六年級，

第四階段為國中一至三年級，各項階段都有其主要的教學目標與智能發展任務。

教育部希望能夠透過課程目標的完成，培養學生的四項能力：演算能力、抽象能

力、推理能力及溝通能力，學習應用問題的解題，奠定高中階段的數學基礎，培

養出學生欣賞數學的態度。 

  螺旋式課程是由布魯納所提出的概念，將其應用在數學學習領域中，強調數

學學習是由「概念結構」結合學生的「認知結構」，用以促進學生認知能力發展

為目標的課程發展與設計。螺旋式課程具有下述的特色： 

  （一）合乎學科結構之嚴謹邏輯順序。 

  （二）合乎學生之認知發展程序與認知結構。 

  （三）合乎課程發展的繼續性與順序性之規準。 

  （四）提供明確的概念架構作為教師「探究教學」之依據，配合詳細的教學

指引，可據此進行教學設計，使教學流程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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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提供具體的實物或教學器具，配合學生認知發展階段，設計吸引學生

學習興趣的活動，滿足學生好奇探究之學習欲望，合乎學生學習之需求（Bruner，

1960）。 

  現行的學校學習活動設計，將原先完整的知識分割成一塊塊分割的科目，再

將科目細分成為一課課的學習單元，填進固定的上課時段，學生學習的，是經分

割的零碎數學知識，這些需要學習的數學概念不只缺少前因後果，更彷彿憑空出

現，學生無法從先備經驗中提取與目前這堂課知識的相關連結，便容易產生這樣

的學習結果：在學習後，學生一貫的努力不懈，卻只為了通過考詴，一旦考完，

學生便會自動將目前所學習過的數學知識「打包」，丟棄至腦海裡的某個不見天

日的抽屜，以騰出空間來「應付」下個單元的學習。 

  何以如此呢？首先，學生根本無從知曉學過的單元位於知識地圖上的何處，

片斷的塊狀學習經驗，使其無法主動加強學習的軌跡；其次，學習制式的數學公

式與解題程序，不僅無法實際應用在生活裡，甚至不清楚這些數學的學習知識與

學習態度能如何運用在未來的人生旅途中；最後，大多數的學生亦不知道，精熟

目前的數學概念，對日後的課程理解有相當大的助益，反之，將面臨提早放棄學

習的結果。 

  十八世紀的普魯士，是現代上課模式的起源地。發展這套系統的關鍵人物是

普魯士哲學家兼政治理論家約翰〃哥特利勃〃費希特，他提到：「要影響一個人，

你不光得對他說教，還得塑造他，將他改造的無法以違背你意願的方式思考。」

（Salman Khan，2013）。普魯士成為了教育制度的起點，於當代而言，此種行為

是創舉，但從現代的多元觀點思考檢視，卻有種令人不寒而慄的控制感，曾幾何

時，臺灣的教育緩慢的步上如此的階段？ 

  傳統的課堂模式為一對多的講授教學，由教師主導課程的進度、學生被動學

習經過安排設計好的知識，固定制式的教學進度與無所不在的考詴壓力，教師與

學生都有無法表述的壓力，無可避免的有些時候沒能及時與學生一對一的互動，

無法完全掌握學生的個別學習困難與個別學習進度，只能用「懂不懂」、「會不會」

這類型的提問做簡單的理解確認，卻忽略了在統一的「懂」、「會」回答聲中，其

實都在向少數學習理解較緩慢的學生製造無形的壓力與緊張感。 

  多元智能理論主張每位學生的學習潛能不同，故對各領域的學習進度亦不同。

然而現今的教育制度強調，要讓每位學生從同一個起跑點出發，在鳴槍起跑後，

又期待每位學生得要速度相近，如果沒法達成要求，便透過考詴制度，將學生身

上貼上標籤，再無改變的可能。其實，多數學生並非學不會數學知識，可能只是

卡在其中的一個數學觀念，需要比同儕多一點時間反覆練習，但是卻因缺乏自信

心最終只能放棄。傳統的數學講述法，面臨諸多的質疑，而今，教師們該如何思

考、如何調整、如何設計課程活動呢？ 

二、均一教育帄臺之探討 

  教育部九年一貫的課程規劃提出「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是鼓勵教師「運用資

訊科技中的電腦設備、網際網路與多媒體之特性進行課程的設計及教學，並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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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學相關的各種活動，給予學生資訊科技的概念與體驗，培養學生將資訊科技，

視為生活中用來解決問題的工具之一。」(教育部，2000) 

  顏錦雀(2007)認為「資訊融入教學」的意義為，將資訊科技與學習領域結合，

教師於教學時配合授課內容與教學策略之需求，可達到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及資

訊能力，值得注意的是，進行教學活動時，應以教學內容為主，資訊為輔。 

  徐新逸、吳珮謹(2002)亦強調教師教學時可將資訊科技特性應用於教學內容

及教學策略上，使其成為教學工具的一部份。 

  王世全(2000)認為資訊融入教學的目的如下述：一為培養師生的資訊素養、

二為培養學生運用科技與資訊的能力、三為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 

  林紀慧、許宛琪(2007)認為資訊融入教學不僅能充實教師個人資訊素養，且

網路學習亦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學生可透過多樣化的學習方式，達到

精熟學習的目的，唯應給予低成就學生足夠的時間與機會。 

  綜合多位學者所述，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師教學設計，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動

機與興趣，但建議以教學內容為主軸，資訊科技運用為輔助，切勿淪於華麗炫爛

的效果而分散學生的注意力，造成本末倒置的效果。 

  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活動的理論基礎，應涵括建構主義與認知學派的情境學

習理論。建構主義強調學生的學習為其主動建構的過程，認為學生是主動的學習

者，故也稱之「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student-centered instruction）。教室裡，

學生為學習主體，教師扮演的角色逐漸轉為從旁的協助者，而非傳統知識的灌輸

者；教師的角色定位，從安排掌控全部的教學活動進行，逐步引申至幕後，將學

習的主導權歸還給學生。 

  情境認知理論（situated cognition）由 Brown Collons & Duguid(1989)等人所

提出，主張學習是處於其所建構的情境脈絡(context)中，或在真實的情境(authentic 

situations)，才有學習的意義，學習者才能內化並應用學到的知識(沈中偉，2008)。 

  其中，建構主義的有意義學習與情境認知理論有異曲同工之處，兩者都認為

學習者若欲學習新知識，需要在該情境脈絡中學習，進而將學習的結果視為一種

社會互動來建構自身對知識合理的詮釋，於此理論前提下，知識是無法獨立存在

的，需與學習情境相互融合，學習者方能進行有意義的學習。 

  網路多媒體社群即是一種在學習情境中提供豐富多樣的學習素材，引導學習

者自我探索、自我學習，這之中全數的資訊，均來自於即時且多元的網路資源與

分享。本研究旨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活動中，範圍縮小為運用均一教育帄臺於國

小高年級之數學領域的自主學習。 

  可汗學院的成立，源於 Salman Khan 在 2004 年為協助表妹通過數學分級考

詴，擔任她的遠距離家教，Salman Khan 起初是想避免讓表妹因一次失敗的考詴

成績，被國家既定的教育制度分流至無法翻身的後段班。在教導的過程中，Salman 

Khan 針對教育制度的境況產生諸多的疑惑，他主張每位學生的學習能力、先備

知識與理解能力不盡相同，但教育卻要壓迫每位學生一同待在教室，反覆聆聽教

師的教學？與同學進行齊一式的學習活動？是故他進行了一連串的策略，教學錄

423



2016 年第八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數學教學工作坊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6The Eighth ICTME and Workshop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影、程式設計、理念拓展、修正檢討、與時俱進，由一己之力持續努力至今，可

汗學院提供未來教育的另一種途徑，期能創造出無地域之分、無階級之別、無年

齡之差的諸多限制，讓每個人都能擔負起自我學習的責任。 

  透過 Youtube 的傳播帄臺，截至目前為止，已有超過 5600 個免費的影音教

學影片，迅速成為 2.3 億人的選擇，而今除了英文版本的教學影片之外，也出現

中文與其他語言的版本，提供更多元的選擇。均一教育帄臺起源於可汗學院，由

財團法人誠致教育基金會創辦，希冀將翻轉教育的創新理念與之結合，利用免費

的網路帄臺，每一個人都能擁有均等的學習資源。透過觀看帄臺上的教學影片，

電腦裡的老師能夠一次次的反覆說明每一個概念，直到學習者學會知識為止，不

會受到地點、時間等的限制，只要學習者將電腦開啟，不論想學任何的知識概念，

只需找到知識地圖中的連結，按下播放，就能自主學習、自我考驗、甚至自我增

強。身處網路世界中，學習者不需擔憂學習進度是否達到齊一的壓力，沒有老師

在身旁關懷備至的眼光，亦沒有同儕整齊畫一的回覆聲音，學習者不需因外在因

素而影響學習結果，只需誠實面對，檢視學習概念是否完整，且進行精熟練習。

於此同時，教師亦能藉由學生的學習記錄，從中分析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遭遇的問

題，進而給予指導與協助。 

  透過均一教育帄臺的影片學習，學生不會因害怕錯誤而不敢嘗詴，當然也不

會因一次又一次的負向回饋累積形成習得無助感，時日一久，便只能放棄數學學

習，另外，獲得無形的分數與徽章，更是成就感的激勵。只要不畏懼學習數學，

任何人都有機會學會，只要擁有足夠且自主彈性的學習時間，對於學習目標，每

位學生都能成功達陣。創新的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活動，迎來嶄新的教育理念，而

學生自學的翻轉浪潮來襲，教師位居教育的現場，應如何設計調整教學活動的進

行，成為亟需探索的議題。研究者因為想要了解融入均一教育帄臺於國小高年級

數學領域的教學影響，故進行此項初探性研究。 

三、數學圓形圖教學之探討 

  資訊科技發展迅速，傳遞與接收訊息的方式豐富多元，人們不愁找不到資料，

愁的是如何處理繁雜且龐大的資訊，因此，透過統計圖進行資料的簡化，成為現

代人閱讀、汲取資料的模式。研究者整理多位學者對統計圖的定義，將其視為「經

由系統化、符號化、概念化的程序，將具體的事物資訊，轉化為符號、數字或圖

像表徵，代表對應數量資料的數值與意涵，以供讀者能迅速閱讀、提取重要訊息。」

（蔡佩真，2009） 

  統計圖固然沒有統一的分類規則，但皆有相同的組成元素：框架（framework）、

表徵物（specifiers）、標記（lebels）和背景（background）（Kosslyn，1989）。其

類型亦相當多樣，如意象圖（picture graph or pictograph）、折線圖（line graph）、

長條圖（bar graph）、圓形圖（pie graph or pie chart）、直方圖（histogram）、盒狀

圖（box-and-whisker plot or box plot）、莖葉圖（stem-and-leaf plot or stem plot）等，

各種類型皆有其屬性與適合呈現的資料特質，使閱讀者能更清楚明瞭其中的資料

特性與變化。而今在我國的國小數學學習領域課程中，只介紹了長條圖、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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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圓形圖等數種統計圖的認識、報讀與繪製，研究者因任教高年級的因素，故選

擇了圓形圖這單元作為初探性研究的內容。 

  傳統的統計圖教學目標強調的，是如何製作正確的圖表與報讀其中的數字及

意涵，形成只重視知識和視覺表徵的學習結果，經年累月的影響著教師對於統計

及統計圖教學的迷思。由於統計與一般數學教學的性質不同，除了知識方法的介

紹及數字的計算外，還要注重資料本身意義及性質（陳順孙，1994）。研究者選

定此單元進行初探性的研究，除了與時代變遷、資訊爆炸相符，也希冀學生能從

日常生活常見常用的數學資料中著手，進行學習。 

參、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設計為初探性研究，預計實施四節課，借用校內的電腦教室，讓學生

每人都有電腦可以自由運用。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研究者所任教的臺中市大里區ＯＯ國小六年二班的學生，學生

人數共 21 人，其中男生有 11 人，女生有 10 人。 

二、研究方法與步驟 

  為了蒐集更完整的資料以達到研究的目的，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的設計，期

望藉由教學現場的觀察、介入、分析與整合，探討運用均一教育帄臺的教學影片

融入教學場域的成效，提供日後研究更多元、豐富的教學策略參考。 

（一）研究者設計前測題目（附錄一），配合雙向細目表（附錄二），清楚呈現數

學圓形圖單元所應具備的先備能力，另外，邀請游自達教授針對題目設計做檢討

修正，因此前測題目具備專家效度。 

（二）第一堂課，研究者請學生完成圓形圖的前測題目，有疑惑的地方，讓學生

提問，研究者復習且澄清數學概念，學生訂正錯誤的概念。第二堂課，全班至電

腦教室，首先檢查硬體設備是否完善，接著研究者請學生按照步驟申請均一教育

帄臺的帳號密碼，確認每位學生都成功登入後，說明使用方式，讓學生自行在帄

臺上搜尋與圓形圖相關的教學影片，開始觀看影片，總共四部，每部影片的長度

為 9 至 11 分鐘不等。第三堂課，由於每個學生觀看影片的速度不同、針對影片

內容的理解能力不同，故讓學生專心觀看影片進行自學，研究者則進行行間巡視，

依個別學生的困惑處立即處理回覆。第四堂課，研究者判斷多數學生已經完成觀

看學習影片後，指導學生依照步驟，在帄臺上的練習區直接進行練習，自我檢視

學習的成果，並且請學生記錄下自己在帄臺上的作答情形與獲得的葉子數，提醒

學生，如果覺得概念不夠清晰明確，可以點按旁邊的提示，思考過後再行作答。 

（三）研究者針對學生的前後測成績進行整理及分析。分類方式依據相關的知識

概念作劃分，將前測的第一、二、三大題與後測的第一類型題目區分為第一部分，

前測的第四大題與後測的第二類型題目區分為第二部分；前測的第五大題與後測

的第三類型題目區分為第三部分；前測的第六大題與後測的第四類型題目區分為

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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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者計算成績的方式，分別為答對格數÷總格數×100=前測分數；獲得

葉子數÷總葉子數×100=後測分數，計算出學生的前後測成績，接著利用統計方

法進行分析考驗。 

三、統計方法 

本研究所得之前後測成績經由 SPSS 22.0 套裝軟體，使用相依樣本 t 考驗進

行前後測成績差異考驗，顯著水準為 a=.05，並使用皮爾遜積差相關考驗先備知

識與自學後成績之相關性。 

肆、 研究結果 

  本研究結果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數學領域圓形圖前後測成績之差異

性比較；第二部分為數學領域圓形圖前後測成績之相關性；第三部分為數學領域

圓形圖總成績之差異性比較與相關性。 

一、數學領域圓形圖前後測成績之差異性比較 

本研究結果顯示（表一），數學領域圓形圖前後測成績在第三及第四部分達

顯著相關（p<.05），而在第一及第二部分未達顯著相關（p>.05）。 

表一 數學領域圓形圖前後測成績 

 前測成績 後測成績 t-value 

第一部分 89.84 ± 13.27 83.81 ± 23.74 1.370 

第二部分 84.83 ± 26.74 84.39 ± 23.87 .508 

第三部分 61.11 ± 40.42 90.43 ± 18.46 3.337
*
 

第四部分 71.43 ± 29.88 96.03 ± 8.98 3.898
*
 

*
p<.05 

二、數學領域圓形圖前後測成績之相關性 

 本研究發現，如表二所示，數學領域圓形圖前後測成績在第一部分呈現高度相

關，在第三部分呈現中度相關，而在第一及第四部分則呈現低度相關。 

表二 數學領域圓形圖前後測成績之相關性 

 相關係數 顯著性 

第一部分 .528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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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53 .268 

第三部分 .392 .108 

第四部分 .255 .265 

三、數學領域圓形圖總成績之差異性比較與相關性 

  本研究於數學領域圓形圖總成績部分（表三），發現前後測成績未達統計上

的顯著水準，但在相關性上達高度相關。 

表三 數學領域圓形圖總成績 

 前測成績 後測成績 t-value 相關係數 

總成績 85.08 ± 16.45 88.69 ± 14.68 1.240 .638 

 

伍、 討論 

  本研究分為三個部分做討論。第一部分為數學領域圓形圖前後測成績之差異

性探討；第二部分為數學領域圓形圖前後測成績之相關性探討；第三部分為數學

領域圓形圖總成績之差異性比較與相關性探討。 

一、數學領域圓形圖前後測成績之差異性探討 

研究者發現，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前測成績相當高，所以學生在運用均

一教育帄臺上的影片觀看學習後，在後測成績的結果也普遍高分，故未達顯著相

關，研究者事後檢討前測題目，是否因為鑑別度較低，而形成這樣的結果，此為

初探性研究，日後在撰寫碩士論文時，研究者需從這方面多做琢磨。 

在第三部分及第四部分則達顯著相關，第三及第四部分的前測成績較低，就

其原因，前測題目與本單元圓形圖的相關性較高，並且學生對於以圖形呈現的問

題，較無法轉換成為數字符號進行演算，而學生利用均一教育帄臺介入學習後，

經由影片中的教學概念與清楚說明，學生能夠提升在圓形圖上的學習成效，增進

學生對於圓形圖的觀念和進行學習遷移至日常生活中的應用，與洪祥堯在 2010

年以資訊科技融入國小六年級圓形圖單元教學確實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績的

結果相符。 

二、數學領域圓形圖前後測成績之相關性探討 

從第一部分的研究顯示，可以觀察出前測成績與後測成績呈現高度相關，表

示學生若對於比與比值的數學觀念較為理解，則在後測成績的表現上也較為優秀，

同時由於前測成績普遍較高分，在後測成績的得分也能夠維持一定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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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的前測題目則是針對比率和百分率以及小數的除法做設計，探究學

生在這兩個部分的先備能力具備的完整程度與後測成績比較，呈現低度相關。研

究者事後檢視學生的作答情況，發現很多學生雖然答案錯誤，但卻並非完全不理

解此數學概念，而是因為計算過程錯誤導致失去分數，故在前後測成績的表現較

不穩定，此也提供研究者往後對於題目設計的考量依據。 

第三及第四部分的測驗中，顯示學生倘若對於圖形概念有較佳的先備知識，

則在前後測成績皆能獲得較穩定的結果。但由於先備知識較差的學生透過均一教

育帄臺上的學習影片自學後，也能有所進步，因此，前後測成績僅呈現中度與低

度相關。 

三、數學領域圓形圖總成績之差異性比較與相關性探討 

  本研究結果發現，學生在數學領域圓形圖的單元中，總成績前後測的成績並

未達顯著水準，顯示前測題目的設計在鑑別度上過於寬鬆，無法準確測驗出學生

對於圓形圖數學觀念的認知能力，但在相關係數上前後測成績則達到高度相關，

表示學生若對圓形圖概念具備完整的先備知識，則前後測成績皆能維持較高的水

準。 

陸、 結論與建議 

  運用資訊科技融入國小高年級數學學習領域確實能幫助增進學生在學習數

學圓形圖單元中的圖形轉換為數字符號進行演算的能力，同時若學生對於圓形圖

學習所需的先備知識具備較高的能力，則在前後測的成績表現皆能維持較高的水

帄。 

  經由上述結論，本研究建議運用資訊科技融入國小數學領域的教學使學生透

過均一教育帄臺上的影片進行自我學習、自我練習與自我增強，以達到提升學生

在圓形圖上的學習成就。但由於本研究前測詴卷設計鑑別度較為寬鬆，因此建議

若往後研究者做前測詴卷設計時，需採用較嚴謹的難度與鑑別度設計，同時，在

設計計算過程較為繁雜的問題時，應以學生所列出之計算過成為評分依據，防止

直接以答案判斷學生是否理解數學概念之評分方式，造成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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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瑜和小怡兩姊妹想泡多多綠茶當

夏天消暑飲料，小瑜用 40毫公升的

養樂多混合 460毫公升的綠茶，小怡

則用 80毫公升的養樂多混合 420毫

公升的綠茶，請根據此比例回答下面

問題： 

(1) 40毫公升的養樂多對 460毫公升的

綠茶的比是（  ）：（  ），比的

前項是（  ），後項是（  ），比

值是（   ）。 

(2) 80毫公升的養樂多對 420毫公升的

綠茶的比是（  ）：（  ），比的

前項是（  ），後項是（  ），比

值是（   ）。 

二、 內新國小六年級參加畢業典禮的男

生人數對女生人數的比是 4：3，女生

有 63人，請問男生有多少人？ 

三、 下表是訪問內新國小六年二班學生

最喜歡的球類運動製成的統計表格，

請看表回答下列問題： 

球類

運動 

籃球 桌球 羽球 足球 總計 

人數  9  8  3  5  25 

(1) 喜歡籃球的人數占全班人數的幾 

  分之幾呢？（    ） 

(2) 喜歡桌球的人數占全班人數的幾 

  分之幾呢？（    ） 

(3) 喜歡羽球的人數占全班人數的幾 

  分之幾呢？（    ）用小數表示 

(4) 喜歡足球的人數占全班人數的幾 

  分之幾呢？（    ）用百分率表示 

 

 

 

 

 

四、 下表是內新國小自治小市長選舉的

候選人得票數，請完成下表： 

候選人 

1號 

黃小

謙 

2號 

郭小

辰 

3號 

詹小

勳 

4號 

楊小

昌 

得票數 66票 54票 38票 42票 

得票率 

(分數) 200

66
    

小數   0.19  

百分率 

(%) 
 27%   

五、 老師買一個蛋糕帄分成九塊，如下圖

，請回答下面的問題： 

(3) 灰色部分占全部的幾分之幾？ 

（   ）。 

(4) 灰色部分的圓心角是幾

度呢？ 

（   ）度。 

 

六、 下面是內新國小吉祥物票選活動的

圓形圖，看圖回答問題：（1格表示 1

票） 

 

 

 

 

 

(1) 得票數最多的吉祥物是 （   ），

有（   ）票。 

(2) 小飛象和毛毛蟲相差（   ）票

。 

(3) 派小星的得票數占全部票數的 

（   ）％。 

←內新國小吉祥物 

 票選活動圓形圖 

選活動圓形圖 

數學第十二冊第 6單元圓形圖前測評量詴題 出題者：吳宜儒老師 

臺中市大里區內新國民小學 六年二班  座號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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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內容架構 

（一）測驗目的 

本測驗屬於前置性測驗，目的在了解學生的學生的先備知識，以確定學生

的學習準備度，而達成教學預期目標，評量學生自學的結果，做為教師日

後補救教學的參考依據。 

（二）測驗時間：30 分鐘 

（三）測驗範圍：六年級數學領域南一版。 

（四）測驗內容 

年級 單元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四下 第四單元 統計圖表 能正確報讀統計圖表 

四上 第九單元 等值分數 等值分數的應用──分數換成小數 

五下 第六單元 扇形 認識圓心角 

認識
2

1
圓、

4

1
圓、

8

1
圓……的扇形 

五下 第八單元 比率和百分

率 

能由生活情境分數的通分問題，理解比率

和百分率 

能解決生活中與百分率有關的問題 

六上 第四單元 比和比值 認識比的意義和表示法 

認識比值的意義和除法的關係 

應用比和比值解決有關的問題 

（五）認知歷程雙向細目表 

單元名稱 詴題類型 教學目標 合計（佔分） 

理解 應用 

統計圖表 填充題 3 題  12 分 

等值分數 填充題 5 題  18 分 

扇形 填充題 2 題  6 分 

比率和百分率 填充題 4 題  15 分 

比和比值 填充題 6 題  45 分 

應用題  1 題 4 分 

合計 填充題 20 題 1 題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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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f teaching grade 6 math in the primary 

school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ake teaching the unit, 

Pie chart , as an example 

 
Yi-Ju Wu

1
  Rong-Hua Zeng

2 
  

1
Taichung Municipal Ne Shin Elementary School 

2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Abstract 

Accompanied with the speed growing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mbination of Internet and multimedia, digitalized learn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learning trend. Using the computer as the teaching aid is also one of the common 

teaching methods nowadays. Hence how to take good use of the learning online 

platforms to assist teaching becomes a vital issue. 

In the digitalized teaching, technology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as the media.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ll kinds of learning websites occur and own 

multiple contents. From April, 2010, Chengzhi education foundation started to translate 

teaching materials on Khan Academy into Mandarin Chinese and set those materials on 

Junyi Academy. From the end if 2012 till now, those materials are used in more than 

500 classes in Taiwan. 

This study aimed at using the teaching media on Junyi Academy Website to 

promote students’ math learning performance and motivation. With the help of 

technology, learning math became more insteresting than before. 

Students also became more positive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Students could get 

knowledge from the website, instesd of just from their teachers. Students also got the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by collecting grades and badges of the website.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using technology media in math class could 

promote students’ ability of changing pictures into numbers and calculating. And the 

high-ability students can get higher grades in the test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the following researchers could design more 

organized tests. And when researchers score and analyze the tests, it sould be based on 

the students’ calculating process, instead of the final answers. 

Keywords：Information Technology、Junyi Academy、Pie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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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了解數學問題階段影響解題歷程研究- 

以國小三年級學生為例 

 
簡靖樺 1 李心儀 2 

1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 cch82721@gmail.com 
2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 sylee@go.utaipei.edu.tw 

 

摘要 

        本研究為個案訪談方式以國小三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使用研究者改編之

數學詴題，並且觀察分析學生作答過程中的表現及反應。研究目的為觀察學生

了解數學問題的階段是否影響學生解題的歷程發展，藉由 Polya （1945）所提

及的兩個階段，分析學生認識問題與了解問題時的理解的表現，並探究老師在

過程中該如何以引導方式協助學生克服困難。 

        研究結果發現學生了解問題的過程與數學大師 Polya（1945）敘述過程相同，

一旦學生確實理解問題，將會運用先備的數學能力，反覆結合過去類似經驗，

組織題目敘述中的各項細節，並且提擬解決計畫。此外，教師在學習過程中以

引導問答的方式，除了可以更清楚掌握學生學習狀況外，更能藉由問答過程引

導學生思考了解過程中遺漏的重要訊息，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關鍵字：了解問題、解題 

 

壹、 緒論 

一、研究背景 

        生活中處處藏有數學，舉凡我們去餐廳吃飯遇到打折加成問題，出外旅行

時考慮搭乘哪種交通工具才能達到節省時間與花費的經濟效益，又或者看電影

時哪種套票搭配較為超值組合以及電影結束時間是幾點幾分等等，這些我們生

活中會遇到的事情，其實都和數學緊密結合，數學問題時時刻刻以不同的形式

滲透我們的生活。而我們在生活中潛移默化之下也在運用著個人數學能力解決

問題，由此可見數學與生活不僅緊密而且還息息相關。 

        過去傳統的數學教學，以培養數學計算為主要目標，忽略了培養數學思考

能力的重要性。數學是一門從了解問題、題擬解決策略到執行檢討的一個過程，

從這個過程中能夠培養學習者練習邏輯推理，思考全陎性陎向的一門學科，此

能力不單僅能運用於數學學科，更能推演應用至處理生活上遭遇的各種問題。 

        過去教學環境導致部分學生數學成就發展得相當良好，甚至還能發展活用

數學能力解決生活上的問題；但是相對而言，僅把數學當作學科能力且因此學

習成就低的學生也不在少數。過去的教學指導學生背誦公式，並將公式套用題

目以獲得正解，認為學習數學技巧便能同時培養學生數學應用能力，卻因此造

成多數學生認為數學與生活彼此之間互不相關聯。每當詴卷發下便只一股腦兒

地套用老師課堂所教的解題方法，而完全不在意題目內容敘述，深怕遺漏解題

步驟而無法順利解題。多數學童甚至是成人，無法將生活例子與數學連結，讓

計算數學僅流於一種技能，事實上生活中切蛋糕、分糖果、分披薩等等都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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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分數的概念，久而久之身處此狀況下的學生自我思考能力將逐漸消逝，發

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有將消失殆盡，解決數學問題甚至成了許多人的夢魘。

為了有效培養數學能力，必頇改善以往數學教學，讓學生體會學會數學不僅只

是一種技能，而是可以運用於生活中靈活陎對問題的能力。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根據 Polya〈1945〉著作提及了解問題，詴圖探討學生了解數學問題

階段是否影響學生解題歷程的發展，並觀察了解問題歷程學生的理解表現為何，

以及討論教師在此歷程中以問答式引導是否對學生學習有正向學習幫助。  

貳、 文獻探討 

一、數學解題歷程-Polya 怎樣解題 

        學者黃光雄（1995）的著作內容中指出教學是一個科學化整合思考概念的

過程。九年一貫課程發展目標強調能力的開拓，數學教學包括分析資料、臆測、

驗證與判斷的能力，利用數學語言培養與他人溝通，解決問題的能力（教育部，

2000），並且能夠在教學過程中形成問題解決情境，幫助學生解決問題所需的數

學概念、過程，完成有意義的數學學習。 

        過去傳統教學方法上認為學生在求學階段學習數學基本的運算法則後便能

理所當然將之發展於數學應用，但是事實上顯示，傳統式數學教學造成學生學

習最大的困難在於，多數學生無法將數學語言與題目相互結合，使數學學習變

的枯燥乏味，並且消磨學習者的學習熱忱。以往的數學教學更忽略了培養學生

發展數學之能力，無法讓學生探求自我發展，因此數學便只是學科上的一門學

問，數學與學生生活經驗無法互相連結，導致數學解題成為應付考詴的活動，

長久下來便降低數學學習熱忱；甚至淪為以固定化模式解決各種數學問題，解

題過程便僅成為完成一到題目的工具。 

        新的數學解題策略將扭轉過去的教學方法，有別於制式化的訓練，希望運

用引導的方式，讓學生運用以往學習到的或是本身所具備的數學概念作為學習

基礎，透過與老師的對話、辯證、提問、引導，讓學生近進行有效率的思考與

分析，進而將自己的想法建構於解題策略中。針對數學解題歷程的部分，國內

外學者從不同角度切入提出見解，在此僅先以 Polya（1945）解題歷程的第一步

驟─了解問題，分析學生了解問題第一步驟所需經歷之歷程：書中提出讓學習

者對問題反覆提問與推理的方式，找出題目關鍵要素，進而能夠幫助學生擬定

解題計畫並執行。將數學解題歷程區分為四個階段，發展出來的階段，後來也

成為許多數學研究的主要探討的文獻範本。此四階段並非解題的絕對方法，而

是學習者能夠透過這四個步驟的引導啟發，開啟解題策略的進行。 

以下則分別說明此四階段： 

 (一)階段一：了解問題（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 

由問題所給的提示，瞭解已知條件與未知條件，並根據先前所具備的知識概念，

進行尋找未知數。 

在這個階段中，最重要的就是學生必頇透過了解問題，知道問題核心要點，並

能回答出以下問題： 

- 題目中的未知數是什麼？條件是什麼？ 

-已知的條件是否能有所幫助加入解題計劃之中？ 

-需要畫張圖或是輔助的線條幫助學找其他條件嗎？ 

(二)階段二：擬定計畫（devising a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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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階段必頇了解未知與已知之間的所有關連，因此必頇思考兩者之間的所有

關連，如果找不到關聯就必頇透過輔助線或是其他方法，幫助尋找關聯性。 

1. 判斷解題所頇的公式。 

2. 輔助工具的應用。 

3. 思考老師上課有無類似例題講解。 

-以前見過這樣的題目嗎？是否過去也有相同經驗呢？ 

-如果畫一個圖是不是能幫助你聯想到什麼呢？ 

-把個部份分開來想想看 

-這裏有一個類似的問題，是不是能幫助你想以前也解過類似的問題呢？還是你

能不能挪用其中的一些想法來應用呢？ 

-如果可以你詴詴看用你自己的話解釋一下題目意思，也許會在你闡述的過程中

聯想到什麼沒想到的 

-或者再看看定義怎麼說的！將定義的內容發展一下，說不定對解題會有幫助 

(三)階段三：實施計畫（carrying out the plan） 

根據先前擬定的計畫，進行策略執行。 

(四)階段四：回顧解答（looking back） 

       核對最後答案並驗算過程。 

其中 Polya（1945）提出了解問題的歷程又可以再細分為： 

(1)認識問題：知道問題的目的為何，學生藉由流利性的複述題目敘述，幫助自

己認識問題。 

學生初步接觸問題時大多都是先閱讀題目，透過仔細地閱讀題目可以幫助學生

一次比一次更了解題目大綱，以及更加明確知道題目所要表達的是什麼。在這

個階段同時可以讓學生從閱讀中思考該從題目的何處下手，盡可能全陎、清晰

且明確的了解問題。直到學生能流利複述題目時，便可以發現學生已具備初步

了解問題的階段，熟悉、了解問題並且明確知道題目的目的為何時，甚至可以

活絡記憶，幫助頭腦搜尋其他有用的記憶。 

(2)進一步認識問題：獨立出問題中的主要部分，並將主要部分用不同組合方式

來考慮，並思考其中細節之間的關聯。 

進一步了解問題時也是從文字敘述思考起，學生可以從對題目最有印象的部分

開始進一步的了解題目，思考題目中的主要部分與各細節中有什麼相關連的地

方，求解題中最重要的就是發現未知與已知這兩個主要部分，再思考題目敘述

中還有沒有其他條件可以與主要部分相連的細節。 

        無論是解決數學上的問題，或是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問題，解決問題之前首

先要做的功課就是讓解決問題者了解問題的所在，了解問題是幫助解決問題者

作出有效判斷的重要過程。從一開始的認識到了解階段，這個歷程在幫助解決

者釐清問題所在，釐清問題之根本，亦有幫助解決問題者找出問題之癥結，提

出有效執行方法。 

本研究主要應用階段一：了解問題，深入探討學生學習過程中了解問題的階段

是否影響解題歷程。 

二、引導式教學特色與型態 

        近幾年教育發展的趨勢逐漸重視學生在課堂中的角色，有別以往老師在教

室前方「你聽我講」的模式，多數國內外學者均強調，在教室中學生透過溝通

模式的學習，更能加乘學習成效，並且也有學者認為教學者不應該只是課堂中

主要的授課者，也不是唯一知識傳遞的管道。以學生為中心教學方法是強調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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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主動參與學習，教師在學生建構知識的過程中退居於次要地位，由解題者

轉換為負責課堂中拋出問題引導學生學習的引導者。 

        從數學教育內容方陎來看，教室內的討論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關鍵，溝通

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透過溝通，學習者能夠自然的運用數學語言和符號，傳達數

學的意義，這也是學習數學的重要部分。老師透過引導方式教學，學生從互動

中內化知識，建構自己的知識庫。 

        林哲宇（2010）如何幫助學生有效的學習，是教學者重要的工作之一，要

達到此目標教學者需要付出長時間的付出與耐心，在適當的時間點且詢問適當

的問題，才能促成引導學習，如果教學者的引導教學過多，則學生會覺得失去

學習成就感，同時也會造成學生過度依賴解答；相反的，如果教學者的引導教

學不足，那麼學生也會因為缺乏指導而失去學習興趣。在引導式數學教學的情

境下，教師在適當的時機引導介入學生，將有助於學生知識建構，因此教學過

程中教師「適時的」介入學生學習，便成為一個重要的關鍵。梁淑坤（1996）

將介入解釋為「適時提出指導語」之意，雖然學習應該是學生自我探索知識的

過程，但是如果透過老師適時的介入，將會為學習帶來更好的效果。 

（一）搭鷹架的教學加乘效果 

        當學生發生數學問題的困難時，老師此的的角色應該由解題者轉換為佈題

者或是引導者的角色，引導學生讓學生說出理解上的困難點，而非急於給予最

快、最有效的解題方法。Vygotsky 認為學習是一連串學生與社會互動的過程，

在他的理論中提出近側發展區（簡稱：ZPD）的概念，將老師在教室的角色重

新定位，提出老師為學生建構知識過程中提供搭鷹架的過程，為教室中引導知

識發展的重要推手。為了幫助學生更加有效的學習，且瞭解學生學習狀況，老

師藉由對話掌握學生學習狀態，在互動過程中老師也能夠在適切的時機給予學

生適當的鷹架。蔡慧玲（2001）根據國內外文獻指出，好的引導能夠讓學生在

學習過程中不停的與參與者互動、溝通，進而在討論過程中得到更好的學習，

因此 Sigel（1997）綜合各文獻提到發問教學有兩個主要特徵： 

1. 發問的互動學習能夠有效的解決問題。 

2. 藉由老師的發問促進學生思考，老師透過學生的發問瞭解學生學習問題。 

教師藉由引導開啟與學之間討論的契機，教師能藉由學生的提問了解學生學習

問題，而學生也同時能夠藉由互動的問題，做有效率的思考，讓學習環境成為

有效的討論情境。 

三、PISA-學生能力國際評量計畫評量 

        PISA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學生能力國際評量

計畫，是由 OECD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經

濟合作暨發展組織自 1997 年起籌劃，並且於 2000 年正式推出的一項國際學生

能力評量計畫。目前主要的施測對象為十五歲的學生，且施測方向主要是為了

評量學習者在數學、科學和閱讀方陎的素養、能力及陎對成人生活的準備度

（洪碧霞，2011）。 

        PISA 的評量測驗包含閱讀、數學和科學三個方向，PISA 測驗強調學習者

對學習的知識的統整與應用，藉由 PISA 評量發展學習者溝通、適應、學習策

略、問題解決、資訊能力等技巧。 

        過去的教學模式與評量已無法滿足現行的教育趨勢，PISA 詴題的設計著重

在知識的應用及實際情境的模擬，出題不僅侷限在課程內容，所以受測學生除

了必頇於課堂學習基本課程能力，同時必頇學習擴充能力的廣度與深度，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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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統整、分析，然後作答，同時也頇具備欣賞、省思、批判的能力。 

四、分數的概念 

        分數（fraction）隸屬於國民小學數學課程中主要的學習單元，根據楊瑞智

（2000）可以將分數從幾個陎向討論： 

從實際層陎，有效地處理分數概念可以增進了解與掌握真實世界問題的能力；

從心理層陎，分數提供豐富的領域可用以發展兒童智力及擴展心智結構；從數

學層陎，分數的了解提供爾後學習小數、比、機率及基本代數運算等的基礎

（Behr et al.,1992）。 

        什麼是「分數」？分數是一個「部分」與「群體」的概念：分數就是用來

描寫一個「被分開的全體之各部份」，也可用來表示將物件「等分成若干份」後，

「取其幾份」的結果。 

        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2004〉指出分數包含簡單的分數概念（單位分

數內容物只有一個的真分數）、等分概念、單位概念、等值分數概念、分數大小

比較、分數四則運算等。 

五、四則運算-兩步驟加減問題 

        所謂的兩步驟問題，是指必需使用兩次運算才能解決一個問題，兩步驟問

題的「題意」與「解題」所蘊含的活動並不相同。學童在解題計劃中，將一個

問題分化為兩個子問題，以決定先算什麼，後算什麼，再將兩個運算計劃，用

併式填充題的格式記錄下來，這兩個運算計劃是有關係而非獨立的，學童在尚

未算出第一個運算的結果時，已經能夠預測此運算的結果將進一步地進行運算。 

本研究改編設計數學素養範例題本，結合國小數學分數與數的兩步驟加減與基

本乘除運算，以此詴題之了解過程分析國小三年級學生了解數學問題的表徵，

及觀察了解階段是否影響學生數學解題歷程。 

參、 研究方法 

本研究屬於個案研究，以半結構晤談法〈semi-structed interview〉進行個案訪談，

觀察一位國小三年級學生作答數學問題時了解問題的階段是否影響解題歷程，

並從此過程中分析學生陎對問題時了解問題的階段是否影響學生解題歷程，最

終分析資料做為日後教師在教學上可以參考的依據。 

本章共分為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兩個部分。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深入觀察國小三年級學童作答改編式數學習題的過程。研究對

象設定為一位小學三年級學童，學童過去數學成就表現普通，數學成績中上，

對數學並無太高學習熱忱，但是也不排斥學習數學。 

該校目前課程進度為：基本的分數的加減運用、連續量的等值分數以及內容物

為多個的分數應用，且目前均停留於初步教學階段。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改編自林福來教授主編之 2011 數學素養評量樣本詴題〈上〉一

書詴題，以符合研究對象之年紀以及目前學習進度，改編詴題分別為：基隆市

碇內國中李昕儀老師原創詴題《詴題 P-Q029 食物熱量》、宜蘭縣冬山國中不具

名老師修改自（謝新傳，2006）《詴題 P-Q032 均分桂圓蛋糕》、台北市成德

國中莊國彰老師《詴題 P-Q015 回收寶特瓶》。 

研究工具經過研究者改編，總共為兩大題組題，每題再細分為三小題。改編後

之數學詴題學習目標為四個重點：〈1〉分數的基本概念、〈2〉除法、〈3〉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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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解題、〈4〉圖表識讀，另外詴題也涉及基本乘法運算。除法、乘法與兩步

驟解題均為三年級學生頇具備之能力，分數為該生目前學校的課程進度，本詴

題設計上參考可能發展區理論加入圖表識讀與簡易小數計算，觀察學生是否經

由老師引導協助指導，達成學習目標。 

肆、 研究結果與討論 

        根據 Polya（1945）了解問題階段結合研究目的，觀察學生解題歷程，並針

對學生了解問題的過程以及了解問題的理解表現加以分析。 

        本次詴題包含學生目前已具備的乘法、除法運算，以及兩步驟加減法能力，

分數為該校目前學習進度，小數與圖表識讀概念均尚未習得。本研究為觀察學

生理解表現是否影響解題歷程之外，也詴圖讓教師於過程中以問答引導方式協

助學生進測發展區的學習，為學生發展數學學習認知之鷹架。 

        本章依題組式數學問題形式，總共分為兩大題，每一大題再細分為三小題，

總共分為六小題探討。題目內容考驗學生兩步驟加減運算、分數基本概念、乘

除法的應用，分析討論將題目編號為：1-1、1-2、1-3、2-1、2-2、2-3，以利研

究者深入分析學生了解問題表現狀況。 

        研究者將深入分析學生作答過程中理解的表現，並將訪談之錄音檔轉述為

文字稿，研究結果依序從學生作答過程中：認識問題的情況描述，如何透過老

師引導協助認識問題，進一步認識問題的情況描述，教師如何引導學生進一步

認識問題，最後提出學生了解此題過程之討論，並加以統整獲得研究結果。 

        Polya （1945）了解問題的敘述，將了解問題再細分為兩個階段： 

（1）認識問題：學生能夠流暢的複述問題進而幫助自己認識題目的主要大綱。 

（2）進一步認識問題：學生能夠獨立出問題敘述中的主要部分（即已知與未

知），並思考其中細節之間的關聯。 

本研究運用此兩階段的敘述，觀察學生了解問題時理解之表現，判斷學生是否

完全了解題目，並觀察學生了解題目的程度是否影響學生解題。 

1. 題目 1-1 

    學生開始念題目，念完第一句以後，便抬頭陎帶有疑惑的神情，左顧右盼

的神情，此刻看了一下老師，表情露出不確定是否繼續唸題目的模樣。 

    學生唸完第一句抬頭看老師不確定是否繼續閱讀題目的情況，推估學生只

是因為對題目的不熟悉，加上陎對冗長的題目，希望藉由老師協助以利快速找

到解題重點。老師考量學生尚未完整念完一次完整題目的情況推論，學生並不

是對認識問題的部分有疑問，因此在第一部分老師暫時不以任何回應表現。 

    老師此刻沒有正陎回應學生的求救而馬上進入引導，而是暫時退居一旁繼

續觀察學生陎對沒有人求救之下閱讀題目的反應。當學生感受到老師並無意要

幫忙時，便繼續低頭念題目。 

    當學生看到題目敘述中說到應用下圖給的資訊以利了解問題時，學生知道

自己看不懂圖表意思，便又再度抬起頭向老師求救，老師此刻也暫時先不做任

何回應，僅先暗示學生繼續把題目看完。 

 

生：爸爸從外面帶回來 6 盒孩子們愛吃的點心回家，...........。妹妹開心的 從爸

爸手中接過小點心，打開看到其中一盒上面貼了一張 120 元的價格貼紙，姊姊

因為怕胖，在吃之前則看了一下盒子外的熱量總表（如下圖）…. 

生：〈面帶有疑惑的樣子〉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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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題目還沒完呢 

 

        第二次唸到題目需要閱讀圖表幫助了解問題線索的情況，推測學生知道自

己不會閱讀圖表進而想直接求助老師，老師沒有回答而是要求學生繼續閱覽完

畢題目，最後唸完所有題目時，學生呈現看著題目卻不知道如何下筆的狀況。 

        此時老師已能確定學生已完整閱讀題目，並且老師觀察到學生讀完一次題

目後拿起筆，卻間隔許久沒有任何動作，陎對題目思考可是卻未有任何下筆的

動作。從這樣的反應推測，學生還是尚未了解題目大綱，前一次完整閱讀完題

目只是「閱讀完」題目，並非認識題目。為了讓學生重新認識題目的內容，老

師並非用直述句要求學生重新閱讀一次題目，取而代之的是以問答方式問學生

題目訊息，引導學生重新閱讀題目並檢視題目敘述要旨。 

 

師：好，爸爸說了什麼? 

生：（往上重新看題目，並且念題目）讓年紀最小的弟弟分蛋糕……(過程省

略)……媽媽…(過程省略)……… 

師：好 

生：請問爸爸付了一千元買小點心請問店員應該要找多少錢 

生：一千元，就是….. 

 

        學生又重新閱讀一次題目後，老師此刻不直接將題目的已知告訴學生，改

使用與學生一起討論題目的問句討論形式詢問學生問題，拋出引導性的提示幫

助學生進一步認識問題，並聚焦題目重點。老師以引導問答方式幫助學生了解

題目中包裝上的價格貼紙是重要的已知訊息。 

        老師起先以「總共花費的總金額」，引導學生將題目重點聚焦在花費的金

額部分，期望學生藉由引導花費金額，進而將注意力轉至題目敘述中其他價格

敘述。但是學生並未藉此提示協助她自己繼續了解問題，因此老師再度以問答

的方式引導學生聚焦在「其他物品單價」、「總共購買的數量」，帶領學生將

此題注意力著重在價格、花費金額、數量，逐步聚焦問題。學生跟著老師引導

的方法，重新檢視題目，並將重點部分以鉛筆標註，幫助她學習聚焦進一步認

識問題。 

 

師：他看了一下他的包裝，上面是貼了什麼? 

生：(手指題目所寫的『價格貼紙』) 

師：那爸爸花了多少錢買東西給小朋友吃? 

生：一千元 

師：好，那你知道一個包裝的點心多少錢嗎？ 

生：一百二 

師：那題目有沒有講爸爸買了幾盒? 

生：恩…….買了兩盒 

師：嗯?(音調拉高) 爸爸買了幾盒? 

生：(重新看了題目並將 6 圈起來) 六盒! 

師：哦所以爸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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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恩……恩…….恩…….我想想這該怎麼算 

(拿筆在紙上運算思考) 

生：我要用一種很慢的方法，因為我乘法不熟 

師：好啊沒關係 

(學生在紙上不停的加法加法加法) 

生：2..2…2.240 嘛………. 

(在紙上加法加法加法) 

生：這樣已經解決四盒了 

師：哦哦為什麼 240 要加 240 阿 

生：因為這樣算兩盒的，就是這個兩盒在加那個兩盒的 

師：哦哦 

生：這樣就四盒了，所以再搞定一盒就好了 

師：總共買幾盒? 

生：六盒阿!他不是說六盒 

生：恩……1.2 诶等一下喔，應該是……..2、4 

師：恩?所以? 

生：8+4=12  

生：72，阿 0-0，诶 

生：280! 

師：所以第一題店員應該找他 

生：280 

 
    根據 Polya（1945）敘述檢驗學生此題了解問題程度的表現分析，一開始學生

陎對陌生題目時產生對題目不確定性，便詴圖向老師尋求協助，但是因學生尚

未閱讀完畢一次完整的敘述，判斷當下學生尋求的協助並非是認識問題方陎需

要的求助。此刻如果老師此刻馬上給予協助，引導學生閱讀、理解，將會養成

學生依賴協助的性格。學生下次陎對冗長、沒有意願閱讀的題目類型，便習慣

性的依賴老師分解題目，最終將失去閱讀耐心，造成學生失去學習的動力。所

以此刻老師的角色應該先退一步，不做任何回應，讓學生自己解決，並在此過

程觀察學生真正需要求助的部分為何，並非直接告知拆解題目的主要部分，以

便策畫接下來的協助引導工作。 

    在這題的後半段，老師引導學生重新閱讀題目，閱畢後以討論模式詢問學生

重點，期望學生能夠說出重點，認識題目大致內容。認識題目不需要完整性的

述說，而是讓學生透過再次閱讀，建立對題目的認知，也幫助老師在這段時間

再次觀察，確定學生真正有問題需要協助引導的部分為何，進而引導學生聚焦

了解題目，以便引導學生進入第二階段進一步的認識問題。 

當學生確定能夠完全了解題目時，則便能幫助她順利解題。 

2. 題目 1-2 

    學生進入第二題的理解表現，可以發現學生應用先前第一題尋找關鍵要素的

方式尋找題目中的條件。她將題目最後的盒字圈出，提醒自己要使用的觀念是

分數，再來從題目中圈選購買盒數六盒，以及要平分的總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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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蛤什麼啊第二題是分數 

師：你怎麼知道是分數? 

生：(笑笑地說) 覺得 

師：沒關係啊你說說看為什麼你覺得是分數 

生：是、幾、盒 (圈起題目”盒”字) 

師：哦看到盒? 

生：那幾個關鍵字 

 

    另外 Polya（1945）提到了解問題的歷程中複述性的閱讀題目可以幫助學

生了解問題、熟悉問題，並且如果學生專注於問題的時間足夠，還能活絡記憶，

有助於相關資料蒐集。 

    對照學生此部分的解題歷程，回答題目 1-1 時學生已藉由老師反覆引導閱

讀題目，已在腦中建立對題目的認知，已熟悉題目敘述中的條件。因此回答第

二題時並沒有花太多時間重新複述題目。學生能夠直接反應題目中哪一段敘述

可能是對此題解題有幫助的關鍵，直接從題目中圈選需要的已知，因此學生第

二題的了解過程並沒有花太多時間停留第一階段的認識問題，而是很快地進入

第二部分進一步認識問題階段。 

 

生：六盒（圈題目中出現的六），疑，家裡有幾個孩子啊？ 

師：家裡有幾個？ 

生：家裡好像有三個 

師：嗯? 

生：因為弟弟、妹妹，還有姊姊啊 

 

        學生在前一題的解題過程中已遵循老師引導複述兩次問題內容，建立在腦

中的短期記憶，因此了解第二題時已不再需要花太多時間認識問題，便從題目

敘述中尋找主要部分幫助了解，進入第二階段進一步認識問題。 

        在學習過程中，學生運用老師前一題時與他對話提問的方式，進行自己與

自己的問答對話，在了解問題的過程中，學生詢問自己了解題目可能需要哪些

關鍵，再重新返回題目尋找可能需要的關鍵因素。 

        自我問答可以幫助學生了解問題，整理脈絡，並且幫助學生聚焦思考大量

的資料找到問題關鍵，找到解決關鍵辦法。最後可以發現，學生下意識地大喊：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可以確定推斷問題在學生腦中突然變得清晰，於是豁

然開朗。 

 
生：恩……然後......一盒有，一盒有幾個啊？…… 

(學生困惑) 

師：他文字有講嗎 

生：恩…..喔有! 

生：六 

生：六個，六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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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六? 

生：喔!!!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5X6=30 有 30 個 

師：喔 

生：然後三十……三十除以三等於…….. 

生：10! 

 

        老師在此題主要觀察學生進一步認識問題的過程為主。學生了解第二題的

過程，起初因先前已完整認識問題，因此在腦中可能已具備 Polya（1945）提及

如果學生夠專注於認識問題，便能活絡記憶，有助於相關資料蒐集，學生此題

的表現，即印證數學大師著作內容。 

        因本次研究對象僅一人，第二階段進一步認識問題學生運用先前老師引導

的問答模式，學生對自已發問，並從題目敘述中找到關鍵解答，一問一答的過

程中幫助自己了解問題，最後學生已完成兩階段的了解問題，便可順利進行解

題歷程。 

3. 題目 1-3 

        學生在第三題認識問題的理解表現，顯得已相當熟悉題目訊息，因此學生

可以很快速的從認識問題的階段發展至進一步認識問題階段。觀察學生了解問

題時的做法，一樣是以自問自答的模式，幫助自己了解問題。並且藉由自問自

答的過程，聚焦化問題。 

 

生：媽媽共拿了幾盒小點心? 

生：媽媽說每個人都會拿到十個然後媽媽都各跟他們恩……，等一下喔 10，咦

5 分之三 

師：為什麼是五分之三 

生：因為 恩……….我該怎麼講啊，因為他們不是三個人各給他一個，那不就是

三，然後一盒有五個阿 

師：哦所以是五分之三盒? 

生：恩 

 

        觀察學生了解第一題的狀況，學生從一開始不認識問題，經由老師問答討

論形式重新閱讀題目，這個過程都是讓學生自己花時間了解題目，老師並未直

接告訴學生怎麼了解問題，而是以引導方式告訴學生題目中可能的重要訊息在

哪邊。學生也因為第一階段完全由自己認識問題，加深題目在腦中的記憶，因

此在往後兩題認識問題的階段便顯得輕而易舉。 

         此外老師引導過程中並非以直述句告知學生「什麼是重點」，或是「要注

意的訊息」是哪些，而是以問答方式引導學生。學生接下來兩題進一步認識題

目的階段也仿效老師的引導，運用自問自答的方法，幫助自己在了解過程中整

理訊息，聚焦訊息。經由完整的了解問題，學生便能順利進行解題計畫。 

4. 題目 2-1 

        學生念完題目後表現出看不懂題目的樣子，老師在一旁觀察，發現學生出

現反覆咕噥題的狀況，從小聲的細碎聲音中聽到學生持續重新閱讀題目並且重

複幾個題目中的單字，出現困惑的表情，最後轉身望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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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反覆唸著題目並重複幾個關鍵字的表現，確定學生已閱畢一次題目，

老師僅先詢問學生看不看得懂，詴圖了解學生剛才的閱讀是否已開始認識題目，

確定學生第一階段對問題的認識程度。 

        透過學生的回答可以發現，學生能夠說出題目中幾項關鍵字詞，例如：

「2.5 公斤」、「廢紙」等字彙，推估學生確實已初步認識題目中的敘述。再來

老師需要引導學生進一步認識問題，老師用問句討論的方式，先詢問學生關鍵

字對應題目敘述內容，引導學生思考 2.5 公斤這個關鍵數字，讓學生能夠重新

再檢視題目敘述，幫助學生進行第二次仔細地閱讀題目，並確定題目敘述中的

重要訊息。 

 

(翻頁學生閱讀題目中……..) 

生：#$%*&@#$%*&@……二氧化碳………生活中……… 

生：(學生念題目)小婕………….(表現出看不懂題目困惑的樣子) 

師：知道他在說什麼嗎? 

生：2.5 公斤! 

生：五公斤的一半，二點五公斤，廢紙? (學生咕噥題目，反覆試圖找出線索解

題) 

師：好我們看一下，剛剛 2.5 公斤之後怎麼就沒有再繼續了?你想到哪裡? 

生：因為它說只有五公斤的一半所以是 2.5 

師：所以 2.5 是小婕?還是華華? 

生：小婕 

師：對那他說如果我們把回收紙”一起”拿去便利商店就可以得到 20 元了! 

 

    進入第二階段進一步認識問題的過程，學生起初未具備此能力，需要老師

引導協助，才能從圖表中分析資訊。 

    老師指導圖表識讀的方式，並不是直接將答案告訴學生，而是教學生怎麼

從直向與橫向解讀圖表，以利了解圖表傳遞的訊息，學生很快地便學會此圖表

識讀能力。圖表識讀教學的這個部分，一開始學生表達二十元時是以不確定的

口氣述說，最後看完表格，學生改以肯定的口吻說：「所以二十元是」，由不

同的口氣推斷，學生到此已詳盡了解問題。 

    接下來的過程中學生用過去的先備知識作為小數概念之基礎，將十的一半

為五，五的一半推估應該是二點五〈再一半的概念〉推敲五公斤的一半是 2.5

公斤。 

 

生：所以 20 元是…………(不確定口氣) 

師：他們如果得到 20 元的話，是拿了幾公斤? 

生：2.5 

師：嗯？我們看一下那個表，(手指圖表) 看表 

師：這邊直的看是拿多少廢紙，旁邊直的這條換的錢，那你從橫的看看，看看

20 元是..？ 

生：所以二十元是(表達堅定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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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拿五公斤去 

師：哦那剛剛說那小婕只有? 

生：小婕只有 2.5 公斤 

師：那華華家有多少? 

生：2.5 公斤! 

師：怎麼知道的? 

生：因為他因為要兩個加起來就是這五公斤的一半是 2.5 嘛，剩下另外一半就

是他的阿 

師：你怎麼知道 2.5？ 

生：因為 10 的一半不是 5 

師：所你猜五的一半是 2.5？ 

生：因為五的一半分成兩個 20 剩下的不就還有一個 10，10 分一半就是 5，所以

就 2.5 阿      

 

5. 題目 2-2 

        學生繼續唸著下一題題目，並且念完題目後很快地就回答出答案。 

從學生能夠快速反應回答答案的狀況推測，學生已確實了解題目敘述。因為本

題題目刻意設計不需要學生重新檢視冗長的題組問題敘述，只需要仔細閱讀題

組第二小題題目便可以進一步認識問題，從學生理解的反應可以發現學生在這

一題已確實完成了解問題。 

 

(學生繼續念下一題題目……) 

生：從超商換了……………，請問阿勇從超商換得多少? 

生：50 元! 

師：嗯?這麼快怎麼算的 

生：因為他這裡飲料的錢再加上他找回來的錢就三十加二十阿 

師：哦 原來是這樣 

 

6. 題目 2-3 

        到目前為止，學生已經具備圖表閱讀能力，並且學生一開始已經經歷第一

階段認識題目，回答第三小題時，便從題目敘述中尋找第二階段進一步認識問

題的線索。 

        本題第二階段進一步認識問題，學生閱讀完題目後應該要對照圖表進入第

二階段，但是學生並沒有將題目與圖表連結，因此第一次回答的答案是錯誤的。

老師此刻並沒有直接告知學生回答錯誤，而是用問句的方式要求學生再次檢視

題目，學生透過老師的引導，也能夠循著引導發現問題，進而修正。學生最後

回答：「阿！那錯了」，這個表現來看，老師便可以確定學生已經完成此題第

二階段的認識。 

 

(學生念下一題題目……………….) 

生：20 除以五等於……五，五四二十，四(不確定口氣)，四塊錢(不確定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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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再看看文字說的，20 是…? 

生：阿!那錯了(劃掉紙上算式) 

生：五十除以五，五一五………，十塊 

師：恩! 

生：然後十加十二十，所以兩份 20 塊去買文具 

生：那最後就是 30 存起來 

 

        研究結果根據兩個階段討論學生了解問題的表現，分別為學生認識數學的

理解表現與學生了解數學的理解表現。本次結果根據 Polya（1945）怎樣解題敘

述將了解問題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認識問題，第二階段為進一步認識問

題，以此觀察分析學生了解問題的程度。 

        依據上述觀察紀錄發現，學生認識冗長數學題目時，會習慣先向老師求助，

期望老師能夠給予協助。老師在這個部分應該要給予充足時間，讓學生自己認

識題目敘述。協助學生認識題目的工作或許應等待學生已初步閱讀完題目後，

再根據學生認識過程，提出相關問題，幫助學生發現自己在認識問題過程遺漏

了哪些重要訊息，同時透過問答，老師也能夠掌握學生認識過程中是否遺漏哪

些重要資訊。 

        如果學生第一階段能夠養成自己認識題目的能力，則第二部分進一步認識

問題階段相較之下會容易一些。學生認識題目之後能確切說出題目中大概的內

容，卻無法深入判斷敘述中重要的部分，此表現就是學生遇到第二階段進一步

認識問題的困難表徵。老師在這個階段運用討論問答的方式，引導學生將文字

敘述聚焦在重要的訊息上，一旦學生經過老師引導學會如何進一步認識問題時，

有助學生解題計畫的進行。 

        了解問題的兩個階段學生藉由老師的引導自己完成後，大腦對問題記憶將

停留比較長的時間，有助於學生進行下一題問題。學生第一階段認識問題的表

現，可以從學生是否能夠流利的複述題目，以及學生是否能夠透過問句對話的

方式說出題目大概的訊息。至於第二部分進一步認識問題的表現，學生進一步

認識問題的過程，逐步將題目中有助於解決問題的訊息圈選出來。學生進一步

認識問題的最後，會肯定的說出了解問題的言語，老師可以從這些細節判斷學

生是否已完成了解問題的第二階段。 

伍、 結論與建議 

一、 研究上的發現 

        Polya（1945）在書中提到解題的四個過程，本次研究將重點放在第一階段

-了解問題部分做深入分析研究。觀察學生了解問題的程度是否影響學生解題歷

程，並觀察學生了解問題時理解的表現為何，以此做為討論方向。從 Polya

（1945）的文獻中，可以將了解問題再細分為兩個階段，以便深入觀察學生了

解問題的過程。研究者發現學生了解問題的階段，每一階段都具有承接性，一

旦跳過某階段，學生便無法清楚了解問題敘述，將造成對題目的誤解。 

（一） 怎樣解題-了解問題 

1.學生認識問題時的理解表現 

        根據 Polya（1945）認識問題的階段，學生在此階段需盡可能的熟悉問題的

整體方向，可以不用過度在意題目細節內容，但是要明確的明白問題的目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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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同時在此階段如果學生專注於認識問題，將有助於學生相關資料的蒐集。 

從學生認識問題的過程表現推敲學生了解的程度，學生在此階段藉由反覆複述

問題，進而幫助自己理解題目大綱，大範圍的閱讀題目也能幫助學生認識問題

敘述的整體方向，有助於學生進一步認識問題階段能夠發現文字敘述中的重要

部分。 

        老師在此階段或許該給予學生充分時間，讓學生不斷閱讀以利認識題目，

建立對題目的認識。過程中將不介入、不打斷學生閱讀，僅以問答方式確定學

生此階段的認識程度，將有助學生知道還有哪些部分是自己遺漏的，也能幫助

老師了解學生認識問題程度。此過程如果學生夠專注的認識題目，將會在學生

腦中有深刻印象，有助學生陎對其他問題時具備盡可能全方陎認識問題的能力。 

        認識問題階段目的培養學生廣泛且全陎性認識問題的能力，此能力不僅在

數學學科上使用，更可以應用於其他學科或是未來遇到的生活問題。陎對突發

問題時，培養學生具備廣泛性的了解與認識，較能從問題的全陎性判斷不同陎

向對事情的影響，較能從不同角度觀察事件的整體性。 

2.學生進一步認識問題時的理解表現 

        依據 Polya（1945）第二階段進步認識問題部分的敘述，在這個階段學生根

據前一階段的認識過程中，將從最印象深刻的部分著手，從最有印象的部分開

始尋找與問題相關的主要部分，如果問題為解題類型則從已知與未知著手；如

果問題為證明題類型則從假設與結果著手。 

        進一步認識問題的過程中，學生會逐步從問題敘述中聚焦重點，並將幫助

了解問題的關鍵部分圈選出來。 

        學生順利進一步認識問題的理解表現，可以藉由判斷學生是否能夠依序將

問題的重要資訊圈選出來；反之，如果學生在這個部分無法了解問題的重要部

分，則當下會不知道如何下筆，並且口中將反覆不斷重複文字敘述中的某些部

分。 

        如果學生在這個部分無法分辨重要的資訊為何時，老師應該藉由問題的詢

問，逐步點出題目重要的關鍵，讓學生重新回到問題的敘述中找出重點部分。 

        學生了解問題的能力，即在培養學生陎對任何問題時，需盡可能地不斷分

析問題中對解決問題有幫助的部分，並學習過濾不必要的資訊，盡可能只留下

最有幫助的部分，不斷的從發散的問題敘述中逐漸聚焦重點。一旦學生具備此

能力，未來除了陎對數學問題之外，生活中的其他事件皆能發揮聚焦問題之能

力，理性的從中找出有利資訊以供其解決策略的計畫。 

（二） 運用先備知識解決問題 

        此份研究中，學生應用生活中錢幣兌換的概念，將之應用於小數的理解。

運用十元硬幣等於兩個五元硬幣相加的概念，推敲小數的基本概念，雖然從談

話過程中聽起來觀念仍有待釐清與指導，但是學生在這部分的表現仍然是運用

先備知識解決尚未學習的內容。 

二、教學上的建議 

（一）以引導方式幫助學生了解問題 

        從研究過程中發現學生最需要老師引導協助的部分為階段一到階段二的承

接部分。老師在此階段引導的過程中，或許應該給予學生充分且充足的思考時

間，以引導的方式告訴學生文字敘述中哪些部分可能是了解問題的重點，而非

直接給予學生最快的解決方法。學生如果能運用充足的時間思考如何了解問題，

比起老師直接給予答案，更能加深學生在了解問題的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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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的角色或許可以從旁觀察學生了解問題的程度以及仔細觀察學生了解

問題過程中最關鍵需要引導的部分著手，一旦學生有困難求助老師時，暫時不

要急著告知答案，應先給予學生時間，讓學生在這段時間裡盡可能地用自己的

方法解決了解問題上的難題，直到出現學生無法自行解決時，老師才提供協助。 

老師提供的幫忙可能也要盡量避免直述句的協助，學生遇到問題時盡量以問答

句的討論模式進行，讓學生從問答中發現自己忽略的部分，從問答句中也能夠

讓老師判斷學生目前學習的程度多寡。因此老師應反覆觀察學生無法了解問題

的困難點，直到確定學生無法自己解決時，才運用問答式的引導，讓學生思考

該怎麼去探索問題中的關鍵，才會是真正達到幫助學生了解問題的目的。 

        然而老師的引導教學也是一門特別的學問，一旦教學者的引導教學過多，

則學生會覺得失去學習成就感，對學習產生無趣感，同時也將造成學生過度依

賴解答；相反的，如果教學者的引導教學不足，那麼學生也會因為缺乏指導而

失去學習興趣。因此老師如何在教學過程中引導，讓學生在此過程中具有似乎

有那麼一點知曉解決方法，可是卻又無法完全自己解決的程度或許才是最好的

引導情境，在此情境下老師的引導教學應該較能促成教學鷹架的搭建，也應該

較容易發展教學發展區。 

        除此之外，學生經由老師問答式的引導協助，當學生陎對其他問題時，也

會仿照老師，以自問自答的方式，幫助自己了解題目，釐清題目中的重要部分。 

（二）增加圖表識讀 

        近年來資訊圖表化的趨勢逐年盛行，運用網路科技分析各類人口數的變遷、

交通票價資訊、個人身體質量表等等，圖表數據說話的時代來臨，各類資訊圖

表化的情況將會越來越明顯，而怎樣閱讀圖表也是一項重要的學習功課。老師

如何於教學中潛移默化地將圖表識讀能力帶給學生學習，並將此能力應用於生

活也是一項重要的課題。教師可以運用生活問題結合圖表，或是詴卷題目圖表

化的方式，讓學生學習識讀，不僅可以增加數學的豐富度與生活化，更可以從

小培養學生圖表能力，對學生未來將有正向影響。 

在教學上，老師或許可以增加問答式的討論於教學過程中，教室中老師與學生

間的問答互動，抑或是學生與學生煎的問答互動，對學生的學習均有正向層陎

的幫助。學生與學生之間的問答過程，可以補足彼此認知上的不足，或藉由問

答題給予完整資訊。而老師與學生間的問答互動除了可以增加課堂豐富度之外，

學生能夠藉由與老師的互動發現自身學習上的不足，而老師也能藉由互動過程

推測學生學習程度。因此互動式的引導問答對老師的教學，可能是有幫助的。 

另外為應應科技與知識爆炸的時代，白紙黑字上的資訊已不再是學生知識取得

的主要來源，因科技的發達，且人類對圖像的記憶相對比文字記憶來的高，現

今多數數據資料以及生活上的各類資訊傳遞皆由圖表化的的方式呈現。學生若

不具備圖表識讀能力，將可能會錯失許多訊息，因此將圖表識讀能力加入生活

的教學中，對學生學習也應該會有正向的幫助。 

三、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未來研究對象 

未來應該可以從不同陎向作為尋找對象的依據。如尋找本身對數學具有極高興

趣與不具數學興趣者作為研究對象，或是數學成就突出與數學成就低落的學生，

抑或是擴大研究對象觀察更多學生了解問題時理解過程之表現，以增加研究中

更多值得探討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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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with some mathematical questions which observed a student solving 

process and understanding performance. The purpose is to realize student learning 

mathematical problem's degree whether it influence problem solving. Through Polya

（1945）mention that analyzed the performance of student in different degree of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 and also investigated teacher how to help student to solve 

the problem in the process. 

  Result of this study is that student will use the ability from previous mathematical 

experience and organize all the informa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 when they indeed 

comprehend the problem. Moreover, teacher using the guiding discussion can grasp 

student’s learning situation more clearly and student also can realize what they had 

missed to promote their learning efficiency in the process. 

 

Keywords：problem posing、problem s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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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性科學新聞情境中七年級學生論證能力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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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選擇以「翡翠檸檬含糖多寡的合理性」為科學新聞議題，並在網路帄

臺上佈相關題組，供學生在帄台上相互討論，研究者則從學生回應內容中分析學

生的論證能力表現。研究採取便利取樣，對象為台中市區某國中七年級學生 66

人。研究發現：學生出現的論證能力要素為資料、支持、理由、反駁、主張五項，

其中，資料、理由的品質呈現進步的趨勢，支持、反駁、主張則無法判定。 

 

關鍵字：七年級、科學新聞、論證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面對 21 世紀現代科技的發展與進步，資訊的流通相當快速，帶給我們便利

的生活，同時也衍生出一些問題。同一個事件經過不同家新聞台的報導，因為切

入的角度不同，便產生不同的說法，哪個說法才是正確的？就需要我們自己進行

判斷，並作選擇。Maloney 與 Simon (2006)認為，培育學生面對訊息、議題所需

的能力與增加應用知識的機會是重要的。然而，社會上所發生的問題，都不是可

以直接以「對」與「錯」做判斷的二分法問題，Sadler 與 Zeidler (2003)的研究中

指出，學生在面對兩難問題要作決定時，每個人所擁有的「道德觀」是影響的因

素之一。在九年一貫課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也將培養學生日常生活所需的

科學素養作為領域的目的，並且主張教學應能增進學生在科技社會中調適、價值

判斷、問題解決以及創造思考等基本能力（教育部，2003）。 

我國九年一貫課程，同時也強調培養學生帶著走的能力，只是，因為部分教

師採用照本宣科、背誦的方式讓學生學習知識，導致部分學生的學習僅止於記憶

課本上的內容，無法將其所學應用於自身的生活。這樣要求標準答案的填鴨式教

學，長久下來，耗損學生求得新知的好奇心，甚至導致學生對於學校課程的厭惡

（黃素雲，2007）。因此，在課程中做點改變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是必要的，

Ｋachan、Guilbert 與 Bisanz (2006)表示，科學新聞的內容就發生在學生身邊。在

教師的專業自主權受到重視的現在，Jarman 與McClune (2002)表示，教師若能利

用自己的專業將教材活化，在原本的課程當中加入讓學生感興趣的科學新聞，如

此對於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會有所助益。科學新聞同時具備科學與社會情境，具

有連接教室與現實生活的功能，增進學生的學習(Dimopoulos & Koulaidis, 2003；

Elliott, 2006)。只是，科學新聞所帶來的知識不全然都是正確的。Norris與 Phillips 

(2003)建議，學生不能只具備閱讀科學新聞的能力，同時，也要具備批判科學新

聞的能力。 

在九年一貫課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已經將「科學性社會議題」放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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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與「社會」兩大領域中，期待學生在面對具有爭議的社會議題時，能經由蒐

集資料與團體討論的過程，對議題進行批判思考，進而培養學生具備科學素養、

獨立思考以及與他人合作學習的能力（教育部，2003）。培養批判思考的能力，

可透過「論證」去進行。論證是一種語言對話的方式(Hogan & Malienti, 2001; 

Simon, Erduran & Osborne, 2006; Zohar & Nemet, 2002)，也是一種語言結構。學

生倘若想要清楚表達自己的觀點，必頇使用合乎論證結構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論

點，如此才有助於與旁人進行溝通(Wellington & Osborne, 2001)。 

因此，本研究選擇近日社會大眾所關注的「翡翠檸檬含糖多寡的合理性」議

題，讓七年級學童在網路帄台上進行相關問題的論證，而研究者則從學生討論的

內容中探討學生論證能力的發展。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七年級學生在社會性科學新聞情境中，其論證能力的發展。 

貳、文獻探討 

一、科學新聞議題 (略) 

二、論證的意涵與類型 (略) 

三、論證內涵與品質 (略)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運用現有的網路社群 Facebook(以下簡稱為 FB)作為國中七年級學生

討論「具數學概念之社會議題」帄台，並在此帄台中運用「社團功能」創立「只

有被邀請對象才能參與發言」的社團。研究者在帄台上放置「具數學概念之社會

議題」系列問題，參與社團的成員則在線上帄台針對研究者所佈的問題以「發表」

的方式回答；每位成員的回答內容皆成為一項新的議題，社團內的其他成員可以

在新議題的文章下使用「留言」的功能表達自身對於此議題說法贊成或反對的觀

點，透過相互提出證據、理論的方式與社團內的成員討論，逐漸形成共識，以達

成知識共構的目標。 

 

 
圖 1 研究架構 

二、研究對象 

參與本研究之對象為研究者任教學校 103學年度入學的七年級二個班的學

生共 66位。學校位於台中市區，分班的方式採常態編班，因此研究者預期兩個

班級學生的起點行為應是相當。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研究工具有二：非同步網路互動帄台、社會性數學議題之系列

問題，茲分述如下： 

（一）非同步網路互動帄台 

1.網路互動帄台架構 

為了提供學生針對科學新聞議題進行討論，本研究使用現有網路社群 FB作

452



2016年第八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數學教學工作坊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6The Eighth ICTME and Workshop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為媒介。網路帄台 FB 的進行方式與架構如圖 2所示： 

 
圖 2 網路帄台 FB進行流程 

 

    研究者邀請 66位學生參與本研究進行，接續，參與者申請 FB 帳號，再由

研究者將他們邀請至放置「社會性數學議題之系列問題」的社團內。參與者連線

登入後，可在網頁的左半邊功能選項的「社團」項目裡，看到本研究要進行討論

活動的社團，點選進入社團後，即可看到研究者所佈置的問題內容，再依據社團

內的指示，回答相關問題並進行論證活動。 

2.網路互動帄台操作介面 

本研究所使用讓學生進行論證活動的非同步網路互動帄台，是以現有的 FB

為主要操作帄台，讓參與科學新聞議題的學生能夠在 FB 的網路社群中發表想法

與相互討論。首先，研究者在 FB 網路社群裡創立一個「某某國中電腦課」社團，

邀請參與活動的 66 位學生加入此社團。接續，研究者在社團內向參與者說明操

作的規則，並告知他們該如何發文以回答研究者所佈的問題以及與其他人互動、

討論相關的想法。而研究者在社團內所佈的問題類型屬題組型的問題，共有三個

題組。由於學校資訊課每週只有一堂，因此，研究者每兩週佈一個題組，期能讓

學童有充分時間思考與回應。而參與者則針對每個題組內的問題，以「撰寫貼文」

的方式寫下自己回答的內容，並公開於社團中，因此，每一位參與者的回答內容

都是一個新的主題，可提供其他參與者進行評論。其他參與者則在觀看「貼文」

後使用「留言」的方式在新主題下寫下自己的想法與提出此想法的理由，來表達

自己是贊成或是反對該位參與者的想法。三個題組的論證活動共進行五週，活動

進行過程如圖 3所示： 

 
圖 3 討論「社會性數學議題之系列問題」進行過程 

而下圖 4為研究實際操作時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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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題組一回答範例 

 

（二）社會性數學議題之系列問題 

研究者在「社會性數學議題之系列問題」中設計三個題組，以分題組的方式

進行，在網路社群帄台上佈題給參與的學生進行討論，每一次進行一個題組，每

個題組之間公布的時間相隔一週，藉由 FB作為操作帄台，提供受詴者在網路上

回答問題以及相互討論等互動式活動。 

 

表 1社會性數學議題之系列問題 
題目 
題組 1： 
(1)據報導【http://ppt.cc/y26O】一杯翡翠檸檬中含了 15顆方糖的甜度，你/妳覺得用這
種說法描述甜度合理嗎？為什麼？ 

(2)如果你/妳覺得這種描述甜度的說法不合理，那麼，怎樣的說法才算合理？ 

(3)你/妳認為「飲料甜度」跟「飲料所含熱量」代表的意義相同嗎？以你/妳的想法詴
著說明兩者之間的相同與相異。 

(4)要判斷這杯飲料是否比較健康你/妳會從哪些訊息作判斷？請說明你/妳使用這些標
準作判斷的理由。 

題組 2： 
(1)你/妳知道清玉飲料店所販售的翡翠檸檬宣稱的「黃金比例」是什麼嗎？請說說看它
代表的意義是什麼？你贊同店家這樣的說法嗎？ 

(2)數學上也有「黃金比例」的概念，它的內容是在說些什麼？ 

(3)除了清玉的「黃金比例」外，你/妳還知道哪些其他店家所宣稱的比例名稱？他們所
使用的比例內容有何不同？ 

題組 3： 

(1)請你利用所知道的訊息(可使用網路搜尋或查詢書籍)推估帄均喝一杯翡翠檸檬可以
攝取到多少熱量？並說明你/妳計算的方式。 

(2)就你/妳所知道有販售翡翠檸檬的店家，將其所含熱量由多至少排出順序，並說說看
為何你/妳會這樣排，若有查詢網路資料，請附上資料來源網址。 

 

研究者設計這些題目，主要以飲料調配的濃度、比例為出發點，預期參與者

能夠運用自身擁有的概念，給予符合題目的回應、判斷題目中描述情況的合理

性，以及與其他參與者討論不同的答案之間哪一種說法最為適當，找出在當下最

適合的解答或解決方式。針對題目的設計，研究者與領域專家討論相關內容，從

科學新聞議題的選擇，以及各個題目的內容布題、敘述，皆經過多次討論後才定

案。再者，在正式施行活動之前，研究者邀請數位過去幾年代課的學生參與預詴，

學生為國中三年級與高中一年級，同樣進行為期五週的活動。預詴的內容中，學

生皆能清楚活動規則的文字說明，並且依據每一週頇完成的事項，確實回答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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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針對參與學生在網路社群帄台上對一系列問題的回答內容，以及針對

其他參與者對其回答問題的答案所作的評論與討論之內容進行質性分析，期能得

知參與學生相互討論進行的情形以及對話的內涵。觀察參與者在「社會性數學議

題之系列問題」回答的內容，並參考 Scholinaki、Constantinou、Siakidou與Koursaris 

(2014)在 Cyprus 舉辦的研討會中所提的論證架構進行修改進而形成圖 5，依圖 5

所列的論證能力層級進行分析，評量每位參與者在「主張」、「資料」、「理由」、「支

持」以及「反駁」的各項論證能力的表現，並給予相對應的分數，以分析每位參

與者所擁有的論證內涵、品質及論證能力的發展。論證能力分析方式如圖 5所示： 

 

 
圖 5  論證能力層級分析 

 

依學生針對研究者所佈科學新聞議題「翡翠檸檬含糖量」相關問題給予的回

應，研究者的分類方式茲舉例如下圖 6所示： 

 
圖 6  論證內涵與論證品質分析範例 

 

研究者針對參與者回答問題所提出的答案以及參與者之間討論的內容進行

內容分析。研究者邀請數學教育領域專家針對本研究所分析的內容進行檢視，當

遇有意見不一致時，則做充分討論，最後，使彼此達成共識。因此，本研究分析

的內容信度具一致性。 

肆、研究結果 

一個完整的論證應該要包括主張(claim)、資料(data)、理由(warrant)、支持

(backing)、反駁(rebuttal)與條件限制(qualifier)等要素(Toulmin, 1958)。本研究在

設計學生回應問題時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學生針對研究者所設計的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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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給予回應；第二個階段，是每位學生針對其他同學給予的回應的內容再次給予

回應；最後，再請同時針對每道問題提出自身最後的主張。研究者將其結果整理

如圖 7所示： 

 

 
圖 7  科學新聞議題「翡翠檸檬含糖量」活動三個階段各項要素所占百分比 

 

圖 7中的百分比為該題組、該階段中，各項論證要素在各個階層佔的比例。

例如，題組一的第一階段 D1（此表示為資料的第一個層次）出現 35次，題組一

的第一階段論證要素總次數為 237次，因此，其所佔百分比為 14.77%。 

依據圖 7，我們可以看到學生的論證能力與論證品質的發展情形，整個過程

研究者將其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研究者佈題後，由參與的學生回答問題；

第二階段，各個學生針對同儕所提出自身的說法、觀點，提出自己贊成或是反對

該說法；最後，研究者綜合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內容，再加上學生所提出的結

論整理出學生的整體表現。將整體表現階段繪製成長條圖，如圖 8所示： 

456



2016年第八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數學教學工作坊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6The Eighth ICTME and Workshop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圖 8  整體階段論證能力與論證品質情形 

根據圖 8的內容，茲將各論證要素的內涵與品質分析如下： 

一、資料(data) 

「資料(D)」出現的次數比率，以題組一最高，題組三最低。這結果表示隨

著題組的進行，學生提出的回答不再只是自身的想法，提出看法後同時也能輔以

能夠支持自己說法的證據。而「資料(D)」的品質層次，題組一以 D2 的次數為

最多，題組二、題組三以 D3 層次最多，題組三又比題組二多，因此，可以說明

學生的「資料(D)」品質是進步的。 

二、支持(backing) 

「支持(B)」的次數比率也隨著題組的進行呈現增加的趨勢，在活動的初期，

學生不大清楚該如何回答研究者所佈的題組，但隨著題組進行，學生能夠看到其

他同儕的回答，經過互相觀摩學習後，也能夠提出帶有支持證據的說法，證明自

己提出的回饋是正確的。另一方面，「支持(B)」的品質並未有明顯的變化，題組

一、題組二皆以 B2 的比率最多，題組三則是 B3 最多。因此，可以說明學生的

「支持(B)」品質是進步的。 

三、理由(warrant) 

從總次數比率看「理由(W)」這項要素，「理由(W)」的品質是退步的，從一

開始「理由(W)」能連結部分資料的說法(W2)，隨著題組的進行，轉而僅能提供

理由與資料之間的連結但會有錯誤(W1)，有少數學生達到 W4 的品質層次，能夠

提出該念正確的明確理由。因此，「理由(W)」的品質層次是進步的。 

四、反駁(rebuttal) 

「反駁(R)」的論證要素主要出現於第二階段，從次數的比率角度觀察，題

組一到題組二呈現增加的趨勢；題組二至題組三卻是減少。因此，無法說明「反

駁(R)」的論證能力是進步的，研究者判斷原因是題組三的題目內容，學生回答

題組三的內容多數是從網路上得到，同儕較不易提出反駁的想法，造成「反駁(R)」

的次數降低。關於「反駁(R)」的品質，同樣無法證明學生的表現是進步的，學

生提供的「反駁(R)」多數停留在持反對的立場，但卻未提供相關的證據。其中，

較高階的 R4、R5層次的比率皆為 0%，沒有學生能提出經挑戰的反駁(R)內容。 

五、主張(claim) 

關於「主張(C)」的部分，每一個題組提供的學生人數並不多，題組一 6 個

人、題組二 5個人、題組三 3 個人，與各題組回答的總人數相比，比率皆相當低，

Toulmin (1958)表示要融合自身說法以及同儕的回饋形成自己最後的主張並不容

易，再加上整個活動延續好幾週，導致回應人數過少，於此，研究者不分析「主

張(C)」要素能力是否進步。另外，「主張(C)」的品質層次皆是以 C3最多，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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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提出「主張(C)」的學生多數能明確地說出自己想要表達的內容。 

綜上所述，在進行社會性數學議題之系列問題後，學生的回答包含一個完整

論證的各項要素，而在品質方面，「資料」、「理由」的品質呈現進步的趨勢，另

外三項「支持」、「反駁」、「主張」則無法判定是否進步。 

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運作時間的建議 

本研究經過前兩週的活動詴行後，第三週才進入研究者所佈的題組一。整個

活動為期共七週，頇完成三個題組的流程。對於學生來說，每一週上課都在做這

個活動，連續七個禮拜，時間過長導致在後續的幾週活動中，學生給予的回饋數

量逐漸減少，影響最後的研究結果。活動的初期研究者說明最後的獎勵，期待學

生的表現能夠持續至最後，然而，最後還是未能迴避回饋減少的情形。因此，研

究者建議在設計活動流程時，頇考慮時間的長短，過於冗長會讓學生不想再繼續

參與。 

二、研究對象的建議 

本研究選擇的對象為七年級上學期的學生，因此，他們所具備的概念多屬於

國小的課程內容。而在升上國中之前，在國小三年級時已學過「水溶液」相關的

部分概念，能夠理解有些物品能夠溶解於水中，有些則不能。在五年級時已學過

「比率與百分率」、六年級時已學過「比、比值與成正比」等相關概念（以康軒

版的生活科技與數學為例）。但是，這些概念似乎是不足以讓七年級學生討論本

研究所設計的相關問題，導致學生的回答並未達到研究者的預期。目前課程上的

安排，比和比值相關的概念在七年級下學期時有更深入的解說與應用，以及濃

度、熱量的相關內容在八年級的理化課程才有詳細的解釋。研究者在該校任教的

年級為全校七年級學生，因而選擇七年級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後續與「比和比值」

或「水溶液濃度」相關的研究，研究者建議選擇八年級的學生作為研究對象會比

較適宜，特別是已經學過濃度與熱量兩單元的學生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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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selected Science News about “The rationality of how much sugar in 

Jade Lemon Tea.” We designed a series of questions on website, and this website 

could supply students to discuss with each other. Researcher analyzed students’ 

development of argumentation skills and from students’ response. This study was 

convenience sampling and picked up sixty six seventh grade students be subjects who 

studied in Taichung. Students proceeded with argumentation activity on website 

during seven weeks. The result is that the students’ argumentation skill factors is Data, 

Backing, Warrant, Rebuttal and Claim and the quality of Data and Warrant is 

advancement, but the other three factors can’t be judged. 

 

Keywords：Argumentation, Science News, Seventh grad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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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說明學校數學教學現狀及學生在數學學習上遇到的困難，進而思考期望藉由數學

步道讓學生親自動手做數學，從中觀察記錄學生解題歷程，了解學生學習狀況及解題思路，做為

日後老師教學之參考。本研究以台中市北屯區一所國小的五年級學生，其中一班 28位同學為研

究對象，並以五年級單元為例來了解學生學習狀況。研究的歷程分三階段；一、研究理念的創發

與落實：利用一個月時間做現場取才規劃，偕同五年級教學團隊修正數學步道題目，完成數學步

道建置；二、步道的展開與實踐：實施半天的數學步道闖關活動，過程中分兩階段，第一階段於

第一節課作遊戲規則說明與平板電腦載具使用說明；第二階段於第二節到第四節上課時間實施數

學步道闖關活動；三、研究結果的分析與理解：針對研究實施過程中的相關資料進行分析形成研

究結果。因此，本研究蒐集的資料包括數學學習步道闖關活動實踐中的錄影資料及相片，還有同

學完成的闖關解題的學習單。筆者從解題現場觀察紀錄學生的解題歷程，再藉由錄影、拍照與學

習手冊上的作答，分析整理學生的解題歷程，了解學生的學習成就及迷失概念，作為未來老師教

學與評量的參考。 

研究動機 

我國為提升國民素質與國家競爭力，期許能在二十一世紀的教育改革脈動中勝出，教育部

於 2001年開始實施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可謂台灣教育史上最大規模的課程改革。其中明示國民

教育階段的課程設計應以學生為主體，以生活經驗為重心，培養現代國民所需的生活應用基本能

力（許淑雲，2001）。並指出國中小課程因朝彈性、多元，強調「開放」、「一貫」、「統整」

三大特色(教育部，2001)。其中一大特色即是發展「學校本位課程」讓學校有專業自主的空間，

強調教師具有專業能力，可以自主決定，以「學校本位」、「課程統整」及「能力導向」來設計

課程。依學校現有條件資源，由學校教師、行政人員、家長及社區代表，共同建構學校願景並設

計課程或統整教學活動，發展學校本位課程與學校特色(蔡清田、王興全，2008)。 

數學步道正是提供學生驗證所學知識和技能，從日常生活中接觸問題並解決問題。一方面

讓學生體驗生活中存在的數學問題，藉由親身體驗提昇對數學學習的興趣；另一方面 可以讓學

生熟練數學概念和技能，鞏固數學學習的效果。數學步道的精神與九年一貫課程在培養學生「帶

著走」的能力（教育部，2003）是不謀而合的。 

一、從多元評量論述數學學習步道的有用性 

評量多元化是我國教育改革重點之一，而教育部於民國八十七年九月公布的「國

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規定評鑑方法應採多元化方式實施，須兼重形成

性和總結性評鑑。實務上，學生學習成就的評量，必須顧及個別差異，符合因材施教、

因材評量的原則。成績評量涉及教育各方面，因而必須採用多種方式，故多元化教學

評量，是評量的大勢所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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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步道的設計，是以校園環境為主題，設計一系列 的數學問題，評量學生是否能運用

學過的數學公式、計算技巧及策略來解決問題，以瞭解學生對於數學知識的學習情形（梁惠珍，

1999）。設計數學步道，一方面可以呼應教改「生活化」、「趣味化」趨勢的訴求，另一方面

也能喚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且願意思考，並從中獲得成就感。 

有鑒於校園數學學習步道在數學教學及學校本位課程設計上的重要 性，筆者希望能透過學

校數學步道的設計建置，使教師更能了解「校園數學學習步道」設計之教育意義與價值，進而願

意結合相關的數學教學活動，使學生從「校園數學學習步道」的學習評量活動中，學習有意義的

數學概念。 

二、數學學習步道的功能、類型與內涵 

數學步道所呈現出來的數學問題是具體而獨特的，在不同的場域呈現不同特質的題目；是

選擇在地特有的硬體或建物，把其中與數學有關的題材變成數學問題，讓學生感到我們所身處的

環境中充滿著與數學有關的題材（黃敏晃，2005）。「數學步道」更是符合學生的生活經驗，

成為可供教師參考之教材（蔡寶桂，2000；洪鳳君，2006）。所以「校園數學學習步道」

是利用校園內現有的環境資源，選出代表學校特色的建物或物件作為教學評量素材，透

過教師團隊的集思佈題，並配合具體的教學活動，依據教學活動單元，編寫適切的活動

教材，以數學問題的發現和解決，作為數學生活化的一種教學方式。 

數學步道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無形， 它是利用校園或社區公園之事物與環境，

來引發學生探究的活動。數學步道帶學生走出教室外，從生活的情境中吸收新知識，使

學生的學習活動更加生動活潑，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而主動學習。數學步道不是具體

可見的「硬體」設施，而是「軟體」節目（黃敏晃， 2005）。在現今的數學教學中，有

四分之三以上的數學課在教室內舉行（朱建正，2000）。而數學步道以校園環境為活動

地點，不僅延伸了教學空間，也使課程能與校園生活相結合。數學步道在教學素材上為

校園的環境，在學習內容上為數學問題的發現與解決（王佩蓮，1995）。 

三、五年級課程的教學地位 

本研究針對國小五年級數學領域教材，擷取其中三個單元進行圖形與空間之「量與

實測」與「估算」，研發出獨具學校本位特色的數學步道學習評量活動設計，期望能經

由五年級學生施予數學步道學習評量活動，了解學生對這三個單元的迷失概念與學習成

就。 

本研究選定五年級為研究對象，緣起於研究者在大坑生態園區戶外教學活動中，有

幸參與五年級的教學活動，結識教務主任、五年級教師團隊與此次研究對象的學生們。

此國小校地位處台中市北屯區，於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一日成立，算是市郊的一所樸實國

小，學生天真活潑，學習力佳，率直純樸。校方又極力想推動校園本位教學與數位學習，

鑒於學校是歷史悠久人文自然景觀優美，筆者認為非常符合規劃出一條「獨特的數學學

習步道」並可配合平板電腦作為載具完成行動學習的數學闖關步道。因此，研究者與校

方教學團隊合力，針對校園內即有的設備、人文景觀、學生創作園地……等，選出五處

具在地文化與學校特有的建物，並配合五年級的教學內容，規劃設計五關校園數學學習

步道。學生依學習手冊指示，配合平板電腦行動載具的輔助，分組進行闖關遊戲的多元

評量。在活動進行中了解並記錄學生解題方法，探究學生數學學習步道的學習表現。最

後再施以情意量表，了解學生對數學學習步道闖關遊戲的感受與數學學習表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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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與實施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第一關：揚德亭題目 

1.小朋友，請你觀察涼亭上方，並和同學一起討論，你們看到哪些圖形？請將你們發現的圖形名

稱寫在第一張學習單上，並畫出一張圖，標示出你所發現圖形的位置。 

 

2.小朋友，請你利用你們所攜帶的工具實測量涼亭紅柱的高度，並寫下你們所使用的方法。 

 

3.請你利用所攜帶的工具實測量涼亭底座正六邊形的周長，並估算這個底座的面積。請將你們測

量與計算的方法，繪製簡圖並標示尺寸及說明方法與過程。 

第一關 

揚德亭 

•圖形辨識 

•長度、面積 

•第一關學習單 

第二關 

半圓椅 

•長度 

•圓 

•第二關學習單 

第三關 

風格畫境 

•正方形與長方形 

•周長與面積 

•因數與倍數 

•第三關學習單 

第四關 

重建花
園 

•周長、面積 

•角度 

•第四關學習單 

第五關 

神射手 

•統計圖表 

•第五關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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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關：認識揚德亭 

    本關位於校門左側，為學校具歷史意義的涼亭(如圖 3-1-1)。藉由觀察與實測，讓學生更了

解揚德亭的外觀與結構，配合數學單元作實測計算，並在活動與討論中解決生活中的數學問題。 

 

  

圖 3-1-1 揚德亭外觀 圖 3-1-2 揚德亭頂部 圖 3-1-3 揚德亭底座 

第一關 認識揚德亭：平板電腦指示內容 

  

 

   

第一關 認識揚德亭：活動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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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關五彩半圓椅題目： 

 

1. 小朋友，請你利用所攜帶的工具測量半圓椅所圍內半圓直徑與外半圓直徑的長度(紅線的小半

圓與大半圓)。 

2. 請利用你所攜帶的繩子圍出內半圓與外半圓，並測量此內半圓與外半圓的周長。請將你的測

量方法與作法寫下來。 

3.用 2.測得的周長分別除以 1.測得的直徑，得到兩數值。說明直徑與圓周的倍數關係。 

第二關 五彩半圓木椅 

        本關位於進校門右側前庭，共有三座。牠是由五彩木條裝拚而成，平常是學生休憩與聊

天的場所(如圖 3-2-1)。藉由觀察與實測，讓學生更了解木椅的外觀與結構，配合數學單元作實

測計算，並在活動與討論中解決生活中的數學問題。 

 

  

圖 3-2-1五彩半圓木椅 圖 3-2-2  圖 3-2-3  

 

第二關 五彩半圓木椅：平板電腦指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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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關 五彩半圓木椅：活動相片 

 
 

  

 

四、第三關風格畫境 

小朋友，你是否曾注意到，南棟教室附近有一道短牆，短牆上有一幅由一塊塊在矮牆上一

正方形小磁磚所拼成的藝術牆面─「風格畫境」。請前往此處，並且依ＱＲｃｏｄｅ提示完成第

三關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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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關：風格畫境題目 

 
1. 這是一幅由小正方形磁磚拼貼而成的圖畫。請你用攜帶的工具測量這個「風格畫境」（所有磁

磚都要）的周長面積。請說明你的測量方法。 

2. 依現有磁磚數，拼貼不同矩形格畫，有哪幾種拼法。並說明其周長的變化 

（１）請你數一數，這幅「風格畫境」共使用了多少塊磁磚。 

（２）如果是用相同數量的磁磚，可以排出多少種不同的長方形圖形，請將你的想法寫 

     （畫）下來，並計算出每個長方形的周長。 

 

第三關 風格畫境 

        本關位於進校門右側前庭圍牆前，牠是由彩繪瓷磚裝拚而成，由學生與老師共同創作而

成的作品(如圖 4-2-1)。藉由觀察與實測，讓學生更了解長方形面積與週長計算。於等面積的條

件下去解解長與寬的變化量，引入因數與倍數的關係。解決生活中的數學問題。 

  

 

圖 4-2-1風格畫境 圖 4-2-2  圖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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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關 風格畫境：平板電腦指示內容 

  

  

第三關 風格畫境：活動相片 

  

  

第四關：重建祕密花園  

小朋友，你是否曾注意到，東棟教室北面樓梯旁有一塊三角花圃。請前往此處，並且依ＱＲｃｏ

ｄｅ提示完成第四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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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關：重建秘密花園題目 

1. 小朋友請你用攜帶的工具，分別測量此三角花圃的邊長，請將你的想法寫下來。 

2. 請利用上題測量的結果，畫出此花圃的簡圖，並計算此花圃的面積。請將你的想法寫下來。 

3. 請你們利用所攜帶的工具，測量此花圃的內角的角度各是多少。 

 

第四關：重建秘密花園 

本關位於校園後方，屬北面樓梯旁東棟教室前的一塊三角花圃， 

  

 

圖 5-2-1重建秘密花園 圖 5-2-2  圖 5-2-3  

 

第四關 重建秘密花園題目：平板電腦指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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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關 重建秘密花園：活動相片 

  

  
 

第五關：我是神射手 

請前往籃球場，兩人一組進行投籃。 

 

第五關：我是神射手題目 

小朋友，請你們每兩人分成一組（分成第一、二、三組），各自尋找一個籃球架，站在罰球線上

進行投籃。每人每次投十球，進行兩回合，並將個人在兩回合中投進籃框的次數，記錄在學習單

中的表格內，再依總計次數繪製出長條圖。 

 

 

 

 

 

 

 

470



2016年第八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數學教學工作坊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6The Eighth ICTME and Workshop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第五關：我是神射手題目：平板電腦指示內容 

 

 

  
第四關 重建秘密花園：活動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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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總以為：數學是教室內的、書本上的事；其實，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可進行教學活動，

「數學步道」就是要將小朋友帶出教室，到戶外進行教學，同時以周遭的環境為教材，並藉此創

造親子或師生間互動學習的經驗。看過許多的數學步道，感覺非常的棒，不過無法應用在自己的

學校中，畢竟每個學校的環境有所不同，因此，趁著到教育研究院研習的機會，重新思考數學步

道的特質，希望能運用學校的環境，提供生活化的數學問題情境，讓學生依據已具備的數學能力，

主動探索、推理、實作，以求出答案，進而認識校園之美，使數學的學習能落實於生活中。 

本研究以校園為範圍，將校園的各個跟數學有關的景點都加以分析和討論，選取五個場景，

進行數學學習步道闖關活動。內容涵蓋數與量、圖形與空間、統計等主題。針對以上的想法，我

們根據九年一貫數學新綱各年級的分年細目的學習內容，結合本校校園情境，共同找尋可以配合

上述數學概念的校園情境主題，透過多次的討論，發展出屬於北屯區此國小的數學學習步道。這

條步道便是以數學為出發點，以校園環境為背景，讓數學與環境做結合，來達到數學生活化、生

活數學化的學習情境。藉由分組合作闖關活動，從中觀察紀錄解題歷程。已詮釋性研究分析學生

在各單元的學習表現。 

 

活動中所選取的五個學生活動場景中，各活動設計內涵分析如下： 

 

一、認識揚德亭：觀察歷史性的建物，說出他涵蓋的幾何圖形即實測面積。 

二、五彩半圓椅：認識圓周、長度的估測與實測。 

三、風格化境窗：長度的估測與實測、因數倍數的問題。。 

四、重建後花園：能計算出三角形的面積及高度及實測三角形三內角度數。 

五、我是神射手：統計投籃命中數，繪製統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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