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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六年級學童分數乘法文字題解題情形研究 

 
 蔡莉雯 1 謝闓如 2

 
1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系 ama101102@gm.ntcu.edu.tw 

2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系 khsieh@mail.ntcu.edu.tw 
 

摘要 

 本研究是在探索國小六年級學童分數乘法文字題解題情形，以自編試卷，針

對台中市南屯區某國小六年級學生 24 人實施施測，分別進行分數概念的測驗與

分數乘法文字題測驗，並在施測後進行分析，挑出 3 位學生進入晤談，欲透過晤

談了解學生的解題想法。故本研究目的為探索國小六年級學童在分數乘法文字題

解題實踐上的自我闡釋。研究結果發現如下： 

一、學童在計算文字題時，因為題目中數字非整數形式而是分數形式，造成作答

情形有所差異。 

二、學童在讀文字題時，會以先前的先備知識抓出關鍵字，而後因關鍵字的影響

作出對應的列式。 

三、學童讀題後，會嘗試運用乘法的方式或是除法的方式來解題，解完題目後用

算出的答案和題目的情境做對照，觀察哪一個答案符合題目的意思。 

 

關鍵字：文字題、分數、分數乘法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依據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2003）將「有理數」視為國小的核心課

程之一，也對學生是有挑戰的教學單元之一。國小所注重的「有理數」就是在分

數的學習，對學童來說分數是具有多重意思，難以駕馭（呂玉琴，1991；教育部，

2003）。又加上，教師在進行分數意義及運算上，所使用的教學情境和評量使用

的情不太相同，以致學生常有挫折產生（甯自強，1997）。 

在國小階段，分數是被歸類為最難的教材（洪素敏，2004），但是分數乘法

概念又是會影響往後多單元的學習，對於學生來說分數乘除法相當抽象，所以學

生對分數乘除法的意義並不瞭解，常常用算則背誦以致產生很多錯誤（黃寶葵、

劉曼麗，2012）。 

根據上述觀點，本研究以臺中市南屯區某國小六年級一班學童為對象，進行

兩次測驗及晤談，希望觀察學生在分數乘法文字題上的表現及找出學生迷思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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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國小六年級學童分數乘法文字題解題情形，藉由兩次測驗

及晤談，探索學生於分數乘法文字題上的表現及對題意的了解程度。 

根據上述動機，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為：探索國小六年級學童在分數乘法文

字題解題實踐上的自我闡釋。 

 

貳、文獻探討 

一、分數的概念 

分數的英文為 fraction 是由拉丁文 frangere 演變而來的，意思是破碎、分開

的，因此分數這個詞用來表示一個單位被分開的某些部分（趙文敏，1985）。 

各國對於分數的意義有不同的看法，以下分別提出 2 位學者： 

1. Kieren（1976）提出分數的五個結構： 

A. 部分-全體（part-whole）：包含比、商、乘法運算、測量等四個結構。 

B. 比（ratio）：即 p / q，其中 p、q 為整數且 q≠0 的數。 

C. 測量（measure）：分數是數線上的測量或點。 

D. 商（quotient）：形式為x=p / q，其中 𝑥 滿足方程p x=q。 

E. 乘法運算：例如，延伸、縮短；如甲有 20 元，乙的錢是甲的
4

1
 ，已

有多少錢？
4

1
有了乘法運算的意義。 

2. 林碧珍（1990）將分數的意義分為五個模式： 

A. 部分-整體模式：全體區域內的部分區域。 

B. 子集合-集合模式：集合中的部分集合。 

C. 數線模式：數線上的一個數值，為連續的。 

D. 商模式：兩個整數相除的結果。 

E. 比值模式：二個集合或是二個度量相比的結果。 

由上述兩學者可以清楚知道，分數概念一定包含部分-全體、比、商及數線

上的表示。其中，Kieren（1976）提出的乘法運算也有比的意思，而林碧珍（1990）

所提出的子集合-集合模式則有部分-全體的意思。 

 

二、分數的乘法 

在分數乘法上，Kieren（1993）認為分數乘法是別於加法之外的，無法用「連

加」來說明，且其中數字被視為乘法運算的合成函數。Armstrong 和 Bezuk（1995）

這兩位學者認為學童於學習加法和減法時，能夠使用真實的物體將算式賦有意義。

但是於乘法運算中，學生先理解兩數之間的關係及意義才能抽象為算式（引自蘇

薇蓉，2009）。故學童必須從等分經驗中了解「部分-全體」和「倍數關係」，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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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概念轉換成符號。而 Dickson, Brown, and Giboson（1984）將分數乘法的解題

模式分為兩種，其中有「面積的乘積」模式與「部分－整體區域面積」模式，為

解題的方法（引自蕭弘卿，2009）。因此由敘述可知，分數乘法對學童是抽象且

具有多種意義的概念。 

 

三、乘法文字題結構 

Greer（1992）將乘法文字題歸類為十類：等組（equal groups）、等量（equal 

measures）、速率（rate）、單位互換（measure conversion）、倍數比較（multiplicative 

comparison）、部分/整體（part/whole）、倍數改變（multiplicative change）、配

對（Cartesian product）、陣列（rectangular area）、量的積（product of measures）。

以上問題情境中，而乘法文字題大都針對等組型、倍數比較型、配對型、陣列型

四種類型來進行探討，以下為這四種乘法問題情境說明： 

(一) 等組型問題情境：是每組個數相同，將每組含有相同數量的物體聚集   

在一起後，問全部物體數量（總量）有多少的問題。 

(二) 倍數比較型問題：是一種常以「某一個是另一個的多少倍」來敘述的情

境，此種比較型問題牽涉到基準量和比較量二個量。 

(三) 配對型問題：是描述一種有序對（order pair）關係，每一個有序對都是

由一個集合的每一個元素與另一個集合的所有元素有順序的組合而成。 

(四) 陣列型問題：是問題中的物件呈方陣（矩陣）排列的一種乘法問題。 

本研究將以以上三種乘法文字題類型作為出題，分別為等組型、倍數比較、

陣列型問題，也就是題目類型中的群組、比例、倍數關係、矩形面積。 

 

四、數學解題 

文字題解題上，研究者整理二位學者所提出的解題策略，如下： 

(一) Polya（1945） 

1. 了解問題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了解題意、問題目標、已知

條件以及題意中所有能運用的條件。 

2. 擬定計畫 (devising a plan)：根據題意，找出未知數與已知數之間

的關係，從自我的舊經驗中搜尋相關性的問題或數學概念，建立獲

得答案的想法。 

3. 執行計畫 (carrying out the plan)：執行所擬定的計畫，將解題計畫

付諸實現，並仔細檢查每一步驟。 

4. 驗算回顧 (looking back)：根據題意的條件，對答案再做一次的驗

算或回顧答案之正確性與合理性。 

(二) Schoenfeld（1987） 

1. 理解 (Read)：閱讀問題。 

2. 分析 (Analyse)：簡化或重述問題。 

3. 探索 (Explore)：探求問題已知和未知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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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計劃 (Plan)：訂定解題計畫，並評估其適當性。 

5. 實施 (Implement)：執行解題計畫，並檢查是否依解題計畫執行。 

6. 驗證 (Verify)：檢查解題結果是否正確合理。  

上述學者的觀點，儘管每位學者對解題歷程各有不同的觀點，但其實在

解決問題的路徑上是一致的。像 Polya（1945）所提出的了解問題、擬定計畫、

執行計畫、驗算回顧，分別對應到 Schoenfeld（1987）所提出的理解分析、

探索計畫、執行、驗證。在面對問題時，皆是閱讀、了解問題與察覺問題，

再去分析和整合問題，並與自己的先備經驗做連結，擬定解題的計畫，形成

解決問題的策略；最後進行計畫的執行，在計畫執行期間，發揮監控的能力，

評估解答的合理性。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正式施測樣本為臺中市南屯區某國小六年某班學生共 24 人，由研究

者在 106 年 11 月下旬利用兩天的早自修分別分數乘法先備概念及分數乘法文字

題的施測，並於紙筆測驗，經學生答題表現及分析，挑選成績為班上較低分之 3

人（2 位男學生及 1 位女學生）進行晤談。 

 

二、研究工具 

(一)試題編制 

為了解學生在分數乘法文字題上的解題過程，試題的主要方向是由甯平獻

（2010）主編的數學教材教法中乘法問題五大類型作為依據，並參考現行各版本

南一、康軒、翰林，三個版本的課本及習作有關分數乘法文字題的題目，進行題

目編制。為確保學生概念是分數乘法文字題上出現狀況，所以先行測驗學生的分

數乘法先備概念，再行測驗學生分數乘法文字題。 

在分數乘法先備概念試題中，包含整數乘法文字題及分數概念。整數乘法文

字題題目類型是由於第二階段的分數乘法文字題有相關的群組、比例及矩形面積

三大類型所組成三題。分數概念是測學生能否用表徵表示分數、分數間比大小及

擴分約分的關係，外加四小題分數乘法文字題中會出現四個類型的文字題。 

則分數乘法文字題測驗卷中，將四大類型文字題分別有群組、比例、倍數比

較、矩形面積，再依各類型的題目問題及情境細分為整數乘以分數、分數乘以整

數及分數乘以分數出題，共 11 題。 

(二)晤談大綱 

於施測完分數乘法文字題測驗卷後，依據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及欲了解學生對

於本測驗試卷的理解狀況進行晤談，以下為晤談大綱： 

1. 你能不能將問題情境用自己的話說出來？或請你將問題情境用畫圖表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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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2. 為什麼這樣列式？為什麼這樣算？ 

依據上述的晤談大綱，從第一項及第二項為研究者欲清楚明白學生對題目的

了解及為什麼會做出如此的列式，探討學生是依據題意上的哪些因素或是學童先

前的概念。 

經過預訪談後，研究者覺得訪談大綱中的第一項有點不足，因為學生可能會

以不會畫或者是畫不出來而不能完成第一項的題目，因此可能無法深入探討學生

是否理解題目，故研究者將第一項問題依題目的意思逐一引導學生，如下： 

1.如果一盒 18顆，畫出來是這樣，那請問要怎麼畫出弟弟吃幾顆？(群組，類似

試卷第 11題) 

 

 

 

 

 

2.如果 1 平方公尺，畫出來是這樣，那請問要怎麼畫出長方形花園？(面積，類

似試卷第 7、8題) 

 

 

 

肆、研究結果 

一、分數乘法文字題測驗分析 

於測驗後的分析，發現學生在概念為比例題目類型為整數乘以分數和概念為

倍數比較題目類型為整數乘以分數是全員答對的，而概念為矩形面積題目類型分

數乘以整數是低分組學童完全答錯。其餘類型，難度分別為 0.67 或 0.83，可以

得到有超過一半的學生都能正確作答。 

 

表 1 (一) 分數乘法文字題的鑑別度和難易度 

概念 類型 題號 鑑別度 難度 

群組 整數×分數 
1 0.33 0.83 

11 0.33 0.83 

比例 整數×分數 5 0 1 

分數×整數 9 0.67 0.67 

分數×分數 4 0.67 0.67 

倍數 整數×分數 1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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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 分數×整數 6 0.67 0.67 

分數×分數 2 0.33 0.83 

矩形 

面積 

整數×分數 3 0.33 0.83 

分數×整數 7 1 0.5 

分數×分數 8 0.67 0.67 

 

二、分數乘法文字題測驗訪談結果 

(一) 學童用關鍵字來列式 

在整數四則運算文字題中，學生常常因為某幾個關鍵字而將算式列為他所

認定的樣子，例如：共有多少個？學生因為看到「共」而將算式列為加法。那在

本研究中，是否學生也會在分數乘法文字題中犯下此種迷思？ 

 

原案一 

S：我是看他的方式是怎樣，如果他題目有問說像這個他吃了幾顆糖

果呢，我就是用乘的 

T：你說他寫吃了幾顆糖果你就用乘的？ 

S：因為他說爸爸喝的是妹妹喝的 2
4

1
倍 

T：喔。所以你是看到他喝了幾分之幾倍，所以用乘的？ 

S：對 

T：是這樣嗎，那所以你這一題 這個第六題你也是用乘的嗎因為你看

到倍？ 

S：對 

T：第六題他是說紅豆重 1
5

2
公斤然後綠豆重紅豆的 3 倍，所以你就拿

用？ 

S：乘的 

T：乘的，是因為什麼字，還是其實是看完這整個敘述你才用乘的？你

有看到什麼東西嗎？ 

S：因為他說一包綠豆的重量是紅豆 3 倍 

 

在學生的對談中，透過學生說：「像這個他吃了幾顆糖果呢，我就是用乘的」、

「因為他說爸爸喝的是妹妹喝的 2
4

1
倍」和「因為他說一包綠豆的重量是紅豆 3

倍」，可以推測學童是看到關鍵字「倍」或是單位轉換了，而將題目列式為乘法

算式，因此研究者認為學童並未真的了解乘法文字題的題意，並且無法將自己所

列出的算式和題意作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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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童使用嘗試錯誤的方法，再將答案和題意對照是否正確 

學童在做整數四則運算文字題時，常常會運用嘗試的方式來找出適當的答

案，會運用先前學過的加減乘除作為基礎，帶入算式中，算出來的答案再和題意

做對照，若符合題意就為該答案，那在分數乘法文字題中是否也會有這樣的學童

呢？ 

 

原案三 

S：因為用除的話，就會變成多了 

T：多了，喔~你怎麼知道他變多了？用除的話怎麼變多的？就除除

看，是嗎？ 

S：點頭 

 

T：好，然後你就用甚麼，用乘的跟用除的都試試看，是這個意思 

 嗎？結果試出來發現除的太多了，然後你就把他用乘的，這樣嗎？ 

S：恩  

 

T：為什麼用乘的 

S：因為算出來的答案比較大 

T：喔，算出來答案比較大！為什麼？喔，你跟剛剛第一個一樣是不

是？先用乘的，先用除除看再用乘乘看，看哪一個答案比較符合

這個題目在說的是嗎？結果你發現用乘的時候得到的是 3 碗，阿 

3 碗會是爸爸會喝的量，那你怎麼不會覺得爸爸會喝的比妹妹

少？ 

S：恩~因為爸爸就是喝了妹妹的 2
4

1
倍呀。 

T：喔~因為她喝了 2
4

1
倍，所以他要變？ 

S：大 

 

在學生的對談中，透過學生說：「因為用除的話，就會變成多了」及「因為

算出來的答案比較大」，可以發現學生在計算文字題時，會先使用乘或者是除來

計算出答案，再觀察答案是否和題意相符，若有一個不相符，則會選擇使用另

一個，這樣的計算和列式，表示學童在算分數乘法文字題時，並沒有真正了解

題意就去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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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及建議 

一、討論與結論 

研究者統整本研究的結果，發現以下三項 

(一) 發現學童會因為整數和分數而有文字題解題上的差異 

從整體看來，四種文字題題類型中，大部分題型都是一半以上的人數寫對，

其中在比例及倍數比較題型中的整數乘以分數是全對，而其他題型整數乘以分數

有少許寫錯的狀況，所以此可知學生題目中整數和分數的數字對學生有解題上的

差異。 

(二) 學童用關鍵字來列式 

由對學生的晤談中，可以發現學生在看到關鍵字「倍」都會使用乘，所以發

現學童在讀文字題應用時，會抓出常見的關鍵字而後做出列式在計算。 

(三) 學童會用乘和除來判斷哪一個適用於題目內 

於另一個晤談學生，發現學生在解題時會嘗試不同的運算符號，而做列式計

算，再從計算後的答案和題意做對照，看是否符合題意，若符合題意就將答案視

為該題解答。 

 

二、建議 

(一) 教學上的建議 

透過本研究，研究者發現學童會使用關鍵字及運用嘗試錯誤的方式去發現答

案是否與題意不符來做解答，因此研究者建議教學者能先讓學童完全理解題意，

而後再做列式，而列式完後能夠跟題目做對應，再進行計算。這樣不但會減少學

童不清楚題意而作答，也會使學童能夠清楚的知道分數乘法的概念。 

 

(二) 未來的方向 

本研究為探索分數乘法文字題的自我闡釋，建議未來研究者能夠加廣探索至

分數除法文字題，可以更深入的探索學童面臨分數乘除會有如何的反應或是乘除

無法分清楚，這樣兩者童時研究時的結果，更加利於教學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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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performanes and understandings 

of 6
th

 graders’ on solving word problems regarding fraction multiplication. 

Twenty-four 6
th

 graders’ of elementary school at Taichung Nantun District were 

chosen to take a word problem test of fraction concept and fraction multiplication. In 

addition, 3 out of 24 participates were for further chosen to interview based on their 

written respons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Students’ answer of word problems of fraction multiplication were caused by their 

experience on word problems of whole number. 

2. Some students used key words of word problems depend on their prior knowledge 

and influenced their solving. 

3. Some students used trial-and-error methods which answers fit the situation better. 

They made decisions by analyse multiplication or division. 

 

Keywords： Word problems, Fraction, Fraction Multi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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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素養導向教學：七年級以密碼為主題之 

代數課程與教學設計 

 
 蔡育知 

ugeesana@gmail.com 

 

摘要 

十二年國教之新課綱將於 108 學年正式實施，而素養導向教學在國教的提倡

下，如何進行有效的素養導向課程設計，為轉銜階段教師迫切的需求。國中七年

級的代數課程中，一元一次方程式的課程為學生由具體的算數計算，轉換至抽象

代數思維的概念層次轉銜單元，而此重要的課程要如何進行數學素養導向的教學，

為當今教學現場教師們希望能多探討的。 

本教學與課程於是針對上述教學單元，搭配密碼為主題，以素養導向的方式

設計教學模組，內容至少涵蓋四個子單元，相關主題亦可進行跨領域規劃。數學

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設計之案例，實施後有效引起學生學習興趣，於是將設計的

過程、想法、反思與結果與諸先進分享，彼此切磋成長。 

 

關鍵字：數學素養、密碼、代數、方程式、教學設計 

壹、緒論 

國家基礎教育為能培育與國際先進國家齊驅的優秀人才，十二年國教參照國

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ISA：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強調

素養教學，而數學素養在臺灣本土經驗下，李國偉、黃文璋、楊德清、劉柏宏(2013)

於教育部提升國民素養實施方案中，定義數學素養為：「個人的數學能力與態度，

使其在學習、生活、社會、與職業生涯的淨脈絡中面臨問題時，能辨識問題與數

學的關聯，從而根據數學知識、運用數學技能、並藉由適當工具與資訊，去描述、

模擬、解釋與預測各種現象，發揮數學思維方式的特長，做出理性反思與判斷，

並在解決問題的歷程中，能有效地與他人溝通觀點。」，而此與過往偏向數學知

識導向的教學而言，更強調實際情境脈絡下面臨問題時，辨識與數學的關聯，透

過數學思維或工具，做出有效判斷，並能與他人溝通。故教師面對十二年國教，

實際教學場域所產生的困境，其實面臨的並非課本出版或數學內容的變動，而是

要如何在課程中，使學生能從實際情境經驗中獲取數學思維並運用數學工具，且

還能進一步的與他人溝通。而在此情形下，教師相對需增強的能力，為增強妥善

運用自身環境或情境，自主設計課程，而使學生能有效地從課程中獲得相關數學

能力。 

 

一、課程設計的動機與背景 

基於以上現場教師對素養課程設計的需求，本論文以素養導向的觀點出發，

運用情境教學設計數學主題課程，並運用於實務的課堂，作為十二年國教施行時，

進行課程設計的參考及討論案例，透過教師群體間學理與實務上的彼此切磋，得

有效增長教師課程設計能力，積極面對未來素養導向的教學。由於筆者於完全中

學任教時，尤以階段的主題式教學，數學課堂包含七年級之班級，須自行設計課

程，用以提高學生對學習的專注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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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數學課程綱要在七年級數學能力的培養，認定七年級代數方面的能力須

完成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以及二元一次聯立方程組於平面圖形的教學，而在數

算方面，我們亦看到負整數、分數的運算亦是在七年級教授，於是從正式進入未

知數後，列式、一元一次方程式、解一元一次方程式等內容，便安排於七年級上

學期末段，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內完成，如此方得於七年級下學期，順利銜接進行

二元一次聯立方程組的教學。 

然就數學學習心理的角度，從算數計算的具體操作思維型態，轉換到更抽象

的代數型，學習思維有層次的差距躍升，不僅與數學知識有關，亦與大腦在這階

段是否發展成熟有關。七年級一元一次方程式的課程，開始運用未知數 x 的代數

型，為中學街段算術思維過渡至代數思維之關鍵課程，學生於課程適應銜接的情

況、運算的能力以及學習興趣等，都可能間接影響學生接下在代數方面的運算學

習。然七年級學生剛入國中班級未滿半年，對於閱讀理解課本的學習狀況尚待熟

悉，大腦整體而言尚未如八年級、九年級般的發展成熟。於是面對七年級須開始

熟悉抽象概念的學生，教師通常須透過一些和八年級、九年級1教學較不同的方

式，以具體至抽象的模式，進行一元一次方程式的教學，以順利協助學生進行思

維轉換理解層次的提昇。 

於是，如何設計一個素養導向的課程，內容坐落在教導未知數概念，結束於

一元一次方程式的求解，時間規劃在一個月的時間內之數學主題課程，運用於七

年級上學期的班級，變就成了當時在進行教學的構想。而此代數主題的課程設計

實施後，以質性行動探問理解學生上過課程後的學習感受，得到此次以情境素養

編排的課程設計，對一般七年級班級學生而言，對學習興趣具整體提升效益。 

 

二、課程設計目的 

在以上背景與動機下，於是開啟了一系列的數學課程設計，而相關的課程設

計除希望達素養導向的教學外，尚須包含建立七年級學生代數能力之分年細目

7-a-01 至 7-a-09 的能力(如表 1)。 

表 1 七年級代數能力之分年細目 

年級 培養能力 

七年級 7-a-01 能熟練符號的意義，及其代數運算。 

七年級 7-a-02 能用符號算式記錄生活情境中的數學問題。 

七年級 
7-a-03 能理解一元一次方程式及其解的意義，並能由具體情境中列出

一元一次方程式。 

七年級 7-a-04 能以等量公理解一元一次方程式，並做驗算。 

七年級 7-a-05 能利用移項法則來解一元一次方程式，並做驗算。 

 

而酌列出此次七年級課程設計目的： 

 

(一） 以素養為導向的課程設計； 

(二） 以主題為主的系列課程； 

(三） 有效提升學生數學學習興趣； 

(四） 有效輔助學生學習從具體運思至抽象概念，加深學習印象； 

                                                 
1數學領域根據學生的學習方式與思考型態，將九年國民教育區分為四個階段：階段一為一至三

年級，階段二為四、五年級，階段三為六、七年級，階段四為八、九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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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所設計之課程內容，至少含達七年級代數之分年細目能力。 

 

表 1 關於七年級代數分年細目 7-a-01 至 7-a-09 之能力內容，涉及未知數概

念的建立，以及方程式的學習。未知數代表一個可感到似乎存在卻未知的數，對

於喜歡科幻想像的七年級、八年級學生，看到「未知的事物」很容易與「秘密」

產生聯想，且方程式的學習主要在方程概念的建立與解決過程，類似的意義亦恰

好對應到密碼學中加密與解密的過程。 

課程施行時，為電影《模仿遊戲(The Imitation Game)》上映約已年餘，部分

學生對當中的內容有概略印象，且密碼相關的概念若運用於國中數學課程，恰搭

配綜合課程中，童軍的旗語教學，生活科技課程中的程式語言實際上機實作，以

及輔導科的生命密碼課程設計，彈性課程亦可安排講解《模仿遊戲》電影講艾倫

圖靈傳奇一生等，故亦相當適合作為跨科授課使用。於是當時在環境、學科適配

性以及學生興趣考量下，選以密碼主題進行七年級的代數素養教學授課。 

 

貳、文獻探討 

由於教師進行課程設計，所採用的方法與模式和諸多相關，大抵除教育環境

因素影響外，更與學科專業以及學生學習時的狀況息息相關，而以上這三方面的

考量上，在學生學習方面，由於我國的數學能力指標與分年細目為諸多數學教育

專家，根據學生學習的理論與實務所建立，當初規劃時更已完整的幫全國教師，

考量學生進行數學學習時的心理與行為，有效區分階層的教學，以保障全國的數

學教學是為完整，在理論與實務的強有力的背景下，對於一般學生，我們可安心

的尊重專業見解，直接採用現行的數學分年細目，即可初步顧慮到一般學生在學

科學習的知識接受情形，其餘對於學生面向需注意的，則以學生個別背景下的多

元情形，而這方面多為現場教學的師生互動。故在學生學習面相方面，筆者採用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的分年細目顧慮學生的學習。 

於是以下則分別針對教育環境因素，即分別針對面臨十二年國教，數學課程

以素養導向課程設計的文獻；以及學科專業面向，亦即七年級算術思維轉換到代

數思維的重要性及發展，進行相關文獻探究，然由於算術思維與代數思維於動機

已略作介紹，故偏向介紹密碼歷史，作為情境方面之補強。 

 

一、 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 

未來的教育加強核心素養的培養，而素養導向課程與設計，林永豐(2017)提

出四點基本原則： 

(一） 連結實際的情境脈絡，讓學習產生意義； 

(二） 強調學生參與和主動學習，得以運用與強化相關能力； 

(三） 兼顧學習的內容與歷程，以彰顯素養包含知識、技能、情意的統整能

力； 

(四） 針對不同核心素養項目應有不同設計點。 

當中強調了情境脈絡，而使學習產生意義，強調參與與主動學習，重視歷程

等，而不同核心素養，設計要點確有不同而需分科探討。至於數學課程方面，若

以教學模組的系列課程設計，單維彰(2017)透過訪談教學現場教師與分析所執行

的教學模組後，提出識別數學素養導向教學模組的六項原則： 

(一） 透過現實情境、寓言故事或數學史引入教材，營造數學學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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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任務鋪陳數學學習脈絡，引導學生進行探索與發展概念；  

(三） 讓學生運用相關數學知識與能力解決問題，提出合理的觀點與他人溝

通；  

(四） 教材安排從具體到抽象，提供學生有感的學習機會； 

(五） 教材設計具備多重表徵； 

(六） 學習任務具備形成性評量的功能，以評估與促進數學學習。 

當中亦對情境的引入以及鋪陳學習脈絡，引導探索的部分特別加強，並有形

成性的評估，此外則強調具體至抽象的有感學習，故教材的設計除具體外，建議

選取可建立抽象表徵意涵之教具，而課堂中不僅須安排學生運用數學知識解決問

題的機會，更須發展出運用數學進行對話的能力。 

整理上述關於整體素養以及數學素養的課程，我們得到素養導向的數學課程

設計，整體設計大抵是以彼此相關之教學模組組成一體的貫串，在素養導向下強

調學習脈絡下的意義學習，當中尤須注重學生主動的形成過程，適當採用形成性

評量，而課堂知識建構的鋪陳，宜從具體至抽象，教材設計具具體及抽象的多重

表徵，從中培養以數學知識解決問題，進一步運用數學對話溝通的能力。 

 
二、 密碼的歷史 

密碼最早的誕生可追溯自《舊約聖經》，據內容記載巴別塔(Tower of Babel)

的插曲，敘述當時說同一語言的人們自大洪水後，為傳揚自我名聲免得被分散全

地，決定建立一座城和通天高塔，而神知道後便賜與這些人們語言不同的密碼，

使人們不論在口音或言語上，彼此不能溝通，不能明白彼此的意思，且把這些想

構築高塔的人們分散世界各地，至今密碼仍留由神封存。其次則追溯到西元前

19 世紀的埃及，當時所用的密碼用於巫師或秘密，故有神祕的面紗，此外西元

前 16 世紀的希臘，代表邁錫銘(Mycenaean)文明智慧成就的，亦有約瑟(Joseph)

夢境密碼等。 

而現在密碼被高度重視則因戰爭，密碼在戰爭中扮演重要解讀的關鍵。西元

前 58 年凱薩(Caesar)遠征高盧(Gallicum)，當時四面楚歌的西賽羅(Cicero)寄出一

封運用凱薩密碼的激勵信，而這種密碼運用字母挪移固定間隔完成，凱薩密碼因

此被視為當代密碼最早的奇緣。而密碼的工具使用，可追溯至西元前 5 世紀的斯

巴達(Sparta)所運用密碼棒工具，而是目前被公認發現最古老老的軍事密碼器；

而當今當今運用數字解密的開端，則源自西元前 2 世紀的波麗比奧斯(Polybius)

密碼，其運用棋盤格方式將文字轉換成數字。 

時間使密碼的使用漸漸精深，至二次大戰時期，加密工具已從密碼盤發展到

恩尼格瑪(Enigma)機，當中的密鑰程序即加密時遵循的法則，且密鑰可不斷變化。

而當時解密的主要功臣為主修數學的雷耶夫斯基(Rejewski)、羅佐基(Różycki)和

佐加爾斯基(Zygalski)，他們在 1930 年代破譯了恩尼格瑪機及其結構，然而當時

對這樣的結果並未好好運用。而隨著恩尼格瑪的日新月異，數學家圖靈(Turing)

亦參與了解密的工作，然他以所設計的計算機破解，亦影響了後世電腦的發展與

資訊化的生活。而不僅於戰爭，至今的密碼依舊運用數學工具扮演生活上相當角

色，以加密、解密的攻防捍衛著無以數計的資料。 

 

參、主題課程設計 

七年級代數之分年細目中，我們可看到七年級數學課須完成教授數學概念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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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包含符號、運算、一元一次方程式、以等量公理與移項法則解一元一次方程式

等。而上述概念須以階段性建構完成，故此主題系列依序至少包含以下變數、式

子、方程式，而方程式包含方程介紹與解方程，故分別運用亂數、晶片、密碼的

加密與解密作，以及公秤等量區進行素養導向課程設計，如圖 1 流程所示： 

 

而以上完整的主題課程流程，由四個子模組組成，包含變數至統整應用的過

程，而可作為完整單元模組，以下概述四個子模組： 

 

一、 變量單元 

 

（一） 課程目的：變量的課程目標，主要能以實際的狀況，讓學生切實感

受到，現實世界除實際的運算外，以 x 來代表未知某數具必要性，此外亦必要使

學生得感受到，x 若我們變動選取，則可代表選取後不同的值。 

（二） 使用教具：抽籤桶、亂數表 ppt 或海報、學習單、筆電及網路 

（三） 教學歷程：從當下的環境尋找引起動機因子，例如當時學生們很在

乎公平性，於是透過這樣的情境，引導學生思考一個班級有這麼多人，每人條件

一樣，要運用公平的方式選一個目前還不知道是誰的同學，有什麼方法？在學生

們回答許多後(幾乎必然包含「抽籤」這個選項)，在黑板上大大寫個 x，開始介

紹生活中可能發生不知道，而用未知來代表的狀況，至於數字則以未知數x代表，

而建立未知數 x 後，我們可以運用 x 說出這個不知道的數，接下來可以進行哪些

運作，因而即使有部分未知，仍可以有完整的敘述。 

而後再由學生們所回應抽籤的這個答案，讓不同學生抽出一些簽，呈現黑板

上的提出未知數 x 可能變動，進而提到亂數，而介紹數學上另外一種公平的選取

方式，亂數表的號碼抽選，延伸到現代，可以電腦亂數選號等，整理出教學活動

連結的意義對照表如下表 2。 

表 2 活動連結意義對照表 

引導動機：人之於公義平等的看重 

分年細目：7-a-01 

運用方法：運用抽籤及大量跳動的數字，讓學生看到未知的代表性。 

 

 

圖 1 「代數密碼」主題課程流程圖 

變數 式子 方程式 解方程 統整應用 

未知數 

變量 

亂數 

代數式 

熟練代數
符號 

晶片 一元一次
方程式的
概念 

一元一次
方程式求
解 

密碼 

等量公理 

移項法則 

公秤
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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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具體 抽籤 實際抽籤 亂數表 電腦亂數 

數學概念 
為可公平選取

的方法 

看到所抽出的

號碼 x 會變動 

有更多筆資料

時可用的抽選

方式 

近代科技發展

貢獻，數學奠

基建立 

 

（四） 形成評量：包含課堂區分主動與被動應答的狀況、未知數 x 概念建

立的學習單書寫、亂數表課後作業、課中或課後的歷程概要書寫回饋。 

 

二、 式子單元 

 

（一） 課程目的：式子的單元，以具體物引起學生們創造的想法與樂趣，

介紹式子的正確書寫方式，以及式子如何計算，僅透過晶片替代簡略的函數概念

(未提到函數)做為銜接媒介開啟式子的操作，而晶片透過輸入不同值，可得到不

同的輸出值，且學生可很輕易地就感受到式子的強大功用，及會列式的重要性。 

（二） 使用教具：各色名片盒、可安插名片的盒形教具、隨堂測驗(熟練

式子化簡使用)、課本習作等(課堂勾題書寫或規定回家作業範圍等)。 

（三） 教學歷程：從回顧上次的講題未知數後，透過構思過程的問句與應

答，運用數線構圖介紹意義的講法，從簡單的數字 b、x、x+b、ax、ax+b、至更

多計算符號的一次式計算等，完整介紹正確書寫方式一遍給學生(在這之前記得

搭配抽籤提問)，並將一元一次式的書寫方式保留上述寫法在黑板上。而後拿出

附有可安插名片的盒形教具，介紹式子(名片，在此代表晶片)及函數(盒形教具，

在此代表機器)的功用，教師版的簡要說明如下：晶片往往是驅動機器的重要元

件，可透過安插不同晶片而使這個機器產生不同的功用設定。而如此的呈現，教

師如何教代數式呢？ 

先拿出一張名片卡，請一位學生寫剛剛學到的一元一次式概念，擇一個一

元一次式寫在名片卡上，而後拿這張名片卡安裝在盒形教具上，代表機器已經由

這個晶片所設定，而人們可以輸入不同的 x 值，就可計算出不同的結果。而後全

班每人將分到不同色名片數張，請學生設計晶片內的一元一次式設定(書寫過程，

教師一邊指導查看學生們的書寫是否正確，亦可引導學生進行特定的書寫)。而

後全數收回，而後選或抽取 1張學生所設計的晶片放入機器中，而後抽 2名學生，

抽到的學生則以自己的座號為要輸入輸入這個機器的數字，於在黑板的左右兩邊

進行機器內部的運算，而全班其他人則負責幫忙檢查，重複上述二至三次。 

而後，教師必須注意選取或留意一些，剛剛書寫過程看到式子較長，故計

算具有挑戰性的名片，在教學過程當中務必請學生先計算一次類似的式子，因較

長的一元一次式子計算很複雜，且學生易計算錯誤或感到疲累不耐煩，進而引導

出在進行晶片設計(在自己的卡片寫式子)時，式子化成最簡有其必要性及優點。

在學生理解式子化簡的重要性，進而想知道如何進行化簡後，方切入完整介紹式

子的化簡，然此部分涉及式子計算，務須於課堂中搭配隨堂練習進行，並規定計

算及操作型態的回家作業，範圍著重於式子的化簡與運算。而式子單元的教學活

動對照，則如下表 3： 

表 3 式子單元活動連結意義對照表 

 引導動機：人類創造的潛能與興趣 

 分年細目：7-a-01、7-a-02 

運用方法：運用晶片潛藏的函數概念，引導介紹式子及其值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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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具體 晶片設計 晶片放入機器 輸入號碼運算 複雜的設計 

數學概念 
一元一次式的

構造與書寫 
形成函數機 

代入式子求值

的計算 

式子化簡有其

便利性 

 

（四） 形成評量：包含課堂區分主動被動應答的狀況、上台表現、隨堂練

習、回家作業、課中或課後的歷程概要書寫回饋。 

 

三、 方程式單元 

 

（一） 課程目的：方程式的單元，除介紹方程式之外，並運用密碼概念，

營造開啟學生進行寫方程與解方程的動機與想法。 

（二） 使用教具：式子單元學生所寫上式子的名片、可安插名片的盒形教

具、從訊息的有效傳遞至訊息有加密解密設計的故事介紹 ppt。 

（三） 教學歷程：此次課程以一個全新單元的感受開啟，介紹訊息傳遞中，

因為不讓的三方閱讀到訊息而設計的加密與解密，並提到文字可進行數字的轉換

過程。之後拿出式子單元的教具，不僅回顧該單元所學，之後更將上單元盒形教

具的機器作為加密的機器使用，而後請三名學生上台，分別代表訊息產生者、加

密者與接收訊息者，其中訊息產生者給出範圍限制在 1 至 9 的未知數 a，而加密

者在收到 a 數字後，須透過加密機晶片上的式子進行運算，將計算出結果給收訊

息者。在一系列的活動學生已經理解加密的過程後，便開始問擔任收訊者的學生，

你收到的訊息是什麼？如果一開始不知道這數字，怎麼樣才可以從收到的訊息讀

到原本傳遞者給出的原始訊息？ 

在學生提出各類想法的過程中，教師便將剛剛收訊者由加密處接收的過程，

非常自然的列下方程式寫在黑板上，並強調此處的等號，進而介紹如此的寫法便

可稱之方程式，而後介紹可 1 至 9 代入式子看是否滿足方程式而求得解，須注意

每次講解的過程，仍需加強講解方程式中等號的重要，將完整的代入作法呈現於

黑板並講解後。再次抽選兩位學生擔任訊息產生者與加密者至一旁隱密運算後，

請學生擔任收到訊息需解出答案的人，每位學生均的在練習本上計算，而後再以

分組競賽的方式操作兩次，對正確解出答案的學生給予正增強，並發下此單元的

回家課後練習(內容包含如何列方程式的形成自學單，以及代入解方程的題目)。

而此單元活動與數學知識的對照如表 4： 

表 4 方程式單元活動連結意義對照表 

 引導動機：人具本能探究與好奇能力，進而具解開未知或秘境的動機 

分年細目：7-a-02、7-a-03 

運用方法：運用密碼的加密解密，營造學生寫方程式與解方程式的動機。 

現實具體 取數字 1 至 9 加密過程 解密 課後練習 

數學概念 
有限數字(便利

代入求解) 

列一元一次方

程式 

有限數字代入

式檢驗是否解 

方程式與代入

解方程總複習 

 

（四） 形成評量：包含主動被動應答的狀況、上台表現、分組合作情形、

課堂運算、回家課後練習。 

 

四、 解方程式單元 

 

（一） 課程目的：以認識並熟練等量公理為主，進而至移項法則，提供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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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求解外，其他更便利求解一元一次方程式的方法。 

（二） 使用教具：自製等臂吊秤(含秤與自選未知重量的可分割物品)、自

製特殊形狀的磁鐵(形狀包含蘋果數個、錢幣及 x 等)、課本。 

（三） 教學歷程：回顧一元一次方程式的意義，並請學生察覺當中與式子

的不同點，並看到當中等號的部分，進而引導學生關注等號的性質或規則。而後

拿出吊秤，以平日秤斤秤兩的對等至介紹等號，後請學生實際觀察吊秤兩邊平衡

時，其中固定某邊放未知物，另一邊放秤碼，而後分別考慮未知物的+−×÷四

則運算，並以對答的方式，引導學生思考另一邊的秤碼要怎麼處理，吊秤才會平

衡？將多位學生們的應答寫於黑板後，從中整理出等量公理的文字敘述，而後帶

領全班閱讀課本關於等量公理範圍敘述，進行閱讀理解文本的練習。 

下一步則反向操縱，即當吊秤的一方非僅未知重量的物品，且兩方平衡時，

要如何知道未知物多重？並把同樣的概念，運用兩堆價值相等的畫法畫在黑板一

側，黑板另一側則寫方程式，三個表徵同時運作，而在操作第三次後，將表徵直

接剩黑板上的二種表徵，使其專注於不同的方程式，如何以分推等量的方式求解，

持續至多數學生已看出簡單有規律的等量操作規則(教師亦可提供個別學生於桌

上操作之教具，讓每人實際動手操作，個別發現)。最後將實際操作的結果，回

到運用方程式書寫在黑板，並進行方程式一般規律的統整，課堂並備有隨堂練習，

並請學生熟練運用等量公理解方程。當學生們都寫好後，仍需引導回想如何判斷

這個數字是不是解，並提醒學生們將求得的解帶入檢驗，看解答是否正確。 

至於移項法則的介紹，則在上述活動後將黑板分三區，將兩堆以等號連結

之畫法畫在黑板一側，至於黑板中間與黑板另一側，則分別示以等量公理解方程，

以及移項法則解方程。然這次則特別著重於等量公理解方程，對應到的移項法則

運算的講解，同樣操作完整的理解後，將結果統整於黑板。此練習同樣須備隨堂

練習，並熟練移項法則解方程，最後須提醒學生們將所求出的解帶入檢驗解。 

表 5 解方程式單元活動連結意義對照表 

 引導動機：一般人們對於相等的處理原則，具多數共識。 

分年細目：7-a-04、7-a-05 

 運用方法：以對照建立具體物與方程式的抽象連結，協助釐清代數之結構性。 

現實

具體 
吊秤 

吊秤平

衡時兩

端的操

作 

於黑板上

以分堆等

量方式介

紹 

黑板上呈現

分堆等量與

方程式的對

照 

等量公理與

移項法則於

方程式上操

作的對照 

課後練習 

數學

概念 

現實世

界相等

之表徵 

等 量 公

理介紹 

等號在平

面上，以

不同表徵

的理解 

能從具體操

作到抽象方

程運算 

能感受到移

項法則的對

等與便利 

熟練等量

公理與移

項法則 

 

（四） 形成評量：包含主動被動應答的狀況、課堂運算、回家課後練習。 

而在此需特別補充，在學生學會等量公理與移項法則後，課程須回到方程式

單元中的解密碼的活動，以一元一次式設計兩方對戰時的密碼情境，接收訊息後

所進行一元一次方程式的求解，藉以觀察學生在解開解的熟悉度是否需加強、延

伸或加深等。另亦可自行設計與整個主題相關的題組，進行網路上的題目競答，

或實體對戰下的大地遊戲、密室逃脫遊等，如此整個模組方達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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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施與反思 

本素養導向的主題課程設計完成後，於七年級上學期一般班級課堂實施後，

可以看到因現實表徵的介入，學生的學習專注度確有提升。而密碼學主題，背後

所代表的其實是人本對世界好奇，進而引起自發的動機，成功的引起了注意力與

興趣，且明白抽象數學建立於平常生活上的意義，而能廣泛的從生活中查看各類

與數學相關的發現，進而促進學生間彼此分享。 

上述數學素養相關的課程設計實施，提升了整體的學習興趣，但課程設計仍

有不足處，例如學生在面對方程式時，可發現其對於其他非課程講述到的情境，

即非以晶片、密碼或蘋果的情境或表徵，仍會有思緒暫留而反應較慢的現象，而

看到學生在運算上仍非常在意實體，而看出此課程設計，在完整抽象思考的建立

方面，尚有加強空間，尤其需再經過純粹代數運算等更嚴謹抽象的練習一陣後，

方能漸漸跳脫一開始以情境刺激學習的狀態，而真正以代數思維進行結構思考，

進而可將所具的抽象概念運用到生活。而這樣的欠缺讓我們亦不禁反思，類似抽

象的練習其實是過去傳統教學下，學生若完整理解後可具備之能力，故不論傳統

教學模式或現今提倡的素養教學，筆者認為兩方均具備對數學真實本質傳承的重

要，而仍傳統教學與現實教學相輔為用的看法，以使學生能從獲得最大學習效益，

不致偏廢。 

而此課程實施後發現，素養導向的教學確就有感的能引發較高的學習興趣，

而運用主題式素養導向自編教材於課堂，除學生們的上課回饋，在教學的行動中，

教師亦會發現有許多延伸或深入知識，可於下次上課帶給學生更多，而透過行動

後的再行動熟練，不停反思、學習與探究，相信每個單元的教學與課程開發，在

諸多教師們的用心下，必朝向至善至美，而有益於學子們的良好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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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thematical Literacy-based Curriculum：A 

Curriculum Design of Algebra under Basic Cryptography 

Course for Grade 7 Students 

 
 Yu-Jr Tsai 

 

Abstract 
It's 2019’s that the K-12 Curriculum Guidelines will be implemented in Taiwan. 

Therefore, K-12 teaching abilities, literacy-based curriculum design included, are 

extremely valued. In grade 7 classes, simple equation un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o 

help students thinking from concrete calculations to abstract representations. We 

propose mathematical literacy-based curriculum design of such algebra courses in this 

place. 

To improv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mathematics, we use instructional 

modules in algebra under basic cryptography course design. This curriculum design 

includes at least four sub-units. Topics in this design also can be proposed as 

multidisciplinary teaching project in K-12 education.  

 

Keywords：mathematical literacy, cryptography, algebra, equation, Curriculu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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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Schoenfeld之解題分析架構探討國小五年級數學成就與自

我效能高低學生解題歷程與學習策略差異之個案研究： 
以高雄市某國小為例 

 
 李昱葳 

國立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 shomin88@yahoo.com.tw  

 

摘要 

  本研究是利用 Schoenfeld（1985）之解題分析架構探討國小五年級學童高

成就/高自我效能、高成就低自我效能、低成就高自我效能與低成就低自我效能

其解題歷程、解題行為和表現與自我調整學習策略的差異性。本研究為質性研究，

研究者以高雄市某國小四名五年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研究者利用非例行性試題讓

學生進行解題，透過放聲思考的方式記錄他們的解題想法，以作為之後的原案內

容再加以分析。研究結果發現數學成就愈高的學生愈具有足夠的數學知識，讓他

們的解題歷程較數學低成就的學生顯得更為流暢；另外，自我效能的高低則不僅

會影響學生的解題意願和堅持度，此外，研究也發現自我效能愈低的學生愈不會

主動地去監控本身的解題表現。最後，透過晤談的方式了解大部分的學生學習數

學的主要策略都是大量的練習題目，其次為上課聽講和模仿教師或課本的解題方

法，唯有高成就高自我效能的學生會選擇嘗試新的解題方法。 

 

關鍵詞：數學能力、自我效能、解題歷程、自我監控  

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 

  Stanic 和 Kilpatrick (1988) 認為培養學生有效地應用數學知識和技巧於不

同的情境中比答案是否正確更為重要，因為當學生在進行解題的時候會主動地思

考並採取最有效地解題策略 (Kilpatrick, 1985)，而非只是記憶題目而已。

Schoenfeld (1985) 認為研究者在分析學生的解題歷程時容易忽略他們許多內隱

的解題策略，因此他提出以巨觀的方式來分析學生的解題歷程，包括 1.讀題 
(Reading) 2.分析 (Analysis) 3.探索 (Exploration) 4.計畫 (Planning) 5.執行

(Implementation) 6.驗證 (Verification) 及 7.過渡(Transition)。在本研究中，研究者

也將採用此分析架構探討數學成就高低的學生其數學解題歷程的差異。 
   自我調整學習指的是當一個學習者在面對一個新的任務或挑戰時，他們會主 

動地調整本身的認知策略、動機和行為 (Zimmerman, 1988)。Desoete, Roeyers 和
Buysse (2001) 研究發現學生的解題表現和他們本身的自我調整學習策略相關，

也就是說當學生在面對數學問題時會透過調整本身的認知、動機和行為等方式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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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所設定的目標。例如：Montague & Applegate  (1993 a) 研究發現數學低成

就的學生因為本身的認知策略和後設認知能力的不足造成他們即使有很高的學

習意願卻無法完成數學解題，相反的，有些學生雖然具有足夠的數學知識卻因為

無法有效地應用在其他相似的情境上因而無法提升本身的數學成就和表現。因此，

研究者將探討數學成就高低的學生其在進行數學解題的時候，他們的自我調整學

習策略會如何地影響他們的數學解題表現和成就。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是利用 Schoenfeld (1985)的解題分析架構來探討數學成就與自我

效能高低的學生他們的解題歷程和自我調整學習策略使用的差異性，藉此提供相

關的建議給教師使其有效地幫助學生提升其解題表現和學習動機。 

三、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和目的，本研究之待答問題為數學成就高／自我效能高；

數學成就高／自我效能低；數學成就低／自我效能高；數學成就低／自我效能低

等四名學生： 
（一）解題歷程、解題行為與表現有何差異性？ 
（二）採取的自我調整學習策略有何差異性？ 

貳、文獻探討 

一、數學解題的歷程 

  Polya (1945) 在如何解題 (How to solve it) 一書中最早提到解題的歷程分為

以下四個階段：理解問題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 、擬定計畫 (Plan) 、完成

計畫 (Carrying out the plan) 、回顧解答 (Looking back) ，Polya (1945) 強調解題

策略的教與學，因此他在每個階段中都提出了許多的解題問題，也就是所謂的捷

思 (heuristics) 希望藉此可以提升學生的解題能力。另外，Garofalo 和 Lester 
(1985)更進一步地整合 Polya (1945) 所提出的解題歷程與 Flavell 和 Wellman 
(1979) 所提出的後設記憶 (meta-memory) 之概念，提出了認知－後設認知數學

解題模式，包含以下四個成分：定向(Orientation)、組織 (Organization)、執行 
(Execution)、確認 (Verification)，這個模式和 Polya (1945) 所提出的解題歷程模

式很相似，但他們更強調解題過程中的後設認知部分對解題行為的影響。最後，

Schoenfeld (1985) 認為影響解體的成敗因素包括：資源：就是個人所擁有的數學

知識和技巧；捷思：就是個人的解題策略和方法；控制：如何選擇和執行策略，

如何分配資源和決定計畫和監控等；信念系統：也就是個人的數學世界觀，而

Schoenfeld (1985) 認為其中又以控制對解題行為影響最大。從上述可以知道影響 
解題最大的因素在於學生的認知策略和後設認知策略的知識和技巧。 

二、自我調整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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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調整學習的定義指的是學生在追求目標的過程中，會不斷地自我調整本

身的認知策略、動機和學習行為 ( Zimmerman,1989 )。Zimmerman (2002) 更進

一步的說明自我調整包過三個循環階段和次過程，分別為 1.事前準備階段：次過

程為任務分析（i.e.,目標設定、策略計畫）和自我動機信念（i.e.,自我效能、結果

期待、興趣、價值觀、目標導向）；2.表現階段：次過程為自我控制（i.e.,印象、

自我說明、集中注意力、任務策略）和自我觀察（i.e.,自我紀錄、自我實驗）；

3.自我反思階段：次過程為自我判斷和（i.e.,自我評鑑、因果歸因）自我再反應

（i.e.,自我滿足或自信、適應或防禦）。由此可知，學生必須具備相當的認知策

略和後設認知知識和技巧（i.e., 確立目標、計畫、監控、執行、評鑑和紀錄）才

足以達到自我調整學習的目的。 

三、自我效能對解題歷程、解題行為及解題表現的影響： 

  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 指的是學生對於他們組織和完成數學任務能力的 
一種判斷 (Bandura, 1993)，而相關的研究則發現自我效能在大學生的解題表現中

扮演著預測者和中介者的角色 (Pajares & Miller, 1994)，Schunk (1991) 發現自我

效能較高的學生其學習成就也較自我效能低的學生好。因此，我們可以從學生的

自我效能中預測他們學業上的表現及認知策略的使用 (Schunk, 1985)。Collins 
(1985) 研究則發現自我效能較高的學生在面對具有挑戰性的問題時不僅會投入

較多的努力和時間在解題上，同時也會表現出呈現出較多元的自我調整學習策略

策略。另外，Pintrich, Marx & Boyle (1993)則認為學生本身的自我效能高低也會

影響他們的學習動機及自我調整學習策略的使用。 

叁、研究設計與程序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將透過個案處理之質性研究的方式，深入的觀察並分析數學成就高／

自我效能高、數學成就高／自我效能低、數學成就低／自我效能高、數學成就低

／自我效能低四名學生的解題歷程，同時透過放聲思考法及晤談的方式收集學生

關於數學解題歷程及數學學習相關經驗等資料，且全程配合錄影、錄音等方式將

所蒐集到的資料經轉錄的方式處理，並製成原案，接著再對學生的解題原案進行

分析，探討四名學生解題歷程、解題表現和行為及自我調整學習策略使用差異

性。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有三個，分別是本研究的研究工具有三個，分別是非例行

性試題、MSLQ 學習策略動機量表（Motivated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Questionnaire）（Pintrich &Groot, 1990）、和晤談工具，包括：半結構性解題自

我調整行為晤談大綱，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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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例行性試題的編制： 
1. 試題取材範圍：本試題的設計主要是參考「PISA 數學樣本試題 (OECD, 

2006 )」、「台灣 2011 數學素養試題」、五年級南一版第九冊數學課本及

習作內等題目編製而成，共六題。 
2. 試題編選原則：為了讓學生皆有成功解題的機會，因此試題的編寫原則會以

和他們的生活經驗相關。此外，為了避免學生採用單一機械式的方法回答，

每個題目都有兩種或以上的解法。 
3. 題型分類：分別為「數與量」(N) 、「圖形與空間」(M)及「邏輯與推理」

(L)三個向度，而題型包括題組及非題組兩種。 
4. 試題難度及鑑別度：為了瞭解非例行性的試題之可行性，研究者在試卷編製

完成之後，先與研究者任教學校的另一名五年級資深老師討論，並修訂題意

不清及表達不當的題目。接著，請該老師將此份非例行性試題發給班上25 名
學生進行施測，再根據施測結果計算此份試題的難度與鑑別度(如表 3-2)，
從表 3-2 得知這六個題目的難度從 0.36~0.68，而鑑別度則是在 0.65~0.79 之
間，由此可知，這份試卷的難度適中而鑑別度是高的。。 
表 3-2    
代號 試題名稱 數學概念 解題所需的 

知識與技能 
難度

(N=25) 
鑑別度

(N=25) 
N-01 睡覺時間 分析推論 知道時間的運算及單位

的換算 
0.52 0.72 

N-02 生日蛋糕 代數求解 
 

知道分數的含意與計算

方法 
0.68 0.73 
0.48 0.79 
0.36 0.78 

N-03 集點活動 求整數解 依照題意找出正確的答

案 
0.44 0.77 

M-01 披薩 面積體積概念 知道面積的計算方法、

異分母分數大小的比較

056 0.69 

M-02 木匠 周長概念 知道周長的計算方法 0.4 0.77 
L-01 匯率 分析推論 知道比率的概念 0.56 0.65 

    
（二）「MSLQ」學習策略動機量表： 
  MSLQ 量表包含動機信念及自我調整學習策略策略兩個架構，其中動機信

念又分為自我效能及內部價值兩個因素，而自我調整學習策略策略則包含認知策

略使用及自我調整兩個因素，共計有 40 題。Pintrich & Groot (1990) 所編制的

MSLQ 量表中各分量表的內部一致性α 係數分別為（1）自我效能.89；（2）內

部價值.87；（3）認知策略使用.83；（4）自我調整策略.74 ，由此可知問卷題

目間的內部一致性高，可作為可信的測驗工具。 而問卷型式採用 Likert 七點量

表，填答方式由受試者依據自己在解題過程中本身的動機信念及採用的自我調整

學習策略策略相符的情形作答。 
 

三、研究樣本的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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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樣本是以高雄市某國小五年級的學生為樣本，研究者將此 25 名學生

101 學年度下學期數學領域三次月考的平均成績並以座號不記名的方式列表，再

換算成成 z 分數，平均分數大於一個標準差的學生為高成就組的學生，而低於

一個標準差以下的學生則為低成就組的學生。接著，研究者請 25 名非本班學生

及本班上 25 名學生共 50 名學生填寫 MSLQ 量表，得到自我調整學習策略策略的

平均分數為 4.73、標準差為 1.36，藉此判定高低數學成就組的學生之自我調整

學習策略策略的高低，另外，在自我效能和內部價值上的平均分數為 4.75，標

準差為 1.60，藉此判定高低自我效能。並從中挑選出具有代表性且配合度較高

的學生做為將來非例行性試題施測的晤談對象四位。 

四、資料分析 

    本研究資料分析分為三個部分：非例行性試題資料分析、MSLQ 學習策略

動機量表分數分析及半結構晤談內容資料分析，說明如下： 
（一）非例行性試題資料分析：本研究以晤談的方式要求四名數學學業成就高低

不同的學生學生進行解題，並透過放聲思考的方式，要求學生在解題的過

程中，說出心中的解題想法及所採用的解題策略。然後再將每位學生的解

題過程轉述成為文字資料，再經過另一位資深老師確認以增加其信度，本

研究原案的資料整理規則如下： 

1. 原案產生：研究者參考 Schoenfeld (1985) 的解題歷程階之巨觀分析架構，

將解題歷程區分為讀題 (R)、分析 (A)、探索 (E)、計畫(P)、執行 (I)、
驗證 (V)等六個階段，另外，研究者將依據每一個學生得原案資料去做

資料編碼，其涵蓋施測的五個題目的口語資料和階段代號。而口語資料

的編碼有三碼，第一碼為題號，後二碼為流水號。 
2. 原案分析： 
(1) 解題階段順序和時間紀錄：將解題歷程區分為讀題(R)、分析(A)、探

索(E)、計畫(P)、執行(I)、驗證(V)等六個階段為依據，加以階段區分

與評註，對照解題階段區分的結果，紀錄解題階段的順序、時間，並

繪製成解題歷程階段順序和時間圖，如表 3-3 所示： 
 
 
 
 
 
 
 
 

(2) 解題階段分析：針對解題歷程階段順序和時間圖進行解題階段順序分

析，以了解學生的解題過程，並對每一解題階段加註解題時間。 

階段 N－01 解題歷程階段順序和時間（學生代號） 
讀題 (R)        
分析 (A)        
探索 (E)        
計畫 (P)        
執行 (I)        
驗證 (V)        
時間（秒） 25 126 20 50 40 36 10 
表 3-3 解題歷程階段順序時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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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半結構性解題自我調整學習行為之晤談大綱：本研究會在學生進行放聲思

考試題的同時，透過晤談的方式了解學生本身的動機信念及自我調整學習

策略對解題行為表現的影響，研究者將採用 Zimmerman（2002）所提出

的自我調整的三個循環階段編製成晤談大綱以作為研究分析的佐證。2.  

肆、研究結果 

(一) 解題歷程、解題行為與表現的差異性 

  依據本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研究者讓四名學生（高成就／高自我效能、高

成就／低自我效能、低成就／高自我效能、低成就／低自我效能）進行非例行性

題目的測驗，並以 Schoenfeld (1985)的解題分析架構去分析學生的解題歷程，結

果發現（如表 4-1），說明如下： 

1. 數學知識會影響解題歷程的流暢度，自我效能則會影響解題的堅持度 
    數學高成就的學生其解題歷程為一次性的往返，亦即讀題、分析、探索、

計畫、執行、驗證；然而，數學低成就的學生其解題歷程卻有所差異，高自

我效能的學生的解題歷程會往返多次，例如：讀題、探索、執行、讀題、執

行，但低自我效能的學生其解題歷程則多為一次性的往返。研究者認為這和

他們所具備的數學知識是否足夠有關，當學生具有足夠的數學知識的時候，

即使本身的自我效能較低，也依然可以流暢地完成解題，但當學生不具有足

夠的數學知識的時候，那麼其本身的自我效能就會去影響他們解題的堅持

度。 
2. 高成就的學生在解題歷程中較強調讀題和分析題意上，低成就的學生則偏重

在探索和執行上 

 高自我效能 低自我效能 
 
高

成

就 

 大致上具備有數學的知識和技能。

 大致上可以理解題目中條件和目

標之間的關係。 
 會隨時監控自己的解題行為是否

合理，並立刻做出修正。 
 堅持度高 

 具備有數學的知識和技能。 
 確認題目中的關鍵句子或字彙。 
 可以理解題目中條件和目標之間的

關係。 
 堅持度低 

 
低

成

就 

 尚未完全地理解相關的數學知識

和技能。 
 無法完全地理解題目中的條件和

目標之間的關係。 
 會透過本身的經驗來監控自己的

答案是否合理。 
 堅持度高 

 缺乏相關的數學概念和技能。 
 無法理解題目中的條件和目標間的

關係。 
 無法完成數學解題。 
 堅持度低 

 

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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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發現高成就的學生在解題時，會花費較多的時間在讀題和分析階段

中，然後會跳過探索的階段，直接進入執行階段完成解題；相反的，低成就

的學生則會把時間花費在探索和執行兩個階段上。Mayer (1992) 認為學習者

在解題的過程中,會試圖的將題目中的文字敘述（語言形式）轉變成數學的運

算型式（符號形式），學生會將題目中的圖案和句子轉變成心裡表徵，然後

再去解決問題，Mayer (1985)發現有些學生無法正確的回答出正確的答案是因

為他們無法完全的理解題目的意思。因此，研究者認為高成就的學生其轉譯

題目成心裡表徵的能力較低成就的學生好，然後再去思考解決問題的計畫和

執行的策略。相反的，低成就的學生則不斷地透過不斷嘗試錯誤的方式企圖

回答問題。 
3. 自我效能高的學生較自我效能低的學生願意監控本身的解題行為 

  研究發現自我效能較高的學生，不論答案是否正確，他們在解題的歷程

中，都會不斷地反覆驗證先前的解題過程，例如高成就高自我效能的學生，

在完成解題時，會在一次地驗證自己的答案是否正確，而低成就高自我效能

的學生，則是會不斷地檢查自己的運算是否正確；相反的，低自我效能的學

生在完成解題的時候都會跳過驗證階段。 

 (二) 自我調整學習策略的差異性 

    依據本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研究者利用自我調整學習策略半結構訪談

大綱晤談四名學生（高成就／高自我效能、高成就／低自我效能、低成就／

高自我效能、低成就／低自我效能）藉此了解他們自我調整學習策略的差異

性（如表 4-2），說明如下： 
1. 自我效能愈高的學生其自我調整學習的策略愈多元 

 表 4-3 高低自我效能對高低數學成就學生之解題行為與表現的影響 

   學生類型 

 

自我調整學習策略 

高自我效能 低自我效能 

高成就 低成就 高成就 低成就 

1. 課後會練習大量的數學題目 ˇ ˇ ˇ ˇ 

2. 上課會聽老師和同學的解題方法 △ ˇ ˇ ˇ 

3. 閱讀題目時會將關鍵字圈起來 ˇ ˇ × ˇ 

4. 會嘗試使用自己的解題方法 ˇ × △ × 

5. 會先模仿老師和課本中的解題方法 × ˇ △ × 

6. 會透過自我解釋的方式監控自己的解題表現 ˇ ˇ △ × 

7. 會用新的方法檢查答案是否合理 ˇ ˇ × × 

8. 遇到困難的題目時會先跳過再回頭想 ˇ ˇ ˇ × 

說明：「ˇ」表示符合該項說明內容、「×」表示不符合該項說明內容、「△」表示偶而會有

這樣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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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4-2 中可以發現高自我效能的學生較低自我效能的學生使用更多的自我

調整學習策略，例如：閱讀題目時會先將關鍵字圈起來等，相反的，低自我

效能的學生則較少使用額外的自我調整學習策略。主要的學習策略還是來自

於上課的聽講。另外，低自我效能也影響著學生學習的主動意願，他們通常

不願意去嘗試使用新的解題方法，解題完成的時候，也不會再重新驗證答案

是否正確。 
2. 高成就／高自我效能的學生在解題的時候會先嘗試使用新的解題方法 

從晤談中可以知道高成就高自我效能的學生在解題時，不會先模仿課本或教

師給予的解題方法，相對的，他們會先使用自己的方法．相反的，低成就／

高自我效能的學生則會優先模仿老師和課本的解題方法。 

伍、結論與建議 
1. 提升學生的數學基本知識 

  從上述研究結果可以發現數學知識會直接影響學生的解題表現，因此，

老師在面對低成就的學生則應該優先加強他們的數學基本知識和技巧，提升

他們的解題能力。 
2.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從上述可以知道不同的學生有其不同的學習特質和知識技巧，因此，如

果課室中的老師面對高成就的孩子，首先應該要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鼓勵

他們主動的使用不同的解題策略進行解題獲得最後的答案，也許可以利用非

例行性的數學問題，讓這些高成就的學生有興趣去挑戰看看，藉此提升他們

的解題能力。另外，有一部分的高成就學生也許只是有足夠的數學知識而已，

但其問題表徵和問題解決能力卻是不足的，因此，老師可以利用小組討論的

方式，幫助這些學生說出本身的解題方法，透過大家的回饋幫助他釐清和修

正原本的解題方法。 
3. 培養學生多元的自我調整學習策略 

  從研究結果可以發現部分的學生不太擅長使用其他的自我調整學習策略，

大部分的學生其學習策略都是大量的練習數學題目而已，如果老師可以提供

多元的學習環境，例如：實境演練讓學生可以嘗試使用過去的經驗去做解題，

或是小組腦力激盪，讓學生練習自我說明自己的解題方法和反駁他人的解題

方法達到自我監控和自我解釋的目的，另外，老師也可以在課堂上隨時給予

回饋，讓學生隨時檢視自己的想法是否恰當等，研究者認為當學生有了不同

的自我調整學習的策略時，他們的解題表現應該也會有所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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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ing Schoenfeld’s analytic scheme in an investigation into 
5th grade high/low math ability and self-efficacy children and 

their differences in problem-solving process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LEE YU-WE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applies Schoenfeld’s analytic scheme in an investigation into 5th 
grade high/low math ability and self-efficacy children and their differences in 
problem-solving process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It is a qualitative study. The 
investigator included 4 grade five children as participants.  Think alou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using non routine math problems.  Results showed that: 1) High 
math ability children were more fluent in problem-solving processes than low math 
ability children; 2) High/low self-efficacy children did not differ in their 
determination in problem solving. 3) Low self-efficacy children did not monitor own 
problem solving. 4) Children frequently used strategy was exercise and practice by 
referring to worked examples given by then teacher or textbook. 5) Only those who 
are both high in math ability and self-efficacy produced more 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 than other children. 
 
Keywords： math ability, self-efficacy, problem-solving process, self-monitoring 
 

30

2018年第十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8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透過Lesson Study促進教學設計之改變－－以數形規律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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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數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lulu0714tw@gmail.com 
2國立臺北教育大學數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sic@tea.ntue.edu.tw 

 

摘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透過 Lesson Study，探討「數形規律」教學設計之改變。Lesson 
Study 分為備課、教學實踐與議課三階段，組成成員為一名學者與三名跨校夥伴。

透過討論會、教學實踐的錄影與學生學習文件之資料，分析教學設計的改變。本

研究發現如下：(一)對學童解法之預期方面：初期教學設計僅有學童正確解法之

預期，後期納入學童可能錯誤解法。(二)教具數量方面：備課初期未使用教具，

中期納入多樣教具，最後教學實踐回歸到單一教具發展布題。(三)布題數值方

面：初期的布題數值單就圖示觀察即可求解，後期的布題數值則配合教具功能而

調整。 
 
關鍵字：Lesson Study、教學設計、數形規律 

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在 2012 年佐藤學提倡的學習共同體引入臺灣，臺北市在當年也推動「教師

團隊專業對話，共同聚焦學生學習」之政策，兩者之結合施行於國中小各前導學

校。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基本理念為「自發、互動、共好」，強調

學生為自發主動的學習者，學校教育應善用學生的學習動機與熱情(教育部，

2014)。 
除了翻轉教育的風潮興起，網際網路給予更豐富多元的知識外，教師的角色

也開始慢慢轉變。從過去單打獨鬥，自行備課、授課，顧好自己班級即可，對於

觀課則會出現排斥感。到現在，各地區由下而上的教師專業自主研習發起，包含

2015 年開始的「夢的 N 次方研習」、網路上的噗浪客、數學咖啡館、溫老師共同

備課趴等社團分享。共享各師的教學方法，同校發展共同備課、觀課與議課，政

府也推動的教師專業成長，鼓勵教師自我提升，尋求夥伴一同互助成長。佐藤學

(2012)提到教師的成長可分為工匠(craftsmanship)和專家(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的成長，工匠的成長是指獲得「技巧與風格」，而專家的成長則是「實踐與理論

的統合」，方法則在於 Lesson study(引用黃郁倫、鍾啟泉，2012)。日本的 Lesson 
Study 是教師專業發展的實踐活動，教師們協同計畫，教學觀察與省思學課，並

蒐集學生的學習資料與檢驗實際的學課，以修正研究中的學課計畫(林國棟，

2009）。 
過去研究者任教高年級經驗，察覺學童在數形規律的學習會有迷思產生。像

是孩童在歸納數形規律時，有時學童只採取局部的規則，而非整體的規則來思

考，或是只想採取既定公式或捷徑解題，但並無法應對題目需求(Ma，2007；馬

秀蘭，2008)。綜上所述，本研究目的旨在透過 Lesson Study，探討該歷程下「數

形規律」教學設計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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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Lesson Study 
本節探討 Lesson Study 的譯名與發展、Lesson Study 的實施歷程與對本研究

的啟示。 
(一)Lesson Study 的譯名與發展 
日本的 Lesson Study 以漢文稱作「授業研究」(Jugyo Kenkyu)，是由兩字所

組合而成，Jugyo 是指學課、課程，Kenkyu 則是研究(林國棟，2009；簡紅珠，

2007)。英語翻譯為 Lesson Study，中文有多種翻法，中國為「課例研究」(鍾啓

泉，2012)，而臺灣則有「學課研究」(林國棟，2009；簡紅珠，2007；郭雅婷，

2012)、「單元教學研究」(歐用生，2012；江英瑞，2016)、「課堂研究」(黃郁倫

譯，2016)與「教學研究」(黃源河、符碧真，2011)的譯名。綜上所述，因 Lesson 
Study(簡稱 LS)譯名繁雜，故本研究採用英文稱之。 

Lesson Study 是日本小學教師為改進課堂教學而進行課程和教學的研究(簡
紅珠，2006)。林國凍(2009)指出 Lesson Study 是源自日本教師專業發展的實踐歷

程，教師們透過合作發展學習課程計畫、教學和觀察學課，並蒐集學生學習的相

關資料，最後使用觀察結果修正學課計畫。 
日本的 Lesson Study 早在一百年前就開始發展，但日本學校本位發展始於

1960 年代初期，直到 1960 年代中期，學校本位發展才開始與 Lesson Study 結合

(林國棟，2009)。黃源河、符碧真(2011)提到 Lesson Study 發展源自 1870 年，一

位美國教師到東京師範大學介紹新式教學方法，後來他的示範教學被記錄成書，

書中介紹教師觀察與課後檢討，之後被官方推動並在全國實施，另外還舉辦教室

開放日、教學工作坊，鼓勵教師發表新教法與課程，而成為現今 Lesson Study 的

起源。而在 1999 年在《教學差距》(＂The teaching gap＂)一書中發表美國進行「第

三次數學和科學國際評比」(the Thir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後，以美國、德國和日本的八年級生，進行數學幾何「角」單元的教學

錄影和教室問卷進行分析，來了解學生程度差異的教學因素(方志華、丁一顧，

2013；黃源河、符碧真，2011)，整體而言，大部分研究者認為美國數學教學品

質較低，日本數學教學品質較高。分析上述現象與數據後，《教學差距》一書呼

籲美國的教師專業發展應向日本 Lesson Study 學習，這也是美國和世界各國重視

和引進日本 Lesson Study 的開始(方志華、丁一顧，2013；黃源河、符碧真，2011)。 
(二)Lesson Study 的實施歷程 
Stigler 和 Hiebert(1999)將 Lesson Study 分為八個步驟：(1)確定問題：界定研

發教學設計的主題；(2)進行課程計畫：由 3 到 4 位教師組成團隊，以引起學生

學習動機和有效教學為目的，共同設計教學；(3)授課與觀課：將設計好的教學

流程執行，由一位教師授課，其他教師則記錄學生學習狀況；(4)討論評估和反

思課程成效：討論試教紀錄，先讓授課教師說明，再由觀課教師分享在觀課時學

生學習狀況，並針對教學設計內容提出意見；(5)修正課程：根據觀課教師給予

的意見，修正教學設計，以發揮更佳的效果；(6)上修正後的課程：進行全校教

學觀摩，邀請其他班級或外校教師入班觀察修正後的教學設計與試教過程；(7)
再次評估和反思：再次蒐集教學觀摩後的意見並修正，撰寫成果報告，記錄教學

過程、學生學習反應與有那些問題；(8)分享成果：雖每年只能開發一個單元教

學設計，但因成果報告公開流通，也可從他校學習並增進教師專業能力。 
Yoshida(2012)將 Lesson Study 分為六步驟：(1)合作規劃設計教學：由 3 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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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教師組成團體，從過去的教學經驗，觀察並蒐集目前學生的行為表現，所教的

年籍、教科書等，共同設計教學；(2) 教學設計之實踐：由團體其一成員進行試

教，其他教師則觀察並記錄學生的反應，以供課後分析與討論；(3)討論教學設

計：教師討論在實際教學現場所觀察的現象，並提出心得與建議作為修正教學設

計的參考；(4)修正教學設計(可有可無)：有些團體到討論觀察結束後就會停止研

究教學內容，有些會根據改進意見，修正其教學設計之內容；(5)試教修正後的

教學設計(可有可無)：由小組第二個人員接續實施修正後的教學設計，並由其他

教師進行觀課。在日本極少由同一位教師教同一班兩次，即使不同班級也一樣，

目的是希望透過不同的教師與學生教學活動，可以提供更廣泛的教學經驗，並讓

更多教師有機會在其他教師面前試教，相互學習；(6)分享反思結果：針對第二

次試教共同討論關長的行刑，仍聚焦在對學生的觀察、評論與建議。 
Cerbin(2011)在美國大學實行 Lesson Study，分為八個循環：(1)規劃學習目

標(2)設計教學活動(3)進行研究設計(4)實施教學觀察(5)收集證據(6)分析教學觀

察所蒐集的事證(7)調整單元教學的授課方式 (8)整理文件並分享研究結果。

Lewis(2009)在美國 Mill 大學實施 Lesson Study 分為四個步驟：(1)研究課程標準

(2)創造／選擇課程(3)啟動／探索／總結(4)共享資料。 
佐藤學(2012、2014、2016)發現日本 Lesson Study 大多是設定「全校」的研

究主題，以「個人」為研究主題的學校較為稀少。為了培育教師朝自律的教師專

業成長，並提升校內課堂實踐與 Lesson Study 程度，以個人為單位設定研究主

題，會比全校統一研究主題更具效果。認為以往的 Lesson Study 研議會著重於「哪

裡教得好」、「哪裡教得不好」的評價式意見，而這樣的評價並無法讓教師有所成

長。因此融入學習共同體之精神，Lesson Study 後的議課不針對課堂的優劣進行

「評價」或「建議」，而是根據課堂的事實互相學習，且每人在課堂研議會中至

少發研一次。 
(三)對本研究的啟示 
Lesson Study 國際化自 2000 年初期拓展到亞洲、歐洲、美洲等地，且融合

各地特色，轉化日本 Lesson Study 之模型，從上述三名學者論述，可發現其流程

共通點皆有(1)設計階段(2)實行階段(3)討論與省思(4)調整再實踐(5)分享成果。研

究者轉化其流程，分為備課階段(設計)、教學實踐階段(實行階段)、議課階段(討
論與省思、調整再實踐、分享成果)。日本佐藤學結合學習共同體，將 Lesson Study
重點放在學生學習的狀態，別於傳統 Lesson Study 評價教師教學優劣。 

而臺灣自 2012 年引入學習共同體後，開始陸續有相關書籍與論文研究。以

臺灣博碩士論文知識加值系統，關鍵字搜尋「學習共同體」，可查閱 131 篇論文。

Lesson Study 因中文翻譯不同，有「授業研究」、「學課研究」、「單元教學研究」

和「教學研究」，以臺灣博碩士論文知識加值系統，關鍵字搜尋「Lesson Study」，
只有 12 篇相關論文，文獻研究範圍與對象較多集中在國中、高中的英語與國文，

且大多使用個案研究法來探討教師專業成長。由此可知，目前臺灣博碩士論文

中，並未有國小數學領域的研究。本研究將透過個案研究，探討透過 Lesson Study
在「數形規律」教學設計之改變歷程。 
二、國小數形規律教學 

許多研究與學者(NCTM，2000；教育部，2003、2016；馬秀蘭，2008)認為

數學是一門尋找規律的科學。十二年國民教育數學領域綱要草案的學習重點呈現

分為五個階段，其中第三階段(國民小學五至六年級)提到數量關係的學習是做為

代數與函數的前置經驗。從具體情境或數量模式之活動出發，做觀察、推理、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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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並學習以文字或符號列出數量關係的關係式。從複雜的問題中，列出合宜的

算式解題(教育部，2016)。 
美國數學教師協會(NCTM)之《學校數學的原則與標準》(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for School Mathematics)將數學內容分為五大主題：「數與計算(Number 
and Operations)」、「代數(Algebra)」、「幾何(Geometry)」、「測量(Measurement)」與

「資料分析與機率(Data Analysis and Probability)」。其中將代數列為五個內容標

準之一是相當重要的。而代數內涵包含四項內涵：瞭解樣式、關係與函數；使用

代數符號，表徵與分析數學情境及其結構；使用具體物、圖像與符號，模式化有

關全數加法和減法的情境；在各種情境脈絡下，分析變化狀況。 
洪明賢(2003)將數形規律問題概分為四種類別：形的規律、數的規律、數形

規律情境與數形規律。形的規律是指圖形一某種規律排序而成，此時圖形不包含

情境；數的規律是由一串數字依某種規律排序而成，此時數字不包含情境；數形

規律情境是將規律問題賦予情境意義的題目，例如火車、電影院等座位問題；數

形規律則是將圖形與數字結合，凡數形一某種規律排成序列的問題即可稱之。

Ma(2007)蒐集 28 名六年級與 12 名五年級學童資料，探討透過數形規律活動，學

童歸納情形為何，其研究結果如下：(1)在歸納數形規律時，學童有三個主要障

礙，第一是指採取局部的規則，而非整體的規則來思考；第二學童大多只留意數

字的答案，而非方法本身；第三學童會採取捷徑解題，但此法並非適當的方式。

(2)學童採圖形的方法，就算不能立即看出樣式間的關係，但若經過提示仍可察

覺。若學童採用幾何法，是較有可能發展出規劃的能力。(3)建議在進行數形規

律教學時，教師應鼓勵學童透過圖像方式表達自己的歸納歷程，進而推演到代數。 
綜合臺灣九年一貫 97 課綱、12 年國民教育數學領域草案與美國 NCTM《學

校數學的原則與標準》之內容，由此可見國內外對於數量關係的學習皆須透過觀

察與推理歷程，並可用數學符號加以說明樣式。本研究以「數形規律」為主題發

展教學設計，綜合以上學者觀點，不僅了解進行此單元學童應有的先備知識與未

來發展。數形規律的學習在於啟發學童的分析、比較、分類、監控等能力，故研

究者以 3D 魔粒方塊，藉由連續圖形與各圖形順序之比較來設計教學，並透過

Lesson Study 調整與實施。 

參、研究方法 

一、 Lesson Study 團體成員與教學單元 
Lesson Study 團體成員研究夥伴為一名學者與三名數學教育系所研究生，來

自不同縣市的學校，共同參與 Lesson Study 團體。共同討論備課與設計教學，教

學後研究夥伴共同觀看教學影片並進行議課。LST1 為某大學數學暨資訊教育系

教授，專長在數學教學、數學學習與數學課程領域。LST2 畢業於某大學數學教

育學系，擔任過高年級導師超過 5 年經歷，任教於新北市大型學校。LST3 畢業

亦畢業於某大學數學教育學系，擔任過高年級導師超過 5 年經歷，任教於新竹縣

學校，擔任行政工作。研究者編號為 LST4，畢業於某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擔任

過北市高年級導師 5 年，任教於臺北市中型學校。 
教學單元為康軒版(2017)第十一冊的「數量關係」，本單元包括(一)圖形的

規律(二)數形的規律(三)和不變(四)差不變(五)積不變。本研究統整「圖形的規

律」與「數形的規律」，透過「3D 魔粒方塊」教具，藉由連續圖形與各圖形順序

之比較來設計教學。 
二、 資料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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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設計 
教學設計共分為五版，分為三次備課階段、教學實踐階段與議課階段。其內

容統整如下表 1。 
(二)討論會錄影 
第一次備課階段關注第一版教師獨自設計之教學內容，經由團體夥伴的討論

與分享，產出第二版教學設計。第二次備課階段邀請資深教師給予建議，提供不

同的觀點與思維，產出第三版教學設計內容。第三次備課階段討論第三版教學設

計，並邀請兩位數學教育學者指導，產出第四版教學設計內容。議課階段則於教

學實踐後，針對課堂影片與學童反應進行討論，產出第五版教學內容。其內容同

整如下表 1： 
表 1  Lesson Study 討論會內容列表 

LS 循環分類 討論主題 

第一次備課討論會 LS 夥伴討論第一版教學設計，並產出第二版教學設計。 

第二次備課討論會 
針對第二版教學設計，由一名資深教師給予建議，產出第

三版教學設計。 

第三次備課討論會 
LS 夥伴討論第三版教學設計，並由兩名數學教育專家給予

指導，產出第四版教學設計。 

教學實踐 進行教學實踐，共三節課。 

議課討論會 LS 夥伴討論教學影帶內容，產出第五版教學設計。 

    (三)教學實踐錄影 
經由三次備課階段，以第三版教學設計內容進行教學實踐，原定兩節(80 分

鐘)完成教學，但因時間與活動安排，調整為三節(120 分鐘)。並架設一台攝影機，

進行教師特寫及教師視角等相關資料蒐集。 
(四)學生學習文件 
蒐集學童學習歷程之文件，例如教學實踐中的小組討論單、課後學生回饋

單、數學日記等三種文件類型。透過教學活動蒐集學童作品，完整記錄教學活動

之歷程，有助於研究者了解學童的學習歷程與感想。 
三、 資料分析 

將錄影檔案分別編碼，共為五碼。第一碼分類依照 Lesson Study 流程分為備

課與議課討論會(代號 1)、教學實踐(代號 2)，第二碼代表討論會次數和教學實踐

節數，後三碼代表該內容的對話序號。省思札記則依日期編號，如「省 170818」，

意為 2017 年 8 月 18 日所記錄的省思。 

肆、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節依照 Lesson Study 流程分為備課、教學實踐與議課三階段，依序闡述各

階段之實施內容及教學設計之相應調整。 
一、 備課階段 
    一開始研究者獨立備課，透過研讀 12 年國教數學領域暫綱與參考各版本相

關主題的題型，產出第一版教學設計。藉由三次備課討論會，不斷修改教學設計，

分別說明如下： 
    (一)第一次備課討論會 
    LS 團體成員發現第一版教學設計內容分為布題和學生可能解題回答，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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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回答都是正確類型，並沒有寫出學生可能的錯誤想法(如圖 1)。且也觀察到教

學設計放了許多題型，卻未掌握好教學時數。LS 團體成員分享可以透過教具的

操作讓學童尋找規律，像是吸管題型可以改為用扣條操作，讓學童透過拆解的歷

程察覺其規律為何(如圖 2)。 
 
 
 
 
 
 
 圖 1  第一版教學設計其中一題的寫法       圖 2  吸管題型改為扣條取代 

(二)第二次備課討論會 
    第一版教學設計經過第一次備課討論會後修改為第二版教學設計，於第二次

備課討論會再次檢視其教學設計內容。本次討論會邀請到臺北市數學輔導團榮譽

輔導員英英老師給予指導，英英老師長期推廣數學教具融入教學，結合創意並應

用於生活之中。原本教學設計使用三項教具(古式積木、扣條、3D 魔粒方塊)，
經由英英老師建議，後來教案設計僅保留 3D 魔粒方塊的教具，同時調整教學設

計之活動，由此向教具發展兩種類型的題目，並結合聖誕節布置校園之生活情

節。相關內容如原案 1： 
原案 1 

12028   英英老師：你的教具要怎麼準備？你用的是 3D 魔粒方塊，可是這種東西不一定要 3D

魔粒方塊對不對？如果你要用 3D 魔粒方塊的話那一定有它的魅力在，3D 魔粒方塊要

用，因為它就只有三個顏色，所以你可能就要用多一點，就不要只設計一題，你好不

容易端了 3D 魔粒方塊然後白白就不見了，等一下又要用這個(古式積木)、又用扣條，

你的教具就會用很多。 

12029   英英老師：若你使用這個(3D 魔粒方塊)，那你就問孩子說：「欸我們現在要排一個，把

這個桌子的花邊都排這個東西或排這個樣子，然後你看看我們要準備多少材料？」……

或者說你這個可以做系列的問題啊對不對？你就第幾個是甚麼顏色，這個是你現在的

題目嘛對不對……校慶到了然後這個把它(司令台)貼上花邊，然後我們要用這些顏色

(紅、黃、藍)布置，然後第幾個是甚麼顏色？如果這可以讓我們擺一百個，然後準備幾

個紅色、幾個黃色、幾個藍色，就會跟你火車那個也蠻相近的。 

    在行 12028 中，英英老師建議中提及善用其一教具並發展多種題型，可讓教

師節省替換教具的麻煩；在行 12029 也提到可融入校園建築的題目，讓學童有學

習的需求，學習數學是能夠解決生活中的問題；最後也提到像這種類題是可以取

代原本火車座位的題型，使用現有的教具來協助學童解題。 

    (三)第三次備課討論會 
    經由第二次備課討論會英英教師的建議後，產出第三版教學設計。第三次備

課討論會另邀請兩名數學教育教授 N 教授和 Z 教授指導。會中討論及後續修改聚

焦於「布題表徵的改變」，相關內容如原案 2： 
原案 2 

13540   LST4：以教案來說，……有一題跟聖誕節的燈飾有關係。以這一個的話是那個屬於顏色

的規律。 

13541   N 教授：你的燈泡是方形的，你的燈泡都四四方方這樣？ 

13542   LST4：不好意思，因為我用 3D 魔粒方塊來取代這個。 

13543   N 教授：你這個燈泡長的很奇怪。這題說六年八班要拿這些燈泡裝飾教室，向學校借了

505 個，請問他們用了幾個紅色燈泡？幾個黃色燈泡？幾個藍色燈泡？我可以看成好幾

個單位。第一個單位，我把這個整段呢當作一個圖騰，每一個裝飾他都長這樣啊，他

就一節一節的，只能長這些點。另外的一個情形咧，是說 ok 我這可以延續下去，我繼

續接，你這是哪一種？ 

布
題 

學生可能解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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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44   Z 教授：沒有講清楚。 

13045   LST4：我是選擇後者是可以繼續接下去的，我沒有說明清楚。 

13046   N 教授：那你可以接下去，你圖有接下去的樣子嗎?我們來做專業檢討，我們在表現一

個組合，我們要把我們的意願、把我們的企圖表現出來。 

13047   Z 教授：我們命題的時候，如果我們希望他是找規律的話那是點點（指刪節號）。 

    N 教授分析第三版教學設計的布題圖示不符合生活中所見的燈泡形狀，故修

正成圓形燈泡(行 13041)。在行 13043、13046、13047，N 教授與 Z教授亦指出

教師布題意圖要明顯，第三版教學設計呈現是完整的圖形，但應該要展現後面還

有連續圖形，故圖形改為圓形，並在圖形後加上刪節號，以代表此圖形尚未結束，

後面做省略，內容如圖 3表示： 

        第三版教學設計                        第四版教學設計 

      
圖 3 布題圖示修正之前後比對 

二、 教學實踐階段 
    經由三次備課討論會後實踐第四版教學設計內容，原第四版教學設計活動

為：「燈泡題型」、「階梯題型」與「擬題」。進行「燈泡題型」的第一題後，觀課

教師觀察到學童開始學習疲乏，故在下課時給予建議，研究者以刪減與調整活動

順序作為因應，相關內容如原案 3： 

原案 3 

21340   觀課教師：我覺得你第五題(內容:圖案只給到 21 顆燈泡，請思考第 22、23、24 顆燈泡

是什麼顏色)題目太簡單，小孩可直接排出來，沒什麼挑戰，可以刪掉看看。 

…… 

21347   觀課教師：LST4，我剛剛觀察你們這組活動，發現學童覺得找燈泡規律的題目太簡單，

導致開始在玩桌上的方塊，你後面還有哪些操作的啊？ 

21348   LST4：我後面還有擬題活動，會讓他們操作方塊，可是我覺得我今天上不到 (第四個活

動)耶！還是我先讓他們玩看看，看看從這節課他們能不能用 3D 魔粒方塊創作雷同燈泡

問題的題型？ 

21349   觀課教師：這也是個方法，我看看…對阿你後面的題目還在解題…只讓他們排，感覺還

好耶，不然你調整看看好了。 

    經過觀課老師的觀察與建議後(行 21340、21347、21349)，研究者決定刪除

其一佈題，並臨時將原本第四個「擬題」活動改放在第二個「燈泡題型」活動之

後，讓學童操作 3D 魔粒方塊進行擬題(行 21348)。 
三、 議課階段 

教學實踐後進行議課討論會，蒐集並討論學童學習文件。第四版教學設計修

改關注於「增加學童多種可能解法」與「布題數字的調整」。 

    在燈泡題型中，LS 團體成員分析學童解題歷程，原布題為「運用 505 個燈

泡，共用掉多少紅色燈泡？黃色燈泡？藍色燈泡」。研究者原預期學童僅找不出

燈泡每 4顆循環一次，但未記錄學生可能的寫法，透過教學實踐階段，發現學童

分割錯誤循環的單位。在圖 4可見，學童認為每四個循環（紅紅黃藍），共有 126

組，剩下的 1顆是紅色，但又將 126 組拆解成兩部分，學童表示因為他們認為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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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又分為兩組（紅紅/黃藍），故 126 組再除以 2。在圖 5可見，學童理解每四個

循環，共有 126 組多 1顆紅色，又因為每組紅色有兩顆，記錄成 126(組)x2(顆)，

應改寫成 2(顆)x126(組)=252(顆)才符合題意。 

  圖 4  學童答題之概念錯誤類型       圖 5  學童答題之列式錯誤類型 

    此外對於學童反應燈泡問題太過簡單不需要教具之回饋，LS 團體成員重新

審視各項布題，刪減低難度問題並調整布題數值，期望以好的布題引發學童使用

教具的必需性。原教學實踐階段之布題為「請推論出第 14 顆燈泡是哪個顏色，

並說明理由」，事後學童表示題目偏易，故在議課階段，LS 團體成員討論讓學童

排 3D 魔粒方塊的個數，發現第 14 顆燈泡可從布題中直接察覺，故修改為 30 顆，

並請學童將每組循環方塊分隔，可讓學童看出組數，確認學童理解一組循環的顏

色為「紅紅黃藍」。並在第三題原題數字修改為「圖案只給到 40 顆燈泡，請思考

第 41、42、43 顆燈泡是什麼顏色，並說明理由」，若學童已尋找到每四顆燈泡一

循環的規律，在排列第十組後，得要透過前面幾組規則推論第 41、42、43 顆燈

泡顏色為何，不需要將數字擴大到 64 顆。故將教學設計修正如圖 6： 

        第四版教學設計                         第五版教學設計 

圖 6 布題圖示修正之前後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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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與建議 

整體而言，透過 Lesson Study 歷程，本教學設計改變如下： 
一、對學童解法之預期方面：初期教學設計僅有學童正確解法之預期，後期納入

學童可能錯誤解法 
    在第一版教學設計中僅記錄學童可能的正確回答，經 LS 團體成員建議，思

考學童可能的錯誤解法，教學實踐後看到學童的錯誤類型，在議課階段，LS 團

體成員觀察學童解題記錄的文件，分析學童錯誤之處與原因。因教育現場千變萬

化，學生學習表現也不盡相同，教師需在短時間內進行教學決策

(decision-making)，若在教師在教學前能了解學童可能回應(含錯誤類型)，並對於

孩童解法有所預期並事先思考因應之道，可使教學更加完善。 
二、教具數量方面：備課初期未使用教具，中期納入多樣教具，最後教學實踐回

歸到單一教具發展布題 
本次 Lesson Study 歷程中，對於教具融入教學有了不同的思維。原第一版教

學設計僅加入各版本題型，並未使用到教具，在第一次備課討論會中，LS 團體

成員建議可以將吸管題型改用扣條操作。第二版教學設計中，研究者加入 3D 魔

粒方塊、扣條、連立方塊等多樣教具，但在第二次備課討論會上，英英教師建議

以 3D 魔粒方塊為主，發展不同類型的活動，避免在教學實踐時替換過多教具而

混亂。其後，在第三次備課討論會中，N 教授和 Z 教授修改從教具發展之布題，

建議融入生活並調整其表徵方式。教具的使用並非多就是好，而是要用的「精

巧」，並善用一樣教具來安排不同類型的布題，不僅降低教師替換教具的時間，

更可使學童專注於解題。 
三、布題數值方面：初期的布題數值單就圖示觀察即可求解，後期的布題數值則

配合教具功能而調整 
教學實踐後，學童回饋前面題目偏易，不需要使用教具，致使研究者不斷思

考本單元使用教具是否有其必要。但後來 LS 團體成員指出研究者布題設計應是

降低學童使用教具需求之關鍵處。教具之功能是為了從複雜的布題中，透過操作

的過程理解其圖案之規律關係，此教學設計之燈泡問題，從具體操作過渡到抽線

思考，在預測未來圖形之發展，最後在使用教具檢驗。本次研究針對布題數字的

調整進行討論，修改布題數字與提供教具的個數，為提高學童使用教具之需求

性。對於研究者而言，從過去認為不需要教具的想法，轉變為「教師得要出好的

布題，才可顯現教具的可貴」，此點更顯見 LS 團體討論之重要。 
透過 Lesson Study 歷程，團體成員的分享與專家學者的指導，使教學設計內

容更加全面，同時也透過學童的解題歷程，讓 LS 團體成員理解學童學習困難之

處，供給教學現場的教師運用 Lesson Study 進行設計教學設計。目前運用 Lesson 
Study 歷程的文獻較少，建議在未來研究時可以針對不同學習階段、領域或單元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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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Study＂ Promotes change in Instructional Design
－An example of Geometric Number Patterns 

 
 Rou-Yu Chen1 Shu-I Chang2  

1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 Education College of 
Scienc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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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aims at exploring the changes in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of the geometric number patterns through the "Lesson Study”. Lesson Study 
have three steps: planning the lessons, teaching the lesson in the classroom, and 
discussing the teaching after observation. The team consisted of one Mathematics 
Education Professor and three cross-teachers. The data include transcription of the 
discussion teaching before and after sessions, recorded videos of classroom 
observation, and student learning document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1) 
expectations of the students' task solution: in early stage,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is 
only expected by the correct task solutions of students; at later period, error solutions 
of students are added to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2) using of math manipulatives: the 
math manipulative is not used in the early stage. In the medium term, the math 
manipulatives are added; finally, only using one math manipulative develops teaching 
the lesson in the classroom.(3) the changes from numeral of math tasks: in early stage, 
students can solve the math task by observing; at later period, numeral of math tasks 
are adjusted for using math manipulatives  
 
Key words: Geometric Number Patterns, Instructional Design, Lesson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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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中階段乘法公式之 APOS 教學的學習保留效益探討 
 

 黃亦敏 1 林原宏 2 
1臺中市太平區中平國中 cpth3708@cpjh.tc.edu.tw 
2臺中教育大學數學教育系 lyh@mail.ntcu.edu.tw 

 
摘要 

本研究以 APOS(Action-Process-Object-Schema)理論與表徵理論為理論架構，

探討國中二年級學生學習乘法公式單元的學習保留成效。研究設計是採準實驗研

究法，研究對象為臺中市某公立國民中學二年級學生四個班分實驗組與控制組兩

組，兩組的教材內容皆以 106 年 K 版八年級乘法公式單元之教科書與習作為主，

控制組依教科書與習作原編排順序實施傳統式教學法教學，實驗組則是將教科書

與習作的教材內容重新按 APOS 理論編序實施 APOS 教學法教學，並設計前測、

後測、延後測以探討學生學習保留成效。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經共變數分析之比較結果顯示，APOS 教學法學習保留成效優於傳統式教學

法。 
二、經共變數分析之比較結果顯示，APOS 教學法在過程與物件兩個階段學習保

留成效優於傳統式教學法。 
三、經共變數分析之比較結果顯示，APOS 教學法在代數表徵學習保留成效優於

傳統式教學法。 
 
關鍵詞 ： APOS、表徵、乘法公式 

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根據 2016 年國際數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簡稱 TIMSS)臺灣在 TIMSS 2015 的數學成績十分

亮眼，但調查資料亦顯示同儕間的學習差異急遽擴大，臺灣四年級學生彼此之間

的數學表現還相當一致，但這些學生升到八年級之後再施測，卻使臺灣在八年級

階段成為數學成就差異最大的國家之一，在臺灣不論都市還是鄉村，同一班級內

學生數學表現已出現雙峰現象，課堂中普遍存在教師難以尋找出適合全班所有學

生的教材與教法(黃敏雄，2013；曹博盛，2015)。 
九年一貫數學學習領域的第四階段(國中一至三年級)，在代數方面的教學目

標為熟練代數式的運算、解方程式，並熟悉常用的函數關係(教育部，2008)。所

以代數是國中數學教育中重要的一環，其中乘法公式在代數課程有承先啟後的作

用，且乘法公式的學習除了在公式的運用外，更重要的是藉由公式的推演提升學

生代數思維的層次，經由對基本概念的理解，幫助學生進行更有效率的思考與解

題，以銜接國、高中後續代數課程。從許多研究中均證實，學生在學習乘法公式

上有許多困難和迷思，可見乘法公式的學習對許多國中二年級的學生而言是相當

難瞭解的單元。 
近年來，許多研究以 APOS(Action-Process-Object-Schema)理論為依據，運用

在高等教育數學概念的發展上，已獲得許多不錯的研究結果。APOS 理論認為概

念的形成具有階段性，可以透過行動(Action)、過程(Process)、物件(Object)和基

模(Schema)四個階段建立完整的概念或完整的心智結構(Asiala et al.,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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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binsky, 1991)。但目前國中數學教材沒有這種依數學概念的形成階段依序階段

性編排的教材內容，若能 APOS 理論將國中數學教材內容依此架構重新編序教學，

期有助於了解學生的數學概念形成及學習成效，並可作為教師教學之參考。 
APOS 理論可用來描述數學概念的建構過程，但此理論並未包含與概念理解

相關且重要的表徵的角色。在數學概念的學習過程中，表徵是用來呈現概念、溝

通和思維的媒介，學生經由不同表徵之間的連結，可以發展出更深層多元的概念

理解(Haciomeroglu, Aspinwall, & Presmeg, 2009)。數學裡符號、圖像與一些具體

表徵都是很好的學習工具，學生能從一種表徵連結到另一種表徵甚或多種表徵，

可增加學生對概念的理解與應用。教師採用多種不同表徵方式去教授講解數學概

念，學生不僅可獲得溝通數學和運用數學的能力，並能增加對概念的理解(張英

傑、周菊美譯，2005)。 
根據以上所述，本研究以 APOS 理論和表徵理論為理論架構，在相同的教材

內容下，探討乘法公式單元以 APOS 理論的形成階段為主要教材架構，再以表徵

理論提供概念工具來分層次呈現，研究是否對學生學習乘法公式單元的理解上有

所助益，並希望此研究能提供數學教師在教學設計時的依據。 
 

二、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以 APOS 理論和表徵理論為理論架構，探討傳統式教學法

與 APOS 教學法這兩種不同的教學法，對國民中學二年級學生乘法公式單元發展

階段的影響，並輔以表徵理論來分析使用不同表徵對學生乘法公式單元的學習保

留成效。 
依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如下： 

(一) 在教材內容不變的情形下，比較實驗組和控制組在乘法公式單元下「動作」、

「過程」與「物件」各階段的學習保留成效之差異。 
(二) 在教材內容不變的情形下，比較實驗組和控制組在乘法公式單元下「圖像」、

與「代數」各表徵類型的學習保留成效之差異。 
 

貳、文獻探討 
一、APOS 理論 

Piaget 認為由行動到運思(operation)再到數學物件的過程需經過反思抽象，

反思抽象的歷程不只是重複的行為，而是有系統地在運作各個不同心智階段間的

重新建構，在連續的階段之間有著差異或邏輯上的不連續，經種種的運作轉換將

它們合併成一有組織的嶄新階段(楊俐容譯，1990)。 
根據 Piaget 的研究，反思抽象包含四種不同的類型： 

1.內化(interiorization)：指這動作不僅可以在具體物上操作思考完成，而且也可以

不用實際去做這個動作，只須在心智上進行想像即可知其結果。 
2.膠囊化(encapsulation)：是把動態過程視為一靜態物件，或把靜態物件視為一動

態過程的轉換機制。 
3.協調(coordination)：是把兩個或兩個以上的小過程，透過同化(assimilation)或調

適(accommodation)產生一個新的過程。 
4.一般化 (generalization)：是把已知的物件或過程重建重組應用在不同的情境之

中。 
Dubinsky 增加了第五種反思抽象「反逆」(reversal)，就是把原先的過程反過

來思考的動作，即可以向一個方向進行思考，也可以向另一個方向進行思考(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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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編譯館，2000；黃志賢，2011)。 
Piaget 的反思抽象形成 APOS 理論的前身，它的心智結構(mental structures)

是動作、過程、物件和基模，心智轉化機制(mental mechanisms)是內化 、反逆、

膠囊化、協調、基模主題化(thematication)，這些就是 APOS 結構和轉化機制，

說明動作運轉到過程是動作內化到過程，過程膠囊化到物件和物件解膠囊化

(de-encapsulation)到過程。這整個都是基模的一部分(Arnon et al., 2013) ，如圖 1。
茲將四個心智結構分述如下： 
(一)動作(Action) 

一個數學概念最早構想是動作，它是一個外部導向的認知階段，是由先前的

物件轉換而來。動作的外部意義是他每一步驟的轉換需要明確外部引導的指令和

確實操作執行；另外，每一步驟驅使下一步驟的執行，動作中的每一步驟是不能

只有想像也不能跳過。動作內化成過程的心智物件是因為動作階段的應用，新的

動作導致更高階結構的發展(Arnon et al., 2013；Maharaj, 2010)。 
(二)過程(Process) 

過程是個體經由依靠外部線索轉換到由內部控制的心智階段，當一個體重複

並反思一個動作時，它可能被內化為一個心智過程，一個過程是一個心智結構，

完全在個體的頭腦中完成與動作階段相同的操作，具體而言，個體可以利用想像

執行轉換，而不一定要每一步驟有明確的形式，並有能跳過步驟的能力(Arnon et 
al., 2013；Maharaj, 2010)。 
(三)物件(Object) 

個體如果能察覺到一個過程是一個整體，意識到這個轉換可以作用於這個整

體，並且能夠實際地建構這樣的轉換，則我們說個體已經把過程膠囊化成一個認

知物件。當過程已膠囊化成心智物件，當需要出現它可以解膠囊化返回過程階段

(Arnon et al., 2013；Dubinsk et al., 2005；Maharaj, 2010)。 
(四)基模(Schema) 

將動作、過程和物件不同的心智結構組織和連接成一個連貫架構，這稱為基

模，Dubinsky (1991)認為基模的特點是其動態和持續的建構於數學活動中，基模

的相關性是取決於個體判明在特別的數學情境下是否可以應用這觀念的能力。 

                              

 

                              

                             內化 

 

 

                                               協調 

                                               反逆 

                             膠囊化 

                            解膠囊化 

 
圖 1   APOS 概念發展關係圖 

資料來源：出自 Asiala et al. (1996:1-32) 

動作 

過程 

物件 

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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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徵理論 
在數學學習過程中，表徵是用來呈現數學概念、溝通和思維必備的工具。一

般將表徵分成兩個面向，一個面向是外在表徵，另一個面向是內在表徵。外在表

徵指的是外部可觀察解讀的符號、表格、圖形圖像及模型等，外在表徵在教學時

是數學觀念的溝通及理解數學概念的重要工具，對於學生理解數學亦扮演著整合

的角色。內在表徵則是學生在思考時心中所建立的圖像，學生可以經由使用外在

表徵來產生相對應的數學概念的內在表徵，當其內在表徵發生變化及表徵之間產

生關聯，就是習得了這個數學概念(Kaput, 1987; Lesh, Post, & Behr, 1987)。 
Bruner(1996)認為「表徵」(representation)是一種媒介，經知覺將外在事物的

新經驗融合至內在認知結構中，他認為人類有三種表徵模式，一為動作表徵

(enactive representation)：兒童的運思必須借助於實物或具體物的實際操弄活動來

達成；二是圖像表徵(iconic representation)：當具體物消失時，兒童仍能在腦中依

據實物的印象，自己製作心像去進行內在運思活動；三符號表徵(symbolic 
representation)：兒童能直接運用數學符號進行運思操作達到抽象思考的活動。此

三種表徵系統是平行並存的，三者之間是互補的，但也具有獨特性而非互相取代

的；從動作表徵進入圖像表徵時，動作表徵的認知功能仍然存在，而符號表徵階

段也仍包含許多動作表徵及圖像表徵的認知方式(朱敬先，2004)。 
Lesh(1979)將 Bruner(1966)表徵系統論的直線表徵發展模式，修正為平面網

狀式的互動模式，並提出在學習數學和解題時有五個不同表徵系統類型：1.實物

情境(experience-based "scripts")：知識是有組織的經由真實情境的事物或事件，

來解釋或表示所遇的問題的情境。2.具體操作物(manipulatable models)：和數學

相關概念搭配操作使用才有意義的具體實物。3.圖形(pictures or diagrams)：靜態

圖案模型，可操作可以內化為圖像的模型。4.語言(spoken languages)：日常生活

情境中的口語符號，包含與邏輯等領域相關的專門的語言等。5.符號(written 
symbols)：數學相關的符號或算式，可以是涉及數學概念的專門符號或算式，也

可以是平常用語中與數學相關的語句和敘述。 
Behr、Lesh 和 Post (1987)認為這些不同類型的表徵模型之間精確而流暢地進

行轉譯(translations)和轉換(transformation)，可以使學生由多元表徵的不同觀點相

互對照描述修正錯誤思維，學生採用越多元表徵的方法思考和測試新概念，新概

念就越容易正確形成，並和其他的概念關係相融合統一(李源順，2013；張英傑、

周菊美譯，2005)。 
 

參、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研究設計與架構 

本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法，期以量化方法探討使用傳統式教學法(以教科書

為教材教學)的控制組，與 APOS 教學法(使用重新編排設計以 APOS 理論呈現之

教材教學)的實驗組之學習成效差異，並以單因子共變量分析之資料分析方法，

分析學生之前測、後測及延後測測驗結果，以 APOS 理論的階段分析來了解學生

學習狀況。本實驗研究設計模式如表 1 所示，研究架構則如圖 2 所示。 
表 1 準實驗設計 

組別 前測 實驗處理 後測 延後測 
實驗組 O1 E1 O2 O3 

控制組 O4 E2 O5 O6 

O1、O4：教學活動進行前兩天進行前測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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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O5：教學活動結束後一週內進行後測施測。 
O3、O6：教學活動結束後第六週進行延後測施測。 
E1：實驗組之實驗處理，實驗組學生接受五節課 APOS 教學法教學活動。 
E2：控制組學生接受五節課傳統式教學法教學活動。 

 

 

 

 

 

 

 

圖 2 研究架構圖 

圖 2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對象為 106 學年度某國民中學二年級四個班級均為常態編班、男女

混合的班級，考量樣本取得的便利性，採便利性抽樣法，四個班級共 96 人為實

驗對象，實驗組人數為 51 人，控制組人數為 45 人。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實驗組與控制組均以 106 年 K 版八年級乘法公式單元之教科書與習

作的教材內容為主，實驗組教材依據 APOS 階段的發展，再搭配圖像和代數表徵

分類，重新編排教科書和習作內容，再按重新 APOS 理論編序的教材搭配 ACE
教學環實施 APOS 教學法教學，並設計前測、後測、延後測分析學生學習成效。 
(一) 教材內容 
1.APOS 教學目標的分類 

因九年一貫能力指標之分年細目僅有：8-a-01 能熟練二次式的乘法公式，所

以九年一貫能力指標在乘法公式單元並未發展至基模階段，故按九年一貫能力指

標之分年細目設計相對應的教學目標，本研究之教學目標細分為三階段：一是動

作階段、二是過程階段、三是物件階段，再利用不同表徵將三個 APOS 階段分別

細分為圖像表徵和代數表徵兩細項，將 APOS 階段與表徵兩向度對應之教學目標

進行編碼，再依此編碼的教學目標進行教材編排、教學活動及學習評量分析。 
2.APOS 教材 
(1)動作階段 

a.圖像表徵：經由面積圖形拼組的實際操作依序導出四個乘法公式。 
  b.代數表徵：經由分配律導出乘法公式，並練習利用乘法公式簡化數的計算。 
(2)過程階段 
  a.圖像表徵：觀察圖形面積的變化與乘法公式的關係，並能利用乘法公式簡化

面積的計算，並且可以用來解決生活中的應用問題。 
  b.代數表徵：能判斷和列出正確乘法公式，並能返逆乘法公式簡化數的計算，

自變項:教學法 

控制組:傳統式教學法 

實驗組:APOS 教學法 

共變項 

前測分數 

控制變項 

1.學生背景因素 
2.教學內容  
3.教學時間 
4.實驗地點 
5.評量工具 

依變項 

1.學生各 APOS
各階段學習保

留成效 
2.學生各表徵類

型學習保留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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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能自行判斷利用哪一個或兩個以上乘法公式簡化數的計算 

(3)物件階段：本研究教材在物件階段沒有圖像表徵題型出現，而物件階段的代

數表徵為能針對問題提出可行的解決方法，並能自行評估問題解決方案的適切

性，和利用乘法公式解決數或代數問題。 

3. ACE 教學環 
(1)活動：本研究教材完整呈現四個乘法公式剪貼拼組面積的實作活動，以利初

步概念的形成，透過操作或例題練習提供學生經驗基礎，經由活動學生可以獲

得後續 APOS 階段所需的心智結構。 
(2)課堂討論：本研究給與學生分組討論及上台示範演示的教學互動，並提出相

關問題引導學生思考，增加對數學概念的認識。  
(3)練習：藉由教材所提供的例題讓學生練習，並在課堂中讓學生上台演示，再

引導進行課間討論，加強學生已建構的心智結構。 
 
(二)測驗工具 

本研究的測驗工具包括前測、後測和延後測測驗。在內容效度上，測驗工具

以規畫的雙向細目表和教學目標與評量試題分析表來做試題的設計依據，測驗試

題依教學目標分成三部分，分別以 APOS 動作、過程、物件三個階段呈現，各階

段之下再分別細分圖像表徵與代數表徵兩個細項，雙向細目表評量內容架構如表

2。在信度分析上，本研究採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值來考驗信度，前測、後

測和延後測測驗之 Cronbach's α值分別為.96、.94 和.96。 

表 2  雙向細目表評量內容架構 
      APOS 階段 
表徵 動作 過程 物件 

圖像    
代數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以研究者自編之前測評量為共變項，以延後測與後測的分數差異定義

為學習保留成效，並以學習保留成效為依變項，進行單因子共變數分析，考驗不

同教學法對乘法公式單元的學習保留成效。 
 

一、成就測驗的學習保留成效分析 
單因子共變數分析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之 F = .07 ( p = .79)，符合迴歸同質性

假設，由表 3 顯示 F = 20.49 ( p < .001)，亦即排除共變項前測的影響後，APOS
教學法比傳統式教學法學習保留成效較佳。 
表 3  成就測驗的學習保留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SOURCE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共變數 1001.22 1 1001.22  實驗組>控制組

組間(教材編排) 2109.29 1 2109.29 20.49***  
組內(誤差) 9575.74 93  102.97   

***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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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POS 各階段的學習保留成效分析 
單因子共變數分析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之 F = 1.88 ( p = .17)，符合迴歸同質

性假設，由表 4 顯示 F = .32 ( p = .58)，亦即實施不同教學法(APOS 教學法、傳

統式教學法)的學生動作階段整體成績的學習保留未達顯著差異。 
單因子共變數分析過程階段、物件階段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分別為 F = .70 

( p = .41)、F = .80 ( p = .37)，符合迴歸同質性假設，由表 5 和表 6 顯示過程階段

之 F = 28.97 ( p < .001)、物件階段之 F = 5.22 ( p = .03)，亦即 APOS 教學法比傳

統式教學法在過程階段和物件階段有較佳的學習保留成效。 

表 4  動作階段的學習保留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SOURCE SS’ df MS’ F 
共變數 27.61 1 27.61  

組間(教材編排) 6.32 1  6.32 .32 
組內(誤差) 1852.82 93 19.92  

表 5  過程階段的學習保留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SOURCE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共變數  127.71 1  127.71  實驗組>控制組

組間(教材編排) 1196.62 1 1196.62 28.97***  
組內(誤差) 3841.35 93  41.31   

*** p <.001 

表 6  物件階段的學習保留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SOURCE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共變數  227.61 1 227.61  實驗組>控制組

組間(教材編排)   77.82 1  77.82 5.22*  
組內(誤差) 1387.68 93  14.92   

* p <.05 

綜合上述，單因子共變數分析結果顯示，排除共變項前測成績的影響後，

APOS 教學法在動作階段整體成績的學習保留與傳統式教學法未達顯著差異，但

在過程和物件兩個階段上對學習保留的影響較佳。 
 

三、各表徵類型的學習保留成效分析 
單因子共變數分析，迴歸係數同質性檢定圖像表徵與代數表徵分別為 F = .36 

( p = .55)、F = .21 ( p = .65)，符合迴歸同質性假設，由表 7 和表 8 分別顯示 F = .04 
( p = .85)、 F = 23.42 ( p < .001)，亦即實施不同教學法(APOS 教學法、傳統式教

學法)在圖像表徵的學習保留上未達顯著差異，但在代數表徵方面，APOS 教學

法較傳統式教學法的學習保留成效較佳。 

表 7  圖像表徵的學習保留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SOURCE SS’ df MS’ F 
共變數  6.04 1 6.04  

組間(教材編排)   .26 1  .26 .04 
組內(誤差) 673.88 93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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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代數表徵的學習保留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SOURCE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共變數 1162.72 1 1162.72  實驗組>控制組

組間(教材編排) 2156.64 1 2156.64 23.42***  
組內(誤差) 8564.55 93   92.09   

*** p <.001 
 

伍、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在教學實驗後，在成就測驗整體成績方面，實驗組與控制組在乘法公式的學

習保留達顯著差異，且實驗組平均高於控制組，所以 APOS 教學法比傳統式教學

法較能提升乘法公式單元的學習保留成效。在 APOS 階段方面，APOS 教學法與

傳統式教學法對動作階段學習保留的影響未達顯著差異；但在過程階段及物件階

段均達顯著差異，亦即 APOS 教學法比傳統式教學法對過程與物件兩個較高階段

較能提升學習保留的成效。在表徵方面，APOS 教學法與傳統式教學法對圖像表

徵學習保留的影響未達顯著差異；但在代數表徵達顯著差異，所以 APOS 教學法

比傳統式教學法對代數表徵的學習保留的成效較佳。 
二、建議 

由於本研究實驗組與控制組教材內容與教學時間相同，APOS 教學法的實作

的活動必會壓縮學生接續課程的教學時間，若能延長教學時數，於教學中不斷地

在圖像與代數表徵間來回轉換、引導，以加強學生對不同表徵之間的連結，對學

生圖像表徵與代數表徵之連結必有正向影響。 
本研究以 APOS 理論為架構，來設計乘法公式單元教材，至於尚有哪些數學

單元，適合此理論架構來設計教材，需要進一步研究和探討。且本研究教材中的

乘法公式單元，並未涉及 APOS 理論的基模階段，因此本研究只運用 APOS 教理

論中動作、過程和物件三個階段進行研究，若增加教材內容，如包含因式分解、

一元二次方程式……等單元，或許可以更深入瞭解學生對 APOS 各階段的概理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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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tudy of APOS Instruction on Multiplicative Identities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Yi-Min Huang 1 Yuan-Horng Lin2 

1Taichung Taiping Chung Ping junior high school 
2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ation 

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APOS (Action-Process-Object-Schema) theory and 

representation theory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econd grade students in the study of multiplicative identitie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The research design is 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method. The subjects are second 
graders from four different classes in a junior high school of Taichung City. Two 
classes are assigned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others are the control group. 
The teaching materials of the two groups are based on the textbooks and exercises of 
the version of the multiplicative identities uni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s taught with 
incorporating instructions of APOS theory. The control group is taught with the 
traditional method. The pretest, posttest, and postponement are designed to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 Study retention.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 results from covariance analysis show that the learning effect of students with 

APOS teaching method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2.The results from covariance analysis show that the learning effect of students with 
APOS teaching method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at the Process and Object levels. 

3. The results of the covariate analysis show that the APOS teaching method is 
superior to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in the learning retention of formula 
representation. 

 
Keywords ： Action-Process-Object-Schema(APOS),Representation, Multiplicative 

ide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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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繪本教學建立一年級學童金錢知識與對金錢態度之課程

設計研究 
 

 陳葦如 1 劉宣谷 2 
1新北市新店區雙峰國民小學 chelsea8037@hotmail.com 

2國立台北教育大學數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hkliu.ntue@gmail.com 
 

摘要 

研究者於教育現場發現，目前許多雙薪型態家庭的父母對於孩子基本生活需

求皆給予充分的照顧，且經常滿足孩子各種物質慾望與購買昂貴商品給孩子，造

成孩子偏差的金錢觀念與態度，因此從小在正規的教育系統中提供正確理財素養

及觀念對孩子未來的理財觀念甚為重要。本研究旨在探討繪本教學，建立國小一

年級學童金錢知識與金錢態度之成效。研究者由「小小理財家」系列繪本中選用

符合一年級學童認知發展階段之主題繪本作為主要教材，帶領低年級學童進行繪

本情境之探討與相關延伸活動之體驗，從中習得金錢知識與建立正確金錢態度，

期許在本研究設計之理財系列繪本教學情境下，能有效提高教學成效。 
 

關鍵字：繪本教學、金錢知識、金錢態度 
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在教育現場中校園內家庭組成以雙薪家庭居多，多數學生物質生活需求無虞。

在網路資訊便捷的環境下，孩子易因偶像崇拜、追求流行，而對於各類商品產生

大量的需求，許多父母親為滿足孩子物質慾望，不惜購買各項昂貴商品贈予孩子，

或予以零用錢支用。然長期下來造成孩子們對於金錢的認知及使用態度皆有所偏

差。研究顯示，加強理財教育是學校教育的重點(吳和堂、陳惠如，2013)，行政

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近年來致力推行金融教育，編列教材期以融入國中小課程

中進行，落實向下紮根的金融教育，惟目前金融教育相關能力指標中，並無低年

級階段所適用。因此，若能夠依據國小不同年段進行課程設計，自低年級教授金

融理財相關概念，對於未來國小金融教育的發展，將能夠有更加完善的成效。 
金融教育所涵蓋的範圍甚廣，舉凡日常生活中的消費行為、理財投資、保險

借貸、風險管理等等，皆是屬於金融教育的一部份。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暨教育

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所(2008)公告之國小階段金融教育四大主題分別為「儲蓄與

消費」、「借貸與信用」、「風險與風險管理」、「投資」。其中概念較為基礎的主題

「儲蓄與消費」主題涵蓋了下列學習目標：(1)能辨別「需要」與「想要」、(2)
能做出理性的消費選擇、(3)能正確記帳，並用於檢視消費行為、(4)認同收入-儲
蓄=支出的觀念、(5)認同先儲蓄再消費的觀念。依據 Piaget 的兒童智力發展論，

對照各發展階段歷程，學童在金錢概念的學習上也有其順序性(陳碧華，2007)。
因此本研究認為在學習前列五項金融教育的學習目標前，低年級學童首先需要認

知的是金錢的基本概念及相關知識，了解日常生活中金錢貨幣的價值與意義。當

學童具備正確的金錢態度，便能夠妥善管理個人的財務、富裕自身身、 心、靈

三方面的需求，亦能培養出責任感，進而在未來有較理想的成就(楊麗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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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年級的孩子剛開始學習習寫、認讀文字，在教學時若能輔以相關主題的繪

本，將能呈現給孩子更具體的畫面與想像。繪本即以圖畫會主結合文字為輔的方

式表達中心主軸所要表達的要旨及內涵，藉由不同的主題、圖畫的設計，以多元

方式呈現學習主題，可以幫助兒童更深入了解教師所要教授的概念，是單一教科

書所無法比擬的 (蔡蕙如，2000）。而金錢知識與金錢態度的概念對於低年級孩

子來說較為抽象，若能藉由相關繪本的情境，連結孩子生活的真實生活經驗，便

能使孩子進一步思考與探索。 
綜合以上對於社會現況的觀察及金融教育重要性的思索，研究者欲針對國小

低年級學童擬定一套建立金錢知識與金錢態度的課程，結合繪本教學與學生在課

堂中進行相關概念認知的討論，並運用綜合課程時間融入相關體驗活動。藉此探

究研究者所發展出的課程是否有助於國小低年級學童建立金錢知識與對金錢態

度，並期以能夠推廣金融教育，作為後續發展低年級金融教育之參考。 
國內金融教育並未獨立設科目教學，在九年一貫課綱中與金融教育相關的能

力指標階大多包含於社會領域中，低年級僅一項綜合學習活動能力指標(2-1-1 能
分享自己如何安排時間、金錢與個人生活經驗)，在以融入其他課程領域的方式

進行時，容易因為各學習領域既定的進度規劃，而使原本就已無連貫性的金融教

育課程更加無法詳細的教授給學生(張凱莉，2012)。恰於一年級第二學期研究課

程實施階段，本研究對象之數學領域課程有一單元為「認識錢幣」，研究者認為

能夠將所規畫的金錢知識課程與之融合，將能夠提升學童對於錢幣的認知層面知

能，更有利於引導學童發展情意目標的金錢態度。秉持著面對現今社會發展，正

確的金錢價值觀對於孩童來說是無可異議的重要能力，因此研究者將遵循目前所

擬定的能力指標、蒐集與金融教育相關文獻的探討，有系統的設計規劃從國小階

段低年級之金融教育課程，以培養學童正確的金錢知識與建立正確的金錢態度，

使學童能盡早學習為自己的理財人生做準備，以開創自我優質人生。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探討繪本教學建立低年級學童金錢知識與對金錢態度之課程教

學方案發展歷程及實施成效，主要目的在探討繪本教學建立低年級學童金錢知識

與對金錢態度之課程設計。 
 

貳、文獻探討 

一、金融教育的定義 
金融教育並非為艱澀難懂的學問，而是一項人人都應具備的生活能力（朱清

宏，2009）。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在 2005 所出版的研究報告書中，將

金融教育定義為：「金融教育是一個消費者與投資者在提升自我對於金融商品及

相關知識概念的過程，透過相關資訊、教育與客觀的建議，發展出兩者間的金融

相關知識技能及自信，並使其能夠在充分資訊下做出正確決策、知道何處可尋求

協助，藉以提升兩者財務福祉。」Gpinath(2006)提到，金融教育為一消費者及投

資者的學習過程，增進對於各項金融商品、概念及風險的認識，並透過資訊擷取、

教導諮商等活動，使消費者、投資者能具備足夠的知識與技能。 
黃富櫻（2007）指出，美國第十三任聯邦準備理事會主席、經濟學家

Greenspan(2005)曾提出，若是能在小學及中學階段加入基礎的金融教育，奠定金

融基礎素養，有助於年輕人避免做需出花費多年才可解決後果的決策。若能夠在

53

2018年第十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8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孩子上小的階段便教導他們資源有限的觀念，始能養成取捨的決策模式。目前許

多主要先進國家，例如美國、英國、加拿大、德國、日本、韓國各國央行與相關

教育單位早已合作共同規畫金融教育相關課程，顯現各國看重金融教育存在的必

要性。 
 

二、國內國小階段實施金融教育現況 
為提升國民的金融教育知識並期許能夠培養出正確投資理財觀念及素養，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與教育部進行合作，於民國 94 年通過了「金融知識

普及計畫」，研發擬定為期三年的金融教育推動計畫，並自民國 95 年起積極地推

動各項金融教育普及活動。金管會所頒定的「金融基礎教育學習架構」如表 1，
由教育部函轉知國內各級學校，作為教師進行金融教育課程教育的重要參考依

據。 
表 1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訂定之金融基礎教育學習架構 

主題 教學重點 學習目標 
儲蓄與消費 (一)消費類型：需要與想要 

(二)選擇消費的合理性 
(三)記帳方法及記帳的重要性 
(四)收入-儲蓄=支出的觀念 

1.能辨別「需要」與「想要」 
2.能做出理性的消費選擇 
3.能正確記帳，並用於檢視消費行為

4.認同收入-儲蓄=支出的觀念 
5.認同先儲蓄再消費的觀念 

借貸與信用 (一)借錢的原則與態度 
(二)信用及其價值 

1.認同不輕易借錢及審慎預支零用錢

2.知道有借有還，再借不難的道理 
3.能覺察日常生活中信用的重要性  

風險與風險

管理 
(一)風險及風險管理的方法 
(二)生活中的風險及保險 

1.能覺察生活中的風險，並能提出管

理方法 
2.能說出與生活相關的保險名稱 

投資 (一)儲蓄與投資 
(二)投資自己 

1.認同儲蓄為投資之本 
2.知道投資可創造盈餘，也可能產生

損失 
3.知道投資自己的重要性與方法 

資料來源：102 年 5 月 8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20035787A 號 
研究者加以參考了黃美筠等人(2011)針對我國現況所建構出「國小理財教育

課程綱要」中符合低年級部分，如表 2，透過文獻分析、問卷施測的結果，將國

小金融知識內容依金融知識、金融技能、金融態度三面向進行課程架構設計，各

能力指標亦與教育部所頒定之九年一貫課程綱要學習目標相符合，研究者期依據

以上兩表內容，在研究構思金融教育課程時，能夠有更完善、縝密的方案設計。 

表 2 我國國小低年級金融理財教育課程綱要 

年級 

階段 
教育面向 主題 能力指標 

低年級 金融態度 1.理財責任 1.珍惜自己所購買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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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倫理關懷 1.關懷自己的理財行為，對家人與自己的影響 

金融知識 1.金錢的意義 1.辨識我國的各種錢幣和鈔票 

2.了解外國所使用的錢幣和鈔票 

2.金錢的由來 1.了解金錢可由不同的方式獲得 

3.金錢的功用 1.了解可以用金錢來換取物品 

4.儲蓄 1.知道金錢可以儲蓄起來，將來有需要時再拿出來使用 

2.瞭解可以透過不同的方式進行儲蓄，離如存錢筒、郵局

帳戶 

5.消費行為 1.分辨需要和想要的不同 

2.知道人們無法得到所有想要的東西 

金融技能 1.金錢的使用 1.使用金錢去購買所需要的物品 

2.比較相似物品，例如不同品牌的彩色筆之間的價值 

2.金錢的保管 1.知道如何安全的保官金錢 

3.做決策 1.拒絕購買不需要的物品 

資料來源：引自黃美筠、紀博棟、黃劍華、饒玉屏、呂啟民(2011)。 

 
三、兒童金錢概念認知發展 

(一)兒童金錢認知發展 

金錢概念為一種對於金錢價值及意義的抽象表徵，像是對於貨幣、信用卡、

支票的命名、區辨及比較(J.T. Jong,1997)。依據 Forrest(1990)的研究，找了

18 位 2~18 歲的孩童與青少年進行訪談，以研究兒童及青少年對於金錢的興趣與

發展程度，將結果分為四個階段如表 3(修改自徐淑敏、林麗華，2007)。 

表 3  兒童及青少年金錢認知發展階段 

階段 對金錢認知概念發展 

階段一 

(2~6 歲) 
對金錢感到好奇，並將金錢視為父母的所有物。 

階段二 

(7~11 歲) 
將金錢視為獎賞或是交易的媒介工具。 

階段三 

(11~15 歲) 

將金錢視為個人階段地位高低的標準，亦是青

少年團體間互相認同的指標。 

階段四 

(15~18 歲) 

將金錢視為全世界認同的系統，可互相交換有

價值的訊息，為一種資本及生產力的要素。 

資料來源：徐淑敏、林麗華(2007)。 

  
(二)兒童金錢態度發展 

    陳慧媛(2016)認為態度由認知、行為與情感三方面共同組成的，並且會隨著

個人年齡的增長、性別與性格的不同而有所影響，其透過複雜的社會化過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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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在對於各項人、事、物的價值判斷、評價皆呈現不同的行動意願及心理狀態。

個人的態度形成主要涵蓋三項因素：1、認知因素：個人對於某一事件所持有的

信念，而其信念來自自身的生或經歷、思想及觀念；2、情感因素；個人對於某

一事件在情感上的反應及感受；3、行為因素：個人對於某一事件所表現出的行

為或意圖。 

 

四、低年級學童認知能力發展 

    皮亞傑將基模視為個體吸收知識的基本架構，將認知、智力的發展解釋為個

體基模隨著年齡增長所產生的改變(張春興，2013)。以建構主義的觀點來說，為

因應環境變化或在人際互動方面的需要而改變個體的認知結構，從過程中獲得知

識，在整個歷程中個體認之結構的改變為自發性的，並非由他人所教導。而低年

級學童所處階段恰進入「具體運思期」，主要發展特徵為能根據具體經驗思維以

解決問題、.能理解可逆性的道理與能理解守恆的道理。維高斯基認為學校教育

能夠提升孩童的認知發展水準，提出「最近發展區理論」，即教師應為學生建立

「鷹架」(scaffolding)，協助學童在已具備的能力上發展潛在的能力。因此有

效的教學方式在提供超越學童實際的發展水平，並協助他們跨越固有的知識習得

新知，而教師應依據每位學生的能力和經驗提供合適的教材方式，給予每位學生

有效的學習方式。 

    認知教學目標指的是學生學習知識的結果(陳豐祥，2009)，布魯姆(Bloom)

等人將教學目標分為認知、情意、技能三個面向，國內當局亦積極推廣與應用。

在情意領域目標中，將情意視為一種心理狀態或是情緒的傾向，可能為正向讚許

的態度，也可能是負向反感之反應。在教學目標的三類領域中，情意領域屬當中

最抽象的表達 (張霄亭，2004)。Krathwohl, Bloom 與 Masia(1964)將情意目標

的範圍定義為態度、興趣、信仰、價值觀與情感上的風格，其層次可分為接受、

反應、評價、重組與形成品格等五階層。 
 

參、課程發展設計 

    本研究課程以「小小理財家」系列繪本為主要課程教材，並於班級綜合活動、

生活課程及數學課中進行課程。為提升課程內容及教學設計的完整性，研究者將

依據與金融理財教育課程相關之參考文獻、金融教育國小階段學習能力指標及班

上學童家長之意見，與校內資深教師共同進行課程設計與規劃。 

一、繪本選擇與介紹 

本次研究所選用的「小小理財家」系列繪本共有 45 冊，內容包含了八大金

融教育領域主題，分別為「交換與金錢領域」、「如何消費領域」、「金錢的運用領

域」、「貿易與社會領域」、「擬訂計畫領域」、「工作與職業領域」、「經營管理領域」、

「領導特質領域」，各領域皆有 3~8 本的繪本故事，其所要傳達的主要有三大理

財觀念為：1.金錢觀，對金錢的看法和態度。2.價值觀，對人、是、物的看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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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3.消費觀，對開支的看法與態度。此系列繪本故事結合了簡單的文字描述

與色彩豐富的圖畫，內容充滿趣味性及溫馨的故事情節，以活潑逗趣的方式呈現

所要傳達的正確金錢觀念。 

為能使低年級學童建立正確基礎金融知識與培養正確態度，研究者針對 45

冊繪本中的各項主題及故事內容進行探討與分析，從中選取較適合低年級初次接

觸金融理財教育的繪本作為教材。在與協同教師共同討論後，決定選用「阿毛上

市場」、「貝殼的秘密」、「媽媽是殺價高手」、「路燈爺爺」、「松鼠的倉庫」、「極地

動物銀行」等六本繪本，作為本次研究的教材，其所對應的學習目標如下表 4： 

表 4 小小理財家主題繪本各學習目標 

繪本名稱 學習目標 

阿毛上市場 了解以物易物 

貝殼的秘密 了解錢的產生 

媽媽是殺價高手 認識價格 

路燈爺爺 學習節儉 

松鼠的倉庫 學習儲蓄 

極地動物銀行 認識銀行的功能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二、課程的規劃與發展 

研究者依據所選取的六本繪本，規劃出「我是金錢知識家」系列課程，分為

三大主題進行，依序為「買賣的起源」、「消費智慧王」、「儲蓄的重要」，每個主

題皆以兩本繪本進行故事的敘說及內容的討論，並以每週一主題、每主題 3~5 節

課、為期 6週，共 18 週的時程進行課程。為了解本研究課程對於學童在金錢知

識與態度是否有所提升，在每次進行課程主題前，都會先設計相關概念問題，讓

學童進行發表論述，但因低年級學童書寫能力有限，因此將以錄音錄影方式記錄

學童的論述內容，並依據進行課程前、課程進行中、課程進行後，學童的論點進

行是否達到有效教學的分析。 

除了配合繪本的學習目標外，研究者主要參考了黃美筠等人(2011)針對我國

現況所建構出「國小理財教育課程綱要」中，低年級的學習能力指標，做為課程

設計依據，因考量一年級在實際生活中較無真實消費及能夠自由運用金錢之體驗，

因此在三大學習目標「認知」，「情意」、「技能」中，將以「認知」及「情意」為

各項學習主要達成之目標。另外在十二年國教課程目標中的核心素養，為強調培

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分為「自主行動」、「溝通互動」、「社會參與」三

大面向，並依據學生的個體身心發展狀況，訂定各階段教育不同的核心素養，規

劃連貫且統整的課程內容，以「啟發生命潛能」、「陶養生活知能」、「促進生涯發

展」及「涵育公民責任」的總體目標為課程規劃依歸。在國民小學低年級階段屬

學生學習能力奠基期，著重生活習慣與品德的培養，協助學生在生活與實作中主

動學習。本次發展的研究課程中，亦期許培養學童具備能夠應用於日常生活中的

金融理財素養，對於各項金融活動抱以積極的學習態度及能夠辨別的敏銳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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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校內協同教師共同討論研究方式及內容後，偕同教師建議在帶領學童進

行思考討論時，應盡量以學童生活經驗作為出發，創造簡單的日常生活情境引發

學生的學習動機，如此在進行討論時，學童較容易進行連結與思考，以達學習目

標；另外在資料蒐集的部分，考量一年級學童書面記錄能力有限，建議主要工具

可以錄音筆進行對話紀錄，令發言者手持錄音工具，亦可培養同時學童在課堂進

行討論時所應遵守的規範及尊重他人情懷。 

 

三、教學單元的說明 

在共同閱讀分析第一主題課程「買賣的起源」中所使用的兩本繪本，「阿毛

上市場」與「貝殼的秘密」後，研究者與協同教師認為在此一主題中，重點分別

在使學童了解並認識過去以物易物的交易方式，以及錢幣的產生過程之相關基礎

金融知識，由此發展出的系列課程架構如表 5： 

表 5  我是金錢知識家課程設計架構 

主題名稱 買賣的起源 

選讀繪本 阿毛上市場 貝殼的秘密 

教育面向 金融知識、金融態度 金融知識、金融態度 

課綱主題 以物易物 貨幣的由來 

教學重點 物品價值 貨幣存在的意義 

學習目標 1.能了解「以物易物」的交

  易方式 

2.能了解物品在不同情境 

  狀況下有不同的價值 

3.能配合以物易物情境進 

  行合理的物品價值比較 

  分析 

1.能了解貨幣的功能與意義 

2.能了解貨幣的演進 

3.能認識我國生活中使用的 

  錢幣  

4.能藉由物品價格判斷物品

價值 

課堂安排 綜合活動(2 節) 

生活課程(1 節) 

綜合活動(2 節) 

生活課程(1 節) 

數學(2 節) 

 

(一) 阿毛上市場 

在「阿毛上市場」中，因故事主角頭一次到市集體驗以物易物之活動，當中

發生許多關於「物品價值」的困境與轉折，透過每一次的交換活動，引導學童針

對當中的「交換成功」、與「交換失敗」的原因進行討論，進而讓學生能夠理解

「各種物品的價值會隨著人在不同時間、地點及情境下的不同需求而有所不同的

價值標準」之核心概念。繪本故事討論課程結束後，讓學童回想自身在日常生活

中是否曾與人進行過以物易物的交易活動，並進行相關經驗的結果探討，從中分

析學童是否具備判斷物品價值的正確態度。 

(二)貝殼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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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著「了解以物易物」的學習目標，在同樣主題的第二本繪本「貝殼的秘

密」中，首先規劃帶領學童回憶上一單元習得的觀念，引導思考在以物易物、或

者自身經驗的過程中是否會產生什麼樣的問題？能否思考出解決之道？而在此

繪本中，便是要傳遞給學童在進行物品交換時「定量」及「公平」的重要性，貨

幣及錢幣也因維護此兩項交易的重要性而隨之產生。故事中的兩位主角，烏龜與

狐狸，在面對不同對象前來換取所需的鹽巴，有著不同的應對方式與做法，在講

述故事的過程中，配合情節進行講述暫停，帶領學童針對兩位主角在相同情境下

的不同做法，並與其他角色想法進行比較與分析，使學生能了解貨幣產生的意義

與功能，在繪本故事討論課堂結束後，引導學童回想日常生活中是否有相關的買

賣經驗，描述自身對於經驗的想法，從中分析學童是否具備判斷物品與價格的定

量關係及公平與否的評論態度。配合數學領域課程「認識錢幣」單元，將繪本學

習目標進行延伸，使學童能夠認識並學習運用我國日常生活所使用的錢幣，以不

同的價格進行使用，換取不同的商品。 

肆、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課程內容的設計安排主要參考了皮亞傑、維高斯基之相關兒童認知發

展、以及 Forrest(1990)兒童及青少年金錢認知理論，並參照金管會所公告的金

融基礎教育學習架構內涵，以及黃美筠等人（2011）所建構出的我國國小金融理

財教育課程綱要，作為主要規劃課程學習目標之依據，並以「認知」及「情意」

為主要檢測向度。研究者選用了「小小理財家」系列繪本作為建立低年級學童金

錢知識與正確金錢態度之主要教材，並配合內容設計以三大主題課程進行，以活

潑且具像情境進行課程活動，期以彌補當前國小低年級階段金融教育課程之不足，

並作為未來有意願實施相關課程教師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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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ing Primary Students’ Knowledge and Attitude of 
Money through Story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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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er found out that in the educational field, mostly are dual-earned family, 
and parents usually provide sufficient material desire, even willing to pay for 
expensive product to children, and cause many children having bias towards the 
concept and attitude of money. Recently many studies show that involving financial 
management into the school education is currently vital. In order to reach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the researcher uses action research method. Using ”Little money 
management series picture book” as teaching material and choose proper volumes 
according to their cognitive development level in primary students. Guide them to 
discus the situation and experience extensive activities, to acquire the knowledge and 
establish proper attitude to money. Anticipating this research of designing teaching 
money management through picture books will enhance the effect of teaching. 
 
Keywords： story books teaching,knowledge of money, attitude of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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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生判斷數學命題正確性之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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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鑑於在證明或論證過程判斷數學命題正確性的重要性，本研究目的旨在調查

國中生判斷命題正確性時所使用的方法類型，及如何使用該方法來判斷命題正確

性。本研究採方便取樣，研究對象為 59 位九年級國中生，以平面圖形全等與面

積為數學主題，自行開發非選擇題題本，及半結構式訪談大綱為研究工具，題本

中各題的百分比一致性係數的平均數為 0.89。研究結果顯示，九年級國中生判斷

一數學命題是否正確時，主要使用直接證明、舉例、及不完整的圖文敘述等三種

方法進行判斷，其中有 64%的學生以舉例方法判斷命題正確性，舉例方法可細分

為以正反例正確或錯誤判斷命題、及以錯誤推理的例子判斷命題等方法，且有

22%的學生以舉例方法將一正確命題判斷為正確的；有 46%的學生以舉出反例正

確判斷一個錯誤命題是錯誤的；有 4%的學生以推理錯誤的例子判斷出正確結

果，有 22%的學生以舉例方法誤將一錯誤命題判斷為正確的。訪談部分，大多數

學生皆認為舉例有助於證明，因為可以釐清自己的數學概念。本研究結果顯示，

大多數學生以舉例方法判斷命題的正確性，但仍有多數學生誤以為找到符合命題

條件的一個例子，即代表此命題正確；或是因為先備知識不足，無法從命題條件

中舉出合理的反例而判斷命題錯誤，因此，研究者建議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仍需

強調證明的重要性，及如何由命題條件中舉出符合命題條件的各種例子。 
 
關鍵字：例子、舉例、命題、證明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例子泛指用來呈現數學概念或規則的事物(Sowder, 1980; Watson, & Mason, 

2002)。從例子觀點分析數學概念教學的型式，可將數學教學分為「規則-例子」

(rule-examples)與「例子-規則」(examples-rule)兩種類型教學方法，即是以演繹推

理或歸納推理幫助學生學習數學。從數學學習的觀點，學生常用例子表示自身對

於某數學主題的想法，且在舉例過程中，學生需要應用先前知識選取出相關例子

(Watson, & Mason, 2002)。雖然學生可能從舉例過程中釐清數學概念，也可能因

為先備知識不足而無法舉出符合命題條件的例子，因此，例子是數學教學與學習

中不可或缺的媒介(Bills, Dreyfus, Mason, Tsamir, Watson, & Zaslavsky, 2006)。 
 
例子跟證明結果是一體的兩面，在證明過程中所產生的命題，需要利用其他

符合條件的例子進行檢驗，而證明結果也需要用例子來呈現(Michener, 1978)，因

此，在數學教師教導證明時，常用例子表示數學定理或數學概念，而學生也常舉

例子來說明其想法(Leung, & Lew, 2013)，但學生在判斷一個數學命題是否正確

時，是否會運用例子來判斷，且如何判斷？相關文獻非常少，這是研究者進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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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動機。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旨在探討九年級國中生在判斷某個數學命題是否正確時所使用的方

法，及如何運用此方法判斷一個數學命題是否正確。研究問題如下： 
 

問題 1 九年級國中學生會使用那些方法判斷數學命題是否正確？ 
問題 2 九年級國中學生運用舉例判斷數學命題是否正確時，其所舉的例子類型 
       有哪些？且如何運用例子判斷此命題是正確或是錯誤的？ 

貳、文獻探討 

一、例子對於判斷數學命題的重要性 
數學命題(mathematical proposition)是指以數學術語或數學符號表達、而且可

以用數學知識判斷其真偽的敘述，是形式證明與論證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單
維彰，2010)。形式證明(formal proof)通常是指用一些數學上約定成俗的符號語言

推理說明符合一些條件下的某個數學命題是正確的，其過程是在一個數學情境

下，先舉出幾個符合情境的例子，並確認其是否符合情境條件後，由這幾個例子

推演或歸納出猜想(conjecture)，再舉幾個例子驗證此猜想是否正確，若正確，則

持續利用數學定義、概念等數學語言進行形式證明；若不正確，則修整原猜想並

再次檢驗，這個過程包含演繹推理與反駁、反例交替循環的遞迴過程(陳英娥與

林福來，1998)，而「論證」(argument)是一種非形式證明，是指學生提出論述並

以正當理由支持自己的論點。對於中學生而言，形式證明是困難的，因此許多研

究關注於中小學生「論證」的研究。例如：Lakatos(1976)以學生探究正多面體頂

點數(V)、稜數(E)、面數(F)三者之間關連性的虛擬情境為例，主張數學探究的論

證模式可分為提出原猜想、利用思想證明或推論，把原猜想分解成一些子猜想或

引理以證明原猜想、出現原猜想的反例、重新檢查證明以改進原猜想、檢查其它

定理的證明，看看新找到的引理或新的證明生成的概念是否出現在他們當中、檢

查那些一開始接受，現在已被反駁的猜想、及將反例轉化為符合新例子的理論。

林碧珍、鄭章華、陳姿靜(2016)主張數學臆測的造例和組織例子階段是建立數學

論證的基本元素。由此可知，例子、反例在驗證、反駁猜想及證明時所擔任的重

要角色，學生要能成功證明或是論證，舉例判斷數學命題的正確性是其必要條件。 
 

二、學生的例子空間(example space) 
Michener(1978)主張數學知識空間是由結果(result)、概念(concept)、例子

(example)三個子空間所組成的空間。其中結果是指經過邏輯-演繹

(logical-deductive)過程所產生的數學結果的集合體，例如:定理(theorems)；而概

念是指由數學定義與符號所形成的概念的集合體；例子(examples)是指可呈現數

學規則或概念的素材。並舉出教師教學時常使用開山例(start-up example)、參考

例(reference examples)、模範例(model examples)、反例(counter-examples)等四種

類型的例子幫助學生學習。由於這些例子的特質，在學生形成並獲得概念時，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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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根植在學生對於此概念的概念心像(concept image)中(Tall, 1983)，且當學生在

學習新的概念或進行解題時，若要需要利用此概念時，常會浮現許多跟此概念相

關的例子，並以印象最深的例子進行思索。Watson 與 Mason(2002)提出跟概念心

像類似的概念，主張學生在數學學習過程中，對於各種數學概念會建構出例子空

間(example space)，當在解題或需要用到相關概念時，會從自身所建構的例子空

間中選出適合的例子以進行解題。Peled 與 Zaslavsky(1996)主張反例不但能幫助

學生在探索證明的過程中否定數學猜想的功能，也能幫忙解釋及澄清學生數學概

念的功能。Leung 與 Lew (2013)主張學生能使用反例來判斷數學命題的正確性。 
綜上所述，舉例是學生論證及數學學習中重要且常用的方式，在學生論證過

程中，需要從數個例子的結果歸納出數學猜想，進而以例子加以驗證此猜想是否

正確。因此，學生是否能正確舉例判斷命題正確性是論證過程中必經途徑。且就

教學現場而言，教師多半是給定一個數學定理或性質讓學生進行大量解題，少有

讓學生經由數個例子自行歸納出命題並探究命題是否正確之情況，因此研究者經

思考 Lakatos(1976)所主張學生論證各階段的過程後，選擇提出原猜想、利用思想

證明或推論，把原猜想分解成一些子猜想或引理以證明原猜想、及出現原猜想的

反例等階段後，發現在形成、證明數學猜想及提出猜想的反例的過程時，都必須

利用舉例的方式進行，且猜想通常是以命題形式呈現，故將這些階段的內容加以

調整，以作為進行本研究的動機。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量化為主、質性為輔的方法進行，以下就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

究流程三面向說明如下。 
一、研究對象 

研究者採取方便選樣，選取臺北市某公立國中三個九年級常態班級作為本研

究的研究對象，這三個班級中的男、女同學比例類似，且任選其中一個班作為研

究工具預試施測班級，另兩個班作為正式測驗施測班級。預試班級的男同學共

17 人，女同學共 14 人，共 31 人；而正式施測班級的男同學共 31 人，女同學共

28 人，共 59 人。 
 
二、研究工具 
 研究者經搜尋例子相關文獻後，發現適合本研究目的的文獻及相關研究工具

非常少。為妥善搜集學生以舉例方式判斷命題是否正確的相關資料，本研究採自

行開發研究工具的方式進行。研究者經跟一位數學背景的碩士班學生討論題型及

學生可能的作答類型後，選定研究工具題型為開放性試題，且試題設計是以平面

圖形全等與面積之數學主題為基礎，原因是因為此主題在國中教科書中，常有公

式推導與證明等內容，且國小高年級亦有此內容，對於學生而言較不陌生。研究

工具題目內容分為判斷命題是否正確及考後心得兩部分。其中，判斷命題正確性

的試題設計方式是提供學生一個數學命題，請學生判斷並以圖、文等各種方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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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說明此命題是否正確，共 5 大題；而考後心得是請學生說明自身對於舉例對於

數學學習的幫助及是否重要的看法，共 3 大題，測驗時間為 45 分鐘。 
研究者邀請一位數學背景的教授審查題本初稿並提供意見後，依修改意見修

改後進行預試，並依預試結果再次修整題本指導語、試題內容、及評分規準後，

再請一位數學背景的教授進行審查，並依審查意見修整試題內容後形成正式題

本。評分規準採雙碼編碼方式，第一碼為判斷命題方法的類型，共分三大類，「直

接證明」記作「1□」、「舉例」記作「2□」、「不完整的圖文作答」記作「00」。第

二碼為是否合理運用該方法判斷命題的正確性的類型，共以依照判斷方法分為直

接證明、舉例、不完整的圖文敘述等三類。第二碼為在第一碼所表示判斷方法下，

如何判斷命題的作答類型，各類作答評分碼別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類作答評分碼別表 
碼別 評分碼別說明 

11 以直接證明方法正確證明命題 

12 以直接證明方法錯誤證明命題 

21 以舉例方法判斷命題正確 

22 以舉反例方式正確判斷命題錯誤 

23 以舉例方式判斷命題錯誤或正確，但推理內容錯誤 

24 以舉例方式錯誤判斷命題正確 

00 不完整的圖文敘述 

例如:學生在某題以反例正確說明此錯誤命題是錯誤的，將此學生在此題的

表現記為 22，評分規準 22 碼別的作答結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評分規準示例表 
碼別 評分說明 示例 

22 
以舉反例方式正

確判斷命題錯誤 

 
訪談部分，本研究採半結構式訪談，研究者擬定訪談大綱並給一位數學背景的教

授審查後，在正式訪談前先行邀請兩位九年級同學進行訪談，以增進研究者的訪

談技術。 
研究者邀請一位數學教學年資 10 年的現職教師協助閱卷。閱卷前研究者提

供評分規準並解說及回答該員的問題後，分別就評分規準對學生各題作答結果進

行編碼，就各題編碼不一致的學生作答結果加以討論，若仍無法達成共識，則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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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數學背景的教授將此學生的作答結果分類，以確認該名學生在該題作答的類

型。信度部分，本題本的各題百分比一致性信度分別為 0.95、0.92、0.86、0.78、
0.92，各題百分比一致性係數的平均為 0.89。 

 
三、研究流程 

研究者先邀請一位數學背景的碩士生共同討論並初步開發判斷命題正確性

的試題及訪談大綱，並邀請一位數學背景的教授審查後依審查意見進行修改。請

學生作答前，教師除宣讀指導語使學生知道可用圖、文字等方式作答外，並先以

作答範例跟學生說明作答方式後，請學生開始作答。作答完後一週內，研究者以

立意取樣，從正式施測的兩個班級中選取 10 位學生進行訪談，訪談內容主要是

請同學說明作答過程，及認為舉例對數學學習及判斷命題是否正確是否有幫助。 

肆、研究結果 

研究者經分析學生作答結果得知，九年級國中學生在判斷一數學命題是否正

確時，主要使用直接證明、舉例、及不完整的圖文敘述等三種方法，且利用這三

種方式的人數比例分別為 3%、64%、33%。訪談部分，有 7 位學生認為舉例子

可以幫助自己理解數學概念，原因是因為舉例前必須要看懂命題內的條件才能舉

出正確的例子。由於本次施測題本中的 5 個命題，正確的共 1 題，不正確的共 4
題，考量學生可能會將原本正確命題判斷為錯誤的、將原本錯誤命題判斷為正確

的，且篇幅有限，以下分判斷命題正確性的方式及結果，及訪談結果兩部分，並

以誤判錯誤命題是正確的平均學生作答比例為呈現方式，說明如下。 
一、判斷命題正確性的方式 
(一)直接證明 

這類學生主要是用數學概念或性質等數學語言或符號，對數學命題進行證

明，其作答結果依照原命題是否正確，可分為正確證明命題、錯誤證明命題兩類

如下。 
1.正確證明命題 

這類學生是以證明方式正確證明一個正確的數學命題，以此方式作答的學生

比例為 10%。 
2.錯誤證明命題  

這類學生以錯誤證明方式證明一個正確數學命題，以此方式作答的學生比例

為 2%，或是證明一個錯誤數學命題，以此方式作答的學生比例為 2%。 
上述兩類學生作答結果的示例，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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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以直接證明方式判斷的作答示例 
敘述 4 

若四邊形 ABCD 中， = 且 // ，則三角形 ABC 的面積與三角形 BCD
的面積相等。 

分類碼別 11 分類碼別 12 

  

 (二)舉例 
使用舉例方法的學生，主要以「舉出符合命題條件的例子」的方法來判斷命

題是正確或錯誤的，其作答結果可分為四類如下。   
1.以舉例方法判斷命題正確 

這類學生是以舉出符合命題條件的一個例子，來判斷一個正確命題是正確

的，以此方式作答的學生比例是 22%，且沒有學生以舉出符合命題條件的例子誤

判一個錯誤命題是正確的。此類學生作答結果的示例，如表 4 所示。 

表 4 以舉例子判斷命題正確的作答示例 
敘述 4 

若四邊形 ABCD 中， = 且 // ，則三角形 ABC 的面積與 

三角形 BCD 的面積相等。 

分類碼別 21 

 
2.以舉反例方式正確判斷命題錯誤 

這類學生是以舉出一個反例來判斷一個錯誤命題是錯誤的，此方式作答的學

生比例平均是 47%，沒有學生以舉出符合命題條件的例子判斷一個正確命題是錯

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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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舉例方式判斷命題錯誤或正確，但推理內容錯誤 
這類學生是以舉出一個推理內容錯誤的例子來判斷錯誤命題是錯誤的，以此

方式作答的學生比例平均是 4%，或是把正確命題判斷是錯誤的，以此方式作答

的學生比例是 3%。 
 

4.以舉例方式錯誤判斷命題正確性 
這類學生以舉出一個例子誤將正確命題判斷是錯誤的，以此方式作答的學生

比例是 0，或是誤將錯誤命題判斷是正確的，以此方式作答的學生比例平均是

22%。 
上述三類學生作答結果的示例，如表 5 所示。 
 

表 5 以舉例方式判斷命題的作答示例 
敘述 5 

一個等腰梯形的對角線會將此梯形分成兩個面積相等的三角形。 

分類碼別 22 分類碼別 23 分類碼別 24 

 
  

 
(三)不完整的圖文敘述 

這類學生主要以不完整的圖、文、或符號來判斷一個數學命題是正確或錯

誤，其中，以此方式判斷一錯誤命題是錯誤的比例是 27%、而判斷一正確命題是

正確的比例是 63%。 
其作答結果的示例如表 6。 
 

表 6 不完整的圖文作答示例 
敘述 2 

若甲、乙是兩個等腰梯形，且這兩個梯形的下底與腰皆等長，則甲與乙全等。 

分類碼別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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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部分 
10 位訪談學生中，有 7 位認為舉例對於證明是有幫助的，原因是因為從舉

例子的過程中需要思考數學命題的條件及相關概念，3 位認為沒太大差別，其中

S1 同學提及舉反例困難的原因。由於篇幅有限，以下就 S1 同學的部分訪談過程

摘錄如下。(註:R1 是訪談者) 

R1 你覺得舉例子對你來說，會不會很困難? 
S1 有一點，就算知道命題是不對的，但不知道如何敘述出來。 
R1 使用畫圖等方式會好一點嗎? 
S1 都還好，但問題是不知如何說出來。 
R1 你覺得舉例對你判斷命題有幫助嗎? 
S1 其實是有的，而且我覺得舉反例很困難，因為不知道命題是不是對的，所以

要試，在試的過程中實際上就要一直想。 
由上可知，對學生而言，在思考如何舉例時，即是在釐清自己的數學概念。 

伍、討論與建議 

一、舉例對於判斷命題的重要性 
由本研究結果可知，大多數的九年級學生在判斷命題是否正確時，主要是以

舉例方式判斷一個數學命題是否正確，可能原因是在不知道命題是否正確的前提

下，對於學生而言，使用例子來嘗試判斷是很自然產生的策略。當學生在舉例時，

需要就命題內容找出符合條件的例子，或是反例，這個舉例的過程其實就是在學

習數學，此結果與 Watson 與 Mason (2002)所主張的學生生成的例子的結果相似。

對學生而言，正確舉出例子是判斷命題正確性的前提。然而，雖然學生皆會舉例，

仍有 33%的學生無法以完整的例子或證明過程判斷或誤判數學命題是否正確。 
 
二、學生的先備知識與舉例的關係 

由本研究結果可知，有 33%的學生在判斷時，是以不完整的圖文答案判斷，

且有 25%的學生以錯誤的推理過程來判斷命題正確性，可能原因是因為學生沒有

具備完整的平面圖形全等與面積概念的先備知識或概念心像，故當學生要以命題

條件舉出適合的例子時，反而從自身的例子空間中選出不符合命題條件的例子，

而導致猜題或誤判的情況。由 Watson 與 Mason (2002)所主張學生的例子空間的

觀點可知，當學生依其先備知識從例子空間中取出不適當的例子時，若老師沒有

適時介入，則此不適當的例子會一直存於學生的例子空間中，並妨礙其數學學習。 
 

有鑑於舉例的重要性，研究者建議教師除了在教學過程中多以適當的例子傳

達數學定義與概念外，並由本研究結果提出建議如下。 
 
1. 證明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當一個數學命題是錯誤時，學生只要舉出一個反例時即可判斷此命題是錯誤

的。然而，若是一個數學命題是正確時，即使學生以幾個例子判斷後，認為此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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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是正確的，但並不代表此數學命題是正確的，仍需經由證明方能成立。例如:
判斷命題「質數有有限多個」。因此，雖然舉例是判斷命題正確性的門檻，但並

不代表不需證明可判斷命題正確。 
2.適當引導學生練習舉出符合命題條件例子。 
 雖然舉例是所有學生皆有的能力，但以研究者的教學經驗及本研究結果可

知，如何依數學條件或概念舉出正確的例子是需要練習的。因此，研究者建議教

師在教學中，可採用合作學習分組方式，並透過適當的提問方式，引發學生以舉

例方式回答問題並練習說出自己的想法以聚焦數學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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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ory Study on Ninth-Graders’ Methods for 
Judging the Truth of Mathematical Propositions  

 
 Chi-Ling Chen1 Jia-Ming Ying2   

1Taipei Municipal Shipai Junior High School   
2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 Educatio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importance of judging the truth of mathematical propositions in 
the process of proving and argumentations,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types of 
methods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used when judging the truth of propositions, and 
how they used those methods. Convenience sampling is used in the study, in which 
the subjects were 59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wan. Research tools were a 
questionnaire developed by the researchers, with the topics of planar shape 
congruence and area,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ninth-graders judge whether a mathematical proposition is true, they mainly used 
three methods to do that: direct proof, exemplification, and incomplete 
diagrammatic/verbal description. Among them, 64% of the students used 
exemplification, which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using examples or counterexamples 
to judge the truth or the falsity, and using incorrect reasoning to judge. 22% of the 
students gave examples to judge a true proposition to be true, and 46% of the students 
gave counterexamples to judge a false proposition to be false. 4% used incorrect 
reasoning but got correct judgements, while 22% gave examples to judge a false 
proposition to be true. As for the interviews, most students believed that 
exemplification helped proving, because it could clarify their own mathematical 
concep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most students used exemplification to judge the 
truth of a proposition, but many believed that one fitting example is enough to 
determine the truth. It is perhaps due to the lack of preliminary knowledge that they 
could not find reasonable counterexamples from the conditions stipulated by the 
premises of the propositions.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teacher still need 
to put more emphasis on the importance of proving, and on how to give examples that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premises of the propositions. 
 
Keywords： example, exemplification, mathematical propositions, p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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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學童在整數減法學習策略之初探—以五核心內

涵之三為例 
 

 林秀玲1 李源順2 
1臺北市立大學數學教育所在職專班shiuling@tp.edu.tw 

2臺北市立大學數學系leeys@go.utaipei.edu.tw 
 

摘要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探討一年級學童在數學感五核心內涵之「舉例、畫

圖、問為什麼」三個學習策略之表現。利用數學檢測單在減法單元教學後，針

對 75 位學童施測。結果顯示，舉例部分，45%的學童能利用文字或畫圖設計減

法問題；畫圖部分，72%的學童能正確列出比較型算式並算出答案，但只有 16%
及 12%學童能畫出一對一相對應或畫出整體量再畫掉的減法圖形表示；問為什

麼部分，88%的學童能正確列出改變型算式及算出答案，但只有 28%的學童能

說明所列出的算式為何是對的。整數減法是未來四則運算的基礎，學童在數學

感五核心內涵學習策略的表現仍有加強的空間，建議老師應及早培養學童五核

心內涵的學習策略，協助學童更有數學感，也學會當他碰到不會的問題時，能

主動使用五個核心內涵的能力。 

 
關鍵字：一年級、減法、五核心內涵學習策略 

壹、緒論 
數學是人類最重要的資產之一，是科學、技術及思想發展的碁石，是人類

文明演進的指標與推手（教育部，2003）。黃敏晃（1994）認為數學教育的目標

是在使兒童理解知識後內化，他們將來就擁有這些知識並能善加應用了。理解

後能運用在往後的學習及生活上，學習更具意義。 
美國數學教師學會（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簡稱 

NCTM）主席 Seeley 認為，如果學生能在課程中確實理解數學，自然能具備能

力去解決課堂上所沒有碰到的新問題，並發展出高層次（high level）的數學知

能（NCTM，2004）。黃敏晃（1998）發現若能將學童無法求解的題目，轉換成

學童較為熟悉的日常生活情境，則學童在理解題意的狀況下，即能提出有效解

題策略。假如學童對任何問題都學會或者養成「舉例」、「畫圖」的習慣或能力，

碰到不知道如何求解的問題時，便可以利用畫圖的策略，以及和他能舉例、熟

悉的問題比對，來求解。 
在國小的基礎教育中，基礎的計算能力不可偏廢，但是概念的提昇更是不

可或缺，尤其是國小低年段的學童，正值數概念的啟蒙，如果慣於套用規律算

式來解題，則可能忽略了對題目概念的理解，在處理簡單且例行性的問題，尚

可應付，面對加深加廣的課程內容，無法理解時，只能強行硬背，造成學習負

荷，抹煞了對數學的學習興趣，因此培養學生了解「為什麼」的概念性理解，

奠定學習基礎，往後學習會更穩固。 
基本加減法運算是國小第一階段學童的學習重點，往後四則運算的學習更

是建立在此基礎之上，地基打得好房子才蓋得高，基本加減法如果能學得紮實，

往後四則運算的學習也才不會出現困難。因此加強數的意義化，培養學童利用

舉例、畫圖、問為什麼等方式了解概念及解決數學問題，是一種可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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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數學感的養成並非一蹴可幾，必須日積月累。而數學的學習就像金

字塔，金字塔的底部要堅固，才能一層一層往上爬，直達頂端。在此以一年級

為研究對象，以整數的減法為研究內容，探討學生在五核心內涵學習策略中的

「舉例、畫圖、問為什麼」三個核心之表現，以做為往後教學及補救教學之參

考依據，以期學生能奠定基本的運算能力，對數學概念的理解，然後懂得利用

推論去解決數學問題，即對所學的數學有概念性的了解，再內化為程序性知識，

使程序性知識變得有意義，如此學生對於所學的數學能進行解題、連結、溝通、

表徵等，對數學的學習會更有感覺。 
由於一年級為基礎課程，數字簡單且學的內容不多，「簡化」策略較少使用，

而學習過的單元內容較少，也不適合「回想」現在學習跟以前哪裡一樣和不一

樣，因此本問卷的研究目的聚焦在以下三個面向的問題來探討： 
1、學童在數學感五核心學習策略「舉例」之表現 
2、學童在數學感五核心學習策略「畫圖」之表現 
3、學童在數學感五核心學習策略「問為什麼」之表現 
 

貳、 文獻探討 
一、數學感五核心內涵學習策略 

李源順（2015）為了能讓老師們較快速的營造學生的數學感，達到學生能

從數學材料中抽取其直觀意義的高層次思維，擬定了一個起動機制、五個核心

內涵的具體可行的教、學策略，以下就其中的五核心內涵學習策略分述如下： 
    (一)舉例 

要學生舉例（例如，對 5+4 的算式舉一個文字題、應用問題），再解答。

目的是讓學生對學的算式或者概念有意義。我們學習許多事物，很多時候都是

先從例子去了解，再慢慢抽象化為形式定義。例如，自然數，我們大概只能說：

「像 1, 2, 3, 4, …的數稱為自然數」，小學教科書都是說：「像 的數稱為

分數」，也就是用舉例的方式來回答。 
    (二)簡化 

讓學生可以利用簡化數字來了解題意或解答問題。主要理論是概念推廣，

目的讓學生不會時，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了解問題或解答問題。簡化的理論來自

數學學習時常在概念推廣李源順（2013），或者解題與找尋規律時，時常需要先

簡化來了解探究其規律，再進行證明它。 
    (三)畫圖 

讓學生可以利用畫圖來了解題意或解答問題。主要理論是表徵理論，目的

讓學生不會時，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了解問題或解答問題，讓問題變得具體。畫

圖的理論依據來自表徵理論（Lesh、Post、Behr，1987），它是將具體操作表徵

過渡到抽象的文字、符號表徵的重要中介。例如我們在教（被）加（減、乘、

除）數未知的問題時，或比多比少的比較型問題時，能利用圖形幫助學生進行

語意轉換，學生便能學習初步的推理，有助於將來的邏輯推理論證能力。 
    (四)問「為什麼」 

問學生或者讓學生問「為什麼，或者你是怎麼知道的」。目的在讓學生能概

念性的了解所學的知識，而不是用背的。數學是培養學生邏輯推理論證能力，

學生學習數學時，進行概念性了解再內化為程序性知識的有意義學習。在小學

的教科書中，時常用「你是怎麼知道的」來提問。問為什麼是培養了解恰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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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四則運算進行解題的能力，不再是利用關鍵字解題。 
    (五)回想 

讓學生回想：這個單元的內容和…一樣，只是…不一樣。目的讓學生有機

會把所學的知識進行統整，形成數學感。回想(連結、課程統整、後設認知、…

一樣…不一樣)的學理依據有美國 NCTM（2000）和教育部(2000，2008)程綱要

都強調連結與課程統整的重要性，以及後設認知（Schoenfeld，1992）理論。

後設認知也可以讓學生統整所學的知識，了解有什麼方法可以解題。 
我們可以從讓學生舉例、畫圖、問為什麼等方面著手，營造學生的數學感。

使學生在表徵、溝通的脈絡中，對所學的數學有概念性的瞭解，再內化為程序

性知識，使得程序性知識有意義、有感覺，不用死背；在讓學生說，以及畫圖、

問為什麼、舉例、簡化的過程中，進行解題、推理的學習；在回想、簡化的過

程中，讓學生對數學形成一個整體的概念，以及後設認知的學習，更進一步達

到從數學材料中抽取其直觀意義的高層次思維。 
二、減法概念學習 
    (一)情境結構 

整數減法運算的問題，情境可分成一維連續量指像一條繩子、緞帶等(在還

沒分割前是一個整體的一維物件)、二維連續量指像蛋糕、披薩等(在還沒分割

前是一個整體的二維物件)、離散量指像一盒雞蛋有十顆等情境。離散量情境是

學童學習整數四則運算的啟蒙情境，也是連結整數概念的合理情境。 
    (二)語意結構 

學童在學習整數減法運算時，通常會從量概念的運算意義入手，而每一個

量的運算大都是一個句子的問題，這個句子有他的語意，我們稱它為語意結構。

李源順（2013）認為減法的語意結構可以分為改變型、合併型、比較型和平衡

型等四類型。平衡型可以看做另一種比較型。以下就三個類型分述如下： 

    1、改變型： 
改變型減法的問題，是從所有量中拿走部分的量以後剩下部分的量(又稱拿

走型)。因此改變型的語意中，一開始的量稱為最初量，拿走的量稱為改變量，

最後的量就稱為最終量。例如：「桌上有 6 顆蘋果，拿走了 2 顆蘋果，桌上剩下

多少顆蘋果？」，其中的 6 顆蘋果是最初量，2 顆蘋果是改變量，4 顆蘋果是最

終量。改變型問題，可以說是學童學習減法的啟蒙情境，因為大部分的老師在

布加、減法問題時，都會從此一類型進入。 
    2、合併型： 

合併型的問題是兩個部份量同時並存於語意之中，同時要求全部的量的問

題；或者已知全部的量和其中部分的量，要求另一部份的量。這兩個部分的量

稱為部分量，兩個量的和或者全部的量稱為整體量。例如：「班上共有 25 人，

女生 12 位學生，則男生有多少人？」其中女生有 12 人是部分量，班上學生 25
人是整體量。 
    3、比較型： 

比較型問題是兩量相比的語意問題，這兩量分別稱為參考量及比較量。「以

我比你大 5 歲」為例，是用「你的年紀」當參考來量「我的年紀」，故「你的年

紀」稱為參考量，而「我的年紀」稱為比較量，而二人相差的歲數稱為差異量。 
比較型問題是加減法改變型或合併型的概念推廣，所以概念的難度比較

高。例如：「小華有 9 顆彈珠，小明有 5 顆彈珠，小華比小明多幾顆？」其中 9
顆彈珠和 5 顆彈珠分別屬於小華和小明，因此不可以從小華的 9 顆彈珠「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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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的 5 顆彈珠，那是不合理的。但是我們為什麼可以寫成 9-5=4 呢？因為我

們將減法的概念給推廣了或者說我們在解題時做了語意轉換了。也就是說，雖

然我們不能將小明的彈珠減去小華的彈珠，但是我們可以先把小華和小明的彈

珠做一對一的排列之後，發現小華的彈珠比小明多了 4 顆，意思是說，「小華的

9 顆彈珠減去和小明一樣多的 5 顆彈珠（拿走自己的）之後，剩下 4 顆是小華

比小明多的彈珠」。 
三、減法概念學習相關研究 

在有關學童對於整數減法的學習研究中，對於低年級學童整數減法的學習

現況所做的相關研究敘述如下： 
謝毅興（1991）、翁嘉英（1988）在比較類之加減法相關研究裡，指出學童

的錯誤類型有：（1）胡亂拼湊數字：為學童沒有系統的解題，將題型裡的數字

隨意使用運算符號湊在一塊加減。（2）固定減法策略：為一看到題型裡出現「比

多」或「比少」，未經進一步思考，立即選擇減法策略。（3）呆板對應策略：為

學童一看到「比多」用加法策略，一看到「比少」用減法策略。 
謝慧齡（2004）以中部四縣市七所小學 23 班共 653 位國小一年級學童為對

象，探討國小一年級學童解不同題型的減法文字題時，其解題策略的特徵。結

果發現：錯誤解題者容易產生的迷思概念為題意理解困難、誤用關鍵字、筆誤、

計算錯誤、無意義的列式、未理解題目的邏輯順序和後設認知能力不佳。就教

學建議方面：宜重視語文能力在數學解題中的重要性和學童的數概念發展層

次，不宜以關鍵字教學，可適時引入算式填充題，有助於學童澄清較難的題型。 
黃秀玉（2008）以國小低年級學生 413 人為研究對象，以縱貫研究探討學

童在「改變」、「合併」、「比較」、「等化」四種整數加減法概念的表現，結果發

現一、二年級受試者在改變類的題目平均數最高，最低的則分別是合併類和比

較類，平均數較低的在一年級是合併類題目、在二年級是比較類題目。在各類

別的解題表現二年級均優於一年級。 
徐義舜（2011）深入的描述並且詮釋國小二年級低成就個案學生在整數加

減法的數學學習。結果如下：在概念性理解上，個案學生能操作具體物或圖形

的表徵了解加減法的概念；解題上，改變與合併型的題目，個案學生能夠理解

題目的語意結構。但比較型的題目，僅在「比…少」用加法計算或「比…多」

用減法計算的題目中，會採用錯誤的加減法進行解題；個案學生可能是在進行

文字題的解題時，常不注意題目的說明直接進行計算解題。 
楊孟嫺（2012）探討國小一年級學生在加減法文字題解題的錯誤類型及其

背後對應的原因。結果如下：出現的錯誤類型有：無法理解題意、不了解關係

語句、無法選擇正確運算方式、誤用關鍵字、列式正確但計算錯誤。和其錯誤

對應的原因有：欠缺語言知識、欠缺語意知識、欠缺基模知識、欠缺策略知識、

計算不熟練。 
綜上所述，語意結構部分，改變型最容易，合併型次之，比較型最困難。

針對文字題型部分，學童對題型之理解未能完整，無法理解題意，會利用關鍵

字解題。在運算過程裡，對解題策略、計劃不夠完備，發生計算與運算的錯誤

等。文獻上較少針對一年級學童五核心內涵的學習策略進行研究，因此研究者

透過五核心內涵學習策略，分析一年級學童在整數減法之表現。 

叁、研究方法 

本實驗以問卷調查法為主要研究方法。研究樣本為台北市某公立國小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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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學生共 75 名，研究工具為自編數學檢測單。研究分析根據數學檢測單的作答
情形，分析學生於教學後在數學感五核心「舉例、畫圖、問為什麼」向度之表
現，以瞭解學童在整數減法的學習情形，作為修正未來教學方法及補救教學的
參考依據。 

檢測單題目設計完成後，和數學教育專家、有經驗的教師及同儕研究者共

同檢視，經過分析修訂，刪除不適宜的題目，增加合適的題目，作為最後正式

的施測工具，並編制雙向細目表(如表 1)作為分析依據，因此問卷具有專家效度

及內容效度。 
本研究施測時間為減法單元教學後，施測時間為 40 分鐘，讓學生有充足的

時間作答及表達數學想法。為了避免學童因為看不懂題目或不了解題意，而影

響測驗的效度，問卷上的文字皆有注音，施測時逐題念及解釋，提高問卷的準

確度。測驗題目共六題，礙於篇幅，在三個面向各舉一題分析學童的表現情形，

舉例為第 1 題，畫圖為第 6 題比較型文字題，問為什麼為第 3 題改變型文字題；

另外第 4 題為概念勾選題也不加以報導。 
表1 檢測單雙向細目表 

單

元 

內容 

(語意結構) 

題目型態 數學感五核心學習策略(三面向) 

舉例 畫圖 問為什麼 

10

以

內

的

減

法 

整數減法 

(算式題型) 

給一個算式題請學生

設計題目 

第 1 題   

整數減法 

(算式題型) 

給一個算式題請學生

畫出圖形 

 第 2 題  

整數減法 

(改變型文字題) 

請學生寫出算式和答

案，並回答為什麼 

  第 3 題 

整數加法 

(改變型文字題) 

請學生畫出圖形，並

寫出算式和答案 

 第 5 題  

整數減法 

(比較型文字題) 

請學生畫出圖形，並

寫出算式和答案 

 第 6 題  

肆、研究結果 

一、舉例之表現 
學生若能根據所列的算式舉出題目，表示了解算式所代表的意義，包括其

中的數字所代表的量、符號的意義和如何運算等。 
檢測單題目(算式題型)：我是出題小老師，請幫 7-4=(  )出一個題目 

表2 「舉例」百分比統計 

完全正確 部分正確 錯誤 
用文字舉

例，包括改

變型和比較

型 

用畫圖舉

例，畫出情

境圖和畫

出全部量

再畫掉 

題目不完

整，缺少疑

問句 

寫出題目的

算式或寫出

答案 

寫出其他算

式、不清楚

要表達什麼 

空白沒有

作答 

37%(28 人) 8%(6 人) 5%(4 人) 28%(21 人) 19%(14 人) 3%(2 人) 
根據表 2，可以發現舉例完全正確中，用文字題呈現題目佔 37%。其中 34%

舉出改變型語意結構的文字題(如圖 1)，文字題裡出現了「吃掉了」「走掉了」

「飛走了」「掉下了」等改變型基本敘述語句。改變型問題是學童學習減法的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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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情境，因為大部分的學生學習減法，都會從此一類型進入，在此也驗證了此

一學習情況。其中 3%的學童舉出比較型語意結構的文字題(如圖 2)，文字題裡

出現了「多幾隻」「少幾隻」等比多型和比少型的敘述語句，比較型問題是減法

改變型或合併型的概念推廣，概念的難度比較高。學童所舉出題目的情境，貼

近日常生活，如：各種水果、池塘的魚蝦、餅乾糖果、冰棒、蝴蝶和蛋糕等。 
舉例完全正確中，用畫圖呈現題目佔 8%(如圖 3)，其中 1 人畫出自己設計

的情境，並在旁邊註記文字，5 人利用先畫圈再畫掉的方式設計題目，因為沒

有限制出題方式，學童參考了課本情境圖出題，以及先畫圈再畫掉的方式設計

題目，也不失為一種出題方法。 
舉例部分正確佔 5%(如圖 4)，學生能舉出文字題，但敘述上少了疑問句，

例如少了「剩下幾顆」等。舉例錯誤部分，28%的學童寫出算式或答案，學童

可能礙於讀題、表達及書寫等的限制，只將題目上的算式再寫一遍，或者當成

計算題寫出答案。19%的學童寫出與題目無關的算式及答案且答案正確、寫出

與題目無關的算式及答案但答案錯誤、語意不清的句子、或者不清楚寫出的字

或符號要表達什麼意思，3%的學童空白沒有作答。 

 

 

圖1 「舉例正確」舉隅-改變型 

 

 

圖2 「舉例正確」舉隅-比較型(比多和比少型) 

 

 

圖3 「舉例正確」舉隅-情境圖註記文字和畫出總量再畫掉 

 

 

圖4 「舉例部分正確」舉隅-缺少疑問句 
二、畫圖之表現 

畫圖的目的讓學生在解題時，有不同的方法可以了解問題或解答問題，讓

問題變得具體，利用不同的表徵方式，幫助概念的建構。 
檢測單題目(比較型文字題)：花園裡有 8 隻蝴蝶，5 隻蜜蜂，蝴蝶比蜜蜂多幾隻？ 
(1)畫一畫(2)列出算式並算出答案 

表3 「畫圖」百分比統計(1) 

完全正確 部分正確 錯誤 
一對一對 畫成二列 兩量畫成 只畫出其 畫出一 空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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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及畫掉

圓圈方式 
但沒有畫

出對應線

段 

二堆 中一量 列、兩量混

合、寫出算

式或答案 

作答 

28%(21 人) 13%(10 人) 24%(18 人) 11%(8 人) 13%(10 人) 11%(8 人) 
表4 「畫圖」百分比統計(2) 

完全正確 部分正確 錯誤 
列式答案皆正

確 
只寫答案 算式列為加法 列式錯誤或答

案錯誤 
空白 

72%(54 人) 4%(3 人) 9%(7 人) 8%(6 人) 7%(5 人) 
根據表 3，可以發現畫圖完全正確佔 28%(如圖 5)，其中 16%的學童先分別

畫出兩種昆蟲的數量，再利用線段一對一畫出相對應的線段，12%的學童先畫

全部數量再將相對應的數量畫掉。一對一的對應是比較型問題的圖形表徵方

式，若將比較型做語意轉換，8 隻蝴蝶扣掉與蜜蜂一樣數量的 5 隻，成為改變

型的語意，就可利用先畫出全部量再畫掉的表徵方式。 

部分正確佔 13%(如圖 6)，學童將兩個量分別畫出呈現二列，但未畫出相對

應的線段，但列式正確，顯示表徵方式不夠明確。 
錯誤部分有 24%的學童將兩量畫成二堆(如圖 7 左)，沒有呈現比較關係的

圖示，顯示無法清楚呈現比較型的畫圖表徵方式；11%的學童只畫出其中一個

數量(如圖 7 右)，沒有呈現兩種不同數量，也無法做比較；13%(如圖 98)的學童

將兩量畫成一列、兩量混合在一起、寫出算式或答案；11%空白沒有作答。 
根據表 4，可以發現列式和計算皆正確的佔 72%，學童能列出文字題問題

的算式並計算出答案；部分正確佔 4%，學童只寫出答案並未列式；錯誤的部

分佔 24%，其中 9%列為加法，對於減法文字題的概念不清，將算式列為加法

算式，8%列式或答案錯誤，7%學童空白沒有作答。 

 

 

圖5 「畫圖正確」舉隅-數量一對一對應和先畫圈再劃掉 

 

 

圖6 「畫圖部分正確」舉隅-畫成二列缺少對應線段 

 

 

圖7 「畫圖錯誤」舉隅-畫成二堆和只畫出一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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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畫圖錯誤」舉隅-畫成一列和兩量混合在一起 
三、問為什麼之表現 

問學生「為什麼，或者你是怎麼知道的」，目的在讓學生能概念性的了解所

學的知識，而不是用背的。 
檢測單題目(改變型文字題)：桌上有 10 顆蘋果，吃掉了 6 顆，剩下幾顆蘋果？ 
(1)寫出算式，算出答案(2)說一說你寫的算式為什麼是對的 

表5 「問為什麼」百分比統計(1) 

完全正確 部分正確 錯誤 
列式和答案皆正

確 
只寫出答案或只

列出算式 
答案錯誤或不知

道要表達什麼 
空白沒有作答 

88%(66 人) 5%(4 人) 4%(3 人) 3%(2 人) 
表6 「問為什麼」百分比統計(2) 

完全正確 部分正確 錯誤 
部分/全體

概念及程

序性解答

說明 

畫出全部

量再將部

分量畫掉

說明 

列出題目

的算式並

算出答案 

說出如何

計算的工

具，如用

手、心算等 

說明怎麼

做才會，如

專心、仔

細、學過等 

空白沒有

作答 

19%(14 人) 9%(7 人) 7%(5 人) 25%(19 人) 17%(13 人) 23%(17 人) 
根據表 5，可以發現能列出文字題的算式和算出正確答案的佔 88%，表示

改變型減法的文字題，學生在寫出算式和算出答案的答對率高；部分正確佔

5%，學童只寫出答案或只列出算式；錯誤部分佔 7%，其中 4%答案算錯或不知

道要表達什麼，3%空白沒有作答。 
根據表 6，可以發現說出為什麼你的算式是對的，完全正確佔 28%，其中

19%(如圖 9)的學童說明一個量分成兩個量的分法，也就是部分/全體的概念，

雖然無法完全表達很清楚，但有將分的概念呈現，另外 1 人說明答案如何計算

而來的。另外完全正確中，有 9%的學童利用畫圖方式說明(如圖 10)，利用先畫

出全部量再將部分量畫掉的方式，說明所寫出的算式是對的。 

部分正確佔 7%，學童不清楚用何種方式說明，但認為自己所寫的算式是

正確的，將所列的算式和答案再寫一遍。錯誤的部分，25%的學童寫出使用何

種工具計算,例如用手算、心算、頭腦算、畫圈圈等。17%的學童說明為什麼會

算，例如專心、仔細、學過等(如圖 11)。23%的學童空白沒有作答。 

 

 

  
圖9 「問為什麼完全正確」舉隅—部分/全體概念性的說明和程序性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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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問為什麼正確」舉隅—畫圖說明(畫出全部量再畫掉) 

 

 

圖11 「問為什麼錯誤」舉隅—說明使用何種工具計算及為什麼會算 

伍、結論與建議 

在舉例之表現，約有一半的學童能舉出符合算式的題目，學童對於給予減
法算式的數字及符號所代表的意義是理解的，能擬出題目，將來在面對文字題
時，就能解題。學童舉出的題目包括文字題及圖形題，文字題的情境結構皆為
離散量的合理情境，且所舉出的題目貼近生活，而大部分學童舉出改變型的語
意結構，少數能舉出比較型的文字題。 

在舉例整體表現部分，雖然對於一年級學童書寫有侷限，但大部分學童會

試著寫出東西來，學習意願較高，空白沒作答佔極少數。未來學習除了語意結

構的不同文字題外，可以舉出不同運算結構的算式填充題，讓學生多舉例，運

用生活經驗連結數學知識，強化概念的學習。 
在畫圖之表現，能列出正確算式並算出答案佔 72%，可以了解學童知道如

何列式，但只有 28%的學童能正確畫出圖形，包括一對一畫對應圖，及先畫圈

再畫掉的方法，顯示對於減法的圖形表徵不夠清楚如何呈現，導致畫出不完整

的圖形。未來學習可以加強一對一對應的減法圖形表徵，可幫助減法概念的連

結，也可以幫助思考。 

在問為什麼之表現，列出算式和算出答案佔 88%，改變型減法文字題對大

部分學生而言，是沒有困難，但要說明為什麼要如此列式就有難度，一年級學

童會因為書寫句子有困難，及文字說明不清楚等，而無法呈現想法，但是有 28%
的學童仍能說明原因，雖然呈現語句不純熟，表達意思也不夠完整，但思考方

向是正確，顯示學童可以理解問題且能夠進行思考。 
未來教學建議： 

1. 舉例方面：多鼓勵學生嘗試各種不同題型的出題方式，例如合併型、比

較型比多或比少題型等，讓舉例呈現更多元，就能理解更多不同的語意

結構題型，有助於了解文字題的概念。而舉例的方法也可以多元，例如

利用畫出情境圖，或者畫出解題方法先畫圈再畫掉的方式等，類似課本

出題方式，也不失為另一種建構概念的方法。 

2. 畫圖方面：比較型文字題對學生而言是相對較難的題型，是改變型或合

併型的概念推廣，建議多讓學生練習圖形表徵的方法，讓問題更具體，

來幫助學童理解題意，解答問題。另外在教學時也可以利用圖形進行語

意轉換，讓學童瞭解不同的兩個數量如何相減的概念，幫助推理。 

3. 問為什麼方面：常問為什麼，加強對題目判斷能力，讓學童常思考，了

解為什麼用加法、減法等四則運算的判斷，將來在遇到問題時，才能從

題目的概念去解決問題，而不是用背的或是用關鍵字解題。 

4. 其他建議：在問卷調查中發現，呈現空白的百分比偏低，加上填寫問卷

80

2018年第十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8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時的觀察，低年級的學童會因為看不懂題目而擔心，會積極詢問題目的

意思及作答方式，並試著寫出東西來，雖然答案並非正確，但答題認真

且積極，顯示學習意願較高，值得肯定。未來可以藉由舉例、畫圖和常

問為什麼等五核心內涵學習策略，引導學生理解題目，奠定數學學習基

礎，幫助未來更深廣課程的學習。 

 

參考文獻 
Lesh, R.、Post, T.、Behr, M. (1987). Representations and translation among 

representation in mathematics learning and problem solving. In I. C. Janvier 
(Ed.), Problem of representation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mathematics (Vol., 
pp. 33-40). New Jersey: Erlbaum. 

NCTM (2000).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for school mathematics. Reston, va.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NCTM (2004). Pisa report highlights need for all u.S. Students to receive an 
equitable educationinmath. Retrieved 2006/09/05, from 
hppt://www.nctm.org/news/content.aspx?id=27276. 

Schoenfeld, A. H. (1992). Learning to think mathematically problem solving, 
metacognition, and sense-making in mathematics. In I. D. Grouws (Ed.), 
Handbook for research on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learning, (Vol., pp. 
334-370). New York: MacMillan. 

李源順（2013）。數學這樣教。台北市：五南出版社。 
李源順（2015）。營造數學感－一個起動機制、五個核心內涵－紮根的理論。

數學教師知識庫。2016.11.01 檢自 
http://www.mtedu.utaipei.edu.tw/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45&extr 

a=page%3D1。。 
徐義舜（2011）。國小二年級低成就學生在整數加減法數學學習的個案研究（未

出版之碩士論文）。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臺北市。 
翁嘉英（1988）。國小兒童解數學應用問題的認知歷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台北。 
教育部（2003）。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數學學習領域課程綱要。臺北市：教育

部。 
黃秀玉（2008）。國小低年級學童在整數加減法概念之縱貫研究－模糊集群分

析（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中市。 
黃敏晃（1994）。國民小學數學新課程之精神, , 國民小學數學科新課程概說（低

年級）。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編印，1-17。 
黃敏晃（1998）。幾則數學故事的啟示。國教研究雙月刊，12，24-29。 
楊孟嫺（2012）。國小一年級學生在加減法文字題解題錯誤類型及其原因之個

案研究（未出版之屏東論文）。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屏東。 
謝慧齡（2004）。國小一年級學童解減法文字題表現之研究 （未出版之碩士

論文）。臺中師範學院，臺中市。 
謝毅興（1991）。兒童解數學應用問題的策略（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台

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台北。 
  
 
 
 

81

2018年第十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8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http://www.mtedu.utaipei.edu.tw/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45&extr


 

 

A Study on Integer Subtraction Learning Strategies of the 
First Graders:A Case of Three of the Five Core 

Conno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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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estionnaire method is conducted in this research. The aim of the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first graders’ mathematical sense performance on three 
learning strategies of the five core connotations—Give an example, Drawing and 
Ask why. 75 students were tested using mathematical testsheet after giving the 
subtraction lesson.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ings: in the “Give an example” section -- 
45% of the students can design subtraction questions by words or diagrams. In the 
“Drawing” section -- 72% of the students can list out comparative formula correctly 
and get answers. But only 16% of them can draw one-to-one correspondence 
diagrams, while 12% drawing the whole measure first then eliminating parts. In the 
“ Ask why” section – 88% of the students wrote out change-type formula and got 
answers correctly, but only 25% of them can explain why. 
  Since the ability of integer subtraction is the basis of arithmetic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teacher to strengthen the students’ five core learning strategies in 
the early stage. Hopefully that will help young students build up their sense of 
mathematics, and use the five core strategies actively when they encounter 
difficulties. 
 
Keywords： first graders, subtraction, five core learn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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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學生提出猜想品質之研究 

 

 游淑美1 林碧珍2 
1國立清華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meimeiyu0525@gmail.com 

2國立清華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linpj@mx.nthu.edu.tw 
 

摘要 
  本研究目的是探討進行數學臆測教學下影響學生提出猜想品質之可能因素。

本文僅將焦點放在臆測教學模式五個階段中的第二個階段「提出猜想」。研究對

象為在體制外補習教育的國小三年級學生；資料蒐集主要以臆測任務、教學逐字

稿和學生的解題作品為主。研究結果發現，影響學生提出猜想品質的因素有:個

人造例的正確性、小組彙整單的編製歸納排列的方式、小組彙整單的正確性與完

整性、及數學語言的精確度。 

 

關鍵字：體制外、猜想品質、數學臆測任務、數學臆測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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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為呼應十二年國教「自發、互動、共好」的基本理念，以及學生在國際性數

學成就調查研究表現亮眼，但缺乏對數學學習的興趣及自信心的現況(林碧珍，

2013)，近幾年來，許多數學教育學者紛紛提出另類的教學方式以改變傳統教師

直接宣告答案的教學方式，如合作教學(張新仁，2013)、探究式教學(鐘靜，2014)

、臆測教學(林碧珍，2016；秦爾聰，2015)等。臆測教學可以促進學生主動思考

，並提升低成就學生的學習興趣，有助於促進小組成員的互動品質(林碧珍，2016

；Lin ＆ Horng，2017)。近些年來，在林碧珍教授主持的科技部研究計畫「以

課堂教學導向促進學生論證的在職教師專業發展：以臆測教學為進路」，其研究

團隊和研究生在小學數學課堂中積極地在發展臆測教學模式的五個階段的意義

和內涵，及每個階段的教學要點，但研究的場域都在體制內的正規教育的小學數

學課堂中，而非在體制外的補習班場域，當今在體制外將數學臆測融入教學現場

的研究仍是少數。 

補習教育對台灣學生學習扮演重要的角色，因為台灣學生不僅多數會接受補

習教育，而且每週接受補習教育的時間長(林碧珍、蔡文煥，2003)；若補習教育

也能配合體制內正規教育的臆測教學，對學生學習將會有加成作用的學習效果。

因此本研究選擇體制外的補習教育作為研究場域，以期縮短學校正規教育和補習

教育教學方法的差距。然而，市面上的補習教育班別經營理念差異懸殊而且各班

人數差異很大，每班人數少則低於 5人，多則高於 100人。是故，本研究有目的

地選擇北市以啟發學生「觀察、提問、思考、表達」教學理念經營的思思補習班，

作為研究情境。思思補習班多數教師很想學習新的教學思維，學習意願和動機很

高，美美老師是思思補習班的一位教師，嘗試將數學臆測融入自己的教學，本文

即是報導她完成碩士論文的部分研究結果1。其研究目的是探討在體制外的場域

中學生初次經歷數學臆測教學，其影響學生提出猜想品質為何? 

二、數學臆測任務設計與教學實踐的理論基礎 

為何要將臆測融入數學教學？陳英娥(1998)提到許多的數學發現都是經過

臆測，經過驗證得來的。依據林碧珍的研究發現，臆測可以提升學生素養導向的

數學論證品質(林碧珍、鄭章華、陳姿靜，2016)。數學臆測教學不僅可以解決釐

清學習困難，也可以促進小組討論互相學習的功能、提供學生主動探索的機會，

可以幫助學生學習數學是一叢的相關數學概念，而不是片段或孤立的(林碧珍，

2014)。 

數學臆測教學理論是依據林碧珍(2016)提出的臆測教學模式的五個階段：

                                                      
1 游淑美(2017)。一位體制外教師三年級數學臆測任務設計及實踐之行動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

國立清華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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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造例階段強調讓學生自行造例，再彙整小組四到五人的例子，觀察並尋找其

規律性或數學關係；(二)提出猜想階段，因個人提出的猜想可能有不正確，或非

依據現有的資料提出猜想，故需透過小組成員相互檢驗其正確性；(三)效化猜想

階段，主要目的是要擴大例子來驗證該猜想仍然成立；(四)猜想的一般化：將猜

想推論到所有的例子都成立，故需要將猜想的前提範圍界定清楚；(五)證明階段：

此階段在於提升學生從慣用有限例舉證的證明方式，提升到以演繹推理方式來證

明(林碧珍，2015)。 
而影響一個教學取向的好壞，任務的設計居於重要的因素。臆測任務設計不

同於一般教學布題，設計任務時除了關注數學知識外，還要關注到是否依據臆測

的五個階段，以能讓學生在課堂中展現數學論證。林福來(2015)建議臆測任務設

計可以從學生的迷思概念、以教師熟悉的教材內容設計數學命題、及教師可以從已

知的數學知識、公式等數學事實，運用「類比」的方式，形成臆測任務的設計。林

碧珍(2013)提出設計臆測任務可以從七個切入點著手：(一) 從學生迷思概念出發，

教師給定偽命題；(二)從解決學生的學習困難著手；(三)從學生前測提供的解題策

略，教師給定偽命題；(四)從文獻中的數學概念為起點；(五)以教師對數學知識的

經驗為起點；(六)以課本僅以單一例歸納數學性質來切入；(七)以引發學生的推論

或論證為目標來切入。這七種切入點中，林碧珍的研究團隊大都以第(六)個為尋找

融入臆測活動的主要考量，因為通常教科書是一個活動建立一個數學概念，導致

學習的知識不連貫；只用一、二個例子就讓學生觀察發現，缺乏推廣到證明一般

化的學習歷程(林碧珍、鄭章華、陳姿靜，2016)。這些切入點是作為本研究任務

設計的主要考量。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場域與參與者 

研究場域是台北市一所數學專業補習班，該補習班強調培養學生的數學概念

理解，培養觀察和歸納的能力，啟發學生的思考能力。因此鼓勵教師教學時多運

用教具操作及數學遊戲，以取代紙筆反覆運算的練習。  

本文第一作者是本研究的教學者美美老師，參與本研究的三年級學生共 11

位，6 位男生和 5 位女生。教學時分為三組，採小組合作學習，每組分別為 3–4

位，每次教學實踐一個任務，每次教學進行 2.5 小時(9：30–12：00)，中間休息

15 分鐘。美美老師帶領這些學生已經長達 3 年，課堂中讓學生討論數學想法，

學生雖然不懼怕發表自己的想法，但並不善於用完整的文字、數學語言或圖像來

表達自己的想法，也不習慣將自己的想法與同伴溝通，她希望藉由臆測教學來培

養學生的論證及溝通能力。 

二、提出猜想的臆測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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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上，每一個任務都要經歷臆測教學五個階段，雖然教學者美美老師已在

林碧珍的臆測研究團隊觀察學習一年時間，但要實際進行臆測教學時，還需要轉

化，而難免需要修正，本研究一共設計並進行三個不同的臆測任務，每個任務至

少進行兩個2.5小時，每一個任務都會進行前兩個階段：造例和提出猜想。後一

個任務是用來修正前一個臆測任務設計的不足或不完整的。本研究設計的三個任

務是「數字謎題」、「周長與面積」、和「雞兔問題」。設計這三個任務分別有不同

的目的，設計「數字謎題」任務是因為無法很快解題，但可以根據先備知識找出

答案，學生造例的正確性高；又可和遊戲結合，期望能提升學童對數學的興趣。

「周長與面積」任務是因為要避免學生對周長和面積概念的混淆；再者學生經常

被宣告「長方形在角落剪掉正方形後其周長不變」，但並不知其所然。「雞兔問題」

任務是因課本題意不符合生活情境，再者該題型學生無法直接運用加、減、乘、

除的算則，直接找出答案，容易陷入「隻數與腳數的變化關係一定要除以2」的

「公式」化，學習者不了解每個步驟的真正意思。 

資料蒐集主要以三個單元設計的臆測任務、及教學現場的錄影與錄音資料逐

字稿和學生在教學課堂中的造例與猜想單紀錄資料為主。由於篇幅限制，本研究

僅描述當學生造出個別例子，彙整為小組例子後，進入臆測教學的第二個階段「提

出猜想」。在此階段中，學生會提出不同品質的猜想，隨著任務的使用，猜想品

質會隨著改變。雖然進行了三個任務，但「雞兔問題」任務的教學目標主要在於

引導學生修正、補充、合併猜想，所以不是本文描述的焦點，因此在研究結果一

節中並未呈現有關「雞兔問題」的相關訊息。本研究待答的問題為：在進行臆測

教學時，哪些因素可能影響學生提出猜想的品質？ 

參、研究結果 

一、 個人造例的正確性，會影響提出猜想的品質 

在「周長與面積」的實踐中，學生因為對周長與面積位置的錯誤點數，出現

造例數據的錯誤，階段一的實踐過程中，又沒有讓學生做造例正確性的檢驗，因

此造成學生在錯誤的造例資料中，提出了錯誤的猜想。 

第一組學生在組內猜想檢驗S1分享時(行 26)，S1猜想單面積變小，周長越

大，與小組造例的內容不符，而且分享時敘述也有錯誤(一樣是學生發現周長算

錯後的修正)，他所指的數據(圖 2的S3-1)，是面積變小，周長不變，造例資料

與提出猜想的內容不符，組員都沒有發現，而只針對分享者分享的內容做檢驗，

也做了正確的反駁(圖 2的S3-2面積小→周長不變；S2面積小→周長變大)。由

此可見，檢驗個人造例的正確性對猜想提出的品質有著重要的影響。 

26   S1 ： 因為塗的越少格，留下來的周長就越多(圖 2，S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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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S3 ： 我可以找一個也變少的，但周長沒有都變大(圖 2，S3-2) 

                     這一個也變少的，但周長變大了(圖 2，S2) 

28   S1 ： 可是它不一樣呀！這個在中間(圖 2，S2) 

           它們都有靠邊(圖 2，S3-1、S3-2)          (1060318周錄) 

 

 

 

 

 

 

 

 

 

 

 

 

 

 

 

二、 小組彙整單的彙整與歸納排列方式，會影響提出猜想的品質 

「周長與面積」任務，因為遺漏了彙整單的編製，造成學生將所有的造例資

料分類後排放在桌面，造成不易觀察，而無法提出有效的猜想。在「數字謎題」

的造例，學生的前置經驗是相當的穩定的，所以在組內檢驗時，不會因為檢驗能

力不足造成困擾，但在小組彙整單應該如何編製，是開放讓學生自行分類，還是

要統一規定，這都與擬定的教學目標相關連，也是編製小組彙整單時要考慮的重

要因素。從教學實踐中，教學者學習到任務設計時必須嘗試著推演可能的分類方

式以達成預期的教學目標。如圖 3，學生可能會依每串價格為分類的方向，提出

的猜想與教學目標不符(1060327 數省)。任務設計都是為了要引出學生的猜想，

因此彙整單的編製與彙整歸納排列的方式，會影響學生提出猜想的品質。 

 

 

 

 

三、 小組彙整單的完整性，會影響猜想的品質 

在「數字謎題」任務中，學生造例的數據正確了，但教學者疏忽了學生並沒

有找出所有每串價格的例子，造成小組彙整單資料的不完整，而影響了後續的臆

S3-1 S2 S3-2 

圖 2 學生 S3 個人造例單 

圖 1 學生 S1個人造例與猜想單 

 

S1-1 S1-2 

圖 3 數字謎題 小組彙整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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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流程的進行。第一組彙整單(圖 4)單價 3-10少一組，其每串價格 17，是效化

猜想時，它組反駁時修正增加的和；第二組彙整單(圖 4)單價 2-9、3-10也都少

一組和；第三組彙整單(圖 4)單價 1-8少一組和、單價 2-9少二組和，都並未找

出全部每串價格的和。因此學生 S1向全班分享第一組的小組猜想時(行 32)，依

據他們小組彙整單的內容，敘述說明猜想所表達的數學想法，當 S6提出猜想所

表達「＋7」的反駁時(行 36)，也有數據支撐他的反駁(圖 4)，因為第二組的 15-18 

是「＋3」，這樣的互動過程，可以培養學生說話有憑有據的民主素養。因為學生

造例疏忽了要找出所有的每串價格，因此出現學生依照小組彙整單的資料，錯誤

的論述結果而未知。因此小組彙整單的完整性會影響學生提出猜想的品質。 

32   S1 ：每串數字(11 →18 )加 7，(12 →19)加 7， 都是加 7變過來的。(圖 4 ) 

33   T ： 檢查在你們的那一組，他講的是對的嗎？  

34   S6 ： 是 1-8 加 7，還是 2-9 加 7  

35   S1 ： 是 1-8 和 3-10   

36   T ： 你所指的加 7 ，是什麼地方加 7  

37   S1 ：每串價格，這個也可以呀！手指第二組彙整單(圖 4)， 

這是 15 ，變成 18 ！ ( 驚訝的表情 )           ( 1060409 謎錄 ) 

  

 

 

 

 

 

 

 

 

 

 

四、數學語言的精確度，會影響猜想的品質 

在「數字謎題」任務中，發現學生猜想時述敘的數學語言不清楚，圖 5個人

猜想單「比較小的數字，都會剩下比較大的數字」，組員無法了解他真正想表達

的想法，而造成分享溝通的困難。行 21學生並未表示比較小的數字是指每一串

價格的和，因此教學者提問：「他所指的大、小、多，到底代表什麼意思？(行

22)」，因為學生無法透過精確的數學語言傳遞數學概念，造成學生提出的猜想不

完善也不夠嚴謹。因此在學生提出猜想前，全班溝通個人猜想單與小組彙整單內

共同的數學語言是必要的。 

圖 4 數字謎題 小組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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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S6： 比較小的數字，都會剩下比較大的數字，因為 13 比 12大， 

          剩下的數字都比較小(圖 4小組彙整單)，13剩下 2，12剩下 4， 

          因為 13 比較大，然後比較大的數字，都會剩下比較小的數字 

22     T：他說的大和小，指的是哪裡呢？ 

          他所指的大、小、多，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1060409 數謎錄) 

 肆、結論 

本研究依據臆測任務設計原則而設計了三個任務，並在課堂中實踐，研究結

果發現影響學生提出猜想的品質之因素為：造例的正確與否，是一個重要的基本

因素，若造例錯誤，則隨後觀察到的關係所提出的猜想錯誤率很高，若錯誤的例

子在提出猜想前又沒有被發現即時修正，造成學生在有誤的例子中觀察提出猜想，

導致後續歸納的數學想法是不對的，因此個人造例的正確性影響著學生提出猜想

的品質。此發現在體制外的課堂中造例的正確性會影響猜想的品質，研究結果與

體制內的課堂是相吻合的(張桂惠，2016）。 

其次是除了整理資料的任務單表格設計，也就是彙整單的完整性，是否呈現

預期達成的教學目標。小組彙整單的編製是將造例資料分類歸納列表的結果，若

造的例子不夠完整有缺失，導致小組彙整單的不完整，學生無法觀察出規律的發

現，因此出現錯誤的數學想法，足見小組彙整單是否完整對提出猜想有著重要的

影響。在體制內相關研究只提出學生的猜想要依據小組彙整單的內容(張桂惠，

2016），並未強調小組彙整單完整對提出猜想的重要性。 

再者，學生如何善用教師提供的彙整資料表格，有順序地安排數據，都是影

響學生提出的猜想品質。學生觀察組內的小組彙整單提出猜想，而小組彙整單是

學生造例的資料分類整理的表格，會因學生分類的方式，有著不同的排列，而出

現多元的彙整單，因此教師需評估開放學生自行分類與教學目標下的數學概念是

否符合，因此小組彙整單的分類編排方式，影響著學生所提出的猜想。此因素在

體制內並無相關的探討。 

案例中學生初次經歷臆測教學，我們發現三年級學生數學語言表達精確度不

足，或事先未溝通造例中共同使用的數學語言，會造成檢驗猜想、效化猜想時，

圖 5 數字謎題 個人猜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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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想法溝通的爭執，而影響後續猜想的一般化，它也是影響猜想的品質的重要

因素。若提出猜想的語意模糊，學生會誤解其真正想表達的數學想法，而影響後

續的論述；這個研究結果與體制內的課堂研究結果相吻合(藍敏菁，2016）。 

以上四個影響學生提出的猜想品質的因素是體制外一個班級才開始啟動臆

測教學，學生只經歷三個臆測任務，所以本研究並不意味著只有以上四個因素影

響學生提出猜想的品質，可能還有更多因素。而這些因素與體制內實施臆測教學

的班級異同的理由是什麼?值得更進一步研究來探討。對臆測品質的更多影響因

素，建議有更多的研究者能在體制內或體制外的班級進行臆測教學中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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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tion Research on the Quality of  
Student Conjecture 

 
 Shu-Mei Yu1 Pi-Jen Lin2 

1National Institute of Mathematical and Physical Edu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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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conjecturing in mathematics conjecturing teaching approach. The 

study focused on the formulation of conjectures, as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five stages 

of conjecturing approach. The subjects were the the third-graders in a cramming 

school. The data collection mainly consist of conjecturing task, verbatim transcription 

of videos, and students’ workshee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our factor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conjecturing generated by students were: the correctness of the cases to be 

constructed, the sequencs for organizing the cases, the correctness and completeness 

of the data compiled in a group, and the accuracy of mathematical languague. 
 
Keywords： cramming school, formulating conjectures, mathematical conjecturing 

task, mathematics conjecturing teaching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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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教育融入國小四年級數學領域之課程設計研究 
 

 胡雅筑1 劉宣谷2 

1臺北市立大學附屬國民小學kiki80441991@hotmail.com 
2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hkliu.ntue@gmail.com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將理財教育課程融入國小四年級數學領域課程之教材設

計，設計之理財教育教材依據「理財教育課程內涵」，及金管會訂定之「金融基

礎學習架構」，發展出「錢誠寶典」、「錢坤大法」和「錢途似錦」三個理財教育

主題課程。「錢誠寶典」以貨幣的演變進行教學，從最原始的交易行為到現代的

多元支付工具及方式，強化學生對金錢的價值觀；「錢坤大法」聚焦在「儲蓄」

方面，從學生的先備知識搭配生活經驗，思考金錢的來源，透過實際統計、繪製

圖表以及訪談過程，瞭解儲蓄的重要性；「錢途似錦」的核心重點在「消費」，透

過買賣情境體驗消費時的取捨，並能分辨「想要」或「需要」，進而在實際生活

中理性消費。最後透過未來夢想藍圖的規劃，為生活訂下目標，過程中會再次面

臨困難和選擇，體認從現在開始投資自己的必要性。 
 

關鍵字：理財教育、數學領域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一) 理財教育的重要性 
    由於人類社會的構成便是生活在與他人互動的環境之下，因此從早期原始社

會時代開始，人們之間以「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換各自所需要的任何物品或是

資源，隨著時代變遷，貨幣的形式已從貝殼、金屬物（金、銀、銅）、紙幣，慢

慢演進到現今常見的塑膠貨幣、電子金錢等。自 2008 年的世界金融風暴，以及

國內頻傳的卡債風波、詐騙案等社會新聞，顯示出國人對於相關「理財教育知能」

的認識普遍不足。理財教育在 2000 年以來便受到許多先進國家的重視，英國與

美國兩大國相繼於 2000 年以及 2002 年設立相關機構，著手進行理財教育課程規

劃，並明確指出將理財教育融入學校課程中的重要性（黃美筠，2007）。經濟合

作暨開發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在
2005 年中的國際研究報告裡，也建議理財教育的實施，應由學校開始，並在人

們的人生中盡可能提早被教育金融相關事物(OECD, 2005)；更在 2008 年的「學

校的理財教育課程」報告中，再次詳盡說明了學校在推動理財教育時所扮演的重

要角色(OECD, 2008)。 
  新聞報導1某位教師偶然聽到了班上學生的對話，知道目前在學生之間最流

行的就是「果凍筆」，但由於價格過於昂貴，教師認為學生不應該花大錢購買不

                                                 
1 中時電子報 2017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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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的東西，並且還會助長虛榮風氣，因此禁止班上學生使用，否則將進行沒收，

此舉在網路上掀起熱烈討論，引發網友正反看法。以此事件可知，現今學童對於

辨識「需要」還是「想要」的依據，以及面對物質誘惑還是選擇實際需求，其想

法不盡相同。除此之外，因學童缺乏正確的金錢觀念、借貸責任歸屬，在學校中

也常傳出物品偷竊遺失或是借了不還的事件。研究者觀察目前社會結構的轉變，

部分家長寵愛孩子的態度，可能間接造成學童對金錢觀念的危機意識薄弱，學童

往往並不了解金錢的真實價值，難以養成正確的消費習慣，導致在未來長大成人

後，成為「理財文盲」，不單單造成家人負擔，更對社會經濟產生負面影響，影

響層面甚大、甚遠。 
    我國金管會於 2005 年 4 月通過「理財教育推展方案」，將金融知識放入學校，

並已於九年一貫課程社會領域納入「金融知識教育」，藉此培養學童充足的金融

知識；接著於 2011 年加強推廣網路的建立，與相關教育改革團體、相關理財教

育推動團體組成「中小學金融基礎教育工作組」，草擬了「金融基礎教育架構」。

研究者探討相關研究，已經可見「理財教育」融入國小階段之社會領域、綜合領

域及彈性課程中實施的教學策略，然而「理財教育」之內容與數字脫不了關聯，

但是在融入數學領域的相關研究卻是稀少，由此可知國內在理財教育的推廣還有

待發展之處。 
(二) 金融的概念與教育規劃 
  學童的金錢與經濟念發展與兒童認知發展相關聯，連帶影響學童對於金錢的

價值態度，因此實施理財教育有其價值與必要性。本研究對象為國小四年級之學

童，就認知與金錢發展上，學童已可依循邏輯法則推理思維，雖僅限於所見的具

體情境或熟悉經驗，也可進行分類、類包含的能力；學童能分辨幣值大小，並進

行幣值的交換，生活經驗中能使用零用錢進行買賣行為，知道買賣之間存在循環

關係，對於利潤、投資、信用有基本概念。而在學童的金錢態度發展上，認為金

錢有其重要性，能以此建立同儕關係，而其金錢觀容易受到外界誘惑或因素影

響，對金錢的看法趨向實用性，如能在此階段便建立良好、正確的價值觀，養成

理性、聰明的消費習慣，亦即理財教育之實施，應對學童的未來人生規劃有所助

益。根據楊述容（2008）整理之因應不同年齡從所應具備的金融知能與教育計畫，

在中年級學童該具備的金融概念所包含項目繁多，而本研究較聚焦於學童對金錢

的概念、價值、使用範圍、交易、借貸信用關係，基本存款利息以及投資規劃。 
(三) 研究目的 
  因此研究者有意探討理財教育課程融入國小四年級數學領域課程設計與實

施情形，期望透過理財課程的設計與實施，預防或協助導正學童金錢觀的偏差，

並將研究結果供未來相關教育工作者之教學課程參考；以及探討研究者在實施理

財教育融入數學領域課程之後，自身理財教育學科知能的成長與反思。 
 

貳、文獻探討 

一、理財教育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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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財教育是一個過程，藉由此過程提升金融的消費者與投資者自身對金融

商品與金融概念的理解，透過擷取資訊、施予教學以及客觀的忠告，發展出技能

與信心，進而覺察到金融的風險與機會，並知悉何處尋求協助，以及採取其他實

際的行動，以增進自身的金融福祉。」並歸納了理財商品的複雜性、理財商品數

量的增加、嬰兒潮與平均壽命的增加、退休協商的改變和理財素養的低落等影響

理財教育重要性的五個因素(OECD, 2005 :28-34；引自黃美筠，2011)。而理財教

育的起始點，應從學校開始，因現存沒有比學校系統更能接觸到年輕族群的場

所，且人們的理財教育應盡可能提早進行。 
  本研究主要聚焦在國小階段的理財教育，研究者希望透過已受惠於理財教育

的學童，能在潛移默化之下，反向回饋於自身家庭教育中。而在不同學習階段之

學童也有其認知發展順序，研究者認為應依循學童的發展階段施予適當的理財教

育，才能將理財教育實施成效達到顯著成果。 
二、理財教育融入現行小學課程之架構 
  臺灣的理財教育起步稍晚，民國 94 年行政院通過「金融知識普及計畫」，並

令金管會據此制定 3 年一期計畫，自民國 95 年起積極推動各項金融知識教育普

及活動，於民國 101 年成立「理財教育推動小組」，並擬定精簡版的「金融基礎

學習架構」，著重觀念、態度及原則，考量當前體制內非金融專業教師可執行的

內容，不重複但連結於體制內原有的教學，並融入現有教學課程。但尚未針對各

學習階段提供相對之能力指標，故本研究引自黃美筠等人（2011）之研究，透過

文獻探討、問卷調查等方式，針對臺灣中小學理財教育課程綱要與內涵，從理財

知識面、理財技能面以及理財態度面等三個面向，著手研究並建構理財教育課程

內涵；由於此三面向與我國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認知、技能與情意目標相符，可

作為研究者在設計金融教學課程時的重要參考依據。從此小學階段課程綱要中可

得出 14 個理財教育主題，詳見表 1。 
表 1 「國小理財教育課程內涵」－國小中年級 

面向 教育主題 能力指標 

理 
財 
知 
識 

（一）金錢的意義 1.瞭解信用卡、現金卡、支票等也可作為支付的工具。 
（二）金錢的由來 1.瞭解金錢可以透過借貸取得。 
（三）金錢的功用 1.瞭解可以用其他形式的金錢換取物品。 

（四）所得 
1.瞭解父母透過工作可以獲得金錢。 
2.瞭解所得有各種不同的型式；例如工資、薪水、政府

移轉性支付（如低收入戶補助）、不勞而獲（如中獎）。 

（五）儲蓄 
1.知道如果沒有足夠錢去購買物品時，可透過儲蓄來達成。 
2.知道金錢可以透過金融機構以儲蓄的方式賺取利息。 
3.瞭解各種金融機構的基本組織。 

（六）賦稅 未編擬 
（七）投資 未編擬 
（八）消費行為 1.瞭解日常生活中各行各業的生產活動與自己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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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費活動。 
2.知道每一種消費行為都有機會成本。 
3.知道物品若許多人想要，價格就會上升。 

（九）金融體系 未編擬 

理 
財 
技 
能 

（一）金錢的使用 
1.使用金錢去購買所需要的物品，並能正確地找零。 
2.列出簡單的金錢使用紀錄表。 

（二）金錢的保管 1.養成儲蓄的習慣。 

（三）做決策 
1.能透過正確的選擇，以有效的使用金錢。 
2.學會不受商品外觀與廣告的影響去購買商品。 

理 
財 
態 
度 

（一）金融責任 
1.瞭解借貸金錢的成本。 
2.瞭解各種消費行為對自己的影響。 

（二）倫理關懷 1.關懷自己的理財行為，對同儕及學校的影響。 

資料來源：整理自黃美筠等人（2011）。臺灣地區中小學課程綱要建構之研究。公民訓育學報，21，

1-43。 

參、理財教育課程之發展歷程 

  本研究探討以國小四年級數學領域課程為主軸，配合理財教育的三個面向及

其相對應內涵，以及國語文領域、綜合活動領域之課程內涵，發展適合國小四年

級學生之理財教育課程。根據金管會訂定之「金融基礎學習架構」以及黃美筠等

人（2011）所建構的「理財教育課程內涵」，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為發展架構，結合學生之認知發展以及先備經驗，發展適合國小四年級學生理財

教育融入數學領域之課程。 

    課程設計以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107年 3月至 4月)為期，每週進行二至三

節，每節課 40 分鐘，初步設計之課程授課時間共計 18 節課，共八週。課程內容

規劃成三個主題課程教學，以下為初步設計之教學架構表，參見下表 2。 

表 2 初步課程設計教學架構表 

主題

課程 

黃美筠等人建構之 

理財教育主題 

教學活動 

（單元節數） 
教學重點 

配合金管會之 

主題學習架構 

錢 

誠 

寶 

典 

知識：金錢的由來 

所得 

從前從錢～ 

貨幣演變（2） 

認識貨幣的演變過

程。 
無配合 

知識：金錢的意義 

金錢的功用 

所得 

態度：金融責任 

往錢出發～ 

認識金錢（2） 

認識不同形式的支

付工具，以及金錢

的意義。 

無配合 

錢 

坤 

知識：消費行為 

技能：金錢的使用 

錢都去哪了

（3） 

分辨想要和需要，

並說出影響自己購

主題一：儲蓄

與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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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法 

做決策 物的原因，以及消

費廣告的重點。 

知識：儲蓄 

技能：金錢的使用 

金錢的保管 

吸金有絕招

（3） 

瞭解儲蓄的重要性 

，並紙筆紀錄個人

使用狀況。 

主題一：儲蓄

與消費 

技能：做決策 

態度：金融責任 

跟錢做朋友

（2） 

瞭解借貸的意義和

風險，以及信用的

重要性。 

主題二：借貸

與信用 

技能：做決策 

態度：金融責任 

找尋潛力股

（2） 

辨識生活中的風

險，並瞭解投資自

己的重要性。 

主題三：風險

與風險管理 

主題四：投資 

錢 

途 

似 

錦 

技能：做決策 

態度：金融責任 

倫理關懷 

我是小商人

（2） 

將自己購買的商品

發揮其功效。 
無配合 

態度：金融責任 

倫理關懷 

我是大富翁

（2） 

實際做到資源共

享。 
無配合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初步課程設計完畢後，與同校之學年老師以及協同研究教師進行課程議課，

從課程的教學目標至教學內容，包含教材選擇、融入領域之適切性等，依照學生

的起點行為及其數學能力進行調整。 
  經過討論與修正，授課時間共計 17 節課，共七週，課程內容規劃依舊為三

個主題課程，其中包含七個單元活動。相較於初步的課程設計內容，修正後的教

學目標更加聚焦，教學內容也更加貼近學生的生活經驗；為因應學生目前的認知

及金錢發展階段，以「小題大作」的方式強化學生的觀念，避免一下吸收過多且

不合宜的理財觀念，導致學生學習動機降低。在融入課程領域的適切性上，避免

混淆學生學習的方向，七個單元活動的學習目標也著重在數學領域的能力上。 
  以下先針對修正後的課程內容進行簡介： 
一、主題課程一：錢誠寶典 
  學生於一年級開始便接觸「貨幣」，已認識我國現今所使用的幣值大小，並

能進行幣值換算，普遍學生亦有相關的簡單消費經驗。為加深學生對於買賣關係

的認識，以及重視貨幣所賦予的價值，主題一以貨幣的演變開始進行。因著生活

在與人互動的社會下，進行以物易物便是必然會發生的行為，但是每個人都有自

己對於物品的價值標準，因此發展出具有統一規格和形式的貨幣。再者，隨著時

代變遷，如今已發展出極多元的支付工具和方式，對於不同形式的支付工具故有

其重要性。期望透過主題一的單元活動教學，能強化學生對金錢的價值觀。 
表 3 「錢誠寶典」內容介紹 

單元名稱 從前從錢～貨幣演變 往錢出發～認識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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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領域 數學領域 數學領域、國語文領域 

金融主題 金錢的意義、金錢的由來 金錢的功用、倫理關懷 

教學目標 

1. 能說出貨幣的演變過程。 

2. 能在具體情境中，熟練整數及

概數之加減計算。 

1. 能讀懂說明文體，並介紹不同

形式之支付工具。 

2. 能以圖表方式比較不同形式

的支付工具之優缺點。 

能力指標 

數學 

N-2-01能說、讀、聽、寫 10000

以內的數，比較其大小，

並做位值單位的換算。 

N-2-02能透過位值概念，延伸整

數的認識到大數(含億、

兆)。 

N-2-03能熟練整數加、減的直式

計算。 

N-2-08能在具體情境中，對大數

在指定位數取概數(含四

捨五入法)，並做加、減

之估算。 

數學 

D-1-01 能將資料做分類與整

理，並說明其理由。 

D-2-01 能報讀生活中常見的表

格。 

D-2-02 能認識並報讀生活中的

長條圖、折線圖。 

國語文 

5-2-4 能閱讀不同表述方式的文

章，擴充閱讀範圍。 

5-2-8 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容，

並分享心得。 

實施節數 2節 3節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主題課程二：錢坤大法 
  目前金管會所訂定之「金融基礎教育學習架構」以及黃美筠(2011)等人所建

構的「理財教育課程內涵」，在國小中年級階段皆重視學生的儲蓄與消費行為，

雖然理財教育內容涵蓋甚廣，但考量學生的認知發展以及生活經驗，認為進行重

點教學較能達到增進其金融素養之目的。故在主題二中先聚焦在「儲蓄」方面，

從學生的先備知識搭配生活經驗，不論是個人的零用錢或是家中必有維持生計的

來源，先從金錢的來源開始進行思考，透過實際統計圖表以及訪談過程，體認到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以及體恤家中父母出外賺錢的辛勞。再者，瞭解如何把

錢財守住，儲蓄便是一個最佳方法，透過實際的數字計算，能瞭解儲蓄的重要性。

最後，獲得錢財的方式除了認真工作和妥善儲蓄之外，亦還有借貸行為，也透過

實際的數字計算，能認同借錢的影響力，更能察覺在日常生活中自身信用的重要

性。 

表 4 「錢坤大法」內容介紹 

單元名稱 吸金有絕招 財富滾滾來 跟錢做朋友 

統整領域 數學領域、綜合領域 數學領域、綜合領域 數學領域、綜合領域 

金融主題 所得 儲蓄、金錢的保管 金融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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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1. 能紙筆紀錄並繪

製表格，以檢視自

我行為表現。 

2. 能分享進行家庭

分工時的經驗和

感受。 

1.能以圖表方式說

明儲蓄的用途及

重要性。 

2.能在具體情境中， 

熟練小數的整數

倍計算。 

3.能進行自我儲蓄 

行為檢視，並於生

活中應用。 

1. 能以圖表方式說

明借貸的意義及

風險。 

2. 能在具體情境中， 

熟練小數的整數

倍計算。 

3. 能進行自我信用 

檢視。 

能力指標 

數學 

D-1-01 能將資料做

分 類 與 整

理，並說明

其理由。 

D-2-01 能報讀生活

中常見的表

格。 

D-2-02 能認識並報

讀生活中的

長條圖、折

線圖。 

綜合 

1-2-2 參與各式各類

的活動，探索

自己的興趣

與專長。 

2-2-3 參與家庭事

務，分享與家

人休閒互動

的經驗和感

受。 

數學 

N-2-13 能認識一位

與 二 位 小

數，並做比

較、直式加

減及整數倍

的計算。 

D-1-01 能將資料做

分 類 與 整

理，並說明

其理由。 

D-2-02 能認識並報

讀生活中的

長條圖、折

線圖。 

綜合 

2-2-1 實踐個人生活

所 需 的 技

能，提升生活

樂趣。 

數學 

N-2-13 能認識一位

與 二 位 小

數，並做比

較、直式加

減及整數倍

的計算。 

D-1-01 能將資料做

分 類 與 整

理，並說明

其理由。 

D-2-02 能認識並報

讀生活中的

長條圖、折

線圖。 

綜合 

1-2-2 參與各式各類

的活動，探索

自己的興趣

與專長。 

實施節數 2節 3節 2節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主題課程三：錢途似錦 
  延續主題二的儲蓄，在主題三的核心重點為「消費」方面，人們常說「開源

節流」，但究竟是開源重要還是節流重要？再試想，若沒有收入又如何開源，因

此認為節流才是當務之急，在教學上亦然，透過買賣情境體驗消費時的取捨，並

能分辨「想要」或「需要」，進而在實際生活中理性消費。最後透過未來夢想藍

圖的規劃，為生活訂下目標，單元活動過程中會再次面臨困難和選擇，體認從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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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始投資自己的必要性。 
表 5 「錢途似錦」內容介紹 

單元名稱 錢都去哪了 找尋潛力股 

統整領域 數學領域、綜合領域 綜合領域 

金融主題 消費行為、金錢的使用 作決策、金融責任 

教學目標 

1. 能在具體情境中，熟練整數

及概數之加減計算。 

2. 能分辨「想要」與「需要」，

並列出購買商品清單。 

3. 能紙筆紀錄並繪製表格，以

檢視自我金錢使用行為。 

1. 能以整數四則混合運算，解

決問題。 

2. 能分享自己的夢想藍圖，以

及過程可能遇到的困難，並

提出解決方法。 

能力指標 

數學 

N-2-02能透過位值概念，延伸整

數的認識到大數(含億、

兆)。 

N-2-03能熟練整數加、減的直式

計算。 

N-2-08能在具體情境中，對大數

在指定位數取概數(含四

捨五入法)，並做加、減

之估算。 

D-1-01 能將資料做分類與整

理，並說明其理由。 

綜合 

1-2-2 參與各式各類的活動，探

索自己的興趣與專長。 

2-2-1 實踐個人生活所需的技

能，提升生活樂趣。 

數學 

N-2-02能透過位值概念，延伸整

數的認識到大數 (含

億、兆)。 

N-2-06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兩

步驟問題 (含除法步

驟)。 

N-2-07 能做整數四則混合運

算，理解併式，並解決生

活中的問題。 

綜合 

1-2-2 參與各式各類的活動，探

索自己的興趣與專長。 

實施節數 3節 2節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肆、結論與建議 

一、課程設計研究之結論 
（一）教學目標聚焦，小題大作 
  配合學生目前的認知發展，以及金錢態度發展，再以現有的能力進行鷹架學

習，學習應建構在學生已有的生活經驗，並將已習得的國語、數學能力進行深化

與加強，透過生活情境的方式，培養學生真正帶著走的能力。再者，由於理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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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知識涵蓋甚廣，透過文獻探討，選擇學生目前最合宜的學習內容，並且須具

備實用性以及難易度須適中，也為了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不增加學習負擔，在課

程設計的一開始，必須確定良好的教學目標，待目標確定後，方可進行細部教學

內容設計。 
（二）教學內容有趣，由淺入深 
  透過課前調查，先了解學生使用錢的生活經驗，以及對於理財的認識，再設

計具有啟發性及能引起學生動機的活動，活動內容需緊扣學生的生活經驗，幫助

學生日後較容易類推至日常生活中，以達到實踐的目的，並藉由學校課程中既有

的數學、國語領域課程，融入理財教育內容，一方面提升理財知能，另一方面亦

增強學生的數學、國語能力，讓學生體認到課本上所學的內容，是能夠與真實生

活做連結的。再者，以學生較喜歡的遊戲式、小組競賽等教學方式，將較艱澀的

理財專有名詞，淺白的幫助學生學習，降低學生學習困擾，並以實作方式強化學

生的學習。 
二、發展理財課程之建議 
  誠如上述所描述，理財教育涵蓋甚廣，但仍可針對不同研究對象，進行多元

的教學方式，針對不同階段的學生，施以符合的學習目標及內容，未來可針對其

他面向之理財知能進行課程設計與探究，以進一步幫助實施理財教育之實施成

效。 
  在研究方法方面，若以個人獨立設計課程，難免會有主觀或是觀念狹隘的困

境，建議還是需要透過與偕同研究者進行討論，抑或是尋求專家學者之建議，才

得以發展較為完善的理財課程，從多方的角度進行深究，以達到理財教育之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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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Design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Financial Education into The Mathematics Curriculum of 

Elementary School Fourth-grade 
 

 Ya-Chu Hu1 Hsuan-Ku Liu2 
1Affiliated Experimental Elementary School of University of Taipei 
2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Educatio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iculum design of financial 
education in integrating of the fourth-grade mathematics curriculum for the 
elementary school. According to financial education curriculum connotation and 
Financial basic learning framework of the FSC (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Design three financial education theme courses. Ⅰ. Books of Money: Teaching 
begins with the evolution of currency, from the most primitive trading behavior to 
today's multi-payment tools and methods, can strengthen the student's values of 
money. Ⅱ. Methods of Save: Focus on “savings”. Based on students' prior knoeledge 
and experience, course begins with thinking about the source of money. Through 
doing actual statistics, charting, and interviewing process,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how to keep money and how important it is. Ⅲ. Value of Money: The emphasis is on 
“consumption”. Through buying and selling situations, students can distinguish 
between “want” or “need”, and then rationally consume in real life. Finally, set goals 
for life, and recognize the importantce of investing in ourselves. 
 
Keywords： financial education, mathematics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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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軌道融入一年級立體形體教學實驗之研究 
 

 詹晏瑜1 陳嘉皇2 
1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系lan.a288667@msa.hinet.net 

2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系chench1109@mail.ntcu.edu.tw 
 

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利用「學習軌道」理論設計一年級立體形體單元的教學

活動進行教學實驗，探討國小一年級學生在立體形體上的教學分類、拓印、塑形、

翻轉、堆疊的學習表現與概念發展，希望能解決學生在學習歷程中的迷思概念並

運用系統化方式建立學生幾何的概念。 
 
關鍵字：學習軌道、立體形體、教學實驗、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在日常生活中，學生較常看到各種不同的立體幾何形體，研究顯示出 3 個月

的嬰兒具有規則圖形的恆定能力；5 至 7 個月的嬰兒已具有物體大小恆定能力。

因此，學者認為在幼兒時期的數學體驗是屬於空間性的，藉由身體對周圍的探索

來覺察他們與空間的關係。而幾何圖形的形成也是從物體的形狀抽象化而來的，

學習幾何的好處是無庸置疑的，舉凡繪圖、建築、科技的應用、醫療等都與幾何

相關。Clements 與 Battista(1992)提出，幾何概念建構我們對外在環境的理解，可

作為學習藝術，建築、物理和其他學科的基礎。幾何學習的其中一個要素為心像

能力(Wheatley, 1999 ; Reiss, 1999)，學生在學習幾何的過程中，需要在腦海中建

立和操作心像，這種心智能力會影響幾何的思維模式。對於低年級學生初學立體

幾何形體，形成空間表徵是經由操作的歷程所建立經驗和內化逐步組織得來的

(Clements & Battista 1992)，『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領域』提到的學習是連續的，

學生需從先備知識與生活經驗來整合推演至新的數學概念學習，這是一連串重要

的學習歷程（教育部，2008）。而國小低年級學生，大都屬於最初的視覺辨別階

段，他們對於幾何圖形的理解，是透過實物不斷的提供具體經驗學習，使其豐富

他們的視覺經驗而獲得概念，才能夠循序漸進到較高階段（劉好，1994）。同樣

的，在未來即將上路的十二年國教中，也提到在低年級與中年級的學生正處於各

種概念的基礎時期，應該由操作中去察覺、形成概念，甚至簡單連結各概念的各

種操作活動(國家研究院，2016）。因此，立體形體的概念建立絶不是來自於瀏覽

書本，而是來自於教師規劃有連續性的教學活動，利用不同的教具引導學生體驗

課程，累積具體經驗後建構完整的立體形體概念。國外學者 Simon(1995)提出假

設性學習軌道(Hypothetical learning trajectories, HLTs)是課程理論和教學實務相

互發展與應用(陳嘉皇，2008)。就是運用系統化方式，從學生認知的歷程中設計

教學活動，形成一道連續的學習軌道路徑建構學生的概念，教師透過教學反思進

而修正其學習軌道，以利於未來教學活動的課程設計，是學習軌道理論最主要的

精髓。Simon 所提出的學習軌道理論與即將推行十二年國教的精神相呼應，107
課程綱要草案中提到數學課程是要讓學生有感的學習，教師在教學上不能只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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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的教學方法，應提供學生多元的學習方法，達到差異化教學符合學生路徑差的

學習，使學生喜歡數學課程進而提升學習動機。在教學現況中，甚少有針對低年

級立體形體的單元做完整的課程設計，引起學生學習的動機，林福來(2010)提到

一個好的數學活動設計應引起學生願意主動思考與建構概念的機會，使學生願意

用積極的態度、持續的探索與體驗學習的喜悅，進而達到學習的目標。有鑑於此，

作者希望藉由學習軌道理論研擬出最適合學生的立體形體教學活動，透過實作的

過程，例如：水彩拓印、塑形、積木的堆壘方式讓學生在課堂中是有感的學習，

並且在課程中樂於分享所看到、想到、學到、做到的點點滴滴，進而建立學生立

體形體的概念；另一方面，也希望一年級學生接受正式教育的階段，就建立數學

課室中快樂學習的印象，擺脫傳統數學教學就是不斷演算的刻板印象，願意努力

持續的學習。 
二、研究問題 

(一) 探究學生對於「立體形體分類」的表現為何？ 
(二) 探究學生對於「立體形體拓印」的表現為何？ 
(三) 探究學生對於「立體形體塑形」的表現為何？ 
(四) 探究學生對於「立體形體翻轉」的表現為何？ 
(五) 探究學生對於「立體形體堆疊」的表現為何？ 

貳、文獻探討 

壹、學習軌道理論之由來與內涵 
一、學習軌道理論之由來 
  1960 年代後，隨著認知理論的崛起，研究者與教育工作者開始關注於學習

者的認知發展與重組，例如，建構主義提出學習者需親自參與活動，改變認知的

結構，調整基模達到平衡。當建構主義的理論引入教育後， Suchmon(1987)提出

情境行動(sitiuated action)的想法，認為透過真實情境中產生的實際經驗，促使發

覺許多知識的概念與規則，從實際行動中找到真正的含意。Baroody(2003)為了使

教師了解兒童如何學習數學以及學習的困難點，在研究中將兒童的數字、算則概

念與技巧的發展，設計出一種教學順序(陳嘉皇，2005)。近年來，數學教育領域

融入心理學與教育的理論，教學中採取訊息處理建構論點，從具體物理事件轉化

為抽象心理事件，使學生對教學活動與建構的作業朝向數學概念是有意義的發展

(Baroody, 2003)。於是，「假設性學習軌道」（HLTs）理論誕生，它整合了課程設

計、教學理論與學習心理的功能，提供學生最佳學習路徑的選擇與安排，並鞏固

學生數學概念具有意義的影響(Simon, 1995)。Simon(1995)提出「學習軌道」的理

念源於真實數學教育(Realistic Mathematics Education, RME)在課程實驗設計所採

用的一種預想性的方式，教師需從學生的學習起點朝向學習目標的歷程中，建構

一條學習路徑。教師臆測學生學習歷程中概念的發展，進而設計教學活動，以支

持和組織學生學習概念可能的「學習軌道」 (LTs) (如圖 1 所示)，此種軌道的發

展被視為一種啟發式的教學活動（陳嘉皇，2005）。 
「學習軌道」( LTs)多使用在相關數學領域，教學者根據學生的認知發展，融入

學習軌道的理念來設定學習目標、設計教學活動、學習單、臆測學生在學習歷程

中所運用的解題策略模式，形成一條學習軌道。所以，教師對學生學習歷程需要

有深入的了解，且教師需反覆不斷的檢視、省思教學的歷程，最後根據實施的狀

況修正學習軌道，作為日後數學教學的參考。 
二、學習軌道理論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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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on(1995)提出「假設性學習軌道」理論，內容提及應用於教學活動設計

和學習狀況，其內涵包含下列四要素： 

  
圖 2-1 非正式教學前臆測學生學習歷程 
資料來源：「學習軌道」理論之意涵與其在兒童圖形與面積概念發展上之探究與

應用。陳嘉皇(2005)。教育科學期刊，5(2)，1-26。 
 
(一)  目標的設定 
目標是 HLTs 發展的第一階段，此初始的軌道或目標的設定是來自於教師在學科

領域知識 (Content Knowledge, CK)、學科教學法知識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和學生非正式概念發展的研究；其次，來自於建構主義理論及

其研究，提供更詳細的基礎學習目標；最後，根據 Battisa(2004)所提出的，將數

學視為正式數學教與學的學習，使研究產生的重要的社會性工作，擴展和深化目

標概念的發展。 
(二)  教學任務 
 著重將理論融入教學，整合教師、學生和課程之間相互關聯，並實際應用於教

學活動。其教學實驗進行被用來做 HLTs 初步的評估，進而修正其教學順序，引

導出下一階段教學任務的產生。 
（三）學習歷程的假設 
 學習軌道的研究通常探究學習歷程的發展與遷移，為認知模式的發展進程，以

建構主義的觀點做為基礎，轉化為有意義的學習，學習歷程分為三階段： 
1. 教學活動實驗前的準備 
  教師在教學活動前，主要依課程教材進行分析、教學的情境脈絡與學生的認

知發展設定教學目標、形成數學任務或教學活動，建構預期性的學習軌道。例如

學生在學習立體形體時，首先，教師需針對『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領域』一年

級能力指標與分年細目進行了解、現今國小數學教材進行分析、了解學生先備經

驗與認知發展、擬定教學目標、設計教學活動與順序、教學策略。其次，一年級

學生初始學習立體形體需從實作活動中，建立完整的初步立體形體的概念。接

著，從感官活動中建構立體形體的心像，設計適合學生認知發展與學習歷程的學

習目標。 
2. 進行教學活動實驗 
教學實驗過程主要包含特定的教學目標形成學習軌道的內涵、教學活動進行 
時，教師、學生、課程之間的關聯，觀察與蒐集學生的學習表現與臆測學生學習

表現之間的關係，作為教學活動後的檢驗及修正之依據。若臆測結果不符合時，

另一臆測會順勢發展在過程中不斷產生循環的學習歷程，直至教學實驗結束。 
3. 資料回溯分析 
  此階段主要回溯分析ＨLTs 是否達成預期教學目標、每一階段的數學概念是

否順利遷移至下一個階段、學生的學習表現是否一致性及評估理論內容及實證資

料兩者需要修正的地方，以發展出普遍性的說明與良好的學習順序。 
（四）評量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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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嘉皇（2005，2008）提出學習軌道理論，主要是詳述有意義學習歷程的遷移

與發展，從教室情境脈絡中觀察學生作業發展評量的案例。根據學習軌道的進程

與要素分析教學實務與評量，需遵循下列的要點（Clements, 2002 ; Gravemeijer , 
1999 ; Simon, 1995）: 
1. 達成解題歷程的教學目標，需運用到多種策略與能力。 
2. 學生所運用的策略可與他人軌道重疊或交錯。 
3. 可促進概念連結與溝通。 
4. 軌道判斷可劃分學生對特殊數學領域學習的模式。 
5. 可透過理論或實務發展出的模式了解學生進步的狀況。 
6. 辨識的內容包含聰慧的程度、複雜性、抽象。 

上述「學習軌道」的要點運用於課程和教學設計，在於說明學生生具有不同

的數學認知發展層次、多元解題策略與知識，能支持教師做系統的安排與建構良

好的教學活動，以協助學生的學習與發展；教師可根據診斷學習層次與困難之

處，透過回饋做為教材的選擇及教學順序重新安排的參考依據，使學生能循序漸

進學習，建構出完整的數學概念。 
貳、立體形體概念發展 
一、學習軌道之幾何認知概念發展 

傳統教學順序固定，忽略個別學生的學習需求，此種教學方式僅適合少部分

的優秀學生，不適合大部分的學生(Battista, 1999, 2001a)，且這些優秀的學生對

傳統的課程結構並未達到最大的發展(Battista, 1999, 2001a)。針對許多數學的議

題，作者發現學生數學概念和推理的發展，可以透過「精緻的層次」(levels of 
sophistication)加以描述(Battista, 2004; Battista & Clements, 1996; Battista et al., 
1998; Cobb & Wheatley, 1988; Fuson et al., 1997; Steffe, 1988, 1992; van Hiele, 
1986)。「學習軌道」顯示學生對幾何形體在層次上思考和學習發展的架構，此架

構描述學生學習軌道發生的「認知地形」(cognitive terrain)，包括學生透過直觀

的思想和推理，轉化為對數學概念更正式、精緻程度的理解，強調學生幾何概念

發展和推理的基本心智歷程與學生面對學習產生的認知困難。下圖（如圖 2-2 所

示）描繪學生幾何形體的認知地形，此地形是從教學前開始推理，結束於對幾何

形體正式和深層的理解，並指出學生在途中獲得幾何形體的理解而達成的認知平

台。需注意的是學生可能會以稍微不同的軌跡，通過這個認知地形上升，可能會

在不同的地方結束他們的軌跡，這取決於他們所經歷的課程和教學。 

  
圖 2-3  學生獲得幾何形體的認知地形 

資料來源:Battista(2012). Cognition-Based Assessment & Teaching of Geometric 
Shapes Building on Student’s Reasoning. Heinemann Portsmouth, NH, ix. 
二、立體形體迷思概念相關研究 

葉麗鳳(2008)。在「國小五年級學童體積概念之研究」中訪問對象為其中使

用同版本中各 2 班，共 36 名的高、中、低分組學童；研究方法為紙筆測驗的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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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研究法，和對紙筆測驗內容及實作活動所做的半結構性的訪問調查法。由資料

分析結果，研究者歸納出國小五年級學童對體積概念的迷思，原因在於對體積的

定義不清楚，無法全面考慮長、寬、高，受視覺大小的影響，保留概念認知未發

展成熟，計算能力的缺乏以及缺少實測與估測經驗。國小五年級學童在 Piaget
之物體排開液量所佔空間概念的發展，大部份達到Ⅰ階段；及 Piaget 在物質相等

情況下的體積保留概念的發展，大部份學童達到Ⅱ、Ⅲ階段。 
楊凱翔、葉淑珍和譚寧君(2014)。在「建立立體心像教學活動之國小體積課

程設計本位研究」提到，研究採用設計本位研究法發展四年級體積教學方案，發

現課程中運用數位教具與具體教具各有其優勢，不可偏廢任一項；學生在學習體

積教學方案後，能有效化解迷思概念並可建立 2D 與 3D 表徵、心像操弄的空間

視覺化能力，及空間定位能力。 
王毓婕(2016)在「運用幾何軟體 Cabri 3D 與實體積木教具教學」中提到，以

61 位二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分為二組進行教學，實驗組進行幾何軟體 Cabri 3D
與實體積木教具教學，而控制組僅以實體積木操作進行教學，研究結果顯示接受

不同教學模式其學習成效並沒有顯著差異。另外，針對學生測驗結果和晤談分

析，發現二年級學生對於鏡射題目容易產生迷思概念，教師請學生利用 Cabri 3D
軟體現場操作或是以實體教具操作，能讓學生鏡射題目的迷思獲得修正。 

宋其鴻(2016)。在「國小六年級學生對表面積與體積的後設認知之研究」的

採質量並形研究，測驗結果發現六年級學生約有六成能規律的將「立體形體分類」

寫出來，其中以「柱體和錐體」做為分類依據；約二成八的學生寫出立體形體的

名稱但無法進行規律類；有一成三的學生試著寫出題目指定的「立體形體」，卻

寫出一些平圖形名稱，例如：長方形、圓形、三角形、正方形，這些學生無法正

確辨別平面圖形和立體形體的不同，無法自行監控並有規律的將進行「立體形體」

的分類，總計有四成的學生沒有「規律寫出立體形體」的後設認知技能。幾何推

理和學習的心智歷程。 
參、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架構 

    教學設計的目的就是使每個活動內容都能循序漸進的建構學生立體形體的

概念形成連續性的學習。然而，每位學生學習的路徑因學習的態度、個人特質、

家庭背景等各有不同，作者以過去的教學經驗、與專家晤談討論出建構一條最適

合學生的學習路徑(如圖 1)，才開始進行課程教學與實施。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學習軌道融入一年級立體形體的學習表現與概念發展，研究

對象的選取條件以一年級立意抽樣的學生為主，排除特殊身份別的學生。樣本為

4 位學生(匿名小捷、小鴻、小茵、小傑共 4 位學生)參與本教學研究，目前皆就

讀台中巿某國小一年級。 
三、課程內容設計與教學實驗 
    教學任務設計前，先進行相關文獻的探討，如：Van Hiele(1986)的幾何思考

層次、Battista(2012)的學習軌道之幾何認知概念發展、Pirie 和 Kieren(1994)的「數

學概念理解動態理論」的內容，再依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領域」分年細目，

1-s-02 能辨認、描述與分類簡單平面圖形與立體形體；1-s-04 能依給定圖示，將

簡單形體做平面舖設與立體堆疊，分析立體形體的概念需包含「立體形體的分

類」、「立體形體與面的關係」、「立體心像能力的使用」、「立體形體堆疊」重要學

習歷程。因此，將立體形體的教學活動分成五個任務，教學內容如下：一、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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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形體分類；二、辨識形體的特徵及命名；三、塑形活動；四、立體形體的翻

轉；五、形體概念的應用，並且在教學活動二中，學生體驗立體形體與面的關係，

學生能說出二維平面與三維立體形體的差異後，安排了立體形體命名的活動，方

便後續教學活動的進行。 
 
 
 
 
 
 
 
 
 
 
 
 
 
 
 
 
 
 
 
 
 

圖 1  立體形體之學習軌道的研究架構 
 
四、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資料蒐集方式 
為詳實記錄教學活動中學生的作答情況、學習情形及師生互動的過程，採取「教

學觀察與攝影紀錄」的方式，以提供教師事後回顧教學歷程時有最真實的資料作

為參考依據，並注意學生在課堂學習時的反應與回答，以驗證該節所設計的教學

活動是否符合學生的學習軌道與達到預期的教學目標。 
（二）資料處理方式 
本研究採用質性分析，從教學過程中記錄學生課堂中回答與作答的內容，並分析

學生的先備知識及立體幾何迷思概念。分析項目如下： 
1. 教學活動中師生的對話:摘錄教學活動中師生的對話具有重要性及迷思概念

的相關對話內容，編碼以英文字母「Ｔ」代表教師，以英文字母「S」代表學生。 
2. 學生作答表現:利用課堂巡視觀察學生完成學習單的情況，並分析學生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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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與概念類型。 
3. 教師的自我省思:教師藉由學生的學習單、學生在課堂中的互動與反應情

形，來檢視自身教學內容不足的部份做為適當的調整，並且修正所設計的「學習

軌道」，做為日後的教學活動的依據。 
 (三)資料編碼方式: 
為獲得具有重要性與意義性的研究結果，本研究將所蒐集到的四位學生學習單與

晤談的對話摘錄進行編碼整理，以便日後的分析與追蹤，資料編碼說明如下： 
1. 晤談對話中以英文字母「Ｔ」代表教師，以英文字母「S」代表學生。 
2. 學生各自姓名作為編碼的依據，分別是小捷、小鴻、小茵和小傑。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立體形體分類 
小鴻學習表現 
1.學習單一之活動一 
想一想，請利用桌上的積木堆堆看、疊疊看。     
【學習軌道 1.1—教學觀察紀錄】(圖 2) 
T：請你利用桌上的積木進行堆堆看， 

你會堆什麼造型？ 

S：避雷針(圖 4-3) 

T：球能不能放在下面堆疊？ 

S：可以，我把它做成車子。 

T：球能不能放在下面堆疊？? 

S：不可以，但可以利用其他積木擋著。 

` 
  透過小鴻學習表現與晤談的內容，小鴻堆疊積木時，就選擇正方體、長方體、

圓柱體平平的面進行堆疊，最後將球體放在最上面，作者詢問是否能把球放在最

下面堆疊起來，小鴻馬上創造出另一個積木的造型，當作者再追問，最上面的積

木能不能放在下面堆疊？小鴻說出不能，因為球會滾動，旁邊可以放積木擋住，

作者從小鴻的回答與作品中，認為小鴻已掌握立體形體中面的概念。 
教師省思 
(一) 學習目標 
依據 Van Hiele 理論一年級學生屬於第 1 視覺層次或第 2 描述分析層次，所以活

動 1 利用積木讓學生操作與發揮想像力，了解立體形體平面與曲面的性質，大部

分的學生能夠運用積木平平的面進行堆疊，將保麗龍球放置頂端，並透過師生訪

談說出平面與曲面的差異性。活動 2 從活動 1 的操作經驗遷移進行積木分類，了

解立體形體面的性質，大部分學生很容易的將只有平平的面和可以滾動的分成 2
堆，透過教師引導學生能從 2 堆的分類進行 3 堆的分類甚至分成 4 堆，達成本階

段設定的學習目標。 

 
圖 2 小鴻立體形體分類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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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創造能力的提升 
一年級的學生充滿許多想像能力，每位學生都能說出堆疊的造型為麥克風、避雷

針、車子、船、高塔。作者應讓學生再多一些時間操作積木，讓低年級學生創造

出更多的造型，或者可以小組合作一起堆疊積木，進行作品的發表。 
(三) 課程設計 
這個部分和各大版本的教材所使用的教具不同，作者希望學生能專注在積木的操

作不被盒子的包裝所影響，忽略將積木與真實世界做結合，應要求學生從家中帶

一至兩個盒子與積木進行比對，讓學生表達所帶的盒子像哪個積木，與學生生活

經驗做連結。 
(四) 教師專業能力需再提升 
小捷進行分類活動時，小捷只分成 2 堆與 4 堆的分類，作者應明確引導學生如何

分成 3 堆？於是，作者調整教學提問，詢問小鴻、小茵、小傑，如何從 2 堆進行

3 堆分類，這次學生能明確將積木再分成 3 堆，學生甚至可進行 4 堆的分類，教

師在教學前應充分掌握學生各種回答的可能性，並在教學進行中清楚引導學生，

才能讓學生建立更完整的立體形體概念。 
(五) 學習單習得知識統整 
作者透過積木操作與學習單設計，引導學生進行立體形體分類，雖然活動過程中

非常順利，學生的表現佳，但活動結束前 1 分鐘，作者應讓學生統整觀念，再次

說出立體形體平面與曲面的差別。 
二、立體形體拓印 

小茵學習表現（圖 3 與圖 4） 

    
圖 3 小茵立體形體拓印表現   圖 4 小茵立體形體拓印表現 

觀察小茵拓印過程中，小茵拓印的方式為 4→6→5→3→1→2。作者詢問小茵從

拓印中發現什麼？小茵回答出 6 個正方形。接著，作者拿出色紙，詢問小茵色紙

和積木有什麼不同？小茵說出色紙是平平的，積木是胖胖的，作者請學生幫積木

命名，學生一開始沉默後來說出立體，作者追問為什麼會說立體呢？剛剛聽到小

鴻說：「立體」，所以就跟著說了，接著，作者請她幫積木命名，小茵說：「正方

體」，作者認為小茵在活動中已能區分正方形與正方體的，並完整的說出正方體

的命名，因此作者認為小茵已達到學習目標。 
三、立體形體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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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小捷立體形體塑形表現     圖 6 小捷立體形體塑形表現 

  觀察小捷在實作過程中（圖 5 與圖 6），一開始先將正方形黏土放在下面，2
個長方形放在後面和右邊，當壓出第 2 個長方形組合時，卻不易黏起來，小捷這

時想要做其他東西，作者提醒小捷要先完成長方體，小捷又開始完成作品，這次

觀察發現小捷先將長方形的黏土放在下面，將正方形黏土黏在右邊，再依序將長

方形黏土黏在前面，正方形黏土黏在左邊，將最後一塊長方形黏土放在上面完成

作品，小捷比對自已的作品確定和長方體一樣大，再次確定完成作品，作者認為

小捷已掌握長方體的外部性質，達成學習目標。 
四、立體形體翻轉 
小茵學習表現（圖 7） 

    

圖 7 小茵立體形體翻轉表現 

從訪談紀錄的過程中，小茵能清楚的表達出自已的想法，作者認為小茵在這

個部分是依據立體形體面的特性與邊做為思考策略，並且小茵在這個階段已有完

整的立體心像概念達成學習目標。 
五、立體形體堆疊 

由上述可知，觀察小傑在實作第一大題中，表現很棒！創造出許多立體形

體，作者請小傑利用 8 個積木堆疊出一個正方體，小傑指著其中一個作品是這個

嗎？作者拿出小傑之前的黏土積木作品，再次詢問小傑積木的名稱，小傑能說出

正確的名稱，作者請小傑利用 8 個積木堆疊出和它一樣的正方體，小傑能仿照出

一樣大的正方體，觀察小傑寫學習單的過程中，第二大題完全不用積木操作就點

數出數量，作者詢問小傑如何數數，小傑以一排有 3 個積木合起來數數，並清楚

說出隱藏的積木在下面，作者認為小傑在進行第二大題時，依循自已的立體心像

進行思考，並能運用立體心像進行積木移動來達成學習目標。 

伍、結論 

一、在立體形體分類活動，學生容易將本研究所呈現各類形體依其特質區分平

面、曲面，顯示經由正方體、長方體、圓柱體、球體透過堆疊定義平面與曲面。 
二、對於本研究提供之各類立體形體拓印表現，少數學生採取序列方式進行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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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大部分學生採取隨機進行拓印。 
三、少數學生能對研究提供各類形體能依形體性質進行分析與塑形，大部分學生

都是以整體的視覺觀進行形體塑形。 
四、將研究提供之各類立體形體平面化後，大部分學生能運用立體心像辨認出相

同的立體形體。 
五、大部分學生能夠藉由各類之立體形體之堆疊與移動，計數出積木的數量與辨

認出積木移動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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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rporating learning trajectories into teaching experiment 
regarding three-dimensional shapes for first gr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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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use the learning trajectory theory to design a 
teaching activity for first graders regarding three-dimensional shapes. We examined 
their learning performance and conceptual development in classification, rubbing, 
shaping, flipping, and stacking and hoped to correct the misconceptions of students 
du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and establish their geometric concepts via a systematic 
approach. 
 
Keywords： learning trajectory, three-dimensional shapes, teaching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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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就是要學好數學(Just do math)計畫」，涉及師資培育、教學活動，其中有

許多值得進行研究的議題（林福來，2014a）。由於數學奠基活動的研究非常少，

再加上教師的看法會影響教師的教學，因此我們對一位已得到數學活動師證書的

教師進行半結構式訪談，並進行個案研究，深入觀察該名教師參加活動師工作坊

後的教學行為，同時利用 Clarke與 Hollingsworth（2002）的專業成長網絡模型來

分析教師的改變情形。 
研究結果發現個案教師的外部領域(S)在活動師工作坊(MGA-workshop)培訓

後，引發教師反思自我教學，顯示外部領域引發個人領域的反思(E-R-K)存在。

將數學活動融入課室，顯示個人領域引發實作領域的實踐(K-E-P)存在；活動中，

教師根據學生反應調整提問方式，顯示成果領域引發個人領域的反思(S-R-K)存
在；課後教師檢視教學及提出更好的執行方法，顯示實作領域引發個人領域的反

思(P-R-K)存在，以上形成個案教師改變模式。未來可以根據這些特徵，可以對

不同教師進行探究，找出可反映 MPD(數學專業發展)的指標性特徵。 

 

關鍵字:數學奠基、教師實踐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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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就是要學好數學』研究計畫，主要是推廣奠基概念學習數學（林福來，2015），

以期改善低成就學生的學習成就，以及低興趣的現況。在計畫之下，師大數學教

育中心主辦的「活動師培訓工作坊」，目的希望教師經由數學奠基活動模組的親

自實作後，能讓教師了解奠基活動學習的目的與帶領方法，以期回到學校之後，

能舉辦數學營或者在班上實行數學奠基活動，讓學生在學習數學概念前，先奠定

學習的基礎，提升學生的數學學習成就與概念。 

本研究基於 Schön（1983）的反思觀點，認為一位教師對教學行動的改變，

乃根據教師因為社會性互動使得外環引動內環，對教學問題產生的反思而調整教

學行為的成長模式，解釋教師發展的內在歷程（Andy、Fullan，1992；Ausubel，

1968；Bruner，1961；Clarke、Hollingsworth，2002；Fennema、Frank，1992；

Freudenthal，1968）。換句話說，可以藉由外在的刺激引發教師反思，也透過反

思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Clarke、Hollingsworth，2002）。 

『就是要學好數學』計畫有許多的問題都待下研究，找尋一些證據。其中，

老師對數學奠基活動的看法如何？老師如何運用數學奠基活動於教學過程中？

其至老師在進行數學奠基活動時，老師的學習或者專業成長為何？這些有待進一

步研究。 

貳、文獻探討 

一、 數學奠基活動 

數學奠基活動的理論基礎（林福來，2015）是結構主義，它希望學生在發

現式（Bruner，1961）/遊戲式（Dienes，2000）/活動式（許國輝，1995）的奠

基活動下，打好學生學習數學的基礎。所謂的「奠基」，是在學生學習前，先讓

學生經由活潑有趣的數學活動，激發學生對數學的興趣，引起學生的數學學習動

機；同時，在進行數學活動時，養成學習數學內容的具象經驗，讓學生體會與數

學單元連結的關鍵點，促使學生進一步探索相關問題，之後進入數學教室學習相

關單元時能具象有感的學習。研究者認為它可以對已失去數學學習興趣的學生而

言，先利用數學活動讓他找回學生的學習興趣，再進一步誘發學生的數學感。 

為了讓學生有學好數學的機會，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數學教育中心開發了許

多的數學奠基模組，並且進行活動師、設計師的培訓，也由活動師在許多學校舉

辦活動營提供學生參與奠定學習基礎與興趣。也有十幾位學者向科技部提出相關

計劃進行在數學奠基相關活動、工作坊中，學生學習、教師專業成長、設計師改

變的歷程…的探究。 

由林福來（2014b）包含主持計畫活動：數學活動師工作坊研習營：提供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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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實際操作並學習數學奠基活動的研習；數學活動師的認證：研習合格的老師給

予數學活動師證書；數學奠基活動教學情形調查：了解活動師將數學活動帶入課

堂實際的教學的情形；數學奠基活動教學研習會：提供活動師發表數學活動教學

的實證資料，並交換心得建立網路平臺：在數位環境下提供計畫作業、數學活動

師相互聯繫的平臺。以上提供機會及環境讓數學教師經由培訓、認證、教學、實

證四個階段，並在數位環境下相互溝通、學習，逐步成長為數學奠基活動教學的

專家。 

二、 教師改變的相關問題 

因為數學奠基活動的研究非常少，再加上教師的改變間接說明教師的專業成

長，因此我們想針對一位個案教師進行研究，了解其對接受數學奠基活動師培訓

之後，在實際運用於數學教學的改變情形。 

Clarke 與 Hollingsworth（2002）以專業成長網絡模型來描述教師的改變

狀況，如圖 1。他們利用四個不同的領域變化順序來呈現教師的改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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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專業成長網絡模型 
引自 Clarke 與 Hollingsworth（2002） 

 

這四個領域，分別是外部領域（E）：教師學習到的新訊息(new information)

和新的刺激(new stimulus)。參加完研討會(in-service)後設計教學提問和設定

新的教學目標，皆可顯示教師外部領域變化；教師專業實踐的實作領域（P）：教

師安排分組合作完成任務(collabrative group work)，促進數學研究以及讓學

生進行自評(self-assessment)設計，屬於實作領域的實踐形式；教師知能，信

念和態度的個人領域（K）：教師信念(beliefs)和態度(attitudes)的變化是顯而

易見的，教師對新教學策略的重視程度越來越高，就代表教師的新教學知識改變；

成果領域（S）：教師研究學生的學習成果。教師實踐的表現是教師引導(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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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和學生的學習動機(student motivation)，使得學生發展的新數學思想。

可以根據教師價值和教師實踐後的課室可推論成果領域。例如:教師增加學生與

學生談話可以被解釋為新技術策略的積極結果。Clarke與Hollingsworth（2002）

認為透過反思(reflection)和實踐(enactment)作為一個領域的變化導致另一個

領域變化的機制(mediating processes)。 

實踐(Enactment)： 教師實踐新的教學模式，可表示外部領域的改變透過實

踐鏈接到實作領域的改變(R-E1-P）。老師增加調查工作反映了個人信念領域的改

變，表示個人領域中數學知能透過實踐鏈接到實作領域;（K-E2-P）。與學生間互

動的增加，導致教師堅持他的教室實踐，表示成果領域改變教師實踐鏈接到實作

領域改變（S-E3-P）。反思(Reflection)：教師獲得了新的教學策略隨後付諸實踐，

表示外部領域的資訊導致反思形成個人領域發生變化（E-R1-K）。教師對新教學

策略在課室產生的情形反思，總結實作改變是有效的 (P-R2-S）。若教師反思了

課堂上學生表現的學習動機和教室秩序，並修改了他的知識，信念和態度，表示

在後果領域和個人領域之間有反思發生(S-R3-K）。在模型中還有兩個假定的反思，

一個涉及教師的信念的變化，導致對結果領域中的變化的重新評估，簡單的例子

是教師日益接受學生到與學生互動的情形，最初只是容忍學生變成與學生互動成

為有價值的結果，顯示個人領域的信念與顯著結果之間的反映鏈接結果的領域

(K-R4-S）。在Hollingsworth的研究中記錄關於教師對改變實作領域的反思，而

形成教師對於教室環境相關知識的個人知識領域的變化，表示實作領域和個人領

域之間的反思（P-R5-K）。 

此模型有三個功能，分別是分析(Analytical) - 該模型已經作為用於教師

變化數據(teacher change data)分類的工具而被相當成功地使用：根據對四個

變化域中的每一個的特定數據，在一個域中的變化的過程的經驗識別與另一個領

域的變化相關，最重要的是可識別教師專業成長中的模式。預測(Predictive 

tool) - 模型提出了特定變化序列和成長網絡的可能性，可以在實驗研究中經驗

性研究或實際促進。模型中的這種投機能力還包括建議教師變革可能被提升的機

制以及教師專業發展尚未開發的可能途徑。擬定(Interrogatory tool) - 模型

有助於製定具體的理論和實踐問題，比如 教師知能、信念或態度發生變化的途

徑為何？教師在課堂的模式為何?特定教師認為對他們的工作場所或學校背景影

響教學的項目是什麼？學校環境什麼因素限制教師的能力以及如何反映他們的

實踐的程度？ 

該模型經由教師反思和實踐的路徑，表示為領域間鏈接域的箭頭。可提供負

責設計教師專業發展方案的人設計教師增能的方式，形成(Interrogatory)呈現

教師專業成長的複雜性，表示教師專業成長具有非線性的特徵，因此本研究嘗試

以此模型來描述教師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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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方法 

依據本研究的目的，研究流程分成四階段進行。一、蒐集文獻資料形成研究

問題，二、設計半結構式訪談大綱，三、進行教學觀察和半結構訪談，四、資料

收集與分析。最後依據收資料撰寫研究結果。本研究的質性訪談與教學觀察的個

案教師，是根據參加第二期數學奠基模組國中組的教師所提供的電子信箱，回覆

自願接受半結構式訪談的教師為研究對象。 

蘇老師(以 JT 簡稱)目前擔任台北市某國中數學專任教師，教學年資 16 年，

參加工作坊經驗數學活動師第二期台北師大公館校區。研究個案現任北市中正區

某國中數學專任教師，至今教學經驗十六年，曾有帶過學校學成班(學習成就落

後補救教學)的經驗。她曾參與臺師大數學教育中心所舉辦北區第二期國中組數

學奠基模組活動師工作坊，具有臺師大數學教育中心舉辦活動師的執照資格。 

資料分析的信度與效度，主要以三角校正法為之，分別是從不同資料中進行

校正，以及與數學教育專家共同討論、確認所分析的內容。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分析個案教師的課室教學以及訪談文本，根據教師形成看法、學生

學習與模組使用的研究資料(data)，將 MGA 教學實踐分別將反思(reflection)

和實踐(enactment)，分析個案教師改變的情形。 

根據分析到具體的改變後，本研究觀察個案教師從外部領域(S)獲得新教學

策略，反思個人領域 (K) 教學知能後，實踐新策略實踐領域(P)的教學變化，在

教學現場中，對於新策略的使用觀察教學成效，並於個人領域(K)反思新策略使

用的方式，教師調整教學策略後，課後教師個人領域 (K)檢視反思教學成果是否

有到成效，修正成更適合的教學方式的改變模式。 

本研究中，受訪教師 JT 表示在實踐數學奠基活動於課室後，觀察到奠基模

組對於學生在課室上的學習成效，改變教學行為。 

一、 教師安排數學活動與數學抽象概念、解題連結 

個案教師 JT 在進行數學活動中，運用圖像表徵和提問的方式，讓學生將圖

像表徵與二元一次方程式的抽象數學概念連結，同時也將操作活動連結解題

活動。教師根據學生反應(成果領域)，根據教師個人經驗(個人領域)，調整

成學生能理解的提問方式實作領域。(成果領域 S
反思

個人領域 K
實踐

實作領域

P) 如下圖二 
(黑板上有兩個天平，第一個天平左側放了兩顆蘋果、三根香蕉，右側放了七克砝碼；第

二個天平左側放了四顆蘋果、三根香蕉，右側放了十一克的砝碼) 

JT：什麼叫做兩個方程式相減，有哪一組可以表示兩式相減的結果?(自願者 A 學生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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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學生：就是把第一個天平放上來 

JT：放上來!她剛剛講了一句話叫放上來!什麼叫放上來? 

(學生把不同天平的左右兩側堆積在一起) 

老師：注意!看清楚，她剛才做了什麼動作，她做的是相減嗎?不是耶~她把兩個式子加起來耶 

(A 學生發現無法消去其中一種未知數) 

JT：我們假設蘋果是 x，香蕉是 y，我們原來的式子是 2x+3y=7，下面的式子是 4x+3y=11，那

現在做了什麼事?她把她合起來變成六個蘋果加六個香蕉等於多少? 

台下同學：十八 

JT：可不可以?請問我的六顆蘋果跟六個香蕉是不是加起來等於十八兩，我可不可以把兩個方

程式相加? 

台下同學：可以! 

JT：我把兩個方程式相加，我得到的蘋果和香蕉的重量會不會改變? 

(學生無法回答，老師換一句話說) 

JT：我把兩個天平合再一起唷，我得到的蘋果和香蕉的重量，也就 x 跟 y 的解會不會改變? 

台下同學：不會! 

JT：這就是什麼?剛剛有同學說我把兩個方程式相加相減，方程式的解會不會改變? 

(台下學生沒有反映，老師轉換成操作的敘述) (教師調整提問的方式) 

JT：實際上兩個方程式相加，事實上是指兩個天平合在一起，所以你的蘋果和香蕉的重量有

沒有改變? 

台下同學：沒有! 

JT：方程式的解有沒有改變? 

台下同學：不會! 

JT：也就是我可不可以用這個方程式去解它?有沒有比較好解?也就是一個 x 加一個 y 等於三，

那你是不是用代入消去法就可以解了? 

(台下同學點頭)[VT060306-02] 

JT 觀察學生回答不出來，

無法活動內容(反思 1) 

 

 

 

 

 

 

 

個人領域 

Personal 
Domain 

實作領域 

Domain of 
Practice 

 
成果領域 

Domain of  

Consequence 

JT 調整提問方式 

(實踐 2) 

 
圖2 S-r-K-e-P 

二、 教師安排數學活動與數學抽象概念、解題連結將實際數學教學活動化

(實作領域) 

深入課室研究個案教師進行活動中發現，教師 JT 將實際教學運用闖關的方

式進行，使數學教學活動化。例如將不同的教學內容分解成不同的關卡，讓學生

進行闖關活動。 
 (小組討論進行第七關”無解”的討論) 

JT：為什麼要一樣? 

學生：因為是兩倍 

JT：兩倍以後? 

學生：兩個方程式長的一樣 

JT：所以兩個(方程式)數字應該要? 

學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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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為什麼兩個數字要一樣? 

學生：因為變成兩倍 

JT：(一個方程式)變成兩倍以後，為什麼兩個(方程式)的數字要一樣? 

學生：重量是一樣的 

JT：因為在同一關裡，蘋果和香蕉的重量是一模一樣的!數學中，理想化後都是兩顆蘋果、

四根香蕉，重量應該是一模一樣的，蘋果香蕉不會壞掉，除非… 

學生：重量不一樣 

JT：重量不會不一樣，除非 

學生：天平壞掉了! 

另一位學生：無解[VT060310-01] 

根據觀察到的教師實踐教師參與活動師工作坊後，實踐奠基模組於課室當

中，顯示 JT 教師由工作坊中學習到新知(外部領域)，透過個人認知的活動安

排後(個人領域中的知能改變)，實踐到教師的課室(實作領域改變)。(外部領

域 E
反思

個人領域 K
實踐

實作領域 P) 

如下圖 3 

 

 

 

 

 
外部領域 External 

個人領域 
Personal 
Domain 實作領域 

Domain of 
Practice 

JT3 實踐模組在課室

中(實踐 2) 

JT3 從工作坊獲得

模組認知(反思 1)  

圖3 E-r-K-e-P 

三、 不能隨機分組、在下半節課玩 

受訪教師執行數學模組於課室後，教師觀察到教室的秩序問題，進而修正模

組使用的方法，或形成特定的使用方式。顯示個案教師 JT 透過成果領域反思(反

思 2)，形成個人領域在使用模組的方法上的改變。(實踐 3) 
JT：我在第一個班發現的狀況，在第二個班就會更精準的像出牌要放在那裏，包括連

丟骰子都要教[JTI1051108] 

JT：還有發現國中分組，一定要幫他們分不能隨機分組，否則就會玩不起來！一定要

有一個人是搞得清楚狀況的，因為一個人搞得清楚狀況，第一輪確認過其他人有

跟上，就可以玩下去了！我個人的經驗就會把奠基模組放在下課前 20 分鐘，不

然會回不來。…我發現奠基模組不能玩一節課，一節課就沒了！必須要概念引導。

[JTI1051108] 

JT：因為學生在乎輸贏，所以我就會用紀錄表，紀錄卡的名義實際上叫學習單，就是

因為他們在紀錄的過程中那個紀錄就會幫助她連結到遊戲的過程，因為她回想起

遊戲的過程會回想起感覺，那個紀錄是可以幫助過程回憶起來的！[JTI1051108] 

研究發現，根據教師實踐奠基模組於課室當後反應的情況，顯示教師實踐

奠基模組 (實作領域運作--實踐 1)，觀察學生學習出來的教學情境後(成果領

域的展現—反思 2) ，思考如何修正模組加以順利使用到未來的課室中(個人

領域增加經驗—實踐 3)。如下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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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領域 

Personal 
Domain 

實作領域 

Domain of 
Practice

 
成果領域 

Domain of  
Consequence 

教師根據學生反

映(反思 2) 

教師實踐奠基模

組(實踐 1) 

教師修改教學方

式(實踐 3) 

 
圖4 P-e-S-r-K-e-P 

根據部分研究結果，本研究擬定該個案教師從 JDM 計畫中的活動師工作坊

(MGA workshop(E)獲得新教學策略(MGA)，反思個人領域 (K) 教學知能後，顯示

外部領域引發個人領域反思(E-R-K)存在。設計並在課堂上實踐數學活動 (P) ，

顯示個人領域引發實作領域實踐(K-E-P)存在。在教學現場中，觀察學生反映，

改變提問方式(調整教學策略)，顯示成果領域引發個人領域反思(S-R-K)存在。

課後教師個人領域 (K)檢視反思教學成果是否有到成效及提出更好的執行方法，

顯示實作領域引發個人領域反思(P-R-K)存在，形成 JT 個案的改變模式。 

可見本研究擬定該個案教師從 JDM 計畫中的活動師工作坊(MGA workshop 形成教

師的改變，並且利用教師反思和實踐鏈接成改變的模式，確實可擬定個案教師一

部份的改變模型。 

伍、討論 

研究結果發現個案教師的外部領域(S)在活動師工作坊(MGA-workshop)培

訓後，引發教師反思自我教學，顯示外部領域引發個人領域的反思(E-R-K)存在。

將數學活動融入課室，顯示個人領域引發實作領域的實踐(K-E-P)存在；活動中，

教師根據學生反應調整提問方式，顯示成果領域引發個人領域的反思(S-R-K)存

在；課後教師檢視教學及提出更好的執行方法，顯示實作領域引發個人領域的反

思(P-R-K)存在，以上形成個案教師改變模式(如下圖 5)，提供了研究 MGA 一個

重要的特徵。 

根據這些教師看法與行為改變的表現，整理國中教師參與活動師培訓後改

變的領域，發現領域間彼此影響作用，E領域提供教師關於奠基模組的知識和新

的教學活動-如活動師培訓、教師社群的交流；P 領域是教師在班級中改變教學

策略-使用分組活動進行主題討論等等，都是這個老師實踐的形式。K 領域是教

師知能、信念、態度-教師對數學奠基活動模組的重視程度越來越高，就代表教

師的新教學知識發生改變;S領域是教師實踐課室後的教學成果-包括教師掌握度

和學生的學習動機展現，可誘發學生發展數學內容新認知，或是教師透過研究學

習成果而得到的經驗。本研究了解一位個案教師參加數學奠基活動師工作坊後，

運用數學活動於課室中，所顯示出改變路徑(sample growth network)，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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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教師專業成長的研究，也許可以透過指標性特徵，進而找出可反映 MPD(數

學專業發展)的方法。 

 

 

 

 

 

 

 

 

 

Enactment 

Reflection 

The  change  sequences  case of  MGA workshop 

外部領域 E 

個人領域 K  實作領域 P 

成果領域 S 

E‐R‐K 

K‐E‐P

S‐R‐K 

P‐R‐K 

 

圖5 E-r-K-e-P-r-K-r-S 

參考文獻 

林福來（2014a）。中心計畫。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數學教育中心。1060701 檢自

http://mec.math.ntnu.edu.tw/。 

林福來（2014b）。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數學教育中心中心計畫。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數學教育中心。1060701 檢自 http://mec.math.ntnu.edu.tw/。 

林福來（2015）。就是要學好數學(just do math)。科技部計劃書。台北市：國

立臺灣師範大學。 

許國輝（譯）（1995）。小學數學教育-智性學習(原作者：R. R.Skemp)。香港：

香港公開進修學院出版社（原著出版年：1989）。 

Andy, H.、Fullan, M. G. (1992). Underatanding teacher development.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Ausubel, D. P. (1968).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 cognitive view. In D. P. 

Ausubel (Ed.),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 cognitive view, (Vol. 2, pp. 

37-61). New York.: Rinehart & Winston. 

Bruner, J. S. (1961).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Clarke, D.、Hollingsworth, H. (2002). Elaborating a model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growth.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18, 947-967. 

Dienes, Z. P. (2000). The theory of the six stages of learning with 

integers. Mathematics in Schools, 29(2), 1-25. 

123

2018年第十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8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Fennema, E.、Frank, M. L. (1992). Teachers＇ knowledge and its impact.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learning. USA: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 of Mathematics. 

Freudenthal, H. (1968). Why to teach mathematics so as to be useful. 

Educational Studies in Mathematics, 1, 3-8. 

Schön, D. A. (1983).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 from http://www.sopper.dk/speciale/. 

   

   

124

2018年第十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8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A Study on Teach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Grounding 
Activities of Mathematics 

 
 Chai-Ju Lin1 Yuan-Shun Lee2 Yu-Ping Chang3  

1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2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Taipei,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3 Wenzhou University,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Abstract 
The "Just do math" program involves the teachers’ cultivation ,among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There are many topics worth studying (Lin ,2014a). To Better 
evaluate workshop-MGA module acceptance, to better understand why MGA-teacher 
accept or reject them, we try to analysis teacher’s change sequences by Clark’s growth 
network. 

Showed that teacher had reflected on his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get new 
stimulus after MGA workshop there was evidence of a reflective link between the 
external domain and the personal domain in terms of a change in knowledge (E-R-K). 
The teacher increased mathematics action in class ,represented the enactment of a 
newly developed belief (K-E-P).Teacher use difference way to asked student who 
noted the students’ learning condition in class activity (S-E-P).After class activity , 
teacher reflected and find better way to use ,the reflective link between the domain of 
practice and personal domain. We try to reflected and enactment to analysis teacher 
change and interrogatory change pattern for teachers after workshops .To explain 
teachers have a change approach of MPD (Mathematic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o identify patterning teachers’ MPD,we can analysis other teacher to find key 
feature . 
 

Keywords：MGA、reflection and ,enactment 

125

2018年第十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8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台灣與美國高中數學教科書排列組合與機率之比較 

 

 吳介友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iff0707@gmail.com 

 

摘要 

排列組合與機率是普遍高中生在學習上覺得較困難、老師在教學上感覺棘手

的一個課程。透過教科書的內容分析將有助於提升學生學習的機會與動機，了解

不同國家數學教科書中數學問題呈現方式的異同，藉此來了解自己國家數學教科

書中數學概念編輯和呈現的特色，同時藉由跨國的教科書進行深入的分析比較，

可以更清楚了解我國之數學課程與教材之優劣，作為日後繼續提升學生數學學習

的參考。 

本研究選擇教育領先指標的美國與我國來進行排列組合與機率的分析與比

較，希望藉由兩國教材差異的研究，發現一些不同的思維，提供教科書編輯上不

同於以往的想法，來了解兩國教科書中排列組合與機率單元數學問題類型與呈現

方式的異同，透過特色的探討，明白兩國數學學習的脈絡，作為後續提升學生排

列組合與機率學習表現的參考。 

 

關鍵字：排列、組合、機率、數學教科書 

壹、緒論 

數學是研究各種規律性所發展出的語言，是人類理性思考的產物，也是自然

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共同基礎。隨著計算機的發明，使得許多以前數學家們視為困

難的計算，在科技產物的幫助下變得輕而易舉。所以伴隨時代日新月異，學習什

麼樣的數學知識才有意義，是我們不斷必須去思索的問題。在高中階段將數學學

好，奠定良好的科學基礎以及邏輯思考來作為探索各個學科的學習能力。正所謂

「工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在每個人求學時期都要買教科書，可見得教課

書在課室教學中占有一席之地，它不僅提供教學內容、順序、架構，也是影響教

師教學的主因，更是影響學生學習效果的關鍵因素。因此教科書內容與編排的差

異，勢必影響學生的學習表現，周珮儀(2005)指出統編版本教科書強調單一觀點，

學校與教師都沒有選擇教科書權力，以致教科書千篇一律，教學進度幾乎一樣；

然而隨著教科書的選書開放後，如何確保並提升教科書的品質，選到一本讓老師、

學生使用起來都感到滿意的教科書實屬不易，於是對於教科書的分析就變得格外

重要，有必要針對學習主要來源的教科書，做更進一步的分析和比較，以作為未

來教科書編輯和學生學習的參考依據。 

根據研究者的教學經驗，排列組合與機率是普遍高中生在學習上覺得較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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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在教學上感覺棘手的一個課程。蘇葆傑(2013)探究學習排列組合所需要具備

的基礎能力，發現學生只需具備數字的四則運算能力與基本集合概念就可解開題

目，再配合課程內容學習就能學會排列組合的概念，算是用到較少的先備知識。

然而如果只需擁有四則運算能力，那幾乎所有高中生都具備這一項能力，但是為

何有些原本數學表現比較好的學生，在這個單元反而變的不理想呢？雖然學生在

解排列組合與機率題目時需記憶的公式不多，也不難記，計算過程比較容易，但

是學生算出來的答案卻有著高度的不確定性，不是不知道自己在寫什麼就是不知

道自己寫得對不對？仔細琢磨學生解題的思路往往都是「模仿」寫過的題目去進

行思考，解排列組合與機率題目對學生來說就是套用不同的題型而造成學習上錯

誤類型及原因產生，透過教科書的內容分析將有助於提升學生學習的機會與動機，

目前世界各主要國家都開始注重教科書研究的重要性，其中聯合國教育科學文化

組織(簡稱 UNESCO)更是致力於透過教科書的改革和研究來增進國際間的彼此

了解；同時國際間長期以來皆重視學生之數學成就表現，研究結果亦證實教科書

對於學生學習的重要性(陳仁輝、楊德清，2010)。徐偉民、黃皇元(2012)指出了

解不同國家數學教科書中數學問題呈現方式的異同，藉此來了解自己國家數學教

科書中數學概念編輯和呈現的特色，同時藉由跨國的教科書進行深入的分析比較，

可以更清楚了解我國之數學課程與教材之優劣，作為日後繼續提升學生數學學習

的參考。 

 在蒐集文獻的過程中發現在跨國的教科書比較裡鮮少有高中的教科書比較，

在國內排列組合的相關研究又多集中在解題之錯誤類型，令研究者發想藉由與他

國數學教科書比較，將有助於減少學生在學習排列組合與機率的錯誤發生，同時

作為以後撰寫數學教科書的參考意見。 

本研究選擇教育領先指標的美國與我國來進行排列組合與機率的分析與比

較，希望藉由兩國教材差異的研究，發現一些不同的思維，提供教科書編輯上不

同於以往的想法，來了解兩國教科書中排列組合與機率單元數學問題類型與呈現

方式的異同，透過特色的探討，明白兩國數學學習的脈絡，作為後續提升學生排

列組合與機率學習表現的參考。 

基於上述的研究目的，研究者列出待答問題如下： 

一、分析和比較台灣與美國教科書中，排列組合與機率數學問題類型之異

同。 

 二、分析和比較台灣與美國教科書中，排列組合與機率數學問題呈現方式之

異同。 

 

貳、文獻探討 

教科書在教學與學習過程當中扮演了重要的角色，同時它界定了教師應該教

什麼，如何教、學生要學什麼也取決於教科書(Hong & Choi, 2014)。數學教科書

提供了教學題材與學習數學的方法(Fan, Zhu, & Miao, 2013)。隨著國內教科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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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政策，一綱多本所可能帶來的學習負擔與困擾，因為數學教科書是學生學習

的軸心，它不只學習內容、概念的呈現、教學順序和課程實施，也是影響老師教

學的主因。透過教科書培養學生對於概念的理解、精進演算能力，除了達到數學

課程的整體目標外，同時也希望能培養學生的數學素養，並且強調在解題的過程

當中，使得學生的思考、推理、溝通、問題解決等能力都有所提升。因此好的教

科書研究有助於發展好的教科書，針對教科書研究的後設研究則可以提供教科書

研究的基礎和資源，匯集既有教科書研究的成果，指引未來教科書研究方向，提

供教科書政策、編寫、發展、使用之參考(周珮儀、鄭明長，2006)，透過分析和

比較的結果，了解到自己國家教科書的特色，以及對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可能產

生的影響。因為教科書的內容差異，不單單影響教師的教學過程與品質，更會影

響學生的學習意願與成就，這就是為什麼數學教科書如此重要的原因。Zhu 和

Fan(2006)指出大部份的教科書分析分成兩大類，一為單一教科書的內容如主題、

特別想法、有趣觀點等，皆會反應於教科書上；二為分析同一國家之不同教科書

或不同國家的教科書之間的相同處與相異處。Hong 和 Choi(2014)認為經由教科

書的分析也能透過各國學生在國際評比(如 TIMSS、PISA)表現差異來了解各國

在數學課程上的差別，於是教科書的分析與比較有助於降低學生在學習上所遭遇

的困難，進而增進學生的學習成就與意願。透過跨國性的教科書比較分析，可以

更加瞭解到自己國家數學教科書的特色與不足處，以及對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可

能產生的影響(徐偉民、曾于玉，2013)。徐偉民和黃皇元(2012)指出透過跨國數

學教科書的比較，了解到不同國家在不同主題、不同年級編寫和內容呈現上的異

同，或者明白不同國家數學教科書裡數學問題呈現方式的差異，藉此來了解自己

國家數學教科書中數學概念編排與呈現之特色。進行國內不同版本與台灣與其他

國家的教科書比較時，發現教科書的內容呈現差異不僅僅會影響教師的教學實施，

更會影響學生的學習結果，從分析和比較中，來了解本國數學課程的特色與不足

之處，同時作為日後教材編寫或教學實施的依據(徐偉民、徐于婷，2009)。Zhu
和 Fan(2006)在分別東、西方兩個最大的教育體系，中國和美國進行數學教科書

比較，希望可以改善問題呈現的方式，進一步改善學生在數學上的學習經驗。因

此，研究者覺得我國的教育規劃多參考美國的課程標準，同時美國是全球教育領

先指標又是西方最大教育體，將我國教科書與美國教科書進行比較，找出自身優

缺點，作為往後教科書編寫的建議。 

 

叁、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內容分析法，在很多研究領域中，常需要透過文件的分析來獲得資

料，林生傳(2003)指出內容分析法用於描述研究，是利用目前的文件資料或資訊

傳播資料來進行分析，內容分析法可用於達成下列幾項目的：1. 描述現行制度

或事實的現況；2. 鑑定並比較若干問題或題目的相對重要性，藉以建立評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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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效度；3. 評析教科書內容所含的偏見或意識型態；4. 分析學生作品的特性

或錯誤。因此內容分析法常被用於教科書分析與比較之研究中，因為分析的資料

以不模糊數學的主題又能點出數學內容重點及由淺入深的例題、隨堂練習與習題

為主。於是本研究決定採用內容分析法對研究對象分析所含類別與項目來探討台

灣與美國數學教科書之排列組合與機率教材內容呈現之比較。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分析之教科書為台灣的 L 版和美國 G 版教科書。其中 L 版為 104 學

年度審定合格的高中數學教科書，該版本使用教育部高中數學學科中心公布之普

通高級中學之必修科目99數學課程綱要，所編著之高中數學教科書為主要內容，

而 G 版則根據 2010 年美國所頒布的<<各州數學共同核心標準>>(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for Mathematics，簡稱 CCSSM)所編寫，同時由 M 出版社於 2012

年出版之 G 版系列六到十二年級的數學教科書。 

 本研究內容以學生所使用的課本所列的例題、類題、練習題為主，以參考教

師手冊中的說明為輔助。 

三、分析單位 

  內容分析法的分析單位是內容量化時所分析計數的標準(歐用生，2000)。常

用的分析單位有字、主題單元、人物、項目、活動、問題、時間和空間單位、課、

章、段、詞、句、頁等。數學教科書內容多以單元、活動、頁、問題等作為單位，

本研究進行內容分析法時，為了更準確比較及突顯兩國之間的差異，先以「章」

為區分單位，再以數學教科書組成的基本單位「數學問題」做為分析單位。分析

範圍僅限教科書，習作、補教教材和教學指引等不列入計數範圍。若遭遇一個題

目包含數個小題，每個小題有各自的數字或英文編號，則將各小題分別計為一

題。 

四、分析類目 

類目是內容分析的準則，類目的建構即是內容的系統化分類。徐偉民、黃皇

元(2012)指出在內容分析法研究中，類目建構是最重要且最困難的一個步驟。類

目的設計必須能反應研究問題與假設，還要符合互斥、窮盡與可靠這三個原則。

分析數學教科書排列組合與機率教材的問題呈現方式，可由問題知識屬性作為類

目依據。 

數學問題知識屬性 

本研究參考陳仁輝、楊德清(2010)分類方式將知識類型(knowledge types)問
題分為程序性知識(conceptual knowledge)問題、概念性知識(procedural 
knowledge)問題與連結性知識(linkage knowledge)問題。並依據 Fan, Zhu 與 Miao 
(2013)對於數學教科書分析研究架構、Zhu 和 Fan(2006)對於問題表徵形式的分為

開放性與封閉性問題 

(1) 概念性知識問題指問題目的在於讓學生能透過操作、表徵等方式，而不

須動手計算，獲得某一概念；或使用非正式策略解題、估算等方式來了解數學原

理，同時能在原理之間相互連結、比較及整合應用者皆屬此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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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程序性知識問題指問題之目的在於讓學生透過計算過程演示教學、程序

計算或解題，以獲得知識或者利用概念進行程序計算、解題，且能用模式或符號

來檢驗所使用的程序是否正確者皆屬此類。 

 (3) 連結性知識問題指問題內容兼有概念性知識和程序性知識問題者皆屬

此類。 

    (4) 開放性、封閉性問題由最終的答案個數是否唯一，只有一個正確答案者

為封閉性問題，反之正確答案不只一個者為開放性問題。 

五、資料處理與分析 

 在資料處理方面，本研究的分析範圍以課本內容為主，以｢數學問題｣為計數

單位，並根據高中排列組合與機率內容分析類目表作為分析類目，進行問題知識

屬性、開放與封閉性的類目進行歸類與統計，以了解兩國排列組合與機率問題學

習的焦點。 

 

肆、結果與討論 

表一、排列組合知識類型題目統計 

  概念性知識  程序性知識  問題與連結性知識

L 版 
0 

0% 
12 

16.2% 
64 

83.8% 

G 版 
19 

19% 
33 

33% 
48 

48% 
 

        由表一知，L版的概念性與程序性知識題目所佔比率不到 20%，而問題與連

結性知識的題目居然高達近 84%，對於剛入門需要建立觀念的高中生來說概念的

建立與程序上的練習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G版題目的循序漸進比率，讓同學在

學習剛接觸的單元更得心應手。 

 

表二、機率題目知識類型統計 

  概念性知識  程序性知識  問題與連結性知識

L 版 
23 

27.1% 
13 

15.3% 
49 

57.6% 

G 版 
31 

16.1% 
44 

22.8% 
118 

61.1% 
 

  從表二得，L版與 G版教科書在機率部份，個類項所佔比率相似，但題目數

G版多了不少，在問題與連結性知識問題上提供相當多生活化的練習，機率單元

與接下來的統計單元，著實佔了課程相當大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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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排列組合題目表徵形式統計 

  封閉性問題  開放性問題 

L 版 
76 

100% 
0 

0% 

G 版 
80 

80% 
20 

20% 
 

表四、機率題目表徵形式統計 

  封閉性問題  開放性問題 

L 版 
85 

100% 
0 

0% 

G 版 
176 
91% 

17 
9% 

 

  藉由表三與表四可看出，G 版教科書在題目設計與使用方面，希望學生能正

確且精準地回答正確答案，全無開放性問題，而在 L 版裡穿插開放性問題，讓學

生去思考並且表達其想法，使得課堂教師能更進一步掌握學生的學習狀況，適時

地幫助學生建立觀念或修正其錯誤想法。 

 

伍、結論與建議 

  在排列組合與機率學習上，兩者是息息相關的。題目的練習固然重要，然而

教會學生如何思考，並且鞏固學生正確的思考模式更是要注意的地方。G版教科

書著重於讓學生思考與探究的歷程，同時在學習的課室裡使學生適應思考且擁有

表達自己想法的訓練，這是 L版內容上缺乏思考性或表達性的開放問題可以參考

之處。在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希望能培養學生的探索能力、適切地

溝通與表達，教科書在學生學習裡除了是本工具書外，更是扮演協助教師在課程

設計和教學內容的參考文本，影響著教師的備課與授課內容，建議教科書中能適

量增加思考性與表達性的開放問題，將有助於學生培養思考、探究、表達能力，

對於課程目標的達成將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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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son of Permutations, combinations, and probability in 

Mathematics Textbooks from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eh-Yu Wu 
Graduate Institute of Science Education, National Changhu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Permutations, combinations, and probability are lessons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ho find it difficult to learn and teachers find it difficult to teach. The analysis of the 
contents of textbooks will help improve students’ opportunities and motivation, 
underst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presentation of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textbook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use them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diting and presentation of mathematical concepts in their 
national math textbooks. The comparison of transnational textbooks can better 
understand mathematics courses and textbooks in our country and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continuing to improve students' mathematics learning in the future. 
 In this study,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permutations, combinations, and 
probability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 hope that by study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extbooks in the two countries, we can find some different ideas 
and provide textbook editors with different ideas from the past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Keywords：Permutations, Combinations, Probability, Math text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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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年級學童數學感五核心內涵的學習策略之表現-以小數為

例 
 

 蔡亞萍 1 李源順 2 
1臺北市立大學數學教育碩士在職專班 m10511104@go.utaipei.edu.tw 

2臺北市立大學數學系 leeys@utaipei.edu.tw 
 

摘要 

本研究在探究六年級學童於小數單元運用數學感五核心內涵之四個「舉例、

畫圖、問為什麼、回想」學習策略的表現情形。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學生學

過的小數概念、小數乘以小數、小數除以小數等教學內容，設計檢測問卷單，對

109位學童施測。結果顯示，在舉例方面，情境合理且符合算式者為18.35%；畫

圖完全正確者僅8.26%；能合理說明為什麼者佔11.01%；回想方面則列舉了23項
共173條有關小數的概念或知識，其中四則運算通則和程序性知識佔了89.82%。 

研究結果顯示學童的回想程序性知識佳，但舉出合理的例子或說明為什麼的

能力皆弱。建議教師在教學時應多強調概念性理解，透過各種表徵引導學童對數

學概念的理解，進而內化為程序性知識；也能有機會讓學生對各種數學概念舉

例、說或寫出為什麼、並回想連結數學的知識脈絡，以深化數學概念的意義，讓

學生學得更有感覺。 
 
關鍵字：小數、數學感、五核心內涵 

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小數是分數的特例，但在現今科技發達的社會中，人們使用小數的機會卻比

分數多(謝堅、蔣治邦、林昭珍、吳淑娟，2002)，例如：計算機、體重計、油價、

股價、匯率等，就是以小數來呈現。小數在數的發展過程中，雖然發展較慢，但

卻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可說是日後建立實數系的重要基礎(楊瑞智、朱欣傑，

2015)。在國小高年級數學課程中，小數乘除法佔相當重的比例，連幾何形體的

單元「圓周率與圓周長」、「圓面積」都得運用到它，因此小數的重要性不容小

覷，但偏偏小數概念卻是十分抽象和複雜，學生在學習上也常遭遇困難及概念迷

思(劉曼麗，2003，2006)。 

如何讓學童在小數乘除法的運算中不落入程序性的反復練習，而是有感覺的

學習，是研究者想探究的。 

李源順(2015)提出數學感教育的理論，目的是要讓老師教數學教得有感覺，

學生學數學學得有感覺；為此李源順(2015)提出五核心內涵「舉例、簡化、畫圖、

問為什麼、回想」具體可行教、學策略，希望藉由此可操作的教與學策略讓老師

容易教、學生容易學來提升學生的數學感。本研究的目的即以數學感五核心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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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舉例、畫圖、問為什麼、回想」等四個學習策略設計檢測卷，對六年級學童

施測，探討學童在小數單元的學習策略之表現，再依據分析結果提出教師教學建

議。其中「簡化」的策略不容易在問卷中呈現，因此不加以調查。 

貳、文獻探討 

一、 數學感與五核心內涵 
李源順與林福來(1998)擴展NCTM(1989)與Sowder(1992)對數感的觀點，定

義「數學感(Mathematics Sense)」就是「人們能從數學材料中抽取其直觀意義的

高層次思維」。教師在教學時若能強調直觀，讓學童習慣對所學的數學做出合理

的判斷與連結，便能進一步培養學童的數學感。合理的判斷就是對數學性質和問

題能適時的提問合理的結果為何，以及為什麼是合理的。當學童能對所學數學做

合理判斷時，自然能在思維過程中，對問題的合理性有感覺，並適時調整解題策

略。連結，就是將數學概念與自然現象、生活經驗及過去所學概念連結。學童數

學知識網路寬廣，便能對所學的數學有強烈的感覺。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如何營造學童的數學感呢？李源順與林福來(2000)提出

兩個具體的教學策略：第一、在教學過程中，讓學童對所學的數學內容具有具體、

直觀的感覺，以消弭一些學童常犯的錯誤。第二、培養學童能做合理的判斷，以

及將所學的概念與數學內、外的概念做連結。教學過程中要求學童舉例(正反例

皆可)，可以讓學童對數學概念產生感覺。林福來(1994)曾利用美國國家數學教

育成就評量(NAEP)的數學評量目標做為評量學生是否了解概念性知識、程序性

知識和解題性知識。李源順與林福來(2000)也列出用來評量學生是否具有這些數

學技能的判準，這些都是具體培養學生數學感的要項：1. 要求學生能給正例或

反例。2. 能用模型、圖形和符號表達概念。3. 能對同一概念的不同表徵形成連

結。4. 能整合各種概念間的關係。5. 能檢驗結果的合理性與正確性。李源順

(2013)建議在進行概念性知識的教學時，教師宜從簡單易懂的文字題開始，等到

一定比率的學童了解概念性知識，且內化為程序性知識時，老師再進行解題性知

識的教學。 

要達到學生能從數學材料中抽取其直觀意義的高層次思維、形成數學感是需

要具體可行的教、學策略。李源順(2015)提出一個起動機制(讓學童說出他的困

難、他學會的內容)、五核心內涵的教與學策略。其中五核心內涵如下： 
1. 要學童「舉例」再解答(例如，對0.9 ÷ 2.25的算式舉一個文字題再解答)。

目的是讓學童對學的算式或者概念有意義。 

2. 讓學童可以利用「簡化數字」來了解題意或解答問題。主要理論是概念

推廣，目的讓學童不會時，有其他的方法可以了解問題者解答問題。 

3. 讓學童可以利用「畫圖」來了解題意或解答問題。主要理論是表徵理論，

目的讓學童不會時，有其他的方法可以了解問題者解答問題，讓問題變

得具體。 

4. 問學童或者讓學童問「為什麼？」，或者「你是怎麼知道的？」。目的

135

2018年第十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8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在讓學童能概念性的了解所學的知識，而不是用背的。 

5. 讓學童「回想」：這個單元的內容和…一樣，只是…不一樣。目的讓學

童有機會把所學的知識進行統整，形成數學感。 

 

許淑萍(2002)提到透過擬題活動(舉例的一種)自然形成數學化的思考方

式，學童可重新組織這些繁複的數學知識，並發現其系統性與關連性；而教學者

也可以藉此了解學生的概念是否有迷思。 

吳昭容與黃一蘋(2003)也談到簡化後的問題具有讓孩子真正理解題意、有意

義地解題的功能。陳逸如(2015)研究指出國小六年級學生在異分母分數除法文字

題解題若經簡化策略引導可正確解題。 

另外，Schoenfeld(1985)在其數學解題當中的啟發策略提及可使用「畫圖

表」、「舉例說明」、「簡化問題」等策略來幫助學生以數學方式思考並解決問 

題。張景媛(1994)以國中二年級數學低成就的學生進行實驗教學研究，實驗結果

發現：「簡化」問題、重述問題、「畫圖」輔助解題，以及「問答」等方式的解題

教學策略，確實改善了低成就學生的學習成效。 

目前各國數學教育皆以學生為主體，由教師引導學生發展其知識及興趣；我

國也強調主動學習，培養孩子帶得走的能力，以終身學習為教育目標。研究者認

為數學感是一種可以讓學童帶得走的能力，在學童面對未來數學學習內容愈來愈

多元，愈來愈複雜之下，擁有此種能力，能讓學童在面對挑戰時，連結、運用本

身已有的經驗而作出最適當的判斷。故研究者以數學感五核心做問卷調查，探討

學童的學習策略之表現，並據此提出教師教學以培養學童數學感之建議。 

 

二、 小數學習的相關研究 
研究者蒐集國內探討學童對小數學習的相關研究，發現以探討學童的小數概

念，迷思概念、迷思成因、如何破除及強化教學等研究居多(艾如昀，1993；吳

雅琪，2012；巫佩蓉，2014；李源順，2013；周筱亭，1990；郭孟儒 2001；劉

曼麗，2003)。 

對學童小數學習採問卷調查研究者，有林麗雲與姚如芬(2002)探討國小五年

級74位學童小數知識之迷思概念並提出教學建議。劉曼麗(2006)對全國分層隨機

取樣，包括北一、南一、北二、南二、山地及偏遠等六區四、五、六年級學童，

共計2850 人進行問卷調查，目的在探討學童小數概念的發展情形，也包括學童

的錯誤想法和迷思概念。郭幸華(2006)探討一所學校的高年級學童(五年級65
人、六年級80人)的小數概念現況及性別與家庭社經因素對小數概念發展的相關

性。江芃婉(2017)則以數學感五核心之「舉例、畫圖、問為什麼」探討一所學校

的64位四年級學童對小數乘以整數之數學能力表現。 

由以上發現，採問卷調查的研究仍是以小數概念及迷思概念為主；本研究則

希望透過問卷調查，以了解六年級學童對小數的學習策略之表現，作為日後教師

教學的參考，讓學童在學習小數時能增進其對小數之概念性瞭解，進而內化為程

序性知識，最後進行解題，以培養學童之數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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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採用問卷調查法，透過自編的數學檢測卷為施測工具，以數學

感五核心內涵之「舉例、畫圖、問為什麼、回想」分析國小六年級學童對小數的

學習策略之表現。其中「簡化」的策略不容易在問卷中呈現，因此不加以調查。 

本研究以新北市三重區某學校的六年級4個班級的學童作為研究對象，扣除

身心障礙生，共109人。施測的時間為六上學完「小數的除法」單元後，三天內

進行施測。 

檢測卷雙向細目表如下： 

表1 檢測卷五核心內涵雙向細目表 

題

號 

         

           檢測項目 

 題目內容 

數學感五核心內涵 數學能力 

畫圖 說為

什麼

舉例 回想 概念

性瞭

解 

程序

性計

算 

解

題 

1 二位小數乘以一位小數 (3)  (1)  (3) (2)  
2 一位小數除以二位小數  (3) (1)  (3) (2)  
3 小數在數線上的位置  (2)   (2)  (1)
4 解決生活情境問題       

5 解決生活情境問題       

6 連結、統整所學知識       

註：(1)、(2)、(3) 為每一題的子題，題號1和2各有3個子題，題號3有2個子題。 

 

礙於篇幅限制，本篇主要聚焦在探討五核心內涵的學習策略，故本篇挑選數

學檢測單中的部分試題：1-(3)、2-(1)、3-(2)和第6題來分析。檢測問卷雖在小數

的除法單元後施測，但仍安排小數乘法的題目，目的是讓學生能去分辨乘法和除

法的題目；而檢測小數在數線上的位置並說明理由，可以了解學童的推理、溝通

能力；回想列舉有關小數四則運算的知識和概念，用以了解學生運算的概念性、

程序性知識和運算性質及連結的情形。 

本檢測卷以數學感五核心內涵，由研究者、進修同儕及指導教授共同討論編

修，具內容和專家效度。分析結果時，對作答情形依雙向細目表進行編碼以求一

致性，並與指導教授和研究同儕共同討論學生作答內容，避免研究者的自我偏

見，以提高本研究之信度。 

肆、研究結果 

學童在「舉例、畫圖、說為什麼、回想」的作答表現，以百分比量化(如表

2)來進行分析說明。 

 

表 2 數學檢測單試題的答對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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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度 

五核心內涵 

完全正確 部分正確 錯誤或空白 

舉例 18.35% 34.86% 46.79% 
畫圖 8.26% 4.59% 87.15% 

說為什麼 11.01% 8.26% 80.73% 
回想                   共 173 條 

 
一、 舉例: 
「請舉一個文字題(幫老師出題目),讓它的算式是用 0.9 ÷ 2.25 來計算」 

109 人使用面積題型來佈題者有 6 人佔 5.50%，倍數型有 22.02%，等分除有

10.09%，包含除(不含倍數型)14.68%，學生使用倍數型來舉例的比率最高，面

積型最少。 

舉例合理正確者佔 18.35%，如圖 1，其中使用面積型有 3 人佔 2.75%，倍數

型有 13 人佔 11.93%，包含除(不含倍數型)有 1 人佔 0.92%，等分除 2 人佔 1.83%。 

面積型 

倍數型 
(包含除) 

包含除 

等分除 

圖 1 「文字題舉例」完全正確舉隅 

 

舉例部份正確(如圖 2)佔 34.86%，主要是情境不合理佔 22.94%、單位錯誤

或不完整佔 7.34%、以及題目的不完整 4.59%。在情境不合理部分，學生使用了

離散量當除數來舉「等分除」的題目，生活上是沒有 2.25 人的，在本題使用整

數除法常用的等分除來擬文字題，很容易會有情境不合理的狀況。使用面積舉例

時，會有學生忽略單位的現象。少數學生有情境但不是以量來舉例。 

情境不合理 

單位不完整

或錯誤 

題目不完整 

圖 2 「文字題舉例」部分正確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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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舉例錯誤部分(如圖 3)佔 31.19%，其中有部分是為了舉例而舉例的情形，

如:「請問 0.9÷2.25 是多少?」單純是數的運算卻沒有情境佈題。而空白沒寫的佔

15.6%。 

圖 3 「文字題舉例」錯誤舉隅 
 
二、 畫圖 

本題是先請學生舉小數乘法「2.55×1.2」的文字題，並計算結果，再用畫圖

說明怎麼算出那樣的答案。舉例合理者占 29.36%，舉例錯誤過空白者占 47.71%，

計算正確者達 83.49%。學生畫圖(概念圖或示意圖)完全正確的僅 8.26%，主要

以「面積型」及「倍數型」問題來舉例並畫圖(如圖 4)，我們發現在倍數型問題

上，學生是以分配律概念來畫示意圖做解釋。 

其他大多依算式的數字畫圖並沒有概念上的說明…等(如圖 5)，或是空白不

畫；畫圖錯誤者佔 62.39%，留空白者占 24.77%。小數乘法是五年級學的，可能

隔太久忘記，也或許學生平常就沒有畫圖幫助概念了解的習慣。 

面積型 倍數型 

有一個長方形面積,長是

2.55cm,寬是 1.2cm,那它的

面積是多少? 

水果店一公斤的水果賣 2.55
美金,媽媽買了 1.2 公斤,要

付多少錢。 

甲是 2.55 ,乙是甲

的 1.2 倍,乙是多

少? 

圖 4 「畫圖」正確舉隅 

 

    
圖 5 「畫圖」錯誤舉隅 

 
三、 說為什麼 
「(1)15.43大概在數線的哪個範圍? 請在(    )打○  

 

(2)請你說明選擇那個範圍的理由是什麼 ?」 

 
第(1)子題答對者佔 59.63%。第(2)子題說明正確者佔 11.01%，這類學生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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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地算出每格是 0.025 後，再去推算出合理的位置(如圖 6)；說明部分正確者佔

8.26%，有部分學生用估算方式來判斷，說明並不完全正確(如圖 7)；而說明錯

誤者佔 53.21%，空白不說明的佔 27.52%。另外有部分學生雖然答題正確，但說

明卻錯誤(如圖 9)或留空白者佔 42.20%，可見學生知其然而不知其所以然者眾

多。 

圖 6 「說為什麼」完全正確舉隅 

 

圖 7 「說為什麼」不完全正確舉隅 
 

圖 8 「說為什麼」錯誤舉隅 

 

圖 9 「作答正確說明錯誤」舉隅 

 
四、 回想 

「有關小數的加減乘除四則運算,你知道有那些相關的概念或知識? 請盡量

寫出來,越多越好。」 
109 位學生共寫了 173 條，其中空白沒寫的 31 人，佔 28.4%，個人寫最多的

有 7 條，平均每人寫 1.59 條。173 條經研究者分類整理後，可分為 23 項：(因每

條裡，有些會出現多種概念或知識，有些敘述不完整，或錯誤，因此以下表示的

是正確的出現次數，總數不會等於 173。) 
(一)通則:由左至右算、先乘除後加減、括號內先算等 3 項共出現 49 次。 
(二)概念性:「小數除法時，被除數和除數要化成同單位量來算」出現 3 次；

「小數點往右移一位，比原來大 10 倍；往左移則小十倍」出現 1 次。 

(三)程序性:小數加減時要小數點要對齊、乘法不用對其小數點或靠右對齊、

被乘數和乘數的小數位數相加就是績的小數位數、除數要變成整數或小數點移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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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被除數就移幾位後再相除、商的小數點對齊被除數新的小數點、餘數的小數點

對齊舊的小數點…等 11 項，總共出現 101 次。 
(四)性質：乘數小於一會越乘越小、乘數大於一會越乘越大、除數小於一會

越除越大、除數大於一會越除越小、除數等於一時商等於被除數…等 5 項，共

11 次。 

(五 )連結：兩位學生分別寫出「小數和分數相通，例：0.1= 1/10，
0.01=1/100…」、「小數除法=分數除法」。 

由以上，學生回想到的大多是程序性知識，概念性知識和分數與小數的連結

則闕如。 
伍、結論與建議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在「舉例」方面，學生把曾學過的題型運用在擬「0.9 ÷ 
2.25」的文字題上，卻忽略了單位大小及情境的合理性，因此教師在教解題讀題

時能加強學童對題目單位的感覺，讓學童在出題時能賦予數字合理的單位以更貼

近真實生活情境。 

在「畫圖」方面，學生雖然在五年級已經學過小數乘以小數而且程序性計算

能力也不差，但對於為何會得到這樣的答案，並沒有概念性的了解，畫圖正確和

部分正確者僅12.85%，因此課堂上教師可以利用各種表徵圖來引導概念，而不只

是背算則或做機械性的運算，應讓概念性了解內化為程序性知識，相信會讓學童

對數學學習更有感覺。 

在「說為什麼」方面，學生答對題目者約莫六成，但說明正確和部份正確的

卻不到二成。學生雖然中年級就學過一位小數在數線上的位置，但到六年級仍有

四成以上學童無法類推二位小數在數線上位置，而文字敘述推理過程需花較多時

間思考和書寫，也或許平時比較缺少這樣的練習，以致部分學生不願嘗試寫寫

看，有 27.52%的學生留空白沒寫；而此題答題正確，但說明卻錯誤或留空白的

高達 42.20%，知其然而不知所以然者眾多。因此建議教師在課堂上除了在小數

於數線上的位置教學時，多利用畫圖來加強外，也要常問學生「為什麼?」，讓學

生說為什麼?或手寫陳述自己的思考歷程，藉由課室溝通來強化學生的數學學

習，以培養數學感。 

在「回想」方面，留空白者佔 28.44%，而學生回想到的大多是程序性知識，

有關概念性知識和分數與小數的連結則闕如。在檢測單上，乘除法的程序性計算

題答對率皆八成以上，與回想的調查結果相符，亦即學生對程序性知識掌握較

佳，但概念性了解及擬題能力相對較差，因此在教學上，教師可以針對概念性瞭

解的教學、運用表徵圖引導概念的理解及擬文字題的練習多所著墨，讓概念性知

識內化為程序性知識，進而解題，並引導學生做數學知識脈絡的連結，以培養學

生對數學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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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arning Strategies of Mathematics Sense of Five Core 
Connotations for Sixth Grades - Take Decimal Learning for 

Example 
 

 Ya-Ping Tsai1 Yuan-Shun Lee2   
1 Institute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Taipei Municipal University 

2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Taipei Municip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five core connotations of 
mathematics sense, Making Examples, Drawing, Asking Why, Rethinking, on decimal 
learning of sixth grades. The research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questionnaires, which 
were designed to measure participants’ learning strategies of mathematics including 
decimal concept, multiply decimal by decimal, and decimal divided by decimal 
having been taught in the class. Totally 109 students participated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results showed 18.35% of students have reasonable understanding of 
contexts and equations in making examples. 8.26% of students could draw correctly. 
11.01% of students have the ability to explain rationally. The rethinking section lists 
23 items with a total of 173 concepts or knowledge about decimals, of which four 
arithmetic rules and procedural knowledge accounted for 89.82%.   
  The study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tudents have solid procedural knowledge but 
weak ability to make both of reasonable examples and explanation.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teachers should emphasize more on the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in 
their teaching, and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mathematical concept through various 
characterizations so that they can internalize those as their own procedural 
knowledges. Mean while, it can help students have the ability to make examples on 
various mathematical concepts, describe the reason, and think back the context of 
knowledge related to mathematics, In this case, students can go deep into the meaning 
of mathematical concept, and make them selves more interested enjoyable in the math 
classes. 
 
Keywords： Decimal, Mathematics Sense, Five Core Conno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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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S 教學應用於一元一次不等式單元之學習成效與學生錯

誤類型探討 
 

 黃士忠1 林原宏2 
1臺中市大里區光榮國民中學traveller@krjh.tc.edu.tw 

2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系lyh@mail.ntcu.edu.tw 
 

摘要 

  本研究旨在以 APOS(action-process-object-schema)理論為教學原理，探討國

中七年級學生在學習一元一次不等式單元的學習成效與錯誤類型分析。本研究採

準實驗研究法，對象為臺中市某國中七年級學生兩班共 53 位學生為樣本進行教

學實驗，實驗組採用 APOS 教學法教學，對照組則以傳統式教學法進行教學。 
  兩組學生的教材內容皆為 105 學年度 k 版七年級第二冊課本與習作，實驗組

將教材依 Dubinsky(1991)提出的 APOS 理論重新編排教材次序進行教學，對照組

則是以先課本後習作的編排次序進行教學。兩組學生在教學前皆進行一元一次方

程式單元前測，在教學實驗後進行一元一次不等式單元後測與延後測。本研究主

要結果如下： 
一、由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在延後測的表現上，實驗組的學習成效顯著

高於對照組，表示 APOS 對於一元一次不等式的學習成效保留較傳統教材的

編排方式為佳。 
二、實驗組在延後測的動作、過程、物件三個層次與符號、代數、圖像三種表徵

上的未作答人次百分率皆低於對照組。 
三、實驗組在六種錯誤類型上的錯誤人次百分率皆低於對照組。 
  依本研究的結果與發現，可提供教學者在教學及教材編製上的參考，最後，

再根據研究發現與心得，提出對未來相關研究之建議。 
關鍵字：APOS、傳統式教學、不等號、一元一次不等式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將數學學習領域分成「數與量」、「幾何」、「代

數」、「統計與機率」和「連結」等五大主題(教育部，2003)，其中，國中代數課

程又可分為「符號代表數」、「代數式的運算」、「方程式與不等式」等主題(陳維

民，2011)，其特點是在藉由列式與未知數的運算，進而求出未知數的解或範圍，

是進入數學更高層次的基礎能力。在代數領域的相關研究中，不論是計算或者是

解題，多數偏重在方程式的求解，關於不等式的相關研究較少。而不等式不僅是

國中數學中的一個學習單元而己，在數學與科學的領域中，時常都必須藉由不等

式來比較同類量之間的大小關係或估計各種量的變化範圍，來了解同類量之間的

轉換與差距或極大、極小值的範圍估算等。 
  根據相關研究指出，學生在解一元一次不等式時，不少學生對於題意中的「不

大於」、「不小於」、「不超過」、「至少」、「未滿」與「不足」等語意轉換成不等號

感到困擾(Charles，1992)，在利用等量公理處理負數的概念時，對「變號」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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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與何時該「變號」的情況不清，再加上學生對「範圍解」的真正意涵不夠瞭解，

導致學生在學習此單元時常會遇到許多挫折，此為研究動機之一。 
  APOS 教學理論是將學生建構數學概念的心智歷程分解成一個有系統的學

習層次，從基礎的動手操作到最後基模的建立等。Dubinsky(1991)認為學習者在

學習過程中如果能建立適當的心智結構，那麼學習到的數學概念才會有意義，若

無法建立適當的心智結構，則表示學習者並沒有習得數學概念。許多文獻中將

Dubinsky 提出的 APOS 理論應用在高等數學教育上且得到不錯的成效(Maharaj , 
2010；Maharaj , 2013；Mudrikah, 2016)，但關於中小學教育上的研究則較少。在

國內，不論是高等教育或是中小學教育階段，相關研究也正在啓蒙中，尤其是未

曾將 APOS 理論應用在一元一次不等式學習的研究上，此為研究動機之二。 
  在數學學習中，表徵(representation)一直是相當重要的概念，美國數學教師

協會(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NCTM)更於 2000年將表徵獨立

出來探討，它不僅可以用來呈現數學的概念與思維，也是學生進行思考、解題與

溝通時的重要工具(洪郁雯、楊德清，2006)。此外，Lesh、Post 和 Behr(1987)也
提到學生若能以多重表徵(multiple representation)呈現出一個相同的數學概念，並

在不同的表徵中自由轉換，是發展思考和培養解決問題能力的基本要素。在國中

數學的課程內容中，不論是代數領域，或是在數與量、幾何、統計與機率等領域

的學習，有關表徵的概念更是遍佈其中，如果學生在國一時期沒有打下良好的基

礎，對往後其他有關抽象概念的學習勢必更加艱鉅，此為研究動機之三。 
  綜合以上，本研究將 APOS 理論應用在國中七年級數學科一元一次不等式單

元教學，在教學前先進行一元一次方程式單元前測，再依 APOS 理論將教材分解

為動作(action)、過程(process)、物件(object)三個層次，並在各層次下再進階分解

為符號(symbolic)、代數(algebraic)、圖像(picture)三種表徵類別，教學者依各層次

與表徵類別依序教學，教學後對學習者進行後測與延後測，最後再將施測的結果

輔以統計分析，以瞭解 APOS 理論應用在一元一次不等式單元的學習成效。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依據 APOS 理論在動作、過程、物件不同層次與符號、代數、

圖像不同表徵下，學生在一元一次不等式單元的學習成效與錯誤類型探討。 
 

貳、文獻探討 
一、APOS 理論 
  APOS 理論是由 Dubinsky(1991)所提出，它根源於 Piaget(1969)所提出的「反

思抽象」(reflective abstraction)概念，反思抽象是從具體的經驗轉化為符號形式思

考的歷程。J. Piaget 認為反思抽象對認知結構的發展是很重要的，它是思想發展

的主要機制，個體自出生後，便處於不斷調適自己以適應環境的狀態，也就是說，

當環境產生變化時，個體會做出適當的反應來適應新環境(張新仁等人，2015)。
E. Dubinsky 認為學習數學概念要經過動作(action)、過程(process)、物件(object)、
基模(schema)等四個階段，取這四個階段英文單字第一個字母，將此數學學習取

名為 APOS 理論模型(Cottrill et al., 1996)。 
  APOS 理論的四個階段是漸進的，動作經由內化形成過程，過程再經由壓縮

形成物件，物件可被解壓縮回原本的過程中，而這整個系統都屬於基模的一部分

(Dubinsky, 2002；Cottrill, 1999)。在教學上，它呈現出一種教學順序，為教師提

供了實用的教學策略。在學習上，它反映出學生學習數學概念的思維過程，如圖

1 所示，茲將 APOS 四個學習階段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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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APOS 概念發展關係圖(Asiala et al., 1996) 

  (一)動作 
  當個體在學習新知識時，教學者將新知識分解為多個步驟且一步步詳細引

導，讓學習者能依照教學者的指示順利操作每個步驟，此即達到動作階段。 
  (二)過程 
  當個體經過一段時間的反覆練習，達到熟練的狀態，此時個體不需透過外部

的操作，即可在心智上演練出操作流程，此即達到過程階段。 
  (三)物件 
  當個體能將在心智上演練的操作流程視為一個連續性的知識，而不再只是分

散的概念時，即達到了物件階段。 
  (四)基模 
  當個體能將動作、過程、物件視為一個整體，並成為吸收新知識的基本架構，

即達到了基模階段。基模是一種存在於個體心智中的認知結構，是個體基於過去

的經驗而儲存於心智上有組織的知識架構。 
  在 APOS 的理論中，E. Dubinsky 提出了連繫動作、過程、物件、基模這四

個階段的五種心理機制，其分別為內化(interiorization)、壓縮(encapsulation)、協

調(coordination)、反逆(reversal)與一般化(generalization)，茲將這五種心理機制分

述如下： 
  (一)內化 
  個體並非實際真正執行每個操作，而是透過想像來執行這些步驟，意指將外

在的具體操作活動用內在思考來完成。當「動作」被反覆操作而至熟練時，外部

的操作就可以內化成為一種稱為「過程」的心理操作。此時，個體可以在腦中執

行此一程序，完全無需依靠外在的刺激。 
  (二)壓縮 
  又譯為「封裝」，是指封合包裝，當分散的概念經過封合包裝，便能被作為

一個整體來處理。當個體能將「過程」視為一個整體進行操作和轉換時，即已成

功將「過程」壓縮成「物件」。過程被壓縮成物件後，若有需求出現，它仍可以

被解壓縮(de-encapsulation)回過程，也就是說，通過解壓縮的心理機制，個體可

以回到產生物件的過程。 
  (三)協調 
  協調是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過程，經由特定的次序合而為一，成為一個新的

過程，在建構物件的過程中，協調機制是不可少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物件可以

同時被解壓縮回到產生物件的過程，這些過程經協調之後，又可被壓縮形成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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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物件。 
  (四)反逆 
  反逆就是將原本的概念反過來思考，變成一個新的概念。例如：若有一個

one-to-one 且 onto 的函數，可以透過反逆，了解反函數的存在。 
  (五)一般化 
  一般化是指能把已知的數學物件或數學過程延伸至其他不同的情境之中。根

據 Dubinsky(2002)的說法，基模的特點在於它具有延伸性且能持續重建，一旦一

個基模被建構成一個有系統的結構，它就可以被轉換成一個靜態結構(物件)，或

者作為一個動態結構來吸收其他相關的物件或基模。 
  歸納而言，APOS 理論主要在描述數學概念是如何被建構學習。根據 APOS
理論，數學概念的學習通常經過四個階段：動作、過程、物件、基模，而這四個

階段是由內化、協調、反逆、壓縮和一般化等心理機制所連結。 
二、數學表徵的意義 
  表徵(representation)是指利用圖形、圖表、語言、文字、動作或符號等方式

來表達出抽象的概念(張春興，1989)；換言之，表徵是指一種可以用來「代表」

或「呈現」抽象概念的符號系統，此符號系統能將個體內心的概念具體化呈現，

以達到溝通的目的(蔣治邦，1994)。 
  (一)Bruner(1966)的表徵三階段 
  Bruner(1966)提出的表徵系統論(systems of representation theory)，將學習分為

三個有順序性及連續性的發展階段： 
  1. 動作表徵(enactive representation)：「由做中學」，個體透過動作和實物操

作來瞭解外在世界，並獲得知識。動作表徵是人類一切學習的基礎，學齡前的幼

兒喜歡探索，藉由手的觸摸來認識周遭世界，這樣的認知模式不會因為年齡增長

而消失，而是能與其它認知模式並存，共同幫助個體學習與發展。 
  2. 圖像表徵(iconic representation)：此階段學生已不再需要依靠感官的操

作，而能利用圖片、照片或影像等媒介來獲得知識。即便無照片或圖像等媒介，

學生亦能經由物體留在記憶中的心像，來了解外在的世界。 
  3. 符號表徵(symbolic representation)：此階段學童心智能力已發展成熟，不

需憑藉動作或圖像的輔助，即能利用語言符號直接進行抽象思維，意即個體已能

運用文字、數字、圖形等符號來了解外在環境並與之產生互動，也能運用符號來

解釋事物與解決問題。 
  Bruner 認為人類的學習是有階段性的，大體上是依照動作、圖像、符號此三

種表徵系統循序發展。在不同的年齡階段，學生會運用不同的認知模式來吸取外

界知識並與外界產生互動。然而，雖說上述三種表徵有其發展順序，但最終三者

是相互作用且彼此互補。 
  (二)Lesh、Post 和 Behr(1987)的表徵五類型 
  Lesh 等人(1987)以溝通的觀點，提出數學學習與解題的五種表徵類型，分別

為實物情境、操作具體物、圖形或圖表、口語符號與書寫符號。 
  1. 實物情境(real scripts)：日常生活中的實體物。例如：利用自己的步伐來

測量教室地板的長度與寬度，進而求出教室地板面積的近似值。 
  2. 操作具體物(manipulative aids)：讓學生用來具體操作相關概念的物件。例

如：算盤、百格板、古氏積木、圓形分數板等教具。 
  3. 圖形或圖表(picture or diagrams)：靜態的圖形模式。例如：數線圖、直方

圖、圓面積圖、直角坐標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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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口語符號(spoken language)：數學相關的語言。例如：二分之一、百分之

五十、概數、平行線等。 
  5. 書寫符號(written symbols)：數學符號或算式。例如：50%、x＋3＝5、∠A、
△ABC 等。 
  Lesh 等人(1987)認為上述五種表徵之間具有互動性與關聯性，因此建立學生

概念中各項表徵的連結對數學學習很重要，善用不同的表徵系統對於數學概念的

學習是有相當助益的，然而大多數學生在學習上常僅使用單一表徵，因此他強調

應區分不同的表徵系統，並協助學習者運用多重表徵(multiple representation)來表

示相同概念，如圖 2，當學習者能在不同表徵中進行轉換並統合運用，才算真正

理解概念的意義。 

 
圖 2 表徵系統互動模式圖(譯自 Lesh, Post & Behr, 1987, p34) 

  表徵不僅可以幫助個體理解數學問題，也可以幫助個體解決數學問題。教學

者在教學上，若能善用表徵的概念進行教學，必能提升學習者理解與解決數學問

題的能力。學習者在學習上，若能善用表徵來理解問題情境中的相關訊息，對解

題是有相當大的幫助。 
  本研究除了依據 APOS 理論將一元一次不等式單元分解成動作、過程、物件

三個層次(因國中一元一次不等式教材未達基模層次)之外，再依據 97 年課程綱

要在本單元的能力指標(教育部，2008)，將教材內容在各層次之下再分解為符

號、代數與圖像三種表徵進行教學實驗。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受限於學校教學環境，無法隨機抽樣或隨機分派受試者到實驗組或對

照組，所以採用準實驗設計之「不等組前後測實驗設計」，以研究者所任教之臺

中市某國中七年級的兩班學生為研究對象，其中一班為實驗組，另一班為對照

組，實驗組採用以 APOS 理論重編之課本與習作內容進行教學，教材內容與課

本、習作無異，並未做任何刪減或增加；對照組則依課本、習作的編排順序，採

取先課本後習作的教學次序進行傳統式教學，本研究之實驗設計模式如表 1 所

示。 
表 1 APOS 教學之準實驗設計模式 

組 別 前測 實驗處理 後測 延後測 
實驗組 O1 E1 O3 O5 
對照組 O2 E2 O4 O6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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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O2：兩組在教學進行前均接受一元一次方程式前測。 
E1：實驗組以APOS教學法進行教學。 
E2：對照組以傳統式教學法進行教學。 
O3、O4：兩組在教學結束後一節課均接受一元一次不等式後測。 
O5、O6：兩組在教學結束二個月後均接受一元一次不等式延後測。 
二、研究對象 
  兩組各一個班級，兩班入學時皆以常態編班方式編班，在排除融合式特教生

與未完整做完三次測驗的學生後，兩組人數分配表如表 2 所示： 
表 2 實驗組與對照組人數分配表 

組別 
性別 

總計 
男 女 

實驗組 12 13 25 
對照組 14 14 28 
總計 26 27 53 

三、三次測驗試題分析 
  在信度分析上，三次測驗皆採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值來考驗信度，三次

測驗在整體、各層次、各表徵的 Cronbach's α 值皆達 0.8 以上，表示測驗試題在

整體、各層次與各表徵的信度皆可以接受。 
  在效度分析上，測驗試題皆採用內容效度分析，依據本單元的教學目標與分

年細目編製雙向細目表與試題內容分析表，明確表示施測的試題皆能測驗到所要

測量的各層次與各表徵的概念。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將所蒐集之資料利用統計套裝軟體 SPSS 20.0 版進行量化的資料處理與統計

分析，再利用 Excel 軟體將之繪製成長條圖，以瞭解兩組學生在一元一次不等式

單元不同教學法的學習成效與作答表現。 
 

肆、研究結果 
一、兩組學生在後測與延後測之學習成效分析 
  以兩組學生的前測整體表現為共變項，教學法為自變項，後測與延後測整體

表現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在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上，兩次測驗皆

符合共變數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假定，其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結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後測與延後測整體表現的學習成效之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後測 
共變數(前測表現) 57845.10 1 57845.10 393.38 
組間(教學法) 48.21 1 48.21 .33 
組內(誤差) 7352.37 50 147.05  

延後測 
共變數(前測表現) 52229.66 1 52229.66 310.04 
組間(教學法) 3241.30 1 3241.30 19.24*** 
組內(誤差) 8423.07 50 168.46  

***p＜.001 
  由表 3 共變數分析摘要表顯示，雖然在後測上未見實驗組與對照組有顯著差

異，但在延後測上，實驗組的學習成效顯著高於對照組，此結果說明，APOS 對

於一元一次不等式的學習成效保留較傳統教材的編排方式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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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組學生在延後測未作答人次分析 
  兩組學生在學習結束二個月後的「延後測」未作答人次百分率分析表如下表

4 所示。 
表 4 兩組學生在延後測未作答人次百分率分析表 

題號 

實驗組(25 人) 對照組(28 人) 

題號 

實驗組(25 人) 對照組(28 人) 

人次 
百分率

(%) 
人次 

百分率

(%) 
人次 

百分率

(%) 
人次 

百分率

(%) 
一 1 1 4 1 3.57 四 5 2 8 8 28.57 
一 2 1 4 1 3.57 四 6 2 8 8 28.57 
一 3 1 4 1 3.57 五 1 5 20 9 32.14 
一 4 1 4 1 3.57 五 2 6 24 9 32.14 
一 5 1 4 1 3.57 五 3 6 24 9 32.14 
一 6 1 4 1 3.57 五 4 6 24 11 39.29 
二 1 4 16 2 7.14 五 5 7 28 10 35.71 
二 2 5 20 9 32.14 五 6 6 24 10 35.71 
二 3 3 12 8 28.57 五 7 8 32 11 39.29 
二 4 9 36 17 60.71 五 8 9 36 13 46.43 
三 1 2 8 4 14.29 五 9 8 32 15 53.57 
三 2 2 8 4 14.29 五 10 8 32 19 67.86 
三 3 2 8 3 10.71 六 1 5 20 8 28.57 
四 1 1 4 5 17.86 六 2 9 36 13 46.43 
四 2 1 4 6 21.43 六 3 14 56 21 75.00 
四 3 2 8 6 21.43 六 4 7 28 18 64.29 
四 4 2 8 6 21.43 六 5 8 32 16 57.14 
 
  其次，將延後測試題依 APOS 理論與本單元的雙向細目表分解為動作、過

程、物件三個層次與符號、代數、圖像三種表徵，兩組學生在各層次與各表徵的

未作答人次百分率長條圖如圖 3 與圖 4 所示。 

 
圖 3 各層次未作答人次百分率長條圖  圖 4 各表徵未作答人次百分率長條圖 
  由圖 3 與圖 4 可知，實驗組學生在延後測的整體、各層次與各表徵的未作答

人次百分率皆低於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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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組學生在延後測表現的錯誤類型分析 
  為探討學生在學習結束二個月後是否還存在錯誤概念，因此對「延後測」的

施測結果進行錯誤類型分析，本研究依一元一次不等式單元的教學目標，將學生

解題的錯誤類型分為六類，分別為： 
類型一：對於題目中的「不大於」、「不小於」、「不超過」、「至少」、「未滿」、「不

足」等用語感到混淆，無法正確表示出與文字敘述相連結的不等號。 
類型二：因先備知識不足而產生的錯誤。學生雖能正確表示出不等號，但無法將

文字情境的敘述轉換成正確的代數式。 
類型三：變號上的錯誤。學生在解一元一次不等式計算題時，無法將不等號做適

時的變換或變換錯誤。 
類型四：去括號的錯誤。此類型學生在將括號使用分配律展開時，產生計算上的

錯誤。 
類型五：合併解的錯誤。學生雖能正確解出二個一元一次不等式的解，但在合併

解時出現了錯誤或無法合併。 
類型六：實心或空心圓點的觀念觀誤。對於將不等式的解圖示在數線上時，實心

或空心圓點觀念上的錯誤。 
  兩組學生在延後測的作答表現上，各類型錯誤人次百分率長條圖如下圖 5 所

示： 

 
圖 5 兩組學生在延後測六種錯誤類型錯誤人次百分率長條圖 

  由圖 5 可知，實驗組學生在延後測六種錯誤類型上，錯誤人次百分率皆低於

對照組，其中，類型一與類型六的差異較大。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在後測的表現上，兩組學生的學習成效未達顯著差異。但在延後測的

表現上，實驗組的學習成效顯著高於對照組，表示 APOS 教學對於一元一次不等

式的學習成效保留較傳統教材的編排方式為佳。 
  (二) 接受 APOS 教學法的實驗組學生，在延後測的整體表現之下，在動作、

過程、物件三個層次與符號、代數、圖像三種表徵上的未作答人次百分率皆低於

接受傳統式教學法的對照組。 
  (三) 接受 APOS 教學法的實驗組學生在六種錯誤類型分析上，錯誤人次百

分率皆低於接受傳統式教學法的對照組。 
二、建議 
  (一) 本教材內容含有「代數」與「幾何」領域的學習概念，建議教學者在

教學前可先幫助學生複習相關的代數與幾何概念，勿因學生先備知識的不足而影

響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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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建議未來的研究者可以對不同的數學單元進行研究，亦可配合晤談或

觀察的相關研究方法，以了解 APOS 教學對於其它單元的學習成效與概念保留是

否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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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the Learning Effects and Erroneous Types 
based on the APOS for Linear Inequality with One Unknown 

 
 Shih-Chung Huang1 Yuan-Horng Li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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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Abstract 
  The study on linear inequalities with one unknown aims at investigating the 
learning effects and erroneous types based on APOS theory instruction.  53 
seven-graders from a junior high school in Taichung City are engag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is adopte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s 
treated by APOS theory-based instruction,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is treated by 
traditional mathematics instruction.       
  Both groups use the same teaching materials—textbooks and workbooks (Book 
Two) published by K.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rporation.  Howev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teacher teaches the materials according to APOS theory;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eacher teaches the textbook and the workbook in sequence.  
Both groups of the students take the pre-test in linear inequalities with one unknown 
before teaching.  After teaching, they take the post-test and the postponed-test.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First, as the results of One-way ANCOVA show, when it comes to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ostponed-test, the learning effect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It means that applying APOS 
theory instruction is more helpful in improving learning effects than applying 
traditional mathematics instruction. 
  Second, when it comes to the three levels—action, process and object as well as 
the three types of representation—symbol, algebra and picture, the percentag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ho do not answer the question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ird, the percentag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ho fall into the six erroneous 
types is also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can offer reference for teaching design and teaching 
material compilation.  Some recommenda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are also provided. 
 
Keywords：APOS,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sign of inequality, linear inequality 

with one 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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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數學扇形下定義教學實務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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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教師在數學扇形下定義的教學實務，以台中市某國小六

年級非導師與其學生為對象，採用非參與式觀察和半結構式訪談進行資料的收集

並利用這些資料進行研究。根據 T 教師在課與其學生下定義的情節分別提出定

義、修正定義、建構或評估是否為正反例和詢問定義問題四部分，探討師生下定

義情節的成效，經分析與歸納後的研究成果顯示 T 教師與其學生課室定義情節的

模式為:第一階段提出扇形定義的活動，教師採取直接詢問、輔以學習單作為思

考軌跡，對學生的定義表現給予肯定；第二階段在修正扇形定義的活動時，教師

利用小組討論結果建立扇形定義，並介入學生之過度描述用語之澄清；第三階段

在建構或評估是否為扇形的正例或反例時，教師會利用教具，巧妙地示範正反

例；第四階段在詢問扇形定義問題活動時，教師會設計封閉式問題來檢驗學生概

念理解情形。本研究依據結果提出供未來研究方向和針對扇形下定義教學的一些

建議。 
 

關鍵字： 扇形、下定義、教學實務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Van de Walle（2001）在其著作的中小學數學科教材教法曾提到「現今數學

不只是計算而已，特別是紙筆計算。數學是有關推理、規律樣式和有意義的尋求，

數學是解決問題的。沒有理由要讓尚未精熟所有基本事實的學生，被排除在真實

的數學經驗之外（頁 296）」，因此教師該如何鼓勵學生藉由舊經驗或是概念重組

的方式獲取科學知識是很重要的關鍵。Kobiela 和 Lehrer（2015）提出下定義的 8
項實務教學活動，在下定義時師生可以對於討論如何建構定義、定義有哪些元素

或舉出一些正例和反例讓學生更了解幾何物件的特質或加以修正，還可以透過論

證協商導出定義並理解定義⋯等，讓學生在下定義的過程中對定義的知識可以更

加完備。換言之，下定義在數學課程中可具有數種教學目標，其中一些可促進理

解更深層的數學概念、促進理解數學定義的本質或特質或促進了解定義在數學的

作用。就目前課程的編排上，扇形教材是學生在了解圓形的基本組成、周長與面

積後才開始學習，但扇形的發展不單是幾何的範疇，也是日後學習統計圖之圓餅

圖的必要基礎，研究者希望能從扇形下定義的教學實務中，以師生在課室的互動

情形，做進一步的分析與研究。 
二、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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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師生於扇形活動提出定義的表現為何？ 
(二)師生於扇形活動修正定義的表現為何？ 
(三)師生於扇形活動建構或評估是否是正例或反例的表現為何？ 
(四)師生於扇形活動詢問定義問題的表現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教學實務之內涵 
(一) 教學實務（Teaching practices） 
「學校的數學課堂教學，每天教師和學生所遇到的問題都不同，其所參與層面亦

不相同，因此無法制定一套教師能遵循的行為公式、工作準則或實務流程。也就

是說教學實務不應只是教師一成不變的行為模式也不只是教師對學生班級經營

行為，同時也不是教師的個別行動」（謝闓如、楊晉民&林原宏，2011，頁 3-4）。 
Lampert（2004）指出教學實務是一種師生互動的關係。教學實務是教師在課堂

上進行教學相關的行為，意指教師於實際教學中，對自身教學模式、學生學習情

況、教學環境的理解、⋯等經驗性知識的影響。Lampert（2010）數學教學除了

要師生共同建構數學活動之外，還需要在課室中建立學生和老師間、學生和環境

間甚至是與生活中數學連結的關係。有意義的數學教學實務涉及數學認知工具策

劃、數學表徵、對學生的瞭解與決策等有意義過程，同時，他更進一步主張教師

在實踐教學實務時，可利用製造思考空間、獲得和採用學生概念和探索學生思考

來使學生產生思考，其中製造學生思考空間可透過邀請學生分享新觀念、解題方

法和解釋誘導學生對某概念的反應，另外則是提供學生思考空間並等待時間證

明，以促進學生的理解；獲得和採用學生概念則是可以利用引導全班一起進行討

論，如解釋和強調說明概念，課程進行時教師還需要適時的暫停、思考觀念、質

疑和回應學生，另外則是可以採用複述學生的回饋和重述學生的反應，讓學生可

以解釋自己的概念，而教師則可檢驗學生的概念是否正確，進而釐清學生的概

念；最後，探索學生的思考則是可以採用以下方法，一是讓學生解釋其數學推理，

將重點放在為何其答案或步驟是有意義的，其次是詢問學生如何獲得答案？學生

遵循何種步驟以獲得答案？為獲得額外的解釋，可要求學生做更多的思考於先前

的解釋上，深入獲得學生的思考。最後，可布題讓學生思考，以釐清學生的理解。 
實務教學是科學教師專業知識、經驗與觀點整合後的外顯化行為（De Jong, 2005； 
Sadler, 2006），所謂教學策略是科學教師將教學觀點、背景知識與實務經驗進行

不同的整合，從而擬訂的表達方式（MacDonald & Sherman, 2007）。 
(二) 教學實務知識（Teaching Practical knowledge） 
林進材（2002）在教學知識研究中指出，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

角色，教師在教室中所做的決定可以決定教學的效益。可見教師在教學歷程中的

重要，而教師知識就是主導這個角色演出成敗的幕後導演。教師專業知識就是教

師進行教學活動時的最重要的根基，然而教師在教學時，除了憑藉學科或教學的

立論知識外，還需要一種在課堂上和學生實際接觸所累積的經驗，Eick 與 Dias
（2005）指出教師透過真實教學問題的理解與解決累積而成的經驗性知識稱為教

學實務知識。 
Elbaz（1983）將教學實務知識可分為任教科目、課程、教學、自我了解與學校

環境等五個面向。Fang（1996）認為學生學習型態、學習困難的理解，以及合適

的教學策略與教室管理技巧稱之為教學實務知識。黃榆婷（2007）指出「教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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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知識包括學科內容知識、課程知識、教學知識、理解學生的知識和教育情境脈

絡知識（頁 9）」。簡頌沛與吳心楷（2010）也認為教學實務、教學知識和教師信

念彼此相互影響，教學知識是教師反思其實務教學，整合過去和當下所見所學，

逐步而形成較豐富的實務知識。 
Clandinin（1986）更指出，教師的教學實務知識是從平日的教學實務中獲得，並

受教師背景、特質、環境與教學經驗的陶染，因此是一種具有濃厚的個人色彩與

主觀成分的知識，如同郭玉霞（1997）認為教師實務知識廣義看法是指和教學及

其他相關實務有關的知識，以及經由實務經驗所獲得的知識，換句話說，實務知

識是教師從日常實務工作中建立之教育相關知識，源自教師對行動的反思，是教

師處理生活經驗的覺察，而非概念(Tim, Husu, & Kansanen, 1999)。 
Munby、Cunningham 與 Lock（2000）認為教師需要充足的實務知識才能做出專

業的判斷，針對不同情境，設計最適合的方式來幫助學生學習。van Driel、Beijard
與 Verloop（2001）綜合學者的看法認為，教學實務知識有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 以行動導向的知識：實務知識是教師透過平日教學的經驗所累積的，無法直

接透過他人的經驗而得到，可應用於教學實務中(Beijard ＆ Verloop, 1996；
Johnston, 1992)。 
2. 受到個人與脈絡的限制：實務知識可促進教師達到自我的目標，但實務知識

是動態的，它會一直隨著學生、教科書、課程、教學情境、教材而有所改變，而

這些改變還都深受教師的學科背景所影響(Johnston, 1992)。 
3. 隱諱或默識的知識(implicit；tacit knowledge)：教師於課室中能自在地運用

實務知識，卻難以清楚或是明確的說出這些實務知識(Eraut, 1994)。 
4. 統整的知識的結果：實務知識涵蓋了知識、生活經驗、經驗的知識甚至是師

培生時期所學習到的知識或經驗…等，而教師透過經驗的引導將其統整的結果

(Beijaard & Verloop, 1996)。 
綜合上述，教師的教學實務知識是教師專業的價值核心，教師的教學效能和教學

實務息息相關，在本文中，將引用這些看法，探究 T 教師在扇形下定義的教學實

務知識。   
二、下定義的實務研究 

Ellis（2011）在其一般化實務的研究指出，教室的成員可透過相似的行動而

支持實務的連結，包含關聯、探索、擴展和省思，鼓勵進行數學一般化，Leikin
與 Winicki-Landman（2001）將下數學定義描述成：選擇方法、建構與制定定義

的歷程。Zandieh 與 Rasmussen（2010）更提出一個較廣泛的描述，認為下數學

定義不僅限於定義的建構，還必須包含論證說明、做臆測、創造範例、協商或修

改定義的活動。下數學定義，是指稱有關數學定義建構的教學活動歷程，更進一

步來說，下定義的建構歷程和給定數學定義是不同（Zbiek, Heid, & Blume, 2012）。 
Kobiela 與 Lehrer（2015）整合「下定義」研究的文獻，認為「下定義」不

是單一整體的觀點，而是包含不同但有相關形式活動的組合，稱之為「下定義」

的實務觀點（aspects of definitional practice），此觀點提出「下定義」包含 8 項實

務活動： 
(一) 提出定義(proposing a definition)：邀請學生建立某物件的數學定義

（Larsen & Zandieh, 2005; Zandieh & Rasmussen, 2010）。 
(二) 建構或評估是否是正例或反例(constructing or evaluating examples or 

nonexamples)：藉由建構或評估可被定義的物件其相關的正例或反例而補充（Ball, 
1993; Herbst, 2005）。這些正例或反例可藉由學生知覺是否相似且可定義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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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概念影像而調整(Vinner, 1991)。 
(三) 描述特質或關係（describing properties or relation）：當提出定義與評估

正例和反例時，讓學生去描述「下定義」之物件與數學相關的特質和關係(Ambrose 
& Kenehan, 2009; de Villiers, 1998)，因為學生可能在提出定義，或建構和評估正

例與反例時，無法描述特質與關係，所以需要區別這些實務之間的不同觀點。舉

例來說，學生對幾何物件的描述常常是整體的面向而沒對細微的特徵進行推論

（Ambrose & Kenehan, 2009）。 
(四) 建立定義的解釋或論辯（ constructing definitional explanations or 

arguments）：包含論證某定義的內涵物或外延物，對相關的特徵或某物件的關係

進行協商與論證（Herbst, Gonzales, & Macke, 2005; Zandieh & Rasmussen, 2010; 
Zaslavsky & Shir, 2005）。 

(五) 修正定義（revising definitions）：定義的論證常激發學生參與額外特徵

或關係的修正，刪除不需要或不正確的特質（Borasi, 1992; Lin & Yang, 2002），
或遵照定義需扮演的角色和特徵而修正（Zaslavsky & Shir, 2005）。 

(六) 對系統關係的建立與推理（establishing and reasoning about systematic 
relations）：透過定義的界線，建立和推理系統的關係，關係可以是一般物件之間

或物件內相關的特質（Herbst, 2005; Ouvrier-Buffet, 2006）。 
(七) 詢問定義的問題（asking definitional questions）：根據系統的關係，激發

進一步探究或討論有關定義的元素、定義的範例、品質、特徵或可定義物件的特

徵、或定義的本質之的問題（Leikin & Winicki-Landman, 2001; Zandieh & 
Rasmussen, 2010）。 

(八) 對於合宜或可接受的定義協商出判斷的標準（negotiating criteria for 
judging adequacy or acceptability of definitions）：協商的議題包括什麼建構定義

（Leikin & Winicki- Landman, 2001）、定義是否需經濟有效、或任何特徵都可提

供作為定義或當成定義的一部份（Zandieh & Rasmussen, 2010; Zaslavsky & Shir, 
2005）。 

為了瞭解扇形下定義師生互動的表現，研究者依據 Kobiela 和 Lehrer 提出下

定義的 8 項實務教學活動，唯考量本研究對象為小學下定義的教學現場和學者建

立的模式相較有差異，本研究將師生互動表現分為四類，分類理由：因為 Kobiela
和 Lehrer 提出定義和描述特質或關係是指師生在課堂為一物件寫定義或是去描

述物件的構造，在此研究中 T 教師一開始便邀請學生建立扇形的定義，因此這一

類的活動都合併為提出定義。建立定義的解釋或論辯和修正定義此二項活動是師

生在課堂中對扇形的組成元素在進行修正、論證或刪除其特徵，由於 T 教師對學

生所提出的不精確的扇形定義一起進行了修正或刪除，故合併為修正定義一點討

論。另外，詢問定義問題和對系統關係的建立與推理，在此階段 T 教師是透過生

活情境建立關聯，讓學生推理扇形組成元素的特質進而掌握學生的了解情形，在

此歷程學生必須對物件或範例詳細介紹或說明其特質，故也合併為詢問定義問題

一點討論。最後，Kobiela 和 Lehrer 提出對於合宜或可接受的定義協商出判斷的

標準，因 T 教師鮮少針對無關定義用語做澄清或辯證，故此點本研究不加以討

論。綜合以上說明此本研究討論的四類實務活動為： 
(一) 提出定義：教師提供活動讓學生想像猜測提供的圖形之組成要素。 
(二) 修正定義：教師教導學生刪除從討論與辯解的歷程不需要或不正確的特質。 
(三) 建構或評估是否正例或反例：透過師生討論與辯解提出正反例說明與敘述。 
(四) 詢問定義的問題：透過範例或定義探究或討論定義的元素、特徵或定義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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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 
參、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資料分析法，透過教師扇形下定義的情節，研究者觀察

教師與學生的互動藉此分析解釋，以了解教師對學生的理解和學生呈

現的數學思維 (圖 1)。  

 

                  圖 1 研究架構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邀請的 T 教師其任教的學校為台中市豐原區的一所公立國

民小學，該校創校至今約有 70 多年歷史，位於豐原區的市中心，因其

地理環境，學生家長普遍從事工商業且社經地位偏高，因此對孩子要

求較高。T 教師為男性，年約 35 歲，大學畢業於某師範學院，修畢教

育學程實習過後經分發至該研究學校，於教學後一年因自我期許而進

修於某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T 教師在中高年級的帶班經驗豐

富，他了解學生在切換中高年級的成長變化，因 T 教師教學年資約 14
年，其中有 5 年擔任行政工作，其餘時期皆是擔任班導師，尤以高年

級居多。T 教師自述喜歡帶班，他認為帶班時不但可以和學生有更多

的互動又可看見學生的成長，讓他可以感受到教師的重要性，另外，

他喜歡利用榮譽制度和個人參與感引導學生來做好班級經營。數學教

學若遇到觀念部分他會引導學生思考、發表或是小組討論，計算部份

則偏向自己講述，但遇到學生計算錯誤時，會讓學生找出自己計算錯

誤的地方，他認為老師講得越多，學生學得越少，且不同程度的獎勵

制度，鼓勵學生多發言或是指導同學，讓學生熱衷於學習。  
(三) 扇形教材分析 

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數學領域草案編號 S-5-3 可以得知，先了解

扇形的定義在學習扇形相關內容時顯得更為重要（表 1）。 
表 1 十二年國教數學領域扇形單元之學習內容對應學習表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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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習內容條目及說明 對應學習表現 

S-5-3 
扇形：扇形的定義。「圓心角」。扇形可視為圓

的一部分。將扇形與分數結合（幾分之幾圓）。

能畫出指定扇形。 
s-III-2 

S-6-3 

圓周率、圓周長、圓面積、扇形面積：用分割

說明圓面積公式。求扇形弧長與面積。知道以

下三個比相等：（1）圓心角：360；（2）扇形弧

長：圓周長；（3）扇形面積：圓面積，但應用

問題只處理用（1）求弧長或面積。 

s-III-2 

S-9-6 
圓弧長與扇形面積：以 π表示圓周率；弦、圓

弧、弓形的意義；圓弧長公式；扇形面積公式。 
s-IV-14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數學領 
 域草案 
研究者彙整現行國小教科書版本所提出的扇形定義如下（表 2）。 

表 2 國小數學領域課程之扇形定義  

版本  對扇形的定義  圖示  

康軒  

（ 2016）  

兩條半徑和一段圓弧

所圍成的圖形，叫做

扇形。圓心是這個扇

形的頂點。  

扇形的兩條直線邊所

夾的角，叫做圓心

角。  
 

南一  

（ 2016）  

圓周的一段稱為弧。

由兩條半徑和弧所圍

成的圖形，叫做扇

形。   

翰林  

（ 2016）  

如下圖，在一個圓

中，取兩條半徑和所

夾的圓弧圍成的圖

形，都叫做扇形。其

中兩條半徑所夾的

角，稱為扇形的圓心

角。  

 

 
不同版本的教材對扇形的表達方式也不盡相同，康軒版和南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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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材首先呈現了名稱中含有”扇”的物體，引出問題：扇形是什麼？

然後結合圖式來介紹扇形的數學名詞並連結學生的生活經驗，而相同

的部分是三個版本皆在課程一開始皆透過圓形做扇形定義，讓學生認

識扇形的表徵並掌握扇形的基本特徵，但在扇形定義圖示上康軒版和

翰林版明顯標示出是一個圓的兩條半徑和所夾的圓弧所圍成的圖形，

南一版則只有標示出扇形圖示，除此之外可以發現康軒版和南一版皆

利用正例和反例來對扇形下定義，唯獨翰林版只有正例較為特別。  

(四 )研究工具  

研究者利用 Kobiela 和 Lehrer（2015）提出的「下定義」的 8 項實務活動輔以六

何法而設計的半結構式訪談大綱 
描述關係特質與關係 ◎ 為什麼要這樣提出定義？ 
◎ 為什麼要這樣描述關係特質與關係？ 
◎ 做了哪些活動提出定義？活動有哪些特別該注意的地方？ 
◎ 做了哪些活動描述關係特質與關係？活動有哪些特別該注意的地方？ 
◎ 如何選定提出定義的例題？ ◎ 在學習單第一題，您希望他們能用包含什麼

去描述扇形，還是他們能講出扇形是什麼？因為您後面又多了一個問句，有些小

朋友一定會被後面這個問句牽著走。◎ 老師您一開始問學生什麼是扇形時，那

個等待時間好像有一點長，是為什麼？ 
建立定義的解釋或論辯 ◎ 為什麼要這樣修正定義？ ◎ 為什麼要這樣建立

定義的解釋或論辯？ ◎ 為什麼這個時候修正定義？ ◎ 做了哪些活動修正定

義？活動有哪些特別該注意的地方？ ◎ 做了哪些活建立定義的解釋或論辯？

活動有哪些特別該注意的地方？ ◎ 有發現小朋友在作發表時，您不會立即

對他們的答案做評論或其他動作，為什麼會這樣子做？ 
◎ 那所以老師您會在這裡設計小組討論的原因是因為什麼呢？ 
建構或評估是否正反例◎ 如何選定正反例？◎ 做了哪些活動解釋正反例？活

動有哪些特別該注意的地方？◎ 老師您說會用兩個相同的圓疊合去做旋轉而呈

現扇形，但後來也沒有用到，是因為什麼呢？◎ 那個部分（兩圓疊合作旋轉）

您原本想要放在哪邊？ ◎ 老師您在做白色跟粉紅色的圖形比較時，有一位小朋

友提出白色的弧長怪怪的，老師您直接打開來讓小朋友看其中的不同，並沒有再

多做引導，是為什麼呢？ ◎ 那如果大家都覺得白色與粉紅色的圖形都是扇形

呢？ ◎ 在課堂上有小朋友提出，白色圖形的部分，因為扇形不是圓的幾等份還

是幾分之幾，這句話當時沒有解釋得很清楚。 
詢問定義問題◎ 為什麼要這樣問這個問題？ ◎ 做了哪些活動詢問定義？活動

有哪些特別該注意的地方？◎ 老師您一開始沒有說要使用 PPT，但後來是因為

什麼原因讓您在教學過程中做使用？ ◎ 那為什麼是先了解完定義再進入

PPT，而不是從 PPT 開始？ ◎ 生活中的扇形有時候不是那麼的精準，老師您用

「它有一點點誤差，我們不計較」的話帶過，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五)資料蒐集與分析 

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和夥伴以非參與觀察的角色進行觀察活動，在觀察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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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時，為了避免研究者只紀錄自己認為是重要的部分而忽略了其他訊息而產生偏

差，因此研究者事前和 T 教師溝通，希望將錄影焦點對準教學時的教師、板書和

教具，此外針對上課時學生的反應或師生互動情節以移動式錄影機拍攝補強。最

後，希冀觀察活動的進行以不影響教師和學生平時上課模式為原則，攝影機提早

進入觀察現場且教室觀察時間的安排上，考慮 T 教師的時間和研究學校的方便，

選定於段考過後的一節課。為釐清 T 教師下定義時的教學行為所代表的意義或研

究者觀察時的疑惑，而針對 T 教師進行訪談，訪談方式因研究內容或時期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焦點。本研究目的是探討教師對扇形下定義的教學實務，以此研究目

的進行質性資料的蒐集，包括教師課堂教學對話、與教師的訪談和學習單，接著

研究者再將錄影資料轉換為逐字稿後，針對這三部分的資料配合研究者根據

Kobiela和 Lehrer（2015）整合之下定義的實務觀點所假設的教學模式逐步對教

師行為和學生反應予以整理、分析和歸納，形成研究結果。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提出定義 
教師直接詢問，輔以學習單作為思考軌跡 

師生在提出定義這階段，教師邀請學生建立扇形定義是利用直接提問

並以口語提示學生，希望學生能說出扇形的組成元素進而說出扇形的

定義，因此侷限了學生的回答方式，學生的回應都以文字方式描述並

書寫在學習單上，而後學生依照學習單上的文字發表。在此階段有關

學生的表現之分析分成以下三類： 

1.過度描述用語：半徑的定義為圓心到圓周上任一點的距離，因此

在此處半徑要通過圓心即為過度描述用語。 

2.用詞不精準：扇形的定義為一圓的任意兩半徑與其所對圓弧圍成

的圖形，即為圓的一部分，但是為圓的一部分的圖形不完全都是扇形。 

3.無關定義用語：扇形的定義為一圓的任意兩半徑與其所對圓弧圍

成的圖形，此處的圓心角即為無關定用語。 

二、修正定義 

教師利用小組討論結果建立扇形定義 

在這個階段，T教師也是不參與各組間的討論也不指導學生該怎麼做或給予答

覆，T教師只在一旁觀察學生進行討論活動時和控制學生討論的進度，討論過

後，T教師請小組派代表出來說出小組討論的結果，T教師在此時利用學生討論

的內容總結對扇形的定義。其對話如下： 
5 組 S19：兩個半徑跟圓心角。  

4 組 S06：圓心角、圓心還有兩個半徑和弧長有兩個半徑要碰到圓心。  

1 組 S10：有兩條半徑、一個弧長然後是圓的一部分…ㄜ…就這樣。  

2 組 S21：扇形包含圓心角、弧長、兩條半徑還有幾分之幾的圓所組合的。  

3.組 S11：有兩個半徑、一個弧長然後是幾分之幾的圓。  

T：大家都講得很好，大家都講的很類似，代表大家都很用心的在聽別人分

享，總結一下：剛剛他們講得是，兩條半徑、一個弧長、半徑要碰到圓心，

如果沒有碰到圓心，我們可以稱呼它為半徑嗎？  

三、建構或評估是否正反例 

1.教師利用教具，巧妙示範正反例 
T 教師在此階段利用兩個圓形紙片摺出的部分圖形如圖 2 所示，詢問學生這兩個

圖形是否是扇形？紙片圖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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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圓形紙片摺出部分圖形         圖 3 PP之扇形 

因在國小階段，檢查扇形的機制除了探討半徑和弧長的比例關係之外，最好

的方法就是利用圓規來檢驗其正確性，但 T教師採取另外一種方式讓學生不經由

操作而直接看出反例的錯誤，頗具巧思。 

2.學生無法提供反例的闡述，教師反覆詢問 

師生對扇形下定義時，T教師利用正反例強調扇形的組成元素，但學生對弧長和

半徑的比例無法確實掌握，導致 T教師拿出圖 2紙片詢問時，全班只有一位同學

發現白色的紙片不是扇形但無法提供反例的闡述 

四、詢問定義的問題（圖 3） 

1.教師於投影片放映前確認學生是否具備扇形概念 

2.教師設計封閉式問題來判斷學生概念理解情形 

3.教師嚴格遵守數學定義，輕鬆看待生活數學 

T教師在展示投影片 P5時，部分學生發現披薩上中間部分有個辣椒，於是把辣

椒當作是圓心，因此當 T教師再詢問此圖形是否為扇形時，部分學生回答不是，

T教師則進一步詢問其不是扇形的理由後隨即解釋生活中的扇形無法太精準，並

誇讚學生可以發現細微的地方。 

4.教師利用學習單讓學生思考扇形和圓形的關聯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提出扇形定義的活動，教師採取直接詢問、輔以學習單作為思考軌跡，對學生

的定義表現給予肯定， 
2.在修正扇形定義的活動時，教師利用小組討論結果建立扇形定義，並介入學生

之過度描述用語之澄清 
3.在建構或評估是否為扇形的正例或反例，教師會利用教具，巧妙地示範正反例 
4.在詢問扇形定義問題活動時，教師會設計封閉式問題來檢驗學生概念理解情形 
二、建議 
教師對於學生無關定義用語刻意忽略，且對於學生有價值的內容則進一步討論，

這樣淡化和強化的交織的策略，需要教師掌握著主軸概念，讓學生的討論能沿著

扇形定義發展，但教學上因教具和時間掌握不夠精確，影響了教師教學成效。根

據 Kobiela 和 Lehrer（2015）提出下定義包含的 8 項實務活動中「描述特質或關

係」和「修正定義」這兩部分來看，圓形和扇形間的包含關係根據 van Hiele 幾

何思考的發展模式層次三中提到教師是可以讓學生去進行簡單的推理，從研究結

果發現學生對於數學物件的描述雖然是不精緻且不正式，教師在進行扇形下定義

時可利用論證來刪除不正確特質或修正或更進一步發展其數學用語並適時地使

用獎勵制度提振學生的學習動機或適時追問學生說明中有疑問的語句能引發學

生的認知衝突使學生有更上一層的思考，因此教師可鼓勵學生發展數學語言進行

幾何圖形特徵的描述，進而內化其概念，進而發展其幾何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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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element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in defining circular sectors.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study 
comprised a non-homeroom teacher and his sixth-grade students at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chung City. Non-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used to collect data for research. During class, Teacher T and his students 
presented definitions, revised the definitions, constructed or assessed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amples, and asked definitional questions. Based on our observations, we 
examin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definition processes. Analysis and induction 
revealed their definition model to be as follows. In the first stage, Teacher T proposed 
activities to define circular sectors, which involved direct inquiries aided by 
worksheets for thinking trajectories and recognition given to student performance. In 
the activities to revise circular sector definitions in the second stage, Teacher T 
established the definition of circular sector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group discussion, 
intervening and making clarifications when students gave excessive descriptions. In 
the third stag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amples were constructed or assessed; Teacher 
T used teaching instruments to make clever demonstration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amples. In the fourth stage, definitional questions were asked; Teacher T designed 
closed-ended question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students understood the concepts. 
Based on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teaching practices in defining circular sectors. 
 
Keywords： circular sectors, defining, teaching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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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學生對整數乘法的學習表現之研究：以五核心內

涵之三為例 
 

 吳惠靜1 李源順2   
1臺北市立大學數學教育所在職專班qwqweqwqwe9@gmail.com 

2臺北市立大學數學系leeys@go.utaipei.edu.tw 
 

摘要 
本研究旨在以數學感五核心之「舉例、畫圖、問為什麼」，三個面向，探討

國小三年級學生對整數乘法的表現為何？ 研究採問卷調查法，測驗學生對整數

乘法概念的表現，設計數學檢測單。研究對象為桃園市某公立國小學生 54 名。

結果顯示在舉例部分完全正確有 46.3%；在畫圖部分完全正確有 76%；能合理

說明為什麼有 13%。建議教師在教學時應多強調多元的教、學策略，藉由「舉

例、畫圖、問為什麼」讓學童有更深入的學習，能將概念性理解，內化為程序

性知識，對數學學得更有感覺。 
 

關鍵字：整數乘法、三年級、數學感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國際上許多數學評比，台灣的數學成績常名列前茅，但在興趣與自信卻都

是敬陪末座（親子天下，2016）。隨著數學課程的加深加廣，學生的學習困擾日

益明顯。研究者在教學現場發現，學生在解題時，常在不清楚題意的情況下作

答，將題目中的數字亂湊，無法（或不想）理解運算背後的意義，導致對題目

沒有感覺，因此成為解題的阻礙。 
王秋芳與謝碧雪（2013）認為乘除概念在國小課程占一席之地，是學習分

數、小數、因數倍數、面積、體積、比率、機率的基礎，而三年級是學習乘除

概念的關鍵時刻。研究者在教學歷程中，發現在整數乘法單元中，學生能透過

反覆練習熟練計算步驟，卻難以明白其運算過程背後的概念，如此一來，當課

程推廣到分數、小數的乘法時，不免又落入程序性計算練習的循環中。因此三

年級的整數乘法教學不容小覷，如何逃脫機械式練習，讓學生學得更有感覺、

更有自信，是研究者想探究的目標。 
李源順（2013）提出數學感教育理論以數學感內容理論為知識系統，以一

個起動機制、五個核心內涵為教學策略、多元優選的教學方法，從學習的根本

著手，目的是要讓學生把數學學得有感覺，既學得好又快樂。為了讓老師和學

生有具體可行的教與學策略，提出五個核心內涵（舉例、簡化、畫圖、問為什

麼、回想），提升學生的數學感。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三年級學生對整數乘法之理解，因礙於篇幅，僅報導

數學感五核心之三（舉例、畫圖、問為什麼）的表現，期盼分析結果能提供教

學者作為教學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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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數學感 

李源順與林福來（1998）將「數學感（Mathematics Sense）」定義為「人們

能從數學材料中抽取其直觀意義的高層次思維」，教學過程若能強調直觀，並且

讓學生對所學的數學做合理的判斷與聯結，學生對數學的感覺便會加強。當學

生擁有合理判斷的能力便可以在解題的過程中，根據情境需求隨時調整策略；

當學生能夠把所學的數學知識與生活經驗聯結，知識網路才會寬廣，才能對數

學有強烈的感覺。 
要如何營造學生的數學感呢？李源順（ 2013）指出「營造數學感

（Mathematics Sense Making, MSM）」，就是「學童對所學的數學有概念性的瞭

解，再內化為程序性知識，使程序性知識變得有意義，之後才能進行解題、連

結、推理、溝通、表徵，以及後設認知的學習，最後達到從數學材料中抽取其

直觀意義的高層次思維。」 
二、數學感五個核心內涵 

高層次的思維是無法一蹴可幾的，因此李源順（2015）提出一起動機制、

五個核心內涵的教、學策略。五個核心內涵如下： 
（一）一個起動的機制：讓學生說：讓學生說出他的困難、他學會的內容。 
（二）五個核心內涵： 
1.要學童舉例（例如，對 12×8 的算式舉一個文字題、應用問題），再解答。

目的讓學生對學的算式或者概念有意義。 
舉例不等於擬題，擬題只是舉例的一部分。例如：當我們要學生舉例什

麼是小數，學生可以說出 0.4、0.23。不一定要擬出完整的數學問題。 
2.讓學童可以利用簡化來了解題意或解答問題。主要理論是概念推廣，目

的讓學生不會時，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瞭解問題或解答問題。 
3.讓學童可以利用畫圖來了解題意或解答問題。主要理論是表徵理論，目

的讓學童不會時，有其他的解題策略能讓問題變得具體。 
4.問學生或者讓學生問「為什麼，或者你是怎麼知道」。目的在讓學生能

概念性的瞭解所學的知識，而不是用背的。 
5.讓學童回想。這個單元的內容和…一樣，只是…不一樣。目的讓學童有

機會把所學的知識進行統整，形成數學感。 
數學感是高層次的思維，對於大多數的學童而言，沒有經過訓練較難達到。

研究者認為可以透過具體的策略（數學感五核心），教導孩子多元的思維方式、

解題策略，使其能從數學材料中提取直觀意義，對問題作出合理判斷。 
三、整數乘法概念學習的相關研究 

國內外學者對乘除法問題的相關研究廣泛，探討面向亦有所不同。例如有：

乘除運思發展、題型的難易度、乘除法解題歷程、解決乘除法問題的策略、乘

除法錯誤類型等（張學禮，2015）。 
受限於篇幅，以下簡要說明有關整數乘法的部分。 
甯自強（1994）主張將整數乘法運思啟蒙視為單位量間的轉換問題。「將數

個非 1 的單位量，轉化為以 1 為單位量」的活動。如：3 個蘋果放一盤，五盤

共有幾個蘋果？問題內容中計數蘋果時，是以一盤為單位的，共有五個單位，

每個單位是 3 個蘋果。題目問，這五盤的蘋果合起來，以一個蘋果為單位，是

多少個單位？把以盤為單位的量，轉化成以個為單位的量，就是單位量的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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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碧珍（1991）探討兒童解乘除法應用問題的解題行為，認為學童對於乘

除法應用問題的瞭解由易而難是量數同構型，叉積型、比較型、多重比例型。

學童在比較型、叉積型和多重比例型三種結構受到情境的因素而影響解題，比

較型由易而難依次是比例尺問題→倍數問題→折扣問題。叉積型是面積問題→

陣列問題→組合問題。 
陳瓊瑜（2002）比較高低能力組，高能力組受試的解題速度顯著快與低能

力組，且在整個解題歷程中的各個要素大致都能有良好的運作，其比較容易錯

誤的是計算的疏忽以及單位間換算的統整；低能力組在解題歷程中的各個要素

都可能出現錯誤，尤其在問題整合、解題執行、與問題轉譯等方面。 
林慧麗運用訪談法蒐集幼兒及一、二年級兒童的解題策略，依據抽象程度，

將幼兒的乘法解題策略分成六種，並從不同年紀學童的表現中發現發展順序

為：直接表徵法、數數法、跳數法、加法、回憶法（林慧麗，1991，整理自張

學禮，2015）。 
曾清文（2004）在受試學生的錯誤類型態分析中，發現三位數乘以一位數、

一位數乘以三位數計算能力出現學習困難比率最高，其次為二位數乘以一位

數、一位數乘以二位數的計算，再次為二位數整十乘以一位數的計算；在乘法

交換律、幾個百幾個十幾個一的幾倍出現學習困難的比率最低。 
整數乘法之相關研究眾多，多聚焦在學生在解題時迷思概念的分類與分

析，再提出合適的教學建議。目前國外研究仍以偏重某個教學策略為主，尚無

完整的「數學感」相關研究；而國內研究發現營造數學感對學童的後設認知有

正向提升，但仍以個案研究居多（江芃琬，2017）。研究對象大多是高年級，較

少出現中低年級的研究。 
於是研究者希望以「數學感五核心」探討三年級學童對乘法的表現，但礙

於篇幅只能報導其中的三個核心。希望透過施測結果，能讓教學者教學前瞭解

學童對整數乘法的起點概念，提供教學者作為教案設計的參考，能讓學童在學

習過程中，先增進其概念性知識，再內化為程序性知識，最後進行解題活動，

藉此營造學童的數學感。 
     

參、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桃園市某公立國小三年級 54 位學生為研究對象，

參考三年級數學教材，透過自編的數學表現檢測卷，檢測學生在整數乘法單元

表現為何。 
試卷題目共有 9 題(如表 1)，題目不同於一般試卷，採半開放式的問答，檢

測學童是否具有數學感(畫圖、簡化、為什麼，舉例、回想)與數學能力(概念性

瞭解、程序性知識、應用解題)。五核心比重如下：畫圖一題、為什麼四題、舉

例一題、回想兩題，由於三年級的教材數字不大，較少有機會運用「簡化」，因

此檢測卷未放入此核心試題。數學能力比重如下：概念性瞭解四題、程序性知

識三題、應用解題五題。受限於篇幅，本研究只分析三題，分別是第二題(舉例)、
第五題(畫圖)、第七題(為什麼)。 

施測時間點為三年級上學期，學童在二年級已學過「一位數乘以一位數、」，

但尚未進行「二位數乘以一位數、三位數乘以一位數」的課程教學。施測時間

為一節課 40 分鐘。 

167

2018年第十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8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編制問卷的過程中，製作雙向細目表確保試題從數學感五核心與數學能力

兩個面向來設計，因此具有內容效度；並與數學教育專家、實務教師多次討論，

刪除不適當題目，增加合適的題目，因此具有專家效度。 
表1 數學感檢測單雙向細目表 

卷

別 

題

號 
內容 

數學感五核心 數學能力 

畫

圖 

簡

化 

為

什

麼 

舉

例 

回

想 

概

念 

程

序 

解

題 

數

學

感

檢

測

卷 

1 乘法概念性知識         

2 兩位數乘以一位數         

3 說明交換律(為什麼)         

4 乘法問題(倍數型)         

5 乘法問題(等組型)         

6 乘法問題(笛卡爾積型)          

7 兩位數乘以一位數         

8 乘法問題(兩步驟問題)         

9 連結、統整舊經驗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受限於篇幅，本篇從完整的檢測單中挑選部分試題，分析學童在「舉例、

畫圖、說為什麼」這三項數學感的表現力如何，以百分比量化的方式整理，並

做簡要說明。 
一、舉例 
題目： 

「小朋友請你幫老師出一題應用問題，讓它可以用 12×8 來算，並且求出

答案」。 
此題目的在於測驗學童是否根據題目所給的算式，結合所學的數學知識與

生活經驗，透過思考設計出數學問題，再以數學知識或方法解決問題。分為舉

例、計算兩部分。 
舉例部分，有 46.3%的學童能列舉出完整的題目(如表 2)，包含情境敘述、

解題條件、待答問題，列舉的題目大多是等組型問題，皆以日常生活經驗中的

離散量布題，像是數餅乾、購買文具、零食(如圖 1 左)，並無出現連續量的情

境結構。其中僅有 3.7%學童能舉出倍數型問題(如圖 1 右)。2%的學童未能舉出

合理的問題(如圖 2)。此題舉例部分空白率高達 51.9%。 

計算部分，40.7%的學童可以正確解題(如圖 3 左)。25.9%的學童計算錯誤(如
圖 3 右)。33.3%的學童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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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第二題答對率分析 

第二題 

舉例(100%) 
計算

(100%) 等組型 倍數型 矩陣型 
笛卡爾積

型 
不合理 

正確 42.6% 3.7% 0% 0% 

2% 

40.7% 

部分 

正確 
0% 0% 0% 0%  

錯誤 0% 0% 0% 0% 25.9% 
空白 51.9% 33.3% 

 

  

等組型問題 倍數型問題 
圖1 「第二題應用題舉例」完全正確舉隅 

 

 
圖2 「第二題應用題舉例」不合理舉隅 

 

 
 

計算正確 計算錯誤 
圖3 「第二題應用題計算」舉隅 

二、畫圖 
題目： 

「1 盒有 24 塊餅乾，4 盒共有幾塊，請用畫圖方式表示題意，列式並求出

答案。」 
此題目的在於測驗學童是否有將抽象的數量關係具體化的表徵能力，並解

決問題。分為畫圖、計算兩部分。 
畫圖部分，76%的學童能畫出正確的圖形表徵(如表 3)。其中 20.4%的學童

能將題目的 24 視為一個單位，畫出 4 個 24 的表示方式(如圖 4 左)，說明如何

列式(24+24+24+24 或 24×4)。另外的 55.6%的學童將題目的 24 畫成 24 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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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畫出 4 個群組，得到 96 個一，同時說明列式與結果 96(如圖 4 右)。在畫圖時，

多數學童可以有規律地表示畫出整齊排列圓圈，以 6 乘以 4 或 8 乘以 3 的方式

排列，也有以 10 個為一排畫出 2 排又 5 個，只有 9.25%學童 (5 人)以凌亂作圖。

5.6%的學童畫出錯誤的表徵，18.5%的學童空白或是與題意無關(如圖 5)。 
研究者推論低年級的課程提供大量的畫圈練習，讓學童習慣「1」的表示方

式，到中年級數字變大，教材上較不重視圖形表徵，學童的練習機會變少，因

此學童的表徵習慣沒有改變，較無法推廣到以單位量的方式呈現。 

計算部分，正確占 59.2%，錯誤占 27.8%，計算空白占 13%(如表 3)。使用

乘法計算占 68.5%，使用加法計算占 18.5%(如圖 6)。 
表3 第五題答對率分析 

第五題 
畫圖(100%) 計算(100%) 

以 24 為一個單位 以 1 為一個單位 乘法 加法 

正確 20.4% 55.6% 48.1% 11.1% 

錯誤 5.6% 20.4% 7.4% 
空白/無關 18.5% 13% 

 

 

  
說明列式 說明列式與結果 

圖4 「第五題應用題畫圖」完全正確舉隅 

 

  

錯誤 無關 

圖5 「第五題應用題畫圖」錯誤與無關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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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法計算正確 乘法計算錯誤 加法計算正確 加法計算錯誤 

圖6 「第五題應用題計算」舉隅 
三、說為什麼 
題目： 

「請計算 28×5 的答案，並說明為什麼可以得到這個答案」。 
此題目的在於測驗學童是否理解乘法直式的概念知識，並計算答案。分為

說明為什麼、計算兩部分。 
說明為什麼的部分，13%的學童能以位值概念說明正確(如圖 7)。42.6%的

學童進行乘法直式運算，16.7%的學童以連加的方式計算，兩者皆未能解釋運

算過程，僅能得出答案(如圖 8)。受試學童以計算過程說明答案，研究者推論可

能是：一、誤解題意，題意是問「為什麼可以得到」，要求學童說明計算過程中

位值意義，而學童誤以為如何得到「答案」。二、錯把程序性知識當作概念性知

識，以為懂得計算便是會了。空白或無關題意則占 27.8%。 
計算部分，正確率 44.4%、錯誤率 27.8%、空白或無關 27.8%(如圖 9)。 

 

表4 第七題答對率分析 

第七題 說明為什麼(100%) 計算(100%) 

正確(位值概念) 13% 44.4% 

錯誤 1(乘法直式) 42.6% 
27.8% 

錯誤 2(連加方式) 16.7% 
空白/無關 27.8% 27.8% 

 

  

圖7 「第七題說明為什麼」正確舉隅 

 

  

錯誤 1：乘法直式運算 錯誤 2：連加 

圖8 「第七題說為什麼」錯誤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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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錯誤 無關 

圖9 「第七題說為什麼」計算錯誤與無關舉隅 
 

伍、結論與建議 

此份問卷是在受試學童還未學習過三年級乘法單元(兩位數乘以一位數、三

位數乘以一位數)，測試學童在低年級所學的相關乘法概念是否能類推到三年級

的課程。 
在舉例方面，近五成的學童能舉出合理的例子，證明學童有乘法有一定的

理解，知道什麼情境下適合使用，而不僅只是懂得程序性的運算而已。分析學

童所舉的例子可以發現，等組型題目最多，倍數型只有兩人，矩陣型雖在二年

級課程有出現，但完全沒有學童寫出。出題類型不夠多元，研究者推測可能原

因有二：一、雖然生活經驗中也會有排隊伍的時機，但教師教學時較少以題型

做示範，二、課本的布題多以乘法的啟蒙例，較少出現挑戰度高的其他類題。(笛
卡爾積型與面積型的題目並未出現在低年級教材中，在此就不予以討論) 

在畫圖方面，大部分的孩子都去有表徵能力，但在表現程度上有分別。

55.6%學童以一為一個單位，將題目的 24，畫出 24 個圓圈、圖案，回答時將列

式與答案同時呈現；20.4%學童能以 24 為一個單位畫，寫出 24 這個文字符號，

表示出結果。並未出現與數線的表徵方式，且全部的孩子皆以離散

量作圖。可見即使課本中有多樣的情境、多元的表徵方式，若教師未提醒學童

留意，學童仍只能用基本的表徵手法。研究者建議教學者可以在教學中，在解

題前多留意課本的表徵方式，多舉例不同表徵的方式，讓學童去比較、辨識、

解釋，讓學生對數學運算更有感覺。 
在問為什麼方面，可以發現大多數的孩子在乘法計算上沒有問題，然而在

說明為什麼的部分卻只能以計算步驟解釋答案，只有 13%的學童以位值運算方

式說明兩位數成以一位數的過程。從此部分可以觀察出，學童對於乘法的程序

性知識佳，卻對乘法的概念性知識卻不一定了解。研究者建議教師可以在教學

過程中，多問學童為什麼，提供學童思辨的機會，讓學童有機會練習口頭表達

或以文字方式敘述自己的思考歷程，教學者也可以藉此檢視學童的想法，讓學

童能概念性理解所學，而不是用背的。 
從研究結果發現，學童的數學能力分配不均，程序性知識表現較佳，概念

性瞭解與解題應用較差。在三個核心的檢測下，只有畫圖答對率較高，「舉例」

與「說明為什麼」的錯誤率（含空白）超過 50%。可見學童的數學感仍有進步

的空間。 
為了營造學生的數學感，研究者建議教師可以參考以下幾點：1.讓學童多

舉例。教師可以從中審視學童能否在正確的情境下運用，判斷對此數學觀念是

否了解透徹。2.多讓學童畫圖。讀題後引導學童找出解題線索並以表徵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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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題意，可以減輕學童的認知負擔。3.多問學童為什麼。讓學童與教師在課

堂間進行對話，深化概念的理解。讓孩子有更多元的學習，進而擴展學生的視

界，將數學學得更有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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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Integer Multiplication Learing 
Performance of Third Graders：A Case of Three of Five 

Core Conno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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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ird graders’ five core ideas of mathematics sense 
by using “Making Examples, Drawing, Asking Why” strategies using questionnaire 
method in Integer Multiplication. Fifty-four students from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Taoyuan County, were tested with an questionnaire contains questions of 
multiplications. This result shows 46.3% students can making examples in 

reasonable situation, 76% students were able to present equations in drawings and 
only 13% students were able to rationally explain answers using multiplication. This 
result indicates most students can solve multiplication problems, however, they can 
not make reasonable explanations for the meaning of multiplication.  
  Thus, teachers are advised in their teaching to emphasize more on the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s by ploy-methodology teaching-and-learning strategies to 
help students internalizing their procedural knowledges. Make students have more 
Mathematics Sense. 
 
Keywords： Integer Multiplication, third graders, mathematical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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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結構系列化推估法在國小四年級小數乘法上之應用 
 

 陳琳暐1 胡豐榮2 
1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學系inompetent@gmail.com 

2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學系fengrung@mail.ntcu.edu.tw 
 

摘要 

本研究旨瞭解臺中市國小教師在四年級小數乘法概念的教學順序，再依據

多數教師偏好之教學順序，以教學結構圖系列化推估理論，推估其所屬之教學策

略類型。最後透過教師個別訪談，探究不同教師使用不同教學順序之原因。盼對

國小教師在小數乘法教學上有所幫助。主要之研究結果如下： 
一、 調查發現小數乘法概念的教學順序，其初期前提課題，分為四大類，分別

為：(1)課題一，一位純小數乘以一位整數 (2)課題七，察覺小數的乘法和

整數乘法的異同 (3)課題八，處理乘數是 10 倍、100 倍 (4)課題九，計算

幾個 0.1、幾個 0.01 是多少。 
二、 35%以上教師，傾向以系列 1, 2,3, 4,5, 6, 7,8,9O = 之順序來進行小數乘法概念

之教學。在小數乘法概念之九個教學課題中，多數教師對課題七，察覺小

數的乘法和整數乘法的異同之教學看法差異較大。 
三、 經教學結構系列化推估法，得到系列 1, 2,3, 4,5, 6, 7,8,9O = 之教學，屬於基礎

型之教學策略。 
四、 不同的教師使用不同的教學順序分別受到教師的學科教學知能、學校的區

域特性之因素影響。教材內容的編排則不影響教師對教學順序之安排，多

數國小教師即使教科書版本相同，而教學順序也不盡相同。教學順序影響

學生學習順序，並對其學習成就造成影響。 
 

關鍵字：小數乘法、教學順序、教學結構系列化推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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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現今科技化的生活，數學知識與能力的運用，已成為學生日常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基本能力，而數學學習領域的目標，即在幫助學生獲得生活中相關數學的

知識，並建立完善的學習風格與數學素養。是以，檢視現今國小數學課程(康軒

版、南一版、翰林版)，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概念時，小數相關單元，至少有十

個，且分成小數的概念、小數的計算與小數的應用三大部分，顯示小數在國小階

段的重要性 (李孟柔，2003)。另外，小數的相關文獻研究指出，國小學生在小

數的學習不盡理想(劉曼麗，2003)，其中，在小數的乘、除法的計算，又比加、

減法的計算，更讓學生覺得困難(艾如昀，1994；劉曼麗，2004；Fischbin, Deri & 
Marino, 1985)。探究其主因，在於加、減法是單一向度，而乘、除法的向度較為

複雜(林碧珍，1991；Greer, 1992)。此外，研究者在國小教學現場，也實際遇到

上述情形。因此，萌生以四年級小數乘法概念為主題之問題意識。 
回顧近年來，教學現場的脈動，不僅吹起一股由柏格曼和山姆斯，為缺課學

生而產生翻轉教室的教學模式(Bergman＆Sams , 2012)，又以日本學者佐藤學所

推動的「學習共同體」，成為國內教改的顯學(佐藤學，2012)，因翻轉教學為主

的學習共同體，提倡把學習主體還給學生，並能因材施教(朱偉麗，2013；李宗

薇，1998；郭靜姿、何榮桂，2014；黃政傑，2014；藍順德，2002；羅志仲，2014)。
然而，相同的教學單元在不同版本的教科書，編排的教學內容順序不盡相同，而

教科書內容的編排順序，又是造成學生學習困難或產生迷思概念的原因之一(李
柏儒、郭輝煌、李仲瑜、王瑀、許天維、胡豐榮，2012；賴慧鞠、許敬平、黃之

敬、王櫻娜、許天維、胡豐榮，2013；中內辰哉、竹谷誠，2006；松居辰則、

平嶋宗，2010)。因此，以學生為主體，為學生編排符合其能力的教學順序，儼

然是個相當重要的課題(船橋芳雄、笠島裕史、竹谷誠，2005；富田聡、竹谷誠，

2009)。 
再者，以正確的教學結構圖為前提，竹谷誠、船橋芳雄、中內辰哉三位學者，

在2007年從嚴謹的理論觀點，建構系列化教學順序(strategic task sequencing)，證

實教學結構圖對教學活動之進行，有其重要的影響，並提出四種不同的教學策略，

分別為脈絡型、基礎型、應用型與非脈絡型。又因過去以四年級小數乘法單元，

所進行的研究，主要以解題、迷思概念與準實驗研究為多數，鮮少以教學順序影

響學生學習風格或素養之程度所進行之研究。基於此，本研究擬以問卷蒐集國小

教師在四年級小數乘法概念的教學順序，再依據多數教師偏好之教學順序，以教

學結構圖系列化之理論，進行推估其所屬之教學策略類型。最後透過與部分教師

個別訪談，探討其使用不同教學順序的原因，盼對國小教師在小數乘法教學上有

所幫助。 
二、名詞釋義 

(一)小數乘法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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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指小數乘法概念，是針對國小四年級之課程，其內容分別是：(1) 一
位純小數乘以一位整數 (2)一位純小數乘以二位整數 (3)一位帶小數乘以二位整

數 (4)二位純小數乘以一位整數 (5)二位小數乘以一位整數 (6)二位小數乘以二

位整數 (7)察覺小數的乘法和整數乘法的異同 (8)處理乘數是10倍、100倍 (9)計
算幾個0.1、幾個0.01是多少，合計九個教學課題。 

(二)教學結構圖系列化推估 
本研究所指之推估，主要以賴慧鞠等人於2013年所提出之推估理論，以圖論

( , )G V E= 為基礎，其中V 為全部課題所成之集合，E 為課題與課題之上下位關係

所成的集合，經改良其候選課題之集合，所得之推估理論。 

貳、 文獻探討 

一、小數乘法概念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能力指標 
目前國民小學數學課程使用之教材係依據教育部民國九十七年推行實施之

九年一貫課程之數學學習領域綱要編製而成。本研究以國小四年級小數乘法概念

為內容範圍，有關小數乘法的能力指標分布在數與量主題中，以下針對國小四年

級小數乘法概念相關能力指標、分年細目、分年細目詮釋，整理如表 1 所示。 
表 1  97 年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國小四年級小數乘法概念之分年細目詮釋表 
分年
細目 內 容 及 詮 釋 對應能

力指標 
4-n-12 能用直式處理二位小數加、減與整數倍的計算，並解決生活中

的問題。 
N-2-13 

  

說明 

 本細目的重點，在於讓學童理解這與整數之四則直式計算幾乎相
同，其關鍵在小數點位置的處理。 

 4-n-09 與 4-n-11 中小數之學習應注意和量的結合學習，如「樓層高
3.25 公尺」、「兩地距離 24.56 公里」、「箱子重 5.32 公斤」、等。並在
量的情境中做各種比較與計算。 

資料來源：教育部 (2008)。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數學學習領域課程綱要。臺北

市：教育部。 
二、教學結構系列化之推估理論 

定義 { }1 2, , , nV v v v=  由基本概念或知識所組成之集合， 1 2, , , nv v v 簡稱為教

學課題； { }1 2, , , nE e e e=  由有向邊所組成之集合，用來刻畫教學課題之間的順

序關係，非線型的教學結構圖是由V 與 E 所構成之有向圖 ( , )G V E= 。系列O將

集合V 中的元素，依序排出一直線之順序，提供了先教哪個課題，再教哪個課題

之功能，稱教學結構圖系列化。當 iv 可到達 jv 時，定義 iv 為 jv 的前提課題且 jv 為

iv 的目標課題。設 ijf 為 iv 與 jv 的共前提性指數， ijg 為共目標性指數，本研究將

李柏儒等人（2012）之定義略作修正，將 ijf 與 ijg 定義為： ijf = ( ( ) ( ))∩p i p jn S v S v ，

ijg = n ( ( )o iS v ∩ ( )o jS v )。其中， ( )p iS v 表示為課題 jv 之前提課題所成之集合，而

( )p jS v 表示為課題 jv 之前提課題所成之集合； ( )o iS v 表示為課題 iv 之目標課題所

成之集合，而 ( )o jS v 表示為課題 jv 之目標課題所成之集合。設 ijθ 為 iv 與 jv 的系列

化指數，參考賴慧鞠等人於 2013 年所提出之推估理論，在各階段系列化指數

( , )ij i j ij ijv v f gθ θ α β= = + 尚未開始計算之前，候選課題之集合，就已經先決定出來

了。本研究將候選課題 jV ，改良成為是由滿足下面兩條件之課題所構成，與 ,α β
之值無關：一、若課題u 被選入 jV ，則u 必須與課題 1 2 1, , , jv v v − 中的任何一個有

緊鄰關係。二、若課題u 被選入 jV ，則u 之所有前提課題所成的集合，必須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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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 , jv v v − 之子集。 
教學結構系列化之推估，即是在既有的教學系列 1 2 1 1, , , , , , ,i i n nO v v v v v v

− −
=   之

下，逐一檢視每一個階段，如何取 ,α β 的值，才能使得該階段被教學者所教的課

題之系列化指數 ( , )ij i j ij ijv v f gθ θ α β= = + 達到最大。由於 ,α β 的取值，可以從平

面座標的四個現象分別考慮來決定，因此，假設上述系列O中進行到第 j 階段，

則：一、若 j jv V∈ ，則本研究令在第 k 象限( 1, 2,3, 4k = )，α 與 β 之最佳解集合為
k
jA 與 k

jB 。 利 用 集 合 直 積 (product) 的 表 徵 ， 其 解 等 價 於 下 面 集 合 ：

( ) ( ) ( ){ }1 1, : , , ,k k
j j j j j jA B v u v v u Vα β θ θ− −× = ≤ ∀ ∈ 。二、若 j jv V∉ ，則令 k

jA φ= ，
k
jB φ= 。 

所謂教學結構系列化之推估理論，乃利用指標函數(indicator function)來定義

隸屬度函數(membership function)。設 ( )k
jF α 與 ( )k

jG β 為指標函數，將其定義為：

1,
( )

0,

k
ik

i k
i

A
F

A

α
α

α

 ∈= 
∉

，
1,

( )
0,

k
ik

i k
i

B
G

B

β
β

β

 ∈= 
∉

。設 ( )kµ α 與 ( )kη β 為隸屬度函數，其

定義為：
1

1( ) ( )
n

k k
i

i
F

n
µ α α

=

= ∑ ，
1

1( ) ( )
n

k k
i

i
G

n
η β β

=

= ∑ ，其中 ( )n n V= 。因為 1α β+ = ，

故可得下面性質： 1 1( ) (1 )µ α η α= − ， 2 2( ) (1 )µ α η α= + ， 3 3( ) ( 1 )µ α η α= − − ，
4 4( ) ( 1)µ α η α= − 。(船橋芳雄、笠島裕史、竹谷誠，2005) 

根據上面的性質，可知欲建構教學結構圖系列化之推估理論，僅需計算

( )kµ α ( 1, 2,3, 4k = )即可。另外，設 ( )M x 為教學結構圖系列化之推估函數，

0 1x≤ ≤ ，將其定義為： 
12(4 1), 0 ,
4

1 21(4 1), ,
4 4( )
2 34(4 2), ,
4 4
33(4 4), 1
4

x x

x x
M x

x x

x x

µ

µ

µ

µ

 − ≤ ≤

 − ≤ ≤

= 
 − ≤ ≤


 − ≤ ≤


   

很明顯地，推估函數具有0 ( ) 1M x≤ ≤ 之性質。教學結構系列化理論提到四

種教學策略類型：當 ( ) 1, Iα β ∈ 時，屬於脈絡型，當 ( ) 2, Iα β ∈ 時，屬於基礎型，

當 ( ) 3, Iα β ∈ 時，屬於非脈絡型，當 ( ) 4, Iα β ∈ 時，屬於應用型，因此 ( )M x 在 
10
4

x≤ ≤ ，
1 2
4 4

x≤ ≤ ，
2 3
4 4

x≤ ≤ ，
3 1
4

x≤ ≤ 的區間裡，剛好分別表示基礎型、脈 

絡型、應用型、非脈絡型教學策略。藉著推估函數 ( )M x 之圖型，找到最大值落

在哪一區間裡，便可推定所屬之教學策略型態，當最大值同時橫跨兩個區間，則

以區間最長的部分對應之教學策略型態，來推定欲推估之系列化所屬之教學策略

類型(竹谷誠、船橋芳雄、中內辰哉，2007)。 

參、 研究方法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欲探討臺中市國小教師在四年級小數乘法概念的教學順序，並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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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2 

3 

學結構圖系列化之理論推估其所屬之教學策略類型，並探究其使用不同教學順序

的原因。基於研究主題與研究目的，本研究之研究工具為研究者自編「國小四年

級小數乘法概念之教學順序問卷」，茲將問卷編製過程說明如下：研究者先行參

考現行國民小學數學領域小數乘法教材以及教師手冊內容，再參酌小數乘法概念

之相關文獻，配合國小學童認知發展，設計九個教學課題，如表2，並依據概念

之間的數學關係，制定教學結構圖草案並邀請專家進行討論。參與專家中，有碩

士學歷且具有多年數學教學經驗資深教師四名，大學教授一名，共五名，以焦點

團體訪談方式，建構國小四年級小數乘法概念之教學結構圖，如圖1所示： 
表 2 四年級小數乘法之教學課題 

                     
 
                   
 
 
 
 
 
 
 
 

                    
 

 圖 1 四年級小數乘法之教材地位 
二、研究對象 

基於研究時間、人力、物力的考量下，採用立意取樣進行研究，以臺中市

之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其中學校型態為12班以下的有2所；12班以上、48班以

下有5所；48班以上的有1所，合計共10所，93位教師。其中，男教師有22位；女

教師有71位；教學年資1~5年的有23位；6~10年的有15位；11~15年的有22位；16
年以上的有33位。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利用自編問卷「國小四年級小數乘法概念之教學順序問卷」，請參閱

附錄一，蒐集國小教師教學順序之情形，並以Microsoft Excel輸入教師原始填答

之情況，再分析教師在國小四年級小數乘法概念教學結構圖問卷上之填答情形、

教師進行小數乘法概念之教學順序類型與人數比例，並以教學結構圖系列化理論，

推估多數國小教師所使用的教學順序，其所屬之教學策略類型。最後，挑選10
位教師進行訪談，蒐集填答理由與想法，探究教師使用不同教學順序之原因。 

肆、結果與討論 

一、 教師國小四年級小數乘法概念的教學順序 
以自編問卷調查臺中市93位國小教師對於小數乘法概念的教學順序使用情

形，分析結果如下：多數教師傾向以系列 1, 2,3, 4,5, 6, 7,8,9O = 之順序來進行小數

課題編號 內    容 
課題 1 一位純小數乘以一位整數 
課題 2 一位純小數乘以二位整數 
課題 3 一位帶小數乘以二位整數 
課題 4 二位純小數乘以一位整數 
課題 5 二位小數乘以一位整數 
課題 6 二位小數乘以二位整數 
課題 7 察覺小數的乘法和整數乘法的異同 
課題 8 處理乘數是 10 倍、100 倍 
課題 9 計算幾個 0.1、幾個 0.01 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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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法概念之教學。使用教學系列O的教師有33位；與O有2處不同的教師有11位；

與O有3處不同的教師有1位；與O有4處不同的教師有8位；與O有6處不同的教師

有6位；與O有7處不同的教師有4位；與O有8處不同的教師有11位；與O 有9 
處不同的教師有19位。教學順序為系列為 1, 2,3, 4,5, 6, 7,8,9O = 之受訪教師，佔 
全體的35%，其中，與教學系列O有9處不同的教師比率是第二高的，佔全體教

師20%。分析問卷結果，有多達34位教師將課題7放到教學順序前半部分第1個到

第4個之間進行教學，說明教師們在察覺小數的乘法和整數乘法的異同之教學先

後看法有明顯的不同，部分教師會將察覺小數乘法的運算規則視為學習小數乘法

的進階，而延續前面的進度來教學，也有不少教師先會將察覺小數乘法的運算規

則獨立出來，認為學生若能先理解小數乘法的運算規則，對於學生進行小數乘法

計算解題時有具體的幫助。可見在九個教學課題中，教師對「課題7：察覺小數

的乘法和整數乘法的異同」之教學看法差異較大。另外，有17位教師在進入小數

乘法單元時，選擇先教授最終目標課題之概念，若想了解這類教師的教學理念和

想法，須進一步透過訪談，才能真正得知這類教師選擇先教授最終目標課題之理

由。 
綜觀分析資料結果，可將臺中市國小教師針對小數乘法概念的教學順序之初

期前提課題分為四大類，分別為以(1)課題一，一位純小數乘以一位整數 (2)課題

七，察覺小數的乘法和整數乘法的異同 (3)課題八，處理乘數是 10 倍、100 倍 (4)
課題九，計算幾個 0.1、幾個 0.01 是多少。目前國小階段之數學教材，針對小數

乘法概念課程編排多以一位純小數乘以一位整數為最初教授之概念，恰與課題一

相符，而其中以課題七、八、九作為初期前提課題之教學順序不同於教材之編排

方式，教師使用其作為初期前提課題之原因值得探討。 
二、推估多數教師所使用之教學策略類型 

國小四年級小數乘法概念之教學結構圖，如前頁圖1所示，以下詳述推估系

列 1, 2,3, 4,5,6,7,8,9O = 之計算過程： 
(一) 1 1v = ，頂點 1 是頂點 2、4 的共同前提課題，根據教學結構圖系列化之理論，

本研究不須加入虛擬前提課題 0v 。 
(二) 2 2v = ，滿足構成 2V 之兩條件，可得 { }2 2,3, 4V = ， 
  進一步推算出滿足 ( ) ( )1,3 1,2θ θ≤ ， ( ) ( )1,4 1,2θ θ≤ 之解集合為

[ ] { } { } [ ] { } { }1 2 3 4 1 2 3 4
1 1 1 1 1 1 1 10,1 [ 1,0], 1 , 1 , 0,1 , [0,1] , 0 , 0,A A A A B B B B= = − = − = = = = =  

(三) 3 3v = ，滿足構成 3V 之兩條件，可得 { }3 3, 4V = ， 
    進一步推算出滿足 ( ) ( )2,4 2,3θ θ≤ 之解集合為  

1 2 3 4 1 2 3 4
2 2 2 2 2 2 2 2

1 1 1 1
, [ , 0], , [ , 1 ], , [ , 1 ], , [ , 0]

2 2 2 2
A A A A B B B Bφ φ φ φ= = − = = = = = = −  

(四) 4 4=v ，滿足構成 4V 之兩條件，可得 { }4 4,5V = ， 
    進一步推算出滿足 ( ) ( )3,5 3,4θ θ≤ 之解集合為   

[ ] [ ] [ ] [ ] [ ] [ ] [ ]1 2 3 4 1 2 3 4
3 3 3 3 3 3 3 30,1 , [ 1, 0], 1, 0 , 0,1 , 0,1 , 0,1 , 1,0 , 1,0A A A A B B B B= = − = − = = = = − = −  

(五) 5 5=v ，滿足構成 5V 之兩條件，可得 { }5 5,6V = ， 
    進一步推算出滿足 ( ) ( )4,6 4,5θ θ≤ 之解集合為   

1 2 3 4 1 2 3 4
4 4 4 4 4 4 4 4

1 1 1 1
, [ , 0], , [ ,1], , [ , 1], , [ , 0]

2 2 2 2
A A A A B B B Bφ φ φ φ= = − = = = = = = −

 
(六) 6 6=v ，滿足構成 6V 之兩條件，可得 { }6 6=V ， 
  由於此階段候選課題只有一個，故無系列化指數，其解集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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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1 2 3 4 1 2 3 4
5 5 5 5 5 5 5 50,1 , [ 1, 0], 1, 0 , 0,1 , 0,1 , 0,1 , 1,0 , 1,0A A A A B B B B= = − = − = = = = − = −  

(七) 7 7=v ，滿足構成 7V 之兩條件，可得 { }7 7,8,9V = ， 
    進一步推算出滿足 ( ) ( )6,8 6,7θ θ≤ ， ( ) ( )6,9 6,7θ θ≤ 之解集合為

[ ] { } { } [ ] { } { }1 2 3 4 1 2 3 4
6 6 6 6 6 6 6 60,1 [ 1,0], 1 , 1 , 0,1 , [0,1] , 0 , 0,A A A A B B B B= = − = − = = = = =  

(八) 8 8=v ，滿足構成 8V 之兩條件，可得 { }8 8,9V = ， 
    進一步推算出滿足 ( ) ( )7,9 7,8θ θ≤ 之解集合為   

[ ] [ ] [ ] [ ] [ ] [ ] [ ]1 2 3 4 1 2 3 4
7 7 7 7 7 7 7 70,1 , [ 1, 0], 1, 0 , 0,1 , 0,1 , 0,1 , 1,0 , 1,0A A A A B B B B= = − = − = = = = − = −  

(九) 9 9=v ，滿足構成 9V 之兩條件，可得 { }9 9V = ， 
  由於此階段候選課題只有一個，故無系列化指數，其解集合為    

[ ] [ ] [ ] [ ] [ ] [ ] [ ]1 2 3 4 1 2 3 4
8 8 8 8 8 8 8 80,1 , [ 1, 0], 1, 0 , 0,1 , 0,1 , 0,1 , 1,0 , 1,0A A A A B B B B= = − = − = = = = − = −

最後，可得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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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α = μ α =  , 若0 <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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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1<α 0,
1

, 若 <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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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α= 0,

, 若0<α 1,

 

根據上面計算得到之 ( )1µ α ， ( )2µ α ， ( )3µ α ， ( )4µ α ，可繪製函數 ( )M x 之

圖形，如圖 2 所示： 
 
 
 
 
 
 
 
 
 

 
 

圖 2 系列 1,2,3,4,5,6,7,8,9O = 之推估函數 ( )M x  

藉由圖 2 之 ( )M x 圖型，可得其最大值
8
9
落在兩個區間

10,
4

 
  

、
5 3,
8 4
 
  

中，

以落在區間
10,
4

 
  

中為最長的部分，該區間是屬於基礎型之教學策略。因此，論 

定待推估之系列 1,2,3,4,5,6,7,8,9O = 為基礎型之教學策略。 
三、探討不同教師使用不同的教學順序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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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訪談後發現，多數國小教師即使教科書版本相同，而教學順序也不盡相

同。以受訪教師編號 T001、T002、T004、T010 這四位教師為例，同樣使用翰林

版作為教學教材，編號T004教師則是先教被乘數是二位小數之教學，而編號T010
教師則是先進行教授最終目標課題，其中只有編號 T001、T002 兩位教師之教學

順序相同並符合教科書版本編排設計，也是本研究中最多國小教師在小數乘法概

念之教學順序。 
研究者發現上述之現象與教師的學科教學知能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有關。編號 T004 之受訪教師表示，學生若是先學會運算較複雜的被

乘數是二位小數之乘法算則，則較簡單被乘數是一位小數之乘法計算問題，對學

生可以輕易上手。而編號 T010 之受訪教師，以多年實際教學經驗表示讓學生先

瞭解小數點左移、右移對數值的意義，以利進行後續之教學概念，此說法與編號

T005 、 T006 、 T009 受訪教師之想法相同，此類教學順序與教學系列

1, 2,3, 4,5,6,7,8,9O = 差異最大，有九個不同之處。另外，研究者也發現多數教師

考量安排教學概念之先後順序，大部分以被乘數作為判斷依據，多先進行被乘數

是一位小數之教學，如課題 1、2、3，唯獨編號 T003 教師以乘數作為判斷依據，

並認為若乘數的位值越多，則乘法直式運算的計算過程會越長，困難度也相對提

高許多，因此先進行課題 2、3、6，乘數是二位小數之教學，因此該教師表 
示會使用 1, 2,3, 6, 7,8,9, 4,5O = 之教學順序。由上述可知，教師會根據實際教學 
經驗與對教學內容之認知來調整概念之間的教學先後順序。 

除了教師的學科教學知能外，學校的區域特性亦會影響到教師在教學順序上

的不同。在受訪樣本的 10 位教師中，編號 T007、T008 這兩位教師分別都在規

模 12 班以下的國小服務，兩位教師因其任教學校位於偏遠地區，該學區學生人

數較少，面臨減班問題，為招生發展特色課程，活動多元豐富，壓縮上課時間。

為了在較少的時間，完整地教完教學內容，因此編號 T007、T008 教師這兩位教

師都將「課題 7：察覺小數的乘法和整數乘法的異同」放到教學的第一個位置，

讓學生直接觀察小數乘法與整數乘法之異同後，再進行一位純小數乘以一位整數

之教學。根據訪談結果，發現採 1, 2,3, 4,5, 6, 7,8,9O = 之系列教學，檢視學生之學

習成就評量，得到屬於基礎型概念的學習，學生普遍通過率較佳，此與 Merril 
(2007)，以及 John (2016) 之研究，強調學習順序的重要性之結果呼應，確認教

學順序影響學生學習順序，並對其學習成就造成影響。 
綜合上述，不同的教師使用不同的教學順序分別受到教師的學科教學知能、

學校的區域特性之因素影響，而教材內容的編排則不影響教師對教學順序之安排、

教學順序影響學生學習順序，並對其學習成就造成影響。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經由問卷調查 93 位臺中市國小教師，發現小數乘法概念的教學順序之

初期前提課題分為四大類，分別為：(1)課題一，一位純小數乘以一位整數 (2)
課題七，察覺小數的乘法和整數乘法的異同 (3)課題八，處理乘數是 10 倍、100 
倍 (4)課題九，計算幾個 0.1、幾個 0.01 是多少，為初期前提課題。而在九個

教學課題中，教師對課題 7：察覺小數的乘法和整數乘法的異同之教學看法差異

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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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35%以上之教師，傾向以系列 1, 2,3, 4,5, 6, 7,8,9O = 之順序來進行小數乘 
法概念之教學。使用教學系列O的教師有 33 位；與O有 2 處不同的教師有 11 位；

與O有 3 處不同的教師有 1 位；與O有 4 處不同的教師有 8 位；與O有 6 處不同

的教師有 6 位；與O有 7 處不同的教師有 4 位；與O有 8 處不同的教師有 11 位；

與O有 9 處不同的教師有 19 位。 
(三)臺中市多數教師傾向以系列 1, 2,3, 4,5, 6, 7,8,9O = 來進行小數乘法概念教 

學活動，依據改良賴慧鞠等人於 2013 年所提出之推估理論，得到系列 
1, 2,3, 4,5, 6, 7,8,9O = ，屬於基礎型之教學策略。 
(四)透過與 10 位受試教師訪談，發現使用相同教科書版本之教師，其教學

順序之安排不完全相同，也發現教師的學科教學知能會影響教師的教學順序，不

論是教師自身的教學經驗、教師對課程的理解方式，都會在教師決定教學先後順

序時，具有相當的影響性。而學校的區域特性也是影響教學順序的原因之一，學

校位於偏遠地區，面臨減班問題，因此，發展特色課程，壓縮學科上課時間。為

了在較少時間完整地教完教學內容，教師便會依照課堂節數調整教學順序。根據

訪談結果，發現採 1, 2,3, 4,5,6, 7,8,9O = 之系列教學，檢視學生之學習成就評量，

得到屬於基礎型概念的學習，學生普遍通過率較佳，此與 Merril (2007)，以及 John 
(2016) 之研究，強調學習順序的重要性之結果呼應。總之，從教師訪談的過程

發現：(1)不同的教師使用不同的教學順序分別受到教師的學科教學知能、學校

的區域特性之因素影響 (2)教材內容的編排則不影響教師對教學順序之安排，多

數國小教師即使教科書版本相同，而教學順序也不盡相同 (3)教學順序影響學生

學習順序，並對其學習成就造成影響。 
二、建議 

(一)本研究僅限於臺中市之 93 位國小教師，是以小樣本進行研究，因此研

究結果不宜過度推論。建議往後之研究者可針對不同地區或不同類型之學校，以

大樣本進行研究，方能確認研究結果可推論至其他地區。 
(二)本研究所選取小數乘法概念是屬於數與量之範疇，國內外對小數的相關

論述很多，然而國小部分有關統計概念的形成與發展之研究較少。建議往後之研

究者能使用選取統計與機率單元，藉以推估多數教師偏好之教學策略類型。 
(三)本研究僅針對多數教師傾向之教學系列進行推估，建議往後研究者可針

對多種不同教學系列進行推估，再從中四種不同教學策略中挑選各挑選一名教師，

針對該班級編制測驗，並分析學生學習成果，找出最合適的學生之教學策略。 
(四)本研究證實教學結構圖對教學活動之進行有其重要的影響，故建議將此

理論全面性地推廣到實務的教育現場，如：教學觀摩之評鑑，相信會對教學者產

生極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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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國小四年級小數乘法概念之教學順序問卷 
 

敬愛的教育先進，您好： 
  非常感謝您百忙之中撥空協助填寫本份問卷，在此致上深切的感謝。這份問

卷調查的目的在瞭解國小教師在四年級數學領域「小數乘法」概念的教學順序，

以作為教育研究之參考。 
  問卷採不具名的方式進行，本人將遵守研究倫理，所填資料純做為學術之

用，絕對不對外發表個人資料，敬請安心填答。您的意見非常寶貴，衷心感謝您

的協助與填答！ 
敬祝 
   教安 

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胡豐榮教授 
研究生：陳琳暐敬上 

中華民國一Ｏ六年十月 

◎服務學校：_______市/縣 _______區         國小 
◎學校型態：□12 班以下 □12 班以上~48 班以下 □49 班以上 
◎性別：□男   □女 
◎服務年資：□5 年以下 □6~10 年□11~15 年 □16 年以上 
    下圖為翰林版數學課本四年級第八冊小數乘法之教材地位(共有 9 個課題)，
若符合課程需求教完所有 9 個數學課題，請根據實際教學經驗，利用數字 1~9，
寫出小數乘法概念之教學順序。 
                          表 1 四年級小數乘法之教學概念 
                            
 
                                    
 
 
 
 
 
 
 
 
 
                  
 
 圖 1 四年級小數乘法之教材地位 
◎ 您的教學順序： 
(   )→(   )→(   )→(   )→(   )→(   )→(   )→(   )→(   ) 

課題編號 內    容 
課題 1 一位純小數乘以一位整數 
課題 2 一位純小數乘以二位整數 
課題 3 一位帶小數乘以二位整數 
課題 4 二位純小數乘以一位整數 
課題 5 二位小數乘以一位整數 
課題 6 二位小數乘以二位整數 
課題 7 察覺小數的乘法和整數乘法的異同 
課題 8 處理乘數是 10 倍、100 倍 
課題 9 計算幾個 0.1、幾個 0.01 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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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raction multiplication of the fourth grade at elementary 
schools by utilizing the estimation of strategic task 

sequencing method 
 

 Lin-Wei Chen1 Feng-Rung Hu2 
1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2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e study aims at exploring the teaching sequence of fraction multiplication at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chung city. In addition, the estimation on four kinds of 
strategic teaching types was evaluated via the estimation of strategic task sequencing 
method . Moreover, interviews of partial teachers were performed in order to clarify 
any deep thinking of teachers at this questionnaire. Our main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According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priority of task sequencing divides 
into four classifications. They are the multiplication of one digit decimal and one digit 
positive integ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ultiplications fractions and positive integers, 
100 or 1000 multiple of multiplier, and quantities of 0.1 and 0.01, respectively. 

 2. Over 35% of teachers who attended to the questionnaire are obtained to take 
the sequence 1, 2,3, 4,5,6,7,8,9O = .  

3. The sequence 1, 2,3, 4,5, 6, 7,8,9O =  belongs to the foundation type by 
utilizing the estimation of strategic task sequencing method. 

4. The teaching sequence is affected by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and the 
area of school. However, there is no influence on the teaching sequence written in the 
textbook. Most teachers made their own teaching sequence to finish their teaching. 
Furthermore, we obtain that a teaching sequence dominates the study order taken by a  
student and causes to a certain influence for her/his learning achievement after 
interviewed ten teachers. 

  
Keywords： estimation of strategic task sequencing method, fraction multiplication,  

teaching 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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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奠基活動對於七年級生的數學學習成效與動機影響之

研究 
 

 許鳳紋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hfw94@yahoo.com.tw  

 

 摘要 

  數學奠基活動之策略是透過數學遊戲，在課前為學習準備不足的學生奠立數

學學習之基礎。本研究的目的是以「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及「直角座標」為主

題，探討在實際課堂上，是否可以藉由數學奠基活動讓學生對於數學學習在認知

及情意面上有不同的效果。本研究採用擬實驗研究方式對 113 位七年級學生進行

調查。研究結果顯示數學奠基活動雖然短時間在學習成績上看不出效果，但研究

發現數學奠基活動在實際課堂教學上不僅可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對數學的學習

自信等都有顯著正向的效果。研究也發現，讓低成就學生經過兩次的數學奠基活

動教學後，對於數學自信心與數學學習積極度方面，都比沒經過數學奠基活動或

僅經過一次的活動有效提升了。可以推斷數學奠基活動確實是可以實際進入課堂，

成為一個有效的數學教學方式。 
 

關鍵字：補救教學、直角座標平面、數學奠基活動、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 

壹、緒論 

自從研究者任教國中以年，有感於需要補救的學生對於數學的學習意願低落，

尤其遇到要考數學考試時常會有學生的表情充滿著無奈。而這次剛好也任教七年

級四個班，以上學期的三次段考成績來看，某班的段考成績常遠遠落後其他三個

班，該班導師也很關心其班級的數學學習狀況及成績，與她晤談時，其也表示學

生的學習數學動機薄弱，而也觀察到每每上完該班的數學課，一到下課時間，該

班學生便會拿球往外衝，很喜歡活動，加上去年參加師大數學奠基的研習取得數

學活動師的證書，所以決定試著將數學奠基進教室。 

  我們以往都是在學生學習數學單元發生問題時，才來思考怎樣進行補救教學。

而數學奠基活動是將補救的想法，轉到學生在學習數學單元發生之前並由活潑有

趣的數學遊戲來激發學生興趣且與補救教學相輔相成。另外，數學奠基遊戲活動

的設計與鋪陳也有適度的挑戰性及好奇性且在應用團體化內在動機於教學活動

設計方面，則有競爭動機及合作動機;亦即透過成功的團體經驗能促進學生與他

人合作及溝通能力。（林福來，謝豐瑞，2014） 
「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是學生在七年級會上到的其中一章，每遇到應用問

題時，就常不知如何解題，故在教學前實施數學奠基活動中的模組—「你排我猜」

此數學魔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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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術比一般傳統課堂的學習更加吸引學生，可帶給他們無比的興奮、想像與

好奇，是激發學習動機很好的工具，真正感受到數學既有趣又好玩。另外，引導

學生數學思考之用，採取由淺入深、逐步鋪陳的方式，並且多數含有的思維策略

和學習方法，讓學生能獲得成功的體驗，同時擁有面臨挑戰的機會與經歷，從而

鍛鍊其克服困難的意志，建立學好數學的自信心，因而改變對於數學課的看法。

（林壽福，吳如皓，2009） 

  另外，最近很夯的教育議題：數學素養，其中目的就有希望學生將所學應用

在生活上，而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的應用題就很生活化。再來數學素養也希望學

生看得懂圖表，除了統計圖表外，直角座標平面也是其中之一。學生要看得懂所

在地點的實際位置。 
  因此本研究選擇以「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及「直角座標」為主題，結合奠

基模組，探討是否可以藉由奠基活動讓學生對於數學學習在認知及情意面上有不

同的效果。 
 為達到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的待答問題為： 
 1. 數學奠基活動是否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2. 數學奠基活動是否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貳、文獻探討 

   數學素養一詞已經深入到國內各個教育層面，從國家級的教育政策、課程綱

要訂定到學校教學實務都成了主流議題。然而，什麼是數學素養？教育部提升國

民素養專案辦公室提及：  
數學素養係指個人的數學能力與態度，使其在學習、生活、與職業生涯的情

境脈絡中面臨問題時，能辨識問題與數學的關聯，從而根據數學知識、運用數學

技能、並藉由適當工具與資訊，去描述、模擬、解釋與預測各種現象，發揮數學

思維方式的特長，做出理性反思與判斷，並在解決問題的歷程中，能有效地與他

人溝通觀點。（教育部提升國民素養專案辦公室，2018） 

 
     游自達（2016）認為，數學素養的內涵已從早期有關特定數學的內容的精

熟，逐步過渡到個體現實生活關聯的思考與批判。換言之，從喜歡數學，對數學

有自信心，才有可能加深數學素養。 
    對數學學習成就落後的學生進行補救教學一直是這幾年教育當局重點推動

項目，為與教育部課後補救教學方式的「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達互補效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教育中心提出「Just Do Math」計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數學教育中心，2018），其理念是從課前為學習準備不足的學生奠立數學學習之

基礎，亦即「數學奠基活動」策略。林福來（2015）對數學奠基活動中「奠基」

兩字的詮釋是讓學生在學數學概念前，先經由能激發學生興趣的數學遊戲，讓學

生在進行數學活動的同時，也獲得數學學習內容的具體經驗，因此之後學習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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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時能夠有足夠的經驗可以進行具象、有感的學習。這也說明了數學奠基活動

可能對於數學素養提升所需要的元素：學習動機、數學自信，能帶來助益。 
由上述可知，結合遊戲是數學奠基活動要素，學生是否真的在這樣的學習活

動中達到奠定數學基礎的成效，成了研究者想要了解的議題。近年來許多研究發

現遊戲式學習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表現（Ke & Grabowski, 2007；黃毅英，2003），

以及改變學生學習的態度（Ke, 2008），藍翊綺（2012）的研究結果也顯示，遊

戲應用於數學補救教學之方案有效，值得應用與推廣。李記萱（2015）的研究也

顯示，經過桌上遊戲的補救教學學生，相較傳統講述教學的學生在數學領域學習

成就測驗較優。 

數學奠基活動所開發的模組使用了各種不同形式遊戲器材，遊戲形式也十分

多樣。如競賽活動、撲克牌、桌遊、魔術、棋子、…等。在這些不同形式的遊戲

中，數學魔術更帶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林壽福與吳如皓（2009）認為數學魔術

旨在透過魔術的新、奇、趣效果，引起學生學習數學的動機，它同時具備娛樂性

和挑戰性，能消除許多學生對於數學的恐懼感。因此魔術真得是激發學習動機很

好的工具，它讓學生真正感受到數學的有趣與好玩。張皓亭（2014）透過數學魔

術教學研究也顯示，有上到數學魔術的學生在該單元的學習成效良好，在數學學

習態度上有正向的轉變，以及透過課堂討論與發表，增進了對自我的肯定與自信。

另外，林碧珍（2017）也提及數學魔術此單元中，將魔術與現有數學課程中間的

關聯與教學目標掌握的方式，期望達到「遊戲中學習、樂在學習中」的學習目標。 

代數思維是國中數學重要的學習概念，同樣也有許多研究試圖透過遊戲增進

學生代數學習的成效。陳雅雯（2017）其研究是讓學生能透過有規律的遊戲，從

不同數字的布題及規則的操作、觀察及猜測規律，進而能透過活動列出兩個二元

一次方程式，研究結果也顯示，此活動能加深低成就學生對於代數解題的認知及

需求性。張俊傑（2012），其研究是將直角座標的內容融入 Scratch 遊戲設計中，

研究結果也顯示，接受 Scratch 融入數學領域的學生在學習成就測驗優於對照組

學生。本研究則針對七年級學生，試圖瞭解數學遊戲與數學魔術對直角座標平面

及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中數學課程的施用成效，以及對於學習動機的影響。 

 

叁、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目前持續進行中。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法，Ａ、Ｂ班為控制組，Ｃ、

Ｄ班為實驗組。另外，研究者於現有的奠基模組中挑選了「你排我猜」與「直角

坐標之軍艦棋」，各自對應到七年級目前學習單元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以及直角

坐標平面。 

活動一：你排我猜（林壽福，吳如皓，2017；林壽福，吳如皓，2009；蘇進

發，2013）。 
步驟一：教師預備一副撲克牌，從中選出 9 張紅色牌與 9 張黑色牌，共 18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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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班上徵求兩位小幫手，假設班長與數學小老師自願擔任。此時請班長詳

細洗牌(混合)，若班上同學擔心，可以再請另一位同學洗牌。 
步驟二：接著，請班長將牌分成兩堆，一堆有 7 張自己保留，另一堆則是 11 張

給數學小老師，老師看著班長與數學小老師的牌之背面，進入冥想…，然後

將預言信交給另一位同學。 
步驟三：教師預言說：「班長手中的紅色牌比數學小老師手中的黑色牌多 2 張。」 
步驟四：見證奇蹟的時候到了！請班長將手中的牌翻開，並分顏色數它們的張數，

數學小老師也是如此進行，當結果揭曉時，同學驚訝連連。 
（教師重複步驟一到步驟四，幫助學生熟悉問題。） 

步驟五：學生針對學習單的問題進行分組討論，教師請每組派一位同學上台發表

意見，最後老師給與回饋。 
活動二：直角坐標之軍艦棋（王文光，2017） 

步驟一：每個人在學習單上的方格紙可畫格子當成軍艦，軍艦的擺放只能橫擺或

直擺，分別是航空母艦（連續畫五格，可畫二艘）、巡洋艦（連續畫四格，

可畫一艘）、驅逐艦（連續畫三格，可畫一艘）。如圖一： 

第一場攻方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G                   

H                   

I                   

圖一、直角坐標之軍艦棋範例圖 
步驟二：學生兩兩一組猜拳，贏的人先為攻擊方，輸的為防守方。 
步驟三：攻方在學習單守方上畫記攻擊位置坐標，守方在學習單攻方上畫記攻擊

位置坐標。 
步驟四：兩人輪流喊坐標（轟炸），防守方要告知是否有炸到，當有炸到時就繼

續攻擊，如果沒有則攻守交換。若攻擊方將防守方某艘船完全摧毀，防守方

需馬上告知被擊沈了哪艘船，先將對方所有船隻擊沈者則獲勝。 
 
二、研究樣本 
   研究採方便取樣，選擇台北市某大型國中七年級共計四個班的學生，每班

27 至 29 人，共 113 人。四個班從國一上學期開始數學課的授課教師即為研究者

本人，A、B、C 三個班國一上學期數學平均成績相近，但 D 班的數學平均成績

則明顯低於其他三個班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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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分為三類： 

(一) 國一上學期數學期末考卷為前測考卷，試題內容為一元一次方程式與科

學記號；後測考卷兩份各自於對應的活動結束後施測，後測考卷一的試

題內容為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應用問題、後測考卷二的試題內容為直角

坐標平面。 
(二) 情意問卷共三份，奠基活動進行前的前測問卷、兩次活動結束後也各有

一份後測問卷。問卷內容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教育中心的數學奠

基模組網站資料，使用勾選題收集包含數學自信、數學焦慮….等情意

面向的問題。 
(三) 奠基活動結束後學生的學習單以及學習回饋單。 

 
四、研究流程與資料蒐集 
  正式施測前先請學生都填寫一份情意問卷。Ａ班學生每個學習單元上 4 節；

Ｂ班學生每個學習單元上 5 節，多的一節不上數學奠基活動，而是在教學時將步

調放慢；C、D 班學生每個單元上 5 節，並且在每個單元的第一節課進行數學奠

基活動。活動時間原本應為兩節課，為了不影響應有的教學進度，研究者重新修

改活動，將活動濃縮於一節課（共 45 分鐘）內進行。且在每個活動結束之後讓

學生發表討論的結果並給予反饋，並在最後請學生填寫情意問卷。兩個班級學生

使用的奠基活動材料（撲克牌、學習單）與活動流程均相同。 

表一、控制組與實驗組的差異 

組別 控制組 實驗組 
班級 Ａ Ｂ Ｃ Ｄ 
數學奠基活動 無 無 有 有 
節數 ４ ５ ５ ５ 
成績 較佳 較佳 較佳 尚可 

 
五、資料分析 
  情意問卷勾選題的部分屬於量化資料，研究者使用統計軟體 SPSS 對資料

進行研究分析。先以直交最大變異法轉軸（Varimax）對問卷的題目進行因素分

析，再進一步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與 One-Way ANOVA 檢驗這三個因素與班級，

以及班級與成績之間的關係。 

表二為 KMO 取樣適切性及 Bartlett 球面性檢定結果。結果顯示， KMO 值

為 0.92，且 Bartlett’s 球形考驗的χ2值為 2155.891，自由度為 120，p value = .000 
已達顯著水準。因此，本研究的問卷題項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圖二為將每一個題目的特徵值由大到小排列，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出從第四個

因素以後，坡度開始接近水平，表示無特殊因素值得抽取；因此本研究決定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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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共同因素，並根據其所涵括的題項內容，將三個因素分別命名如下： 
（一）「自信易學度」包含：喜歡數學活動程度、活動表現程度、活動內容豐富

程度、數學簡單程度、課程了解程度、喜歡動腦程度。 

（二）「活動效能度」包含：更能學會數學程度、喜歡數學程度、幫助了解數學

程度、希望有活動程度、多點觀念程度。 

（三）「好問樂學度」包含：多點題目練習程度、活動像數學課程度、懼怕數學

程度、能把數學學好程度、請教別人程度。 

表二、KMO與Bartlett檢定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920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2155.891 

df 120 
顯著性 .000 

 

 
圖二、因素分析之陡坡圖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文將針對情意問卷分析結果以及概念學習部分進行報告。 
一、程度高低對因素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 C 班在前測之自信易學度與好問樂學度明顯高於 D 班，但是在

後測並無顯著差異。在使用 One-Way ANOVA 檢測前後測在班級之間三個因素

分數的關係。同質性檢定之 p = .24 > .05，並未違反變異數同質性假定。檢定前

測 C、D 班在自信易學度與好問樂學度的 p 值均小於 0.05，平均差異為 3.142，
表示奠基活動進行前，C 班的自信易學度與好問樂學度均高於 D 班。但檢定活

動結束後的兩份後測問卷，C、D 兩班在全部三個因素的 p 值均大於 0.05，表示

奠基活動結束之後，原本的顯著差異被弭平了。因為數學奠基活動主要提供學生

學習的先備經驗，而數學奠基活動對於成績較佳的學生進步是有限的，相對而言，

幫助較小。因程度較佳的學生或許他們的程度已經可以彌補這樣的學習經驗，也

或許他們對於這種學習經驗的需求並不大，甚至，或許他們已具備了此學習經驗。

192

2018年第十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8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然而對於低成就的學生而言，這方面的先備經驗較少，相對的也就進步較多，所

以提供奠基活動的學習經驗效果較好。因此研究者認為，數學奠基活動對於低成

就的學生而言，提升學習興趣、學習自信、以及積極性的效果較好。 
 
二、奠基活動有助於自信易學度 
  本研究發現 C、D 兩班兩個後測卷在自信易學度的平均分數都高於前測卷。 
研究者試著比較 C 與 D 班三個因素在每次活動後與還未進行活動前的差異，雖

然活動效能度與好問樂學度的 p 值均大於 0.05，沒有顯著差異。但在自信易學度

的部分，C、D 兩個班級、兩個後測情意問卷的 p 值均為 0.00，可見每次活動結

束後，C、D 兩個班級的學生在數學學習自信上比還沒進行活動前有明顯的提升，

以及更喜歡數學了。因為數學課使用奠基活動，而奠基活動包含豐富的數學遊戲，

且遊戲對於學生而言比較能夠接受，所以學生接受了奠基活動，也就更接受了數

學課程。 
 
三、低成就學生進行愈多的奠基活動愈有幫助 
  本研究發現 D 班在第二次活動後自信易學度高於第一次活動後的自信易學

度。使用 t 檢定進一步比較兩次活動之間學生在情意面向的差異，發現 C 班的三

個因素在第一次活動後與第二次活動後沒有顯著差異；但 D 班在自信易學度的

部分，p = .049 < 0.5，平均差異約為 -3.50，表示第二次活動之後學生在情意面

向的提升幅度高於第一次活動。由此可知，數學奠基活動會讓低成就的學生愈玩

愈有興趣、也更加地喜歡數學。因為奠基活動對於低成就的學生來說，使用的頻

率越高會更增加它的強度。 
 
四、程度較佳的班級在好問樂學度較高 
  本研究發現 A、B、C 三個班在前測的好問樂學度都高於 D 班。使用 One-Way 
ANOVA 檢定前測時三個因素分數在班級之間的關係，發現四個班級的自信易學

度與活動效能度的 p 值都大於 0.05，表示沒有顯著差異。但是好問樂學度這一個

因素的 F = 4.944，p = 0.003 < 0.05，呈現顯著差異。使用 Tukey HSD 與 Schffe 法
進行多重比較發現，A、B、C 三個班級的好問樂學度都高於 D 班。可見低成就

學生對於數學這個科目的積極度較低、也更害怕數學。 
 
五、奠基活動對數學概念學習的影響 
 在兩次活動結束之後，學生各自進行了兩次測驗，兩次測驗與前測成績相差

如表三。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否進行奠基活動的班級，在活動一結束後的前後

測成績差很相近，但在活動二結束後，原本成績較低的 D 班進步的幅度並不會

輸給其他三個班級。此外，研究者由 A、B 兩班的成績結果發現，若教學內容相

同，授課節數是四節或五節其實就成績來看並沒有明顯的差異。 
表三、兩份後測考卷與前測考卷的成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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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標準誤 

後測卷一與前測考卷成績差 

A 28 -5.67 15.45 2.92 
B 29 -9.00 12.77 2.37 
C 29 -7.34 12.33 2.29 
D 27 -8.81 26.00 5.00 

總和 113 -7.70 17.18 1.61 

後測卷二與前測考卷成績差 

A 28 18.28 13.02 2.46 
B 29 12.41 19.89 3.69 
C 29 4.06* 14.67 2.72 
D 27 17.18 25.72 4.95 

總和 113 12.86 19.47 1.83 

 
其中 C 班在活動二之後成績有進步，但進步幅度特別小；在對學生進行訪

談後發現，有部分學生在進行第二次後測的測驗卷的同一個時段，也在填寫其他

科目的考卷，以至於沒有足夠的時間完成後測的考卷，進而影響到它們的表現，

故 C 班只呈現分數的結果，而不做分析討論。 
 

伍、結論與建議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數學低成就的學生對於數學學習的積極度較低，對自

己沒有信心，未來很有可能因為恐懼而放棄數學這個科目。但數學奠基活動進教

室後發現其在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對數學的學習自信等情意有顯著正向的效果。

令人感到驚喜的是，對低成就學生而言，數學奠基活動可以讓學生玩得越多，情

意面的正向影響增加更多；並且可以有效提升自信心與積極度，弭平與其他學生

在情意面向的差異。試想，當我們使用傳統教學方法試著讓學生學習，卻得到越

來越不快樂的孩子；而數學奠基活動不需要很高的成本或者很長的時間，居然會

讓低成就的學生越玩越有興趣、更加地喜歡數學、也更有動力的主動學習，推廣

「奠基」這個概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由研究結果顯示數學奠基活動雖然短時間在學習成績上看不出效果，但其可

以使低成就學生進步的幅度與其他學生相近。另外，由上述各種令人驚喜的結果，

我們可以知道數學奠基活動可以在情意層面造成良性循環，確實是優良的教學工

具。在此情況下，研究者建議未來的研究還可針對不同性別的學生加以探討，以

分析數學奠基活動進教室後，對於男女學生在數學學習成效與動機方面又有何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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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fluences of Mathematics Grounding 
Activities on Seventh-Graders' Learning Effects and 

Motives  
 

 Feng-Wen Hsu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 Educatio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Mathematics Grounding Activities (MGAs) use the strategy of mathematical 
games to provide basis of mathematics learning for less-prepared students. This study 
explored whether MGAs had different effects on students'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aspects in the topics of "systems of linear equations of two unknowns" and "Cartesian 
plane".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113 seventh-graders.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n students' grades in a 
short time period, it is discovered that MGAs improved students' interests and 
confidence in learning mathematics. It is also found that, lower-achieving students 
after two sessions of MGAs had more confindence and higher aggressiveness than 
those after one or none seesion of MGA. It can be argued that MGAs are indeed an 
effective method of teaching in the real classroom. 
 
Keywords：remedial teaching, Cartesian plane, Mathematics Grounding Activities, 

systems of linear equations of two unknow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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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國小高年級學生空間能力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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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屏東大學數學教育研究所研究生cinsi6866@gmail.com 
2屏東大學數學教育研究所教授mliu@mail.nptu.edu.tw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在空間能力之表現以及比較不同年級、性別

之國小學生在空間能力表現之差異性。本研究以自編的「空間能力測驗」為研究

工具，並將測驗分為二維旋轉、三維旋轉、二維轉換三維及三維轉換二維等四類

型測驗；前兩者為旋轉能力測驗而後兩者為轉換能力測驗。本研究選取屏東縣三

所國小高年級學生總計 307 名為研究對象進行紙筆測驗。主要研究發現：(1)學
生在旋轉能力表現顯著優於轉換能力；另在旋轉能力方面，學生在三維旋轉表現

顯著優於二維旋轉，而在轉換能力方面，學生在二維轉換三維表現顯著優於三維

轉換二維。(2)五六年級學生在整體與四類型表現上，皆存在顯著差異，且六年

級學生表現皆顯著優於五年級學生。(3)男女學生在整體表現、二維旋轉及三維

轉換二維表現上，皆未存在顯著差異；但在三維旋轉與二維轉換三維上，男生表

現皆顯著優於女生。 

關鍵字：空間能力、旋轉能力、轉換能力、展開、摺合 

壹、 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空間能力是個人生活必備的基本能力之一，也是幾何學習的題材。在生活中，

空間能力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小從地圖的使用，大到公共建築設計都用

得到空間能力，尤其現在科技日新月異，從平面的列印到立體的 3D 列印，都增

加對空間能力的應用。而在學習上，從幼兒教育一直到國、高中甚至大學，空間

能力中幾何圖形的心像操作和轉換，都是我們在學習數學上不可或缺的能力。而

旋轉能力和轉換能力都是空間能力的重要表徵(劉屾垚，2007；張碧芝、吳昭容，

2009)。另外，美國數學教師學會(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 of Mathematics，簡

稱 NCTM)(2000)在數學課程標準有關幾何的目標中，提到讓學生應用平移、翻

轉、旋轉來分析情境還有練習圖形轉換的教學活動。而英國在國家數學課程規範

(1995)中提到幾何的學習應讓學生透過翻轉、鏡射與旋轉來轉動二維圖形且讓學

生學習變換圖形。中國數學課程中也有圖形的平移與旋轉還有從平面表徵辨認與

建造一個立體物體(林美如，2007)。而我國在九年一貫數學領域課程綱要(教育部，

2003)在分年細目中提及可藉由幾何操作，讓學生平移、翻轉及旋轉圖形; 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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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認識展開圖的學習活動。這些課程也顯示出旋轉能力和轉換能力的重要性。因

此，本研究把空間能力聚焦在旋轉能力和轉換能力兩個面向。而有關轉換能力課

程在國小第三階段(五、六年級)才引入，因此本研究探討對象以高年級學生為主，

藉由對高年級學生在旋轉能力與轉換能力的表現與探討，提供給幾何教學與課程

設計之參考。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依據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即藉由自編的空間能力測驗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

的空間能力。基於空間能力類型不同，本研究分為二維旋轉、三維旋轉、二維轉

換三維與三維轉換二維四類型(見文獻探討)，又基於不同年級與性別學生在空間

能力表現有所不同，故本研究也會針對五、六年級與男、女學生進行探討。依據

研究目的形成待答問題如下： 
(一)國小高年級學生在空間能力之表現與差異為何? 
(二)不同級別學生在空間能力中的差異情形為何? 
(三)不同性別學生在空間能力中的差異情形為何? 

貳、 文獻探討 

一、空間能力 

本研究試著對空間能力的定義與內涵進行探討，以作為本研究編製測驗的依

據。早在一世紀之前就有學者對空間能力加以說明，Kelly(1928)認為空間能力是

一種對視覺形式的認知與記憶，或是對視覺形狀之心理操作，因此空間能力是一

種心智操作。之後許多學者加入研究空間能力，French(1951)認為空間能力是可

以瞭解物體在三維空間中移動圖像的能力。而 McGee(1979)綜合前人研究，歸納

分析後認為空間能力包含了空間方位 (spatial orientation)及空間視覺 (spatial 
visualization)。空間方位即能理解及操作物體位置之關係，也就是在面對所呈現

的空間形狀或方位改變時，不至於會混淆的能力；而空間視覺即是在面對一個以

圖像呈現的刺激物時，能在心中做操弄、旋轉、扭轉或翻轉的能力。左台益與梁

勇能(2001)採用McGee的定義將空間能力分為空間方位(空間關係與定位)和空間

視覺化(視覺化)兩類。空間方位包含平面圖形的旋轉與積木旋轉，而空間視覺化

則包含展開圖以及類似三視圖的題目。本研究所關注的旋轉能力即歸屬於空間方

位，而轉換能力則歸屬於空間視覺化。依據 McGee 的定義，並參考左台益與梁

勇能的分類，特將旋轉能力分為「二維旋轉」與「三維旋轉」兩類，前者是針對

平面圖形而後者是針對立體圖形；轉換能力分為「二維轉換三維」與「三維轉換

二維」兩類，前者是指將平面圖形摺合為立體形體的能力而後者是指將立體形體

展開為平面圖形的能力。 

二、空間能力相關研究 

有研究顯示，學生的二維旋轉表現優於三維旋轉(Shepard、Metzler，1971；
劉屾壵，2007；施幸玫，2010)，也有研究顯示學生的三維旋轉表現優於二維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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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蔡宛君，2013)。學生在二維旋轉與三維旋轉表現現況是值得探討的議題。另

外，有研究顯示，學生的摺合能力優於展開能力(魏春蓮，2005；陳嘉雯，2008；
黃榆婷，2010)，亦有研究顯示學生的展開能力優於摺合能力(李佳珍，2008；張

裕中，2008；黃文怜，2010)，所以本研究亦針對學生在摺合能力與展開能力表

現現況進行探究。 
有研究指出，級別越高空間能力越好(Guay & McDaniel，1977；Seng & Chen，

2000；張慧如，2006；林浚傑，2007；劉屾壵，2007；施幸玫，2010)；亦有研

究指出空間能力的高低與級別沒有顯著的關係存在(康鳳梅、鍾瑞國、劉俊祥與

李金泉，2002)。因此級別差異也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議題。長久以來性別議題

也是眾人所關注的焦點，有些研究顯示不同性別在空間能力上沒有顯著差異或各

有差異(Silverman, Choi & Peters，2007；劉屾壵，2007)。Maccoby 和 Jacklin(1974)
則對 1500 多篇有關性別差異的實徵研究進行統合分析，指出空間能力在青春期

之前是沒有性別差異，性別差異從青春期開始，男生從青春期開始獲得優勢且持

續到成人期。但也有研究指出女生空間能力表現優於男生(呂潔筠，2009；林芸

宏，2015)。而五、六年級正要步入青春期階段，在空間能力上是否有性別差異

亦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三、國內數學課程有關空間之探討 

建立良好的空間能力是幾何課程之重要核心(Van de Walle，2005)。本研究分

析國小幾何教材與空間有關的能力指標中，旋轉能力的培養是隱藏在能力指標中

的 S-1-02、S-2-02、S-2-06 及 S-2-07，而轉換能力的培養是隱藏在能力指標中

的 S-3-08 與 S-3-09。在這些能力指標的說明部分，才指出藉由幾何操作如平移、

旋轉、翻轉中培養旋轉能力，經過操作與實測，進而能確定空間的基本概念。另

外，課本中未見針對幾何圖形進行旋轉的學習，也未見針對立體形體與展開圖的

相互轉換的學習。而十二年國教在幾何方面的修改特別在三年級新增了「立體形

體與展開圖」單元，如將立體展開並以平面圖形表示、或是依據展開圖將其摺合

成立體，由此可知我國越來越重視學生的轉換能力。美國 NCTM(2000)就將「預

測與描述形體平移、翻轉、旋轉結果」以及「使用視覺化：從物體的二維表徵，

辨認與建造一個三維物體；辨認與建造一個三維物體的二維表徵」列為幾何學習

目標之中(林美如，2007)。對照美國課程後發現，我國現階段的幾何課程中，在

旋轉能力與轉換能力的培養較為不足。因此，本研究針對幾何圖形的旋轉問題以

及立體形體與展開圖的相互轉換問題顯得更加重要。 

參、 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據本研究的目的，經由文獻探討，決定適合本研究之空間能力以發展出空間

能力測驗。將測驗分為二維旋轉、三維旋轉、二維轉換三維及三維轉換二維等四

類型測驗；前兩者為旋轉能力而後兩者為轉換能力。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各變

項間的關係說明如下： 

199

2018年第十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8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I：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在不同變項下，其旋轉能力表現與差異。 
II：探討國小高年級學生在不同變項下，其轉換能力表現與差異。 

 

圖 1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正式對象為 106 學年度屏東縣三所學校五、六年級學生，有效抽取人

數共 307 位。學校 A、B 位在市區，學校 C 位在鄉鎮，學生皆來自常態分班的班

級，統計表如表 1 
表 1 三所學校學生抽取人數統計表 

地  區 學  校 年級 數學版本 人數 合計 

屏東市 A 
五 翰林 53 

106 
六 翰林 53 

屏東市 B 
五 康軒 46 

97 
六 翰林 51 

屏東縣 C 
五 南一 62 

104 
六 康軒 42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的編製主要依據九年一貫與十二年國教幾何中的圖形與空間能

力指標並參考李雲浩(2006)與劉屾垚(2007)有關空間旋轉與展開摺合之測驗。另

外，本研究為期能真正測驗受試者在心理上想像的能力，避免因形狀或長度等其

它因素干擾，故均選擇以正方形或正方體組成之平面圖形與立體形體。 
本研究將旋轉能力測驗試題分為二維旋轉與三維旋轉兩個大題，依方向分

為向右旋轉與向左旋轉，再依角度分為旋轉 90 度與旋轉 180 度。而轉換能力測

驗試題分為二維轉換三維與三維轉換二維兩個測驗各有五大題。每個測驗的第

一大題為辨認展開圖(摺合圖)、第二大題為點與點的相互關係、第三大題為邊與

邊的相互關係、第四、五大題為面與面的相互關係(分成相對的面與相鄰的面)。
測驗經預試與修正後，編製成正式測驗之分類細目表如表 2 及表 3，而二維旋轉

試題範例如圖 2、三維旋轉試題範例如圖 3、二維轉換三維試題範例如圖 4 及三

維轉換二維試題範例如圖 5。 
以空間能力測驗蒐集的資料進行分析，本測驗之信效度採用「內部一致性信

度」與「專家效度」。空間能力測驗初稿定案後，請五位專家學者協助審核鑑定，

取得專家效度後，編製成正式測驗。根據回收測數據進行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

原有 42 題，經難度鑑別分析後刪除 12 題形成 30 題，難度介於 0.26~0.82，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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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介於 0.24~0.82，本測驗 30 個題項之 Cronbach’s Alpha 值則達.892。 
  表 2 旋轉能力測驗細目表              表 3 轉換能力測驗細目表 
維
度 

方
向 

旋轉 
角度 題號 題數 

二

維 

向

右 
90 度 一 2 1 
180 度 一 4 1 

向

左 
90 度 一 1、3 2 
180 度 一 5 1 

三

維 

向

右 
90 度 二 1、3 2 
180 度 二 4 1 

向

左 
90 度 二 2 1 
180 度 二 5 1 

小計 10 
  

維度 分類 題號 題
數 

二維
轉換
三維 
 

辨認展開圖 三(一)1-2 2 
探
索
摺
合
圖 

頂點 三(二)1-2 2 
邊線 三(三)1-2 2 

面 
相對 三(四)1-2 2 
相鄰 三(五)1-2 2 

三維
轉換
二維 
 

辨認展開圖 四(一)1-2 2 
探
索
展
開
圖 

頂點 四(二)1-2 2 
邊線 四(三)1-2 2 

面 
相對 四(四)1-2 2 
相鄰 四(五)1-2 2 

小計 20 
 

 
  圖 2 二維旋轉試題範例       圖 3 三維旋轉試題範例 

 
  國 4 二維轉換三維試題範例         圖 5 三維轉換二維試題範例 

四、資料處理 

  (一)計分方式 

旋轉能力試題有 10 小題，每題 1 分，共 10 分。轉換能力試題有 20 小
題，答案只有一個的試題有 12 小題，每題 1 分，合計 12 分。答案多個的有 8 
小題，為避免低估，每題 2 分(全對得 2 分、答題少一個得 1 分)。在轉換能力試

題答案多個的有 4 大題各有 2 小題，其中二維轉換三維的第(二)、(五)大題與三

維轉換二維的第(二)、(三)大題，每小題 2 分，合計 16 分，共 28 分。旋轉能力

測驗與轉換能力測驗合計總分為 38 分。 
  (二)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描述統計」來分析全體學生，在二維旋轉、三維旋轉、二維轉換

三維及三維轉換二維之表現，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與「相依樣本 t 檢定分

析」進行性別及年級的差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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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國小高年級學生空間能力表現情形 

國小高年級學生在空間能力中的表現情形，透過描述統計與相依樣本 t 檢定

來分析，結果如表 4、表 5 和表 6。 
表 4 高年級學生空間能力測驗之描述統計表 

空間能力測驗 題數 人數 平圴數 標準差 
答對率

(%) 

旋轉能力 10 307 6.97 2.582 69.70
% 

轉換能力 20 307 15.51 7.095 55.40
% 

二維旋轉 5 307 3.27 1.526 
65.47

% 

三維旋轉 5 307 3.69 1.419 
73.75

% 

二維轉換三維 10 307 8.36 4.254 
59.70

% 

三維轉換二維 10 307 7.15 3.569 
51.09

% 
 

表 5 高年級學生在空間旋轉與轉換測驗答對率相依樣本 t 檢定摘要表 
類型 答對率平均數 N 標準差 t 值 
旋轉 0.697 307 0.258 10.267*** 
轉換 0.554 307 0.253 

 
表 6 全體學生在空間能力測驗四類型相依樣本 t 檢定摘要表 
類型 平均數 N 標準差 t 值 

二維旋轉 

三維旋轉 

3.27 307 1.526 
-5.066*** 

3.69 307 1.419 
二維轉換三維 

三維轉換二維 

8.36 307 4.254 
6.271*** 

7.15 307 3.569 
 
表 4 以學生得分情況分析，但因旋轉測驗與轉換測驗配分不同，故表 5 以答

對率情況分析。依據表 4、表 5 和表 6 綜合得知，國小高年級學生在四類型測驗

中的表現，高低依序排列為：三維旋轉、二維旋轉、二維轉換三維、三維轉換二

維。而學生在旋轉能力表現顯著優於轉換能力。另外，學生在旋轉測驗中，三維

旋轉表現顯著優於二維旋轉；而學生在轉換測驗中，二維轉換三維表現顯著優於

三維轉換二維，即在摺合表現顯著優於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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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旋轉能力測驗中，學生在三維旋轉表現顯著優於二維旋轉，與蔡宛君(2013)
研究結果相符合。在轉換能力測驗中，學生在二維轉換三維表現顯著優於三維轉

換二維，也就是學生在摺合測驗表現顯著優於展開測驗，此研究結果與魏春蓮

(2005)、陳嘉雯(2008)及黃榆婷(2010)的研究結果相符合。值得一提的是學生在摺

合表現顯著優於展開，其因可能是學校教材所附上的教具多是平面，讓學生從平

面摺合成立體，但立體後沒有再展開成平面。另外，在展開和黏合的過程中，展

開和黏合時須掌握點、邊線與面的對應位置的關係。還有，學生在轉換能力測驗

涉及點與點以及邊與邊的對應位置題目，答對率皆不高(分別為 38.9%、45.7%)；
其因可能是學校的幾何課程中，只提到面與面的相互關係，但較缺乏在點與點以

及邊與邊方面的課程。 

二、不同級別學生在空間能力中的差異情形 

以描述統計與獨立樣本 t 檢定來分析不同級別之國小高年級學生在空間能

力之差異情況，分析結果如表 7。 

表 7 不同級別學生在空間能力之描述統計與獨立樣本 t 檢定摘要表 
空間能力 年級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整體表現 
五 
六 

161 
146 

20.373 
24.815 

8.708 
8.255 -4.576*** 

二維旋轉 
五 
六 

161 
146 

2.950 
3.630 

1.532 
1.443 -3.991*** 

三維旋轉 
五 
六 

161 
146 

3.410 
3.993 

1.502 
1.257 -3.669*** 

二維轉換三維 
五 
六 

161 
146 

7.466 
9.342 

4.158 
4.155 -3.951*** 

三維轉換二維 
五 
六 

161 
146 

6.547 
7.822 

3.586 
3.439 -3.173** 

*
表示p＜.05 、

**
表示p＜.01、

***
表示p＜.001 

依據表 7 可知，在空間能力測驗中不同年級國小高年級學生，均已達顯著水

準，即六年級學生表現皆顯著優於五年級學生。此研究結果和劉屾垚（2007）及

黃文怜（2010）研究結果相符合。 

三、不同性別學生在空間能力中的差異情形 

以描述統計與獨立樣本 t檢定來分析不同級別之國小高年級學生在空間能力

之差異情況，分析結果如表 8。 

表 8 不同級別學生在空間能力之描述統計與獨立樣本 t 檢定摘要表 
空間能力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整體表現 
男 
女 

152 
155 

23.276 
21.710 

8.881 
8.613 1.569 

二維旋轉 
男 
女 

152 
155 

3.401 
3.148 

1.545 
1.502 1.454 

三維旋轉 
男 
女 

152 
155 

3.941 
3.439 

1.278 
1.508 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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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轉換三維 
男 
女 

152 
155 

8.868 
7.858 

4.347 
4.114 2.092* 

三維轉換二維 
男 
女 

152 
155 

7.039 
7.265 

3.683 
3.462 -.552 

*表示p＜.05 、**表示p＜.01 

依據表 8 分析結果可知，在性別方面，男、女學生在整體、二維旋轉及三維

轉換二維而言，均未達顯著水準；但在三維旋轉與二維轉換三維中，已達顯著水

準，顯示男生表現顯著優於女生。洪蘭在 2000 年翻譯 Moir and Jessel 所著的「腦

內乾坤-男女有別，其來有自」一書指出青春期將男女生區隔開來，男性賀爾蒙

增加男生視覺空間的能力所以當男生完全成熟時，優秀的數學能力就顯現出來了。

五、六年級剛好是學生要邁入青春期的階段，所以有些測驗男、女間無顯著差異，

而有些則顯示出男生優於女生，此研究結果和 Maccoby 與 Jacklin（1974）、許

民陽、鄧國雄、卓娟秀、李崑山與殷炯盛（1994）及左台益與梁勇能（2001）研

究結果相符合。 

伍、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國小高年級學生在空間能力表現的現況 

學生在旋轉能力表現顯著優於轉換能力；另在旋轉能力方面，學生在三維旋

轉表現顯著優於二維旋轉，而在轉換能力方面，學生在二維轉換三維表現顯著優

於三維轉換二維。 

  (二)不同年級學生在空間能力表現 

五六年級學生在整體與四類型表現上，皆存在顯著差異，且六年級學生表現

皆顯著優於五年級學生。 

  (三)不同性別學生在空間能力表現 

男女學生在整體表現、二維旋轉及三維轉換二維表現上，皆未存在顯著差異；

但在三維旋轉與二維轉換三維上，男生表現皆顯著優於女生。 

二、建議 

  (一) 對課程編修者的建議 

在研究結果中可發現，學生在旋轉表現顯著優於轉換的表現。建議現行的國

小數學幾何課程，在編排上除由淺而深的原則，在學習上，更應增加學生具體操

弄的機會，讓學生能實際動手操作、嘗試及驗證，以豐富其實作經驗。如十二年

國教中特別在新修課綱中新增加了 S-3-4 立體形體與展開圖以操作活動為主。除

此之外，亦可多利用資訊融入的方式，學生透過動態的模擬過程，提高學習興趣

並加深學生的概念，讓學生更易觀察展開摺合過程中的細節，以提昇學生的空間

能力。 
  (二) 對教學者的建議 

未來在課程的設計及規劃上，建議讓學生能有更充分的時間及操作經驗，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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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展開圖中的展開摺合過程中，增加目標物展開摺合情形的觀察，如「邊」展開

時起邊與終邊的位置，藉以協助學生建立完整的概念，培養抽象思考的能力，進

而提升空間能力的學習成效。 

  (三) 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高年級學生在旋轉能力上三維表現顯著優於二維，與多

數研究有所差異。現在的學生不再侷限於課本，在生活中接觸三維的資訊增加，

所以在空間能力的表現是否有所變化，有待未來的研究持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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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discuss the spatial ability among fifth and sixth graders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rade levels and genders in elementary schools. This study used a 

test of spatial ability specially devised for this research. This instrument includes four parts: 

2D rotation, 3D rotation, 2D transforming to 3D, and 3D transforming to 2D. The first two 

parts investigate students’ abilities with rotation, and the last two investigate their abilities 

with transformation. Using a purposive sampling method, this study recruited 307 upper 

grade students from three different elementary schools in Pingtung, Taiwan. The majo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students performed better in rotation than in transformation 

abilities; 2)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show in the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according to grade 

level on the spatial tests, while students in the sixth grade outperformed those in the fifth 

grade; 3) while gender mad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patial tests, male students 

outperformed females in 3D rotation and 2D transforming to 3D. 

 
Keywords： spatial abilities, rotation abilities, transformation abilities, unfolding, fo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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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與能力導向教科書提供學生的學習機會之比較 
 

 張逸超1 林福來2 
1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ichao1123@nhush.tp.edu.tw 

2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linfl@math.ntnu.edu.tw 
 

摘要 
本研究旨在透過素養和過程這兩個維度分別來分析數學任務的類型與任務

間轉換的過程，並比較能力導向與素養導向教科書中數學任務布置的差異，藉

此提出素養導向教科書的編輯建議。研究對象為美國「情境數學(Mathematics in 
Context)」、臺灣「國教院版」及「K 版」，採內容分析法。結果發現，素養導

向與能力導向教科書在任務類型、子模型間轉換過程及數學任務布置三個面向，

提供學生不同的學習機會：在數學任務的類型方面，素養導向的 MiC 版與國教

院版，數學任務都會兼顧到五股素養，其中約四成偏重於「合宜的推理」；而

能力導向的 K 版，其數學任務則有近九成偏重於「程序的流暢」。在子模型間

轉換過程方面，素養導向的 MiC 版過程著重於問題解決；國教院版過程著重於

表徵；而能力導向的 K 版著重於推理與證明。在數學任務布置方面，只有 MiC
版考慮到現實生活所會處理的實際問題。 
 
關鍵字：教科書分析、數學素養、學習機會、數學任務 

壹、 緒論 
一、 研究動機與背景 

2019 年是臺灣教育史上重要的一個里程碑，即將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總綱，亦是自 2004 年國中小實施九年一貫課程與 2010 年高中實施 99
課綱後最大的教育改革，以「自發」、「互動」及「共好」為理念，「成就每

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強調學生是自發主動的學習者，學

校教育應善誘學生的學習動機與熱情，並著重於「核心素養」(key competency)
的培養。這新舊課綱之間有何差異？ 

依據教育部(2003)發布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學習領域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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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逐漸成為日常生活及職場裡應具備的基本能力。」也就是說，九年

一貫課程的設計理念是以能力為指標。 
而教育部(2014)發布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中，強調「核心

素養」是在九年一貫課程的能力發展基礎上，深化與整合「知識」、「技能」

和「態度」，從而使個人可以適應日常生活與面對未來挑戰，進行終身學習。

因此十二年國教數學領綱草案(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中明確指出，「從數學

是一種語言、一種實用的規律科學、也是一種人文素養出發，課程設計和這些

特質密切搭配，應提供每位學生有感的學習機會，培養學生正確使用工具的素

養。」Husén(1967)將學習機會(Opportunity to Learn, OtL)定義為學生是否有機會

研究某個特定的主題或學習如何解決某一特定類型的問題。而新課綱不僅要提

供每位學生學習機會，更強調「有感」，而這個「有感」是新舊課綱間很重要

的差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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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什麼是有感的學習機會？我們從 Howson, Keitel, & Kilpatrick(1982)所
整理的五種數學課程進路來看，其中統整教學進路 (The Integrated-Teaching 
Approach)指的是重視奠立於情境中有感題材學習的教育意義，側重主動學習且

高度互動的學習過程。強調現實情境下的問題做為教材，跨領域知識、觀念的

交互作用下解題。學習理論還是以 Piaget，但九 O 年代後，荷蘭的現實數學教

育(Realistic Mathematics Education ,RME)則形成“ model of ,…model for ”的學

習路徑及水平數學化過渡到鉛直數學化的學習理論。 
對照十二年國教數學領綱草案，此次的課程改革是朝著統整教學進路發展，

教材應以情境脈絡為基礎(context-based)，才會讓學生有感。Törnroos (2001 & 
2004)的研究顯示，學生的學習機會有很高的比例來自教科書，且是深刻影響學

生學習成就表現。在教師的教學準備方面，許多文獻(Chambliss, & Calfee, 1999；
Newton, Newton, Blake, & Brown, 2002；Westbury, 1990)顯示，傳統的課室教學

中，教科書是教師們備課的主要來源，提供了應該教什麼、要如何教。在教科

書的內容呈現方面，不同導向的數學教科書，不僅哲學觀，其內容呈現的順序、

方法、焦點、和組織的形式上亦有明顯的差異，會影響教師教學時的呈現方式，

也影響學生數學學習的表現(Stein, Remillard, & Smith, 2007；Tarr et. al., 2008)。
歷數臺灣過去中小學的數學課程改革，從強調知識獲得的學科本位、知識建構

的學生本位、轉向九年一貫強調能力培養的能力本位，數學教育目標與觀點轉

變，教科書內容的呈現方式也會跟著改變，因此十二年國教強調讓學生學習有

感，那麼從能力導向到素養導向的教科書內容又該如何調整呢？ 
Wijaya, van den Heuvel-Panhuizen & Doorman(2015)認為學生學習解決基於

情境脈絡的任務(context-based tasks)主要是應該提供學生處理這類任務的經驗及

必要的練習。另外，目前正值數學教學改革之際，依據 Silver, Mesa, Morris, 
Star, & Benken (2009)的研究，教師所使用的數學任務類型是一項關鍵的指標，

可以作為檢驗教師教學表現是否符合數學教學改革的主張，讓學生具備改革課

程中所希望培養的能力。另外，徐偉民(2013a；2013b)也指出數學任務(問題)是
構成數學教科書的基本單位，且臺灣的現場教師在使用教科書時，幾乎完全依

據其中的數學任務來進行教學。因此本研究的分析與比較單位，選擇了「數學

任務(mathematical task)」。 
二、 研究目的 

美國 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 Center for Best Practices (NGA Center) 和
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 (CCSSO)於 2009 年提出了共同核心國家標

準(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CCSS)，對數學實踐(Mathematical Practices)部
分有 8 個標準，旨在協助落實數學內容標準，描述數學教育專業人員應該積極

協助學生發展的專門知識與能力(expertise)，這些專門知識與能力包含數學教育

最重要的「過程(processes)和素養(proficiencies)」，在數學教育中具有長期的重

要性。第一個是指 NCTM(2000)的 5 個學校數學過程標準(Process Standard)；第

二個是指 NRC(2001)的 5 股數學素養(Mathematical proficiency) (NGA Center & 
CCSSO, 2010)。這 8 個標準如下： 

(一) 對問題有感並堅持解決問題(Make sense of problems and persevere in 
solving them) 

(二) 抽象和量化推理(Reason abstractly and quantitatively) 
(三) 構建可行的論據及批判他人的推理(Construct viable arguments and 

critique the reasoning of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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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數學建模(Model with mathematics) 
(五) 策略性地使用適當的工具(Use appropriate tools strategically) 
(六) 注意精度(Attend to precision) 
(七) 尋找並利用結構(Look for and make use of structure) 
(八) 在重複推理中尋找並表達規律(Look for and express regularity in repeated 

reasoning) 
表 1 

基本理念 8 CCSS Mathematical Practice 
MP1 MP2 MP3 MP4 MP5 MP6 MP7 MP8 

一、語言 ◎  ◎ ◎     
二、規律  ◎    ◎ ◎ ◎ 
三、人文 ◎  ◎      
四、有感 ◎   ◎     
五、工具  ◎   ◎ ◎ ◎  

我們將十二年國教數學領域的基本理念對應到 8 個數學實踐標準(如表 1)，
發現它們是互相呼應的。因此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是透過素養和過程這兩個維度

分別來分析數學任務的類型與任務間轉換的過程，並比較能力導向與素養導向

教科書中數學任務布置的差異，藉此提出素養導向教科書的編輯建議。基於以

上研究目的，本研究欲解答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 經由量化分析，比較不同版本的教科書在數學任務的素養類型與任務

間概念轉換的過程的差異為何？ 
(二) 透過質化分析，比較不同版本的教科書數學任務布置的差異為何？ 
 

貳、 文獻探討 
 
教育部提升國民素養專案辦公室(2013)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綱是以素養為導

向，參考 PISA 2012(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的數學素養

定義，提出適合我國民情的數學素養定義，係指「個人的數學能力與態度，使

其在學習、生活、與職業生涯的情境脈絡中面臨問題時，能辨識問題與數學的

關聯，從而根據數學知識、運用數學技能、並藉由適當工具與資訊，去描述、

模擬、解釋與預測各種現象，發揮數學思維方式的特長，做出理性反思與判斷，

並在解決問題的歷程中，能有效地與他人溝通觀點。(p.19)」依據這個定義，國

家教育研究院(2014)建議，十二年國教的數學教材應融入「現實情境」，著重

於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而「置數學於情境脈絡中」的理念，是從被數學教

育界所推崇的「現實數學教育(Realistic Mathematics Education, RME)」之主張而

來。以下，我們先來了解這個主張。 
一、 基於情境脈絡的任務所提供的學習機會 

Freudenthal(1983)指出數學概念、結構和想法是由人類組織物理的、社會的

和精神世界的現象而產生的發現。Treffers(1987)也闡述 Freudenthal(1983)所謂的

「再發現(Re-Invention)」，提到學習者有權以一種時尚的方式重述人類的學習

過程，且概念出現在現實中的現象應該是概念形成的根源。Freudenthal(1991)更
提到數學從常識開始，並保持在常識中表達。Van den Heuvel-Panhuizen & 
Drijvers(2014)整理出了下列六項原則： 

(一) 活動(Activity)：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被視為積極的參與者，讓他們從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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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learning by doing)。 
(二) 真實(Reality)：應用數學來解決「現實生活」問題，為學生提供了將意

義附加到數學結構上的機會。 
(三) 層級(Level)：理解數學的層次是從一個「特定情況的模型(model of)」

轉變為另一種「等價情境的模型(model for)」。 
(四) 交織(Intertwinement)：數學內容領域不被視為孤立的課程章節，而是

高度整合，並為學生提供豐富的問題，他們可以使用各種數學工具和

知識，以利進行數學內部連結與外部連結。 
(五) 互動(Interaction)：學習數學不僅是個人的活動，也是一種社會活動，

支持全班討論和小組工作，讓學生有機會與他人分享他們的策略和發

現。 
(六) 引導(Guidance)：強調「引導式再發現(guided re-invention)」，教師須

營造展現數學知識建構過程的環境，讓學生「重新」發現數學。 
綜合以上所述，從教材設計的角度來看，「引導式再發現」的建模活動是

「置數學於情境脈絡中」的重要因子。而 Van Den Heuvel-Panhuizen(2003)也主

張建模活動不只產生一個子模型，而是一個模型鏈。也就是說，整個建模活動

可以是由環環相扣的數學任務來串聯，因此，素養導向的教科書需要注意每一

個單一的數學任務，亦即個別子題，更要關心單一任務與單一任務間連結的過

程，其中單一任務與單一任務間連結指的是一個「model of 到 model for」子模

型，而模型鏈是由這些子模型連結而成。 
另外，Wijaya et. al. (2015)曾調查印尼教科書為解決基於情境脈絡的數學任

務所提供的學習機會，以及這種機會與學生在解決這些任務時遇到的困難之間

的關係。他們選擇了任務的類型、基於情境脈絡的任務的目的、任務所提供的

資訊類型以及任務的認知需求類型等四個方面進行研究。並指出學習機會有三

個方面對於提高解決基於情境脈絡的任務的能力是至關重要的。 
(一) 讓學生具備真實世界背景和隱含數學過程的任務經驗。 
(二) 給學生提供缺失或多餘資訊的任務。 
(三) 為學生提供高認知需求任務的經驗。 
因此本研究基於這三個方面，透過 NRC(2001)的 5 股數學素養來分析單一

任務的素養類型、透過 NCTM(2000)的 5 個學校數學過程標準來分析子模型概

念轉變的過程，最後再比較任務敘述的差異。 
二、 素養導向數學教科書的選擇標準 

關於十二年國教數學課程的內涵，林福來、單維彰、李源順、鄭章華(2013，
p.30)提出了「知」、「行」、「識」數學素養培養架構，如下： 

(一) 「知」是指「學什麼」或者「是什麼」，為數學的內容； 
(二) 「行」是「怎麼做」或者「怎麼用」，指的是學生所展現出來的數學

能力，包括程序執行、解題、溝通、論證等等現今數學教育主要的能

力面向； 
(三) 「識」則是「為什麼」、「你認為」、「是什麼」，指的是對數學的

內在認知與情意涵養，包括概念理解、連結、後設認知、以及欣賞數

學的美。 
林福來等人(2013，p.31)主張，「以數學素養為核心理念，以知、行、識做

作為各階段課程的設計向度與查核指標，透過數學「知」、「識」、「行」的

滾動、衍化成國民基本數學素養。這些數學素養除了讓學生具備面臨與自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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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生活、社會、職業和科學所需的數學知能之外，也為學生以備妥高等教育

與職場生涯之所需的知能。」 
「知」、「識」、「行」三面向交織夾雜在一起，不像數學概念可透過幾

個教學活動設計就可傳達，需要較長時間來培養。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發展建議書也指出，「情境學習」、「專題導向」及「生活實踐」等教學應適

當整合進相關教材，以利素養的培養(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另外，李國偉

等人(2013)認為數學教學內容模組化設計，可讓教師與學生根據教學或學習的

需求，自行增添或選擇。依此，單維彰與鄭章華(國家教育研究院，2017)領導

其教師團隊共同編輯了「十二年國教數學素養導向課程設計與教學案例」，集

結數學領域在國小、國中、技高和普高四個學習階段，完成 10 份教材模組。並

透過訪談參與素養教學模組撰寫的教師與分析教學模組內容識別出六項數學素

養導向教學模組的設計原則： 
(一) 透過現實情境、寓言故事或數學史引入教材，營造數學學習需求； 
(二) 以任務鋪陳數學學習脈絡，引導學生進行探索與發展概念； 
(三) 讓學生運用相關數學知識與能力解決問題，提出合理的觀點與他人溝

通； 
(四) 教材安排從具體到抽象，提供學生有感的學習機會； 
(五) 教材設計具備多重表徵； 
(六) 學習任務具備形成性評量的功能，以評估與促進數學學習。 
也就是國教院版的教材模組是目前臺灣為素養取向的新課綱所發展出來的，

因此本研究選擇其中一個單元來進行分析。 
另外，美國「情境數學」(Mathematics in Context, MiC)是由世界主要情境教

材發展國家-荷蘭 Freudenthal 機構研究群與美國研究群所共同合作開發，同時該

教材更被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評定為最

高品質的美國中學數學教材之一(Senk & Thompson, 2003)。目的是為了反應學

生在真實世界情境中的思維與溝通的經驗，並依據美國數學教師學會(NCTM, 
1989)的課程綱要精神，以「置數學於情境脈絡中」的理念所發展出來(Romberg 
& Shafer, 2003)。由於這個版本發展的歷史較長，因此本研究也選擇其中一個單

元來進行分析。 
 

參、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先用量化分析加以統計，比較素養導向與能力導

向教科書中，數學任務的素養類型及數學子模型中概念轉變過程的分布情形；

再以質性分析，比較樣本教科書之比與比值課程中數學任務敘述的差異。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選取美國「情境數學」、臺灣「國教院版」及「K 版」

教科書中「比與比值」之教材內容，來作為研究對象。臺灣「國教院版」是國

家教育研究院所發展的「十二年國教數學素養導向課程設計與教學案例」，我

們選擇「比與比值」中的「果凍製作」單元來進行比較分析。我們相對應選擇

美國「情境數學」的「Ratios and Rates」之 A 單元來進行比較。最後，從現行

九年一貫的國小數學教科書中方便取樣，選取 K 版中的「比與比值」單元，作

為從能力指標出發的教材樣本。 
二、 分析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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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是以「數學任務」為分析單位，從每個數學任務找出其關鍵詞，例

如：MiC-A1a (MiC-A 單元 1a 子題)「How many of these cars do you think carried 
only one person?」的關鍵詞為「How … think」。分析範圍限定教學活動時間為

3 至 4 節課(每節 40 分鐘)的教科書單元內容，且包含習題。數學任務的計數標

準分為，單一任務：問題敘述僅包含一主要問題者，且只有一個數字編號，計

數為 1 題；題組型任務：一個問題包含數個子題者，每個子題有各自的數字或

英文的編號，各子題分別計數為 1 題。例如：MiC-A1 為題組型任務，「1a. 
How many of these cars do you think carried only one person? 1b. Find the average 
number of people per car and explain how you found your answer.」就計數為 2 題。

因此，MiC 版有 22 個子題；國教院版有 22 個子題；K 版有 72 個子題。而子模

型的計數標準分為，有標示活動：教科書寫明是活動一、活動二…等，計數為

1 個子模型；未標示活動：以上下文脈絡相近的歸為同一任務群組，計數為 1
個子模型；習題或課後練習：直接計數為 1 個子模型。例如：MiC 版有 7 個子

模型；國教院版有 5 個子模型；K 版有 7 個子模型。 
三、 內容分析之信效度 

在信度方面，本研究採人員三角校正法，先由兩位研究生分別找出每個數

學任務的關鍵詞及判斷那些數學任務屬於同一個子模型，再依據 NRC(2001)的
5 股數學素養定義來分析數學任務的素養類型；依據 NCTM(2000)的 5 個學校數

學過程標準來分析子模型概念轉變過程的類型。而不同歸類的資料部分，再與

一位數學教育專家進行討論與溝通，以獲得一致認同的歸類結果。 
在效度方面，本研究採專家效度，由四位研究生及一位數學教育專家共同

討論，並參考相關研究(Kilpatrick et al., 2001；NCTM, 2000)，界定 NRC(2001)
的 5 股數學素養定義與 NCTM(2000)的 5 個學校數學過程標準的判斷準則，參

與人員皆一致認同本研究之判斷準則。 
 

肆、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數學任務的素養類型分析 

CCSS 實踐標準所依賴的「素養 (proficiencies)」，指的是 Kilpatrick、
Swafford、Findell(2001)在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NRC)提出的數學素養

(mathematical proficiency)定義。他們從文獻中界定了所有學生在數學學習上所

需的素養，並以交織在一起的五股繩索來比喻構成數學素養的五項主要能力，

分別說明如下，並以 Mathematics in Context-Ratios and Rates(1998)中 A 單元的

16 個問題及國教院比與比值單元中果凍製作的 16 個問題來進行詮釋與討論： 
(一) 概念的理解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對於數學概念、運算和關係的了解。指的是數學想法的整合和功能性理解。

例如：MiC-A5a「Use index cards to represent cars and counters to represent people. 
Work with a group of your classmates to arrange several index cards and counters so 
that 1.5 is the average number of people per car. Draw a picture of your arrangement.」
教科書的使用者需使用平均的概念，來計算及安排若干張索引卡並進行比較分

析，因此我們將此問題的主要素養歸類在「概念的理解」這個向度，以「C」

來表示。 
(二) 程序的流暢 (procedural fluency)： 
能夠有彈性地、準確地、有效率地、合適地執行程序的技能。指的是對程

序的知識、何時與如何恰當地使用它們的知識，以及如何靈活、準確、高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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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它們的技能。例如：MiC-A8 子題先給一個新聞報導，並說明汽油里程是汽

車每加侖汽油行駛里程的平均數且它是以每加侖英里的比例給出的，而 Cindy
用 2.5 加侖汽油開了 50 英里，最後問「What was Cindy's gas mileage？」教科書

的使用者需準確的使用汽油里程的公式，因此我們將此問題的主要素養歸類在

「程序的流暢」這個向度，以「P」來表示。 
(三) 策略的能力 (strategic competence)： 
有能力去形成、表徵與解決數學問題。其中我們認為形成和表徵數學問題

的能力是系統的闡述數學問題，將其歸為一類，以「S1」來表示；而解決數學

問題的能力是另外一類，以「S2」來表示。例如：國教院-16(4)子題「用比來表

示這種鐵塊的重量和體積的關係」學生需用比來表徵，因此我們將此問題的主

要素養歸類在「S1」；MiC-A12 子題描述了 Sheena 計算汽油里程的方法，再問

「What is Sheena's gas mileage? Show how you calculated the answer.」學生需呈現

解決這個數學問題的歷程，因此我們將此問題的主要素養歸類在「S2」。 
(四) 合宜的推理 (adaptive reasoning)： 
能夠進行邏輯思考、反思、解釋與驗證。指的是對概念和情境之間的關係

進行邏輯思考的能力。其中我們將邏輯思考與反思歸為一類，以「R1」來表示；

解釋與驗證歸為一類，以「R2」來表示。例如：MiC-A1「One group of students 
spends one minute counting cars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each car on the highway 
on the east side of the school. They count a total of 10 cars and 12 people. 1a. How 
many of these cars do you think carried only one person?  1b. Find the average 
number of people per car and explain how you found your answer.」其中子題 1a 的
設計是引導學生思考汽車總數和人數總數的比率與個別汽車中人數之間的關聯，

因此我們將此問題的主要素養歸類在「R1」；而子題 1b 則是需要學生解釋如何

找到平均人數，因此我們將此問題的主要素養歸類在「R2」。 
(五) 建設性傾向 (productive disposition)： 
將數學視為有意義的、有用的、有價值的，相信努力學習數學會獲致成功，

並且對於自己學好數學具有信心。指的是在數學中看到意義的傾向，認為它既

有用又有價值，相信在學習數學方面的穩定努力是有回報的，並且把自己看成

是數學的有效學習者和實幹家。例如：MiC-A6「The students want to show the 
city council how the traffic would decrease if the average number of people per car 
was 1.5 instead of 1.2. Work with a group of your classmates and make a poster that 
will show this.」。學生需要進行問題解決，因此我們將此問題的主要素養歸類

在「S2」；不過這個子題的設計，除了問題解決，在任務的設計上，還模擬了

要向市議會提出交通改善方案，讓學生覺得數學是有意義的、有用的、有價值

的，我們將此問題的主要素養歸類在「建設性傾向」這個向度，以「D」來表

示。 
表 2 

版本 素養 
C P S1 S2 R1 R2 D 

MiC 版(24) 12.5% 33.3%  12.5% 16.7% 20.8% 4.2% 
國教院版(24) 20.8% 25.0% 4.1% 4.1%  41.7% 8.3% 

K 版(73) 9.7% 88.9%  1.4%    
 
由以上的實例參照，我們分析三個版本數學任務的素養類型，若有數學任

務歸類到兩個不同向度，會記數兩次，得到表 2。素養導向的 MiC 版與國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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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數學任務都會兼顧到 5 股素養，其中約四成偏重於「合宜的推理」；而能

力導向的 K 版，其數學任務則有近九成偏重於「程序的流暢」。 
二、 數學子模型概念轉變過程的分析 

以建模的觀點來看，單一任務與單一任務間連結成一個子模型的過程是學

生理解數學的層次從一個「特定情況的模型(model of)」轉變為另一種「等價情

境的模型(model for)」。例如：MiC-A1「一組學生在學校東邊的高速公路上花

費一分鐘時間計數汽車和每輛汽車的人數。他們數了共計 10 輛車和 12 人。 a.
你認為這些車中有多少車只有一個人？ b.找出每輛車的平均人數，並解釋如何

找到答案。」此任務是讓學生理解在特定情況的平均模型，也就是 model of；
MiC-A2「第二組和第三組分別計算每輛車的平均人數。他們驚訝地發現，兩組

人得到每輛車有 1.2 人的平均數字。每個小組可能分別計數了多少輛汽車和多

少人？」此任務是將平均(average)視為比率(rate)，並連結到比(ratio)；MiC-A3
「第四組學生在學校北側對汽車和人進行一分鐘的統計。他們計數 18 輛車和

21 人。比較第四組學生和其他三組學生的成績。你能得出什麼結論？」此任務

是讓學生理解在等價情境下的比與比率的模型，也就是 model for。 
從子題 1 到子題 3 的安排，可以讓學生理解「比與比率」的層次從一個

「model of」轉變為「model for」，這是整個模型鏈中的一個子模型。因此，我

們可以計數子模型的個數，但每個子模型中轉變的過程並不相同，也是我們需

要分析的部分。 
CCSS 實踐標準所依賴的「過程(processes)」，指的是美國 NCTM 於 2000

年提出了 5 個學校數學過程標準(Process Standard for School Mathematics)如下： 
(一) 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 PS)：從事事先不知道解決方式的任務。 
(二) 推理與證明(Reasoning and Proof, RP)：推理及思考分析地人們傾向注

意到在現實世界情境及象徵物件中的模式、結構、規律；且他們臆測

及證明。 
(三) 溝通(Communication, COM)：分享想法及澄清理解的方式。 
(四) 連結(Connections, CON)：當學生可以連結數學概念，他們的理解會更

深且更持久。 
(五) 表徵(Representation, REP)：表徵基於人們如何理解及使用這些概念。 
而如前述的 MiC-A1 子題到 MiC-A3 子題概念轉變的過程，主要在進行推

理，我們將此子模型的概念轉變過程歸類在「推理與證明」這個向度。 
我們分析三個版本子模型的概念轉變過程類型，若有子模型歸類到兩個不

同向度，會記數兩次，依此類推，得到表 3。素養導向的 MiC 版過程著重於問

題解決；國教院版過程著重於表徵；而能力導向的 K 版著重於推理與證明。 
表 3 

版本 
過程 

PS RP COM CON REP 
MiC 版(13) 23.1% 23.1% 15.4% 15.4% 23.1% 
國教院版(17) 11.8% 23.5% 23.5% 11.8% 29.4% 

K 版(14) 7.1% 42.9%  28.6% 21.4% 
 

三、 數學任務布置的分析 
以下我們將透過布置任務的情境脈絡、表徵的使用、發展概念的方式、課

後作業布置等四個面向來進行質性分析(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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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面向 美國 MiC 版 臺灣國教院版 臺灣 K 版 

布置任務

的情境脈

絡 

在同一個情境脈絡

下(環境與交通)布置

數學任務來發展學

生 比 與 比 值 的 概

念。 

在同一個情境脈絡

下(果凍製作)布置數

學任務來發展學生

比與比值的概念。 

在一開始安排了一

頁情境漫畫來描述

影子和實體物的比

例關係，不過接下

來布置的數學任務

不在同一脈絡下。 

表徵的使

用 

運用多重表徵來鞏

固學生比與比值的

概念理解。如第 4、
8、12 題使用表格，

第 5 題使用圖卡，

特別的是整個單元

都 未 出 現 比 的 符

號。 

除 了 使 用 比 的 符

號，也使用表格來

表徵。如第 3、5、
10 題使用表格。 

除了活動 1 第 1 題

使用表格及活動 4
第 1 題類似表格的

圖示來表徵外，其

餘各題都使用比的

符號，另外在活動 2
第 5 題則出現了兩

個相似的長方形。 

發展概念

的方式 

透過比較(第 3、10
題)、推論(第 4、9
題 ) 、 操 作 ( 第 5
題)、說明(第 7 題)
等方式來引導學生

理解比與比值的概

念。 

透過比較(第 3 題)、
推論(第 5 題)、說明

(第 9 題)等方式來引

導學生理解比與比

值的概念，而在活

動三(第 8 題)之後引

入比的符號。 

活動 1 先用表格發

展出比的概念，活

動 2 就引進比的符

號，接著採用各種

生活情境問題來讓

學生精熟比與比值

的概念及運算，強

調 程 序 性 技 能 熟

練。 

課後作業

布置 

先有 Summary，再

延續之前的情境脈

絡安排程序執行

題，最後布置一題

不同脈絡的情境文

字題，讓學生思考

比值(ratio)的意義。 

以不同脈絡的情境

文字題，來讓學生

精熟比與比值的概

念。 

布 置 了 「 數 學 步

道」，並建議教師

帶領學生在操場上

進行實作。 

最後值得一提的部分是，MiC 版並未引入比的符號「：」，而是將 ratio 訂

為「可以寫成一個數字且可用來表示平均。」也就是我們「比值」的定義，因

此避開了學生使用「比的運算規則－內項積等於外項積」來處理布置的數學任

務。另外，MiC 版也布置了第 16 題「園丁為香草園買了薰衣草植物。花園中心

的銷售人員建議每公尺種植 4 株植物。買來後，園丁在 7.3 公尺長的一行上種

植了 30 棵。另外，園丁又在 2.6 公尺長的一行上種植了 9 棵。請比較這兩行的

種植方式以及銷售人員的建議，並顯示你是如何得出你的結論的。」檢視國教

院版與 K 版，「比值」都是固定的一個數字，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常要面對

的是如 MiC 版第 16 題的情境，這個部分值得列入素養取向教科書的編輯參考。 
伍、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發現素養導向與能力導向教科書在任務類型、子模型間轉換過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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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任務布置三個面向，提供學生不同的學習機會。但研究限制上，因僅選取

了「比與比值」這個單元作為分析樣本，不能代表整個版本的全貌。另外，在

臺灣的教學現場，長期受到升學考試的影響，教師們常使用的教科書偏向於程

序解題，所以教科書的編撰要朝向素養，這之間有一段努力空間，例如所布置

的數學任務得考慮到現實生活所會處理的實際問題，而不是人造的不合理情景。

而在提供學生有感的學習機會，林碧珍、鄭章華、陳姿靜(2016)的研究建議，

素養導向的教科書應提供學生充分的機會去進行數學論證。我們的分析也發現，

素養導向的教科書應透過比較、推論、操作、說明等多樣化的方式來引導學生

理解數學概念，並且運用多重表徵來鞏固學生的概念理解。總而言之，素養導

向的教科書應能引導學生進行有系統、有目標的觀察，才能讓學生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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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ng Learning 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Literacy-
Oriented and Competency-Oriented Text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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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aipei Municipal Nanhu High School 
2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wo-fold. Firstly, it aimed to analyze types of 
mathematical tasks and the transition of tasks in textbooks. Secondly, it aim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ability-oriented and proficiency-oriented textbooks. The 
study reported the findings of content analysis of ratios and rates in the textbooks of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materials revealed in this study were one ability-
oriented textbook: the K version, and two proficiency-oriented textbooks: the official 
version textbooks used in Taiwan, and the ”Mathematics in Context (MiC)” version 
u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ability-oriented and 
proficiency-oriented textbooks offered different learning opportunities in three aspects: 
types of tasks, transition of tasks, and problem situation. In the types of tasks, 40% of 
the tasks focused on adaptive reasoning for both the Mic and the official version; 
while 90% of the tasks focused on procedural fluency for the K version. In the 
transition process of tasks, the MiC version focused on problem solving, the official 
version focused on representations, and the K version focused on reasoning and 
proving. In the problem situations, only the MiC version considered about the real 
problem students encountered in daily life.  
 
Keywords ： textbook analysis, mathematical proficiency, learning opportunity, 

mathematical 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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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數碼融入數學教學之探討與反思 
 

 陳映竹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labulabuwind@gmail.com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如何將古埃及數碼融入數學教學，並藉此對教學產生反思，考

慮改善教學的可能做法。本文的思路主要利用古埃及數碼的運算方式提供學生不

同的學習法，以消弭其對乘法的排斥感；而研究者也在經過理解學生困難及學習

古埃及人的數學中，了解到身為教師，需要用同理心去看待學生才能真正理解且

解決學生的問題。 
 

關鍵字：古埃及數碼、數學史融入教學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一些研究顯示，數學課程在中小學裡是最不受歡迎、最枯燥乏味、最沒成就

感的科目(例如楊淑芬，1992)。在研究者短暫的教學經驗中，看過不少學生因為

這樣而逐漸討厭數學。除了覺得內容過於抽象困難，需要靠教學者多加指導以及

學生自行練習外，還有很多學生是表示，數學一點感情都沒有，太過死板無聊，

只有符號文字，讀起來非常無聊。 

為了要能改善這樣的狀況，研究者希望使用數學史作為切入點，藉由其人文

性去圓融艱澀的數學。 
洪萬生(1999)曾表示，教師運用數學史至少可以分成三個層次： 
  (1) 說故事，對學生的人格成長會有啟發作用； 
    (2) 在歷史的脈絡中比較數學家所提供的不同方法，拓寬學生的視野，

培養全方位的認知能力與思考彈性； 
    (3) 從歷史的角度注入數學知識活動的文化意義，在數學教育過程中實

踐多元文化關懷的理想。 
 不只是純粹的邏輯推理而已，讓學生知道一個公式、一個定理的由來也可能

是經過一個人好奇的猜測、或是突發奇想的靈感才誕生的。另外，也能利用古人

不同於現代數學的解題方式，讓學生有更多面向去了解。 
而研究者也在閱讀學習數學史的過程中，感受到與學生相同的初次面對不熟

悉事物時的不適應感，因此了解到「同理」的重要性，對自己的教學方式有莫大

的改變，因此同時對這樣的轉變省思做下紀錄。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如何將古埃及數碼融入數學教學，並藉此讓研究者對教

學產生反思，進一步改善對教學的看法。 
 

貳、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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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數學史與數學教學 

 數學總是被認為是層層嚴謹的論證所堆疊而成的學科。其枯燥乏味又毫無情

感在內的公式符號已經讓學生興致缺缺；學習各種理論時，又無法對理論的產生

有所共鳴。於是數學就變得越來越沉悶且容易被學生排斥。楊淑芬(1992)曾提

到，為了打破這樣的情況，就是要讓數學對學生而言產生樂趣，並且讓學生感受

到數學在人類文化上所發揮的功用。因此，要了解數學知識發展的來龍去脈，數

學史便是最有關係的。 
 西方國家從將近四十多年前就開始關注數學史融入數學教育的議題，近年來

也有各種期刊或研討會的產生；其中，開始意識到數學教育必需在數學課程中為

歷史尋求定位的，便是 1972 年在英國 Exeter 舉行的第二屆國際數學教育會議

(ICME)(楊淑芬，1992)。其中就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負責討論如何納入數學史為

一種教學工具(洪萬生，1989)。爾後在 ICME 會議上，數學史與數學教育的議題

便不斷被提及。在 1980 年 ICME 第四屆的會議上，更是成立了一個專門研究數

學史與數學教學的團體 HPM(International Study Group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story and Pedagogy of Mathematics)。從此開始，數學史融入數學教

學便在國外越來越受到重視且逐漸盛行起來。 
 至於東亞國家在不久之後也跟上了此一趨勢。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系蕭文強教

授 1976 年 9 月份的《抖擻》中就發表了「數學發展史給我們的啟發」一文。文

中他談到，從數學發展史來看，數學由生產實踐而來(楊淑芬，1992)。後來在各

個學者的推動之下陸續有研討會以及研究計畫的產生。其中，洪萬生更致力於數

學史料的蒐集整理，在 2000 年 8 月開始發行了《HPM 台北通訊》（後改名《HPM
通訊》），提供任何對於數學史有想法的教師能夠在此交流相關議題。在 2000 年

時也在臺舉辦了數學千禧年：歷史、文化與教育國際研討會 (History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Challenges for a new millennium)，讓許多關注 HPM 議題

的教育學者及老師，能在這個研討會中做交流。 
 最後在臺灣的教育裡，2003 年九年一貫的課程綱要正式把數學史融入數學

教育的重要性列為基本概念(教育部，2003)。以及目前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

課程綱要裡，也將數學史列為基本理念中，幫助學生理解數學發展的一項素養，

彰顯數學知識的人文價值(教育部，2015)。 
 
二、數學史融入數學教學的重要性 

 在數學的學習過程中，不只會遇到學生無法理解公式使用的困境，也會遇到

一些因為不了解為什麼要學習這個理論，而對數學產生排斥、厭惡的情況。這個

時候可以使用數學史去提供學生一個不同的面向去解決問題；或是讓學生理解當

時這個理論產生的歷史背景，能夠了解這些知識的演化，進而較能接受。 
 像是在第四屆的 ICME 會議中，Bruce E. Mesrve 就認為數學的歷史演變，是

幫助學生了解數學及其應用的絕佳材料與資源(楊淑芬，1992)。其中所舉的例子

為埃及人面對「如何製造一正方形使其面積為原來的兩倍」這個問題。從這裡指

出，雖然概念上都是使用分配律，但不只可以用現在會使用的畢氏定理，也可以

利用幾何的方式解決。這個例子可以知道，一個我們習慣用現代數學解決的問

題，不一定僅有這種唯一的解法。透過歷史，我們可以尋找出一個更適合學生的

說明方式(楊淑芬，1992) 
 另外，蕭文強(1992)也曾整理出以下六點，運用數學史於數學教育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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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發學習動機，使學生(及教師)保持對數學的興趣和熱情。 
  (二)為數學增添「人情味」，使它易於親近。 
  (三)了解數學思想發展過程，能增進理解。 
  (四)對數學整體有較全面的看法和認識。 
  (五)滲透多元文化觀點，了解數學與社會發展的關係。 
  (六)數學史提供學生進一步探索的機會和素材。 
 而 Fauvel(1991)也提到，學生能從數學史中了解到自己不是唯一一個遇到問

題的人，能減少他們一些遇到問題時產生的壓力或者排斥感。 
 綜合上述所言，數學史融入數學教學不但可以增加一些人文美感，讓學生感

到興趣；也能提供學生不同面向的解題方式，進而削減一些對於數學的困難。此

外，老師也能在準備數學史相關教材的同時，了解數學理論發展的來龍去脈，更

能掌握其產生的背景原因，使得教學更加流暢。 
 
三、數學史如何融入數學教學 
 國內外有許多學者都有提到數學史融入數學教學的重要性；而洪萬生(1999)
特別點出數學史如何教與學，甚至為老師們作了以下的架構圖說明(如圖 1)。教

學材料融合史料文獻相互融合，並運用在教學上，並不是直接讓學生去閱讀數學

史，而是融入在老師的教學內容中。 

 
圖 1 (引自洪萬生，1999) 

 
 蕭文強(1992)也有列出幾項較為實際能夠執行的方法： 
  (一)在講課中加插數學家的軼事和言行。 
  (二)開始講授某個數學概念前，先介紹它的歷史發展。 
  (三)以數學史上的名題及其解答去講授有關的數學概念，以數學史上的關鍵

事例去說明有關的技巧方法，以數學史上的著名錯誤或誤解去幫助學生克服學習

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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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利用原著數學文獻設計課堂習作。 
  (五)指導學生製作富數學史興味的壁報、專題、探討、特輯、甚至戲劇、錄

像…。 
  (六)在課程內容裡滲透歷史發展觀點。 
  (七)以數學史作指引去設計整體課程。 
  (八)講授數學史的課。 
 教育部(2015)也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課程綱要中建議，教科書可適當編

入數學史、民族數學及數學家介紹，以引發學生興趣、培養其欣賞數學發展的素

養。 
 以上均是數學史融入教學的方法，教師除了依照單元需求去找尋相關的史料

外，也要配合學生的學習風氣及特質，搭配更能讓學生引起興趣的活動，就能讓

數學史更有效地在課堂上使用。一方面能讓學生對生硬的數學改觀，也能達到學

習不同文化、歷史背景等人文素養的效果，可說是對數學學習的一大進步。 
 
四、數學教師專業成長 
 數學不只是教導學生而已，在這個教學的過程中，教師同時也在自我學習：

無論是在準備課程前，要先了解教學內容的知識；還是在教學過程時與學生的回

應互動；或是在課後對整個教學的自我省思，都是一種教師的學習。 
 因本文的對象是數學科的教學者，因此使用 Shulman(1986,1987)與
Cochran(1993；引自姚如芬，2006)的綜合性觀點，其中分別是：數學知識(包括

數學專業知識與對此知識體系的了解、以及數學與生活或其他領域的連結與應用

之認識)、數學課程知識(係指對數學課程的目標、精神與內涵的認識與理解、以

及對於數學課程中教材地位之關聯性的了解)、對數學教學的認知(包括教師對數

學教學的主張以及能用各種有效的形式來表現其所要教的學科內容之知識)、對

學生學習數學的理解(係指對學生學習數學的認識與看法等)、以及對教學環境的

認識(係指對教育情境的認知，包括對數學教學資源的覺知與應用)等，來判斷教

學者的數學教學專業成長。 
 

參、一個真實教學現場的問題 

 本文是研究者在一次補救教學時遇到的問題，而後思考如何能以數學史的角

度去幫助，並讓研究者在教學上所產生的轉變及省思。 
 研究者曾經遇到的問題是一名國小四年級的學生，因排斥使用乘法而導致二

位數以上的乘法都無法按照課本所要求的直式乘法進行。學校老師認為該生是在

二年級時的乘法沒有學會，因此在補救教學時從二年級的課本作為基礎進行教

學。研究者在旁觀課時，發現該生並不是不會乘法；相反的，他似乎是了解乘法

背後的道理一般：因為該生都是使用連加的方式進行乘法。和他說明這些都能使

用九九乘法表運算時，他只是表現出一臉嫌惡，非常排斥，並說「用加法就夠了。」

等不想用乘法的理由。由於現在的學習環境仍是以考試為主，所以該生只會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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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對以後大位數的乘法就會較為不利，因此老師還是希望該生能夠學會九九乘

法以及一般乘法。 
 但那時研究者並沒有任何做法讓該生恢復對乘法的興趣。而現在，研究者研

讀到關於古埃及數碼的文章，認為當時若能夠利用當時古埃及數碼做乘法的方式

讓該生了解還有不同的方法進行，就能藉此重新引起他對這個單元內容的興趣，

進而繼續願意學習。本文便是對這樣的構想後，對研究者的教育理念的省思改變

的心得。 
 

肆、古埃及數碼與四則運算簡介 

以下關於古希臘數碼與四則運算的介紹，皆出於 Bunt, Jones & Bedient, 
1988). 
一、古埃及數碼文字介紹 
 古埃及數字最早被發現在西元前三千年，古埃及王 Menes 用於儀式中的權

杖上面的石頭上，是為了紀載王的所有功績。除此之外，更廣為人知的古埃及數

學活動是西元前兩千五百年出土的莎草紙紀錄。有一說埃及會有數學活動，是為

了在每次尼羅河氾濫之後，要重新丈量他們的土地，所以對於幾何關係以及代數

算術都有發展。 
 古埃及數字是以十進位為基礎的象形符號表示(如圖 2)。 

 
圖 2 古埃及數字 出自

https://myancientegyptpractice.wordpress.com/2015/10/16/%E5%8F%A4%E5%9F%
83%E5%8F%8A%E6%95%B8%E5%AD%97/) 

這種數字表達的方法很簡單，有多少數字就畫多少圖案。如下圖(圖 3)所示，2、
3、4……就照數量畫，到 10 便進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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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古埃及數字表示範例 

 
而表達不同位數的數字也是照其十進位的係數為多少就畫多少。從這點也能看出

埃及數字是沒有位值意義的：古埃及數字即使不從左至右排列，也不影響其代表

的數字(見圖 4)。另外，古埃及數字比較特別的一點是沒有「零」這個符號及意

義。例如要表達 305 時，只會畫出三個漩渦以及五條橫槓，並不需要在中間加上

其他代表「零」的符號。 

 
圖 4 古埃及數字表示範例 2 

 
二、古埃及數碼的四則運算簡介──加法及乘法 
 古埃及人的加法是很簡單的。 
 就因為是象形文字，才可以這麼容易被使用。像是 就是一槓加一槓，

一邊寫下兩個 1 時就等於完成了加法(兩條一槓)，其他位數也是如此。若是遇到

第十條槓，就重新畫一個馬蹄鐵。 
 減法的部分是用加法的反元素的想法進行。不是用減掉多少還剩下什麼，而

是還需要加上多少才會等於擁有的數。例如不是 ，而是  
 再來較為特別的是乘法。 
 古埃及人的乘法與我們現今的阿拉伯數字運算不同，採取的是「兩倍再相加」

的方式。例如 ，他們沒有九九乘法表直接得出 48，而是將被乘數做兩倍記

錄： ， ，所以  。
用當時的象形文字寫法則如下圖(圖 5)將乘數寫在右邊，被乘數寫在左邊，然後

再用斜線當作輔助標記要加總起來的合，最後在總和旁邊畫上一個類似電視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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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當作結尾。 

 
圖 5 用古埃及數字的運算表示 

 
為什麼會古埃及數學的乘法會使用兩倍再相加呢？這個方法可以用在所有的乘

法上嗎？答案是可以的。 
 我們把剛才舉例的 再看一次：我們先把 6 改寫成 2 的次方和 
   
 再乘上 8，可以得到 
   
 再使用分配律展開得到 
   
 如果配合古埃及數字的乘法方式來看，就剛好能夠搭配上其兩倍的原因。所

有數字皆能展開成 2 的次方和，就如同 10 進位一樣，就只是改成 2 進位罷了。

再加上乘法對加法有分配律，因此就能用不斷變成兩倍的被乘數之總和得到乘法

的答案。當然，我們不能斷言埃及人已經有二進位的概念，我們只是說這樣的方

法一定行得通。 
 至於整數除法的想法和減法一樣，不是除法，而是還需要幾倍才能得到所求

的數字。例如不是 ，而是 。 
 

伍、教學反思與討論 

 研究者在經過此次補救教學時所遇到的問題，對於同時身為教學者的自身教

學的成長有下列幾項的改變： 
一、經由將數學史融入教學，對於教學者的數學教學的認知有更多方面的認識。 
 研究者發現該生排斥進行乘法，是因為過去在背誦九九乘法時受到挫折；加

上低年級時的乘法都能用加法快速進行，因此該生便漸漸不使用乘法。 
 因此研究者希望使用古埃及數碼的原因為，能夠使用不同於目前的乘法方式

進行乘法。古埃及數碼的乘法以兩倍再相加為步驟，一方面學生對於兩倍不認為

是乘法所以會進行，剩下的步驟都是單純的加法，所以可以慢慢恢復學生對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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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心；一方面古埃及數碼相加是為了湊出被乘數(與上述舉例一樣，若是換成

乘數也可)，因此也能在湊數字的時候培養對數字的敏感度。另外，古埃及數碼

不同於羅馬數字是符號而是圖形，即使真的是在進行乘法，也不是使用一般直式

乘法，所以學生可能不會覺得那麼排斥。最後，再搭配上與埃及相關的歷史知識

作為補充知識，或是當成題目呈現，就能讓單調的題目多出變化。 
 數學史融入數學教學不僅僅是用歷史故事作為引起興趣用，在講述古人使用

的不同解決方法時，也能讓學生了解不只是課本上所說的解題方式才是唯一解；

有些像是代數的問題，也可以用幾何的方式解決(例如畢氏定理)，用不同的面向

去思考都能得到答案。課本或老師的指導有時候會侷限了學生對於問題的解決方

法，讓學生認為只有老師和課本說的才是正解，就不去思考教學背後真正的意

義，只是一昧的照著做而已；在古人不同的做法刺激下，就能夠讓學生意識到不

只老師及課本才是正確答案，可以再多多思考並嘗試各種方式去解決。 
 另外用數學史也能讓學生知道，不只他們現在遇到這樣的問題，過去也有人

為了這個問題困擾著，可以減少學生面對問題時的挫折感。無論是什麼樣的題目

都曾有人提出過疑問，都可以找到過去的人是如何解決問題的。 
 
二、經由數學史融入教學，對於教學者對學生學習數學的理解有更深刻的體會。 
 研究者在準備相關內容時，也是第一次接觸這樣的數碼以及歷史知識。一開

始完全不能理解為什麼古埃及人會使用這樣的方式計算，還以為只是當時還沒有

數字才會如此，於是覺得這個做法並不適合教學因為太過麻煩；後來親自用相同

的方式進行計算時，才突然發現到這個做法的好處。 
 因為沒有將自己放在同一水平上，所以沒辦法理解相同情況下的作為。在教

學時，是否也常常沒有把自己放在與學生的水平上，因而無法了解學生錯誤的原

因概念是什麼？尤其是當教學者是本科專業出身，學習了比國小層級更高階的數

學，更是沒辦法讓其了解相較之下那麼簡單的數學內容還會出錯的原因。在研究

者從頭開始學習一個新的知識的時候，遇到瓶頸的那個瞬間才體會到了學生學習

時，遇到困難的感覺，也才因此了解到同理心的重要──教師要能夠理解學生的

困難，才可以對症下藥去解決，達到師生雙方有效的溝通，增進教學的效果。 
 經過這個準備數學史題材的過程，研究者從各種專家學者的文獻中可以得

到，數學史融入數學教學能給學生帶來正向的改變：無論是對數學的興趣提升，

或是從中培養出對人文的素養，甚至能學習不同方面的解題技巧。另外也能讓教 
學者得到如何融入當時歷史背景等的同理素養，是一舉數得的有效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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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flexion and Investigation on 
Using Ancient Egyptian Numerals in Mathematics Teaching 

 
 Yin-Chu Chen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 Educatio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how one can integrate ancient Egyptian numerals 
in mathematics teaching. The main theme of this study is to use the ways of basic 
operations on Egyptian numerals to provide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of learning to 
reduce a student’s rejection on learning multiplication. After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 
student’s difficulties and leaning Egyptian mathematics herself, this researcher 
understood that as a teacher, she need to have empathy for students before she can 
really understand students’ problems. 
 
Keywords： Ancient Egyptian numerals, integrating history in mathematic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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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在規律型數學問題的解題表現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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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高中生在面對規律型數學問題時的解題表現。為達到研

究目的，本研究採調查研究法。先挑選十位高中二年級已學過高一下第一章數列

與級數的學生進行筆試。試題的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 0.9。研究結果

根據筆試文本進行分析後，發現學生對於數字表徵規律型數學問題的表現優於圖

形表徵；週期性分類的解題表現優於非週期性分類。而學生的解題策略亦符合

Kaye Stacey 計數法、差距法、整體法、線性法等四個解題策略。 
 
關鍵字：規律型數學問題、解題表現、解題策略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日常生活當中有許多有隱含樣式與規律的事物，例如一天之中的日升與日落

以及春夏秋冬四季的變化和一周的循環等，都存在著許多樣式規律的變化。從樣

式當中找出一些規律，使我們能進一步探討事物變化的一些模式，進而預測將來

的變化就是數學所追求的重要目標(黃敏晃，2000)。 
  綜觀整個數學發展的歷史，數學最主要內涵就是在現實世界與抽象意念之中

尋找與建立出規律，並運用這些建立出的規律來去解決問題。如算術主要是研討

數與其運算之間的規律；幾何主要是研討形與體之間的規律；微積分則是從有限

世界的規律拓展到無窮世界的規律，進而處理物理連續運動規律；統計則是利用

部分資料建立母體的規律，以進行對未知世界的預測與推論。數學是探索規律的

科學，旨在探究現實世界的內在理路與規律，進而運用已了解的規律來解決現實

世界的問題(林福來、單維彰、李源順、鄭章華，2013)。而規律也是數學概念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份，數學也普遍被認為是「樣式」以及「次序」的科學(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89)，或者被認為是樣式及關係之間的搜尋(Biggs & Shaw, 
1985)。 
  「傳說印度某間寺院有三根柱子，上串 64 個金盤。寺院裡的僧侶依照一個

古老的預言，依規則移動這些盤子；預言說當這些盤子移動完畢，世界就會滅亡！」

在現行課綱高中數學一年級下學期第二冊第一章數列與級數中常會以此傳說來

引起學生學習「數學歸納法」的動機。然而接下來的題目都是重複性高或是結果

較明顯的題目，學生按照步驟操作幾乎都能正確完成證明，但鮮少有能讓學生自

行發現規律並整理、歸納成遞迴關係式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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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律型數學問題在數學科學習一直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國小數學教科書中 
將「找規律」的題型結合在高年級各個數與量的單元內；國中數學教科書將規律

型數學問題放在國二下學期第一章數列級數當中，主要是處理等差數列與等差級

數的問題；而高中數學教科書則是安排在高一下第一章數列級數，主要是探討等

比數列、等比級數、找出一般項、遞迴關係式與數學歸納法。而解決規律型的問

題亦是學習其他單元的重要基礎，因此在數學學習中極為重要。 
  研究者本身在台北、桃園的高中以及家教班有七年經歷。在輔導過程中發現，

學生在面對沒做過的規律型數學問題時，許多學生會嘗試使用所學過的方法；而

成績較優異的學生時常會使用出乎意料的作法解答。在分析學生的作答情形時，

亦發現有時做對題目的學生與做錯的學生會使用相同作法，但會在不同步驟出錯。

令研究者十分好奇學生在面對規律型數學題目時的策略究竟為何？以研究者本

身教學經歷，高中數學經常是學生最害怕甚至最想放棄的一個科目。學生除了學

校正式課程外，多數學生會在課後選擇補習班或家教加強。雖然花了大量的時間，

但常常沒有明顯效果。因此數學時常讓人覺得是抽象、深奧難懂的科目，只有資

優生才學得會的學科。除了凸顯出數學學習的不易外，亦顯示高中數學教師教學

上的困難。所以研究者想透過分析學生在面對規律型數學題目時的策略，讓研究

者及其他教師未來在進行與規律型數學有關的單元時能參考本研究之結果。 
二、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以高二學生為對象，在學生學習完數學歸納法

的基本步驟與例題後，透過研究者自編之規律型數學問題，對學生進行筆試測驗，

探究其在面對題目時的算式、過程與歸納方式。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高中生在不同樣式分類題目的解題表現。 
2. 探討高中生在規律型數學問題的解題策略。 

  依據上述的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的待答問題如下： 
1. 學生在表徵分類與週期性分類題目的解題表現比較結果如何？ 
2. 學生在面對規律型數學問題的解題策略為何？ 

貳、文獻探討 

  樣式，一般被認為是事物之間隱藏的規律(regularity)與關係(吳昭容、嚴雅筑，

2008)。Owen(1995)將樣式分成三種主要的類型：重複樣式、結構樣式以及數列；

Copley(2003)亦提出重複樣式與增長樣式，而 Copley 增長樣式的概念又與 Owen
數列的概念類似，因此根據二位學者的結果作了以下的分類：1.重複樣式的重點

在於單位上的循環，也就是特定屬性的元素，如顏色、形狀、方向、大小、聲音、

數字或其他物件重複地出現，並且形成一種可推論、預測的型態(Copley, 2003; 
Owen, 1995)。不論形成重複樣式的元素為何，其關鍵的重點在於「循環」。

Threlfall(1999)認為，重複樣式的規律性與連續性可讓老師有機會使學生專注在

有用的經驗上。也可當作學習使用符號的媒介。也認為相較於其他樣式，重複樣

式通常是一種線性、一維的形式，非常適合初學者學習；2.結構樣式的重點在於

231

2018年第十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8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學生透過數學概念間的相互連繫形成對數學概念或數字的內在模式。結構樣式需

代數思維的支持，若學生在面對結構樣式類型時仍以算術思維為主，其注意力會

聚焦在數的計算，較難發現樣式的關係，導致無法發現數在運算時背後所隱含的

結構樣式。3.增長樣式與 Owen 的數列雷同，用可預測的方式改變一個數值。相

對重複樣式，增長樣式的規律通常較複雜，會在項目之中隱藏一套規則，規則中

可能也隱含特殊的運算模式。正式課程中，增長樣式最常出現，如：等差、等比

數列等。為使主題分類更為明確，研究者根據題目提供之規律性質，分成週期性

問題以及非週期性問題。 
  依認知學派學者 Mayer(1987)的觀點，在學生解題的過程中，可分為問題表

徵及解題策略兩部分。且研究顯示，問題表徵階段是造成學生解題造成障礙的主

要原因，其次才是解題策略(吳昭容，1990；何縕琪、林清山，1994；鍾聖校，

1990；Lewis & Mayer, 1987)。再者，題目表徵類型是學生解題時的第一道關卡，

對學生解題表現影響最為直接。Lesh(1983)認為「表徵是指在心智過程模式化中

所使用的符號系統，例如文字、符號或是圖表。也就是先將收到的訊息內在概念

化之後，而產生的外在具體化」。因此表徵在學生面對題目時扮演重要的角色。

表徵的分類亦可以從運思的方面、溝通的方面、認知歷程的方面等不同的觀點去

探討。而本研究為探討題目表徵的類型對學生表現的影響，因此接下來將以題目

表徵的類型分析。 
  謝豐瑞和洪明賢(2003)將數形規律的問題分成了四種表徵形態：「數的規律」、

「形的規律」、「形數規律」以及「數形規律情境」。當一數列沒有任何情境，就

稱為「數的規律問題」；當某圖形依照某種規律排出一個序列時，稱之為「形的

規律問題」。「形的規律問題」中的圖形不包含任何情境，隱含的規律通常為重複

或旋轉；而「形數規律問題」中的「形數」代表的就是與形有關數。形數依照某

種規律排成序列問題；最後凡是在規律型數學問題中，有存在情境意義之題目即

稱之為「數形規律情境問題」。本研究為了更簡易地觀察學生解題表現，則將這

四種表徵根據題目呈現形態分為「數字表徵」以及「圖形表徵」。 
  規律型數學題目是指題目所提供的資訊或呈現的方式會以規律的型態出現，

本研究採用的規律型數學題目主要有兩種分類方式：第一種分類方式是根據規律

性質，分成週期性及非週期性問題；另一種分類方式則是根據呈現規律的方式而

分成數字表徵及圖形表徵。分類後，研究者為自編一份規律型數學問題，參考了

各級學校數學教科書、歷年教師檢定數學考科題目、歷年各縣市數學教師甄試題

目以及梅向明(1988)所編《中學數學奧林匹克講座及解題技巧》後，選出不同類

型的規律型數學問題，再跟專家及資深數學教師討論後再加以改編。 
  試題編纂完成後，欲分析學生的解題表現，首先觀察學生解題的概念層次，

根據 van Hiele(1986)將數概念發展分為三個層次：基礎層次為學生最初看到題目

時，會先觀察各項的數與量，或以具體的實物來操作；一階思考為經過觀察後，

學生開始產生了關係架構的想法，也代表學生已有代數思維；二階思考則是學生

開始關係之間的探討，並開始建立各種數與量之間的連結和邏輯化，並且能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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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到的規律及關係推衍到更多不同的地方。因此根據 van Hiele 數概念發展層次

的觀點，學生在尋求規律時可能會將所得資訊轉化成數與數之間的關係，並將數

與數之間的關係邏輯化，整理成一種可解釋的規律。 
  無論國內外，訓練學生的數學解題能力是數學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亦是

生活當中必備的能力。NCTM(2000)指出美國數學教育強調學生解題能力，專注

於發展學生在面對問題時，表述、抽象化、邏輯推理、歸納以及尋找規律性的數

學能力，是種思考能力的訓練。NCSM(1977)則將數學解題定義為「個體將過去

所獲得的知識應用到一個未知或不熟悉的問題情境歷程」。國內《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綱要數學領域(草案)》中的數學課程目標也列出要「培養學生運用數

學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並在核心素養自主行動面向中強調

學生要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析、推理批判的系統思考與後設思考素養，並能行

動與反思，以有效處理及解決生活、生命問題(教育部，2016)。Branca(1980)認
為解題有三種不同的意義：目標、過程與基本技能。目標指的是解題為數學學習

的目標之一；過程是將先前所學到的知識，應用到全新或陌生的情境的過程；而

解題本身就是一個在面對未來社會所需要的基本技能。Lester(1980)認為解題是

「個人面臨一種情境，在此種情境下並沒有算式可以保證解答，必須利用所擁有

的相關知識或是訊息，去獲得問題解答所涉及數學技能、概念的過程。」而

Pólya(1945)則認為，解題就是學生個體為了要達到一個被清楚意識到但卻又不能

立即達到的目標，解題期間沒有任何其他方式的協助，但是要克服困難，排除障

礙去找出達到此目標的方法。 
  綜合國內外專家及國內外機構的解釋，發現學習數學其實就是解決問題的過

程，必須整理並且融合運用過往學習到的數學知識、方法、定義及定理，來產生

新的策略以排除障礙解決問題。而在解題過程中，其實也未必有標準程序，若學

生能在解題過程中學會如何觀察問題，並自行擬定適合的解題策略來解題，這樣

的歷程正符合 Branca 所提之解題的意義。 
  要去分析學生面對題目的策略之前，要先去了解學生的解題歷程。在 Pólya
的著作《怎樣解題》中，提出了數學解題歷程的四個步驟：了解問題、擬定計畫、

執行計畫與回顧解答。首先，第一步是了解題目，閱讀完題目後要先找出已知條

件。然後找出題目所求、分析已知條件是否能足夠找出題目所求及建構出題目架

構；再來先思考以往是否有相似經驗，考慮使用類似的方法來解決問題或嘗試使

用新策略；若無則先試著找出已知數和未知數之間的關係，善加利用題目條件，

嘗試聯結已知條件，建立已知數和未知數之間的橋樑，擬定一個計畫去完成這些

步驟；接著實行擬定的計畫，並仔細檢查是否合乎邏輯。Lesh 和 Landau(1983)
則從數學模式角度描述解題歷程。先將問題簡化、去蕪存菁，建立出問題情境以

及與數學模式相對應的關係；再使用數學模式中的條件來推論、產生新條件與資

訊；最後，利用數學模式將獲得的新資訊帶回原始情境，並檢察、評估結果是否

符合題目所求，及是否合理。探討後發現各專家對解題歷程的見解都跟 Pólya 的

數學解題歷程四個步驟雷同。 

233

2018年第十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8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表2-１ 不同學者對數學解題歷程的比較 
        階段 
學者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Pólya(1945) 了解問題 擬定計畫 執行計畫 回顧解答 

Lesh & 
Landau(1983) 

問題

簡化 

建立

對應

關係 

推論、產生新

的條件與資訊 
檢查、評估答案結果是否符

和題目所求，且是否合理 

  接著探討學生數學解題的歷程時，觀察學生是否能正確地得到答案，最重要

的就是學生能否針對問題提出適當的解題策略。能提出適當且有效率的解題策略，

就能快速且正確解決問題；反之，則可能讓自己陷入困境或錯誤迷思，因此解題

能否提出適切的解題策略將對解題歷程有重大的影響。Stacey(1989)研究學生的

規律型數學問題之解題策略整理出四種策略：計數法，從題目上所顯示之實際圖

形直接計算、解題；差距法，從公差找出規律求解；整體法，從項次較小的數乘

積找出規律求解；以及最後的線性法，同時使用乘法及加法綜合應用找出規律求

解。Bishop(2000)研究二十多位中學生面對包含周長以及面積的線性幾何的規律

形數學題目的解題策略，發現並整理出四種類型：首先具體樣式，須依賴具體物

體理解，無法直接觀察到數列中的規律，且只能在較簡單的題目與項數使用符號；

再來比例，能夠發現數與項有存在著某種關聯性，但僅能單純用乘法表示關聯性；

接著是遞迴，將注意力集中在各個相鄰項，來找出相鄰項間的關係；最後是函數，

能發現數與項的關聯性，並列出函數來表示。 
根據 NCTM 2000 公布的資料，將學生對規律型數學問題的反應分成三個層

次：(1)遞迴思考：學生可以藉由觀察數列後陳述數列的規律；(2)遞迴數列：有

了第一層次的遞迴思考的能力後，能以遞迴思考將數列定義或是進行計算；(3)
一般化：學生能辨識或建立數字和幾何的規律，並用圖形、數字、符號和變量來

陳述情境或是規律。而分析後可發現 NCTM 2000 將學生對規律型數學問題的反

應之三個層次正好依順序對應到 van Hiele 數概念發展層次。因此可知數學解題

策略的發展層次與數概念的發展層次相互對應。 

参、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目的是要了解高中生在規律型數學問題的解題策略以及學生在表徵

分類與週期性分類題目的解題表現之比較，因此要對學生在解題時的表現作深入

的描述與探討，故本研究採調查研究法。以研究者自編之規律型數學問題對學生

進行筆試測驗。欲探究的對象為已學過高一下學期第一章：數列與級數（內容含

遞迴關係式與數學歸納法）的學生，採方便取樣，挑選桃園市某高中二年級 10
人進行施測。施測結束後，為了解學生在面對規律型數學問題的解題策略，因此

先分析學生解題表現，接著依照文本逐個分析學生的解題策略。 
二、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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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為了達到研究目的，筆試測驗使用了研究者自編的「規律型數學問題

自編測驗」。完成題目編纂之後，挑選桃園某高中二年級十名學生進行筆試。本

測驗的信度擬採用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 0.9，根據筆試的結果進行分

析。而效度擬採用內容效度以及專家效度。內容效度以雙項細目表(如表 3-1)來
檢核試題的適切性；專家效度則請相關研究專長(數學測驗與評量)的專家以及教

學經驗豐富的學校教師共同審核此自編測驗。題目分成四大類總共 8 題，以週期

性分類，週期和非週期各四題且各 50 分；以表徵分類，數字表徵與圖形表徵各

四題且各 50 分，滿分 100 分。每一小題之配分方式根據其難易度調整，由於珠

狀排列之概念並非現行課綱之範圍，以及青蛙過河問題相較於其他試題需要更高

階的概念發展層次，因此配分較其他小題高。 
表 3-1 規律型數學問題之雙向細目表 

表
徵
分
類 

 
週期性分類 

週期性 非週期性 小計 
題目 配分 題目 配分  

數 
字 
表 
徵 

循環小數問題 10 級數問題 10 
50 

個位數字問題 10 青蛙過河問題 20 
圖 
形 
表 
徵 

彩旗問題 10 幾何問題 10 
50 

珠狀排列問題 20 火柴排列問題 10 
小計  50  50 100 

三、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流程主要分成三個階段：(1)準備階段：首先確定研究主題，並與

指導教授、資深教師討論後，開始閱讀相關文獻，並確立研究架構；(2)執行階

段：準備完成後，開始執行研究，首先根據參考文獻並與指導教授、資深教師討

論後確立研究對象並編製自規律型數學題目。經過預試測試後，再與指導教授和

資深教師討論修改試題。最後再進行正式施測；(3)統整、分析階段：得到學生

試題紙本資料後，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 
四、資料分析 
  根據待答問題一，為觀察學生在表徵分類與週期性分類題目的解題表現之比

較結果如何？批改學生在自編規律型數學試題的成績後，統計各題平均得分，分

析其解題表現；而根據待答問題二，為了解學生在面對規律型數學問題的解題策

略為何？分析學生對自編規律型數學試題的表現，統計後與專家以及資深教師進

行反覆驗證與討論，是為三角校正，以提高本研究之專家效度。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選取十名高中二年級學生進行筆試，並根據筆試的結果與專家討論後

分析每道試題的平均分數。礙於篇幅，本文僅呈現各題以及各分類的平均分數。

根據週期性分類，發現週期性題目的平均分數明顯大於非週期性題目；而根據表

徵分類，發現數字表徵題目的平均分數也明顯大於圖形表徵。而以全體成績來看，

每位學生的成績皆偏低。評分標準除了學生答案的對錯之外，參照 Stacey 的解

235

2018年第十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8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題策略中的四個層次，觀察學生的解題過程所到達的層次部分給分。 
表 4-1 規律型數學問題預試成績表 

表
徵
分
類 

 
週期性分類 

週期性 非週期性 小計 
題目 平均 題目 平均  

數 
字 
表 
徵 

循環小數問題 9.3 級數問題 6.6 
25.4 

個位數字問題 5.8 青蛙過河問題 3.7 

圖 
形 
表 
徵 

彩旗問題 8.9 幾何問題 4.8 
20.8 

珠狀排列問題 3.1 火柴排列問題 4 
小計  27.1  19.1 46.2 

  有關解題策略部份，也受篇幅侷限，所以本文僅以分數第二高的彩旗問題與

第二低的青蛙過河問題來作分析。 
  <彩旗問題>：小畢生日快到了，他想要辦一場生日派對來慶祝。為了布置派

對場地買了一卷彩旗，這卷彩旗有著如下圖所示每四個一組(YRRB)的循環樣式。

小畢的姊姊也很喜歡這卷彩旗，因此趁小畢不注意時從中剪下一段，缺少的那一

段在下圖以「…」表示。請問姊姊剪下來的彩旗數可能是下列哪個數？ 

 
圖 4-1 彩旗問題 

  十名學生中，有六名學生完全答對，而另外四名分別得到 6、7、8、8 分。

根據 Stacey 的分類，解題策略依序分為計數法、差距法、整體法、線性法。十

名學生皆依 YRRB 每四個一數畫記，是為計數法(如圖 4-2 之括弧)；再來也都有

發現彩旗數跟 4 的倍數有關，也就是發現成長的差距(公差)，即可得到 5 分；接

著有八名學生察覺到 B 旗為四的倍數、Y 旗為四的倍數+1 等，整理出四面彩旗

「整體」的變化，即可獲得 7 分(有一名學生計算錯誤扣 1 分)；最後僅有六名學

生成功解出 4n+3 得到 10 分，即為線性法，而另兩名 8 分的學生則忽略掉前段少

了一張 B 以及後段少了 R、B 以致回答錯誤扣 2 分。 

 
圖 4-2 彩旗問題滿分範例 

  ＜青蛙過河問題＞(1)池塘內有五顆露出水面且排成一列的石頭以及左右各

兩隻站在石頭上的青蛙，左邊的兩隻青蛙想要到右邊的兩顆石頭上；相對的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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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隻青蛙想要到左邊的兩顆石頭上。規則如下： 
1.每次只能動一隻青蛙且只能向前，有兩種方式可以選擇： 
(i)若某隻青蛙前面是空格，可將該隻青蛙「移動」至空格 
(ii)若某隻青蛙前方是另一隻青蛙，且再前面一格是空格， 
  則可以跳過前面那隻青蛙到下一個空格，視為「跳動」。 

  請問：最少共需多少步才能完成？試著列出算式並說明原因。 
(2)想想看相同規則下若左右各三隻青蛙所需要的最少步數是多少？ 

         
圖 4-3 左右各兩隻青蛙         圖 4-4 左右各三隻青蛙 

十名學生中沒有人完全正確，分別得到 2、2、2、2、3、3、5、6、6、6 分。分

析解題策略，發現學生在一開始都會以畫圖的方式計數即可得到 2 分，且都直接

從左右各兩隻青蛙開始畫。有四名學生可能因時間的關係沒有正確畫出跳的步驟

且回答錯誤僅得 2 分；其他學生以計數法成功回答第一小題後，即可得 3 分；可

能是時間因素抑或是其他原因，並沒有學生畫完第二小題。其中兩名得 3 分的學

生並未嘗試畫出第二小題的結果，另外四名學生有嘗試畫完，但步驟錯誤。不過

開始有學生尋找青蛙數量與步數之間的關係，嘗試找出數的差距或是項與數整體

的關係，可惜未能成功找出關聯，僅能得到 5~6 分。 

 
圖 4-5 青蛙過河問題範例 

伍、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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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的結果，我們發現學生在週期性題目的解題表現確實高於非週期性的

題目。原因可能為週期性的題目具有重複性，因此學生能更容易看出規律，進而

繼續運算；而在表徵方面，學生在數字表徵題目的解題表現優於圖形表徵。可推

論學生對於觀察並整理數字規律的能力比圖形規律要好。而解題策略的部分也符

合 Pólya 的解題歷程以及 Stacey 的解題策略，亦可對應到 van Hiele 的數概念發

展層次。然而，也有可能是本研究試題分類不夠完整，不夠佐證上述推論的結果，

待修改更詳細的題目分類後，以更嚴謹的分析去得出結論。 
  本文僅為本研究之初探結果，建議未來可以將研究對象的數量增加到

100~200 人做量化分析，並進行不同性質的分組比較分析，如年級、程度或是性

別，觀察不同性質的學生對於不同的題目是否會有交互作用。抑或是將研究對象

分為不同小組，觀察單獨操作與小組合作的解題策略有何不同，可作為質性研究

的主題。也可以針對＜青蛙過河問題＞，給研究對象不同的操作媒介如實體或是

電腦，觀察是否會有不同的表徵。而在題目分類方面，本研究以題目的樣式及表

徵進行大範圍的分類，未來建議可嘗試以更多的細節來分類，如等差、等比、遞

迴等。研究更詳細的分類中，學生對於不同的題目之解題策略，可作為教師在授

課、輔導或是出題時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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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School Students in Pattern Mathematic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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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performance of 
problem-solving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he face of pattern mathematical problems. 
First, select 10 students who have studied the first chapter, Sequence and Series, of 
the high school to take a written test. The coefficient of Cronbach’s αfor the test is 
0.9.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based on the text of the written test. It is that students 
performed better than graphic representations on mathematical problems of numerical 
representation; performed better than cyclical classification on mathematical problems 
of non-cyclical classification. The student's problem-solving strategy also conforms to 
the four 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 such as Kaye Stacey's counting method, difference 
method, whole-object method, and linear method. 

 
Keywords：pattern mathematical problems, problem solving performance, problem 

solv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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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六生複合扇形面積的解題想法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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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中教育大學數學教育學系 yjps530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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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國小六年級生在複合扇形面積的解題表現及解題想法，透過

自編題目試卷，研究對象為臺中市南屯區某國小六年級學生共 25 位學生，並選

取 6 位學生進行訪談 15 分鐘，研究結果發現：學生在解決算複合圖形面積時，

多數學生使用的解題將一個問題拆解為兩個子問題──先計算部分扇形面積再

求總量。在解題的過程中，優先計算半徑較大之扇形面積的人數最多。此外，訪

談時發現部分學生將圖形解讀為兩個相異扇形的拼接，而有的學生則是將圖形看

成一個扇形與一個圓形的重疊，因此，學生解讀圖形時不一定只有圖形的表象，

也有可能看到被圖形蓋住的其他形狀，且學生能成功解讀圖形，不代表一定能成

功解題。 
 
關鍵字：面積、扇形、解題想法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從古至今，不管是各王國重要建築技術、工匠的製作專業、天文學的理論基

礎…等，都需要對幾何有一定的認識和了解。隨著時代演變，使用圓的出現，也

代表著交通運輸工具的重要變革，而各國數學家及古老書籍也針對圓提出相關議

題，例如劉徽的割圓術、萊因德數學紙草書的圓周率。幾何除了充滿在生活中的

各個角落，不管是建築、交通，甚至是藝術都脫離不了幾何關聯。 
    九年一貫課程綱要的數學學習領域，將數學內容分為「數與量」、「幾何」、「代

數」、「統計與機率」、「連結」等五大主題，由此可知幾何在數學領域中佔的地位

也不小，其內容也提到數學溝通能力的重要性，溝通包括理解與表達兩種能力，

所以，數學溝通一方面要能瞭解別人以書寫、圖形，或口語中所傳遞的數學資訊；

另一方面，也要能以書寫、圖形，或口語的形式，運用精確的數學語言表達自己

的意思。在現實生活中，幾何概念對代數和解決其他數學領域問題時非常有幫助，

而幾何表徵可以幫助學生理解面積和分數。另外，幾何在空間推理方面也非有用，

例如：地圖、規劃路線、設計平面圖和創作藝術方面(NCTM,2000)。由此可以看

出幾何除了在生活中非常有用之外，在課程標準及學生概念學習上佔有相當重要

的地位！ 
    雖然國內外關於幾何的研究數量不佔少數，像是譚寧君(1994)、毛連塭(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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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德邦(1998)、張英傑(2000)…等等，但其中以扇形複合圖形為主題，且針對學

生的解題策略進行的質性研究為數不多。因此，本研究以六年級扇形複合圖形面

積為選定單元，並以質性的方式進行研究探討，希望從中更深入了解學生的思

維。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探討國小六年級學生在一個「複合扇形圖形」的面積計算題的表

現情形，透過研究者自編題目進行施測，並針對部分受試者依照半結構式訪談大

綱進行訪談，最後進行資料分析，瞭解學生在複合扇形圖形面積的解題相關內

容。 
因此研究待答問題有以下兩點： 

(一)國小六年級生在一個複合扇形的面積解題類型為何？ 
(二)國小六年級生在一個複合扇形的面積解題想法為何？ 

 
 

貳、文獻探討 

   Van Hiele(1986)將學童的幾何思維過程分為五個層次，分別為：視覺化 
(Visualization)、分析(Analysis)、非型式歸納(Informal Deduction)、型式歸納(Formal 
Deduction)、嚴密性(Rigor)。Van Hiele 認為這五個層次具有次序性，需擁有前一

層次的各項概念或策略才能有效進行下一層次的學習活動，而高年級學生大約可

達到「非型式歸納層次」，能辨認圖形的特徵，且能用較少的特徵描述、定義及

分類圖形。思考、邏輯推理雖不是很正式，但能開始使用演繹原理來建立「原因」

以說明圖形的特徵。可以圖形的定義來認定圖形，並能做非正式化的推論：能對

已知的幾何性質進行簡單的論證、能將已知幾何的性質作邏輯連結、能進一步探

索圖形的內在屬性關係及圖形間的包含關係。此層次學童不必將所有屬性均描述

出來才能確認圖形，例如：兩邊全等的四邊形即為平行四邊形、有一個直角的平

行四邊形即為長方形等等。此外，在「非型式歸納層次」的發展活動中，分別有

探討前一層次的發展關係並找出結論或應用、確認構成圖形所需的最少條件、發

展或使用定義、進行與呈現非型式的爭論與解題。因此學生在課程的發展活動中，

解決問題是學習與建立概念重要的過程之一。 
    Polya 與 Mayer 等人也提出的不同的解題歷程模式，Polya(1945)提出四個階

段，分別為 1. Understand the problem：理解題意，了解問題的敘述，並指出問題

的主要部分；2. Devising a plan：提出解題策略，擬定解決問題的程序；3. Carrying 
out the plan：執行解題計畫，檢驗每一個步驟；4. Looking back：回顧整個求解

的過程，再次驗算答案。 
    Mayer(1992)提出兩個主要階段，分別為 1.問題表徵：意旨將問題的文字或

圖像轉換成內在心理表徵，要能成功解題的第一步驟(問題轉譯)則需要對題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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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做正確的轉譯，透過「語言知識」及「事實知識」將問題轉譯內在心理表徵，

第二步驟(問題整合)以「基模知識」將問題中的敘述整合成連貫的表徵；2.問題

解決：第一步驟(解題的計畫與監控)從問題的心理表徵進行到最後答案的過程，

亦即選擇解決策略並執行計算以得到答案，透過「策略性知識」提出解決問題的

計畫，評估自己的解題過程，確認自己所採用的步驟是有意義，第二步驟(解題

執行)運用「程序性知識」正確且有效的執行算術及代數程序，以進行解題。兩

位學者所提出的解題模式皆可分為四個步驟，有相似的特徵，由於 Mayer 對解題

步驟的說明與解釋更為細膩與具體，因此以 Mayer 的解題模式架構發展研究工

具。 
    另外在幾何解題的相關研究，凌金環(2010)發現學生對於可以切割移補的面

積問題較圖形部分重疊的題目來得容易解題；林芳宜(2014)發現大部分使用「扣

除-合併法」的策略的學生，比使用「重疊法」策略的學生表現較好，且較少產

生錯誤類型，這些發現也使研究者想進一步探討學生對幾何的解題模式及思維。 
    文獻探討使研究者了解孩童的幾何發展層次與部分解題模式，本研究對象為

高年級孩童，研究內容為幾何領域，根據幾何發展層次，高年級孩童已有能力辨

認基本圖形，並能觀察到圖形的細節。綜合以上所述，幾何與解題相關理論提供

研究者一套架構，建立在基礎上發展出半結構式訪談大綱，使研究工具更為完

善。 
 
 

參、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量化研究的問卷調查法為輔助，質性研究的深度訪談為主要方式，

因此資料蒐集有兩階段，第一階段為紙本試題測驗，第二階段為訪談，其工具分

別為「複合扇形題型」及「半結構式訪談大綱」。 
 
一、研究對象 
    施測對象為台中市南屯區某國小某班級六年級學生共 25 人(男生 14 人，女

生 11 人)，再從中以立意取樣選取 6 位學生為訪談對象，過程中皆以徵求受試者

同意，受訪者選取的方式為研究者分析受試者的算式記錄較為特別者，並依成績

表現分別自高、中、低分組各選取二名學生。 
 
二、工具設計 
本研究針對「複合扇形面積」及「半結構式訪談大綱」分別採量化與質性研究。 

(一)複合扇形 
    複合扇形的圖形參考各年度各版本數學課本與習作、題庫資料庫、與其他數

學講義的數學題，對應施測學校的數學課本單元為「圓面積」，並使用專家效度，

請六年級教師及論文指導教授協助審題，預試後的分析結果得到，鑑別度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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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81，難度指數是.51，為優良試題。(如圖 1) 

 
圖 1 複合扇形題型 

(二)訪談大綱 
    根據文獻及預試結果，分析與記錄學生解題發生的情形種類，發展出訪談問

題架構，並形成訪談問題大綱。訪談問題大綱主要以兩個主題為架構發展訪談問

題，第一個主題為「圖形的解構與意義化」，訪談問題主要有「你看到了哪些圖

形？」及「這些基本圖形的面積要怎麼算？」；第二個主題為「圖形面積的組裝

方式」，訪談問題主要有「你怎麼算出答案的？為什麼要這麼做？」及「還有想

到其他方法嗎？」。 
 
三、資料蒐集 
    本研究實施地點為台中市南屯區某國小，實施日期選在第三次段考當週的兩

天，2017 年 6 月上旬為第一階段的試題測驗，時間 40 分鐘，施測時以研究者提

供的計算機讓受試者使用，以避免因計算錯誤而影響研究結果，並於施測隔日進

行第二階段的訪談，訪談時間約為每人 15 分鐘。 
 
四、資料分析 
    研究者蒐集資料後，批改紙本試卷，批改標準以受試者的答案為主，若答案

錯則得 0分，答案和過程皆對則得 1分。接著將批改後的紙本試題掃描成電子檔，

訪談的錄音檔轉譯成逐字稿，最後以質性分析為主，撰寫研究報告。 

 

肆、結果與討論 

    根據學生的複合扇形面積問題及訪談的表現，分為解題類型與解題想法。 
一、解題類型 
    因每位學生解複合扇形題型時的策略不一定相同，將解題策略進行細部區分，

依照基本圖形組成，分為六個子策略，分別為編號 A1、A2、A3、B1、B2 與 B3 
(如表 1)。 

表 1 「複合扇形」面積解題策略表 

A1 :  

計算半徑 8 個單位的 

A2 :  

計算半徑 8 個單位且角度

A3 :  

計算半徑 8 個單位且角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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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形面積 為 240 度的扇形面積 為 120 度的扇形面積 

B1  

計算半徑 5 個單位的 
圓形面積 

B2 :  

計算半徑 5 個單位且角度

為 240 度的扇形面積 

B3 :  

計算半徑 5 個單位且角度

為 120 度的扇形面積 
    根據學生算計紀錄中算出答案的最後一個列式，不考慮列式中的策略次序，

並以出現次數統計，彙整出解題類型表(如表 2)，依照學生解題類型的出現頻率

分別說明： 
    有 17 位學生(68%)以「算半徑 8 個單位且角度為 120 度的扇形面積與半徑 5
個單位且角度為 240 度的扇形面積(A3+B2)」進行解題，為出現比例最高的解題

策略，其中有 3 位學生未答對。 
    有 2 位學生(8%)的解題類型為「求半徑 8 個單位且角度為 120 度的扇形面積

與半徑 5 個單位的圓面積(A3+B1)」，並以此為解答，從算式記錄中可以看到，學

生能正確算出半徑 8 個單位且角度為 120 度的扇形面積和半徑 5 個單位的圓面積，

但均未答對。 
    有 1 位學生(4%)的解題類型為「求半徑 8 個單位且角度為 120 度的扇形面積

與 2 倍半徑 5 個單位且角度為 120 度的扇形面積(A3+B32)」，從算式記錄可以

發現，「計算 2 倍半徑 5 個單位且角度為 120 度的扇形面積」的方法，相當於將

「求半徑 5 個單位且角度為 240 度的扇形面積」視為「計算半徑 5 個單位且角度

為 120 度的扇形面積的 2 倍」，且此學生解答正確。 
    有 1 位學生(4%)的解題類型為「求半徑 8 個單位且角度為 120 度的扇形面積

與半徑 5 個單位的圓面積的一半(A3+B11/2)」，並以此為解答。從算式記錄中

可以看到，學生能正確算出半徑 8 個單位且角度為 120 度的扇形面積和半徑 5 個

單位的圓面積的一半，但最後並未答對。 
    有 1 位學生(4%)的解題類型只有「算半徑 5 個單位且角度為 240 度的扇形面

積(B2)」，學生能正確算出半徑 5 個單位且角度為 240 度的扇形面積，並以此為

解，但是未答對。 
    另外有 3 位學生(12%)未作答，學生的算式記錄皆為空白，無法判讀其策略。 
 

表 2 解題類形表 
解題類型 策略編號代碼 答對 未答對 總數 
無 無 0 3 3 

+  
A3+B2 15 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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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S6 解釋大扇形為三分之一圓時，不是以角度 120 度來判斷，而是經過畫圖的

方式，S6 判斷大扇形為三分之一是經由同心的小圓劃分成三等份而得到，並非

直接將大圓畫成三等份而成。S6 的訪談內容與算式記錄並不一致。 
    從訪談的原案中發現，學生解讀圖形時主要分為兩類，分別是兩相異扇形的

拼接及扇形與圓形的重疊，有 4 位學生將圖形解讀為一個半徑 8 個單位且角度

120 度的扇形和半徑 5 個單位且角度 240 度扇形的拼接，有 2 位學生將圖形解讀

為一個半徑 8 個單位的 120 度的扇形和半徑 5 個單位的圓形重疊，另外，將訪談

內容與算式記錄做對照發現，學生能成功解讀圖形，不一定能成功解題。 

伍、結論 

    在算式記錄中發現，在解決扇形複合圖形面積時，多數學生將一個問題拆解

為「先計算部分扇形面積再求總量」，優先計算半徑較大之扇形面積的人數最多，

且多數學生以「算半徑 8 個單位且角度為 120 度的扇形面積與半徑 5 個單位且角

度為 240 度的扇形面積」的策略進行解題，此結果與林宜芳(2013)之研究結果相

似，然而部分學生因解剖圖形的方式不符題意而未答對，此解決與郭毅玲(2010)
之研究結果相似。在訪談過程發現，有的學生看到的是兩個扇形的拼接，而有學

生則是看成扇形與圓形的重疊，因此，學生看到的不只是圖形的表象，也可能注

意到被圖形蓋住的其他形狀。根據研究結果，在教學方面，建議教師在教學時，

應注意學生對圖形的解讀及使用的策略，協助學生思考多種的解讀方式，以利發

展有效的解題策略。此外，也可以多詢問學生對複合扇形面積的解題想法，並與

之討論與辯論，使學生對策略的監控更為嚴謹。對未來研究方面，建議將紙本試

題的內容增加「以畫圖表示對圖形的解讀」與「以文字或畫圖說明解題過程」兩

個項目，除了能精確瞭解學生對圖形解讀與使用的策略之外，更能減少訪談時間。

而因樣本人數的限制，建議未來能減少選取的受訪者人數或增加訪談時間，以深

入的瞭解學生更細微的想法與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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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Problem of Solving Problems of 
Non-linear Compound Pattern Area for Primary Six 

Students  
 

 Yuan-Jui Tsai1 Kai-Ju Hsieh2 
1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th6 graders performances on 
solving composite sector area problem. The participants were 25 students in six grade 
from Nantun District of Taichung City. Sex students were selected by purposive 
sampling for semi-structure interviewed for 15 minutes after self-constructed question 
test for 40 minutes were corre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calculating the area 
of a composite sector, the problem types of most sixth graders disassembled one 
problem into two sub-problems: the first step is to calculate the part of sector area, 
then calculate the total amount.  During the interview, in the process of solving 
problem, the largest number of students first calculated the sector area with the largest 
radius. In addition, some students interpreted the graphics as two distinct sector 
splicing, and some students regard graphics as a sector and a circular overlap. 
Therefore, students may not only saw the graphical appearances but also noticed other 
shapes that were covered by the graphic,and students who can successfully interpret 
the figures may not be able to solve problems successfully. 
 

Keywords：area, sector, math problem s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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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動應用程式（Apps）對於國小學生數學學習情意之影響

研究：以立方體展開圖之 App 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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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立臺北教育大學數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j.m.ying@tea.ntue.edu.tw 

 

摘要 

 立方體展開圖的學習是國小幾何課程中重要的學習內容，然而，傳統的教學

方式較難讓學生累積足夠平面圖形旋轉、展開的經驗，數學奠基活動利用數學遊

戲激發學生學習興趣，藉此獲得大量的具體經驗，正可以彌補這個缺失。近年來

使用行動載具進行學習已經成為一股潮流，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可以將抽象的概

念視覺化，使學生更容易掌握概念。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學生使用研發的奠基活

動模組行動應用程式（Apps）對於立方體展開圖之學習情意影響。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四、五、六年級的 506 位不同地區的國小學生，研究結

果顯示使用此奠基活動 App 可以讓學生在情意方面有正向的提升。研究也發現，

在學習立方體展開圖的幫助上，非都市學生明顯高於都市學生，且使用 App 來

教學可以克服年齡與性別的差距，是輔助差異化教學的優良工具。 

 

關鍵字：立方體展開圖、行動應用程式（Apps）、數學奠基活動、數學遊戲 

壹、緒論 

數學概念發展是兒童數學學習的基礎，也是學校數學教學重要的目標之一。

Skemp（1987）認為個體要形成概念，需要一定數量的經驗，且這些經驗需具有

該概念之共同性質或屬性。他進一步指出，數學概念具有抽象性，因此數學概念

的形成更需要透過足夠經驗後抽象而得。然而，實際上學生在學校學習數學時，

學校老師受限於課程時數、進度壓力等，經常還來不及讓學生感受到概念的共通

性質，就直接告知學生概念的定義與相關內容。數學奠基活動就是試圖解決這樣

的問題而規劃誕生的，所謂「奠基」，就是在學生學某個數學概念前，先經由活

潑有趣的數學遊戲，激發對數學的興趣，並在進行數學活動的同時，獲得數學學

習內容的具體經驗，使得之後學習相關單元時能夠具象、有感的學習（林福來，

2015）。 

由於數學奠基活動是透過引發學生學習動機，並在學習該單元前先提供學生

某個概念或方法的具體經驗，因此，學生是否真的在奠基活動提升學習動機，是

否不同特性的學生會有不同的成效變成了研究者想要了解的議題。 

除此之外，與遊戲的結合也是奠基活動在實行時的重要要素。 Bruner（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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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潘惠玲，1992）也認為遊戲有助於兒童問題解決能力之增長；近年來也有很

多的教育研究發現遊戲式學習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表現（Ke & Grabowski, 2007; 

Owston, Wideman, Ronda, & Brown, 2009; Papastergiou, 2009）、學習動機

（Papastergiou, 2009; Dickey, 2011），以及改變學生學習的態度（Ke, 2008）。

因此，數學奠基活動使用各種不同形式的遊戲（包含：競賽活動、撲克牌、桌遊、

魔術、…等）來吸引學生的注意。 

Piaget（1962；引自潘惠玲，1992）認為遊戲與認知是平行成長發展的，隨

著認知增進，遊戲型態也將有所不同。這也讓本研究思考不同型態的遊戲是否對

於學生學習有不同的成效。由於近年來使用行動載具進行學習已經成為一股潮流，

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可以將抽象的概念視覺化，讓學生實際操作以獲取經驗，結

合了文字、圖片、動畫、音效的教材是否更能引起學生學習動機也是本研究關注

的焦點。在眾多的數學主題中，本研究挑選「立方體」展開圖做為探討主題。選

擇此主題乃因此為學生在國小五年級進行到幾何單元時會遇到的第一個立體圖

形，當學生學習到展開圖單元，需要從二維平面圖形進階到三維的立體圖形，實

際的教學經驗中發現學生很容易遭遇到無法進行平面與空間之間的轉換的困難。

本研究認為，學生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困難，可能是因為他們在實體操作經驗不足

的情況下，難以在大腦中建構三維圖像，或是無法模擬立體圖形經旋轉展開後的

方向，加上課本附件所提供的紙型數量少，無法重複使用的缺點使得學生難以得

到深刻的學習經驗。因此，結合奠基活動模組與行動應用程式（mobile applications, 

Apps）的想法因而產生。 

綜上所述，本研究目的為探討當教師並未進行立方體相關的教學，直接讓學

生使用研發的奠基活動模組 App 進行遊戲的情況下，學生對於立方體展開圖之

學習情意的影響。為達到此研究目的，本研究的待答問題為： 

 1. 數學奠基活動 App 對於不同背景學生在學習情意面產生的影響為何？ 

 2. 數學奠基活動 App 應用在教學上的未來發展與限制為何？ 

 

貳、文獻探討 

吳明隆、葛建志（2006）的研究發現，擁有積極正向數學態度的學生會有更

高的數學成就，而被動數學態度的學生則會有較低的數學成就；Stankov, Lee, Luo, 

& Hogan（2012）的研究也顯示出數學態度與數學成就之間呈現高度正相關。臺

灣學生雖然在許多國際教育評量（如 TIMSS、PISA）在數學成就部分取得好成

績，但是在數學態度部分卻往往有較負面的反應。Aunola, Leskinen, & Muri（2006）

認為數學成就與學習態度是一個彼此交互影響的循環；有正向學習態度的學生會

較有動力努力達成目標，當學生達到目標後將獲得成就感，並再度提升學習態度。

因此，適時的引導學生對數學學習保持積極正向的態度，避免學生在未來放棄學

習是非常重要的。遊戲式學習是吸引學習者提升學習動機的好方法。許多學生覺

得學習是無趣的，所以缺乏學習動機，但動機需要藉由適當的回饋（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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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Response）、以及積極參與（Active Involvement）來維持的（Garris, Ahlers 

& Driskell, 2002）。 

Dienes（1960；引自黃毅英，2003）在《Building Up Mathematics》一書中

提出了數學概念可透過遊戲經由六個階段建立，分別為：自由玩（Free Play）、

加入規則（Games）、尋找共同性（Searching for Commonality）、描述與表徵

（Representation）、符號化（Symbolization），以及形式化（Formalization），而這

六個階段也成為數學奠基活動模組開發的理論基礎之一。「奠基」是指在學生接

觸某個數學概念前，先經由有趣的數學活動，激發對此概念的興趣，獲得數學學

習內容的具體經驗，並且可能主動探索相關問題（梁仲容、韓弘偉、黃建中，2014）。

在數學教學上，許多研究者對於實體遊戲如何融入數學教學大多聚焦於解釋其數

學面向，如 Gough（2011），較少著墨於這些遊戲如何幫助學生的數學概念發展。 

遊戲式學習或許對學生的學業表現沒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它通常在情意面向

對學生有正向的影響。Cody、Rule 與 Forsyth（2015）發現，儘管學生在考試後

的成績差異不大，但遊戲會促使學生主動檢查概念的正確性，從而更進一步的理

解它們，修正迷思概念；遊戲也使得學生感覺數學更貼近自己、更有趣。此外，

在 Nisbet & Williams（2009）的研究中，提出遊戲化學習可以很快地提升學生的

學習動機與成就感，減少對學習新的數學主題的排斥與焦慮，並且提高學生對數

學的實用性的看法。除了實體遊戲以外，數位遊戲同樣也可以對學習產生積極、

正向的影響（Prensky, 2007；郭孟芳，2010；黃怡婷，2013），有更多的相關研

究顯示，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對於中低成就學生的學習成效有明顯的提升（Ku, 

Chen, Wu, Lao, and Chan, 2014；黃心瑩，2007；楊思惠，2007）。 

 Gardner 與 Davis（2015）在《破解 APP 世代》一書中提到：APP 幫助我

們開拓新的可能性。遊戲和技術的結合已然成為現實中的趨勢，那麼是否可以設

計出一套 App 來幫助學生學習呢？因為相關的研究較少，且 App 的設計與製

作需要大量的專業人員與成本，所以在投入大量資源開發 App 程式之前，我們

需要證明它確實對於學生的學習是有幫助的。因此，本研究在軟體工程師與現場

教師的幫助下，開發了奠基活動模組 App，希望可以瞭解此 App 對於學習立方

體展開圖之情意影響。 

  

叁、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為探索性研究，目前持續進行中。研究者開發了關於立方體展開圖的

奠基活動模組 App。為了增加趣味性與吸引力，經過焦點團體的討論設計，研

究者使用了一個完整的故事情節來包裝遊戲，故事的開始是大約三分鐘的動畫，

告訴玩家需要找尋立方體的十一個展開圖，如圖一。 

254

2018年第十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8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圖一、故事情節畫面示例 

 

整個 App 包含四個任務。第一個任務名為「眼明手快」，每回合有十個問

題，在每個問題進行時，程式會隨機從「真展開圖（共 11 個）」與「偽展開圖（共

24 個）」中選取一個圖形，要求玩家判斷真偽並答題，若圖形為真展開圖且答題

正確，程式會播放將此展開圖拼成立方體的動畫。 

任務二名為「聖方分類」，需要將立方體的十一個展開圖進行分類並著色，

在任務開始時畫面上已有全部十一個展開圖，玩家可以任意移動、旋轉，並進行

分類，當分類完成後即可進行著色。著色完成後，玩家需要使用文字填寫分類的

原因，其中每一個關卡結束後都會得到零顆星到五顆星的星等評分。 

前兩個任務著重於概念發展，屬於個人任務。任務三、四則正式進入遊戲環

節，任務設計為兩人對戰。其中任務三「破磚大進擊」是運用真、偽展開圖迷宮

進行奪寶競賽，而任務四「佔地為王」則是運用真、偽展開圖迷宮進行搶地盤的

競賽。 

二、研究樣本 

遊戲設計完成後，先於高雄市某學校進行前導教學試驗（四年級 24 人、五

年級 52 人、六年級 24 人），以檢驗 App 的合適性，包含數學內容難易度、遊

戲畫面的吸引力、執行遊戲時的流暢度、以及未來正式實驗時與學校教學的配合、

執行的流程、時間規劃的合理性等。 

  研究正式施測採方便取樣，選擇高雄市（都會）與嘉義市（非都市）各一間

學校的四到六年級共計二十個班級，每班 22 至 28 人，共 506 人（學生資料與背

景條件詳見表一）。 

三、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為任務時間結束後，請學生填寫的情意問卷。問卷中使用勾選題收

集包含背景、對於此奠基活動 App 的看法、情意面向的問題，以及使用開放性

問題收集質性資料；其中勾選題使用李克特量表，問卷通過內部一致性檢驗，

Cronbachs'α為 0.751（可靠性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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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學童樣本之背景條件摘要 

背景條件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性別 
男生 267 52.8%

女生 239 47.2%

年級 

四年級 77 15.2%

五年級 182 36%

六年級 247 48.8%

數學成績 

頂尖群 237 46.8%

高分群 149 29.4%

中間群 90 17.8%

低分群 30 5.9%

數學態度 
喜歡數學 326 64.4%

不喜歡數學 180 35.6%

使用平板經驗 
無使用經驗 384 75.9%

有使用經驗 122 24.1%

都市與非都市 
都市 316 62.5%

非都市 190 37.5%

四、研究流程與資料收集 

正式施測四個任務活動時間為兩節課（合計 80 分鐘）。在活動時間中，教師

只針對平板電腦的操作、遊戲方式與規則、以及活動流程如競賽、答題等程序進

行說明，幾乎沒有進行數學內容的教學，讓學生完全從平板電腦進行學習活動，

僅在每個任務結束之後根據學生的發言進行討論與反饋，並在最後請學生填寫情

意問卷。每個班級裡學生使用的數學教學材料（安裝 App 程式的平板電腦、上

課使用的 PPT ）與活動流程均相同。 

五、資料分析 

情意問卷量化資料的部分，使用統計軟體 SPSS 進行分析。首先以直交最大

變異法轉軸（Varimax）對問卷的題目進行因素分析，接著使用獨立樣本 t 檢定

與 One-Way ANOVA 檢驗這兩個因素與六個背景條件（年級、性別、數學成績、

數學態度、平板使用經驗、都市與非都市）之間的關係。 

進行 KMO 取樣適切性及 Bartlett 球面性檢定。檢定結果之 KMO 值為

0.79，且 Bartlett’s 球形考驗的 χ2 值為 967.305（自由度為 36），p–value = .000 已

達顯著水準，因此，本研究的問卷題項適合進行因素分析。轉軸後兩個因素可以

解釋的總變異量為 50.44%、特徵值為 1.605，得到的成分矩陣如下表二，並根據

其所涵括的題項內容，將兩個元素分別訂定為「遊戲娛樂教育度」與「遊戲表現

掌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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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轉軸後的成份矩陣 

 元件 

遊戲娛樂教育度 遊戲表現掌握度 

覺得遊戲好玩嗎？ .830

喜歡六合聖方嗎？ .790

你覺得這個遊戲的內容豐不豐富？ .748

覺得此遊戲對於學習立方體展開圖有沒有幫助？ .660

你覺得玩過這個遊戲讓你更喜歡數學嗎？ .585

覺得遊戲難嗎？ .780

覺得遊戲表現好嗎？ .656

你覺得這個遊戲的內容你都能了解嗎？ .617

你覺得你在玩這個遊戲時，你是動腦想的多？還

是背的多？ 
.499

 

肆、結果與討論 

一、年級越低遊戲娛樂教育度越高，六年級學生的遊戲表現掌握度較高。 

使用 One-Way ANOVA 分析年級與兩因素之間的關係。年級之間在遊戲表現

掌握度這一項的 F = 5.085，p = .007，表示六年級學生的遊戲表現掌握度明顯高

於四、五年級的學生；但是遊戲娛樂教育度在同質性檢定的 p 值< 0.05 表示違反

變異數同質性的假定，在使用 Games-Howell 法進行比較後，發現四年級在遊戲

娛樂教育度上高於五年級，五年級更是明顯高於六年級的學生。進一步比較年級

與兩個因素所包含的題項，研究者發現年級越低的學生越喜歡這些遊戲，認為此

奠基活動 App 所能夠帶來的幫助越高，也越覺得遊戲內容豐富。除此之外，六

年級學生在遊戲難易度、對遊戲的了解程度、以及遊戲需要動腦的程度都高於四、

五年級。研究者認為這是因為六年級已經學過立方體展開圖，所以在進行遊戲的

過程會明確的連結到遊戲希望學生獲得的概念；而四、五年級的學生沒有相關的

先備知識，所以在遊戲結束後會因為學到新事物所以覺得遊戲內容豐富。 

二、男生的遊戲表現掌握度高於女生。 

使用獨立樣本 t 檢定分析資料，得到性別與遊戲表現掌握度之 t = 4.398、 p 

= .000 < .05，已達顯著水準，平均值差異等於.78931，表示男生在遊戲表現掌握

度明顯高於女生；但是遊戲娛樂教育度沒有顯著差異。進一步比較性別與兩個因

素所包含的題項，發現男生覺得遊戲玩起來容易上手、甚至有玩過類似遊戲的經

驗，並且對於遊戲表現顯得很有自信，但是在其他方面並沒有明顯差異。因此，

研究者認為此奠基活動 App 程式對於學習方面可以克服性別的差異，在男女同

班的環境下也能讓學生都學習到數學概念。 

三、頂尖群學生在遊戲表現掌握度上明顯高於中間群與低分群學生。 

使用 One-Way ANOVA 分析數學成績與兩因素之間的關係，兩變項因素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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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數同質性檢定 p 值均大於 0.05，並未違反同質性假定，且數學成績與遊戲表

現掌握度有顯著差異，但遊戲娛樂教育度之 p = .31 > .05 表示沒有顯著差異，這

與研究者在文獻中發現科技融入教學能提升低成就學生的學習態度不一致。進一

步比較數學成績與兩個因素所包含的題項，發現中間群的學生相較於其他學生特

別喜歡六合聖方這個遊戲，低分群的學生則否；而在遊戲表現、遊戲了解與遊戲

後更喜歡數學的部分，頂尖群與高分群明顯比另外兩群抱持著正向的態度。科技

融入教學常常是為了提高學習動機、增加學習興趣，而此奠基活動 App 具有隨

機性與競爭性，能夠使各種數學成績的學生都在不同面向感受到樂趣，因此研究

者認為此 App 運用在進行差異化教學的現場也能產生良好的功效。 

四、喜歡數學的學生在兩個因素的表現都高於不喜歡數學的學生。 

研究者將數學態度分為喜歡數學與不喜歡數學兩類，使用獨立樣本 t 檢定分

析數學態度與兩因素之間的關係。得到遊戲娛樂教育度的 t = -4.914、df = 310.702、

p = .000 < 0.05、平均值差異為 -0.95030；而遊戲表現掌握度之之 t = –4.890、

df = 476、p = .000 < .05、平均值差異等於–0.91234；顯示喜歡數學的學生在遊

戲娛樂教育度與遊戲表現掌握度上都高於不喜歡數學的學生。進一步比較，發現

喜歡與不喜歡數學在每個題項都顯示出顯著的差異，由此可見提升學生數學態度

的重要性。 

五、平板使用經驗在遊戲娛樂教育度與遊戲表現掌握度上沒有顯著差異。 

使用獨立樣本 t 檢定分析平板使用經驗與兩因素之間的關係。p 值均未達顯

著水準，表示學生並不會因為有沒有在數學課使用過平板電腦，而覺得此 App 

特別好玩或特別難進行。進一步比較平板使用經驗與兩個因素所包含的題項，發

現沒有在數學課使用過平板電腦的學生，會比有在數學課使用過平板電腦的學生

更覺得遊戲內容豐富。 

六、非都市學生在遊戲娛樂教育度上明顯高於都市學生。 

使用獨立樣本 t 檢定分析都市、非都市學生與兩因素之間的關係。發現在遊

戲表現掌握度這一項p = .114 > .05未達顯著水準；而遊戲娛樂教育度之 t = 5.212、

p = .000 < .05，已達顯著水準，平均值差異約為.88852，顯示非都市學生在遊戲

娛樂教育度方面明顯高於都市學生。進一步比較都市、非都市學生與兩個因素所

包含的題項，發現都市學生感覺自己對遊戲的瞭解明顯高於非都市學生覺得自己

對遊戲的瞭解；而在喜歡六合聖方、遊戲好玩程度、遊戲內容豐富、遊戲動腦程

度方面，非都市學生都明顯高於都市學生。 

 

伍、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當教師沒有進行立方體相關的教學，直接讓學生使用研發的

奠基活動模組 App 進行遊戲的情況下，學生對於立方體展開圖之學習情意的影

響。由上一章結果得知，此奠基活動模組 App 可以激勵學生，讓學生覺得數學

課更有趣；對於非都市學生在學習立方體展開圖的幫助高於都市學生；無論有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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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數學課使用過平板電腦，都不影響對於此 App 的體驗。從認知的角度而言，

如果使用此奠基活動 App，教師只需給予學生引導並根據狀況給與反饋，學生

就可以自主學習，這與 NCTM（2003）所提倡教師的角色應該是學生建構知識

的協助者不謀而合。另一方面，APP 可以克服年齡與性別的差距，這意味著在

男女同班、混合年齡或有成績落差的班級都能讓學生真正學習到數學概念。換句

話說，此 App 是輔助差異化教學的優良工具。 

由於研究工具的限制，本研究中並沒有針對此奠基活動 App 是否能夠協助

學生形成正確的概念心像以及增強學後保留進行探討。此外，雖然不喜歡數學的

學生在遊戲娛樂教育度與遊戲表現掌握度上明顯低於喜歡數學的學生，但是在情

意面向得分較低並不表示使用 App 的學習效果也會較低。因此，使用奠基活動 

App 是否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協助學生形成正確的概念心像、增強學後

保留，將是未來值得探究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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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be net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elementary mathematics. However, in 

traditional teaching it is hard to let students have enough experience about rotation 

and expansion of planar shapes, and Mathematics Grounding Activities (MGAs) 

might be a solution. MGAs use mathematical games to inspire students’ interests so 

they can gain much experience. In recent years mobile devices have become a trend 

and us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visualize abstract concepts, so it is easier for 

students to grasp them.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an app based 

on an MGA of cube nets on students’ learning affect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506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of fourth to sixth 

grades in different areas of Taiwan.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GA app could positively 

influence students’ affects. It is also shown that non-urban students had better 

improvements in learning cube nets than urban ones, and using the app could 

overcome the differences in age and gender, so it is a fine tool for differentiated 

teaching. 

 

Keywords：Apps, Cube nets, Mathematical games, Mathematics Grounding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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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數學感五核心內涵教學策略之行動研究 --  
以六年級表面積單元為例 

 
 陳麒元 1 李源順 2 

1臺北市立大學數學教育所在職專班 yukiguki@gmail.com 
2臺北市立大學數學系 leeys@go.utaipei.edu.tw 

 
摘要 

本研究旨在運用行動研究探討教導六年級學童學習表面積單元時，研究者運

用數學感五核心內涵教、學策略以促進數學教學專業成長。透過討論以及觀看教

學影片獲得正確的數學知識；透過教學策略的選擇與運用增進研究者對學童解題

思考脈絡的理解以及釐清使用策略的適宜性。此研究結果顯示，研究者能運用數

學感五核心內涵教、學策略達成數學教學專業成長的目標。 
 

關鍵字：表面積、數學感、行動研究、五核心內涵 
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在生活經驗中，表面積的例子隨手可得，例如：要裝潢屋子時，建築材料的

購買數量會根據表面積的大小來決定、在設計汽車時，迎風面表面積的大小會影

響風阻的計算、要包裝禮物時，選擇合適的包裝紙會依據表面積大小而改變。 
雖然表面積的例子是隨處可見。但，研究者在國小教學的歷程中，看到了空間幾

何推理能力較弱的學童，在學習空間幾何單元時的困難處，常常是無法建立心像、

無法建立視圖與展開圖的正確關係等等。 
江重輝（2008）曾指出很多學童只知道套用公式來計算表面積，卻不見得能

夠瞭解表面積的真正意義與建立正確完整的概念，所以有很多的迷思概念。若是

教師在進行教學時，能循序漸進為學童建立正確的表面積概念，或是針對學童迷

思設計補充教材，或是安排、選擇不同的教學策略進行課程引導，都是能提升學

童學習表面積單元的自信心，也就能夠促使學童擁有正確的概念與知識了。 
吳武典等人（2005）認為教師專業成長可以有效促進教育政策理念的落實、

提升學童的學習品質，以及促進教師尊榮感與教學自主。李源順、林福來、呂玉

琴與陳美芳（2008）將國小教師數學教學專業知能標準分為數學知識、學生認知、

教學方法、教學實務、教學評量和專業責任六個主題，共計 47 條標準。 
李源順（2014）提出數學感教育的理論，目的是要讓學生把數學學得有感覺。

他為了讓老師和學生有具體可行的教與學策略，提出五個核心內涵（Five Core 
Connotations）的教學策略：舉例、簡化數字、畫圖、問為什麼、回想，希望藉

由可操作的教與學策略，來提升學童數學學習歷程的數學感。 

研究者想透過專業成長來提升自己的數學知識、教學策略的運用，以及增進

對學童解題思考過程的瞭解，進而帶給學童不一樣的數學學習歷程。有鑑於此，

研究者想藉由數學感五核心教、學策略的運用，採取行動研究的理念，並透過閱

讀文獻、分析教材、與指導教授討論、自我省思、修正改進等幾個重要歷程，來

提升研究者在教導學童學習表面積單元時的數學教學專業能力，進而帶給學童更

有數學感的學習歷程。 
二、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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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利用行動研究探討教導學童學習表面積單元時，研究者運用數學

感五核心教學策略以促進數學教學專業成長。 
 

貳、文獻探討 
一、數學感（Mathematics Sense）與營造數學感（Making Mathematics Sense） 

李源順與林福來（1998）擴展 NCTM（1989）和 Resnick（1989）對數感的

定義，提出數學感的思維，指出數學感是人們能從數學材料中抽取其直觀意義的

高層次思維。而這種思維沒有一定的運算規則，且能對結果的合理性做出正確的

判斷與合理的詮釋，也同時能在思維過程中進行自我調整與自我監控。 
李源順與林福來（2000）根據數學感的思維，提出具體培養學童擁有數學感

的五大要領，分別是：學童能正確舉出正例或反例，學童能用模型、符號、圖形

等表徵來表達數學概念，學童能對相同概念的不同表徵進行正確的連結，學童能

整合各種概念之間的眾多關係，學童能自己檢驗結果的正確性與思考其合理性。 
李源順（2014）建議教師進行數學教學時，一定要選擇容易且易懂的文字題

著手，先引導學童認識數學知識內容的概念，接著再引導學童將這些所學習到的

數學概念內化為程序性知識，也才能夠進行解題性知識的教學，教導學童如何解

決未曾看過的數學問題。 
而研究者認為，要在課室中營造數學感，就必須為學童建立上述的學習歷程，

而不再只是教師單方面進行講述教學。儘管受限於授課時數，無法進行大量題數

的討論，但是引導學童使用數學表徵、數學語言來進行溝通，最終一定可以促使

學童達成從數學素材中獲得高層次思維的能力，使學童越學習越有數學感。 
 
二、數學感五核心教學策略 

李源順（2014）擬定了五個核心內涵的教、學策略，讓教師可以較快速熟悉

數學感的內涵，進而為學童營造數學感的學習歷程。 
1.舉例（Give an example）：要學童透過「舉例」再進行解答，使學童能夠對所學

習的內容產生意義。如：讓學童針對「3.5+4.6」的算式舉出一個文字題。 

2.簡化數字（Simplifying）：讓學童知道可以利用「簡化數字」來瞭解題意或解答

問題，也可使學童知道當自己不會時，能夠運用簡化數字的思維，用來掌

握題意並正確解答。如：有一個題目是「  瓶水是  公升，1 瓶水是幾

公升？」，可以請學童將題目簡化成為「2瓶水是 6公升，1瓶水是幾公升？」，

如此一來，學童就可以掌握題意，進而進行解題。 

3.畫圖（Drawing）：讓學童知道可以利用「畫圖」來瞭解題意或解答問題，使學

童知道自己不會時，能夠運用畫圖的方式使問題變得具體，也就能掌握題

意並正確解答。如：學童可用數線圖來理解基準量與比較量的數學問題。 

4.問為什麼（Ask why）：向學童提問「為什麼，或者你是怎麼知道的」，或是讓

學童主動向老師提問「老師，為什麼是這樣列式」，使學童能以概念性瞭

解到所學的內容與知識，而不是只用記憶背誦的方式來學習數學。如：問

學童「姊姊有 5 捲彩帶，姊姊比妹妹少 3 捲彩帶，問妹妹有幾捲彩帶？」

的問題，為什麼是用「5+3」來進行計算。 

5.回想（Rethinking）：讓學童「回想」這個單元和之前學過的什麼內容一樣，或

是哪裡不一樣，使學童有機會將之前所學的與現在的所學進行統整，以利

形成數學感，如：進行扇形教學時，可以請學生回想圓的性質與相關公式。 
研究者認為，教師透過數學感五核心教、學策略，能為學童建立不同於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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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歷程，讓學童的數學學習可以更加有感覺，而不只是記憶解題過程、背誦

數學公式而已，這也是研究者想透過數學感促使自己專業進步的原因。 
 
三、立體形體的關係與表面積（Surface area）的相關知識 

(一)直線的垂直與平行 
在相同平面中，兩直線相交，且構成的四個角有任意一個角為直角，則另外

三個角也必為直角，此時稱此兩直線互相垂直；而在相同平面中，兩直線永遠不

會相交，此時稱此兩直線互相平行。 
(二)立體形體的關係 
周筱亭等人（2006）提到立體形體的關係包含邊和邊的垂直關係、邊和面的

垂直關係、面和面的垂直關係、邊和邊的平行關係、面和面的平行關係，與邊和

面的平行關係。因篇幅關係，在此不再詳述。 
學童升上高年級後，幾何的學習內容開始探討構成要素之間的關係，也就是

由 van Hiele（1986）的第二層次分析期到第三層次非形式演繹關係期的過渡。

透過運用學童的先備知識，像是操作三角板，對於直線的垂直與平行認識，或是

生活周遭的例子，像是牆壁和地面的平面的垂直與平行現象，引導學童能正確認

識在空間中同一平面上，關於垂直與平行的判定。不過在使用三角板做檢查時，

必須留意使用的方式，才能引導學童認識正確的觀念。 
(三)表面積的定義與概念 
表面積的定義是一個立體形體所有面的面積總和，也因此，表面積的概念與

面積的概念是具有相關性的。譚寧君（1998）指出面積的學習概念有三種，分別

是保留概念、測量概念及估測概念。因篇幅關係，在此不再詳述。 
不過，在學習表面積時，學童必須具備保留概念，才能瞭解形體改變位置後

所占的面積大小是不變的；以及必須具備直線測量面積概念，才能瞭解面積公式

的來由與原理，以便能成功解答表面積的相關問題，而不是運用題目給定的任意

數字隨意加減乘除來計算。 

(四)表面積的相關研究 
目前國內的相關文獻為數不少，大多是以資訊融入的方式來進行教學。也有

不少研究者是以立體形體為主題，教學內容包含表面積與體積單元，來探討學童

相關概念的正確性、學習成效的比較，以及補教教學的合適性。 

在補救教學方面，江重輝（2008）的研究發現教師能夠投入補充教學的教學

設計，能對學童的學習有所幫助，能促進學童的學習成效。教師投入補充教學教

材的設計，亦可對教師的課程設計能力有助益。 

在媒材融入教學方面，李俊頡（2011）運用互動式電子白板來協助學童學習

圓柱表面積的課程內容，發現互動式電子白板是個能夠提升學童的學習注意力及

學習動機的教學利器。康麗英（2013）指出運用多媒體進行表面積單元的教學，

能夠對學習者的學習有效益，在研究中發現低成就學習者的助益顯著優於高成就

學習者。陳怡如（2015）提出不管是哪種學業成效的學習者，運用平板電腦電子

書 APP 的模式學習表面積單元，均在成績以及學習態度上有正向顯著影響。 
歸納整理上述表面積的相關研究，可以看出多數的學者都想關注於學童的學

習上，希望透過分析學童的學習歷程，促使學童可以在表面積單元的學習上可以

更有收穫。也因此，研究者希望透過分析學童的學習歷程、教材，並搭配運用數

學感五個核心內涵的教、學策略進行教學，能提升研究者的數學專業教學技能。 
叁、研究方法與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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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行動研究的原因 
在研究者的教學生涯中，數學一直是讓多數學童頭痛的科目，除了有時數學

知識太過於抽象難懂，對於題型的理解與解法會有不同的詮釋，使學生困擾不已

之外，尤其是低分組的學生，常常只是模仿教師的解題步驟，少有自己探索解題

的策略。自己也習慣運用講述法來授課，因為一來可以減少授課時數的壓力；再

者，認為使用講述法授課，可使低分組的學童能採取模仿老師解題的方法來進行

練習，達成一定的學習成效。只是如此一來，高分組的學童拘泥於固定化的解題

模式，鮮少能發展自己的解題策略；中低分組的學童，遇到題目有所變化或者出

現不是課本類似題的題目，常常就摸不著頭緒，無法正確解題。 
本研究採取數學感五核心內涵教、學策略應用於數學課室中，主要是希望能

夠改善研究者以往運用講述法授課的模式，來增進自己運用數學感五核心教學策

略的能力，並釐清自己的數學知識、增加數學授課的專業知能，提升專業成長。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研究者。研究者雖不是數學本科系出身，但想透過採取

數學感五個核心內涵的教、學策略，促使自己的數學專業能力有所成長。指導教

授為本研究的重要人物，包含教學活動的適切性、釐清教材重點等，研究者都與

指導教授討論過，請指導教授提供相關建議。同時指導教授也提供檢驗三角校正

法的正確性，使研究者的資料分析更為可靠正確。 

 
三、研究流程 

本研究採取行動研究模式，擬定的研究步驟為「計畫、教學、觀察與評估、

修正、省思」的循環模式。當經過自我省思後發現計畫需要修正，便會進行計畫

的修正，再按照研究步驟持續進行研究。研究流程細分為研究準備、研究歷程以

及研究統整階段。期望透過完整的研究流程，達成研究目標，解決待答問題。 
 
四、研究工具 

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應用多面向的研究工具，以利進行完整的研究。此研

究工具包含教學行動方案、教學錄影、學童課堂練習、訪談學童記錄、與指導教

授的討論與建議，以及研究者的教學省思。 

為了能使研究者於日後整理各種資料、針對資料作出清楚正確的分析，以及

能於研究論述中呈現，研究者將以資料的性質、來源、日期等來進行資料的編碼。

資料編碼與代碼的意義，如表 1。 

表 1 資料編碼意義表 
資料  代碼  代碼意義 

研究者  T  研究者 

指導教授  T1  指導教授 

學童代號 
S1~S20  S1為代號 1之學童，1~20為學童代號 

多數 S  多位學童 

學童例題練習  1061225例題S1  106年12月25日代碼1號學童課堂例題 

討論紀錄  1061204討論  106年 12 月 18日討論記錄 

訪談紀錄  1061225訪談 S1  106年 12月 28日代碼 1號學童訪談記錄

教學錄影  1061226錄影  106年 12 月 26日教學錄影 

五、資料的信度與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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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兼任教學者與觀察者的角色，為了提升本研究的信度與效度，因此採

三角校正法來進行資料檢核，使用不同的資料蒐集方法、不同的資料來源、不同

分析者與不同理論觀點來研究同一現象，經由分類、分析及編碼後，比對之間所

描述的對象，驗證資料間的一致性，提升本研究的信度。再者，研究者與指導教

授針對教材內容、教學策略的選擇等方面進行討論，使研究者可以釐清教材概念、

建立正確知識、擬定合適的教學策略，使得本研究具有專家效度與內容效度。 
 

肆、研究結果與討論 
一、研究第一循環(計畫→教學→觀察與評估→修正→省思) 

(一)計畫-建立正確知識 
1.觀看指導教授的教材教法影片 
藉由觀看指導教授的教材教法影片，釐清研究者對於教材內容的相關概念，

以及建立正確的學科知識。因此，研究者將建立正確知識的必要性，視為第一循

環的計畫。從影片中，研究者發現了自己以往所忽略的數學概念，如必須是要在

同一個平面才能進行線的垂直或平行判定。在以往的教學歷程中，研究者並沒有

向學童強調過這個數學概念。藉由觀看影片，得知了這個概念是不可以被忽視的，

是一定要帶給學童的重要概念。另外，須將直角三角板固定一邊後做不同方向的

轉動來檢驗面和面的垂直，而不能只是將直角三角板由左邊移到右邊的步驟，研

究者不了解，因而需要再找時間澄清。 
透過觀看教材教法的影片，研究者除了能補足原本缺少的數學概念之外，還

能夠在往後的教學歷程中學以致用，帶給學童更完整的概念架構。 
2.與指導教授進行討論 
與指導教授針對數學知識、教材內容與教學策略進行討論，釐清研究者對於

教材的相關疑問以及檢視數學知識的正確性。因此，研究者將此討論視為第一循

環的計畫。從討論中，研究者釐清了相關知識的困惑，如運用直角三角板來檢驗

面和面是否垂直時，必須將直角三角板固定一邊後做不同方向的轉動來檢驗。或

是確認教學策略的使用時機，以利在教學時，能夠充分且精準地使用，好帶給學

童更有感覺的學習歷程。或是教材沒有提及到了內容，與指導教授進行討論，確

認當成補充教材的可行性。 
T：老師，不可以移動直角三角板來檢驗垂直是什麼意思？ 
T1：當是直角時，不管我怎麼樣轉直角三角板，都是垂直的。其實檢驗垂直有幾

種方法，一種是水平面和鉛垂線，看起來就是垂直，就是直觀的方法；另一種是運用

直角三角板，將直角的一邊固定後旋轉看看，假如都垂直的話，才是垂直的。若是用

直角三角板的直角來回移動，則學生會把平面與平面不垂直的情形解讀為垂直；其實

數學上的方法是法向量的概念，但我們不能教。 
T：我現在瞭解了，在教學時可以清楚向學童說明清楚。(1061218 討論) 

從觀看教學影片以及與指導教授討論的過程中，研究者不僅建立起完整的數

學架構、釐清數學知識的盲點，也熟知了教學策略的應用。研究者認為，從觀看

影片以及與指導教授的討論中建立正確知識，已成為研究者第一次的專業成長。 
(二)教學-執行教學方案 
研究者依據學童的先備知識、分析教材地位、確認數學知識與相關概念，融

入五核心教學策略，設計符合課程內容的教學方案。研究者並依照教學方案的規

劃，實際進行教學。在教學的過程中，研究者隨時檢視學童的學習情況，包含學

童的問答反應、學習態度、解題過程、課堂練習題的作答情形，並輔助教學錄影、

拍照，以及課後訪談，以利研究者能夠有完整的資訊於課後進行教學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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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提出垂直的教學過程，均是運用學童例題練習的作答情形，來檢視研究

者在教學過程中使用教學策略是否得宜。 
1.邊和邊的垂直 
以下教學歷程是採用回想、問為什麼、舉例的教學策略來建立學童對於垂直

定義的認識。在過程中，學童直覺認為垂直就是 90 度，研究者引導學童確認 90
度只是一個角度，並不是垂直的定義。再讓學童舉例說明何謂線與線垂直，並引

導學童認識垂直在數學上的定義，且向學童強調同一個平面的概念；運用簡化策

略，讓學童找出指定邊的垂直邊；最後運用例題練習來檢視學童的學習情形。希

望透過教學引導與教學策略的使用，能使學童理解線與線垂直的定義、舉出正確

的例子來說明。 
T：大家在四年級時有學過直線和直線垂直的概念，什麼是垂直？ 
S20：垂直就是 90 度。 
T：為什麼？ 
S20：因為垂直就一定要有 90 度。 
T：90 度是屬於哪一個數學概念，長度嗎？ 
S5：是角度。 
T：沒錯，那麼你可以說明垂直是角度嗎？ 
S5：不行，因為 90 度是角度，垂直不是角度。 
T：有誰可以舉例說明哪裡有垂直嗎？並指出來給大家看。 
S12：桌面的兩個鄰邊成 90 度。(1061226 錄影) 

從學童的例題練習中得知，只有 30%的學童可以正確回答線和線的垂直且舉

例說明正確，如圖 1。有 30%的學童知道線和線的垂直概念，不過卻沒有說明線

和線的垂直必須要在同一個平面上，如圖 2。有 40%的學童能正確定義線和線的

垂直，卻無法正確舉出垂直的例子，如圖 3 與圖 4。 

   

圖 1「垂直定義與舉例」完全正確舉隅 圖 2「垂直定義與舉例」部分正確舉隅

   

圖 3「垂直定義與舉例」錯誤舉隅 圖 4「垂直定義與舉例」錯誤舉隅 
2.面和面的垂直 
以下教學歷程是採用問為什麼、舉例的教學策略來建立學童對於面和面的垂

直的認識，以及運用直角三角板檢驗垂直的注意事項。在過程中，學童直覺使用

直角三角板檢驗垂直時，只從左邊移到右邊來檢驗。在找出與面 ABCD 的垂直

面時，也能直覺式的回答出答案，不過多數學童沒有辦法一次就將四個垂直面找

出來，如圖 6。研究者引導學童說明想法、舉例解釋，透過師生互動釐清概念。

最後運用例題練習來檢視學童的學習情形。希望透過教學引導與教學策略的使用，

能使學童理解面和面的垂直概念、能夠完成正確解題，與正確使用直角三角板。 
T：老師這裡有個空心盒子以及直角三角板，誰可以上來邊說明邊操作來檢驗這

兩個面是否有垂直呢？ 
S5：檢查時只要將直角三角板從左邊移到右邊就好。因為移過去時都沒有歪，所

以有垂直。 
T：你是沿著折線從左邊移到右邊來檢查，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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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對。 
T：用直角三角板檢驗時，不可以從左邊移到右邊，因為這樣無法正確確認是否

有垂直。應該要將直角三角板固定一邊後做不同方向的轉動來檢驗面和面的垂直，這

樣才是正確的做法。 
多數 S：我知道了。 
T：那麼我們來找出和面 ABCD 的垂直面。 
S11：面 BCGF 和面 CDHG。 
T：你怎麼知道？ 
S11：直覺。 
T：除了直覺之外，還可以有什麼方法來檢驗面和面的垂直呢？ 
S6：用直角三角板。 
S16：老師，不只這兩個面，應該還有面 ABFE 和面 AEHD。 
T：有人提出更多答案了，那麼我們來用教具檢驗看看。 
S16：是垂直面沒錯。 
T：我們找出四個和面 ABCD 垂直的面了。既然已經將答案全部找到了，我們來

歸納重點。要如何找出與指定面的垂直面呢？以面 ABCD 來說，和它垂直的面都與

它有什麼關聯性呢？ 
S7：都是底下的面。 
T：什麼是底下的面？ 
S7 就是把面 ABCD 當成上面的底面，其他四個面都是它底下的面。 
S13：那是側面啦。 
T：在長方體中，只要是把指定面當作底面，側面就一定會是垂直面，是嗎？ 
多數 S：對。(1061227 錄影) 

從學童的例題練習中得知，有 70%的學童可以正確找出與指定面的垂直面。

有 30%的學童沒有辦法完全找出垂直面，如圖 6。可見這些學童無法心中建立完

整的心像，所以才無法能找出全部的答案。 
其實課本要讓學童發現的是：在長方體中，相鄰的面都互相垂直。但是學童

發現到用底面與側面垂直的概念來解題，是研究者沒有預料到的。因此，研究者

讓學童自行歸納重點，自行發展解題策略，讓學童擁有完整的學習歷程。之後，

研究者有引導學童認識「在長方體中，相鄰的面都互相垂直」的觀念，讓學童能

擁有更完整的數學知識。 

   
圖 5 例題練習的形體圖  圖 6「面與面的垂直」部分正確舉隅 

3.邊和面的垂直 
以下教學歷程是採用回想、問為什麼、舉例、簡化的教學策略來建立學童對

於邊和面的垂直的認識。在過程中，學童直覺認為和	CG 垂直的面是面 BCGF。
研究者引導學童發言，說明想法、舉例解釋，透過師生互動釐清概念。最後運用

例題練習來檢視學童的學習情形。希望透過教學引導與教學策略的使用，能使學

童理解邊和面的垂直概念、並能夠完成正確解題。但研究者的教學引導與統整歸

納，似乎沒有辦法讓學童釐清概念，只是將正確答案告知學童而已，因此在例題

練習中可以看見，如圖 8，是完全錯誤的解題情形。 
T：在這個長方體中，找出和	CG 垂直的面。 
S12：面 BCGF 
T：為什麼呢？你怎麼知道？ 
S12：因為 CG 在面 BCGF 上，所以有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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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6：我也認為是面 BCGF，因為任何東西放在指定的面上面，都會和面垂直，

因為是立體的。 
T：你可以舉例說明嗎？ 
S16：像是鉛筆盒放在桌面上，所以鉛筆盒和桌面有垂直。 
S13：可是我認為沒有垂直，因為 CG 和面 BCGF 沒有夾角，所以沒有垂直。 
T：從夾角的想法說明，很好。其實在面 BCGF 中， CG 並沒有和面 BCGF 垂直，

而是跟 BC 和 FG 這相鄰的兩個邊垂直喔。 
S2：對耶，因為它是邊和邊的垂直。 
T：那麼再來找一次答案，在這個長方體中，長方體的邊和相鄰面的邊的夾角是

90 度時，邊和這個面就會互相垂直。以 CG 來說，相鄰面是面 ABCD、面 EFGH，

而老師用直角三角板在這個長方體盒子來檢驗，發現是垂直的，所以可以證實相鄰面

是面 ABCD、面 EFGH，會與 CG 垂直。(1061228 錄影) 
從學童的例題練習中得知，只有 20%的學童可以進行邊與面的垂直的正確解

題。有 25%的學童只寫出一個垂直面。有 55%的學童寫出完全錯誤的答案，如

圖 8，可見研究者的引導無法為學童建立完整且正確的架構。 

   
圖 7 例題練習的形體圖  圖 8「邊與面的垂直」完全錯誤舉隅 

(三)觀察與評估-訪談學童，確認解題想法 
以下訪談學童的歷程，是希望能夠理解學童的解題想法與迷思概念。從學童

的例題練習中發現學童仍有迷思並未釐清；而從學童的訪談中也可清楚得知其概

念是錯誤的。因此，研究者認為必須重新檢視教學策略的使用，並於下一堂課前

提出新的應用方式，或重新選擇新的教學策略。 
T：為什麼在這個長方體中，	CG 會和面 BCGF 和面 CDHG 垂直？ 
S1：因為他們在同一個形體中，且那裡有 90 度。 
T：90 度是哪裡的角度呢？ 
S1：是面 BCGF 和面 CDHG 所形成的夾角。 
T：既然是這兩個面形成的夾角是 90 度，所以是誰與誰垂直？ 
S1：對喔，應該是這兩個面垂直，不是邊和面的垂直。 
T：還記得老師說過長方體的邊和相鄰面的邊的夾角是 90 度時，邊和這個面就會

互相垂直。 
S1：有印象，不過不太懂。 
T：想一想操場上的旗桿，旗桿會和誰垂直？ 
S1：地面。 
T：那如果把旗杆延長，會不會和天空垂直？ 
S1：會。 
T：那我們把 	CG 當成旗桿，哪個面是地板，哪個面是天空呢？ 
S1：面 EFGH 是地板，面 ABCD 是天空。(1061228 訪談 S1) 

 
二、研究第二循環(再計畫→教學→觀察與評估→省思) 

(一)再計畫-修正教學策略的使用 
研究者於課後以及訪談學童過後決定仍用舉例策略進行課程內容的說明與

引導，不過要更換成以教室空間來舉例說明，像是將教室舉例成長方體，而柱子

簡化成指定邊。或是以旗桿垂直地面與天空的例子來說明，希望可以透過舉例，

讓學童建立心像，而找出垂直面，也就是教室柱子與天花板和地板垂直，或是旗

桿與地面和天空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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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執行再計劃教學方案 
重新規劃教學方案，採用舉例的教學策略來重新建立學童對於邊和面的垂直

的認識。在過程中，引導學童將教室舉例成長方體，而柱子簡化成指定邊，或是

將旗桿舉例成指定邊，讓學童可以建立正確概念。最後運用例題練習，來檢視學

童的學習情形。希望可以透過重新舉例，讓學童理解邊和面的垂直概念、並能夠

完成正確解題，釐清錯誤迷思。 
T：如果把教室當成題目的長方體，哪裡會是	CG 呢？ 
S6：柱子。 
T：柱子其實不是邊，不過在這裡我們把柱子簡化成一個邊。那柱子跟誰垂直呢？ 
S2：天花板和地板。 
T：那你可以找出和柱子	CG 垂直的天花板和地板嗎？ 
S13：是 ABCD 和 EFGH。 
T：沒錯。(1061229 錄影) 

(三)觀察與評估-分析學童的例題練習 
從學童的例題練習中發現，邊和面的垂直全對正確率已提高至 85%，足見學

童已有相當程度的理解。但另外 15%的學童，或許是未建立起正確的心像，所以

寫出了非垂直的面。 
(四)教學省思 
研究者以往進行此單元教學時，沒有向學童說明在同一個平面才能進行線的

垂直或平行判定的觀念。所以在此次教學時，特別強調此觀念的引導。但研究者

於課後進行思考，為什麼在進行邊與邊的垂直教學引導時，學童回答的正確率只

有 30%，與指導教授討論後，研究者察覺是自己太固著於強調垂直不是角度的這

個觀念，而忽略了學童數學直觀的想法。其實數學感強調的是直觀意義的高層次

思維，若學童已經能從直觀中解題，就無需再強調文字上容易讓學童混淆的說明

了。除此之外，學童說明邊與邊的垂直定義後，卻舉例立體形體的垂直關係當作

例子，如面與面的垂直。由此可知，學童的觀念並非完全正確。 
在進行邊和面的垂直引導時，研究者使用的舉例策略無法讓學童理解，無法

在心中建立心像，造成學童學習成效低落。研究者於課後進行思考，察覺是自己

的舉例不適切，當然無法讓學童擁有正確概念。研究者決定重新檢視教學策略的

合適性，並於下一堂課重新運用合適的例子來說明，也讓學童更能掌握學習重點，

也使得學童的回答正確率由原本的 20%提升至 85%，足見教學策略使用得宜的

重要性。若教師無法在課堂中進行完整且合適的引導，學童當然無法建立完整的

心像與概念，可想而知伴隨而來的便是沒有意義的學習了。 
 

伍、研究結論與建議 
從觀看指導教授的教材教法影片以及與指導教授進行討論，研究者建立了正

確知識，包含用直角三角板檢驗垂直的使用方式與熟知垂直的定義，在數學知識

的層面中獲得了專業成長。 
從數學感五個核心內涵教、學策略的選擇與使用，讓研究者在教學方法的層

面中獲得了專業成長：1.教師必須充分準備與學童背景相關的例子，以利引起學

童共鳴，像是運用教室、紙箱來舉例說明。或是引導學童舉例，教師便可從中得

知學童概念是否正確。解答邊和面的垂直例題時，可以將把旗杆舉例成指定邊，

學童便能容易找出地面與天空為其垂直面。有了具體的例子，學童便能完整建立

心像，釐清盲點了。2.教師能夠將邊或面進行簡化，可以減少造成學童混淆的因

素，像是將教室柱子簡化成邊，學童便能容易找出與柱子的垂直面。3.教師要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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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知道，遇到不會的表面積題目時，可以將立體形體的展開圖繪製出來，好列

出正確的式子。透過觀察展開圖，找出解題所需要的線索來進行作答。或者是將

展開圖繪製成視圖，也能幫助學童釐清正確的邊長。4.教師只是一昧地問為什麼，

而沒有釐清關鍵問句或是採用循序漸進的方式進行提問，學童將無法從過程中得

到完整的概念。因此教師必須於課前進行提問的設計，才能夠運用問為什麼的策

略，引導學童進行學習，建立完整概念。5.強調概念間的連結，將新舊經驗作結

合，讓學童建立完整的數學脈絡，讓學童學得更有感覺！ 

透過逐步提問的方式，讓研究者更能理解學童解題的思考脈絡與數學的迷思

概念。因此，也提升了研究者對於學童理解層面的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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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ction Research of using Five Core Connotations of 
Mathematical Sense for 6th Surface area Unit. 

 
 Chi-Yuan Chen1 Yuan-Shun Le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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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an Action Research, the aims to explore researcher using the Five 
Core Connotations of Mathematical Sense to promote Mathematical teaching 
profession growth for teaching sixth graders to study Surface area Unit. Researcher 
can obtain the correct mathematical experience form discussing and 
watching classroom films, can understand the thinking context of students and clarify 
the suitability of teaching strategies. This research result shows researcher can achieve 
goals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profession growth for using Five Core Connotations of 
Mathematical Sense. 

 
Keywords： Surface area, Mathematical Sense, Action Research, Five Core 

Conno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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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國民小學教師數學教學知識（MPCK）知覺現況分析 
 

 王大榮1 段曉林2 

1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jacky0944@gmail.com 
2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suhltuan@cc.ncue.edu.tw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中市國民小學教師數學教學知識現況，及不同背景變項之

國小教師其對於數學教學知識知覺之差異，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陳彥廷

（2014）所發展「國小教師數學教學知識（MPCK）知覺量表」作為研究工具，

蒐集 106 學年度臺中市國民小學正式數學教師為研究對象，採用分層隨機抽樣中

的比率分配抽樣方法，有效回收樣本人數為 543 人，藉以統計分析結果瞭解臺中

市國民小學教師數學教學知識之現況。本研究結果顯示：一、臺中市國小教師在

數學教學知識表現良好。二、在不同背景變項發現，不同性別、學校規模之國小

教師在數學教學知識的表現無顯著差異；不同教學年資、職務、最高學歷與是否

曾經從數學教學領域畢業方面之國小教師在數學教學知識的表現有顯著差異。 
 
關鍵字：國小教師、數學教學知識、數學教學知識知覺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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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自從 1990 年以來各國教育改革一直將師資培育列為改革的重點，例如英國

教育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DfE], 2010）強調學校體系效能最重要的決定

因素即是教師素質，更將教師素質與師資培育視為未來革新的重點政策，期以高

素質的教師帶動全面教育水準之提升。 
教師內在的知識深切影響一位教師的教學取向或教學目標（McDiarmid, Ball 

& Anderson, 1989）。Shulman（1986）主張教師教學應融合學科知識與教學知識，

因此提出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簡稱 PCK）。PCK 指的

就是教師知道如何針對學習者的能力與興趣來將特定的教學主題重新組織、表徵

及轉化，以利教學之進行，它是教師知識的核心，也是有效教學的基礎。 
此外，李源順（1998）提到，國內小學數學教師的教學知識普遍不盡理想，

大多只是課本知識的傳遞，較少重視學生的思考與推理能力培養。然而，要界定

與測量教師的數學教學知識其實並不容易。因為數學教學知識是融合一般教學知

識、對數學學科具有深層理解以及熟稔數學獨特教學規準的知識（Cheang, Yeo, 
Chan& Lim-Teo, 2007）。陳彥廷（2014）針對過去相關文獻發展出「國小教師數

學教學知識（MPCK）知覺量表」，彙整「課程與目標知識」、「學科內容知識」、

「教學策略知識」、「教學表徵知識」、「學習成效評估知識」等 5 個面向作為教師

的數學教學知識（Mathematics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MPCK）內涵。 
因此，本研究將援引此測驗，針對 543 位臺中市國民小學正式教師進行施

測，以檢視臺中市國小教師對於自身數學教學知識的知覺情形。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中市國民小學教師數學教學知識現況，及不同背景變項之

國小教師其對於數學教學知識之差異，透過相關文獻的探討及問卷調查之結果，

擬定待答問題為： 
1.臺中市國民小學數學領域教師數學教學知識現況為何？ 
2.不同背景變項的臺中市國民小學數學領域教師數學教學知識是否有差異？ 

貳、文獻探討 

教師專業成長是持續且複雜的動態歷程，教師的自我知識是影響教師教學專

業成長的要素（曾崇賢、段曉林、靳知勤，2011）。劉健慧（2006）提到當教師

對課程瞭解「如何教」與「教什麼」之後，才能將知識正確的教授給學生，進而

使學生進行有意義的學習。換言之，教師在教學中不僅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亦

是決定教學成敗的關鍵性人物（林進材，2002），由此可知，教師知識是主導教

師從事有效教學所必備的重要知識，探討教師知識的內涵也就成為教學研究的焦

點之一（簡紅珠，2002）。 
近二十多年來，關於教師知識的研究（沈羿成、劉佩雲，2013；陳國泰，2000、

2014；劉健慧，2006；Elbaz, 1983; Grossman, Wilson, & Shulman, 1989; Shulman, 
1986）包含許多不同面向。從認知心理學觀點來看，個人的認知與行動兩者是相

互影響的（劉健慧，2006），對於教學層面而言，教師為了妥善處理教學中的各

種事務，腦海裡可能充滿著各種必須考量的要項。可見，一位教師在班上所展現

的教學行為與教師內心的教師知識是有所關聯的（Clark & Peterson, 1986），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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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在教學時所思考憑藉的教師知識則與其個人經驗、教育背景、生活環境息息相

關。近年研究逐漸以教師為主體，開始探究教師在教室環境中如何進行教學工作

（how teacher know），以及教師知識的性質、形式、組織、與內容（what teacher 
know），亦即從過去強調教師外在行為的表現轉變為探究教師內在的知識發展。 

Shulman（1986）是首位提出 PCK 觀點的研究學者。其有鑑於教學現場的教

師大多偏向重視學生學習之教學法與教學技巧等實務知識（如：Elbaz, 1983；
Grossman, 1994），卻鮮少關注學科內容知識。因此，Shulman（1987）提出身為

教師針對某學科的特定主題，除了要能理解學科內容，應配合學生的先備知識、

學習能力、興趣之條件下，將學科知識轉化為學生最有效吸收的方式來傳授給學

生。換言之，PCK 就是教師結合「學科內容」與「教學法」兩者所形成特殊形

式（special form）混合的知識。PCK 不僅是區分「學科知識專家」與「教師」

兩者不同的知識體，更是凸顯教師教學的專業性（張靜儀、戴翠華，2003；Cochran, 
DeRuiter ＆King, 1993）。然而，一位教師的 PCK 並非固定不變，隨著教師每次

教學過程中學生給予的反饋、教學後的後設反省而不斷的發展與調整

（Fernandez-Balboa & Stiehl, 1995），這也顯示 PCK 是教師在進行有效教學時使

學生理解所應具備的重要知識。 
國內外許多學者（林碧珍，2001；許德田、張英傑，2004；陳彥廷，2014；

黃幸美，2000；劉曼麗，2006；Ball & Rowan, 2004; Fennema & Franke, 1992）提

出教師進行數學教學時所需 MPCK 的架構與觀點，提出如何使用這些知識進行

數學教學。綜合國內外研究學者觀點發現，各學者所提出數學教師之 MPCK 內

涵大致相同，而本研究是建立在瞭解臺中市國民小學教師數學教學知識之整體現

況，故本研究將以陳彥廷（2014）所發展「國小教師數學教學知識（MPCK）知

覺量表」作為量測工具，其內涵分為「學科內容知識」、「教學策略知識」、「課程

與目標知識」、「教學表徵知識」、「學習成效評估知識」五個面向，並將一般教學

知識與數學教學知識整合為教學策略知識，來瞭解國小教師對自身數學教學知識

感知之依據。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經蒐集相關文獻及期刊，予以分析歸納後，採用「問卷調查法」，以

臺中市國民小學正式數學教師為研究母群體，以「國小教師數學教學知識

（MPCK）知覺量表」作為研究工具，蒐集臺中市國小正式教師之量化資料，並

加以統計分析，藉以瞭解臺中市國民小學教師數學教學知識的概況。以下，依相

關文獻探討後，配合研究動機與目的，提出研究架構（詳見如圖 1）所示。 
 

 
 
 
 
 
 
 
 
 
 

文獻探討 

影響因素 

性別、學校規模 

教學年資、職務、 

最高學歷、專長領域 

問卷調查 

數學教學知識 

學科內容知識 

教學策略知識 

課程與目標知識 

教學表徵知識 

學習成效評估知識 

圖 1 本研究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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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欲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下臺中市國民小學數學領域教師學科教學知識

的概況與差異情形，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研究工具名稱為「國小教師數學教

學知識（MPCK）知覺量表」調查問卷，由研究者參考相關研究（陳彥廷，2014）
彙整而成，問卷的題目作答選項採 Likert 五點設計形式，分別為「總是如此」、

「經常發生」、「偶爾發生」、「很少發生」、「從來沒有」，依序以 5 分至 1 分計算。 
本研究運用陳彥廷（2014）所開發之「國小教師數學教學知識（MPCK）知

覺量表」，來瞭解教師對自身數學教學知識的感知。量表中包含五個面向，共 17
道題目。該量表的測量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度大致良好，整體信度為 .919，各

分量表的信度（Cronbach’s α值）介於 .644 至 .837 之間，具有良好信度與效度。

本量表內涵分為「學科內容知識」、「教學策略知識」、「課程與目標知識」、「教學

表徵知識」、「學習成效評估知識」五個面向。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 106 學年度任教於臺中市市立國民小學合格正式教師為母群

體，依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之學校資料統計得知，106 學年度臺中市市立國民小

學共有 230 所，班級數共有 5,877 班，因此，可推得本研究母群體教師人數共 5,877
人。 

因本研究屬區域性研究，Sudman（1976）認為實施地區性調查研究時，樣

本人數約在 500 至 1,000 人之間較為恰當。因此，為使研究樣本具有代表性，且

能確實反應母群的分配結構，本研究採分層隨機抽樣（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中的比率分配抽樣（proportional allocation sampling）方法，預計抽取樣本對象為

500 人。其中，分層的標準是參照臺中市合併直轄市前所劃分之臺中市、臺中縣，

並依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06 學年度所統計各國小班級數，統計改制前兩縣市國

小級任教師人數。最後，再依照各層級教師人數占母群體之比例，抽取出各層級

的樣本教師人數。茲將研究的分層抽樣統計資料，合計共發出 569 份正式問卷，

回收問卷 552 份，扣除無效問卷 9 後，有效問卷共 543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95％。 
 

四、資料蒐集與分析 
根據研究目的與問題，本研究以 SPSS 20.0 版電腦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

析，以平均數及標準差等描述性統計資料，分析臺中市國民小學教師數學教學知

識各層面及整體面的現況。以 t-考驗（t-Test）分析不同性別變項的臺中市國民小

學教師數學教學知識上的差異情形。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臺

中市國民小學數學教師背景變項（服務年資、現任職務、學校規模、教育背景），

對其數學教學知識上的差異情形。若差異到達.05之顯著水準，則進一步以Scheffé
法進行事後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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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國小教師數學教學知識各層面與整體之現況分析 

依據本研究問卷回收之答題結果，國民小學教師數學教學知識共有 5 個層

面，共 17 題。整體與各層面現況分析及差異結果經描述性統計資料顯示，臺中

市國小教師數學教學知識量表各層面每題平均得分介於 3.82 至 4.41 分之間，就

國小教師數學教學知識整體層面而言，其平均總分為 71.80（SD=6.55），各題平

均得分為 4.22 分，屬於中上程度。另外，從國小教師數學教學知識各層面來看，

「學科內容知識」的平均得分為 4.41 分；「教學表徵知識」的平均得分為 4.39 分；

「學習成效評估知識」的平均得分為 4.10 分；「教學策略知識」的平均得分為 4.09
分；「課程與目標知識」的平均得分為 3.82 分。 

綜上所述，就各層面每題平均得分來分析，國小教師的數學教學知識在「學

科內容知識」、「教學表徵知識」、「學習成效評估知識」、「教學策略知識」等層面

其得分皆高於 4.00 分，而「課程與目標知識」層面得分亦接近 4.00 分，顯示臺

中市國小教師對於自身的數學教學知識具有良好的教師知覺。 
 

二、不同背景變項在臺中市國小教師數學教學知識之差異分析 

此部分主要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在臺中市國小教師專業成長的差異情形，以獨

立樣本 t 檢定，來探討國小教師的數學教學知識在性別、擔任職務、是否曾經從

數學教育領域畢業之差異情形；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探討國小教師的數學教學

知識在任教年資、最高學歷、學校規模、學校地區等變項的差異情形，若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達到顯著差異，則以 Scheffé 法進行事後比較，以瞭解不同背景變項

的受試教師其數學教學知識是否存在差異。 
 

(1) 不同性別的臺中市國小教師數學教學知識之差異分析 
就整體的 t 考驗而言，未達.05 的顯著水準，表示不同性別的國小教師在數

學教學知識整體得分上並無顯著差異（t=2.607，p>.05），其次，就各層面的 t 考
驗上，在「課程與目標知識」（t=2.965，p>.05）、「學科內容知識」（t=3.564，p>.05）、
「教學策略知識」（t=.952，p>.05）、「教學表徵知識」（t=.930，p>.05）與「學習

成效評估知識」（t=1.428，p>.05）層面上均未達.05 的顯著水準，表示不同性別

的國小教師在數學教學知識各層面得分上並無顯著差異。推論其原因，可能是不

論教師的性別為何，其在師資培育階段所受的教育與訓練大致相同，使得男性或

女性教師在數學教學知識的知覺表現上擁有差異不大的水準。 
 

(2) 不同教學年資的臺中市國小教師數學教學知識之差異分析 
不同教學年資之國小教師在數學教學知識的整體得分達到顯著差異

（F=2.450，p<.05），發現教學年資在「21 年（含）以上」的國小教師在數學教

學知識整體層面上的表現高於「5 年（含）以下」國小教師。另外，就各層面變

異數分析顯示，「教學策略知識」層面（F=.551，p>.05）、「教學表徵知識」層面

（F=.433，p>.05）、「學習成效評估知識」層面（F=1.458，p>.05）未達顯著差異，

而「課程與目標知識」層面（F=4.491，p<.05）達顯著差異，進行事後比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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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21 年（含）以上」教師之表現優於「5 年（含）以下」教師；「學科內容知

識」層面（F=4.153，p<.05）達顯著差異，發現「21 年（含）以上」教師之表現

優於「5 年（含）以下」教師。推論其原因，教學年資較多之教師，累積較多年

的教學經驗，且對數學課程的熟悉度較高，因此對於數學教學知識的表現較佳。 
 

(3) 不同擔任職務的臺中市國小教師數學教學知識之差異分析 
就整體的 t 考驗而言，達到<.05 的顯著水準，表示不同職務的國小教師在數

學教學知識整體得分上具有顯著差異（t =2.178，p<.05）。另外，就各層面 t 考驗

分析顯示，「教學策略知識」層面（t=1.536，p>.05）、「學習成效評估知識」層面

（t=2.814，p>.05）未達顯著差異，而「課程與目標知識」層面（t =1.308，p<.05）
達顯著差異，進行事後比較，發現擔任「級任教師」之表現優於「教師兼組長」

教師；「學科內容知識」層面（t=2.389，p<.05）達顯著差異，發現擔任「級任教

師」之表現優於「教師兼組長」教師；「教學表徵知識」層面（t =1.785，p<.05）
達顯著差異，發現擔任「級任教師」之表現優於「教師兼組長」教師。推論其原

因，擔任「級任教師」之教師，因為其無須多費心力處理學校行政事務，也因此

有更多的時間可以對數學課程的教學進行深思，因此對於數學教學知識的表現較

佳。 
 

(4) 不同學校規模的臺中市國小教師數學教學知識之差異分析 
不同學校規模之國小教師在數學教學知識的整體層面（F=.014，p>.05）或

是各層面：「課程與目標知識」層面（F=.007，p>.05）、「學科內容知識」層面

（F=1.302，p>.05）、「教學策略知識」層面（F=.535，p>.05）、「教學表徵知識」

層面（F=.552，p>.05）、「學習成效評估知識」層面（F=.116，p>.05）皆未達顯

著差異，表示國小教師在數學教學知識各層面與整體層面，皆不會因為學校規模

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探究其原因，可能是教師在目前師資培育所受的教育與訓練

大致相同，因此不論教師所服務的學校規模大小為何，每一位教師在數學教學知

識的知覺表現上皆擁有差異不大的水準。 
 

(5) 不同最高學歷的臺中市國小教師數學教學知識之差異分析 
不同最高學歷之國小教師在數學教學知識的整體得分未達到顯著差異

（F=1.807，p>.05），表示不同最高學歷之國小教師在整體數學教學知識沒有差

異。另外，就各層面變異數分析顯示，「學科內容知識」層面（F=1.666，p>.05）、
「教學策略知識」層面（F=.104，p>.05）、「教學表徵知識」層面（F=.789，p>.05）、
「學習成效評估知識」層面（F=1.014，p>.05）未達顯著差異，而「課程與目標

知識」層面（F=4.347，p<.05）達顯著差異，進行事後比較，發現畢業學歷為「研

究所（含 40 學分班）」與「師範（教育）大學」之教師在「課程與目標知識」

表現皆優於「一般大專院校（含小教學程）」教師。 
 

(6) 是否曾經從數學教學領域畢業的臺中市國小教師數學教學知識之差異分析 
就整體的 t 考驗而言，未達.05 的顯著水準，表示無論是否曾經從數學教學

領域畢業的國小教師在數學教學知識整體得分上並無顯著差異（ t=4.831，
p>.05）。就各層面的 t 考驗上，在「課程與目標知識」（t=4.831，p>.05）、「學科

內容知識」（t=2.884，p>.05）、「教學策略知識」（t=.802，p>.05） 、「教學表徵

知識」（t=.159，p>.05）與「學習成效評估知識」（t=1.095，p>.05）層面上均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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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05 的顯著水準，表示無論是否曾經從數學教學領域畢業的國小教師在數學教

學知識各層面得分上並無顯著差異。 
但從效果量 Cohen's d 來看，就整體層面效果量 d = .268，達到低度的效果，

顯示「曾經從數學教學領域畢業」之教師在「整體層面」表現方面比起「未從數

學教學領域畢業」之教師，其效果略佳，另外，就各層面的效果量分析，發現在

「課程與目標知識」（d =.518）達到中度的效果，顯示「曾經從數學教學領域畢

業」之教師在「課程與目標知識」表現方面比起「未從數學教學領域畢業」之教

師，其效果較佳；在「學科內容知識」（d =.329）達到低度的效果，顯示「曾經

從數學教學領域畢業」之教師在「課程與目標知識」表現方面比起「未從數學教

學領域畢業」之教師，其效果略佳，其餘「教學策略知識」（d =.084） 、「教學

表徵知識」（d =.020）與「學習成效評估知識」（d =.111）的效果量皆低於 0.2，
顯示「曾經從數學教學領域畢業」之教師在「教學策略知識」、「教學表徵知識」

與「學習成效評估知識」的表現跟「未從數學教學領域畢業」之教師並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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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aichu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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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survey the current element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mathematics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MPCK] in 
Taichung city. In addition to explore the factors(different background, gender, 
teaching experience etc. ) which influence on these teachers’ MPCK. 543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were selected using a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method in the 
Taichung City districts. These teachers were implemented with their perception of 
mathematics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MPCK] questionnaire, and data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by factor analysis, reliability analysis, t-test,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Finding indicated that element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in 
Taichung have a good MPCK. There is no statistic difference between teachers’ 
gender and the school size they were enrolled in their MPCK results. However, 
teachers’ teaching experience, their job title, highest education degree received and 
their expert area do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ir MPCK. Suggestion will be 
discussed in the paper. 
 
Keywords ：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Mathematics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erception of Mathematics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questionniare,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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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整數四則運算之數學心智習性教學研究 
 

 謝昀達1 陳嘉皇2 
1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系darren31018@gmail.com 

2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系chench1109@mail.ntcu.edu.tw 
 

摘要 

本研究探討國小五年級學童在數學數與量的四則運算上心智習性的表現，研

究者透過分析三版本教科書的內涵後，進一步設計四則運算心智習性的一套課

程，經由教學提供學生學習乘法交換律、乘法對加法分配律、併式計算及四則混

合計算題目的機會，檢驗教學成效之探討、進行省思並提出建議。 
 

關鍵字：心智習性、交換律、四則運算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數學學習可以培養許多心智習性，特殊的內容領域有其典型的思考方式。在

教室裡，教師需能提供學生連結促進有力思考的活動，讓這些思考的態度協助理

解、推理和應用資訊以解決教室內外的問題(教育部，2008；陳嘉皇，2017)。Costa 
和 Kallick (2009)認為學生連結這些智力的行為是基礎的，也只有經由持續對心

智習性所建議的行為加以檢視和行動，才會變成態度。現今許多學生對於學習數

學感到害怕與排斥，主動學習數學的動機相當低落，也有些學生直接放棄學習數

學，甚至懷疑學習數學的意義。為改變現今教育的狀況，數學心智習性的學習扮

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國小數學數與量主題的能力指標中，關於整數的四則運算，

包含了一些運算規則和規律，例如：交換律、結合律、分配律，這對於學生學習

數與量時，在運算上會有很大的幫助，例如：47+59+53，學生可能會由左而右計

算，但是如果有了交換律的運算工具，則可以將 59和 53互換，變成 47+53+59，

如此一來，可以看見 47+53=100，進而能快速的將答案寫出 159。建立孩子的交

換律、結合律、分配律等代數律則的觀念，可讓學生在未來生活中將這些規則和

工具運用解題並且縮減認知負荷。學生在學習整數四則運算時，常常受到「先乘

除，後加減」的口訣影響，而誤以為計算的步驟總是先乘再除、先加再減，造成

整數四則運算概念錯誤的迷思，而在兩步驟併式的題目，特別是使用到分配律、

結合律、交換律的應用時，常遇到不易理解文字的意義，造成列不出數學式子，

進而對數學感到難度而排斥學習，教師對這些問題必須釐清是題目描述上語意不

清楚，還是學生在閱讀理解上還需加強。建立學生可實踐的數學心智習性，培養

學生自主學習、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將會建立他們對於學習數學的學習信心，

會主動思考，努力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二、研究問題 
    鑑於整數四則運算與數學心智習性之間的關聯和重要性，本研究目的擬透過

教科書內容的分析，瞭解四年級學習之整數四則運算包含的心智習性重點為何？

以此作為基礎進行教學活動設計，提供教學實務應用。具體研究問題為：探討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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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學生於設計的整數四則運算任務的心智習性表現？ 

貳、文獻探討 

一、結合律和分配律的重要性 

    孩子學會加法交換律和結合律以及乘法的交換律後，在中年級則是學習到

將兩步驟的問題併為一個式子做計算以及乘法的結合律，教師應培養學生對於

乘法的交換律能夠運用在解決生活中問題的能力。例如學生在做乘法運算時

25 46 4， 25 不好計算，甚至學生還需要拿出紙和筆來做計算，然

而 教 師 若 能 建 立 學 生 對 於 乘 法 交 換 律 的 應 用 能 力 ， 學 生 可 先 將

25 4 46=100 46=4600，如此一來根本不需用到紙筆來做直式計算，就可以快

速且正確的算出答案。在高年級學習階段，學生則是要學會在具體情境中解決

三步驟問題，並能以併式來做計算以及在具體情境中進行乘法對加法的分配

律。在應用問題中，題目的描述以及學生對於題目的解讀，常常是學生對於數

學問題感到困難的原因之一，因此，教師在教學上應該注意自己在題意描述上

是否清晰明瞭以及訓練學生對於題意的理解能力，並在教學過程中，多多讓學

生學會從題意中去推測和思考題目的意思，並鼓勵學生記錄下自己的想法和算

式，教師則可以透過學生所記錄下來的算式去了解到學生的思考方向。 

    國小學生在學習整數的四則運算部分，會遇到生活中的應用問題，例如：

買飲料、買水果等等…，而教師應該要提供學生通過問題解決的機會來發展數

學的理解，問題不需是困難的、但需可挑戰學生的思考和理解，教師在設計問

題時須明瞭表達題目的意思，且可讓學生挑戰題目、解決問題的空間，學生透

過思考、臆測的能力與習性解決問題。Jacobs(1997)建議課程構圖對於用於建

立心智習性培養的決策過程提供一豐富的機會，這些力量來自決策面教師需考

慮的五項基本重點：1.決定數學所欲培養的內容、策略和技能；2.決定心智習

性的焦點；3.決定材料、資源和組織性的樣式；4.決定學生學習的測量；5.這

些關於應該教什麼，如何教學以及如何評估的決定塑造所有兒童的心智。 

在國小數學四則運算題目中，教師可以設計一些生活中的情境，讓學生去

思考解決的方法，運用記錄筆記的方式將他們自己思考的方法記錄下來，而教

師可以透過學生記錄他們解決方法的亮點中去發現進入他們頭腦的一切事物。

教師可以透過題目的描述來幫助學生建立四則運算中分配律的心智習性，而在

未來的生活中，學生可以透過分配律的運算來解決問題，而不用分成了很多步

驟去完成計算並解決問題。 

    在國小學生學習的數學領域中，可以發現到在整數四則運算的部分，教師

可以建立學生許多數學學習上的心智習性，教師若能成功地建立孩子的數學學

習心智習性，不僅可以讓學生養成主動思考、臆測推理的能力，也能讓學生在

學習數學的過程中，享受學習的樂趣，並將在學校所學習的數學心智習性能力

運用在解決未來生活中所遇到困難和面對不同的挑戰。 

二、整數四則運算的心智習性 

284

2018年第十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8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數學的心智習性是種學生經由學習材料的涵養與教導後，將其所培養的做

數學概念、技能、策略與情意整合為一習慣，用於解題上稱之。數學的心智習

性發展包含兩項主要的特徵：思考和習慣(thinking and habituation)。Harel(2007, 
2008)將思考的方式做為思考層面的內涵，視心智習性為內化的思考方式；

Goldenberg (2009)將習慣視為是某人對其經歷的曲目(repertoire)能順利獲取、自

然處理與完整組合的思考，讓思考變成良好的心智習性，不僅可容易採用，還

可執行。由上述學者的定義與說明，可獲得兩項重要的結論：一是心智習性需

配合合宜的學習機會才能養成，具備良好的思考方式和內容才能培養有效的心

智習性，因此學生接觸的教材與環境對其心智習性的養成有重要的影響。二是

心智習性要變成習慣，需長時間持續的接觸相關情境並能有效應用，以使能自

動連結並鞏固。教師發展一項數學課程，其焦點應專注於社會和情感學習，心

智習性就會變成一系列的行為，能促進更多的互動，因此心智習性適合於教育

趨勢和方案的樣式，共同分享朝向更廣泛、更全景、包容和終身學習的教學哲

學。教師在數學課程上的設計和發展上要能研究辨識何處可以擴展學生的知

識，透過“潛在”課程，及在哪裡可以允許學生“發現”課程，來深化學生的知

識。因此，在算術上學生的心智習性學習，教師應將重點放在學生在一堂課程

中學習到的內容，而不是在於是否有足夠的時間讓學生有更深入的學習，時間

不是問題，在於學生的學習過程。 

Levasseur 和 Cuoco(2003)建議在培養學生建立數學的心智習性時，有一些

項目可要求學生在記錄或筆記的繕寫予以加強： 
1. 對問題進行改寫，包括辨識變數、假設及需要解決或證明的問題。 
2. 澄清問題，即使老師要立即回答這個問題，可鼓勵學生先記錄問題。 
3. 協助解決問題的策略，例如對一些數據可能導致解決一些問題製表。 鼓勵學

生紀錄實際開始啟動嘗試之前將要嘗試什麼。 
4. 臆測，一些臆測是以很難解釋的“內心感覺”作為基礎，但應該鼓勵學生記錄

他們，基於合理理由的臆測會更好。舉例來說假設您要求給定周長具有最大

面積的矩形的尺寸。一種猜測認為此解題方法是一個正方形，可能純粹是一

個猜測，但它也可能基於一個理解，在極端該區域幾乎為零。 
5. 猜測，許多非常規的問題是常規問題的“反轉”。這兩個問題包含相同的功能

關係，但第二個需要反轉關係。反覆猜測第二個問題的答案，然後檢查允許

學生正式化基本關係的每個猜測，以便它可以轉變。 
6. 繪圖、抽象符號或與問題相關的任何內容的替代表示。假設學生正在處理包

含面對左或右的一行人的問題，使用左邊和右邊的箭頭的表徵揭示學生的抽

象想法。 
7. 解決問題的特殊情況，例如，在多位數的乘除法問題中，在某種意義上，被

乘數或乘數可以被劃分為兩個或多個較小且可容易計算的數字進行運算，在

許多問題中，這樣的小步驟可以構成完整的解決方案。 
8. 有或沒有解題方法之另一個相關問題的說明，什麼三角形可以分為兩個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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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角形或兩個直角三角形？這樣的問題可以證明要麼是挑戰性的或微不足

道的，但在任一情況下，應鼓勵考慮相關的替代問題。 
Levasseur 和 Cuoco(2003)提出的心智習性，對於學生解題思考和應用是非

常有幫助的，本研究擬透過教學實驗課程材料的設計與教師教學的引導，期盼學

生能培養上述心智習性的表現；另方面Levasseur 和 Cuoco(2003)提出的數學心

智習性內容也可作為本研究蒐集和分析資料的架構，以檢驗本研究實施的成效。 

參、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架構 

為瞭解小學五年級學生在數學整數數學四則運算心智習性的發展，研究的前置作

業須先了解五年級的數學教科用書，探索學習階段相關的能力指標與心智習性的

內容，了解教科書的安排，再評估教學順序，同時設計課程以及編製學習單，以

利達成教學目標。每一位學生學習的速度和吸收知識的程度都不一樣，為了達成

讓學生學會使用算術心智習性的目標，教師在教學時應該著重於學生學會的事

物，並且會將所學的知識和能力運用在生活中，而不是將重點放在時間的運用

上，時間不是重點，重點在於學生學習的過程。 

  
表 1 本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樣本 

    研究樣本為台中市某國民小學五年級學生一班約 25人，該校位於台中市東

區，五年級班級數有 6 班，該班家長職業大多從事操作、運輸與服務等工作，社

經地位屬中等，學生數學學業成就表現中等，學習動機尚佳。該校教師教學方式

大多採用講述式實施，師生以大班級討論進行互動。將學校教師同意後，擬透過

本研究注入不同教學模式，激發教師嘗試運用不同教學模式，探索有效教學方

法，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和數學成就表現，本教學實驗期程為 2017年 10間，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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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進行五節課的教學，教學方式採取個別解題方式，教學實驗前後分別進行測驗。 

三、課程設計 

整數四則運算相關活動內容包含：卡氏積問題、體積問題與生活化的問題等

類型，範例如下： 

1. 卡氏積問題(例):小明有 2件不同的衣服和 3條不同的褲子，他必須要穿衣服

和褲子才能出門。今天小明要出門，請問他一共有那些穿搭的方法？畫出小

明穿搭的方法有哪些？並寫出你的想法。 

2. 體積問題:一個長方體，長有 4個小立方體組成，寬有 7個小立方體組成，高

有 5個小立方體組成，請小朋友先將長方體用小積木堆疊出來，在數數看這

一個長方體一共有幾個小立方體組成。 

3. 生活化題:九二無鉛汽油一公升 22元、九五無鉛汽油一公升 25元、九八無鉛

汽油一公升 28元，三兄弟阿貴、阿華和阿祥要一同出遊，但因為油不夠，因

此要去加油站加油。阿貴的汽車加了 20公升的九二無鉛汽油，阿華的汽車加

了 35公升的九五無鉛汽油，阿祥的汽車加了 30公升的九八無鉛汽油，請問

他們一共花了多少錢在油費上？請寫出你的做法和想法。 

四、 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前測與後測 

    前、後測試卷均為複本評量，兩者的測驗卷的內容相同，只有改變不同大題

的順序，所以測驗方式皆採用紙筆測驗，共有四個大題，若依照後測的各個大題

順序排列與說明，其內容則包括結合律、分配律、併式計算與四則混合計算等四

種不同的層面，每種層面各 1題，答對得 1分，全部答對得 4分。 

(二)學生在課堂的表現情形 

(1)資料收集方式:為詳實記錄教學活動中學生作答的情形、學習狀況以及師生互

動的談話，採取「教學觀察與攝影紀錄」的方式。 

(2)資料處理方式 

1. 課堂中師生之間的對話:摘錄師生之間具有重要性且有關學生的想法、迷

思概念等的對話，編碼方式以英文字母「T、S」為代號，前者「T」代表

教師、後者「S」代表學生。 

2. 學生上台發表的內容:分析學生發表時使用的幾何相關想法與概念類型。 

3. 學生寫作學習單之作答表現:教師利用課堂巡視的觀察及學生寫作學習

單的練習狀況，分析學生作答的想法與概念類型。 

4. 教師的自我省思部分:藉由學生的學習單、回答問題的內容以及課堂中的

反應與互動，來檢視自身教學內容不足的部分，且修正假設性學習軌道

的課程內容，以做為日後教學改進的依據。 

(三)數學學習單之表現 

1.資料蒐集方式:進行課堂教學設計的內容，以學習單的問題為主，經過全班

討論及分享後，再讓學生在課堂上完成，並將解題過程及想法的內容記錄在學

習單上，以便做為資料分析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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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料處理方式:根據學生寫作學習單的解題策略與錯誤類型，以及訪談的過

程，了解學生對於平面圖形的想法與概念，並從中分析錯誤類型及解決學生的

迷思概念。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學生前後測表現比較分析 

    學生在試題一前後測的答題正確之表現如表 1 

表 1 學生四則運算前後測資料統計分析 

項目 前測 1 前測 2 前測 3 前測 4 後測 1 後測 2 後測 3 後測 4 

1 1 1 0 1 1 1 1 1 

2 0 0 0 1 0 0 1 1 

3 1 1 1 1 1 1 1 1 

4 1 1 1 1 1 1 1 1 

5 1 1 0 1 1 1 1 1 

6 1 1 1 0 1 1 1 1 

7 1 1 1 1 1 1 1 1 

8 1 0 1 1 1 1 1 1 

9 1 1 1 1 1 1 1 1 

10 1 1 1 1 0 0 1 1 

11 0 0 0 0 0 0 0 0 

12 1 1 1 1 x x x x 

13 1 1 1 1 1 1 1 1 

14 0 0 1 1 1 1 1 1 

15 1 1 1 1 0 1 1 1 

16 0 1 1 1 0 1 0 1 

17 1 1 1 1 1 1 1 1 

18 1 1 1 1 1 1 1 1 

19 1 1 1 1 1 1 1 1 

20 0 1 0 1 0 1 1 1 

21 1 1 1 1 1 1 1 1 

22 0 1 1 1 1 1 1 1 

23 0 0 1 0 0 0 1 1 

24 1 1 1 1 1 1 1 1 

25 1 1 1 1 0 1 1 1 
平均數 0.72 0.8 0.8 0.88 0.67 0.83 0.912 0.96 
總平均 0.8 0.84 

    在前測的部分，主要目的期待發現學生對於數學計算題的理解與計算規則，

先乘或除後加或減的理解與解讀，以及在遇到題目時，是否能將運算的規則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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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應用上去。而學生對於先乘或除後加或減的解讀可能會有先加後減，先乘後除

的迷思概念產生。後測驗部分，則以應用問題的方式呈現，並結合生活情境，培

養學生數學的素養，將所學的知識與技能應用在日常生活中。當學生看到情境題

時，對於遇到的問題，所使用的解決方法截然不同且有層次之分，因此，從學生

的解決方法可以了解學生的思考方式，與對題目的數學結構感發展，發現影響學

生的結構感因素有三項：1.問題結構與語言分析、2.解題策略、3.表徵的使用。

從學生後測驗題目的分析，可以將其數學結構感的表現予以層次的排列，低層次

是錯誤的寫法或是較基礎的寫法，而高層次是數學思考較複雜、周延縝密的想

法，說明如下： 

1.加、乘應用問題以及加、除應用問題 

第一題：加、乘應用問題 

一桶乖乖桶有 90 顆糖，阿貴有 8 桶，後來小美又送給他 3 桶，請問現在阿貴總

共有幾顆糖？請寫出算式，以及你是怎麼想的？結構感表現層次分析說明如下。 
層次 說明 例子 

6 學生運用一個算式就將答案計算出來，並且符

合單位量 單位數的觀念。 

90 (8+3)=90 11 

=990 

5 學生運用兩個算式將他的想法表達出來，對於

單位量 單位數觀念是正確的 

8+3=11 

90 11=990 

4 學生運用三個算式來表達出他的想法，在單位

量 單位數的觀念上是正確的。 

90 8=720 

90 3=270 

720+270=990 

3 學生所算出來的答案是正確的，但是在列式上

則犯了單位量 單位數的原則。 

(8+3) 90 

=11 90 

=990 

2 學生對於題目的解讀誤解，做減法運算後，在

相乘，但相乘的列式是符合單位量 單位數的原

則。 

8-3=5 

90 5=450 

1 學生對於題目沒有理解，直接將三個數字來做

乘法運算。 

90 8 3=720 3 

=2160 

結論：在加、乘應用問題以及加、除應用問題的題目中，學生可能對於題目陳述

的意義並不能正確理解，對於語言文字的意義上缺乏連結，因此造成題目理解上

的誤解，導致題目列式錯誤。教師運用表徵、解題策略、問題結構與語言分析的

教學方式來協助學生學習，從錯誤到正確，從低層次的思考模式提升為高層次且

縝密的思考。 

問題結構與語言分析：在引導與教學上，老師以題目的文字為主，協助學生將

題目文字意思釐清，透過不斷的提問，讓學生思考題目的意義，並教導學生將題

目中的關鍵字句圈起來，理解這些關鍵字或句所代表的意思，如此一來可以改善

學生將除法運算理解成乘法運算的錯誤，搭配圖形表徵的方式，讓學生理解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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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表達的意思。 

表徵：某些學生並不是不會算數學，而是常常在文意理解上出現瓶頸，產生胡

亂計算與拼湊數字的行為。教師在教學時，引導學生將題目中的具體物畫出來，

並思考解決問題的策略與列出較抽象的數學算式。若學生建立了具體物的表徵方

式後，能夠正確的列出算式，教師則可以進一步使用數棒抑或是線段圖的方式去

呈現，並且教導學生如何正確畫出題目所表達的線段圖，進而解決問題。 

解題策略：在基礎能力的建立後，則是教導學生從低層次的思考往高層次且較

縝密的思考方式推進，從三、四個列式到一個列式之間的思考模式，教師可以藉

由圖像表徵的方式呈現複雜的結合律、分配律概念，讓學生理解這些數學計算方

式以及訓練學生思考的模式。 

    從具體物的表徵，推進到半具體物表徵(線段圖)，再到抽象的數字符號列

式，除圖形表徵的呈現方式之外，教師也要協助學生對於題目文字的理解，適時

將題目中所要表達的意思轉換為圖形，如此一來，不僅可幫助學生思考的方向，

也可以協助學生將題目意思讀懂、讀通，進而往較高層次的思考方向解決問題。 

2.連乘應用問題 

第一題：連乘應用問題 

一盒餅乾 25 元，阿貴買了 8 打餅乾(1 打=12 盒)，請問阿貴要付多少元？請寫出

算式，以及你是怎麼想的？結構感表現層次分析說明如下。 
層次 說明 例子 

4 能正確列出算式，並符合單位量 單位數的概

念，正確的列出單一算式，並且正確計算。 

25 12 8=300 8 

=2400 

3 學生能正確的算出正確答案，但在算是的列式

上，單位量 單位數概念並沒有建立好。 

(8 12) 25=96 25 

=2400 

2 學生對單位的計算混淆，僅將三個數字相乘。 25 8 12=200 12 

=2400 

1 對於單位的換算無法理解。 25 8=200 

結論：在連乘的應用問題中，學生可能對於題目陳述的意義並不能正確理解，對

於單位的轉換缺乏連結，因此造成題目單位量 單位數的列式產生錯誤。教師運

用表徵、解題策略、問題結構與語言分析的教學方式來協助學生學習並且列出正

確算式，從錯誤到正確，從低層次的思考模式提升為高層次且縝密的思考。 

問題結構與語言分析：教師對於學生的問題結構與語言分析的建立，可以藉由

圖形表徵的呈現方式，讓學生對於單位上的換算能夠理解，並且列出正確的單位

量 單位數的算式，在乘法運算上，若學生難以理解，則可先運用連續加法的方

式呈現，進而在和乘法連結。文字的理解上，教師可運用提問的方式，讓學生發

表自己閱讀題目所理解的意義，從學生發表的過程中，引導學生對於題目的理解。 

表徵：運用學生所理解題目中提到的具體物，讓學生將具體物畫出來，進而理

解如何列式。若學生建立了具體物的表徵方式後，能夠正確的列出算式，教師則

可以進一步使用數棒抑或是線段圖的方式去呈現，並且教導學生如何正確畫出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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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所表達的線段圖，進而解決問題。 

解題策略：在基礎能力建立後，教師運用表徵的方式讓學生思考如何將運算精

簡化，配合結合律與分配律的運算，讓學生達到高層次的理解與列式。在單位互

換上，常常會遇到單位量 單位數的問題，而在列式上，學生也常搞混，教師在

這方面的題目，要先引導學生將重點與單位圈出來，搭配圖形表徵，讓學生理解

單位量 單位數的列式原則。然而，在卡氏積的問題中，則不是單位上的換算，

因此，教師可以讓學生了解許多不同的解題策略與解題想法。 

伍、省思與建議 

一、省思 

    學生在生活中會遇到許多的數學問題，而培養學生能夠解決生活中數學問題

的能力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乃期望能夠培養學生擁有心

智習性的能力，讓他們能將自己所學到的解決問題能力運用到日常生活之中，而

在生活中常見的數學包含整數的四則運算、結合律、交換律以及分配律等數學運

算律則，透過生活情境的素養題，讓學生從圖形的表徵去學習，將自己的想法藉

由列式與說明表達出來，並讓課室裡的學童彼此去思考是否有更為快速且正確的

計算與思考方式，藉由討論與教師的不斷提問，引導學生主動思考與學習，進而

培養學生在四則運算及律則使用的心智習性。 

    而在課室教學過程中，透過學生之間的討論，並讓學生說明自己的想法與解

決方式，共同探討是否有更好的解決方法，培養出能夠有效率解決問題的能力。

而在前測與後測的結果中，發現到小朋友們對於四則運算的心智習性的能力，透

過學習、主動思考與討論，一起找較為快速的解決方式，漸漸的有四則運算與律

則使用的心智習性。而在課程設計中，也將學習單內容結合不同的問題與情境，

讓學生透過閱讀題目的過程中，解決不同的問題，而發現不同的學生對於同一道

題目有許多不同的想法，透過學生們對於題目的列式，分析他們當下遇到題目的

思考方式以及解決之道，亦可透過上課的過程中不斷地提問，讓學生表達自己的

想法，而在這些過程中，我發現到學生們的學習態度以及用心思考是否有更好方

式，雖然有時會遇到不正確的列式，舉凡單位量與單位數在乘法列式上的問題，

不過透過教師的舉例與說明，幫助學生建立認知衝突，來解決學生的迷思概念。 

二、建議 

    在題目的設計上，可多參考 PISA(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畫)數學考題的舉例，

透過素養導向的題目讓學生去思考在生活中若遇到這樣的問題，會如何解決。而

在建構反應題上，可以多加著墨，學生不僅可以透過列式，還可以運用文字來表

達學生們自己的想法，而這些素養題當中許多都會涉及到整數的四則運算能力。

除了整數的四則運算能力必須培養之外，生活之中也有許多是分數與小數的四則

運算問題，而這些類型的題目則必須要在學生已經學習過分數與小數的基礎運算

後再實施，會比較好一點。在數學領域中，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提到「表

現類別」一共有 7種，分別是 n(數與量)、s(空間與形狀)、g(座標幾何)、r(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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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a(代數)、f(函數)、d(資料與不確定性)，而國小沒有 a、f兩項的表現類

別。因此在題目設計上，可以結合不同的表現類別去設計，抑或是透過科際整合

的方式去命題，將會使題目更加的靈活與貼近生活，讓學生可以充分的將自己所

學的知識與能力運用到解決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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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its of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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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Habits of Mind to fifth grade 
arithmetic in elementary school. The researcher analyzed the contents of textbooks 
from three publishers and designed an arithmetic course using the Habits of Mind. 
The course gave the students the opportunity to use the commutative and distributive 
properties, combine equations, and solve problems with two or more types of 
operation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urse was examined, which was followed by 
reflection and suggestion proposal. 
 
Keywords：Habits of mind, distributive properties, arithm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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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構反應題落實數學課室形成性評量之初探 
 

 石瑩琦1 鍾靜2 
1宜蘭縣古亭國民小學chichishih@gmail.com 

2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jingc@tea.ntue.edu.tw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教師以建構反應題作為小型任務落實五年級數學課室

形成性評量的行動歷程，目的在了解教師在課室教學每單元如何實施建構反應題，

以及建構反應題用於課室評量對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以

建構反應題作為課室形成性評量的小型任務，每位學生獨立思考表達想法，能幫

助教師了解全班學習現況，即時提供修正指導；藉由先評量、後討論的過程，能

引導教師立即作出明確的教學決定，活化師生之間的互動溝通，促進學生有思考

的學習，對於教學和學習皆有正面影響，實為課室現場可多加著力的評量方式。 
 
關鍵字：形成性評量、建構反應題 

壹、緒論 

近年來，評量理論受到課程革新與建構學習理論的影響，從著重學習結果的

測驗考試文化轉向更關心如何支持學習的評量文化(江文慈，2007)，教育現場強

調以學習者為中心，課室評量被認為是協助教與學的主要評量方式(Shepard, 
2000)。從學習的觀點，評量大致上區分為對學習的評量(assessment of learning)、
促進學習的評量(assessment for learning)及評量即學習(assessment as learning)等
三種功能(Earl & Katz, 2006)，但長期以來教師在課室中的評量，多只用來測量學

習成果並以成績評定學生，卻非常缺乏促進學習的概念，評量功能嚴重失衡，再

多的測驗考試也無法提升學生學習成就(Stiggins, 2002)。NCTM(2000)在《學校數

學原則和標準》中明確指出評量應該要能支持重要的數學學習，提供教師和學生

有用的資訊，不是只要學生做評量，評量要為提升學生學習而做。試想若教育目

標是帶好每個孩子，教師實有必要重新檢討課室評量的定位與實施方式，使評量

成為幫助學生學習的動力 (甄曉蘭，2008)。形成性評量因此受到大力倡導，強

調課室評量活動要與教學整合，以達到促進教與學的目標(Black & Wiliam, 1998a, 
1998b；Ginsburg, 2009；Shepard, 2000)。 

形成性評量必須要了解學生的所思所想來規劃下一步的教學與學習活動。

NCTM (2000)指出數學老師能使用的評量方式很多，其中建構反應題更能詳細說

明學生在複雜或新的情境中應用數學的能力。建構反應題是一種開放式題型，學

生必須自己產生答案，且需要說明解題觀點及支持解法的理由，才算完成答題，

因此相較於傳統紙筆測驗的試題，建構反應題較能呈現學生的概念，瞭解學生如

294

2018年第十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8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何解題的想法(林碧珍、蔡文煥，2005)。由此可知，建構反應題的答題要求學生

寫出解題思維與過程，應能幫助教師更了解學生學習狀況，進而做出更佳的教學

決定，給予學生更適切的指導。 
本研究強調課室形成性評量的落實，希望能瞭解不同數學單元使用建構反應

題的評量實況，因此在三次大行動循環中各規劃三個小循環共選定九個單元實施

形成性評量，在每個單元中只使用一題建構反應題進行形成性評量活動設計。由

於目前僅實施完第一大循環，故針對第一大循環的三個小循環單元進行初探性研

究，研究目的在了解教師在課室評量活動中如何使用建構反應題作為形成性評量

任務的實施過程，以及建構反應題對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影響。 

貳、建構反應題與形成性評量 

現今數學教育強調學生中心，促進學習的評量應是每一位教師在自己的課堂

中「必須」要做到且「能夠」做到的專業實踐(甄曉蘭，2008)。欲提升數學課室

教學與學習成效，運用建構反應題進行「先評量、後討論」的形成性評量活動，

或許是現場老師可以努力落實的方向(鍾靜，2017a)。 
一、形成性評量的意涵 

「形成性評量」是在教學歷程中所實施的評量，意使教師追蹤學生進步的情

形，隨時作教學步調及教材教材的調整；同時也讓學生知道自己的學習成果是否

符合期望，進而改善或修正之後的學習態度與方法(賴保禎、周文欽、林世華，

1996)。課室評量不必然是形成性評量，但形成性評量一定發生在課室中，透過

形成性評量引出的學生學習證據，教師可以調整其後續的教學程序，學生可以調

整其當下的學習策略(Popham, 2008)。Ginsburg(2009)指出形成性評量可以透過觀

察(observation)、任務(task)以及臨床對話(clinical interview)等方式實施，是一個

用於協助教師獲取資訊以計畫有效教學的過程。由此可知，形成性評量是一種實

施在教學中，且同時針對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所進行的評量方式。諸多課室評量

研究證實形成性評量能促使學生獲得顯著的學習成長(Black & Wiliam, 1998a, 
1998b；Shepard, 2000；Ginsburg, 2009)。Black 與 Wiliam(2009)提出教師實施課

室形成性評量的五大關鍵策略，包括 1.闡明和分享學習目標與成功標準、2.構築

有效的課堂討論及其他學習任務以激發學生學習證據、3.提供回饋使學習者進步、

4.催化學習者成為同儕彼此間的學習資源以及 5.催化學習者掌握自己的學習。因

此，有效的形成性評量必須與教學結合，教師要讓學生清楚學習目標，根據評量

結果改進教學，學生才能獲得更好的學習。 
二、以建構反應題落實課室形成性評量 

建構反應題(constructed response items)是一種由學生自行組織、產生答案的

開放性試題類型，通常不只一種方法可以正確回答這個問題，學生是在沒有任何

建議或選擇的情況下發展或建構出答案(Tankersley, 2007)。 
建構反應題要求學生運用知識技能和真實世界批判性思考能力，依照題意建

構出自己的答案，從學生的回答能了解學生實際用來解題或轉移到真實生活情境

的技能和理解(Tankersley, 2007)。建構反應題能讓學生寫下如何理解問題以及如

何解決問題，透過分析學生答案與思考歷程，有助於瞭解學生概念的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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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 & Cho, 2015)。基於上述，筆者嘗試在概念教學時以建構反應題進行課室評

量，檢驗學生學習狀況，並蒐集學習證據作為後續調整教學活動的依據。 

McMillan(2011)提出課室形成性評量的實施模式，包含蒐集學習證據、評估

證據、回饋學生、調整教學四個部分，教師在教學中必須以各種方式蒐集並評估

學習證據，並依所得證據提供學生立即回饋及修正教學活動，評量過程不斷循環

至教學目標達成。筆者擬參考 McMillan(2011)的實施模式，在教學活動中以前述

Ginsburg (2009)提出的三種方式進行形成性評量設計。不過考量到教學中教師的

「觀察」與「對話」多只能針對少數或特定學生，因此本研究將聚焦於探討以建

構反應題作為小型評量「任務」進行「先評量、後討論」的形成性評量歷程，藉

由蒐集學生個別答題表現，評估全班概念學習狀況，同時帶動評量後的解題分享，

透過即時的案例挑選、解法討論以及教學調整來促進學生的學習。筆者以建構反

應題落實形成性評量任務之模式如圖 1 所示。 

 
圖 1 以建構反應題落實形成性評量任務之模式 

如圖 1 所示，概念與建構題之間的循環箭頭，代表核心概念決定評量內容，

從學生解題表現評估其理解情形，再回饋到概念教學上；外側上下的弧形箭頭，

代表教學透過評量確認學生目標達成狀態，若未達目標則重新調整教學以穩固其

概念，幫助學生朝目標前進。筆者在教學前針對該單元教學目標、活動重點及核

心數學概念，挑選出合適的建構反應題；在概念教學後，以「數學大挑戰」為名

將建構反應題任務以評量單的形式，讓全班學生進行 5 到 10 分鐘的解題以蒐集

個別學習表現；在評估表現的部分，除了檢驗學生概念學習狀況，同時也進行學

生解題分析，將評量結果作分類與解讀；評量後立即進行全班討論以提供學生回

饋和調整教學。期能在此模式下，藉助建構反應題進行課室評量活動，從學生的

答題表現獲知、分析、解決學生的學習問題，作為下一步教學決定的參考，逐步

落實形成性評量，促進有效教學。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筆者配合五年級數學課程及教材單元順序，於第一次行動循環的三個小循環

分別選擇「擴分、約分和通分」、「面積」以及「線對稱圖形」三個不同數學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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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進行教學評量活動設計。以下就研究設計與實施方式作簡要說明。 
一、研究場域 

筆者服務於宜蘭縣壯圍鄉一所小型公立國小，目前擔任五年級導師，全班

21 位學生中有一位聽障生須抽離上課，參與學生為男生 11 位、女生 9 位，其中

單親、清寒或隔代教養學生多達 6 位，過半數學生放學後課業都是安親班處理，

家庭端對學生學習幫助有限。 
二、教學單元主要節次與建構反應題選取 

本研究重在落實，每單元只使用一題建構反應題任務，於初探階段之主要蒐

集資料節次(以下簡稱：主要節次)中實施形成性評量。以下說明各單元主要節次

的選定：「擴分、約分和通分」單元活動 6-1 和 6-2 練習擴、約分找出等值分數

只是通分的前置經驗，活動 6-3 學習通分並作異分母分數比較才是此單元目標，

故以第 5 節為主要節次；「面積」單元目標為學生能理解平行四邊形、三角形與

梯形面積公式，根據過去教學經驗，學生在梯形面積求算最易出現迷思錯誤，故

以第 5 節為主要節次；「線對稱圖形」單元活動 10-1 先引入對稱軸概念及認識線

對稱圖形，10-2 再應用對稱點、邊、角概念，練習繪製線對稱圖形，由於學生能

否找出對稱軸及掌握對稱點和邊，將影響後續10-3常見圖形線對稱關係的辨識，

故以第 2 節作為主要節次。 
筆者在本研究中使用的建構反應題任務，主要參考鍾靜(2017b，2017c，2017d)

主編之《國小統計與分小數建構反應題》、《國小量與實測建構反應題》和《國小

幾何建構反應題》等三冊題庫資源，從中選取對應單元核心概念的題目直接使用

之。各單元主要節次與任務對應概念及選取考量如表 1。 
表 1 
各單元主要節次與建構反應題任務選取 

三、資料蒐集與分析 
筆者收集的資料包括學生評量單、教學札記、諍友觀察紀錄、學習日誌等文

本資料，並輔以課堂錄影及學生訪談，透過多元蒐集來源和資料類別，提升資料

分析的有效性和可信度。 

單元名稱 
蒐集節次/總節數 
建構反應題 

【對應分年細目】 
教學重點 核心概念 任務選取考量 

六 、 擴
分、約分
和通分 

第 5 節/共 6 節 
FA1-1【5-n-07】 

6-3 以通分
解決異分母
分數大小比
較問題 

能利用擴約分將
異分母分數化成
相同的分母 

藉由判斷四個分母相異的
分數大小，評量學生對通
分意義的掌握程度及通分
方式的運用 

九、面積 第 5 節/共 7 節 
FA1-2【5-n-18】 

9-3 梯形的
面積計算 

能正確判別梯形
底邊和高，並運
用公式計算面積 

以繩子圍成梯形不直接給
定兩底和高，評量學生對
梯形面積公式的理解，避
免死背公式錯誤套用 

十、線對
稱圖形 

第 2 節/共 3 節 
FA1-3【5-s-04】 

10-2 作線對
稱圖形 

應用對稱邊和對
稱點畫出完整的
線對稱圖形及所
有對稱軸 

預測學生可能忽略水平方
向對稱軸，促使思考對稱
軸兩側圖形全等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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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筆者在教學活動設計中規劃「對話」、「觀察」和「任務」三種形成性評量方

式，其中「對話」和「觀察」主要用以評量學生在課本教學題的作答討論及實作

表現，而以建構反應題作為小型「任務」實施「先評量、後討論」評量活動則是

本研究嘗試的形成性評量新作法，故以下將主要針對第一大循環三個小循環單元

的建構反應題「任務」實施歷程進行結果分析及綜合討論。本研究的建構反應題

任務，其評閱規準採國際數學和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相同評閱方式：2 分是指能正確解題且能

清楚說明；1 分是指部分正確解題或正確解題但未完整說明；0 分是指不正確解

題或空白(林碧珍、蔡文煥，2005)，並加註 A、B、C…以區分學生解題類型。 
一、第一大循環之三個小循環單元形成性評量歷程 
(一)擴分、約分和通分主要節次之「先評量、後討論」活動 

每個單元只使用一題建構反應題在主要節次概念教學後實施，全班任務

FA1-1 答題結果整理如表 2 所示。 
表 2  
建構反應題任務 FA1-1 學生答題結果分析 
類型 學生解題表現 人數 

2A 
直接將四個相異分母擴分為公分母 240 的分數再比較，能利用通分成最小

公倍數的方式比較大小且解題正確。 
1 

2B 
運用分數量感判斷分數大小，將各個分數和 1 或

2
1 作比較且解題正確。 6 

2C 
在判斷

60
64 為最大分數後，活用擴分或約分正確解題。 5 

2D 
將

2
1
擴分成

20
10 、

60
30

和
80
40

後兩兩比較，正確解題且說明清楚。 
1 

1A 能由大到小正確排列，但未呈現過程或作法說明不清楚。 2 
0A 能嘗試將四個分數進行通分，但計算過程出錯或是看錯數字導致解題錯誤。 3 
0B 比較大小錯誤，未完整說明作法。 2 
註：2C 和 2D 類型為分析學生答題所得，並非筆者參考文獻預估的解題表現。 

筆者根據此單元研究結果有三項主要發現，以下僅詳述第 2 項主要發現。 
1.答題時間及課室教學歷程影響學生任務表現 

這是數學課初次引入建構反應題評量，因此過半數學生無法在預定 5 分鐘內

完成作答，筆者考量學生不熟悉此種題型又需要筆述想法，當下決定延長時間讓

學生想寫就盡量寫；由表 2 可知，充裕答題時間使得全班首次評量結果遠優於筆

者預期；且評量中筆者行間巡視學生解題，發現八成學生在處理任務 FA1-1 時都

受到課堂上有同學提出以假分數概念來比較分數大小的想法影響，而能直接判斷

何者最大，足見教學歷程中師生間的任何活動都會影響學生的學習。 

2.任務提供學生思考及表達想法的機會 2 分例多達 4 種解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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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課前參考題庫資源，原本預估正解類型只有 2A 和 2B 兩類，沒想到評

閱結果 2 分解題竟多達 4 種類型；且筆者原以為會是最多學生出現的 2A 策略解

題，結果竟只有 1 位學生出現此類型。茲將 2 分例的 4 種解題類型，如圖 2 所示。 

      

   

圖 2 任務 FA1-1_2 分例舉隅 SML20、SH4、SMH5 及 SH2 的解題紀錄 
從圖 2 可以發現，即使最後的答案一樣但整個解題思維與策略卻是截然不同

的。筆者也發現雖然學生出現 2A 例表示已掌握通分意義，但如果學生面對這種

異分母分數比較問題，就只能機械式的一律將所有分數擴分解題，其實也並不符

合數學教育期望激發學生思考多元解題的目標，筆者對於班上學生大多屬於其他

三種 2 分例，甚至出現文獻預估之外的 2C 和 2D 類型，感到欣慰，因為這代表

學生能連結學過的數學概念並靈活地應用解決問題。正如Tankersley(2007)所言，

建構反應題能促使學生深入思考和學習，反映出學生的認知與理解。評量中筆者

不僅驚喜於學生靈活的解題表現，也體認到建構反應題能提供所有學生有機會表

達自己想法的價值。 
3.學生表現促使教師選取不同案例豐富學生解題想法 

Black 和 Wiliam (2009)指出在課室中實踐形成性評量的關鍵策略之一，就是

教師要提供學生明確的學習目標及成功標準。筆者認為學生未來處理類似問題時，

仍應學習如何利用最小公倍數找出相異分母的公分母，故先選擇唯一 SML20 的

2A 解法進行討論，請她說明公分母 240 從何而來並向全班提問，共同確認其過

程和結果的正確性。接著選擇 SH11 的 2C 優良解題策略，讓學生有機會學習另

一種活用假分數概念及擴、約分的解題方式。一題建構反應題可以帶出不同的討

論目的，透過觀察與討論別人解法，學生得以了解題目的多元解法及優缺點。 
(二)面積主要節次之「先評量、後討論」活動 

建構反應題任務 FA1-2 全班學生的答題結果分析如表 3 所示。 
表 3 
建構反應題任務 FA1-2 學生答題結果分析 
類型 學生解題表現 人數 

(20171204 單 S20) (20171204 單 S4) 

(20171204 單 S5) (20171204 單 S2) 

2C 

2B 2A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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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知道 70－(12+18)=40 為兩底和，能正確計算梯形面積為 
40×12÷2=240cm 2。 

6 

2B 知道70－(12+18)=40為兩底和，將40拆成2個數字（例如10及30）為

上下底，再計算梯形面積(10+30) ×12÷2=240cm 2。 
5 

1A 能正確算出梯形面積，但過程想法說明有誤。 1 
0A 無法判別梯形的上下底和高，或無法理解題意，將題目中梯形兩腰

數字 12 和 18 當作兩底錯誤解題，(12+18) ×12÷2=180cm 2。 
5 

0B 具備周長概念，能算出 70－(12+18)=40，卻因為不知如何拆解 40
成上底和下底而出現解題困難。 

1 

0C 空白或胡亂拼湊數字。 2 
筆者根據此單元研究結果有三項主要發現，以下僅詳述第 2 項主要發現。 

1.學生無法解決非例行性任務其錯誤解法突顯教學盲點 
學生在本節教學題表現良好，大致都能辨別梯形兩底和高並帶入公式正確算

出面積，讓筆者以為全班都已理解公式概念，結果引入任務 FA1-2 有條件未知的

非例行性問題後，從表 3 可看出全班竟有 8 位 0 分例，其中更有 5 位學生(包括

高成就)出現 0A 相同錯誤。評量結果促使筆者回顧檢討梯形面積的教學活動，只

著重在梯形面積公式的推導計算，卻忽略部分學生對梯形結構概念不清。所幸藉

由建構反應題任務評量，協助筆者檢討自己的教學缺失。 
2.普遍錯誤例能引發同儕互評順利協助學生修正錯誤 

針對學生將梯形兩腰當作兩底的錯誤解法，顯示這些學生並未理解梯形結構

與公式意義，故筆者決定先討論 SMH3 的 0A 錯誤例。一開始 SMH3 並不認為自

己解題錯誤，信心滿滿的他經過同學提出「梯形的高應垂直於上下底」及「梯形

上下底應互相平行」的質疑後，這才發現自己根本誤判上下底，即使套入公式也

是枉然。解題討論時，筆者發現全班學生都非常專注於檢查同學的解法，經由學

生發表及師生對話的過程，即時的幫助案例學生澄清概念進而能改進學習。 
T：請問你是怎麼算的？ 
SMH3：我是把這邊 12＋18 然後括號，再乘以 12 再除以 2……. 
T：等一下，請問 18 是指什麼？ 
SMH3：18 是它的上底，ㄟ不是，18 是下底才對。 
T：他說 18 是它的下底，有沒有人有疑問？(同時有多位同學舉手) 請 SH12 說。 
SH12：你說 18 是下底，那高應該要跟 18 垂直呀？  
T：SMH3 同學問你 18 是下底的話，那高應該要跟 18 垂直呀？ 
SMH3：(看著評量單未回應)                     
T：還有同學要問，SMH13 請問。 
SMH13：不是說那個上底要跟下底互相平行嗎？那 18 有跟哪一條互相平行嗎？ 
SMH3：沒有。 
T：所以 SMH3 你發現了什麼？ 
SMH3：我寫錯了。 
T：哪裡寫錯了？ 
SMH3：上底應該是這一條，下底是這一條。(手指正確比劃著梯形的上下底)   (20171227 影) 

3.從錯誤例勘誤到正確例分享促使學生互相成為彼此學習資源 
師生在評量過程中須共同承擔學習責任，課室中的每個人都有義務成為彼此

的學習資源，減輕對方失敗的影響(Black & Wiliam, 2009)。錯誤例討論時，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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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專心參與，主動提供案例學生修正建議；而正確例則可增進學生解題思維，

2B 例學生是將 70－(12+18)算出兩底和 40 後再將 40 拆成兩數解題，猜測兩底數

字組合包括 10 和 30、15 和 25 等，討論時同儕之間能勇於提問、案例學生亦能

清楚說明；筆者認為雖然 2B 學生積極思考解題值得鼓勵，但最終仍應學習 2A
解法，了解只要算出兩底和 40 即可正確解題，協助學生更清楚解題成功的標準。 
(三)線對稱圖形主要節次之「先評量、後討論」活動 

建構反應題任務 FA1-3 全班學生的答題結果分析如表 4 所示。。 
表 4  
建構反應題任務 FA1-3 學生答題結果分析 
類型 學生解題表現 人數 
2A 能畫出正確圖形，且標出兩條對稱軸。 13 
1A 能畫出正確圖形，但只標出一條對稱軸。 1 
0A 未畫出正確圖形；雖能標出兩條對稱軸卻遺漏了圖形下方內部的橫線。 5 
0B 未畫出正確圖形，整張圖只畫出一條水平方向的對稱軸。 1 

筆者根據此單元研究結果有三項主要發現，以下僅詳述第 3 項主要發現。 
1.全班解題表現合乎預期但高成就學生表現令人錯愕 

筆者課前預估學生可能的錯誤解題類型，包括能畫出正確圖形但只標出一條

對稱軸的 1 分例，或是能標出兩條對稱軸卻無法畫出完整圖形的 0 分例，在評量

當下這兩種錯誤類型都確實發生，如表 4 所示。令筆者意外的是 0A 例竟有 4 位

中高成就學生，同時筆者也發現平時數學表現低成就的學生，在建構反應題的表

現不一定比高成就學生差。 

2.選擇高成就學生的錯誤例討論有效強化對稱軸兩側圖形應完全疊合的概念 
全班任務作答的當下，筆者曾口頭詢問對於這次任務的感覺，當時幾乎所有

學生都回應較簡單。但是巡視作答發現，幾位中高成就學生能標出兩條對稱軸卻

遺漏了圖形下方內部的橫線，因此先選擇其中一位 SH11 的評量單進行教學討論，

如圖 9。一開始班上同學對於平時表現優秀的 SH11 會出錯感到十分驚訝，大家

都想知道他為何而錯；過程中經由師生間的問答對話讓 SH11 能立刻發現自己錯

誤並知道如何修正，同時也強化全班對於對稱軸兩側圖形應完全疊合的概念。 

3.中低成就學生能說明繪圖步驟及正確解法可確認全班都達到學習目標 
評量後筆者先進行不同錯誤例的觀察討論，提供案例學生回饋，使其察覺錯

誤並知道下一步要如何改進；課堂最後必定進行正確例討論，帶領全班學生掌握

成功解題的標準。這堂課會選擇 SML9 分享正確例，是因為看到他在數學課的進

步，以往 SML9 只要一上台就緊張得不知所措，但建構反應題訓練他可以先筆述

想法，之後發表時就能言之有物，筆者認為當學生願意嘗試表達自己的解題歷程，

不也是一種評量促進學習的表現。SML9 的解題紀錄與發表情形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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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任務 FA1-3_ SML9 的正確解題紀錄與發表情形 

SML9：我是先畫它的兩條對稱軸，垂直的跟水平的。  
T：那你怎麼知道垂直的對稱軸要畫在那裏？ 
SML9：我用算的，上面這樣有 4 格，4 格除以 2，在 2 格這裡畫下來。  
T：所以 SML9 垂直的對稱軸，畫的位置是對的嗎？  
SS：對。 
T：水平對稱軸的位置也是對的嗎？ 
SS：對。 
T：好，那老師再問 SML9，你怎麼知道下面要畫那兩條橫線呢？ 
SML9：我也是用算的，我先算這裡到這裡有 3格(先指圖形上方內部橫線，再指水平對稱軸)，
再算這裡到這裡也要 3 格(先指水平對稱軸，再指自己畫的圖形下方內部橫線)。 
T：所以 SML9 他就找到這條線的位置(手指圖形下方內部橫線)，那最下面這條呢？ 
SML9：這條線到這條線是 2 格(先指圖形上方內部橫線，再指最上面那條)，所以我這條線

到這條線也要是 2 格(先指圖形下方內部橫線，再指最下面那條)。 
T：你們認為 SML9 能畫出兩條對稱軸和下面這兩條線段，他的解法完全正確嗎？  
SS：對，他全對。                                                 (20180104 影) 

二、綜合討論 
以下簡述第一大循環中三個小循環單元以建構反應題落實形成性評量活動

對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影響。 
(一)以建構反應題落實形成性評量對教師教學的影響 
1.一單元安排一題建構反應題能讓教師依學生需求彈性處理  

以往課室評量為了評等給分都會硬性規定作答時間，造成學生一聽到要評量

總是很緊張，就怕自己寫不完考不好；但是使用建構反應題評量的目的不同，是

為了提供教學參考不作評分之用，筆者除了將每次的評量任務稱作「數學大挑戰」，

希望藉此降低學生被評量的焦慮感，讓學生覺得解決任務是一種挑戰不是考試；

在實施初期，考量學生還不熟悉建構反應題的題型要求，筆者在課堂上給學生的

作答時間也會比較彈性，會以多數學生能完整答題為原則來彈性分配課室評量時

間。筆者於各單元實施建構反應題任務之評量時間分配如表 5。 
表 5 
各單元實施建構反應題任務之評量時間分配 

單元 任務 實際作答 討論案例 總評量時間 

擴分約分和通分 FA1-1 8 分 2A2C(共 2 例) 15 分 

面積 FA1-2 7 分 0A1A2B(共 3 例) 18 分 

線對稱圖形 FA1-3 5 分 0A1A2A(共 3 例) 15 分 

從表 5 可知，學生實際作答加上評量後討論，總評量時間約需 15-18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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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討論案例的挑選及順序，端視學生實際答題狀況而定。不過由於一個單元只

用一題建構反應題，亦即整個單元只需半節課的評量時間，因此教師應當可以更

有彈性的安排單元教學活動和評量實施的時機，同時在評量當下也能真正作到依

學生需求來決定下一步教學及課堂時間的分配。 
2.以建構反應題作為教學後的評量題能幫助教師了解學習現況即時修正指導 

建構反應題非常適合在概念教學後作成評量單來檢驗全班學習狀況，除了建

構反應題要求學生說明解題想法或解釋過程，教師可以比較清楚學生思維或迷思

困難之外，因為建構題多為非例行性情境，學生需要真正的理解才能將概念轉移

到新的的情境中，故可判斷學生概念精熟度。再者，通常教學時的布題是讓學生

學習概念，在學生還沒學過就過度討論錯誤解法並不恰當；但以建構反應題作為

評量題是在教學後進行，這時題目要評量的概念學生已經學過了，若還發生錯誤

教師就可以立即深入的處理。以任務 FA1-2 評量結果為例，梯形面積教學時由於

學生課本習題的好表現，讓筆者以為全班都已達到學習目標；一直到評量時行間

巡視看到學生評量單上的解題敘述，才發現部分學生有梯形概念不清的問題。針

對學生出現普遍性錯誤，促使筆者檢討該堂教學過於強調拼湊圖形推導公式卻未

注意學生未掌握梯形意義，在評量後也立即選擇此錯誤解法進行第一個案例討論；

透過學生發表和教師提問的過程，能引導同儕之間互相評論解法，幫助案例學生

產生認知衝突，進而能察覺錯誤作即時修正。可見，以建構反應題作為評量題能

提供教師即時發現學習問題，進而更有效的導正學習，指引教學改進的方向。 
3.以建構反應題先評量後討論能引導教師作出適當明確的教學決定 

Black 和 Wiliam(1998b)指出有效的形成性評量包含三部分：教師能參考評量

資訊調整教學、學生能得到改進學習的回饋以及學生能參與自我評量的過程。筆

者於評量時經由巡視全班答題情形，即可蒐集學生學習資訊，提供教學明確的方

向；在評量後得以立即決定討論案例及教學重點，同時提供學生回饋，促使學生

達到自評、互評及改進教與學的目的。各單元評量後案例選取及教學重點如表6。 
表 6 
各單元評量後討論案例選取及教學重點 

單元/任務 案例選取 教學重點 

擴分、約分和

通分/FA1-1 

2A 說明最小公倍數的通分方式以呼應先前的教學內容，鞏固

通分概念的學習。 
2C 

(優良例) 
引導學生學習活用分數概念及擴約分的解題方法，不要一

律將所有分數擴分來解決異分母分數比較問題。 

面積/FA1-2 
0A 未理解梯形意義的普遍錯誤例，協助案例學生自評並訂正。 
1A 讓能算出面積但未寫出過程想法的學生改以口述說明。 
2B 從錯誤例勘誤到正確例分享，讓學生成為彼此的學習資源。 

線對稱圖形

/FA1-3 

0A 選擇高成就學生的錯誤解題能吸引同儕注意，藉此強化對

稱軸兩側圖形應完全疊合的概念。 
1A 針對能畫出完整線對稱圖形卻只標出一條對稱軸的案例，

引導案例學生說明改進方法。 
2A  用以呈現繪圖步驟及正確答案，闡明學習目標與成功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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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6 可知，透過評量任務的實施、解題分析以及案例選取，指引筆者明確

的教學方向，在評量後所有的教學重點都是以提升學生學習為主要考量。由上可

知，筆者藉由建構反應題的「先評量」瞭解學生學習狀況和可能困難，繼而透過

「後討論」即時提供學生回饋並決定下一步教學，在師生互動的過程中，逐步地

實踐課室形成性評量用以促進學生學習的目標。 
(二)以建構反應題實施形成性評量對學生學習的影響 
1.評量以「數學大挑戰」為名有利於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筆者原本擔心以建構反應題作為評量題目，對於中低程度學生來說會不會覺

得數學更難了，因而降低了他們的學習意願。結果從學習日誌和非正式訪談學生

後發現自己的擔心是多餘的，全班學生不論學習成就高低都一致表示喜歡數學課

有數學大挑戰，因為如果寫對就代表自己超強，如果寫錯也不會怎麼樣；而且學

生認為相較於課本題，數學大挑戰的題目更能讓他們動腦，越思考就能越進步。 
T：老師問你喔，你對於老師安排的數學大挑戰的題目有什麼感覺？ 
SML20：就是會讓我們想，動動腦一下。 
T：那它跟課本習作的題目有什麼不一樣？ 
SML20：因為有些課本上的題目它有時候就會有一點提示，但是這個完全都沒有，就是要我

們單純去想，然後自己就會有進步。                            (20180123 訪 SML20) 
此外，數學大挑戰後的全班解題討論也相當有利於增進學生學習動機。學生

表示在評量後都很期待聽到同學發表不同解法，因為如果自己寫錯就可以從討論

中知道要怎麼改錯，或是可以學到更高明的解題策略，更有學生希望自己能多多

上台發表解法來從中獲得肯定，如圖 4。因此，評量以「數學大挑戰」為名能激

發學生思考、更勇於挑戰自己，而解題後的討論亦能促進學生更主動的學習。 

               

圖 4 學生都很期待評量後的解題討論 

T：解題後老師會請同學發表解法，有的是對的，有的是錯的，你會想聽嗎？ 
SML10：會，因為可以看別人錯的地方，或許自己也錯同樣的地方，看他是怎麼改的；或是

同學答案是對的而我是錯的，就看他是怎麼對的，知道還有這樣的方法。就是可以讓我知道

一種題目有很多種算法，以後遇到相似的題目就會感覺題目變簡單。 (20180123 訪 SML10) 
2.實施「先評量、後討論」活動有助於增進學生數學溝通能力  

數學溝通能力包括理解與表達兩種能力(教育部，2009)，教師以建構反應題

進行「先評量、後討論」的形成性評量活動過程中，學生要完成解題就必須將已

知的所有數學概念組織起來，才能應用書面文字表達出自己的解題思維；而這個

組織想法的過程，對於害羞不擅表達的學生更有明顯助益，例如 S9 原本只要一

上台就會緊張結巴或不知所云，但在練習筆述解題想法之後，他發現自己只要有

寫就會講，因此評量時就會更努力的寫出想法，而藉著評量單上的有憑有據也讓

他得以清楚發表解法，對自己更有信心如前述圖 3。此外，評量後的討論對學生

也是一種訓練，過程中學生必須先能瞭解他人以書寫或口語所傳遞的數學想法，

(20180108 誌S16) (20171227 誌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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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才有辦法去評論同學解法或提供建議。因此以建構題實施先評量、後討論，不

僅能檢驗學生學習，亦能有助於培養及展現學生組織思考及溝通表達的能力。 

伍、結論 

筆者嘗試以建構反應題作為形成性評量小型「任務」進行「先評量、後討論」

的教學活動，讓師生雙方都獲得正向的教學影響。以下筆者提出將建構反應題實

際運用在國小數學課室形成性評量的研究反思。 
一、評量在精不在多要與教學結合提供學生更好的學習 

太多時候因為考卷課本習題相似度高，學生題目寫再多也未必能診斷出學習

問題，評量不僅浪費時間也無法幫助學習；而建構反應題雖然一次只寫一題，但

因為一題只檢測一個數學概念，目標明確且多為非例行性題，更能有效檢驗學生

概念的理解，因此一個單元教學中教師使用建構反應題評量應可在精不在多。 
其次，筆者教學時雖同時以「觀察」和「對話」評量學生，但諍友在觀課後

都明白表示，分不清這些課堂上對學生的「觀察」和「對話」到底是在教學還是

評量，而且也看不出筆者因應學生學習狀況作出哪些教學調整，可見即使教師的

「觀察」和「對話」具有評量學生的意圖，也會因為評量後續處理不夠明確而被

視為隨機的教學行為。相較於「任務」讓每位學生都要獨立作答，能讓教師即時

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並據以適當調整下一步教學，評量後不管是獲知學生迷思立

即補救教學澄清概念，或是利用優良解法提供學生鼓勵增強，都能看出教師明確

促進學習的評量作為。因此在有限的教學時間裡，即使一個單元只使用一題建構

反應題「任務」，只要評量結果能用來調整教師教學決定，確保師生之間是互動

的、並進的關係，這樣的課室評量就是形成性評量，就能促進學生更好的學習。  
二、數學課室需要多元解法的交流以鞏固數學概念提升解題思維 

以建構反應題蒐集學生的解題想法，可以發現即使學生答案一樣，但整個解

題思維或使用策略往往天差地別，在評量後教師若能立即針對學生不同的解題表

現進行討論處理，更能達到學習效果。教學後進行評量錯誤例的討論能有效激發

學生互評和自省，看看別人想想自己，在勘誤過程中幫助錯誤學生修補概念，亦

再次鞏固全班的數學概念；而正確例的分享除了讓成功解題的學生可以得到正向

回饋，由學生發表正確解法比起老師講解似乎更能吸引其他學生的注意，在解法

交流中也強化了學生概念的學習；此外，課室中也需要有優良例的刺激，學生藉

由觀察和討論同學優良的解題方法，不但能了解多元解題策略，學習更有效率的

解法，無形中也豐富了數學的解題思維。因此，數學課室中非常需要「先評量、

後討論」的教學活動，從錯誤例勘誤到正確例分享，筆者看到學生的自評與改進，

而師生同儕間的互評討論更讓學生產生有思考的學習，修補、強化數學概念的同

時亦促進學生解題與溝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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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study, we present the use of constructed response items as mini tasks while 
implementing formative assessment in a fifth-grade mathematics classroom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s of these items on teacher’s instruction and students’ 
learning. The items were used as assessment tasks for learning and the  teacher had 
discussions with students afterward. It seems that constructed response items not only 
enable students to think individually and communicate clearly, but also help the 
teacher to grasp students’ performance and give timely feedback. It’s reasonable to 
believe that constructed response items would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instruction and 
learning in which they’re used as formative assessment mini tasks in the mathematics 
classroom. 

 
Keywords：formative assessment, constructed-response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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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遊的設計及融入國小三年級數學計算課程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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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桌遊的設計融入國小三年級數學教材之可行性，進而整

理出教師在進行桌遊融入教學時，可能遭遇的困境和解決及突破的方法，最後推動

出適合在教室裡進行教學的數學桌遊，以幫助更多學童，擴大更多對於數學感到恐

懼的學童之學習數學的機會，並探究將自行設計之桌遊融入國小三年級數學計算課

程後，對於學童的學習興趣及學業成績轉變情形。本研究透過與學生之訪談、數學

學習興趣量表和自編單元能力測驗卷等相關資料，分析探究學生的學習興趣轉變與

學業成績轉變情形，並根據所蒐集得的資料改進教學方法與技巧，以回答三個研究

問題，根據研究結果顯示： 

        第一、桌遊設計融入數學領域教學活動是可行的，在教學活動進行後，研究者

發現當桌遊融入數學教學領域時，學生更加積極參與數學課程，並且對於數學課程

不再感到排斥，甚至有所期待；第二、學童的學習興趣的轉變，根據學生之訪談、

數學學習興趣量表之分析，顯示當桌遊融入數學領域教學後，孩童對於數學學習之

學習興趣明顯提高；第三、透過自編單元能力測驗卷之分析，桌遊融入國小數學領

域課程，對於孩童的學業成績具有明顯提升。針對以上三個研究結果，研究者提出

對未來研究及教學的建議。 

 

關鍵詞：數學遊戲、三年級數與計算、學習興趣、學業成績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數學是科學之母，而且學童在學習數學時也可以訓練思考能力及推理能力（陳

嘉皇，2010），想及早訓練學童則從小學開始，國小數學的學習尤其又以「數與計

算」為重。研究者進入教育現場後，發現許多學童毫無數感，去年暑假發現學童們

熱衷於玩“桌遊”，因此思考，若是針對數學的學習，尤其是在生活上有數感，可以

重新設計新遊戲及玩法，使學童在遊戲的過程中扮演主導的角色。也即是說從被動

轉為主動，提高學業成績，使學童獲得更大的成就感。本研究旨在設計一款趣味性

高的桌遊，既能夠融入課程需要，又能統整多個單元，在玩的時候有效提升學童的

學習興趣與學業成績。 

二、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 

        本研究探討桌遊的設計及融入國小三年級數學計算課程之後，與學童的學習興

趣以及學業成績之關係，本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桌遊融入國小三年級數學教材之可行性。 

2. 探討透過桌遊融入國小三年級數學課程後，學童的學習興趣轉變情形。 

3. 探討透過桌遊融入國小三年級數學課程後，學童的學業成績轉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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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學習理論與合作學習 

 學習為人類生命重要的一環，從出生到老去，人類以不同的方式學習各式事物。

學齡前，家庭教育扮演重要的角色，而進入學校後，透過學校教育，學童能夠學習

新的知識與方法，以適應未來的生活。老師所擔任的角色，更是舉足輕重，因此，

教師所安排的教學活動，對於整體學童的學習影響甚大。Luntley (2005)認為，身

在課堂之教師，必須熟悉各項學習理論，更應在其授課的內容上反映課程目標與價

值，使達成最完整的教學價值。因此教師除了熟悉授課內容與概念外，應知曉各項

學習理論，了解學童的心理發展，將課程完整的使學童理解，設計適當的教學活動，

以提高學習效果。 

 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為一種利用小組分組學習的方式，提升小組其他

成員彼此之間的學習效果的教學方法(Slavin,1985)。合作學習是學童共同解決問題

或達成另一個共同目標的一種教學安排，學童在學習的過程互相尊重、信任且相互

依賴，因此學習的成效亦取決於小組成員是否能互助合作，因此相互支持才能夠進

步（Kagan,2004）。藉由小組合作競賽的過程，學生能夠從中領悟團結合作的重要

性，更能從彼此不同的想法與意見中促進相互溝通協調的能力（梁淑坤、張嘉玲、

王全興，2009）。Slavin (1985)認為合作學習為具有完整結構與系統的教學策略。

在學習過程中，教師依據學習者的能力、性別、背景，將四至六位學童以異質性分

組方式進行學習，透過分享經驗、接受獎勵，增強學習效率（張新仁，2003）。 

二、遊戲教學的設計與理論基礎 

 在多樣化的教學活動裡，遊戲是引發孩童學習的一重要途徑，教學融入遊戲，

不僅能夠提高學習者的興趣，更能夠讓教學效果大大提升，並且使得學習更加生活

化，尤其數學領域若能以生活化的概念融入學習，更能讓數學學習具有最初的意義。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指出：「數學童活化」，期許學童在學校教育中，能夠利用教育

活動與個人經驗相互連結，以幫助學習者學習(江美娟，2013)。團體遊戲融入教學

活動後，除了能夠幫助學生理解數學概念外，同時也能改善學童對於數學的恐懼與

提升數學的自信心（趙翊君、梁淑坤， 2017）。 

 因此教學者應該設計適合的遊戲，遊戲是否符合此課程之概念要求？是否對於

教學具有幫助？另外遊戲必須具有趣味性，且年齡層是否符合學習者，而容易操作、

玩法簡單也是教學者必須考量的因素，遊戲的設計應考量難易性、參與性、紀律性、

學習性，並自行加上了延伸性，讓遊戲導入教學能更確實的影響到學生在學習上的

改變(周士傑、梁淑坤，2007)。在饒見維(1996)指出數學遊戲教學為數學領域的教

學活動轉變成遊戲教學活動的模式，也就是指教師有計畫地在所安排的遊戲活動中，

提供學童機會學習做選擇及做決定，並從中獲取概念性的知識，參考國內學者饒見

維(1993)所提出之遊戲設計具備四個要點： 

(一) 挑戰性：在一個遊戲活動中，教師通常會設定某種思考任務或目標，學童

設法運用自己既有的數學知能來克服教師所訂的限制條件來完成目標。限制

條件愈多，挑戰性就愈大。反之，如果完全沒有限制條件，只是叫學童作枯

燥的計算或反應就不能稱作遊戲。 

(二) 競賽性或合作性：競賽往往能激起人類的好勝的天性，並造成活動的挑戰

性與趣味，增加學童參與活動的動機與興趣。團體的競賽裡，不僅具有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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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分，也具有合作的成分。學童在團體裡必須和其他同學合作，共同對抗

別的團體，不是完全憑個人的力量。良好的遊戲要有適當的合作成分，不要

造成個人與個人之間太過激烈的競爭。 

(三) 機遇性或趣味性：遊戲之所以稱為遊戲，往往是因為遊戲的過程具有某種

機遇的因素，造成遊戲的趣味性。 

(四) 教育性：以上幾點是指一般遊戲所具有的特性，而教學遊戲則必須再具有

教育性。也就是說，好的教學遊戲要以不著痕跡的方式來達成教學目標。讓

學童運用自己具有的數學知能來解題。因此從教育的觀點而言，數學教學遊

戲的最大特性便是訓練學童的思考能力。 

        遊戲呈現的方式多樣化，其中桌上遊戲與其他種類的遊戲（如：團康遊戲）相

比，具有低門檻、便利性高及團體概念等特點，因此適合藉此做為人際互動之媒，

桌上遊戲的名稱源於英文的 Table-Top Games，能夠在桌面或者任何平面上進行的

一種遊戲(中華民國圖版遊戲推廣協會，2009)，而桌上遊戲也簡稱為桌遊，與需要

一定人數、場地或肢體活動的團康遊戲、運動比賽等名詞進行區別而形成，泛指在

桌子或任何平面上進行的遊戲，也可稱為不插電遊戲（吳承翰，2009）。 

 激發學童的學習興趣，是教學者在進行教學時的首要任務，因此教學者理當深

入了解學習興趣，以提高學習者之學習效率。之後，研究者用學童喜愛的大富翁編

擬「聯邦圍城」為桌遊，參考三年級 4個單元內容，以底盤的 6個格子和 3種遊戲

卡融入單元 1~4。單元 1：數線、單元 2：10000 以內的數、單元 3：10000 以內的

加減、單元 4：乘法。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流程 

 研究者採取改編桌遊大富翁融入數學教學活動。因本研究目的是要探討桌遊之

研發以及融入數學教學中，設計桌遊融入國小三年級數學領域實施的可行性，之後

透過試版、最終版，並分析研究者進行桌遊融入數學領學教學後，學童之學習興趣

和學業成績是否提昇。因此透過前測、後測來了解學童的學業表現情形，再透過數

學學習興趣量表，分析學童的學習興趣轉變。 

 研究的流程為：第一，選定數學單元。第二，設計桌遊。第三，數學學習興趣

前測的施測與訪談。第四，進行一般數學課程。第五，進行數學學習成效前測的資

料蒐集與訪談。第六，透過複習課程，將桌遊融入教學。第七，進行數學學習興趣

後測的資料蒐集與訪談。第八，數學學習成效後測的資料蒐集與訪談。第九，研究

者透過數學學習興趣前後測及學習成效前後測資料蒐集進行分析。 

二、研究對象 

 研究對主要針對高雄市某所國小三年級學童進行教學。在每周課後輔導時間進

行本研究實驗。研究過程研究參與者包含教學者、學童以及協同教學教師。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數學學習興趣量表和自編單元能力測驗卷表為研究工具。除此之外，

更有自行設計的桌遊─聯邦圍城，共三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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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數學學習興趣量表 

        本研究選用黃月純、楊德清（2011）所編製的數學學習興趣量表，分別

透過情意、認知、期望及行動四個向度進行測驗。因三年級學童的閱讀理解

稍顯不足，所以本研究將透過一對一訪談再由成人代為填入量表。 

此量表共 10題，第 1-3題為情意相度，第 4-5題為認知向度，第 6-7題為期望

向度，第 8-10 題為行動向度。每題有三個選項，每題則一勾選，第一為 3 分、

第二為 2分、第三為 1分，十題加總，分數越高代表數學學習興趣越高。此量

表能夠顯示學童的學習興趣，在桌遊融入數學領域教學前後的改變關係。 

在效度方面，經過六位專家對量表的構面和試題內容進行審查後形成預試量

表。而該量表的信度分析，Cronbach α 值為 0.735，Cronbach α係數大於 0.6，

屬於可信程度。 

(二) 數學學業成績測驗卷 

        本測驗卷以 106 年翰林出版社之命題光碟，國小三年級數學中第一單元

至第四單元共挑選 12題選擇題，挑選的方式為以 Bloom 認知歷程向度中六大

項：記憶、了解、應用、分析、評鑑與創造，六大項度共挑選 12 題，以此作

為前測卷，再依照相同認知歷程向度及難易度更改題目，作為後測卷。 

(三) 訪談紀錄(前、後) 

        本研究在桌遊融入數學領域課程前、後，各施以一次一對一的訪談，主

要針對學童的學習反應、學習態度以及對於教學的看法來擬訂訪談的大綱，

藉由學童對於訪談問題的看法，比對數學學習興趣量表與前、後測數學成績

測驗卷之資料。 

        桌遊融入數學領域教學前 

1. 你覺得你的數學好不好？為什麼？ 

2. 你喜歡上數學課嗎？你希望老師怎麼教你數學？ 

3. 在學習過程，如果遇到不懂的概念敢問老師嗎？你會怎麼辦？ 

4. 你覺得用什麼方法可以讓你更喜歡數學、可以讓你的數學成績進步？ 

桌遊融入數學領域教學後 

1. 喜歡老師所設計的桌遊嗎？特別喜歡哪個部份呢？ 

2. 你覺得透過桌遊的方式上數學課，對你的數學學習有幫助嗎？ 

3. 你覺得透過桌遊的方式上課，你有更喜歡數學課嗎？會期待上課嗎？ 

四、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編製桌遊過程與教學歷程 

 本研究所執行之教學歷程，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教學前的資料蒐集，採

一對一訪談即將接受教學實驗之 8位國小三年級的學童的學習狀況。 

第二階段為設計教學活動後進行試教，研究者透過階段一之訪談資料，再配合翰林

版三年級上學期的課程內容，設計符合教學目標的數學桌遊活動，共四個單元、一

套桌遊包含 6種不同的格子事件，每一格子事件涵蓋了多種的數學概念。第三階段

主要為檢視階段一、階段二之錯誤，以達到完整的教學修正，使得教學方式能夠穩

定有效、確實能提升學童之學習效率。 

       在國小三年級的數學課程中，主要分為數、量與計算，並且區分為整數與分數

兩大部分。數與計算為國小三年級主要教授的課程，為中年級的數學學習基礎，因

311

2018年第十屆科技與數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8 The t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此本研究選定數線、10000 以內的數、10000 以內的加減和乘法作為研究範圍，主

要係因為前四單元涵蓋了基本的數與計算概念，且學習系統較一致。 

自製桌遊-聯邦圍城遊戲玩法： 

 

遊戲方式 
將八位學童分為四組，分別代表四種不同顏色的軍隊。四組軍隊依序擲骰，依據點數前進，

並執行抵達格子發生的事件。玩家達到 20座城牆，即結束遊戲。 

格子 六種格子內容介紹(A-F) 融入數學概念 

A募兵 
支付軍費，從兵力庫抽兵力卡 

付 800元抽一張、付 2000元抽三張 
 

B軍費補給 擲一顆骰子，並獲得骰子點數 x400的軍費 單元 4：乘法 

C援軍召喚 抽取軍機卡機會一次  

D決鬥場 抽攻城卡，並執行卡片內容  

E紮營地 經過或停留時，獲得兵力卡 2張及軍費 3000元  

F攻乘掠地 

九九乘法表對決：到達軍隊，派出一玩家，並指定任一軍

隊，抽取一玩家，進行九九乘法對決。獲勝者可得到對手 2

座城牆，或者軍費 6000元。 

單元 4：乘法 

遊戲卡 三種遊戲卡內容介紹 融入數學概念 

一、軍費 100元、500元、1000元、1500元、2000元 
單元 2：10000以內的數 

單元 3：10000以內的加減 

二、兵力卡 戰鬥值：300、500、1000 單元 2：10000以內的數 

三、援軍卡 

1. 獲得軍費 2000元 

2. 所有玩家獲得兵力卡 1張 

3. 獲得兵力卡 2張 

4. 前進或後退 1、3、5格，並執行抵達的格子事件 

單元 1：數線 

四、攻城卡 

（決鬥場） 

1. 謀攻對決： 

選一隊進行戰鬥，雙方暗蓋一張兵力卡後，各丟一次骰子，

然後計算戰力總和：兵力卡戰鬥值 x骰子點數。總和大者獲

勝，勝者得 3座城牆。平手則直接擲骰直到分出勝負。 

（註）使用後的兵力卡歸回公用兵力庫。 

單元 2：10000以內的數 

單元 4：乘法 

2. 兵勢對決： 

選擇一隊進行戰鬥，雙方翻開 3張兵力卡後，根據攻城卡上

的指示比大或小，獲勝者可得到對手 2座城牆。平手則直接

擲骰直到分出勝負。 

（註）使用後的兵力卡歸回公用兵力庫。 

單元 1：數線 

單元 3：10000以內的加減 

二、學童數學學習興趣的轉變分析 

 研究者透過訪談與黃月純、楊德清(2011)所編製的數學學習興趣量表對參與實

驗之孩童進行調查，在情意向度中，包含對於學習內容、學習環境和學習方式的感

受。在學習內容的感受部分，進行實驗後，全班喜歡算數學的比例增加(從 25%增

加為 50%)，不太喜歡算數學的比例減少(從 50%減少至 25%)，討厭算數學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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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改變皆為 25%；在學習環境的氛圍感受部分，進行實驗後，全班上數學課時，

常常很快樂的比例增加(從 37.5%增加至 75%)，有時候很快樂的比例減少(從 50%減

少至 25%)，而常常不快樂的學童，則從 12.5%下降至 0%，明顯對於數學學習環境

的感受有所提升。 

 在對於學習方式的感受部分，進行實驗後，全班覺得上數學課很好玩的比例增

加(從 50%增加為 75%)，覺得上數學課有時候很好玩的比例則是下降(從 50%降至

25%)。在認知向度中，包含了個人知識的提升與正向態度的改變，個人知識的部

分，大多的學童認為數學會讓我更聰明的比例增加(從 37.5增加至 75%)，覺得數學

可能會讓我變得更聰明的比例則減少(從 46%減少為 29%)。在抱持正向態度的部分，

實驗後，多部分的同學認為數學是很重要的，所以必須努力學會的比例增加(從

50%轉變為 75%)，認為數學不太太重要，所以學會多少就算多少的比例減少(從

50%減少至 25%)。 

 在期望向度中，包含對於個人的抱負與需求的期望，在對於個人抱負的期望中，

實驗後，全班認為如果為來成為一名教師，一定要教數學的比例不改變，仍舊維持

25%，認為可能會教數學的比例則增加(從 37.5%增加至 50%)，認為不可能會教數

學的比例減少(從 37.5%減少至 25%)。對於個人需求的期望部分，實驗後，大部分

的同學認為數學課可以多一點的比例增加(從 25%增加至 37.5%)，希望數學課能夠

少一點的學童，比例則減少(從 50%降低至 37.5%)，希望不要有數學課的比例減少

(從 25%減少至 0%)。在行動向度中，包含持久注意、樂於參與和努力學習，在持

久注意的部分，實驗後，大部分學童認為上數學課時，都很專心的比例沒有改變

(皆為 50%)，有時候會想其他的事情比例也不變(皆為 50%)。在樂於參與的部分，

實驗後，老師如果問問題，常常會自己舉手回答的比例增加(從 0%增加至 12.5%)，

有時候會自己舉手回答的比例增加(從 62.5%增加至 87.5%)，認為自己很少會舉手

回答的學童比例則減少(從 37.5%降低至 0%)。在努力學習部分，在實驗後，每當

寫數學習作或數學考卷時，都很認真寫的比例提高(從 62.5%提高至 87.5%)，有時

候會很認真寫的比例則降第(從 25%下降至 0%)，而在寫數學習作或數學考卷時，

都隨便寫的學童比例則保持不變(皆為 12.5%)。 

    研究者依據學生的選擇給予分數，第一個選項得三分，選擇第二個選項得二分，

選擇第三個選項則得一分，並依據情意、認知、期望與行動四大向度分析學童的學

習興趣轉變：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自由度 
顯著性 

(雙尾) 

情意 
前測 8 6.7500 1.83225 

-3.055 7 .018 
後測 8 7.7500 1.75255 

認知 
前測 8 4.8750 .99103 

-1.930 7 .095 
後測 8 5.5000 .92582 

期望 
前測 8 3.8750 1.55265 

-2.646 7 .033 
後測 8 4.3750 1.18773 

行動 
前測 8 6.8750 1.55265 

-1.323 7 .227 
後測 8 7.3750 1.18773 

總分 
前測 8 22.3750 5.57898 

-3.594 7 .009 
後測 8 25.0000 4.69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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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童數學學業成績分析 

 研究者透過自行編製數學學習成效測驗卷，對於受實驗之學童進行前、後測，

根據所蒐集的資料顯示，學童在接受「數線桌遊融入教學活動」後，對於其提高數

學學習成就，具有顯著的效果，t 值為-5.000（p＝0.005＜0.05），在自由度為 7 時

已達到.002 的顯著水準；學童在接受「10000 以內的數桌遊融入教學活動」後，對

於其提高數學學習成就，具有顯著的效果，t 值為-3.813（p＝0.007＜0.05），在自

由度為 7 時已達到.024 的顯著水準；學童在接受「10000 以內的加減桌遊融入教學

活動」後，對於其提高數學學習成就，具有顯著的效果，t 值為-2.646（p＝.033＜

0.05），在自由度為 7 時已達到.054 的顯著水準；學童在接受「乘法桌遊融入教學

活動」後，對於其提高數學學習成就，具有顯著的效果 t 值為-3.550（p＝.009＜

0.05），在自由度為 7 時已達到.275 的顯著水準。根據以上結果顯示，四個單元在

桌遊融入教學後，後測成績明顯高於前測的成績，且都達到顯著標準，顯示研究者

在桌遊融入教學後，對學童的數學學習成效提升是有明顯幫助的。 

五、研究結論及建議 

 研究者透過遊戲對於國小生的吸引力，將近年狂熱的桌上型遊戲融入國小三年

級數學領域的數與計算四個單元的教學活動中，以達到提升國小生的學習興趣及學

業成績。 

一、 進行「自製桌遊融入國小三年級數學計算課程」的設計與可行性 

        研究者為了改善教學現場所面臨的問題，更了解學生喜歡玩大富翁及已

熟悉規則，之後，設計了桌遊融入國小三年級數學計算過程中，並透過多次

的測試與修改，進行了多次的桌遊融入數學課程中，並加上研究者自我的教

學反省，以達到穩定的教學策略，在教學實踐後歸納出實務上可行的教學歷

程：設計桌遊→複習單元概念→講解桌遊規則→學習對象試玩→進行桌遊融

入教學→結束遊戲，並頒發獎勵。在實驗過程，所面臨的問題與解決策略如

下： 

(一)先備知識 

       學業成績低落的學生，先備知識不足，易難融入教學活動，例如在格子

事件-攻乘掠地的部分，需兩隊人馬各派一人透過比賽背誦九九乘法表一決

勝負，若學童對於九九乘法並不熟練，則容易造成對於桌遊的參與感降低，

因此加強孩童的先備知識是有必要性的。 

(二) 時間掌握 

        以桌遊融入教學活動，相對於一般的講授方式教學來得消耗時間，因此

若在有限的時間內，同時掌握學習與有趣兩個因素達到平衡，是非常有挑戰

的。若能把握下課時間，讓學童自動自發的先行熟練，讓在教學現場進行時，

學童能夠迅速進入課程，省下在課堂上熟練桌遊的時間，而能在課堂上專注

的進行教學概念的活動。 

(三) 避免增加壓力 

        在桌遊進行過程，難免加入競賽的部分，以增加同儕競爭的壓力，但若

壓力過大，容易讓一些害羞內向或者學業成績較低落的孩童不想加入桌遊的

競賽，因此競賽的壓力應拿捏妥當，修正某些遊戲規則後，教師在桌遊融入

數學領域教學時，應多注意以下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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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善用讚美：為鼓勵學生，將積極參與的行為放大、而當學生面臨學習

困境時，以淡化削弱的方式處理，以增強學生的參與自信心。 

2. 強弱分組：對於學習進度較落後的學生，應控制好桌遊進行的速度，

並且多運用強弱分組的方式，將學業成績較好的學童與學業成績較低

落的學童搭配同組，以達到同儕互相幫助、帶動學習參與的力量。 

二、 「自製桌遊融入國小三年級數學計算課程」對學童數學學習興趣的轉變 

        大多數的孩童在接受桌遊融入國小數學計算課程後，對於數學學習興趣

大幅提升，並且對於學習內容的愉悅感受明顯增加，並且願意主動學習數學、

甚至開始期待上數學課。透過量表結果分析，無論在情意、認知、行動向度

都有顯著的提升。 

三、 「自製桌遊融入國小三年級數學計算課程」對學童數學學業成績的影響 

        研究者透過自編數學學習成效測驗卷，所得到之前測與後測資料進行分

析，根據蒐集之資料得知，桌遊融入數學計算課程中，對於學童的學業成績

有明顯的提升效果，透過分組競爭、合作學習等方式，提供學童練習和熟練

的機會，並增加數感的熟悉度，在四個單元：數線、10000 以內的數、

10000 以內的加減和乘法所呈現之樣本 t 檢定，明顯可看出，在桌遊融入數

學領域教學後，明顯能夠幫助提升學童之學業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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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de Number and Operation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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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study the feasibility of designing a board 

game by integrating contents of third grade mathematics teaching units; also to try-out 

and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it on students’ interests and achievement. The investigators 

sort out the difficulties and solutions that teachers may encounter when integrate this 

board game, and finally to promote this mathematics board suitable for math teaching so 

as to help more students to conquer their fear of mathematics. Instrumentation for data 

collection include tests on math achievement and mathematical learning interest scale, 

also guidelines for interviews. Data collected were used to improve instruction and to 

answer three research questions. The findings were three: 

  First, integrating board games into mathematics instruction is feasible. In the 

process of playing board games, students were more actively involved in mathematics 

class and they no longer rejected learning math. Therefore, if teachers are willing to allow 

the course to use a variety of teaching methods, they can change the classroom learning, 

so that mathematics learning is no longer boring. Second, the change in the math learning 

interest of students as given by the questionnaires of children’s interest towards 

mathematics improved after using board games.Third,this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is board 

game combined with the math instruction improved the math achievement of students.    

  Finally, the researcher included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teaching. 

 

Keywords：Math boardgame, 3rd grade Number and Operations, learning interests, 

math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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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課室研究促進教學設計觀念之改變 

－以縮小圖與放大圖為例 
 

 楊曜源１ 張淑怡２ 

１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gida22401086@gmail.com 
２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sic@tea.ntue.edu.tw 

 

摘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透過課室研究探究教學設計觀念之改變，課室研究團體由三

位國小教師及一位大學教授組成，研究過程蒐集每次會議與實踐課程的錄影檔、

各版次的教學設計和研究者的省思，最後統整並討論。本研究初步發現研究者之

教學設計觀念改變如下：(一)備課觀念方面：備課時可多參考各版本教科書，而

非只參考單一版本，以使教案設計更周全。(二)時間掌握方面：設計教案時可從

學習者角度估算教學所需時間，使教學時間充足；教具收發亦需在事前妥善規劃，

使教學更有效率。(三)教案撰寫方面：理解到在教案上記錄教師布題、關鍵問話、

注意事項、預期學生反應與教師回饋，能使教案更有利於實踐與參考。(四)教具

選用方面：教具套件並非在單元教學需全數用上，需就教材特性整體評估後加以

選用。最後，針對未來欲進行課室研究者給予建議。 
 
關鍵字：放大圖與縮小圖、教學設計、課室研究 

壹、緒論 

  身為一位專業的國小數學教師，必須持續不斷的學習才能促進課程與教學專

業的成長，透過和同儕專業對話的合作行動，以改善自身的課堂教學及提升數學

教學成效(李美穗，2013)。於是，近年來台灣教育界大力提倡課室研究、翻轉教

室、學習共同體……等國外成功的教學經驗，希望透過這些與傳統教學不同的方

式，讓台灣的教師能夠提升自己的教學能力，更進一步提升孩子們的能力。 
  日本的課室研究(lesson study)是教師專業發展的實踐活動，教師們協同合作

發展學課計畫、教學和觀察學課，並蒐集學生學習的相關資料，最後使用觀察結

果修正學課計畫（林國凍，2009）。自己在教學過程中，也進行過幾次共備、觀

課和議課，但是最後都沒有太大的改變，往往都是形式上的實行或者只進行其中

某個階段，完整的課室研究循環沒有完成過，因此想藉由本研究徹底執行，探討

最後會得到什麼結果。 
  以往在進行放大圖與縮小圖課程時，在面積的部分會遇到很大的困難，由於

面的縮放的概念比線的縮放更加抽象，學生對於面積的縮放既學不好也學不到，

因此在教學設計中希望藉由教具的操作，讓學生能夠真正理解面積縮放的概念。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探究研究者在課室研究歷程下教學設計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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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之改變。 

貳、文獻探討 

  日本課室研究是聚焦於學生學習的教師專業成長模式，實際運作時採取「學

校本位的教師訓練」（黃源河、符碧真，2011）。以下分成課室研究的模式與課室

研究對於教師專業發展之影響說明。 
一、課室研究的模式 
  課室研究有其發展的歷史，長久以來，課室研究的精神都是以學生學習為中

心來發展學習活動，從早期發展課室研究至今，都是以此精神來進行，進行的模

式也有些演變，限於篇幅，以下簡述各模式之特色。 
  Stigler 與 Hiebert（1999）將課室研究分為八個步驟，此模式共授課兩次，

第一次僅團隊教師，第二次則為公開授課觀摩，因應兩次觀摩，教案的修改亦有

兩次，可以說是有兩次觀課與修正教案的循環，但兩次循環的觀摩者不同。 
  Fernandes 和 Yoshida（2009）將課室研究分為六個步驟，此課室研究模式較

像是將六個步驟分為三步驟的循環，依照課室研究的情況來決定需要循環幾次，

因大部分課室研究都會進行一次教案的再修正，初版教案需要修正的部分會在討

論過後被修正，再次實施課程時的問題會較少，也較不會再進行一個循環，因此

此模式訂定為六個步驟。 
  Lewis（2009）將課室研究執行的部分簡化為研究、計畫、授課和反省思考，

四個步驟為一循環，此模式僅有一個循環，四個步驟進行完畢後再評估是否需要

修改教案再進行一次循環，此模式較不受限於課程要修改幾次，而是直至課程達

到完善為止，本研究即採用此模式進行。 
二、課室研究對於教師專業發展之影響 
  課室研究在日本行之有年，日本政府發現學校本位的價值，進而開始鼓勵學

校積極辦理 lesson study，並給予經費的補助；其實，多數的學校並不是為了經

費補助而實施，而是自願參與的，因為他們認為從事 lesson study 不僅對教師的

教學專業成長有很大的影響，更對學校的發展有很大的助益，因而大力的推動（林

國凍，2009）。 
  課室研究能引發教師專業成長，其最重要的是參與研究可以幫助教師解決平

常所遭遇到的困難、幫助教師更了解班上的學生、增進對課程內容的了解、強化

教學專業知識以及增強專業的生活（林國凍，2009）。在學校中，通常教師都是

單打獨鬥，這時課室研究中的團隊合作就更顯得珍貴，有問題與困難時團隊一同

想辦法解決，也能夠透過彼此互相觀課，讓自己教學上的盲點或是沒有注意到的

地方，能夠有被改進的機會。在共同設計課程的過程中，教師小組也能夠一起深

入研究教材單元，透過各個教師對於教材解讀見解的不同，能夠彼此互相學習其

優點，整合出一份最詳細且完善的教案。觀課時對於學生的觀察，不是只有單純

的「看」學生，應刻意強調尋找學生思考和學習的證據(Myers, 2012)，這樣對於

教師未來的教學也會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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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課室研究也會影響校內的氛圍，教師們發現每位教師各有所長，而欣賞

其他教師的優點；教師們共同打造學校教育目標的遠景，願意為培養學生達到這

些目標而努力；教師研發的教案是共同努力的結果，產生相互倚賴感與共同責任

感（黃源河、符碧真，2011），教師之間也就會共同努力，而不是只有獨自一人

為教育努力。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流程包括準備階段、課程發展與實施階段和資料分析與探討階段，以

下分別說明之。 
一、準備階段 
  研究者選定翰林版六年級下學期之縮小圖與放大圖為研究的單元，本研究為

課室研究，團體包含研究者在內共有四位成員，第一位成員陳老師為國小現職六

年級導師，畢業於某大學教育系；第二位成員劉老師為國小六年級導師，畢業於

某大學數學教育系；第三位成員為現職國立大學數學與資訊教育學系教授；研究

者畢業於國內某大學數學教育學系，目前現職為體育組長，在此之前擔任高年級

導師六年，從研究開始的學年擔任國民小學行政職，因此並沒有進行數學的授課，

在考量授課單元後，選定了同校的六年級某班為研究中之授課班級。 
二、課程發展與實施階段 
  第一次備課討論會前，研究者先針對選定的單元自行備課，利用原本的備課

方式，設計出第一版的教案，作為第一次備課討論會要共同討論之初版教案。經

過多次修改，教案一共有六版，課室研究歷程及各討論會資料蒐集如表 1 所示。 
表 1 課室研究歷程與資料蒐集 

課室研究 
過程 內容 

調整後 
教案版本 蒐集資料 

準備階段 自行備課設計教案 初版 教案 

第一次 
備課討論會 與課室研究夥伴討論備課方式與教案設計 二版 

教案 
會議錄影錄音 
研究者省思 

第二次 
備課討論會 

邀請教具操作方面的專家－北市數學輔導團榮

譽輔導員蔡老師，針對教案設計給予建議。 
三版 

教案 
會議錄影錄音 
研究者省思 

課程嘗試 研究者於同學年另一個班級嘗試教案，記錄心

得。 
無 研究者省思 

第三次 
備課討論會 

研究者分享課程嘗試心得，並與課室研究夥伴

討論三版教案。 
四版 

教案 
會議錄影錄音 
研究者省思 

專家諮詢 
諮詢兩位專家(國內某大學之數學教育學系及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兼任教授)，針對教案給予

建議。 

五版 
(實踐) 

教案 
研究者省思 

課程實踐 將課程實踐於研究班級 無 
課堂錄影 

研究者省思 

議課會議 
共同觀賞課程實踐影片，並討論實踐的過程，

調整教學設計。 六版 
教案 

會議錄影錄音 
研究者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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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分析與探討階段 
  上述所蒐集之資料，會先進行分類，並且將錄音錄影檔製作成逐字稿以利分

析，分析的重點以教學設計改變為主，進一步探討研究者在教學設計上，受到參

與課室研究可能的影響與改變。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之教學設計歷經五次調整，共有六個教案版本，以下分別就備課、實

踐及議課三階段說明之。 
一、課室研究之備課階段 
  備課討論會為課室研究中在實踐課程前作為課程設計與調整之歷程，團體需

針對教案中的每項活動與細節去進行討論，並依照這些討論的結果來調整課程，

以下就各階段說明之。 
(一)初次備課討論會及相應教案調整 
  本研究欲探討研究者在課室研究中對於課程所進行的調整，因此在第一

次備課前先針對研究者進行晤談，確立研究者在進行課室研究前的備課行為

和教學行為，作為起點行為。本次討論內容與相應教案調整如下： 
1.教案撰寫中加入預期學生行為與教師回饋注意事項 

原案 1 

張老師：學生每一個作法之後，你要怎麼去回應他？  

研究者：隨機應變，對，我覺得我隨機應變做的還滿不錯的。 

張老師：那你會想到說可以把這個隨機應變教給其他老師嗎？因為有的老師他的困難點就

是學生作法出來之後，他不知道要怎麼接招，那這是很多老師的困難點。建議你

可以試看看，把臨機應變的處理寫下來。 

  原本研究者所設計之初版教案只有記錄老師的問話，並沒有預設學生的

反應以及老師對於學生反應的回饋，如原案 1，若是只有記錄教師的問話，

會讓教案在實踐時較無助益，也較沒有參考的價值，因此在教案的每個問話

都增加了預期學生的反應、教師應該給予的回饋和應該注意的事情，讓教案

在實踐時教師的臨場反應更佳。 
2.備課時多參考各家版本的題目問話與重點 

原案 2 

張老師：那你之前在教學的時候會參考其它的版本嗎？還是直接使用你的版本？ 

研究者：對，比較不會去看其它的版本。 

張老師：為什麼？ 

研究者：可能從一開始就是這樣做吧，一方面也是不會去找其它的教科書，因為我們手邊

拿到的就是學校的版本。 

  如原案 2，研究者在設計課程時僅參考校內所用版本，並沒有去對照國

內三版本的內容，透過第一次的備課討論會，研究者在調整課程的時候有參

酌另外兩個版本，搭配所選用之教具，在圖形的選擇與單元重點的語句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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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但因教案寫得較簡略，僅能看見調整後的語句。 
3.將教案中以教具考量所採用的圓形替換為教學考量的三角形 

原案 3 

陳老師：你的課本剛好有三角形，在教具上為何沒有使用？  

研究者：嗯，應該說沒有考慮到啦，就是我在排的時候就是正方形、長方形、圓形這樣。 

張老師：課本有底呀、高啊變化…的那些題型。 

研究者：但是如果做拼湊的話會先用正方形、長方形，然後再放圓形，會放圓形是由教具

去考量的，其實沒有經過太多的思考。 

  如原案 3，夥伴發現課本用三角形而研究者卻用了圓形，研究者採用圓

形的原因是由教具去考量，此教具在操作時能夠讓學生很快的知道圓放大後

的面積變化和其他圖形一樣，考量若以三角形為課程內容，也能夠帶到底和

高放大或縮小後的變化，加上圓形的教具在操作上較不容易，容易讓學生感

到困難，決定在教案中用三角形取代圓形，一方面與正方形和長方形區隔，

另一方面也能夠帶出底和高一樣會變化的概念。 
(二)第二次備課討論會及相應教案調整 
  第二次備課討論會除了原本的四位成員外，還邀請了一位此方面的專家

蔡老師一起討論課程，以下說明本次備課討論會與相應課程之調整。 
1.授課時數的調整 

原案 4 

蔡老師：我想請教的是對這一個單元來說是第一堂課嗎？ 

研究者：對，是第一堂課。 

蔡老師：所以你這裡面教了放大圖，你的野心很大，你把這所有的通通放進去了，你覺得

很簡單對不對？你有參考過其他的版本嗎？它這個單元要幾節課？ 

  如原案 4，蔡老師一開始便指出教學時間設計的問題，研究者未考量學

生的學習與操作教具的時間，各版本在此活動所設計的時間為 2 至 3 節課，

而研究者於此教案中設計為 1 節課，因此調整了課程的時間為 2 節課。 
2.教具使用的方法與取捨 

原案5 

蔡老師：我不認為你在這個單元裡面一開始要把六形六色完全展現，你甚至可以因應你的

需求，看只用四個或其他。然後你想討論它之間的關係的時候，那他可以說：「哇，

那這個六邊形是用哪二個來覆蓋？」，你討論面積嘛，它是用二個這個梯形來覆蓋，

然後它們之間有什麼關係？ 

  如原案 5，原本教案所使用之六形六色教具一共有 6 種圖形，在課程一

開始會一一讓學生去探索與認識，但是後面的教學活動其實只會用到 5 種，

因此蔡老師建議教具可以因應課程去調整，並且增加這些圖形之間關係的討

論，讓學生去做覆蓋的動作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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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前教具數量)           (調整後教具數量與圖形之間關係) 

圖 1 六形六色教具及其關係 
 (三)班級教案嘗試 
  研究者於第二次課程討論會後，確立了教案之雛形，研究者找了同校同

學年的另一個班級進行教案嘗試，嘗試過程中學生的表現超乎預期，在教具

的收發上將五種塑膠片混合在一起給學生使用，學生在使用時需要一直分類，

也有些學生不斷把玩手中暫時用不到的教具，導致在整個班級的掌握度較差，

耗費了很多時間；課程投影片的製作也是一大問題，在進行面積的改變教學

時，表格的製作上造成學生的閱讀困難，對於教學的效果大打折扣。教案嘗

試後記錄授課心得，待於第三次課程討論會與夥伴相互討論。 
(四)第三次備課討論會及相應教案調整 
  三版教案在教具操作與授課時間上作了一些取捨，本次討論會聚焦於這

些修改過後的部分進行討論，以下說明本次課程討論會與相應課程之調整。 
1.教具的收發與投影片的呈現的技巧與調整 

原案6 

研究者：那天上課是蠻亂的，其實就是要減掉一些會混亂的場面。可能要先訂出規則。 

陳老師：就是先告知，所有東西都在盒子裡頭，那我的操作完之後才能夠拿出來。 

原案7 

陳老師：如果只是界定說原來我們稱它是一個單位的話，然後那個兩倍放大圖是它的幾倍，

我們不要寫那個幾公分，是邊問話的時候邊寫上去呢，兩倍放大圖的面積是原面

積的幾倍？邊長是原邊長的幾倍呢？然後他說是兩倍，所以我們就寫說，那個它

的邊長放大圖就寫上去，把它變成是依附在這些回答下面這些問題的表格。 

  在前次課程嘗試的部分，研究者感到比較大的問題是教具的收發、時間

的掌握和投影片的製作，，原案 6 和原案 7 即為夥伴們提供的建議，在教學

設計與教學投影片上進行調整如圖 2。 

                      

圖 2 教學投影片呈現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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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學流程的先後順序調整 
原案8 

張老師：放大圖跟縮小圖，定義到底要不要出來？ 

研究者：我這邊還沒有出來。 

張老師：那沒有出來，下面那裡定出兩倍大的圖形，然後下面又說看你們這組怎麼做，怎

麼知道拼出來的圖形是兩倍放大圖，他們憑什麼說啊？ 

研究者：這是要讓他們去說說看想法。 

陳老師：因為這是他們一個新的概念。應該是說這個宣告是放在什麼時候宣告，因為感覺

好像研究者的活動就是一直要到三角形的這個地方，才要做的樣子。 

  如原案 8，夥伴表示在做出 2 倍放大圖前，若沒有先進行宣告定義的步

驟，會有學生不知道 2 倍放大圖是什麼而無法操作，因此將原本放大圖定義

之教學移至做出 2 倍放大圖活動之前。藉由教師宣告放大圖的定義，在後續

要進行教具操作的課程，學生會比較清楚老師的問句與指令。 
 (五)專家諮詢 
  研究者於課程實踐前諮詢了兩位專家，原本課程在繪製放大圖的部分是

在空白紙上利用梯形塑膠片進行繪製，兩位專家建議在這部分利用方格紙讓

學生繪製或許是較容易的方式。依循專家的建議，研究者與夥伴討論過後，

將在空白紙上繪製修改成在方格紙上繪製，期使在時間方面更容易掌控，也

能更詳細的引導學生接下來的概念。 
二、課程實踐階段 
  在課程實踐時，研究者盡可能依教案規畫進行教學。大體而言，學生表現多

在原預期範圍內，以下簡要說明之： 
(一)研究者先以「生活中，哪裡有放大圖和縮小圖？」引發學生思考生活中

哪裡有運用到相關概念。 
(二)接著用圖片引導思考何謂放大圖，再宣告放大圖之定義與例證。 
(三)請學生拿出一個正方形塑膠片並詢問學生「拿去影印機印出 2 倍放大圖，

會是什麼樣子？」，請學生拼看看，在學生完成並且討論過後，再請學

生拼看看 3 倍放大圖會是什麼樣子，重複以三角形和兩個正方形所組成

之長方形操作並討論。 
(四)引導學生認識縮小圖之定義。 
(五)請學生拿出梯形塑膠片，在方格紙上畫出梯形的 2 倍放大圖，利用這個

2 倍放大圖與原圖進行對應點、對應邊和對應角之認識，在對應角的認

識讓學生拿教具實際去比對兩圖之對應角大小，會發現對應角會一模一

樣，加深學生的印象。 
(六)讓學生透過教具個數的點數可以直接觀察到面積的大小，進一步去統整

歸納出面積的變化與放大倍數之間的關係，討論放大圖的面積倍數後，

反過來討論縮小圖面積的變化，最後得到縮小圖與放大圖面積的結論。 
三、議課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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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討論會議由小組成員觀看教學影片後，針對影片中課程實踐的部分對照

教案進行討論，每位成員先提出自己的看法，大家再針對這些看法提出課程調整

的建議，依照這些建議設計出本次課室研究之最終版本教案。 
原案9 

張老師：我還是有一個問題，就是教案都沒有主要問題，我們在修改教案的部份，好像一直在改

主要問題，但是教案全部都是老師問句，其實PPT上都有主要問題。 

研究者：就是我要把投影片裡面的主要問題放到教案裡面去？ 

張老師：對，你現在主要問題要把它寫進教案，否則人家不知道怎麼問。 

  如原案 9，研究者在實踐課程時，有製作投影片進行引導教學，但投影片中

的問話僅呈現於投影片，並未在教案中有所記錄，若能將問話記錄在教案中，便

能提升教案的參考價值，另外在教案的部分也可以將教師問話與學生預期行為做

區隔，使讀者能夠更清楚明瞭教案所要引導的教學該如何進行。 

伍、結論與建議 

一、教學設計觀念之改變 
  以下分別針對備課觀念、教學時間掌握、教具操作觀念，以及教案撰寫與記

錄四方面，說明研究者之教學設計觀念於課室研究歷程中之改變情況： 
(一)備課觀念之改變 
  以往研究者的備課習慣都是單打獨鬥，在備課時也都是只有參照學校所

採用之版本，並不會去多方涉獵其他版本或不同的教具與教材，有了課室研

究夥伴的分享，提供了很多備課的觀念，像是多看不同版本教科書的類題、

從課程綱要著手設計課程和使用教具輔助教學，這些都是研究者以往沒有嘗

試過的備課方式。 
(二)教學時間掌握之改變 
  在此次課室研究的歷程中，研究者在時間的掌握上一直不斷的調整，包

括：1.能夠從教具收發的事前妥善規劃來節省時間 2.針對教學的流程以學習

者的觀點調整教學時間。如此，最終在實踐課程時，教學者的教學時間是非

常充裕的，能更加詳細的進行教案中的每一個流程，透過課室研究整合夥伴

們的相關的經驗，避免在教學中浪費時間，也能夠透過討論調整出更適當的

教學流程，進行有效的教學。 
 (三)教案撰寫與記錄方面之改變 
  教案可以做為自己或讀者在教學上的參考，若教案寫得太籠統，會導致

這份教案在實踐上有困難，也會失去參考的價值，經過本次課室研究，研究

者從原本只記錄教師問句，轉變為在教案上記錄關鍵問話、教師布題、教師

引導時注意事項、預期學生反應(含學生迷思)與教師回饋，透過預先思考並

記錄下來能有利於教案之實踐，也能讓讀者參考，使教學更加妥善。 
(四)教具操作觀念之改變 
  在本次的課室研究中，研究者對於教具操作的觀念也有很大的轉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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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的使用上能有所調整，應檢視教具中有利於課程教學的部分再來與課程

結合，用得過多反而會影響到原本的教學，像本次教案中原本想利用的圓形

教具，雖然設計精良，但未必適合本次的教學活動。另外在教具形體的選擇

與排序也必須按照教學流程來設計，適當的教具結合課程才能發揮更大的功

效。 
二、建議 
  課室研究可以成為教師社群或專業成長的方式，若想要進行課室研究，研究

者省思本次研究歷程，提供以下建議，期許能使課室研究進行得更加順利，以下

兩點說明之。 
(一)成員的組成可多加思量 
  本次課室研究的四位成員皆來自於不同學校，每間學校的背景與學生程

度落差很大，因為彼此對於任教學校的熟悉度不足，所以對於教材難易度的

考量上較無法拿捏得宜，因此建議若想要藉由課室研究來提升教師的專業或

設計課程，可以由同校教師組成小組，視教案需求邀請校外專家提供一些建

議，讓整個課室研究更加順利。 
(二)課程實踐的次數可以增加 
  本研究原本規劃一次課程實踐，但為了確保該次實踐之品質，額外增加

了一次課程嘗試，也因為這次課程嘗試找出了一些很嚴重的問題，才得以在

第三次備課討論會後作修正與調整，因此建議在實施課室研究時，可增加課

程實踐的次數，畢竟沒有了課程實踐，所有的課程討論都是淪為紙上談兵。 
  若能將本研究之經驗與建議相結合，搭配自身對於課程之經驗，相信在教學

現場中進行課室研究，能夠為整個學校激發出一些小火花，慢慢地提升課程的品

質，也慢慢地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數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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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Change of the Idea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through the Lesson Study: A Case Study of Enlarged 

and Re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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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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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how the idea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changes through 
the lesson study. This lesson study group is composed of three elementary teachers 
and a professor. We collect the videos of each meeting and teaching, each edition of 
instructional designs and the members’ reflections. Then we integrate all the materials 
and have a discussion. The initial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idea of the lesson 
preparation: in order to perfect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we could read different 
versions of textbooks instead of just one. 2. Time control: we could estimate the 
required teaching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arners while making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3.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the realization of making the record of teacher’s 
problem-posing, the key questions, the important things, the students’ anticipated 
reaction and the teacher’s reflection could benefit the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make it 
more valuable. 4. The use of the teaching aids: only use the teaching aid when it is 
necessary. In the end of this paper, there are some advices for those who would like to 
research on the lesson study. 
 

Keywords：enlarged and reduced,instructional design,lesson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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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五年級學生數學解題表現之個案研究 
 

 黃懷萱1 顏錦偉2   
1高雄市河堤國小 fionahuang01@gmail.com 

2臺東專科學校 wey0880@gmail.com 
 

摘要 

本研究依據 Mayer 解題理論的五種知識類型，採自編「學生解題行為表現規

準」內容，逐一檢視與分析學生在解題時的各種情形，目的在探討同質性學生解

題歷程及使用知識類型的解題表現。研究對象為國小五年級 2 位學生，採質性分

析方式進行，並透過晤談，觀察學生解題歷程與表現。本研究預期結果：1.上課

專心與主動學習的學生在解題有較佳的表現；2.誤解題意來自缺乏語意知識；3.
誤用解法是基模知識不足所致；4.後設認知能力有助於正確解題。也提出教學上

的一些建議：1.加強閱讀能力以提升對問題的語意理解；2.加強後設認知能力以

增進解題能力。 

關鍵字：解題歷程、解題表現、Mayer 解題理論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解決問題是數學教育的主流(NCTM，1980)；將「獨立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列為學生學習的十大能力指標之一(教育部2003)，數學解題被視為教學的主要活

動，解題能力成為數學教育追求的目標，藉以提升數學能力。數學是一種抽象的

概念學習，必須透過解題來學習概念，而解題是一個複雜的認知歷程，為瞭解學

生解題的各種能力表現，一些學者從學生個人的心智運作過程對解題表現的影響

進行研究。Linn與Gronlund(1995)認為︰數學學習是一個複雜的心理活動。每當

學生面臨解題的困難時，常歸因於學生能力的不足或是不注意所致；Fleischner
與Marzola(1988)指出︰國小、國中學生數學學習大約有6%的數學成就缺陷，這

些學習問題，可能來自於記憶、閱讀、推理、後設認知的不足；鄭麗玉(2000)指
出學生解題時，評量內容重點應關注在知識、後設認知歷程、學習錯誤和情意思

考等歷程。關於數學解題活動，學生不只是直接應用一些數學知識而已，尚應考

慮語言、語意能力和是否具備後設認知的能力，因此有必要針對學生的解題歷程

與認知發展，深入進行探討。 
一些調查研究發現國中小學生最不喜歡的科目為數學科(吳京一、張瑞香、

呂美芳、王佩蓮，1996；教育資料文摘，1997；天下雜誌，2010)，更有研究發

現學生對數學普遍有畏懼感，興趣不高，甚或討厭、排斥(戴寶蓮，1991；張宇

樑，2011)；這些都是學生在數學課堂中，因為本身的學習態度與課程難度增加

之外，也無法針對學生的解題歷程有更進一步的認知，導致學生不能理解數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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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什麼，以及大人又錯誤判斷是學生個人努力不夠，並要求他們不停的反覆練

習，使得這些焦慮不安的孩子學不到數學的樂趣與價值。 
綜合上述，協助學生遠離數學恐懼，拋開不喜歡數學的陰影，讓學生進一步

知道自己所犯的錯誤為何？提供解題所需注意的一些步驟與重點內容，於是本研

究依據Mayer解題理論所提出的五種知識類型，檢視與分析學生解題原案的歷

程，探討解題歷程使用的各種知識運用情形，作為數學解題成功之參考。 

二、研究目的 
由以上的研究背景與動機，並依據數學解題有關的文獻理論基礎，本研究設

定一個解題歷程模式，包括理解問題，執行問題和檢驗回顧，透過Mayer解題理

論所提出的五種知識類型，分析與探討學生在數學解題表現，本研究目的： 
  (一)分析個案學生在數學解題歷程的表現情形。 
  (二)探討個案學生在數學解題使用知識類型的表現情形。 
  (三)探討個案學生在數學解題的解題能力。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個案學生的數學解題歷程及使用知識類型的表現，從解題歷

程與解題策略方面進行有關文獻蒐集與整理，敘述如下： 

一、 解題歷程 
解題包含理解，思考和推理，解題時須運用知識及一連串的心智運作活動。

以下分成解題的意義、解題的歷程及學生的解題表現三部分說明，作為瞭解學生

的解題歷程表現情形。 
  (一)解題意義  

鄭昭明(2004)認為問題解決就是利用各種方法或策略，使個人能夠從「呈現

狀態」達到「目標狀態」。Jonassen(2011)認為「問題解決」具有兩個關鍵因素：

「問題的心智表徵」明瞭問題內容、問題基模或問題的心智模式；及「問題的心

智模式」，透過處理和測試，以獲得正確解答。黃敏晃(1991)指出例行性問題

(routine problem)是我們熟悉解法的問題。譚寧君(1996)認為「習題」是指一般例

行性題目，如教師指導解題方法後，立即出一道相同題型的題目，讓學生解題。

本研究採例行性的數學問題，檢視學生作答資料，分析學生解題的情形。 
  (二)解題歷程 

Polya(1957)將解題歷程分為四個階段：1.瞭解問題(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2.擬定解題策略(devising a plan)；3.執行解題(carrying out the plan)；4.
檢驗回顧(looking back) ，並指出在經歷解題四步驟時，不是要按照順序從第一

步進行到第四步，有時候要反覆來回，才能完成解決問題之目的。Mason、Burton
及Stacey(1984)將解題歷程分為三個階段：1.進入階段－我的已知是什麼、我的所

求是什麼、我能引入些什麼；2.攻擊階段－猜想、證明、說服；3.回顧階段－檢

查解答、反思關鍵的想法與關鍵的時刻、推廣到更一般的情況。本研究根據Pol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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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歷程四個階段及Mason等人解題歷程三個階段，本研究採用「理解問題、執

行解題、檢驗解題」等三個步驟的解題歷程模式，分析學生解題歷程的表現。 

二、 Mayer 解題理論 
Mayer(1992)從認知心理學的觀點把解題歷程區分成：1.「問題表徵」是將文

字或圖案轉換成心理表徵，其中「問題轉譯」係指解題者將題目轉譯成個人可以

理解語言或圖示、「問題整合」係指解題者將問題中的訊息加以整合，達成一致

的數學表徵；2.「問題解決」是將問題從心理表徵進行到最後答案的過程，其中

「解題計劃及監控」係指解題者運用策略知識，將解題目標分成幾個次要的子目

標逐步達成，並意識到自己的解題過程、「解題執行」係指解題者能運用演算技

巧完成計畫，算出答案。Mayer亦提出解題的五種知識類型：語言知識、語意知

識、基模知識、策略性知識、程序性知識，將此理論運用到數學解題，瞭解學生

在解題階段使用的知識類型為何？ 

三、 學生解題表現 
以認知觀點進行解題研究，Garofalo與Lester(1985)認為：解題過程中是否瞭

解目標，並能修正自己的解題歷程與經過解題後精緻化策略；沈明勳(2013)認為

學生透過心理表徵的監控進行問題的理解、知識的提取和計畫的執行，解題歷程

中不斷地進行表徵轉換，以控制解題歷程和執行解題計畫，達到解題成功之最終

目的。這些觀點反應到學生解題時所使用的理解、知識、計算或是興趣、態度都

可以稱為解題表現，也是一種解題能力(古明峰，1999；江奇婉、劉祥通，2010)。
本研究之解題表現係指學生在解不同數學題所展現的解題能力，以自編「Mayer
知識類型的學生解題行為表現規準」(表1)，逐一檢視與分析學生的解題表現。 

表 1  Mayer知識類型的學生解題行為表現規準 
類型 細心 粗心 

語言 
知識 

能正確、熟練說出問題中的每個文

字與符號 

誤讀 
不能或無法完整說出問題中的每個文字與

符號 

語意 
知識 

能說出題目中的條件訊息和解題

目標、能以繪畫方式表示問題中的

語句 

誤解 
不能或無法完整說出題目中的條件訊息和

解題目標、不能或無法以繪畫方式表示問題

中的語句 

基模 
知識 

能整理出解決問題所需要的性

質、定理、公式 

誤判 
不能或無法完整整理出解決問題所需要的

性質、定理、公式 
策略性 
知識 

能清楚使用解題方法 
誤用 
不能或無法完整清楚使用解題方法 

程序性 
知識 

能正確詳細寫出計算過程 
誤寫 
不能或無法完整詳細寫出計算過程 

在表1中，從學生解題原案分析與學生晤談結果，探討學生解題歷程使用的

五種知識類型表現情形，以及學生的解題行為表現，若能正確且清楚表達解題內

容者為「細心」的學生，反之不能或無法完整表達解題內容者為「粗心」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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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個案學生解題歷程及使用知識類型，分析學生在解題

時的各種表現情形。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質性分析方式進行。在研究中以例行性問題為主要研究內容，透過

晤談，觀察學生解題時的解題策略，分析學生解題歷程及解題表現。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為立意取樣。從高雄市某國小五年級 23 位學生定期評量的測驗結

果，透過 TESTER 軟體分析，找出同質性落在 B區為「努力不足型」的 2位學

生(略)作為研究對象，他們的答對題數分別為 15、12題(全部為 23題)，進行解

題原案與晤談的解題資料分析。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針對學生在學期間的學習內容(五年級第一學期第二次評量)編

製 23 題的定期評量測驗卷，透過 TESTER 軟體分析，找出問題注意係數判定為

B、B'類別的試題(略)，試題內容為分數大小比較、圖形面積大小兩個主題。為

了不失去原試題題意，僅微調試題內的數字，作為晤談的內容，藉以探討同質性

學生在解題時的知識類型之表現。兩個試題如下： 

1.甲－6
5
 6 ＝乙＋8

3
 5 ＝丙＋2

6
 7 ＝丁－10

4
 9 ，請比較甲、乙、丙、丁四數的大

小關係，並將以上問題的詳細作答情形寫出來。 
2.如圖，有一塊長方形土地，小趙想從圖中

距離 A 點 10 公尺的地方築一條直線籬笆，

使菜園的面積是養鴨場的 4 倍。他應該將

這道籬笆築向離 B 點幾公尺的地方?  

四、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研究對象編碼 

以TESTER軟體分析所找到的 2 位同質性學生，依據答對題數由多至少排

序，分別給予編碼為S1、S2，研究者編碼為R。 
  (二)解題資料編碼 

解題原案有兩個題型，分別將解題資料編碼為 1-1、1-2，晤談內容也有兩個

題型，分別將解題資料編碼為 2-1、2-2。 
  (三)解題資料分析 

分析研究對象在本研究所提出的三個解題歷程(包含理解問題、執行解題、

檢驗解題)的表現，以及 Mayer 五種解題知識類型(包含語言知識、語意知識、基

模知識、策略性知識、程序性知識)，分別編製本研究工具的知識類型與內容判

定標準(略)，並根據學生的解題行為表現(如表 1)，作為分析研究對象在解題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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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識類型與內容表現。 

五、進行晤談 
在晤談對象選定後，因解題歷程牽涉到認知與心理歷程的轉變，在學生的作

答內容中，較不能清楚呈現學生作答歷程的改變，故於晤談時，研究者會就受試

者的解題知識及解題歷程作為晤談內容，有「題目說了什麼?」、「題目要求什

麼?」、「你用什麼方法算?」、「你的答案對嗎?」。 

肆、討論與結果 

本研究從學生解題原案，篩選同質性學生進行訪談，藉以瞭解學生在解題時

的表現情形，讓教師在教學上能適時針對學生的解題困難處加以提醒說明。以下

分别敘述：學生學習背景分析、解題原案分析、晤談後的學生解題資料分析、不

同編碼學生之解題結果分析與提出本研究結果。 

一、學生學習背景分析 
  研究對象一為S1，是落在B區「努力不足型」的學生，他在課堂中上課認真，

主動學習，平時作業於課外完成，內容完整並能按時繳交與訂正，家長瞭解S1

數學觀念較不清楚，會主動與他討論。另一研究對象為S2，亦是落在B區「努力不

足型」的學生，他在課堂中上課較容易分心，專注力低，學習較被動，平時作業

於安親班完成，錯誤不多，會主動尋求同學協助，能按時繳交與訂正，家長較關

心S2的課業表現，平時在家會與他一起討論解題錯誤情形。本研究在探討同質性

學生的解題表現，上述 2 位學生皆符合「努力不足型」，惟在學習態度、家長期

望、課外學習各有不同。 

二、解題原案分析 
  從定期評量測驗卷中，針對以下兩個試題進行分析，欲瞭解學生解題的表現。 
  (一)問題 1-1 解題原案學生表現分析 

此題為選擇題，S1回答正確(圖 1-1-1)。S2選擇「丁＞乙＞甲＞丙」此選項，

係因誤判四個被加數、被減數的分數大小，即為甲、乙、丙、丁的分數大小(圖
1-1-2) ，S2無法整理出題目所需要的解題性質。 

 
 
 

                    (圖 1-1-1) 

 
 
                        
                     (圖 1-1-2) 

(二)問題 1-2 解題原案整體表現分析 
S1未作答(圖 1-2-1)，係因誤解、誤判題意，無法清楚瞭解題目中的條件

訊息及解題目標，也無法整理出題目所需要的解題性質。S2誤判菜園為梯形

面積，但運算中能清楚解讀菜園面積為養鴨場的 5 倍，並嘗試算出養鴨場(三
角形)面積(圖 1-2-2)，後面因為誤寫運算過程，無法完整將計算過程完整寫

出。從解題原案得知，S1誤判菜園面積，S2誤寫運算過程，2 位學生作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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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無法將此題理解並正確完成。 
 
 
 
 

                  (圖 1-1-1) 

 
 
                     
    
                  (圖 1-1-2) 

三、晤談後的學生解題資料分析 
  從定期評量測驗卷中，選取兩個試題，微調試題內的數字，作為晤談的內容，

欲瞭解學生當下解題時的知識類型及歷程之表現。 
  (一)問題 2-1 分析學生解題知識內容及解題歷程之表現 
  1.解題前，會先讓學生讀題，為瞭解學生對問題題意的理解情形，先詢問學

生「題目說了什麼？」2 位學生都能順利讀題。在理解題意上，研究者詢

問學生「彼此式子間關係如何？」S1回答：「算出來的答案相等。」S2回

答：「一樣，因為式子與式子間是等號，所以全部求出來的答案都是一樣

的。」在式子關係上，2 位學生皆能說出彼此算出來的值相同。研究者再

詢問學生「題目要求什麼？」S1回答：「題目要我們求甲、乙、丙、丁的

大小關係。」S2回答：「題目要我們求甲、乙、丙、丁的大小。」在解題

目標中，2 位學生皆能說出，題目要求甲、乙、丙、丁大小。 
  2.解題中，檢視學生作答情形，2 位學生晤談內容(略)，其解題歷程為： 

S1 

圖 2-1-1a     圖 2-1-1b 

S2 

圖 2-1-2 
由以上得知S1在基模知識中出錯(圖 2-1-1a)，對於題意不理解。經研究者提

醒S1檢查後，S1說明乙＋8
3
 5 ，加的分數比較大，所以第二大的應該為乙，S1在

基模知識中出錯(圖 2-1-1a)，不理解同加一個數的兩數如何比較大小，在研究者

舉例說明引導後，S1能理解並說出丙＞乙。接下來比較甲、丁的大小時，S1能清

楚比較同減一個數的兩數大小，判斷出丁＞甲。最後S1比較甲和丙，能依題意從

(甲－6
5
 6 )認為甲是可以被拿走，而(丙＋2

6
 7 )認為丙是被補上去的，判斷出甲＞

丙，完成解題(圖 2-1-1b)。S1解題歷程：理解問題→執行解題(錯誤，圖 2-1-1a)→
檢驗解題(判斷錯誤)→執行解題(判斷錯誤，認為乙＞丙)→理解問題(研究者引

導)→執行解題(正確判斷丙＞乙，及丁＞甲＞丙＞乙，圖 2-1-1b)→檢驗解題(檢
驗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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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運算時的想法與表一中的判定標準，所預測使用知識類型表現稍不同，

S2把題目生活化，以口述方式說明，以金錢借用方式來判斷，並從中歸納出甲乙

丙丁四數大小。首先，S2能清楚比較同減一個數的兩數大小，認為減就是將錢借

別人，減的值較大，代表擁有錢較多，判斷出丁＞甲。其次，S2能清楚比較同加

一個數的兩數大小，認為加就是跟別人借錢，加的值較大，代表借的錢較多，判

斷出丙＞乙。最後綜合性判斷，甲丁是借人家錢，乙丙是跟人家借錢，判斷甲丁

一定比乙丙大，歸納出丁＞甲＞丙＞乙(圖 2-1-2)。S2解題歷程：理解問題→執行

解題(口述後寫出來)→檢驗解題(口述檢驗)。 
綜合問題 2-1 的分析，2 位學生比較甲丁和乙丙的判斷方法不同，S1認為加

一個數(補上去)的意思，減一個數(被拿走)的意思，藉此推論四數大小，而S2能

用口述說明整題概念及想法，在運算中認為加一個數(跟別人借錢)的意思，減一

個數(借人家錢)的意思，藉此推論四數大小。 
  (二)問題 2-2 分析學生解題知識內容及解題歷程之表現 
  1. 解題前，會先讓學生讀題，為瞭解學生對問題題意的理解情形，先詢問

學生「題目說了什麼？」2 位學生都能順利讀題，在理解題意上，研究者

詢問學生「彼此式子間關係如何？」皆能說出菜園是養鴨場的 4 倍，2 位

學生的回答完整，能說出小趙想從圖中距離A點 10 公尺的地方築一條籬

笆。研究者再詢問學生「題目要求什麼？」S1和S2皆回答：「籬笆距離B
點的長度。」在解題目標中，2 位學生皆能說出要求籬笆距離B點的長度。 

2. 解題中，檢視學生作答情形，2 位學生晤談內容(略)，其解題歷程為： 

S1 

 圖 2-2-1 

S2 

                  
圖 2-2-2a                  圖 2-2-2b        圖 2-2-2c 

S1解題使用錯誤的基模知識，誤判菜園圖形為梯形，經過老師引導，能自

行分析出菜園是五邊形的圖案非梯形；他也瞭解當養鴨場面積為 1 倍時，菜園的

面積是 4 倍。將總面積除以 5 後，得到的是養鴨場面積，並推算出籬笆要築離B
點的距離(圖 2-2-1)。S1解題歷程：理解問題→執行解題(錯誤，判斷菜園為梯形)→
檢驗解題(老師引導)→執行解題(正確)。 

S2在一開始的解題邏輯是正確的，知道要先算出長方形土地面積，也能瞭

解題目中，當養鴨場面積為 1 倍時，菜園的面積是 4 倍。將總面積除以 5 後，得

到的是養鴨場面積，但是S2解題使用不正確的程序性知識，計算三角形(養鴨場)
的底時，除法除錯(圖 2-2-2a)，算出 108 後，自行發現 108 這個答案不合理，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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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一定是錯在運算過程，檢查算式修正錯誤(圖 2-2-2b)。老師最後再詢問，怎麼

確定算出的 18 是正確的，他先指出 18 比 40 小，再用驗算的方式確認(圖 2-2-2c)。
S2解題歷程：理解問題→執行解題(錯誤)→檢驗解題(自行檢查)→執行解題(正
確)→檢驗解題(檢驗運算) 。 
  綜合問題 2-2 的分析，S1無法自行判斷出菜園面積為梯形，經老師提醒後，

能完成解題；S2能清楚算出養鴨場的面積，在處理三角形的底長時，則是在運算

中算錯，但能自行發現並修正。 

四、不同編碼學生之解題結果分析 
對於上述同質性學生解題資料分析後，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探討學生解

題歷程及解題表現之差異。 
  (一)問題 2-1，學生解題歷程表現分析 

問題 2-1 中，學生執行解題時，S1兩次在基模知識出錯，無法自行完成解

題，所以研究者在理解問題部份給予協助，學生方能完成解題；S2能清楚說明解

題想法，並完成解題。學生在問題 2-1 的解題歷程如表 2： 
表 2 問題 2-1 不同編碼學生，解題歷程比較圖 

理解問題 執行解題 檢驗解題 
   
   
   
   
   
   

從表 2 中看見S2能自行完成解題，而S1花更多時間在理解問題中。解題路

徑最短者為S2，能快速且正確完成解題，而解題路徑較長者為S1，其解題歷程在

執行與檢驗階段反覆來回。 
  (二)問題 2-2，學生解題歷程表現分析 

問題 2-2 中，S1在基模知識出錯，誤以為菜園面積為梯形，經老師提醒後，

能完成解題；S2能清楚算出養鴨場的面積，但在程序性知識出錯，計算算錯，能

在老師提醒後，自行發現錯誤並修正。學生在問題 2-2 的解題歷程如表 3： 
表 3 問題 2-2 不同編碼學生，解題歷程比較圖 

理解問題 執行解題 檢驗解題 
   
   
   
   
   
   
   
   
   

2 位學生經研究者提醒後，能自行完成解題。從表 3 中得知，2 位學生解題

路徑相同，其解題歷程在理解與執行階段反覆來回。 

S1 

S2 

S1 

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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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研究結果 
  (一)學生學習背景分析 
  同質性學生的解題表現，在上課專心、認真聽講的S1需要透過課後輔導課時

間完成作業與家長協助課業輔導，其解題表現次佳；在上課容易分心、未能認真

聽講的S2的家長關心學生課業，才會有好的解題表現。 
  (二)解題原案資料分析 
  以下針對研究對象，在分數大小比較、圖形面積大小等兩部分的解題原案表

現研究結果，如下： 
  1.分數大小比較(問題 1-1)部分：此題為選擇題，就學生選項判斷學生的解題

想法。S1回答正確；而S2選擇「丁＞乙＞甲＞丙」此選項，究因為誤判四

個被加數、被減數的分數大小，即為甲乙丙丁的分數大小。 
  2.圖形面積大小(問題 1-2)部分S1並未做答，S2誤判菜園面積，兩人作答時皆

無法理解此題並完成運算。 
  (三)不同編碼學生晤談的解題表現 
  以下針對研究對象的解題晤談表現研究結果，敘述如下： 
  1.分數大小比較(問題 2-1)部分：S1解題中使用的基模知識不足，不理解同加

一個數的兩數大小比較，經過研究者引導之後，學生能指出被減數大代表

可以被拿走得多，被加數大代表要被補得多，從而判斷四數大小，順利完

成解題；而S1的後設認知能力較弱，需要研究者的引導，在不斷的檢驗之

後，也能完成解題S2把題目生活化，以金錢借用方式來判斷甲乙丙丁四數

大小，並以口述方式說明題意完成解題。 
  2.圖形面積大小(問題 2-2)部分：S1經研究者提醒後能自行判斷出菜園面積為

梯形，並完成解題。學生在解題時會出現計算錯誤，沒有依照運算規則是

程序性知識不足所致；S2能清楚算出養鴨場的面積，但在處理三角形的底

長時，則是在程序性知識中運算出錯，但能自行發現並修正。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 2位學生的解題原案與晤談的解題資料分析，得知同質性學生在

解題時使用解題知識類型的各種表現情形，根據以上的討論與結果提出研究結

論，以及在教學的一些建議。 

一、研究結論 
同質性學生會因個人、家長因素與學習態度，有不同的解題表現，以下從學

生學習背景、解題原案資料分析、學生晤談的解題表現分別提出結論； 

(一)上課專心與主動學習的學生在解題有較佳的表現 

同質性學生上課認真聽講，主動完成指定作業，解題時能正確使用語

言、語意、基模、策略和程序性知識，在解題時能關注整個歷程的完整性，

這樣的解題行為表現為「細心」的學生；而需要家長協助的學生，會出現

上課分心、未能專心聽講與被動完成作業等行為，在解題無法關注整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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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歷程，為「粗心」的學生，例如；看錯問題、誤解題意、使用錯誤的符

號、計算發生錯誤等情形，研究後發現粗心的學生不正確或不完整使用解

題知識類型，以及未能自我檢驗解題結果，是影響解題的重要因素。 

(二)誤解題意來自缺乏語意知識 

數學問題中的文字意義有其特殊性，可能是兩種量之間的運算關係，

也可能是邏輯的推理關係，研究發現學生均能閱讀問題中的文字與符號，

若能釐清問題字句的意義和解題目標，有較佳的解題表現，反之，解題表

現欠佳，研究也發現語意知識是重要的，因為誤解題意會無法作答，或誤

解題意造成解題不正確。所以，學生對問題理解能力不足或誤解題意，是

影響解題正確的一項因素。 

(三)誤用解法是基模知識不足所致 

想法正確有助於解法正確，而誤用性質、定理、公式對解題是無用處

的，研究發現學生使用正確的基模知識，即能正確提出解題方法進行解題，

反之，解題表現欠佳，研究也發現基模知識是重要的，因為未能使用或錯

誤使用性質、公式會解題錯誤。所以，學生使用不正確的基模知識造成不

能或無法完整使用解題方法，亦是影響解題正確的一項因素。 

(四)後設認知能力有助於提醒學生解題能力 

學習知道為何學習與清楚知道學習結果，必須有較高的後設認知能

力，研究發現學生一開始未能正確解題，經過臨場解題與晤談後，都能喚

醒學生解題的潛力，例如︰問題 2-1以自身經驗思考解決數學問題、問題

2-2經過引導後自行解題。檢驗解題結果，能發現錯誤進行修正，這種後

設認知能力是提升正確解題的重要能力。 

二、建議 
從以上研究結論中，知道正確解題需要五種解題知識，為建立與培養學生具

備解題知識，本研究提出教學上的一些建議； 

(一)加強閱讀能力以提升對問題的語意理解 

針對不同領域或學科，教學時盡量讓學生放聲朗讀課文，幫助學生認

識文字與字句之間的意義、關係，並於閱讀之後，提出問題讓學生回答，

增進學生對課文內容的理解。在數學課堂上，學生讀題，老師提問，找出

問題的關鍵字句、數字之間的關係，確認解題目標進行解題。 

(二)加強後設認知能力以增進正確解題 

從日常生活做起，「吾日三省吾身」檢視自己平時的行為是否得當？在

數學課堂可以進行解題後的解題，讓學生察覺解題歷程是否正確？解題方

法是否正確？數學解題不要只看結果，應該多檢視學生的解題歷程，讓學

生有觀摩解題學習的機會，從中知道自己解題的盲點或錯誤，培養學生自

主學習的意願與態度，增進數學解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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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Fifth Grade Students' Behavior Performance of 
Problem-solving Standards 

 
 Huang,Huai-Hsuan1 Yian,Jiin-way2   

1Kaohsiung Municipal Heti Elementary School  
2National Taitung Junior College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  

 
Abstrac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five types of knowledge of Mayer’s problem solving 
theory. Participants did mathematics test edited by the researcher, which is ”Student’s 
Behavior Performance of Problem-solving Standards”. Situations of students solving 
problems were examined and analyze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process of problem solving by homogenous students utilizing the types of knowledge 
based on their performance.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study were two students in 
primary five grades. Research methods were qualitative methods and interviews, 
which was to observe students’ problem-solving process and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1. Students who concentrate in class and active learners have better 
performance in problem solving；2. Misunderstanding problem comes from lacking of 
semantic knowledge；3. Misusing problem solving methods comes from being short 
of schematic knowledge；4. Metacognitive ability helps solve the problem correctly. 
Two suggestions in future teaching were also provided. Strengthening reading ability 
should be adopted to improve the semantic understanding of problems. Strengthening 
metacognitive ability should be adopted to improve solving problems ability. 
 
Keywords：Problem solving process,Problem solving performance,Mayer’s problem 

solving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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