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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會組織	
指導單位： 
中央研究院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主辦單位：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數學教育學系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師培處暨數學學習領域中心 

台灣數學教育學會 

 
大會主席：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校長 王如哲 

 
大會副主席(依姓氏筆畫排序)： 

王曉璿 教授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理學院院長) 

姚如芬 教授 (科技部數學教育學門召集人) 

侯禎塘 教授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副校長)   

謝豐瑞 教授 (台灣數學教育學會理事長) 

 
議程主席：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數學教育學系系主任 陳嘉皇 

 
議程委員(依姓氏筆畫排序)： 

王婷瑩  左台益  李心儀  李林滄  沈明勳  吳昭容  李源順 

林勇吉  林原宏  林素微  林碧珍  洪文良  英家銘  胡豐榮 

高志誠  徐偉民  袁  媛  張子貴  陳中川  陳明璋  陳彥廷 

陳建誠  梁淑坤  張淑怡  梁錫卿  陳錦章  許慧玉  黃一泓 

游自達  黃財尉  黃國禎  單維彰  游寶達  楊晉民  楊凱琳 

楊德清  詹勳國  劉柏宏  劉宣谷  鄭英豪  劉祥通  劉曼麗 

鄭博文  賴冠州  魏士軒  謝佳叡  鍾  靜  謝闓如 

 
行政組：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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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9 年第 11 屆科技與數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 

日期：2019 年 5 月 24 日(星期五) 
時間 項目 地點 主持人 

08：00-08：30 報到 求真樓1F 

中央川堂 

行政組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08：30-9：00 開幕典禮 
求真樓1F 

音樂廳 

K101 

王如哲校長 

09：00-10：00 

特邀演講: 
Enjoyment, self-confidence, and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the 
importance of affect, when you can choose 
主講者：Prof. Markku Hannula 

(University of Helsinki, Department of Teacher Education) 

求真樓1F 

音樂廳K101 
王曉璿院長 

10：00-10：20 茶 敘 
求真樓1F 

演講廳 

前廊 

行政組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10：20-11：20 

 特邀演講:  
Developing students’ positive attitude and mathematics competence in a digital
environment: Lessons from university-school partnership 
主講者：Prof. MOK, Ida A.C.  
(Hong Kong university, Division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Education)

求真樓1F 

音樂廳K101 
梁淑坤教授 

11：20-12：20 海峽兩岸數學教育分享會 求真樓1F 

音樂廳K101 

林碧珍教授 

12：20-13：30 午餐 
求真樓1F 

演講廳 

前廊 

行政組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13：30-15：00 數學教學研究中心會議 
求真樓4F 

第二會議室 

K403 

陳嘉皇教授 

15：00-16：00 

 特邀演講: 
How can we develop students' mathematical attitude and thinking 
across the curriculum? 
主講者：Prof.Masami Isoda 
 (University of Tsukuba Faculty of Human Science Professor, Japan)

求真樓1F 

音樂廳K101 
楊德清教授 

16：00-17：00 

場次A主題：數學素養與數學學習 
求真樓1F 

音樂廳 

K101 

主持人 
李源順教授 

A1應用層級分析法建立國小數學有效教學指標之研究 
A2個案小學教師在理財素養的專業成長 
A3國小專業學習社群教師對數學課程材料察覺的研究 
A4國小六年級學生數形規律學習成效之個案研究 

場次B主題：數學素養課程與國際比較 
求真樓1F 

演講廳 

K107 

主持人 
林碧珍教授 

B1造例設計影響學生提出猜想之研究
B2教師在數學臆測教學扮演協調者角色的教學行為
B3教師對於學生形成論證的支持性行為：新竹與浙江數學課比較
B4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師數學教學專業發展－以國小數學接力聯合教學為例

          場次C主題：數學素養教學應用

求真樓4F 

會議廳 

K401 

主持人 
林素微教授 

C1探究教學對九年級學生數學學習成就與學習動機影響之行動研
究 

C2檢驗猜想規範的形成之教學策略

C3平行四邊形包含關係的探究-一位資優生的個案研究 
          場次D主題：數學素養教學應用

求真樓4F 

第二會議室 

K403 

主持人 
林勇吉教授 

D1國小數學「角」概念之活動設計與實施 

D2乘除法數學素養示例編製與教學應用 

D3透過解題發展學生加減運算的學習軌道 

D4台灣、中國和新加坡國小代數教材心智習性內容之分析與比較

17：00-19：00 晚宴 陸園餐廳 
行政組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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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年第 11 屆科技與數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議程 

日期：2018 年 5 月 25 日(星期六) 
時間 項目 地點 主持人 

08：00-8：30 報到 
中教大附小 
中央川堂 

行政組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08：30-9：30 
特邀演講: 數學素養的研究與實務 

主講者：李源順教授 (臺北市立大學) 

中教大附小 

活動中心 
吳昭容教授 

9：30-10：30 

場次 E 主題：數學素養與數學學習 

附小自然 
實驗教室1 

主持人 

楊凱琳教授 

E1 計算機融入美國國中數學教科書「連結數學」之研究 
E2 繪圖計算機融入國中直角坐標與二元一次方程式圖形之教學研究 
E3 兩位國中教師於理財中數學素養的專業成長 

場次 F 主題：數學素養課程與國際比較 

附小自然 
實驗教室2 

主持人 

許慧玉教授 

F1 十二年國教數學領域核心素養教學之行動研究－以「比和比值」為例 
F2 國小職前教師數學教學風格之探究—加入文字探勘的分析方式 
F3 一位偏鄉國小教師數學教學專業成長個案分析 

場次 G 主題：數學素養教師培育與專業 

附小自然 
實驗教室3 

主持人 

張淑怡教授 

G1 數學放手玩～九九乘法遊戲融入小二數學課程之研究 
G2理想數學教師之教學方法與表徵使用：菲律賓STEM著重高中之學生的觀點

G3 數學遊戲融入教學對七年級社團學習動機及學習成就影響之行動研究 
場次 H 主題：數學素養教師培育與專業 

附小自然 
實驗教室4 

主持人 

劉曼麗教授 

H1 和算家會田安明《改精算法》之題目探討與反思 
H2 從數學專業學習社群看教師教學轉變與學生學習成效 
H3 個案資優生對百分率計算式關係性理解之研究 

10：30-11：00 茶敘 
中教大附小 
活動中心 

行政組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11：00-12：00 

場次 I 主題：數學文化與數學素養教育 

附小自然 
實驗教室1 

主持人 

 劉宣谷教授 

I1 金融教育融入國中八年級數學領域學習成效之研究 
I2 從數學專業學習社群看教師教學轉變與學生學習成效-以南投某國小為例 
 
I3 擬真實金融情境融入國小整數四則運算教材之研究 

場次 J 主題：數學文化與數學素養教育 

附小自然 
實驗教室2 

主持人 

 鄭英豪教授 

J1 國小五年級學生對數學素養導向試題看法之探究 
J2 八年級機率教學實驗：以樹狀圖為核心設計 
J3 資訊融入國中三角形三心之補救教學設計 

場次 K 主題：數學素養學習成效與應用 

附小自然 
實驗教室3 

主持人 

劉祥通教授 

K1 實體教具融入國小五年級體積教學之初探 
K2 實體教具融入教學方案設計之歷程：以國小四年級體積為例 
K3 實體教具融入發展二年級學生方塊計數能力之初探 

12：10-13：00 
午餐 

(台灣數學教師期刊編輯委員會議) 
中教大附小 
活動中心 

行政組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13：00-13：30 台灣數學教育學會理監事會 附屬小學 
視聽會議 
中心 

謝豐瑞教授 
13：30-15：00 台灣數學教育學會會員大會 

15：40-16：40 數學教具在數學教學上之應用工作坊 
中教大附小 
活動中心 

魏麗枝教授 

16：40- 閉幕式 
附小活動中

心 

行政組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國立臺北教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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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9 年第 11 屆科技與數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口頭發表場次 

場次(1) 
時間 場次 編號 作者 論文題目 

5/24(五) 
16：00-17：00 

A 

1 林原宏、徐大衛 
應用層級分析法建立國小數學有效教學指

標之研究 

2 湯永麟、李源順 
個案小學教師在理財素養的專業成長 

3 
陳嘉皇、林原宏、

游自達 

國小專業學習社群教師對數學課程材料察

覺的研究 

4 施珮鳳、謝闓如 
國小六年級學生數形規律學習成效之個案

研究 

B 

1 周姝聿、林碧珍 
造例設計影響學生提出猜想之研究 

2 張廖珮鈺、林碧珍
教師在數學臆測教學扮演協調者角色的教

學行為 

3 石糧豪、林碧珍 
教師對於學生形成論證的支持性行為：新

竹與浙江數學課比較 

4 謝闓如 
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師數學教學專業發展－

以國小數學接力聯合教學為例 

C 

1 劉德晟、秦爾聰 
探究教學對九年級學生數學學習成就與學

習動機影響之行動研究 

2 陳佳明、林碧珍 檢驗猜想規範的形成之教學策略 

3 謝秉融、劉祥通 
平行四邊形包含關係的探究-一位資優生

的個案研究 

D 

1 許廷維、陳嘉皇 國小數學「角」概念之活動設計與實施 

2 陳嘉皇、曾于珊 乘除法數學素養示例編製與教學應用 

3 陳嘉皇 透過解題發展學生加減運算的學習軌道 

4 林政廷、陳嘉皇 
台灣、中國和新加坡國小代數教材心智習

性內容之分析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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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年第 11 屆科技與數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口頭發表論文 

場次(2) 
時間 場次 編號 作者 論文題目 

5/25(六) 
09：30-10：30 

E 

1 范雅婷、楊德清 
計算機融入美國國中數學教科書「連結數

學」之研究 

2 林亮余、楊德清 
繪圖計算機融入國中直角坐標與二元一次

方程式圖形之教學研究 

3 吳於臻、李源順 
兩位國中教師於理財中數學素養的專業成

長 

F 

1 翁枝春、李源順 
十二年國教數學領域核心素養教學之行動

研究－以「比和比值」為例 

2 劉貞余、謝佳叡 
國小職前教師數學教學風格之探究—加入

文字探勘的分析方式 

3 
林原宏、游自達

楊晉民 

一位偏鄉國小教師數學教學專業成長個案

分析 

G 

1 
陳欣民、黃峰文

張郁玲、周濟仁

數學放手玩～九九乘法遊戲融入小二數學

課程之研究 

2 
謝豐瑞、王婷瑩

Juliano Parena Jr 

理想數學教師之教學方法與表徵使用：菲律

賓 STEM 著重高中之學生的觀點 

3 
秦爾聰、吳國銘

吳昇峰 

數學遊戲融入教學對七年級社團學習動機

及學習成就影響之行動研究 

H 

1 陳映竹、英家銘 
和算家會田安明《改精算法》之題目探討與

反思 

2 楊晉民、黃雅蘭 
從數學專業學習社群看教師教學轉變與學

生學習成效-以南投某國小為例 

3 方盈云、劉祥通 
個案資優生對百分率計算式關係性理解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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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年第 11 屆科技與數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口頭發表論文 

場次(3) 

時間 場次 編號 作者 論文題目 

5/25(六) 
11：00-12：00 

I 

1 謝建吉、劉宣谷 
金融教育融入國中八年級數學領域學習成

效之研究 

2 葉聖恩、劉宣谷 
以活動本位課程提升高級中等學校籃球聯

賽球員的理財觀念之研究 

3 廖柔捷、劉宣谷 
擬真實金融情境融入國小整數四則運算教

材之研究 

J 

1 邱靜彣、謝佳叡 
國小五年級學生對數學素養導向試題看法

之探究 

2 
許 哲 毓 、 許 芷

雲、單維彰 
八年級機率教學實驗：以樹狀圖為核心設計

3 黃琪如、姚如芬 資訊融入國中三角形三心之補救教學設計 

K 

1 陳夢雅、張淑怡 實體教具融入國小五年級體積教學之初探 

2 蔡宛伶、張淑怡 
實體教具融入教學方案設計之歷程：以國小

四年級體積為例 

3 鄭柔安、張淑怡 
實體教具融入發展二年級學生方塊計數能

力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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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林勇吉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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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層級分析法建立國小數學有效教學指標之研究 

 
林原宏 1 徐大衛 2 

1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數學教育學系 lyh@mail.ntcu.edu.tw 
2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數學教育學系 davidshu320@gmail.com 

摘要 

數學有效教學是近年來國內外數學教育非常重視的議題，但其評估的工具和

分析方法相當缺乏。基於此，本研究旨在應用層級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HP)，建立國小數學有效教學(effective mathematics instruction)指標與權

重。本研究首先以文獻分析法整理各國數學教育相關文獻，彙整歸納出數學有效

教學的八個「向度」，每個向度下有若干「指標」；其後透過問卷調查篩選並修

正出重要性較高的指標，並再次進行專家調查，以重要性成對比較(pairwise 

comparisons) 進行層級分析法分析，建立指標權重(weight)。本研究所建立的數

學有效教學向度與指標和分析結果，期能對國小數學教學提供參考價值，並且在

未來的教學現場中加以應用，落實數學有效教學。 

關鍵字：有效教學、層級分析法、數學教學 

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有效教學(effective instruction)是近年來各國教育的課程與教學所強調的重

點(Devine, Fahie, & McGillicuddy, 2013)，Shellard and Moyer (2002) 指出有效數

學教學應含有以下三個必要元素：(1)促進概念理解的教學(teaching for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2)發展學童的程序性素養 (developing children’s procedural 

literacy)；(3)透過有意義的問題探討提升策略能力( promoting strategic competence 

through meaningful problem-solving investigations)。NTCM (2014)所出版的專書也

指出數學有效教學包含八項實務成分，而我國即將實施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之際，

也指出有效教學、差異化教學、補救教學等教師研習以期待教學革新(張瀞文，

2013)，且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中指出「教師應依據核心素養、教學目

標或學生學習表現，選用適合的教學模式，並就不同領域/群科/學程/科目的特性，

採用經實踐檢驗有效的教學方法或教學策略，或針對不同性質的學習內容，如事

實、概念、原則、技能和態度等，設計有效的教學活動，並適時融入數位學習資

源與方法」(教育部，2014)。許多文獻指出，數學是現今學生相當恐懼的學科，

尤其數學解題更牽涉複雜的心理歷程 (林佳蓉、涂金堂，2000; Mayer, 1998)，數

學教師的教學是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最重要影響因素之一，而數學有效教學必須

獲得重視 (Darling-Hammond, 2000)。既然數學有效教學是影響學生學習成效的

重要因素，但文獻上相當缺乏數學有效教學的量表以供數學教學使用，因此本研

究擬綜合數學有效教學的相關文獻，歸納並建立數學有效教學向度與指標，此為

本研究動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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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研究旨在建立數學有效教學向度與指標，其中每個向度與指標重要性

並不相同，應綜合專家學者的意見加以評估，而大慧調查法(Delphi technique)是

整合專家意見的適切方法(吳清山、林天佑，2002；Hsu & Sandford, 2007))。層級

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HP)是為了處理在不確定因素下之複雜決

策問題，並評估各系統內之相關因素的系統決策方法。主要是彙集專家意見，以

兩兩成對比較之方法進行，得出系統內相關因素之權重關係以及一致性分析。因

此，本研究先根據所文獻所整理的數學有效教學指標，以李克特式量表(Likert 

scale)商請專家填寫重要性後，以統計檢定篩選出重要性較高的指標，再以層級

分析法之蒐集專家之意見，據以建立指標權重，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本研究擬應用文獻分析法和專家調查方法，建立國小數學有效教

學向度與指標，以及其權重關係。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一) 應用文獻分析方法，歸納並建立數學有效教學向度與指標，根據專家問卷篩

選檢定重要性高的指標。 

(二) 應用層級分析法，依據國小數學有效教學的指標，商請專家填寫各層級因素

間的相對重要性，據以建立國小數學有效教學的權重關係。 

 

貳、文獻探討 

一、數學有效教學 

有關數學有效教學的內涵和向度方面，近年來文獻上的探討已有逐漸增多趨

勢(Hiebert & Grouws, 2007;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1; Reynolds & Muijs, 

1999)，而文獻上討論的重點也不盡相同。美國 NTCM (2014)有效的數學教學有

八個向度的教學實務，如圖 1 所示 

 
圖 1 有效數學教學實務成分 (來源：NCTM, 2014)  

圖 1 的有效數學教學成分包含了：(1)在數學的學習上建立明確的目標；(2)

在課堂上能執行促進推理與問題解決的任務；(3)能使用與連結數學的表；(4)促

進有意義的數學討論；(5)提出有意義的問題；(6)在概念上的理解能有著流暢的

程序；(7)在數學的學習上給予支持正向挑；(8)引出與使用學生的思考的證據。

Blazar (2015)認為數學有效教學應包括：(1)有目標的數學教學；(2)重視學生數學

的錯誤與概念不精確；(3)給予課室的情緒支持；(4)良好的課室組織。因為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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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影響學生數學能力，而學生數學能力決定國家公民的素質。許多國家的教育

政策建議重視有效的教學方法 (Anthony & Walshaw, 2009)，教師要幫助學生在

數學的學習上建立正確的概念，這是數學教師必須優先考慮的要素(Steedly, 

Dragoo, Arafeh, & Luke, 2008)。近年來華人國家的研究文獻也逐漸重視數學有效

的重要性，總結其對數學有效的特徵，可歸納為認為優秀教師應該具備以下特徵

(Bai, 2000; Cai & Che, 2012, 2013)：(1) 有自信；(2) 自我挑戰；(3) 與其他教師

合作；(4) 勤奮且渴望學習新知；(5) 具有社會責任；(6) 關心自己的學生；(7) 高

階的教學技巧；(8)關注學生的需求。 

綜論前述有關數學有效教學的內涵，各國文獻所依據的觀點和重視的向度不

盡相同。從內涵的評析來看，數學有效教學不同觀點源自各國數學教育所重視的

教學、學習、文化、政策等。職此，我國即將於 108 學年度實施十二年國民基本

教育，且有效教學一直是九年一貫課程和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所重視。所以，本

研究擬建立國小數學有效教學的指標和權重，俾供國小數學教學實務之用，實有

必要與可行之處。 

二、層級分析法 

Thomas L. Satty 在 1971 年為了處理在不確定因素下之複雜決策問題，提出

系統決策方法，此系統決策模式稱為「層級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HP)，目的在評估各系統內之相關因素並進而解決複雜之決策問題。層級分析

法是彙集專家意見，將問題系統簡化為簡明的要素層級體系。此層級體系至少由

兩個以上之層級所組成，就名義尺度 (nominal scale)予以量化後建立成對矩陣 

(pairwise comparison matrix)，據以求出各矩陣之特徵向量 (eigenvector)。依其特

徵向量作為層級各因素間的優先順序，計算出最大特徵值 (λ ) ，以評定比對

矩陣一致性指標的權重之強弱。此外，層級分析法也建立成對比較矩陣之一致性

指標 (Consistency Index, C. I.) 與一致性比率 (Consistency Ratio, C. R.)，以評估

整個層級一致性的高低程度，可供建立指標和權重分析之用。以下將簡要說明層

級分析法之基本假設與實施步驟(榮泰生，2011)： 

(一) 層級分析程序法之基本假設 

層級分析法是彙集專家意見後，產生各要素間的優先順序，可提供決策者做

決策時之參考。其基本假設為：1.每一問題系統可被分解成許多類別與類別底下

之要素成分，形成具有方向性之層級結構；2.層級結構中的每一層級的要素均假

設具有獨立性 (independence)；3.每一層級內的要素均可用下一層級的全部或部

分之要素作為評估標準以進行評比。4.要素間之評比可以名義尺度之方式加以量

化以求出權重；5.要素間偏好關係的比較滿足遞移性 (transitivity)，包括優劣關

係之遞移性 (A 優於 B，B 優於 C，則 A 優於 C)；以及強度關係之遞移性 (A 優

於 B 三倍，B 優於 C 二倍，則 A 優於 C 六倍)。6.任何要素只要出現在層級結構

中，不論其權重高低，均被認為與評比目標有關。 

(二) 層級分析法之實施步驟 

層級分析法之實施與分析步驟：1.確認問題：釐清問題之所在和指標向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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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立層級架構： 可使用腦力激盪法、大慧調查法或以文獻蒐集與整理之方式以

列舉各個要素和層級架構。典型之層級架構圖如圖 2 所示。圖 2 中 A 為第一層

級(目標)，B 為第二層級，C 第三層級。3. 工具設計與專家調查：層級分析法是

以每一層級的下一層級各因素，作為該層級因素的評估依據，而後進行因素間的

成對比較。根據層級架構圖設計訪談表格，層級內若有 n 個因素時，則需進行 n 

( n – 1 ) /2 組成對比較，文獻上建議成對比較可以採九個評比尺度來表示。4.建

立成對比較矩陣：根據專家調查所得到的結果，建立成對比較矩陣 (pairwise 

comparison matrix)以評估同一層級兩兩因素間的關係。其次，計算成對比較矩陣

的特徵向量及特徵值，並求得因素間的相對權重關係。5.一致性檢定：一致性指

標 ( Consistency Index , C. I. )計算為C. I. 	 	
 ， λ  是矩陣之最大特徵

值，n 為決策因素。若 C.I.  0 ，表示矩陣之一致性程度具完全的一致性；若

C.I.  0.1 ，表示矩陣之一致性程度滿意，在可接受之範圍內。在計算完 C.I. 值

後，再應用一致性比率 ( Consistency Ratio, C. R. ) 來衡量矩陣的一致性是否達到

一定水準。而 C. R.值指的是在相同層級的矩陣下，一致性指標值與隨機指標 

( Random Index, R.I. ) 值的比率( C.R. = C.I. / R.I.) 。一般而言 C.R.  0.1，則稱

其具有一致性(林原宏，1996)。 

 
圖 2 層級架構圖舉例 

參、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旨在建立數學有效教學之向度指標與權重，應用李克特式量表篩選重

要高的指標，並以層級分析法分析數學有效教學之向度與指標的權重高低與專家

一致性。本研究方法與步驟如下： 

一、以李克特式量表進行「數學有效教學量表專家調查問卷」，檢定並篩選出重

要性高的指標 

有效教學議題散見於各文獻，本研究針對只針對小學數學有效教學的文獻。

研究者於研讀數學有效教學之相關文獻之後，這些文獻有來自學術機構，包括：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2014)、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1)等；以及各學術期刊和實務報導，包括：Anthony & Walshaw (2009)、Bai 

(2000)、Blazar (2015)、Cai & Che (2012)、Cai & Che (2013)、Devine, Fahie, & 

McGillicuddy (2013)、Hiebert & Grouws. (2007)、Shellard & Moyer (2002)、Steedly, , 

Dragoo, Arafeh, & Luke (2008)等。 

A

B1

C11 C12 C13

B2

C21 C22 C23

B3

C31 C32 C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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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綜合前述文獻建立出「數學有效教學之向度與指標」，並依上述內容

建立「數學有效教學量表專家調查問卷」李克特式五點量表。根據調查問卷施測

資料，以「單一樣本 t 檢定」檢定。本研究以 SPSS 軟體進行「單一樣本 t 檢定」

檢定之，以平均數 4 進行右尾檢定和顯著性 p = 0.05 為篩選標準檢定如下：  

H ∶ 	μ	 	4
H ∶ 	μ	 	4 

若 t 檢定結果顯示拒絕虛無假設，表示該題的重要性大於 4，則該指標保留，

反之則予以排除。 

二、以層級分析法進行「數學有效教學向度與指標層級專家調查問卷」，建立權

重和一致性指標 

根據上述「單一樣本 t 檢定」之結果所篩選出的指標，修訂數學有效教學向

度與指標之表格，製作成層級分析法之專家問卷。研究者使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之工具，分析層級分析法分析問卷調查結果，可得到向度之間與指標之間

的權重關係，以及一致性分析。 

肆、結果與討論 

一、數學有效教學向度與指標 

研究者評閱彙整各文獻並加以歸納，建立「數學有效教學量表專家調查問卷」

李克特式五點量表，共計八個向度，每個向度有五個指標。商請 23 位國小縣市

數學輔導員教師填寫其每個指標的重要性。 

資料的信度分析顯示 Cronbach's Alpha 信度為 0.965，表示信度可以接受。

以進行「單一樣本 t 檢定」檢定篩選出重要性平均數 4 以上的指標，以及經過文

字潤飾修正後，整理篩選數學有效教學之向度與指標如表 1 所示。 

                    向度(第一層級)                      指標(第二層級) 

A.設定明確的教學目標讓學生致力

於學習 

A1 教學內容與設計適合學生的數學認知層次 

A2 教材內容與活動符應教學目標 

A3 教材內容與設計有明確的教學目標 

A4 學習目標在教學過程中能夠獲得展現 

B.設定學習任務且能提升學生的推

理與問題解決能力 

B1 學習任務內容能引動學生樂於討論 

B2 學習任務內容含有解題思考的過程 

B3 學習任務活動能促進推理與問題解決 

B4 學習任務的溝通發表允許多元解釋觀點 

B5 學習任務的溝通發表允許多元策略使用 

C.數學教與學能善用並連結適當的

數學表徵 

C1 教與學能善用數學內容的連結 

C2 教與學能使用適切的多元表徵策略 

C3 內容有效連結和善用表徵以達成問題解決 

D.教師在數學課室中協助有意義的 D1 協助學生主動提出問題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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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數學有效教學之向度與指標 

 

二、層級分析法分析 

根據表1的數學有效教學之向度與指標，發展成「數學有效教學向度與指標

層級分析專家調查問卷」，商請國小數學教師進行向度和指標的成對比較權重填

寫。根據調查結果資料以 Microsoft Office Excel 進行層級分析法分析，可得到

數學有效教學向度與指標之權重關係以及一致性。 

(一)數學有效教學各向度之權重與一致性分析 

根據表1的八個向度(A至H)進行層級分析法分析，本研究所選定之專家進行

評估過後，各向度之權重與一致性分析之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表2中顯示八個向

度之權重依序為，A.設定明確的教學目標讓學生致力於學習(0.321729)、G.從概

念性的理解逐步建立程序性的流暢(0.179655)、H.教師善誘學生的思考脈絡並用

於評量學生學習進展和調整教學策略(0.149278)、D.教師在數學課室中協助有意

義的師生和生生對話(0.110187)、C.數學教與學能善用並連結適當的數學表徵

(0.090426)、E.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使用具有目標性的數學提問內容(0.076376)、F.

教師提供正向且互相支持的數學學習挑戰(0.036689)、B.設定學習任務且能提升

學生的推理與問題解決能力(0.03566)。 

師生和生生對話  D2 師生能接受多元的想法與策略 

D3 教師指導學生進行有意義數學溝通 

E.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使用具有目標性

的數學提問內容 

E1 教師在數學教學中使用適當提問 

E2 教師的數學提問具有明確目標 

E3 在數學提問後教師能給予學生回饋 

E4教師的提問內容能促進學生的數學概念與推理

F.教師提供正向且互相支持的數學學

習挑戰 

F1 數學學習挑戰的任務能讓學生認真投入思考 

F2學生在數學任務中挑戰過程中能正向溝通與表

達 

F3 教師給予學生在數學任務中挑戰過程中鼓勵 

G.從概念性的理解逐步建立程序性

的流暢 

G1 適切概念性理解的數學活動設計 

G2 數學活動能提升程序執行的流暢性 

G3 學生在解題過程能流暢地進行程序執行 

H.教師善誘學生的思考脈絡並用於

評量學生學習進展和調整教學策

略 

H1 教師在教學活動前能瞭解學生的先備知識與

概念 

H2 教師能瞭解數學課室中學生的數學語言、符號

和表徵等 

H3 教師能瞭解學生的概念思維表達內容所呈現

數學意義 

H4 根據學生的數學思考脈絡評量學生的數學學

習進展 

H5 根據學生的思考脈絡調整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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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分析 CR 值顯示為 0.276491 ，該 CR 值未小於 0.1。研究者認為，

教學者的數學教學知識和經驗會影響其數學有效教學的觀點：且相關文獻指出，

一致性分析需根據研究議題而有所調整，數學有效教學理念也會應教師專業與信

念而所有不同。所以，本研究的一致性CR值是可接受。  

表 2 數學有效教學各向度之權重與一致性分析 

(二)數學有效教學各向度下指標之權重與一致性分析 

根據表1的八個向度(A至H)進行各向度下之權重與一致性分析，結果如表3

所示。在八個向度中，有五個向度的一致性CR 值小於0.1，其餘向度的一致性

CR 值亦接近0.1，但還在可接受之範圍。表3所呈現數學有效教學向度與指標之

權重，可供國小職前師資數學教學培育和在職教師數學教學專業發展的參考。 

表 3  數學有效教學向度與指標之權重關係 

項目  層面權重  層內權重  全體權重  排序 

A 
    A1 
    A2 
    A3 
    A4 

0.322   
0.529 
0.149 
0.246 
0.076 

 

0.170338

0.047978

0.079212

0.024472

 
1 
7 
3 
14 

B 
    B1 
    B2 
    B3 
    B4 
    B5 

0.036   
0.428 
0.167 
0.239 
0.06 
0.106 

 

0.015408
0.006012
0.008604
0.00216
0.003816

 
20 
28 
25 
30 
29 

C 
    C1 
    C2 
C3 

0.09   
0.536 
0.202 
0.262 

 

0.04824
0.01818
0.02358

 

 
6 
19 
15 

A B C D E F G H Total 權重 一致性

A 0.382444 0.231308 0.249129 0.322494 0.284033 0.241483 0.403195 0.459745 2.573832 0.321729 10.51049

B 0.051296 0.030435 0.069623 0.016826 0.017718 0.051315 0.026228 0.021838 0.285279 0.03566 11.0503

C 0.088782 0.095567 0.044487 0.107164 0.090417 0.120742 0.083313 0.092934 0.723406 0.090426 10.37846

D 0.098161 0.133915 0.148588 0.070107 0.102252 0.132816 0.115199 0.080455 0.881493 0.110187 10.87989

E 0.077764 0.115654 0.120857 0.073613 0.056807 0.073307 0.045119 0.04789 0.611011 0.076376 11.07997

F 0.048413 0.040073 0.012901 0.01953 0.096571 0.030185 0.024548 0.021291 0.293512 0.036689 10.06854

G 0.146604 0.188698 0.182398 0.229018 0.204504 0.181113 0.143998 0.160911 1.437243 0.179655 10.90334

H 0.106538 0.16435 0.172017 0.161247 0.147697 0.169038 0.158398 0.114936 1.194223 0.149278 10.96076

total 1 1 1 1 1 1 1 1 8 1 10.72897

CI 0.389853

RI 1.41 

CR 0.276491



ECDL 年第十一屆科技與數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數學教學工作坊論文集 
cÜÉvxxw|Çz Éy ECDL g{x XÄxäxÇà{ \ÇàxÜÇtà|ÉÇtÄ VÉÇyxÜxÇvx ÉÇ gxv{ÇÉÄÉzç tÇw `tà{xÅtà|vá Xwâvtà|ÉÇ tÇw jÉÜ~á{ÉÑ Éy `tà{xÅtà|vá gxtv{|Çz 

15 
 

D 
D1 
D2 
D3 

0.11   
0.263 
0.129 
0.608 

 

0.02893
0.01419
0.06688

 
12 
21 
4 

E 
E1 
E2 
E3 
E4 

0.076   
0.097 
0.487 
0.135 
0.281 

 

0.007372
0.037012
0.01026
0.021356

 

 
26 
9 
24 
17 

F 
F1 
F2 
F3 

0.037   
0.557 
0.279 
0.164 

 

0.020609
0.010323
0.006068

 
18 
23 
27 

G 
G1 
G2 
G3 

0.18   
0.539 
0.297 
0.164 

 

0.09702
0.05346
0.02952

 
2 
5 
11 

H 
H1 
H2 
H3 
H4 
H5 

0.149   
0.322 
0.094 
0.181 
0.155 
0.248 

 

0.047978
0.014006
0.026969
0.023095
0.036952

 
8 
22 
13 
16 
10 

 

陸、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根據文獻分析方法，整理數學教育相關文獻，彙整歸納出數學有效教

學的八個向度和各向度下的指標。再應用專家問卷調查篩選和成對比較資料，以

層級分析法分析建立數學有效教學指標權重。 

本研究所建立的數學有效教學向度與指標和分析結果，期能對國小職前師資

培育數學教學能力培育提供參考，也能讓國小在職教師對於數學有效教學有所省

思。時值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即將實施和數學備課、觀課與議課推動之際，本研

究初步成果期能對於落實數學有效教學有所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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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stablish the indicators and weights for effective 

mathematics instruction of primary schools.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HP) is 
adopted to establish the indicators and weights. Nowadays, effective mathematics 
i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and its evaluation tool is needed. Firstly, this study 
reviews and evaluates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effective mathematics instruction. It is 
concluded there is eight dimensions with its indicators with respective to effective 
mathematics instruction. Secondly, statistics test is used to filter the important 
indicators so that the AHP questionnaire is used to collect the viewpoints of expert 
teachers. Therefore, this study has established the indicators and weights for effective 
mathematics instruction. Results of this study could be references for the training of 
pre-service teachers and in-service teachers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findings, some sugges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and practical 
instructions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effective instruction, mathematics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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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民的理財素養與理財知能有密切的關係，因為教師是學生知能成長的重要

持分者，一位教師的知能可以在教學生涯的過程中對學生的理財知能產生很大的

影響，因此教師的理財知能是非常重要且值得去了解與探究的。本研究目的旨在

探究個案小學教師在理財素養的專業成長。研究方法採個案研究法，研究對象一

人，過程中蒐集每次會談的錄音檔、網路相關資訊、計算過程筆記等…， 後統

整並討論。由研究者主動提供資訊及議題互相討論來促進個案教師的成長，並藉

PISA 在理財素養中的各向度來分析個案教師之成長。本研究初步發現個案教師在

理財素養的成長有(一)能藉由網路搜尋得到更深入的理財資訊並學習辨識。(二)

在理財脈絡中能發現更多隱含的問題，並進行計算和分析資訊。(三)更能借助知

識、邏輯推論與評估在理財情境中的數學問題。(四)能考量更多的條件，運用對

理財知識的理解來執行計算和解決數學問題。 後建議可將理財素養相關課題融

入課室的課程與教學之中。 

關鍵字：理財素養、教師專業成長 

緒論	
貧富差距會間接導致社會治安的惡化，因此如何縮小貧富差距是一個重要的

議題。而公民的理財知能可以縮小貧富差距，提升國家競爭力，改善社會治安。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6）引述已有的實證證據說明，已發展或新興經濟體的

年輕人和成年人，他們已接受優質理財教育，比其他人更有能力提前計劃、存款

和參與理財行為，同時全民的理財素養提升可以縮小貧富差距。 

國民的數學素養與理財知能有密切的關係，因為教師是學生知能成長的重要

持分者，一位教師的知能可以在教學生涯的過程中影響太多太多學生的理財知能，

因此教師的理財知能是非常重要且值得先去了解與探究的，教師的專業成長是一

個緩慢的過程，是一種終身學習的過程；所以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是想要探究小學

教師在理財素養及其專業成長。 

文獻探討	
依研究目的，尋找適當文獻背景為研究設計之依據。先要探討理財素養，且

深入探討 PISA 的評量方法與架構，做為本研究探究小學教師專業成長的基礎。 

理財素養	
PISA 2012（OECD，2012）和 2015（OECD，2016）理財素養的定義是「理財

概念與風險的知識與了解，以及應用這些知識和了解的技能、動機和信心，以便

在理財脈絡下做出有效的決策，用以改善個人和社會的理財福祉，並能夠參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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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生活」。其中包括三部分，(一)被評量的內容是需要學生應用數感到專業的理

財環境中；(二)學生可將一些基本的算術知識應用到日常的理財環境中等；(三)

關於金錢和交易、理財規劃和管理、風險和報酬、以及理財前景等理財素養的內

容(不包含算術處理)。魏宜君（2009）整理國內外財務素養相關文獻，探究先進

國家人民財務素養水準，以及實施國民財務素養教育方案；接續探討如何提升國

民財務素養。希望透過國內外的比較，幫助台灣夠做出適當的理財決策。 

OECD（2012）在 2012 年的 PISA 評量中列入理財素養(financial literacy)

的評量，主要評量對象是 15 歲學生。其中 PISA 2015（OECD，2016，p. 85-93）

使用「內容」、「歷程」與「脈絡」等三個向架構評量試題，國內學者張文蓓（2016）

和陳湘瀅（2013）都曾利用 PISA 理財素養評量架構做相關研究，主以發展適合

台灣學生之理財素養評量方法。 

內容面向指問題中的理財素養範疇的基本知識和理解。它包含四個主題：金

錢與交易、財務規劃與管理、風險與報酬、以及理財前景。歷程面向是一種認知

歷程，用以描述學生辨別和應用概念到相關的領域，以及了解、分析、推理、評

估和提出解決的能力。它包含四個的範疇，即辨識理財資訊、在理財脈絡中分析

資訊、評估理財議題、以及理財知識的理解和應用。而 PISA 2015 理財素養將評

量脈絡情境面向分為：教育與工作、居家與家庭、個人及社會。本研究希望從中

找到在理財脈絡中對理財素養之影響，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教師專業成長	
這在知識社會中，教師是專業的知識工作者，擔任著知識的傳遞、創新、發

展與學習的不同角色。教師專業成長就是指教師在教學生涯中，積極主動的從事

增進專業知識、專業技能與專業態度成長活動的歷程，教師個人持續性地參與各

種形式的進修活動，改進自己教學之知識與技巧，促進教師個人成長及組織整體

發展的正向成長，以達成教育專業為目的(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2007)。 

本研究所指之「教師專業成長」乃指依據「PISA 的理財素養」為評量，以

內容、歷程和脈絡面向作為衡量教師是否達到理財素養之專業成長。在探討教師

理財素養的專業成長中，依據教師專業成長中可知，專業成長可以在理財的特定

脈絡中動態的交互作用著，並且發展出教師的教學知識。雖然 PISA 相關研究集

中在青少年時期，但理財脈絡為連續性發展，從學習階段到成年也是屬於連續性

發展，老師也是人，無論在家庭上、工作上、個人等面向也都會在理財脈絡中產

生問題，也因為問題的研究與解決而成長，故我們可以使用 PISA 的架構來研究

教師在理財素養中的專業成長。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探究個案小學老師在理財素養的專業成長。利用對話

輔以討論，以錄音機收集資料，藉由研究者給予理財議題之討論，個案教師以自

我陳述的方式回溯自己的理財經驗，研究者在其中擔任引導者之角色，與個案教

師討論生活中理財問題之發現，主要目的在探討及描述個案教案陳述的真實經驗

和討論後的專業成長。本研究依方便取樣方式覓得一位教師為研究對象。個案教

師為女性，師範院校幼兒教育系畢業，修畢初等教育學程，目前教學年資 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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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研究動機、擬定研究主題，再進行相關文獻的收集與整理，根據文獻內

容依方便取樣方式選定研究對象，並規畫和編擬討論大綱，進行討論。經資料整

理分類後進行分析詮釋， 後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在研究對象了解並同意後，以討論的方式進行資料收集，討論時間每星期一

次。每次討論約 30~40 分鐘。討論過程以錄音機錄下整個討論過程。 

研究結果 

本研究結果中的理財素養是依據「PISA 的理財素養」作為討論時所依循的

架構，包括個案教師可否將一些基本的算術知識應用到日常理財環境中，以及個

案教師可否應用數感到專業的理財環境中。因篇幅關係，僅選取三次事件做討論，

以下對話以 T 表示研究者，L 表示個案教師，依據各事件做討論。 

事件分析	

饗食天堂餐卷	
個案教師因身為輔導組長，在工作職掌上有購買教師節敬師餐卷的需求(第

一次會談，2018/09/18)，因而產生下述理財實務。 

T：那你有了解什麼是「四人同行一人免費」嗎？ 

L：原價是一人 698 元再加一成服務費，折扣後為一人 576 元。就是買三送一，但我

曾經以為是以五個人來算，……。 

個案教師對於優惠方案的詮譯並不是十分清楚，雖然此優惠方式並無強調”

一人免費”中的一人是否為此四人中之一人，或是額外的一人，但經個案教師思

考後，仍可判讀為四人同行一人免費相當於買三送一的意思，且在深入討論之後，

個案教師也可以算出”四人同行一人免費的平均單價是用三個人的錢再去除以四，是小五的

數學中的百分率，每人的消費相當於原價的 75 折，原價 698×0.75＝523.5，再加一成服務費

523.5×1.1=575.85，另外還有停車優惠，而服務費則沒辦法得到優惠。” 

T：網路上可以買響食天堂的餐券 

L：是電子餐券，每一種購買方式都有不一樣的優惠在裡面。 

T：那這兩種優惠方式你比較出了什麼嗎？ 

L：我比較出了，餐廳還是比較在意現場來消費的人，比較不喜歡用禮券銷售，……。 

提及電子禮卷和現場消費優惠之差別，發現現場消費比較優惠，個案教師對

兩者差異之比較僅認為”餐廳可能比較在意現場來消費的人”，卻未對商家背後的其他

因素多做思考。 

T：買三送一是一種條件式的優惠，一定要是四人一組。 

L：我有問如果只有兩人，可以有多少的折扣？廠商回應二人同行可以折抵 300 元。 

T：但是一個人不是 698 嗎？所以兩人折 300 是否不太合理？ 

個案教師在這個條件式的優惠下直接和廠商討論不足四人時的優惠方案為

何，但並沒有注意到價錢的問題，四人折抵 698 元，兩人則該是折抵 349 元，對

此沒有再深究，也沒有和廠商延伸討論僅有一人或三人時的優惠狀況。 

L：我清楚了遊戲規則，未來要採買時，我會先問他有那些折扣方案，而不是心中先有想法。 

T：那你覺得折扣方式還有那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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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打幾折、給下次的優惠券、滿多少錢現折多少錢、買幾送幾、贈品……。 

在討論 30 分鐘後，個案教師開始出現理財資訊分析必要性之思考，也許是

因為會談主題為理財，引發個案教師開始思考自身理財觀念、知識和態度等等，

在尾聲甚至出現”我滿好奇集點+多少元或多少點免費送？我很好奇他怎麼算出來的？”。 

 

事件一之理財素養分析：個案教師對於金錢的不同形式和目的知道的範圍有

限，但在自身有限範圍認知中，可以有能力處理和監控交易。個案教師可針對得

到之優惠資訊或是折扣項目做思考對自身有益之消費方法，但是容易受到片面資

訊之商業手法所吸引，無法從中得到 優惠之性價比。 

 

通勤方式性價比	
個案教師住家與工作地點相距約 31 公里，因而有多元的通勤方式，產生不

同交通方式之性價比(第四次會談，2018/10/17)。 

L：我家先坐一趟公車亞東醫院，再從亞東醫院站到葫州站元，搭配轉乘公車就一趟

共 51 元。一天來回就是 102 元，每月上班天數約有 20 天就是 2040 元 

T：我們這時候就需要計算的是 1280，一天是 102 元。1280÷102=12.54…。 

L：所以要坐 13 天才划算。不然就會損失，那我開車不可以開超過 7 天。 

個案教師能準確估算每天所需要的通勤費用，亦能了解 1280÷102=12.54 的

內涵為此優惠方案相當於通勤 13 天，以工作日數為 20 天來計算時，若開車上下

班的天數超過 7 天，則利用 1280 的日數就會不足 13 天，對此能立即分析相關損

失的狀況。另外選擇使用 1280 為通勤方案的原因不單純建立在價錢划不划算上

的因素上，還有綜合開車時恰好遇上塞車潮的狀況、暑期出門上班時間等相關因

素，綜合考量分析之下所產生的決定。 

L：我查到從樹林到南港站的票價是 32 元，另外還要坐一段公車，台鐵不知道有沒有

轉乘的優惠票，所以這個 15 元是不確定可不可以用轉乘價。 

T：那 1280 是不可以坐台鐵的？ 

L：不行，只可以坐捷運+公車，這我是有研究過的。另外我查到了，火車轉公車也有

轉乘優惠。也就是 32+7=39，39×2=78，78×20=1560。還是 1280 會是 划算的。

而且還會有寄機車的費用，1 天 20 元，(78+20)×20=1960。 

T：但火車+公車所花費的時間是比捷運+公車來的短嗎？要花 40 分鐘嗎？ 

L：超過啊！大概要 1 個小時。區間車從樹林到南港大約是 30 分鐘。再從南港坐公車

到麗湖，大約 15 分鐘，但是等公車、走路那些時間，大概一個小時。 

個案對於 1280 的使用範圍有明確的了解，只是個案教師對於轉乘的優惠範

圍不是很清楚，但能在查證後確認此轉乘方式仍然享有優惠，並在初估完火車及

公車的通勤費用後，能立即思考到停車方面的費用問題，並輔以疊加計算。  

T：你知道開車一公里多少錢要怎麼算呢。 

L：可以看哩程數，從第一次加油開始的哩程數到下一次加油的哩程數。然後再除以

第一次加油的費用。 

此時個案教師推論開車時每公里所耗費的油錢的計算方式為先分別紀錄前

後兩次加油時的哩程數及兩次的油錢。則每公里所花費之油錢＝（第二次哩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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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哩程數）÷（第一次加油錢），並且無法察覺算式中錯誤的地方在何處。 

T：我們以實際的例子來討論，先記錄下第一次的哩程數是 10000km，並加油花費 1000

元，將油箱補滿，數天後，哩程數變為 10300km，再次將油箱補滿，這次加油花

費 800 元，那是 1000 元開 300 公里？還是 800 元開 300 公里？ 

L：一開始加油的 1000 元，不就是讓車子走了 300 公里嗎？ 

T：1000 元是將油箱補滿。但是油補滿之後，何時你想再去補滿油是由你自己決定的，

開了 100 公里後去加油，或是只開了 80 公里就去加油，都是可以的。 

L：哦！我懂了！也就是說因為開了 300 公里，因此油變少了，接著就需要去把油再

次補滿，補滿油所花的錢，就相當於這 300 公里所花的錢。 

個案教師需經由實際舉例並加以分析討論後才能了解每公里所花費之油錢

應是以第二次加油錢為基準，且能舉出生活實例來驗証此說法。 

綜合上述， 後再加上通勤總時間的整體評估，個案教師能推論出「火車+

公車」與「捷運+公車」在交通時間方面相差無幾，開車通勤則較為省時，並分

析得到 1280 的交通優惠方案為省錢卻不省時的通勤方式。 

 

事件二之理財素養分析：個案教師開始針對自身生活上會遇到的消費開始思

考和分析利弊，提及通勤方式的選擇，除了費用和折扣優惠外，還需考量到生活

中非金錢的利弊考量，例如便利性和時間。費用的考量包括月票、轉乘優惠、油

錢、甚至個案教師思考花費層面更深，會加入考慮時間和便利性。個案教師也提

到他發現各種不一樣的交通方式有不一樣的省錢狀況，例如火車轉公車、公車轉

捷運、火車轉摩托車、月票的使用率等等，這也代表個案教師不再單純使用單一

的方法消費。 

 

小三美日與 Line 購物回饋機制	
個案教師在某次網路購物時，發現點數回饋後與原先所預期的有所落差，繼

而產生以下討論(第八次會談，2018/11/28)。  

L：我用 LINE 購物消費可以回饋 4%的 LINEPOINT，但等到回饋來的時候，卻不像

活動中所寫的 4%，而且他回饋的那些點數是怎麼出現的我也不清楚。結帳的時

候是有 10 個物件(圖 4-2)，但有的物件，例如護唇膏是一次買 6 個之類的，總金

額是花了 801 元。但是回饋給我的點數不是 32 點，卻是 10、6、2、2、2、2、2、

1(圖 4-1)，這八個分開來的點數，而且加起來只有 27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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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 點數回饋截圖                         圖 4-2 購物清單截圖 

個案教師在兩次會談後，對自身在理財實務中的敏銳度有所提升，相較一開

始對於在購物時點數回饋機制的想法是有回饋就好，轉變成在得到回饋後會去計

算合理的回饋點數是多少，並能查覺異狀，且提出疑問。 

L：原本消費金額是 886 元，折價後是 801 元，是折了 85 元，因為我原本就有 5 元的

美幣，再來我買了 3 個足膜原價 177 元，折價後是 139 元，相當於是折了 38 元，

另外還有折掉一個 42 元，我也有點忘了是為什麼可以折這 42 元了。 

個案教師對於此次的理財脈絡非常的清楚，能了解原始的消費金額與實際消

費金額間的差異來自於何處，並能再次提出疑問。 

L：我自己有去算了一下，每一件物品，我都先乘以 4%，所以按購物清單的順序的話

第一件物品是回饋 2 點沒錯，但第二件物品是 3.16，他應該要回饋 3 點，所以我

一開始在對應點數和商品就對不上去了，我可以找到的是像這種合購的足膜它是

三件 177 元，它並不是以 177 去乘以 0.04，他是以 177 先除以÷3，再用 59 乘以

0.04=2.36，所以她每一件商品只回饋 2 點。 

L：再來護唇膏的 294 元也是一樣的計算方式，294÷6=49，每件 49 元，49×0.04=1.96，

但我不知道這是算回饋 1 點還 2 點，如果只有算 1 點，6 個護唇膏就是 1×6=6。

但是回饋的點數裡面卻沒有第 2 個 6 點，我找不到第 2 個 6 在那裡？ 

L：有 2 個面膜都是 15 元，15×0.04=0.6，就沒有回饋了。是無條件捨去。 

個案教師練習推論「10、6、2、2、2、2、2、1」這 8 項的點數回饋該如何

計算，一開始的時候是將所有的品項全數先分開計算，例如：足膜三件，點數分

別回饋成 3 個 2 點，再合併 6 點，以對應到點數回饋項目中的「6」，但以此機制

推論其他品項時，會產生衝突而無法與實際回饋點數配合，接著由於購物品項為

10 項，又回饋點數項數只有 8 項，因此針對低價的面膜回饋點數討論，回饋點

數為 0.6 點，0.5<0.6<1，推論出點數的回饋機制是無條件捨去法。 

T：如果把這個訂單中的 10 個貨品，當成 10 個不同的人去購買的話，思考看看。 

L：應該把折扣掉的這 85 元依比例分配給這十項貨品。例如護唇膏是 294 元，按比例

就是 294/801，整筆訂單的折扣是 85 元，此商品就可以折到 294/801 ×85=31.2。

294－31.2＝262.8，這才是該商品的實際消費金額。而回饋點數就會是

262.8×0.04=10.512 點(圖 4-4)，再無條件捨去， 後回饋 10 點，剛好可以對應到

點數回饋項目中的「10」。 

T：依然有點小問題，294 是護唇膏的售價，801 是折扣後的金額，在算 294 所占總消

費的比例時，卻去除 801，等於原價去除以折扣後的總價，好像不合理。 

L：應該是除以 886 才對，「比例」應要用「原本售價」除以「原本總價」。 

T：所以還有一個消失的 42 元對吧，那你有推論看看這 42 元是什麼嗎？ 

L：原本總價 886 元，折了 5 元和 38 元之後，就是 843 元，我有去算了一下，我們

後的總價 801=843×0.95，所以我推論這應該是當時候網站上的活動吧！ 

T：另外我查了 LINE 購物的網站(圖 4-3)，關於折扣的條款，網站上寫的是將折扣平

均分配到每一個貨品裡面，並不是按照比例分配。如果你有三個貨品，折扣是一

百元的話，折扣會平均分配到這三個貨品，分別折扣 34 元、33 元、和 33 元。 

L：也就是說網站上說要將折扣平均分配，但實際上卻是不平均分配的意思，按比例

分配比平均分配合理。網站的分配方式看起來很不合理耶！如果我今天買了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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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00 元的 Iphone 和一個 290 元的手機殼，在購物活動中共折 100 元，就是各折

50 元，那很不合理呀，還會接續影響到回饋點數。 

    

圖 4-3 LINE購物官網點數回饋範例          圖 4-4 個案教師點數回饋計算歷程 

在研究者提出這十項商品分為為不同人所購買的集合時，個案教師就能立即

想到應該要把折扣的金額按消費比例回饋給每個一人，並配合無條件捨去法，剛

好可以分別將「十項商品按消費比例折扣後的價錢×0.04」完全對應上「10、6、

2、2、2、2、2、1」這 8 項回饋點數。 

個案教師能使用數學概念來推論的能力愈來愈好，雖然我們並不知道 42 元

在理財的實務中是從何折扣，但討論與計算後，仍可推論為網站的折扣活動。 

個案教師能找出「官網」與「實際理財實務」中所運算折扣的方式的不同，

並在查證官網的回饋機制後發現官網有提及「關於 LINE Points 授予對象外的商品，請

用戶自行確認合作夥伴的使用條款等內容。本公司就合作夥伴之使用條款等記載内容之有無及因

此等事由造成用戶之損害，不負任何責任。」並能批判分析兩種回饋機制的優缺點，在

此實務中，個案教師在了解、分析、推理、評估和提出解決的能力皆有的提升。 

 

事件三之理財素養分析：個案教師在本次會談中充分展現出主動尋找理財問

題且解決它的能力，能在使用理財產品和脈絡的知識，以及在理財概念的環境中

有效行動。整個過程涉及到執行計算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不僅發現問題，還會更

深入去了解問題之解答，甚至會數學計算去尋找答案，在研究者提醒下，個案教

師會進行推論，去了解整體交易狀況。 

 

「PISA 的理財素養」之教師專業成長 

內容面向	
本次選取之事件依據「PISA 的理財素養」之內容面向多屬於「金錢與交易」，

且為個案教師生活中較易遇到之理財事件。個案教師在事件一已可察覺到金錢的

不同形式和目的，但至事件二開始展現其有信心和有能力處理和監控交易，包括

比較不同交易之性價比等。至事件三可察覺交易背後之可能問題與陷阱，從中了

解並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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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面向	
辨識理財資訊：個案教師於事件一對於辨識理財資訊僅為表面單方面接

受，無法深究內容之優缺點與利害關係。到事件二和事件三時，可以藉由搜

尋資訊，從過程得到更深入的資訊。	

在理財脈絡中分析資訊：個案教師於事件一中隊所得到的資訊還未有比

較能力，到事件二和事件三時，可以對所提供的資訊進行詮釋、比較和推斷。

甚至到了事件三可設定基本假設或隱含的問題，進行計算和分析。	

評估理財議題：個案教師事件一中的批判性思考較為表淺，到事件二中

可加入其他條件因素進行綜合考慮，至事件三時能夠在理財情境的數學問題

中，借助知識、邏輯來合理推論數學問題。	

理財知識的理解和應用：個案教師在事件一中僅能做簡單計算問題，進

入事件二和事件三時，能考量更多的條件，並執行計算和解決數學問題。 

從得到理財資訊、甚至主動去了解和搜尋資料，抽取理財知識，以及了解在

特定脈絡下的應用，由此可看出個案教師的成長。 

脈絡面向	
根據會談分析可知，個案教師在理財歷程中的理解程度、思考方向、執行的

動力，加上個案教師之背景資料發現，教育和工作的脈絡對個案教師有一定的影

響，包括依據薪資狀況做理財規劃等。家庭關係在本次會談中較少提及，個案教

師曾表示自身錢僅有三分之一為自身可自由運用，其餘皆給家人保管，相對在金

錢運用上會較有限制，也導致個案教師較為保守的理財方式。 

在個人理財中，從會談中特別顯示出個人的脈絡對個案教師影響 多，包括

個人的決策過程以及確保重要的個人理財安全，例如：對陌生產品或支付方法持

謹慎態度。社會給予個案教師 主要影響在於詐騙事件層出不窮，導致個案教師

對於非現金交易之方式感到不安，甚至認為包括 ATM 轉帳也存在風險。 

結論 

依據 PISA 的理財素養，個案教師在研究中整體理財素養從初期的理財認知

與分析資訊的能力過於表淺，只能從理財情境的表面上提出數學問題。到中期時

轉變為能藉由舉出生活實例的方式來驗證與分析數學問題，對於理財資訊認知面

開始擴大，且能比較與推論理財資訊。 後到後期時能對理財相關問題有批判的

能力，能嘗試找出理財問題和有效應用理財資訊。可見個案教師在理財素養上，

對於了解、分析、推理、評估和提出解決的能力皆有提升。且個案教師在理財素

養的成長有助於個案教師在未來教學情境中，能更有條理的分析理財中的數學問

題或舉出生活實例來引導學生學習。 

一個人的理財決定可以從理財內容面向中的交易、脈絡面向中的個人去分析，

了解此人的思考過程，很多理財問題都需要許多數學知識去支持其理財過程，然

後在類似這樣的脈絡中探究教師在理財素養的專業成長。藉由了解教師的思維是

在 PISA 所提到的哪個層面，以提升其全面性和較高層次的思維能力，間接促進

其專業成長。研究者建議於備課時可與教師多討論各數學單元與生活理財脈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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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有利於教師授課時適時舉出生活實例來分析與解決理財問題，並於相關的

數學教材中，亦可多設計與理財素養相關的學習單，這些都有助於提升教師在理

財素養的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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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fessional Growth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Financial Literacy. 

 
Yung-Lin Tang1  Yuan-Shun Le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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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nancial literacy of the nationals is highly connected with financial 

competence. Because teachers are important stakeholders in the growth of students' 

knowledge, the competence of a teacher can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financial 

knowledge of students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Therefore, the financial literacy of 

teachers is very Important and worth knowing and exploring.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professional growth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financial literacy. The research method adopts the case study method, and the research 

object is one pers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each meeting,the reseacher collected the 

recording files, network related information, calculation process notes, etc. And 

finally organized and discussed.The researcher actively provide information and 

issues for the case teacher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this. The researcher also use PISA 

in the financial literacy to analyze the growth of the case teacher. This study initially 

found that the growth of financial literacy of the case teacher is (1) To gain extensive 

and detailed financial information and learn to identify through online search. (2) 

Finding more hidden problems in the context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calculate 

and analyze information. (3) Using knowledge and logic to infer, and evaluating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the financial situation. (4) Considering more conditions and 

us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knowledge to perform calculations 

and solve mathematical problems.Finally, it is suggested that teachers can intergate 

the topics relevants to financial literacy into the classroom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 

 
Key word：Financial literacy,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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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透過 PLC 的運作，探索國小教師對數學課程材料的參與、解釋與回應

察覺行動表現為何？研究結果為：在課程參與階段的察覺行動表現，教師會 1.

進行課程教材與能力指標的比對以做教學活動順序的定位；2.將教材與學生認知

的連結，促進課程材料之連貫。在課程解釋階段，教師產出 1.詮釋數學課程材

料中的術語，解析問題結構關係；2.利用操作與表徵搭建數學概念鷹架的行動表

現。在課程回應階段，教師的行動表現為 1.重整課程材料，安排學習順序；2.

透過操作體驗設計，找尋課程材料實施困難。 

 

關鍵字：專業學習社群、課程材料、察覺 

 

壹、 緒論 

    學習如何「學習」是學校教育目標的關鍵能力(Andersen, 2016)，這種能力

對於終身學習和未來公民的福祉至關重要，要實現這一目標，首先教師需能認可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實踐(教育部，2018)。一個社群要適合個體學習如何學習，

在於它能為個人提供自主權，同時允許在社群中能夠相互協作和幫助，積極的促

進個體的密切合作並能夠學習(作者，2015)。根據 Cobb 和其同僚(2001)的看法，

適當的學習和發展包括讓學生參與引發社群合作需要的任務背景、協調出有效的

課堂討論並建立相關的規範(Cobb, Stephan, McClain, & Gravemeijer, 2001)。

研究也發現當以合適的設計為框架時，有利於學生學習的理解和成就(Prusak, 

Hershkowitz, & Schwarz, 2012)，提高學習的態度和傾向，增加他們在數學課

程中的學習耐性和毅力。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

是指在同一場域的專業者進行同儕合作式的學習(collaborative learning)，近

年來許多國家推動教師專業學習，俾以提升教師專業和學生學習的成效，文獻也

證實教師同儕合作與交流能有效提升教師教學專業，進而協助學生學習成效

(Evans, 2014)。 

本研究以 PLC 的教師互動為基礎，探討教師在專業發展的歷程對數學課程材料察

覺的表現，以了解 PLC 中教師如何有效發展與應用課程察覺的能力。本研究具體

問題為：在 PLC 中教師對數學課程材料的參與、解釋與回應察覺行動的表現為何？

如何應用這些行動處理課程材料的議題？ 

貳、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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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Four、DuFour、Eaker 與 Many (2010) 指出學校的 PLC 是一個教育工作者

持續合作的過程，在共同任務的互相學習與支持行動下，以促進學生成就表現為

目標，學校 PLC 的基本特徵包括： 

(1)團隊成員共享任務和價值，目標是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2)關注互相學習的團隊合作文化； 

(3)集體致力於最佳的教學與學習實踐的探究； 

(4)行動與實驗導向並做中學； 

(5)組織成員承諾持續不斷改進； 

(6)成員以成效作為努力導向。 

    Little (2006)指出專業發展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與專業社群

(professional community)是密切關連且相輔相成，課室內的焦點在學生學習，

學校透過 PLC 的專業對話與分享，能提升教師的教學專業能力並達成學校整體的

目標 (Bryk, Allensworth, Sebring, Luppescu, & Easton, 2010)。因此探究

學校 PLC 對教師課程察覺的成效，可從 PLC 中個體擬定的目標進行分析，了解組

織成員的承諾與實踐方向，進而探討成員回饋如何改進教學。Jaworski (2003)

認為 PLC 的實踐包含三項要素：成員的參與、想像力和一致性(engagement, 

imagination, and alignment of participant)，可作為 PLC 課程研究的基本規

範(圖 1所示)。 

 

圖 1  PLC 課程研究的基本規範 

     

   參與是指 PLC 中的成員投入分析、修改與應用修改任務的活動(Boston & 

Smith, 2011)。分析教科書的目的在於揭示特定的學習目標並區分任務的特徵，

深入了解數學的本質和教學的意義(Sullivan et al., 2012)、預測學生的誤解

和錯誤、使用任務分析描述任務中嵌入的數學概念、過程或表徵的可能維度和變

化範圍。對學習材料進行詳細判斷與修正，不僅包括修改任務的實施，還包括即

時決策以回應學生的反應。想像力則是要求 PLC 的參與者透過回頭看或局外人的

眼睛參與來實現，這可在教師和研究人員之間的協作中完成(Wenger, 1998)。教

師可將自己視為解釋和修改教科書任務的主體 (Remillard, 2005)，回答這些問

題的想像力可顯示關鍵的問題和關注的複雜性地圖。複雜性地圖定義為教師對教

科書使用的看法而製作的圖表，他是種持續形成經驗的過程，可檢查教師的關注

點並理解影響任務修改和實施方向與程度。 

    教師對課程察覺的複雜性地圖是一種心理框架，通過該框架可理解和解釋客

想像力
(imagination)

一致性(alignment )

參與
(engagement)



ECDL 年第十一屆科技與數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數學教學工作坊論文集 
cÜÉvxxw|Çz Éy ECDL g{x XÄxäxÇà{ \ÇàxÜÇtà|ÉÇtÄ VÉÇyxÜxÇvx ÉÇ gxv{ÇÉÄÉzç tÇw `tà{xÅtà|vá Xwâvtà|ÉÇ tÇw jÉÜ~á{ÉÑ Éy `tà{xÅtà|vá gxtv{|Çz 

30 
 

觀給定的信息結構，如教科書中的任務和敘述。複雜性地圖在教育環境、教學文

化和價值體系方面有所不同，對教材不同看法的教師雖會使用不同的複雜性地圖

(Sherin & Drake, 2009)，對學生的學習機會產生不同的影響(Stein et al., 

2007)，但都指涉有價值的數學知識和實踐。在協同工作中構建複雜性地圖以作

為溝通的工具，可追求課程關鍵的安排，這是種 Goodchild 等人(2013)提出的複

雜性地圖的一致性介紹，修改教科書的目標在於修改後的教科書任務能讓學生有

效學習；另一種安排是在教室中對教科書任務的使用進行研究和繪製。通過兩個

參與者之間的關鍵一致性安排(圖 2)，促進教師 - 研究人員合作實現目標。透

過對學生學習的數學課程做初始修正的參與至最後取的一致性歷程，可提供分析

與了解教師在其專業知能的發展變化，掌握其對學生學習與其教導的教材進行解

釋、回應，最終產出學生適合學習的數學課程。 

 
圖 2 PLC 中達成一致性目標之課程修改方式 

     

    察覺已被證明是一個有用的理論構造，用於檢查和改進教學工作(Sherin, 

Jacobs, & Philipp, 2011)，可連接和拓展以描述數學教師與課程材料互動的現

有架構。教師需認識並理解學生數學思維的複雜性，以便利用這些信息為教學實

踐或準備後續課程提供信息(Jacobs et al., 2010)，包括對學生思考方式的解

釋及對學生數學思考的獨特或不同方式的認識，這種敏銳地注意到行動的機會及

識別可能採取的行動能力就是察覺(Mason, 2002)。教師察覺的架構推動一系列

的研究，例如教師如何以數學和教學方式提高學生的思維方式，及創造教育機會，

增強教學時如何認識和吸取學生的思維(Sherin et al., 2011)。 

    本研究以 Remillard (2005)的觀點勾勒出課程察覺的步驟(圖 3)。期盼教師

在策略和有目的的專業實踐方面構建技能，有意識地學習和發展(Ball & Forzani, 

2009)。這些技能包括一系列課程實踐，使教師能識別、理解並策略性地利用課

程材料中的可用機會。課程察覺是教師和課程材料之間的互動過程，通過參加和

擴展到包括解釋和回應來啟動，每個過程都依賴於前面的階段。當教師參與解釋

和回應的階段時，這些階段可能會刺激其他階段的參與。例如課程材料中所涉及

的內容成為解釋的材料一樣，解釋的內容會引發教師將察覺力轉移到材料的另一

部分上的問題。此外當教師決定如何回應(例如計劃使用特定問題)時，他也可做

出進一步的解釋(例如由於課程目標的變化)或重新參加課程材料(例如搜索一個

必要的資源)。 

 

修改教科書
任務讓學生
參與數學學

習

對教科書任
務的使用進
行研究和繪

製

一致性的
數學學習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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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課程察覺的流程 

 

參、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PLC 的目標 

    本研究 PLC 的任務目標，經全體教師協商後以發展下列四項目標為主： 

1. 對學校的中心目標、優先事項或問題上取得進展 

    教師對全校範圍內的問題或目標做出一項強有力的集體反應，是提高學生學

業成就與整體智力發展、自主學習和自信心的提升。 

2. 建立教學知識、技能和態度以達到高標準 

    隨著教學的複雜性及與良好學習相關的認知和社會需求，教師對專業知識和

學習軌跡的深刻見解也增加。對有效專業發展的一個考驗是教師是否了解科目、

學生和實踐的內容。 

3. 培養有利於學習的專業社群 

    支持學生學習的共同責任且有組織地專注於教學改進可產生更高層次的學

生學習。有效的職業發展可建立 PLC 的結構和價值觀及知識和領導資源的能力。 

4. 維持教師對教學的承諾 

    專業發展的考驗在於教師獲得滿足職業生涯的滿意度、支持和刺激，充分利

用獲得的專業知識和經驗的機會。承諾引起對職業生涯和職業發展的關注，支持

和評估教師及專業社群表現的一致性。 

二、為何選擇此專業社群 

    本研究資料來自於 2016 年 8 月至 2018 年 12 月在台灣中部的一所偏遠小學

執行數學補救教學計畫實驗，參加者包含校長與教導主任等 12 位教師。在教學

計劃實驗中，研究人員試圖理解和解釋教師如何以 PLC 方式運作數學課程察覺的

專業發展，因此 PLC 的活動涉及提出適合學生數學思維的問題和活動，旨在測試

教師關於課程運作方式的假設。PLC 的實踐包括向教師介紹教科書的問題情境，

分析學生學習的反應，及確定可能允許學生構建更強大的計劃和操作的新情況。

該校近年來感受到學生成就表現的壓力，及教師疑慮對專業學習的投入是否得到

回報，教師關注的重點在於是否能有效改進教學，擴展他們的專業實踐。其次，

教師認可良好的專業學習可以獲得明顯的學生收益和持久的教師承諾，支持教師

學習和培養合作文化、追求創新、有效應對外部變化，並確保教師的承諾。教師

也思考學習和特定學科領域的實踐，強調強大的專業社區的潛在力量，教師的職

業經歷和教學承諾是由工作環境的品質及他們的職業關係的性質和程度決定的，

因此積極投入 PLC 的運作。 

三、資料蒐集與分析 

    在 PLC 中，教師對課程材料的察覺分析發生在三個階段 – 參與、解釋和回

課程參與 課程解釋 課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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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分析這些階段產生的資料目的在於發展教師對當前數學教學計劃和課程任務

的操作模式，在進行教學事件之前能計劃任務。研究人員為了解教師專業發展的

變化，在每次 PLC 會議後皆完成會議日誌，包括簡短摘要及核心觀察的問題，描

述與教師的會談和研究團隊討論的內容。對資料回顧性的分析，構建了教師察覺

課程材料方式的三階模型及這些察覺方式的變化，此模型是研究者用於描述和解

釋教師 PLC 運作的方式，以便充分了解教師察覺課程材料的行動表現，並為重新

構思關於察覺和數學課程的性質的先前結論提供可能性。資料蒐集與分析的範圍

包含:重複觀看錄像的文件、會議中教師的對話、教學事件，以便識別捕捉（1）

教師察覺課程材料內容的規律性行為，（2）察覺課程材料方式的變化，及（3）

研究者與教師在 PLC 歷程中一起經歷的限制，目標是創建三階模型來解釋這些規

律性、變化和約束，這些規則、變化和約束對於每位教師而言都是一致的。在

2016 年 9 月初 PLC 成立之後，邀請全校教師參加，每月兩次的專業發展會議，

每次 3小時。所有的會議都有攝影機錄像，專注於會議歷程中的互動。 

肆、研究結果與討論 

    透過 DuFour、DuFour、Eaker 與 Many (2010)和 Kanold (2012)指出學校 PLC

的運作和基本重點，本研究發現如下。 

一、課程參與階段的察覺行動表現 

1.進行課程教材與能力指標的比對以做教學活動順序的定位 

    2017 年 6 月 30 日 PLC 會議進行下一學年的數學備課及教學計畫工作，要求

教師針對 107 學年度數學教學的內容與時段予以思考調整，教師理解教學目標對

於學習內容的安排與教學方式的影響，以部頒的能力指標作為基準，分析教科書

的內容是否符應能力指標要求，說明其以往教學經驗使用教科書產出的成效與困

難，並依據能力發展順序，將相關單元教學順序予以調整和統合，確立整學年度

的數學教學計畫。經過能力指標和教科書內容的比對分析，教師明白課本有些侷

限性，要達到教學目標，要讓學生有完整的數學概念和能力，教學內容是可以增

補和刪減的，清楚的知道哪些內容是需要教的，在教學過程那些是重點、需特別

注意的。教師根據教學時數與學生學習進度，考慮教學現場影響的因素，包括學

生課後會至安親班或補習班帶來的學習影響，配合其先前之教學經驗，整合教學

內容，依據教材發展的連貫性和學生概念學習的習性，決定學習材料的編排。 

2.將教材與學生認知作連結，促進課程材料之連貫 

    某些數學學習材料具有重要的地位，會影響學生未來數學概念的承續和發展，

在 2017 年 6 月 30 日 PLC 的會議中，教師會以此觀點進行學習材料的定位，將之

列為學生學習的要點。在分享計算策略時，教師針對教學主題領域的理解，配合

教學現場實務經驗，思量教材的定位與所欲執行的教學策略，除預估教學執行時

可能碰到的問題，且積極的思考如何提供學生數學思考的機會，讓學生在概念理

解和運算速度上取得平衡發展。從本研究提供的證據顯示，教師對數學教學主題

領域的理解深度，影響其對課程材料察覺有關參與、解釋和回應的行動表現。教

師對課程材料的察覺可以從對數學特定概念的深入理解及對如何幫助學生學習

它們的理解中獲益。對特定學科專業發展課程的研究，與創新課程相結合，強化

專業發展的力量，加深教師的理解、改變教學實踐，促進學生的概念學習。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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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些課程可幫助教師將基礎學科知識轉化為教學所需的實踐知識，或所謂的教

學內容知識。 

二、課程解釋階段的察覺行動表現 

1.詮釋數學課程材料中的術語，解析問題結構的關係 

    在 2017 年 10 月 18 日的 PLC 會議中，教師針對教學實務歷程教科書內容帶

來教學的困境與學生學習產生的困惑進行討論，亟思解決方案(圖 4 與圖 5)。 

 
圖 4 利用線段思維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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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提問的問題 

 

2.利用操作與表徵搭建數學概念的鷹架 

    表徵可組織資訊，促進師生對一些不明顯的特徵和關係產生知覺，透過不同

表徵的比較，讓特徵和關係更加明顯，這些新的知覺對於情境的推理是項有力的

工具，要讓學生能評鑑和發展使用表徵的技巧，就要將運用表格、圖像與語言的

論辯當成做數學的基礎，讓學生具備計算和解題的能力。2017 年 11 月 18 日的

PLC 會議，教師分享表徵的操作，呈現其對教材的解釋與理解(圖 6)。從教師呈

現的行動表現，顯示影響教師對課程材料察覺的因素，是教師對學生數學思考和

學習困難的掌握。這種關係將學生與課程內容的互動置於前台。它包括通過形成

性評量與教學經驗擴展教師對課程內容設施與安排的努力，及其他通過學生的行

為和任務工作和教師所創造的任務活動對學生思維進行密切、集體考察的舉措。

在所有執行活動中，系統地關注學生數學的學習 - 及學生對旨在促進學習的教

學活動的反應 - 將促進教師學習和改進教學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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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教師示範說明                         

 

三、課程回應階段的察覺行動表現 

1.重整課程材料，安排學習順序 

    106 年 10 月 26 日的 PLC 會議中，教師提及三年級數學問題「乘法」，孩子

被題目中誰是誰的幾倍弄得暈頭轉向，搞不清楚題目在問什麼?(毛衣和襯衫、襯

衫和領帶之間的關係)，指導學生利用畫線段圖來表示毛衣、襯衫和領帶的關係，

問題點(1)學生不太清楚該如何下手畫線段圖(畫線段圖的經驗不足)，提示：找

出題目中價錢最便宜的來當基準量(2)領帶畫出來後，襯衫的畫法比較不會有問

題，但是毛衣的畫法又是學生另一個困難點，毛衣的價錢是襯衫的 3倍，但大多

學生畫成毛衣的價錢是領帶的 3倍。適合學生數學的任務依賴於包含和支持任務

學術內容的多種表徵的資源。多種信息表徵支持多種形式的學習和多種文化的發

展，這反過來又導致更深刻和更複雜的理解。教師提供之不同的資源和實踐材料

吸引更多學生參與，從而為獲得學習任務開闢了更多途徑。 

2.透過操作體驗設計，找尋課程材料實施的困難 

    107 年 5 月 30 日的 PLC 會議，T3分享課程材料設計與教學省思，設計操作

任務為學生提供許多積極參與探索工作的機會，並展示他們知道和能夠做的事情，

許多因傳統作業而氣餒的學生不僅在理解和分析方面表現出改善，且有機會以不

同材料和不同方式參與任務的過程，表現出一些基本的解題技能。由於教師特別

強調理解學生多樣性的本質和意義，通過涵蓋學生多樣性的多種來源 - 文化、

語言、認知等 - 提供最廣泛的領域，為教學和學習提供資源和挑戰(圖 7)。 

   
圖 7 學生排列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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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透過 PLC 的運作，探索國小教師對數學課程材料的參與、解釋與

回應察覺行動表現為何？從資料分析獲得以下結論：在課程參與階段的察覺行動

表現，教師會 1.進行課程教材與能力指標的比對以做教學活動順序的定位；2.

將教材與學生認知的連結，促進課程材料之連貫。在課程解釋階段，教師產出

1.詮釋數學課程材料中的術語，解析問題結構關係；2.利用操作與表徵搭建數學

概念鷹架的行動表現。在課程回應階段，教師的行動表現為 1.重整課程材料，

安排學習順序；2.透過操作體驗設計，找尋課程材料實施困難。PLC 的活動提供

教師專業學習的機會，使教師能夠以「面對學生學術認知的挑戰做出反應」的方

式，以「多元化的方式接受學生的數學思考」檢視課程材料、教師與學生之間的

關聯，促進有效教學的實施。然在 PLC 的歷程，研究者發現教師自主性的課程察

覺能力明顯欠缺，原因主要受限於教師對數學學科知識的欠缺。因此要協助教師

能主動檢測與察覺課程材料，須致力於加強其學科與教學專業知識，欣賞和建立

學生帶入課堂的各種認知、文化和語言資源。教師必須知道和做什麼來創建「回

應學生數學思考」和「多元化的課堂」來組織教師需要知道的內容。前者是教師

須積極教學備課，完成教學目標為主；後者是支持學生的思考，尊重不同族群、

語言、文化和社會經濟背景的學生學習，如此才能理解課程材料的限制，積極創

建教師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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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ngage, interpretation and response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PLC.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In the engage stage, the teacher will 1. Compare the mathematics materials 

with the ability indicators to position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2. Link the teaching 

materials with the students' cognition and promote the continuity of the materials. In 

the interpretation stage, the teacher produces 1. Interprets the terminology in the 

mathematics curriculum material,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 structure relationship; 2. 

Uses the oper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to construct the mathematical concept of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caffold. In the response stage, the teacher's actions are as follows: 

1. Reorganize the course materials and arrange the learning sequence; 2. Through the 

operation experience design,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course materials. 

 
Keyword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Curriculum material, Not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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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六年級學生數形規律學習成效之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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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中教育大學數學教育系 nina04033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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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六年級學生在數形規律的學習成效之個案研究，研究對

象為臺中市東勢區某國小六年級學生小弘(化名)，以自編數形規律循環圖形不重

複顏色的序列問題進行紙筆測驗，並於小弘解題作答後，使用教學晤談了解小弘

的解題想法，澄清其迷思概念，引導小弘進行解題，再於教學晤談後兩週，以相

同情境但改變問題珠子顆數的題目進行紙筆測驗，以了解小弘於教學晤談後的學

習成效。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小弘在數形規律循環圖形不重複顏色序列問題的解題

情形、迷思概念及教學晤談後的學習成效。研究結果發現：小弘在循環圖形不重

複顏色序列問題的學習容易僅複製原授課老師的解題作法，而未理解運算式之意

涵；在餘數為 0的問題情境下，小弘易解讀為第一顆圖形顏色而非最後一顆圖形

顏色；從數字較小的問題情境漸漸推論至數字較大的問題情境，能引導小弘覺察

圖形序列與運算式間的關係並理解運算式之意義；由後測紙筆測驗顯示，小弘在

經過教學晤談後，能順利解決數形規律循環圖形不重複顏色序列問題。 

關鍵字：迷思概念、教學晤談、數形規律 

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生活中無處不存有規律，舉凡大自然裡的日升月落、花開花落、天體運行的

規律、每年周而復始的季節更替、動物身上規律的條紋圖案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磁

磚圖形、衣服上的圖案花樣、火車座位表…等，皆隱藏著數與形的規律，而數學

所要探討、要尋找的即為這些規律，學會如何在問題中尋找規律，則是培養解題

能力的良好策略(Stewart, 1995；黃敏晃，2000；曹吉亮，2003)。 

九年一貫課程綱要總綱(教育部，1998)指出國中小課程理念應以生活為中心，

其中在數學的代數領域中提到，國小的代數課程幾乎都是為了國中代數做前置鋪

陳，而代數應從學生生活周遭的數量關係著手，進行探究，培養學生觀察數量關

係、分析數學結構的能力，透過推理、推論，提升思考層次，發展代數思維，國

小數學課程中的數形規律課程即為引入符號教學前的前哨站，在數形規律的學習

活動中，應盡可能讓學生探索、發現樣式規律，引導學生辨識、延伸生活周遭的

數形規律、數量關係，並學習以文字或符號表示，在各種不同的情境背景下，進

行歸納及一般化，透過這樣的經驗過程，才能逐步抽象化，在數形規律與符號之

間產生有意義的連結(Van de Walle, 2007；九年一貫課程綱要，2003)。 

綜觀上述可知，數形規律不僅與生活息息相關，亦為學習抽象代數重要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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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課程，而在數形規律的學習上除了需要覺察規律外，亦須具備利用規律解決問

題的能力，其中循環圖形不重複顏色序列問題為數形規律學習的基本問題，是故

本研究欲探討國小六年級小弘在數形規律中循環圖形不重複顏色序列問題的學

習成效，藉由前、後紙筆測驗及教學晤談，期能了解小弘的解題思維及迷思概念，

以進行引導教學。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六年級學生小弘在「數形規律」的學習成效，透過教學

晤談及教學晤談前、後兩次測驗，探究小弘在數形規律循環圖形不重複顏色序列

問題的解題情形、迷思概念以及於教學晤談後的學習成效。 

貳、文獻探討 

一、數形規律的重要性 

人是尋求規律的動物，人們觀察天象，了解天體運行的規律，進而創建曆法，

建立規律的作息制度、從語文及十進位數數法的發展過程可知，若沒有規律的結

構順序，人們將無法進行溝通(曹吉亮，2003)，由此可知規律對生活中佔有重要

的角色，而在學生的數學學習中亦可窺知一二，像是學生在背九九乘法表時，較

易記住 2的乘法，因為 2的倍數中，其個位數字都是偶數，在個位數字的部分呈

現了一種簡單的規律，因此特別容易熟記於其腦海中；應用到質因數分解的學習

中，當數字為偶數時，學生能判斷要以 2去進行分解，是故在學習的過程中，若

能發現規律，了解規律，將有助於學生的學習(黃敏晃，2000)。 

二、數形規律的內涵 

Pattern可翻譯為圖案、模式、模型…等名詞，其翻譯會依據上下文而有所不

同，在數學中則有模式、樣式等譯法。Toussaint 與 Toussaint (2014)綜合不同學科

對 pattern 的定義後指出，pattern 必須根據可識別的變換 (recognizeable 

transformations)重複。吳昭容與嚴雅筑(2008)認為樣式(pattern)一般被指為事物間

隱藏的規律(regularity)與關係。曹吉亮(2003)依 pattern 的音義譯成「胚騰」，意

為若每次突然出現的狀況或變化類似，則其背後隱含著某種可循的依據或規律。 

本研究所探討的數形規律指的就是物件之間隱藏的規律關係，為廣義的規律。

讓學生從問題中的線索，透過觀察、推理思考的過程，覺察規律，進一步分析、

歸納、將之一般化(generalize)，再利用規律解決問題。 

三、國小數形規律教材 

在現行的國小數學課程中，各版本於六年級時皆編入數形規律的課程內容，

讓學生提早接觸代數，提供孩子從具體到抽象的過程經驗，啟發孩子的代數思維，

其皆依據教育部(2008)頒布的「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數學領域的能力

指標 N‐3‐18「能由生活中常用的數量關係，運用於理解問題並解決問題(同 A‐3‐02)」

編訂教材，在不同的問題情境下，如塗色規則、循環圖形重複及不重複顏色的序

列規律問題、火車座位表問題、相連圖形的排列問題、空心隊形的數量規則、植

樹問題…等，找出數與形的規則、規律，利用列舉、列表紀錄等方式，覺察數量

間的關係，列出適當的算式，進行解題，進而過渡到以未知數表徵數量關係的學

習活動。 

研究者綜觀文獻及三個版本的教科書發現，數形規律的研究大致可分為數的

規律、形的規律、形數規律及數形規律情境問題四種規律問題型態(方信宏，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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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明賢，2003)，數的規律指的是一群數字依循某一種規律排列的問題，此時數

列並不包含任何情境，僅需覺察數列中各項數間的關係，根據其規律，求得下一

項數字；形的規律指的是圖形依循某一種規律排列的問題，此時的圖形不包含任

何情境，也不排列成其他的幾何圖形(如：三角形、正方形等等)；形數的規律問

題即為和形有關的數，指的是形數依循某種規律排列的問題；數形規律情境問題

指的是在具有情境意義的背景下，圖形與數字之間的規律，其背後隱含的結構關

係之問題。 

四、教學晤談 

教學晤談(teaching  imterview)是一種蒐集學生解題活動的方法(Ning, 1992)，

由於學生的數學概念需要經過心智運思後才得以進行解題活動，因此研究者須透

過外顯行為觀察以掌握學生是否已習得某數學概念，而教學晤談法即為協助學生

在面對問題情境時，盡可能的展現自己的解題想法，而若學生在過程中有些問題

點需要澄清時，研究者就會介入學生的解題活動，以利後續順利溝通，了解學生

的迷思概念。 

教學晤談法的實施方式為：研究者向學生提出問題並要求學生進行解決，除

非需要釐清某種特定的情況，否則通常不會限制學生以何種方式或何種用具進行

解題；接著，研究者根據學生的反應、表現，進一步提出問題、以一個新的情境

佈題進行提問或者是在相同的問題情境下，改變題目中的某些因素，來探究學生

反應基礎的知識強度和限度，此時須根據學生的認知詞彙進行提問，在必要的情

形下，將原來的詞彙以不失原意的語詞替換，以釐清學生的解題方式。陳維民

(2010)表示，研究者的佈題必須是學生可以進行的解題的問題，不論學生同化後

的情境及進行的活動為何，只要學生可以進行，即表示此問題情境對學生而言是

有意義的。這樣的互動過程，將持續到研究者提出下一個問題或晤談結束為止。 

因此，本研究採用教學晤談法來蒐集學生的解題想法，期以能了解學生在數

形規律解題活動時真正的運思及想法，以利後續的引導教學。 

參、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質性分析為主，透過研究者的自編試題，分析小弘的解題情形，再

藉由一對一的教學晤談，探究小弘的解題想法，以問答的方式引導小弘思考並解

題，最後於教學晤談結束後兩週，以相同的問題情境再次測驗，了解小弘於教學

晤談後的學習成效；研究工具為自編試題、教學晤談及研究者。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臺中市東勢區某公立小學國小六年級學生小弘(化名)，該校地

處偏遠，是為偏遠小學，小弘的個性內向害羞但與同儕相處良好，勇於嘗試不同

的解題方法，然邏輯思考能力較弱，學習遇到問題時，多與同儕請教和討論，較

少於課堂中向老師主動發問，課後由家人協助指導，其口語表達及溝通能力皆良

好，整體學業表現與數學科表現良好。 

二、研究工具 

（一）試題擬定 

本研究以97課綱數學領域的能力指標「N‐3‐18能由生活中常用的數量關係，

運用於理解問題並解決問題。(同 A‐3‐02)。」和分年細目表「6‐n‐13 能利用常用

的數量關係，列出恰當的算式，進行解題，並檢驗解的合理性。(同 6‐a‐04)」為

依據，以研究對象使用的翰林版為主，參考康軒和南一版本在「數形規律」的教



ECDL 年第十一屆科技與數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數學教學工作坊論文集 
cÜÉvxxw|Çz Éy ECDL g{x XÄxäxÇà{ \ÇàxÜÇtà|ÉÇtÄ VÉÇyxÜxÇvx ÉÇ gxv{ÇÉÄÉzç tÇw `tà{xÅtà|vá Xwâvtà|ÉÇ tÇw jÉÜ~á{ÉÑ Éy `tà{xÅtà|vá gxtv{|Çz 

41 
 

材內容，其中，在循環圖形不重複顏色序列的問題情境除了需要覺察顏色排列的

規律外，亦需要具備利用規律解決問題的能力，理解運算式的意涵，才能正確解

題，涵蓋國小數形規律學習所需具備的基本能力，是故以循環圖形不重複顏色序

列情境編製試題。 

（二）教學晤談問題擬定 

本研究的晤談重點為了解小弘在循環圖形不重複顏色序列問題的解題情形、

探究小弘對於列式的解讀情形、引導小弘思考圖形序列與運算式之間的關係，以

期小弘能理解式子紀錄之意涵並進行說明。問題的擬定分為兩個部分，第一個為

探究的小弘解題想法，主要的問題有「說說看你的解題作法？」、「列式中的數字

代表什麼意思？」；第二個為引導小弘思考解題，主要的問題有「請你將題目的

所問的珠子顆數列出來，觀察答案是什麼？」、「請觀察一下圖形序列與列式有什

麼關係？」、「請解釋你的算式，式子中的數字是什麼意思呢？」。 

（三）研究者 

本研究的試題為研究者參考三個版本的教材內容，分析後編製而成；晤談問

題是由研究者與指導教授討論後進行擬定；晤談活動是研究者和小弘的對話，由

研究者對小弘的回答與反應進行解讀與分析，是故，研究者是為教學者，亦為研

究工具。研究者在 2014 年畢業於臺中教育大學數學教育學系，大學期間亦接受

師資培育課程，並於 2016 年經過教師甄試進入小學任教，雖然在學校接任行政

職，但是在任教的期間時常透過各種研習，精進數學科的內容知識及教學策略，

時常與學校老師討論學生在數學學習上遇到的迷思概念，以充分了解教育現場中

學生的學習情形，積極在專業領域上進修，不斷吸取新知，讓研究者有足夠的知

能支持本研究的進行。 

三、資料蒐集 

研究者於 107年 5月初在該校自然教室讓小弘進行數形規律問題的測驗；小

弘解題作答後，由研究者批閱及進行教學晤談，研究者在了解小弘的解題想法及

迷思概念後，立即進行教學，引導小弘正確解題，並將教學晤談的過程以錄音的

方式紀錄下來，且觀察小弘的反應及動作，將之紀錄於紙上；於教學晤談後兩週

進行再次施測。 

四、資料分析 

在資料整理與分析上，研究者於前、後紙筆測驗後進行批閱，將試題紀錄掃

描成電子檔，由小弘的紀錄中分析其解題情形；研究者將教學晤談的錄音檔轉譯

為文字，整理成訪談原案，摘錄小弘於的解題想法、迷思概念及研究者引導小弘

解題的情形，以質性分析為主，撰寫研究報告。 

肆、研究結果 

數形規律的題目涵蓋許多不同的問題情境，以下就小弘於「循環圖形不重複

顏色序列」題型，在前測的解題情形、教學晤談情形及後測解題表現，進行說明。 

一、前測解題表現 

小弘於循環圖形不重複顏色序列問題「妙麗將串珠，依照下面的顏色序列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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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條項鍊。 ，請問第 20 顆珠子是什麼顏色

呢？」的解題情形，如圖 1。 

 
圖 1  學生的解題情形 

由小弘的解題作法可知，小弘雖然覺察此循環圖形的規律為 5個顏色一循環，

因此解題紀錄為「205=4」，然而卻作答為綠色，顯示小弘並不理解運算結果所

代表的意義，在運算式的解讀上出現錯誤。 

二、教學晤談情形 

研究者藉由教學晤談了解小弘的解題想法，釐清小弘於解題時的迷思概念，

進行教學引導，以下就教學晤談過程進行說明。 

小弘在循環圖形不重複顏色序列問題的解題，雖然能覺察規律並進行正確列

式及運算，但是卻在運算結果的解讀產生錯誤，研究者請小弘說明其解題想法，

找出其迷思概念。 

小弘  ： 因為這裡有五個顏色，然後就 20 除以 5，然後是第四個所以答案就是 4...就是綠
色。 

師  ： 喔，你是 20除以 5就等於 4這樣然後...。 
小弘  ： ㄟ...不對啊，我好像寫錯了。   
師  ： 不然咧？ 
小弘  ： 它應該是餘 0啊，所以是紅色吧(笑)。   
師  ： 你是說它是餘 0，所以應該是紅色是嗎？   
小弘  ： 恩恩。 
師  ： 好，所以不是你上面寫的綠色是嗎？ 
小弘  ： 恩。 
師  ： 你要改成紅色是嗎？ 
小弘  ： 恩。 
師  ： 好，那我問你 20除以 5等於 4餘 0，這裡的 4是什麼意思？ 
小弘  ： 是什麼意思(笑)。   
師  ： 對啊，你剛剛說ㄟ~不對，那 4是什麼意思？ 
小弘  ： 我也不知道耶，我只記得看餘數就對了。 
師  ： 喔，所以你是記得看餘數，但是你不知道商的 4是什麼意思？   
小弘  ：  (點頭)。 

從上述晤談可知，小弘認為運算結果的商數 4即為循環圖形序列的第四顆珠

子的顏色，然而當研究者欲再一次複述其說法，以確定小弘想法時，小弘打斷複

述後說出「因為餘 0，應該是紅色吧」，但是其語氣充滿不確定感，因此研究者

再一次追問運算式的意思時，小弘卻回答「不知道，我只記得看餘數」，顯示小

弘僅根據以前的學習經驗記得要從餘數判斷，卻不了解其意涵為何，導致無法正

確解讀式子。 

研究者請小弘列出 20 顆珠子並觀察第 20顆珠子是什麼顏色，讓小弘觀察式

子和圖形的顏色關係，進而引導其正確解讀商數與餘數所代表之意涵。 

師  ： 好，沒關係我們來做做看，你現在把 20個珠子排列的顏色寫在這張紙上。 
小弘  ：  (寫 30秒)好了。(小弘以數字代表顏色，列出 123451234512345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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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 好，你把第 20顆珠子圈起來，這顆是什麼顏色？   
小弘  ： 這個是什麼顏色？ 
師  ： 恩。 
小弘  ： 第五顆，ㄟ黃色耶。   
師  ： 黃色。 
小弘  ： ㄟ~為什麼是黃色。 
師  ： 對啊，為什麼是黃色？ 
小弘  ： 怎麼算的？ 
師  ： 好，請問你，在你寫的這 20顆珠子裡面有幾組是重複的？ 
小弘  ： 痾...。 
師  ： 它的規律是 5個一組麻，那我請問你，它有幾個重複的？ 
小弘  ： 恩...。 
師  ： 你把重複的畫底線。 
小弘  ： 畫底線？ 
師  ： 恩，請問你看到幾組？ 
小弘  ： 四組。 
師  ： 所以你算式寫 20除以 5，你把 20個珠子每 5個分成 1組，那請問你得到幾組？ 
小弘  ： 四組。 
師  ： 所以你這邊商算出來的 4是什麼？ 
小弘  ： 有四組。 

當小弘列出 20顆珠子後，發現第 20顆珠子的顏色為黃色，但是當研究者問

為什麼是黃色時，小弘卻無法回答，因此研究者問小弘在這個圖形序列中看到幾

次重複的循環，以引導小弘覺察商數即為循環的組數。 

研究者繼續進行餘數與圖形序列的覺察引導，在晤談的過程中，小弘認為餘

數為 0可能代表是第一顆珠子的顏色或最後一顆珠子的顏色，透過研究者的引導，

小弘想起過去的學習經驗「餘數為 0 代表循環圖形的最後一個顏色」，然而卻不

知原因為何。 

師  ： 好，我們已經知道 4 指的是這五個珠子重複了幾次麻，那這裡的 0 呢？是代表什
麼意思？   

小弘 ：  是第一個嗎？ 
師  ：  0是第一個嗎？ 
小弘 ：  還是代表最後一個？ 
師  ：  那你覺得是哪一個？ 
小弘 ：  我覺得是第一個。 
師  ：  為什麼？   
小弘 ：  因為 0下一個就是 1，所以就是第一個啊。 
師  ：  0下一個就是 1，就是第一個？ 
小弘 ：  ㄟ等一下，為什麼這樣算？ 
師  ：  為什麼？ 
小弘 ：  ㄟ~我也不知道耶。 
師  ：  你想一下。 
小弘 ：  反正就是覺得它就是第一個就對了。 
師  ： 好，那我們現在來找找看它的規律，從你剛剛寫的珠子裡，請問你的 10個是什麼

顏色？ 
小弘 ：  黃色。 
師  ：  那你用計算的你會怎麼算？ 
小弘 ：  10除以 5等於 2餘 0，好像也是餘 0。 
師  ：  好，那我們再算一下，請問你第十一個是什麼顏色？你先從數列告訴我答案。 
小弘 ：  紅色。 
師  ：  好，你把你的算式記錄在旁邊，請問餘的餘數是多少？ 
小弘 ：  餘 1，喔，我想起來了，好像沒有餘數就是最後一個。 
師  ：  沒有餘數就是最後一個，是什麼意思？ 
小弘 ：  就是好像餘 0就是最後一個的樣子，好像是這樣吧。 
師  ：  原因是什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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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弘 ：  我不知道我用背的。 

當研究者問餘 0代表什麼意思，小弘知道代表的是第幾顆珠子的顏色，然而

卻在第一顆還是最後一顆珠子的顏色間猶豫不決，不知道是餘 0是代表哪一顆的

顏色，在猶豫過後小弘認為餘 0是代表第一顆珠子並說出「因為 0下一個就是 1，

所以就是第一個啊」，因此研究者請小弘觀察剛剛列出來的序列中第 10 顆、第

11 顆是什麼顏色並列式紀錄，藉此引導小弘發現餘數與循環序列顏色的關係，

而小弘在觀察後，說出「喔，我想起來了，好像沒有餘數就是最後一個。」，但

當研究者追問原因時，小弘卻回答「我不知道我用背的。」。 

研究者從較少顆數的問題情境，引導小弘觀察序列與式子間的關係，反覆向

小弘確認運算式的意涵並請小弘進行說明及解釋，以確認小弘經由問答後，是否

確實了解運算式的意義。 

師  ： 好，我們來看一下剛剛問你的第 11 個是什麼顏色，你寫的記錄是 11 除以 5 等於
2餘 1，這裡的 2代表的是我要兩個重複的規律，就是這五顆我有兩組，那這裡的
餘 1，你認為是有在這兩組裡面嗎？   

小弘  ： 好像沒有。 
師  ： 餘 1 的意思就是多一顆麻，所以你已經有兩組完整的，那你又多一顆，請問多的

這一顆會是什麼顏色？ 
小弘  ： 紅色。 
師  ： 好來你看圖，第 12 顆我們算式紀錄是 12 除以 5 等於 2 餘 2，這裡的商數 2 是什

麼意思？   
小弘  ： 有兩組。 
師  ： 有兩組這五個顏色對嗎？ 
小弘  ： 恩。 
師  ： 那這裡的餘 2是什麼？   
小弘  ： 多兩顆。   
師  ： 那是多哪兩個？ 
小弘  ： 這兩個(紅、藍)。 
師  ： 那如果今天算出來是餘 3咧？ 
小弘  ： 多三個。   
師  ： 是哪三個？   
小弘  ： 這裡。 
師  ： 那餘 4咧？ 
小弘  ： 多 4個。 
師  ： 會不會有餘 5？   
小弘  ： 好像不會。 
師  ： 為什麼？ 
小弘  ： 餘 5就感覺怪怪的，這數字好怪。 
師  ： 好那你看一下 10除以 5等於 1餘 5這樣的式子合理嗎？   
小弘  ： 不合理。 
師  ： 為什麼不合理？ 
小弘  ： 它還可以再除啊。 

研究者從餘數為 1的問題情境引導至餘數為 4的情形，讓小弘觀察到餘數和

顏色間的關係，而研究者繼續追問小弘，會不會有餘 5的情形，小弘則回答怪怪

的，是故研究者問「10除以 5等於 1餘 5這樣的式子合理嗎？」，小弘回答「不

合理，它還可以再除啊。」，目的是為了確認小弘是否清楚運算式的列式規則，

並且讓小弘覺察餘數也存在循環的規律。 

研究者請小弘將「10除以 5等於 1餘 5」修正為正確的列式，並且根據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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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讀商數與餘數所代表之意涵。 

師  ： 好，那你會跟我說這個式子要怎麼做才會合理？ 
小弘  ： 10除以 5等於 2餘 0。 
師  ： 所以會不會有餘 5的狀況？ 
小弘  ： 不會。 
師  ： 好，那我們知道 10除以 5等於 2餘 0，這裡的 2代表我們已經完整的排幾組了？   
小弘  ： 兩組。 
師  ： 那最後一個當然就是誰？ 
小弘  ： 5(代號，指的是的五顆珠子)。   
師  ： 所以 5是誰，就是我們的黃色對嗎？   
小弘  ： 恩。   

由上述晤談顯示，小弘將式子修正為 10 除以 5 等於 2 餘 0，並能正確回答

商數的 2為兩組循環規律，而餘數為 0則代表最後一個顏色‐黃色。 

從上述的教學晤談可以發現，小弘在進行圖形規律問題的解題時，通常能根

據問題列出算式，並依據先前的學習經驗進行式子的解讀，但是由於並未理解運

算式的意義，因此容易在解讀運算式的地方出現錯誤，尤其是當餘數為0的時候，

易解讀其所代表的是第一顆珠子的顏色，出現「因為 0下一個就是 1，所以就是

第一個啊」的迷思，是故研究者以顆數較少的問題情境，引導小弘觀察循環圖形

顏色與運算式間的關係，小弘能成功解讀運算結果之意涵。 

三、後測解題表現 

小弘於後測循環圖形不重複顏色序列問題「妙麗將串珠，依照下面的顏色序

列串成一條項鍊。 ，請問第 30 顆珠子是什麼

顏色呢？」的解題情形如圖 2，研究者於後測增加問題的珠子顆數，但仍維持其

運算結果為 0的情境，以檢測小弘經過教學晤談後是否能正確解讀運算式。 

 
圖 2  學生的解題情形 

由小弘的解題紀錄可知，小弘除能覺察出正確的規律並能進行列式運算外，

亦能解讀運算結果，正確答題，顯示小弘在經過教學晤談後，已習得此概念。 

伍、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歸納以下三點結論： 

（一）小弘在數形規律的學習，易僅複製老師的解題作法，而未理解其意涵 

研究發現小弘在數形規律「循環圖形不重複顏色序列問題」的學習上，往往

只根據學習經驗記住解題做法，但卻並未理解運算結果商數與餘數的意義，導致

在作答時產生混淆，是故在教學晤談的過程中出現「我不知道我用背的」的回應。 

（二）在餘數為 0的問題情境下，小弘容易解讀為第一顆珠子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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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弘在餘數為 0 時，會有「0 下一個就是 1，所以就是第一個啊」的迷思概

念，因此會解讀餘數為 0是代表第一顆珠子的顏色而非最後一顆珠子的顏色。 

（三）從數字較小的問題情境能引導小弘覺察圖形序列與運算式間的關係 

經研究者於教學晤談中，引導小弘自數字較小的問題情境觀察圖形序列與運

算式間的連結，慢慢推論到數字較大的情境，小弘能發現商數即為循環的組數，

餘數則為顏色圖形的位置，進而能順利作答。 

二、建議 

（一）教學上的建議 

建議老師在教學時，可以參考多以引導學生觀察圖形序列與運算式之間的關

係進行教學，其中在餘數為 0的問題情境則可能需要多加討論，可以從數字較小

的問題情境開始，漸漸的依序推廣至數字較大的問題情境，並將算式逐一列出，

使學生能看到兩者間的規律。此外，可以多使用問答的方式進行教學，盡可能讓

學生說出其解題想法，並進行討論與驗證，在此過程學生能不斷思考自己的解題

活動，能讓學生監控自己的解題想法，或許可以避免學生僅會操作而無法說明解

釋之困境。 

（二）未來研究建議 

數形規律的問題情境廣泛且多元，受限於時間及人力等因素限制，無法將全

部的試題納入研究範圍，因此建議未來可以增加不同問題情境及不同樣式的數形

規律試題，以蒐集學生更多的解題想法進行探討；鑑於本研究為個案研究，無法

推論至全體六年級學生，因此亦建議未來可以增加研究對象的人數，由量化的角

度進行分析探討，或者比較不同地區的差異性，以擴大研究之推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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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f the learning outcomes of the Sixth Grade 
Students in the Patterns of number and shape   

Pei‐Feng Shih1    Kai‐Ju Hsieh2   
1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case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learning outcomes of the 

numerical and/or geometrical patterns of one  six grade  student,  John  (alias),  from 
one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s  of  the  Dongshi  District  of  Taichung  City. 
Self‐constructed  paper‐and‐pencil  test  regarding  problems  of  numerical  and 
geometrical patterns were used.  In addition,  teaching  interview were conduct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ing  and  clarify  any  misconception(s)  appeared  on  John’s 
paper‐and‐pencil  test  results and during  the  interviews. Furthermore, posttest was 
administered two weeks after the teaching interview.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John 
usually  mimicked  the  problem‐solving  steps  demonstrated  by  his  mathematics 
teacher without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each  step. While decided  the 
sequence of a pattern, John usually considered the remainder of 0 as the first color 
of the pattern  instead of the  last one. During the teaching  interview, the researcher 
were  able  to  introduce  the meanings  an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graphical 
sequence  problem  and  the  number  sentences  required  for  solving  these  types  of 
problems. After  the  teaching  interview,  John  can  successfully  solve  these  types of 
problems, which was shown from the posttest of his paper‐and‐pencil test. 

Key words: misconception, teaching interview, the numerical and/or geometrical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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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例設計影響學生提出猜想之研究	 	
周姝聿 1 林碧珍 2 

國立清華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1startmathelaine@gmail.com   

2linpj@mx.nthu.edu.tw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造例設計影響學生提出猜想之可能因素。本研究採用質性研

究法，觀察一位個案教師將臆測融入三年級及四年級的數學課堂教學。蒐集資料

包括錄影及錄音逐字稿、學生解題紀錄及會議紀錄。本文僅將焦點放在數學臆測

教學模式五個階段中的第二個階段「提出猜想」，研究結果發現，影響學生提出

猜想之因素有三個：第一個是「造例數據的設計要能整合、分類個人造例的數據，

聚焦數據間的關係」，若出現不合適的分類，會讓學生無法聚焦數據間的關係；

第二個是「彙整單要出現和教學目標相關的資訊」，才能讓學生容易看到關係，

提出和教學目標相關的猜想；第三個是「造例數據出現之規律要和意圖目標相關」，

當猜想和意圖目標有相關價值，可以增加教學目標，保留成為全班猜想，若出現

其他的數學性質或是關係，則需修正數據，以免影響教學目標。 

關鍵字：造例階段任務設計、提出猜想、數學臆測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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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建立科學知識的歷程是先從觀察已知的現象或事實、提出假設、到設計實驗

進行試驗， 後到結論的歷程，所以已知的現象是產生結論的墊腳石。科學知識

形成的過程也和數學知識形成的歷程一樣，Lakato 從數學家形成數學知識的過程，

解題者會先從已知訊息中觀察在數學教學中，臆測被重視的程度與日俱增，透過

數學情境來讓學生主動參與學習，是許多不同國家數學課程標準的目標。所謂臆

測是指個體在面對不確定的樣式或關係，能夠根據自身已知的知識和獲取的資料，

進行猜測、檢驗、相信或反駁的遞迴歷程(陳英娥、林福來，1998)。Cañadas、

Deulofeu、Figueiras、Reid  與  Yevdokimov(2007)認為並非所有任務都能啓動數學

臆測，教學者要知道什麼樣的問題可以引起臆測，通常對解題者來說是無法立即

找到解法的，而且解題過程必須搭建在學生先備知識上，個體才能獨立完成。 

林碧珍(2015)進而將數學臆測定義在數學課堂中，依據已知條件，由個別或

小組學生自己造出資料，再由個體觀察資料以尋求規律，提出猜想後由小組或全

班共同檢驗猜想的正確性，並用不同例子效化猜想，推論至一般化並證明，反覆

遞迴的動態歷程。 

當學生面對一個陌生問題時，必須分析給定的線索，試圖組織並找出規律性，

根據舊經驗提出合理的數學想法。接著檢驗猜想是否正確，在檢驗時涉及到證明

與反駁的過程，當反例出現時就必須回頭修正原猜想，若是檢驗結果證實為合理

的猜想，就能進一步一般化到所有的情形， 後再證明一般化。透過臆測能促進

學生思考、幫助學生概念澄清、建構新的數學知識。 

一、數學臆測任務設計與實踐 

臆測任務設計與實踐的流程依據林碧珍(2016)發展出來的臆測教學模式，分

成五個階段： 

(一)造例：在任務起始階段增加造例，能讓學生藉由參與而獲得深刻經驗，

而且低成就的學生也能參與，但只有個別造例的數據太少，不易

發現關係，彙整成小組例，可以觀察這些例子的共通數學關係。 

(二)提出猜想：學生從這些組織過的資料發現關係，提出個人猜想，透過小

組檢驗，培養說話要有憑有據。 

(三)效化：先檢驗猜想，並使用他組例效化猜想是否合理。 

(四)一般化：從有限例一般化到所有例子都成立。 

(五)證明：培養學生用演繹推理方式來取代舉出更多有限例當作證明。 

要實施數學臆測教學，教師首先要面臨的即是臆測任務的設計。Lin、Yang、

Lee、Tabach 與 Stylianides(2012)  提供四個設計原則，確保學生能夠有充分的機

會形成臆測，原則一是提供機會進行目標導向的「觀察」，有系統地觀察特定的

例子，透過實際上視覺化或是心智的表徵，激發產生猜想；原則二是提供機會來

形成有意義的「建構」，鼓勵學生提出猜想，再以猜想為根據提供修改和推論的

機會去建構新知識，並以這些建構的新知識，進一步形成新的猜想；原則三是透

過提供機會來進行先備知識的「轉換」，學生透過轉換給定的命題、公式、原理

等等，來產生猜想的機會，進而更瞭解其意義；原則四是透過提供機會來進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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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藉由觀察多個例子形成的猜想，可能只有看到表象或錯誤的，因此，透過

反思的過程，學生進一步去探索問題，改進他們的猜想。 

二、數學臆測任務造例階段之相關研究 

造例數據的設計，與教學目標關係密切，從林碧珍（2016）的書中發現，造

例設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起點，所以評估確認造例的難易度與調整數字個數與大

小，觀察數字關係的造例要能隱含多面向的關係。研究者進一步分析書中模組，

將造例數據開放程度分成「教學者設計數據讓學生造例」、「教學者設定造例規則

讓學生造例」、「教學者提供教具讓學生造例」三級，組間組內的數據設計方式分

成數據全同、部份數據相同、數據類型相關、數據全不同。 

研究者發現，在「數」的主題中，多數是屬於「教學者設計數據讓學生造例」，

顯示出「數」這個主題的數據需要經過設計，才能達到檢驗和效化的目的；在組

間和組內的數據大部份都會選擇固定部份數據，或是設計類型相關，能讓學生容

易觀察到規律，在課堂上還可以運用其他組資料，當作檢驗猜想或是效化猜想的

例子，所以小組與小組之間的數據 好能有部份相同，組內的數據選擇固定部份

數據，能讓學生容易觀察到規律。 

林碧珍(2015)從研究中發現，猜想階段可以提供機會讓學生觀察這些組織過

的資料來尋找規律，發現關係，提出個人暫時性猜想。學生個別造例是提出猜想

的重要依據，學生製造出什麼樣的例子，將會引導至提出什麼樣的猜想。從造例

到彙整成小組彙整單，可以提供學生提取先備知識的機會，又因為個人提出的猜

想可能有不正確的，或不是依據小組例所提出的猜想，因此也提供給學生檢驗猜

想是否正確的機會。 

林碧珍(2015)將學生的猜想分為三類，第一類為符合原來教學目標；第二類

為超出原來的教學目標；第三類為其他不完整或非相關的猜想。分析結果發現學

生提出猜想常常會超乎預期，而出現不是原來的意圖目標，但其重要性也和原來

的意圖目標一樣重要，所以都可以建構成為學生學習的新知識。 

本研究是一位體制外教師(本文第一作者)實施臆測教學在造例階段的任務設

計，本文資料是參考一位研究生 1(本文第一作者)的碩士論文，其中的部分研究

結果。所以本研究的待答問題為：在臆測任務的造例設計，對學生提出個人猜想

的影響為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周姝聿(2017)。一位體制外教師實施臆測教學在造例階段的任務設計之行動研

究。國立清華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情境 

研究場域是台北市一所數學補習班，本文第一作者是本研究的教學者姝姝老

師，一共設計了二個任務，每個任務執行二個梯次，第一個任務為「連續數 A」，

對象是三年級學生(第一梯次有 9 位學生，第二梯次有 6 位學生，上課分成 3 組

和 2 組)，第二個任務是「連續數 B」，對象是四年級的學生(第一梯次有 7 位學生，

第二梯次有 5 位學生，上課分成 2 組)，每一次的任務實踐都依循臆測教學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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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教學者姝姝老師已在林碧珍教授帶領的臆測研究團隊，當了一年的觀察員，

因為是初次設計臆測任務，且研究關注的焦點著重在造例階段的任務設計，因此

任務進行以造例和提出猜想兩個階段為主，在教學實踐後進行修正。     

二、研究資料蒐集與分析                 

以「數」為主題的數據需要經過設計，才能達成目的，因此本研究選定「連

續數」為主題，以「教學者設計數據讓學生造例」來著手設計。姝姝老師開始進

行教材分析及設定教學目標，進行任務設計。第一梯次任務實踐，立即進行修正，

在隔週實施第二梯次數學臆測教學。 

本研究設計「連續數 A」和「連續數 B」二個臆測任務，透過造例數據及工

作單的設計來「確認任務內容與結構的完備」及「建立適切教學目標」。本研究

蒐集的資料，包含錄影及錄音逐字稿、學生解題紀錄、教師的省思日誌及會議紀

錄，期望研究結果的分析更為客觀。 

由於篇幅限制，本研究僅描述臆測任務設計完成，學生在個別造例，彙整為

小組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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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個個人猜想，將學生的猜想單整理對照教學目標，藉此了解造例設計是否能夠

引出學生符合教學目標的猜想。為了方便分析學生猜想，研究者將學生的猜想分

成「符合教學目標」、「新目標」「非目標」、「其他」四類來分析，以「出現超出

原來教學目標的猜想」、「出現非相關的猜想」及「猜想沒有出現教學目標」來進

行修正教學目標、造例數據及調整工作單之行動歷程。在造例階段的任務設計及

實踐後的修正，並非本文的焦點，因此在研究結果一節中並未呈現相關結果。 

參、研究結果 

本研究將學生猜想分類後整理分析，是參考林碧珍(2015)在研究中分類並分

析學生猜想的模式，將學生猜想分成「符合教學目標」、「新目標」「非目標」、「其

他」四類，再針對猜想沒有出現的教學目標、猜想出現超出原來教學目標的猜想

及出現非相關的猜想去分析，作為修正任務的依據。 

一、造例數據的設計要能整合、分類個人造例的數據，聚焦數據間的關係 

造例數據要能發現與教學目標相關的數學關係的困境，在「連續數 B」的單

元，學生在分類時發現造例數據的設計不恰當，原先預計學生會分成連續整數、

連續奇數、連續偶數和連續差 3 的數四類，但是學生卻是根據「相差」分成 3

類（行 1541～1542），如果將連續偶數和奇數放成一類，姝姝老師擔心學生的猜

想會被影響，當下請學生再把這一類再細分類（行 1543）。此時學生的分類就沒

有數學關係，學生一直往表象觀察，所以出現這邊 後的數字有超過 100，這種

不算是分類的分類（行 1549、1550），所以只好請學生再觀察題目有沒有什麼規

律， 後總算有學生說出奇數和偶數（行 1554、1555）。 

1541.  我：所以你們根據什麼分類？   

1542.  S5：相差 

1543.  我：這一類（相差 1）有 3 個，這一類（相差 3）也有 3 個，但這一類（相差 2）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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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你們可以再觀察看看，有沒有辦法再細分類。 

 ………………………………………………………………………………………………… 

1549.  我：你們有細分類了嗎？分類的依據是什麼？  

1550.  S4：這邊 後的數字超過 100，另一邊沒有。 

1551.  我：所以你們只看一個數字嗎？根據題目觀察一下，有沒有什麼比較特別的。  

………………………………………………………………………………………………… 

1554.   S3：這些題目都是奇數，那些都是偶數。 

1555.  我：這樣分類比較有數學性質。                           

  （1070422 連 B 錄） 

  一般分類理由本來就只有根據一樣特性去分類，所以學生依據「相差」，本

來就是會分成三類，所以修正造例數據，不將連續奇數和連續偶數分開。將一組

的數據分成差 1、差 2、差 3，每一類 3 題，開頭都連續，組間數據部份相同，

修正之後，學生提出的猜想就有達成教學目標，如圖 1 和圖 2 所示。 

 

 

 

 

 

   
圖 1 小組 圖 2 S1 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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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彙整單要出現和教學目標相關的資訊 

在「連續數 A」第一梯次，有預定的教學目標在所有學生的猜想都沒有出現，

分析後判斷可能是因為小組彙整單缺乏可以讓學生觀察的資訊，決定在小組彙整

單增加上「串數」如圖 3 所示，讓學生多一個二維關係的觀察。結果在第二梯次

的課堂上，預定的教學目標就有出現，像 S5 就發現偶數顆只有一種串法，6 顆

分成 3 串，就可以從每包價格去找到每串價格，猜想如圖 4 所示。 

 

 

 

 

 

 

 

 

經過二個梯次都沒有出現的教學目標，判斷可能是因為資料不足，加上彙整

單上放的位置不連貫，看不到彼此的關係，因此決定增加一個布題，在彙整時會

多一個資訊。修改後的個人造例單(以奇數顆為例)，多了一個「只買一顆單價」，

修改如圖 5，小組彙整單修改，增加每串的串法記錄如圖 6 所示。 

 

 

 

 

 

 

 

 

 

 

 

分析學生的猜想是否符合教學目標，主要判斷教學目標是否恰當，還能藉由

分析猜想沒有出現預定的教學目標時，作為判斷造例數據及工作單是否恰當。 

三、造例數據出現之規律要和意圖目標相關 

當學生的猜想出現超出原教學目標的猜想時，教學者要判斷這些新的數學性

質或關係是否適合成為這個任務的目標，若是有價值，可以決定增加為新的教學

目標，若不適合，則將其歸類為非相關的猜想。 

(一) 猜想和意圖目標有相關價值 

圖 4  S5 猜

想單 

圖 3 彙整

圖 6 修改彙圖 5 修

像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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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觀察常常令人驚艷，在「連續數 B」的課堂中，S1 找到不同的數學關

係，提出了這個猜想，如圖 7 所示。原來學生只有文字說明，沒有加上例子，一

開始姝姝老師看不懂，所以讓學生 S1 解釋(行 1611)，接著姝姝老師再跟 S1 確認

是不是每一張彙整單都有這樣的關係(行 1612)，並要求學生將其他張都寫出來，

再用例子說明(行 1613、1614)。 

1611.      S1：就是 2 和 8 相差 6，8 和 18 相差 10，18 和 32 相差 14，然後 10 減 6 等於 4，14 減 

10 也等於 4，所以把上一排的相差加 4 就是下一排的相差。 

1612.  姝姝：那其他張也有這個規律嗎？ 

1613.      S1：也有，只是加的數字不一樣。 

1614.  姝姝：很棒的發現，那你把這個規律的意思用例子說明，其他張的規律也寫出來。                                       

(1070422 連 B 錄) 

因為這個關係和主題有關，又可以類推到一般化，所以決定增加為新的教學

目標。另外還有另一個猜想，如圖 8 所示，學生 S3 看到的規律是橫跨 4 張工作

單，因為可以讓學生知道觀察的方向，除了縱向觀察，還可以橫向觀察，因此決

定也增加為教學目標。 

 

 

 

 

 

 

 

(二)  猜想出現其他的數學性質或是關係 

「連續數 B」第一梯次因為數據類型有連續奇數和連續偶數，分類有出現奇

偶數，學生的觀察就會往奇偶數的方向走，產生出和奇偶數有關的猜想，但和教

學目標無關，因此數據類型有連續偶數和連續奇數不好，除了分類有困擾，而且

猜想就一直往奇偶數走，對教學目標沒有幫助(行 1575)。還有相差 1 和相差 3 的

數據設計，開頭都是連續的，但是連續奇數和連續偶數就只能跳 2(行 1576)，這

樣的造例設計會讓學生的猜想把差 1 和差 3 一起看，差 2 的一起看，造成出現非

相關的規律(行 1577)，還有考量每組人數少，題目又不能太少，至少要有 3 種類

型，每種類型 3 題(行 1578)，所以決定修正不要區分連續偶數和連續奇數了，只

要分成差 1、差 2、差 3(行 1579)。 

1575.  姝姝：我覺得數據有連續偶數和連續奇數不好，除了分類有困擾，而且猜想一直往奇偶數

走，對教學目標沒有幫助。要不要就擇一就好？可是第二梯次只有 5 個人，若 2

組的數據要一樣，那就不能一組連續奇數，一組連續偶數。 

圖 7 G1 猜想 圖 8 S3 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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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6.        A：而且相差 1 和相差 3 的數據設計，開頭是連續的，但是連續奇數和偶數就只能跳 2。 

1577.  姝姝：對啊！學生的猜想都會把差 1 和差 3 一起看，差 2 的一起看，這樣其實不對，它們

應該是一樣的規律，只是數據設計的關係。還有第二梯次只有 5 個人，一組只有 2

人和 3 人，如果一組還是 12 題，學生負擔太大，但如果題目太少，會看不到規律。 

1578.        D：至少要有 3 種類型，每種類型 3 題，2 個人的會辛苦一點，但是應該還好。 

1579.  姝姝：那我覺得就不要區分連續偶數和連續奇數了，只要分成差 1、差 2、差 3，這樣題

目的開頭就都可以是連續的。 

                    (20170422 會紀) 

在修正數據之後，第二梯次還是有出現 7 個非目標的猜想，仔細研究學生的

猜想，發現和目標無關的數學關係，只有 2 個是和奇偶數有關，因為造例數據在

相差 2 的地方，一定會出現全部奇數和全部偶數，所以學生的猜想有出現也是必

然的，但相較於第一梯次的數據設計，已明顯降低。至於另外 5 個非目標的猜想，

全部都是因為數據設計時，在同一個類型題目的開頭都差 1(行 1711)。於是思考

這樣的數據設計是否需要修正，因為設計的數據太有規律，所以試著讓數據不要

都差 1，將數據寫出來，發現不要連續可能比較合適(行 1714、1715)。 

1711.  姝姝：數據開頭都差 1，上面的數據都很有規律，結果學生看到的關係都跟目標無關。我

在想，如果數據不要都差 1，會不會比較好？這樣學生的觀察才會往相差的地方

走。 

…………………………………………………………………………………………………………… 

1714.        A：如果數據不要都差 1，會不會影響到有哪些目標出不來？ 

1715.  姝姝：沒有影響，我有試著寫出來看。因為我們的目標都是在相差，之前在連續數(一)的

數據，因為想要讓學生看到每多一個，總和就會多一個個數，但是這個主題，題目

反而不要連續比較合適。                                                                                                             

(1070429 會紀) 

肆、結論 

從個別造例到彙整出來的資料是學生提出猜想重要的依據，當然學生的猜想

也不全然都會走向教學目標。研究發現，影響學生提出猜想之因素有以下三個： 

第一個是「造例數據的設計要能整合、分類個人造例的數據，聚焦數據間的關係」，

若出現不合適的分類，會讓學生無法聚焦數據間的關係；第二個是「彙整單要出

現和教學目標相關的資訊」，才能讓學生容易看到關係，提出和教學目標相關的

猜想；第三個是「造例數據出現之規律要和意圖目標相關」，當學生的猜想出現

其他的數學性質或是關係時，要進一步判斷，如果是和意圖目標有相關的價值，

就會選擇增加教學目標，保留成為全班猜想；若是不適合的數學性質或是關係，

就將此猜想歸類為非相關猜想，評估是否需修正數據，以免影響教學目標。 

修正時需依據設計原則來評估教學目標的適切，再決定是要修改教學目標，

還是要調整數據或工作單的呈現。為了要發現造例數據設計不完善之處，在設計

時會將預定的數據全部寫出來，經由實際演練，如果有出現可能有干擾的數據，

可以選擇避免。另外造例的正確性也會影響學生的猜想，所以檢驗數據的方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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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任務設計必須注重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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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Case Designed which Influences Students 

Proposing Conjecture 

 

Shu‐Yuh Chou Pi‐Jen Lin 
National Institute of Mathematical and Physical Edu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possible factors of cases affecting students 

formulating conjectures. The subjects of the study were the third‐ and fourth‐grade 

students  in the cramming school. There were four types of the conjectures relevant 

to  the  instructional  objects.  The  result  found  that  four  factors  affected  students’ 

conjecture. The first is the variety and the amount of the data. The second is that the 

sequence of  the data arranged  in  the data  sheet. The  third  is  the data  sheet. The 

fourth  is the consistency of the data with the  intended  instructional objectives. The 

first  three  factors  affected  the  instructional  objectives  to  be  reached.  The  fourth 

factor  resulted  in  the  conjectures  related  to  mathematical  relationship  to  be 

formulated. 

 
Keywords:  cramming  school,    constructing  cases,    formulating  conjectures, 

mathematics conjecturing teaching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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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在數學臆測教學扮演協調者角色的教學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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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教育部（2014）提出「核心素養」作為教育的新理想。「素養」是一個健全

的個體能因應不同的生活情境所需具備的知識、態度、能力（蔡清田，2011）。

十二年國教領綱強調素養與八二年版關注的知識和九年一貫課程強調的能力，在

內涵上複雜許多，素養不像知識一樣一個活動即可達成一個教學目標，而是需要

透過多個活動長時間在課堂中培養。因此，即將在 108 年度開始實施的十二年國

教，若要將素養轉化到教材與課堂教學中，對師培機構及現場實務的教師將會帶

來極大的挑戰。現場教師急需了解課堂中培養學生素養的教學樣貌與教師需要扮

演的角色內涵。因此，本文的目的在於提供給教師了解實施素養導向的數學教學，

教師需要扮演的角色及其教學行為。 

猜測是日常生活中常有的經驗，當我們遇到不熟悉的問題，常會試圖透過舊

有經驗及觀察問題的特性來進行猜測並且推論。人類在建構知識時也是透過臆測

的過程來完成，例如，數學家在建立數學知識是透過臆測的歷程所產生的

（Lakatos ,1976）。在數學解題歷程中，臆測也是必要的解題活動。數學臆測得

到的假設或猜想，其真實性尚未確定，需要找證據加以證實，因此臆測活動需要

找證據支持或推翻，因而自然引動了論證，主張、資料、論據、背景知識、限制

和反駁都是論證的元素（Toulmin, 1958）。近幾年來，林碧珍的研究團隊在數學

課堂中探討臆測教學每個階段的教學規範，Lin（2017）提出了臆測教學模式的

五個階段，分別是：造例階段、提出猜想階段、效化階段、一般化階段及證明階

段，並說明臆測與論證如何相關。(1)造例階段讓學童個別創造例子並且彙整到

小組彙整單；(2)提出猜想階段學生觀察彙整單（資料），提出數學猜想（主張）；

(3)效化階段目的是將猜想用別組的例子（論據）進行效化；(4)一般化則是將效

化過的猜想大膽推論到所有例子都成立，討論猜想的前提適用範圍（限制）；(5)

證明階段學童運用已知的數學知識進行演繹推理(Lin, 2017)。 

臆測教學是經過教師有計劃地設計和執行，才能讓學生有系統地探究

（Richards, 1991）。因此，當實際進行臆測教學時，教師會是影響的關鍵因素，

然而有關於數學臆測教學的研究，較多主題在研究學生的論證表現（Lin & Tsai, 

2016；Lin＆Horng, 2017; Lin, 2018），較少探討關於教師在臆測教學中的角色

和功能，因此形成了本研究要探討的主題－臆測教學中教師的角色內涵。 

教師角色是一個廣泛且抽象的概念，在本研究中將教師角色聚焦於教師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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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教學行為。有關教師角色的研究雖多，但在數學論證的脈絡下卻較少。Chen、

Hand 與 Norton-Meier（2017）依據「活動擁有權」以及「想法擁有權」多寡兩

個維度區分為四個角色：主導者(Dispenser)，協調者(Moderator)、教練、參與

者(Participant)。主導者是活動與想法全由教師掌控，透過一問一答引導學生，

或直接透過講述告知。協調者是教師掌控活動，學生掌控想法。教師主掌活動的

進行，邀請學生進行比較分析、辨認立場，或整合全班的共識，想法是由學生來

提供。教練的角色是學生掌控活動，教師掌控想法。學生進行各自的討論活動，

老師從旁影響思考的方向，透過挑戰刺激學生想法，或引出學生將想法說得更清

楚。參與者的角色是學生掌控活動以及想法。教師與學生平等地交換意見，或給

予鼓勵。雖然 Chen 等人(2017)發展的分析架構是在科學教育的脈絡之下，但是，

該研究的背景也是以「論證」為主的課堂背景，與數學臆測中論證的本質有關連

性；另外，此架構中形成的四種鮮明的角色是此架構很大的特色，緣此，本研究

選擇此架構來探討本研究的研究問題：數學臆測教學下教師的角色內涵為何？由

於篇幅的限制，故本研究僅以協調者的角色為主題進行討論。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由於本文目的是要提供一個素養導向的數學課堂教師有

效扮演協調者角色的教學行為的範例，以利培養學生的數學論證。所以需要選擇

一位數學臆測的任務設計與教學實務能力有相當水準的熟練度的教師作為觀察

對象，該名教師教學年資 26 年，具數理教育碩士學位，將臆測教學融入課堂已

長達六年時間，是數學科技部研究計畫「國小在職教師設計數學臆測活動的專業

成長研究」（計畫編號 NSC 100-2511-S-134-006-MY3）成員之一，對臆測教學十分熟

稔。該班學生採常態編班，全班共 24 人，男生 12 人，女生 12 人，老師為每一

組做適當地組員調配，採每組 4 人的方式進行，全班共 6 組。 

本次蒐集資料的單元是六年級上學期第一單元質因數分解與短除法。臆測活

動總共進行 6堂課，共 243 分鐘。本研究是依照話語的意義來決定分析單位，言

論意即一段話語中只有一個想法或概念。當一連串的話語中，句子表達的意思不

同，則會計算成個別的分析單位，若每一句子的概念和目的不同，則將句子區分

成不同的單位。當表達連貫的語意時，會算成同一個單位，例如，「一個因數一

定會配另外一個因數，對不對？」和「可是完全平方數是有兩個數相同，所以只

會算幾個？」雖然是兩個問句，但是語意連貫、目的相同，兩句話都是為了說明

「完全平方數有兩個數相同」所以分析單位計數為同一個單位。 

 

本研究為了瞭解臆測教學五個階段教師的教學行為，而將 Chen 等人（2017）

的教師角色分析架構，擴展為三維度的分析架構，如圖 1，並發展編碼系統將教

學資料逐句依據需要進行編碼。本文僅呈現教師在進行臆測教學擔任協調者角色

的教學行為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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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臆測教學下教師角色分析研究架構圖 

將臆測階段、行為及角色別以符號做代表形成編碼表，第一碼為階段由造例

C、提猜想 F、效化 V、一般化 G 到證明 J；第二碼為角色：引導者 D、協調者

M、教練 C，參與者 P；第三碼為該角色中的行為號碼(1~3)。由於篇幅的限制，

本文僅呈現教師掌控活動所有權由學生掌控自己想法的調解角色進行分析探討。

有關行為編碼的標準簡述如下： 

M1 辨認：老師帶領討論時，徵求學生表示立場。 

M2 比較：是當老師帶領全班關注課堂內容的相似性及差異性，比較兩個以  

上的內容。 

M3 整合：是較師帶領全班統整想法，找尋其他想法化零為整。 

當分析單位確定後，將判別不同的教師行為，進行編碼和次數統計，六堂課

（共 246 分鐘）的教學原案分析，共統計出 1756 個言論。為提昇資料分析者的

信度，本研究採用三角校正法來檢核研究的信度，將錄影檔轉錄為逐字稿後，由

兩位評分者各自進行分析，再透過交互比對，單位擷取中評分者之間約有 10%

單位相異，經討論後達成共識，編碼相異的部份則經兩位評分者進行反覆討論，

直到達成共識為止。 

貳、研究結果 

 

臆測教學五個階段教師扮演的四種角色次數，從 1 表中發現，協調者是臆測

教學中教師在四個角色中扮演最少的一種角色，佔不到 10%。在這六節課臆測

教學活動中教師介入 475 次中有 44 次(9.3%)是擔任調節者的角色。在臆測教學

中教師擔任協調者主導驗證和效化猜想的臆測教學活動，但是尊重學生提出的數

學想法，最常發生在臆測教學五個階段中的提出猜想階段和效化階段。 

 
表 1：臆測教學五個階段教師扮演的四種角色次數表 

臆測教學階段  引導者      協調者  教練 參與者  總數 



ECDL 年第十一屆科技與數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數學教學工作坊論文集 
cÜÉvxxw|Çz Éy ECDL g{x XÄxäxÇà{ \ÇàxÜÇtà|ÉÇtÄ VÉÇyxÜxÇvx ÉÇ gxv{ÇÉÄÉzç tÇw `tà{xÅtà|vá Xwâvtà|ÉÇ tÇw jÉÜ~á{ÉÑ Éy `tà{xÅtà|vá gxtv{|Çz 

62 
 

造例  124(83.8%)  0(0.0%) 5(3.4%) 19(12.8%)  148 

提出猜想  139(35.8%)  35(9.0%) 89(22.9%) 125(32.2%)  388 

效化  373(51.2%)  71(9.7%) 102(14.0%) 183(25.1%)  729 

一般化  4(25.0%)  2(12.5%) 8(50%) 2(12.5%)  16 

證明  243(51.2%)  44(9.3%) 79(16.6%) 109(22.9%)  475 

 
一、 協調者的不同教學行為 

 
當更進一步分析協調者角色的教師介入時，表 2 資料顯示在 152 次介入的教

學行為中，在帶領全班討論時，有四成(M2)是在比較各組學生提出的猜想。 

 
表 2：臆測教學五個階段教師扮演協調者角色教學行為次數表 

    教學行為 

臆測教學階段 

協調者 

合計 辨認(M1) 
次數(%) 

比較(M2) 
次數(%) 

整合(M3) 
次數(%) 

造例 0(0.0%) 0(0.0%) 0(0.0%) 0(0.0%) 

提出猜想 3(2.0%) 27(17.8%) 5(3.3%) 35(23%) 

效化 30(19.7%) 21(13.8%) 20(13.1%) 71(47%) 

一般化 2(1.3%) 0(0.0%) 0(0.0%) 2(0%) 

證明 17(11.2%) 14(9.2%) 13(8.6%) 44(29%) 

合計 52(34%) 62(41%) 38(25%) 152 

 
(一)辨認 

教師在進行臆測教學時，辨認行為經常是在全班討論的過程中展現。辨認是

徵求學生給予立場，例如，當學生說明某個猜想之後，教師會詢問他組「同意或

不同意？」（行 77）「支持還是反駁？」（行 81），當學生給予立場時，就會考量

猜想是否正確或完美，並經常會進一步給予意見，例如，當學生認為 8 號提出的

猜想不夠完整，應該要將兩個數擴充成任意選三個數相乘也可以成立（行 86），

此時老師會依照學生的意思修改猜想，增加內容或刪除內容。  

61 8 號 ： 任意選兩數相乘，得到的積會是某數的因數。 
62 教師 ： 得到的積、會是...好。 

  

...

77 教師 ： 請問，同意嗎？ （學生點頭） 

78 教師  同意，好。都 OK？  
79 教師  好，有沒有人要表達自己想法？ 
81 教師 ： 這在你們的想法，在你們、你們是支持還是反駁？ 
82 教師 ： 有沒有在你們什麼地方不成立的？ 
83 教師 ： 好，謝謝浚翔 
84 教師 ： 有沒有在你們不成立的？ 
85 教師 ： 好，請問，已經這裡有講一個，任意選兩個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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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8 號 ： 三個數。 
87 教師 ： 三個數也可以嗎？ 
88 全班 ： 可以。                                    （1070910 錄） 

 
(二)比較 

臆測教學中教師的比較行為最主要功能之一是幫助學生能看到更豐富的數

學關係，進而產出更多的猜想，因此提出猜想階段特別需要教師進行比較行為。

例如當教師讓學生關注兩數和最大公因數的質因數分解之間，從不同欄之間找關

係，問道：「你覺得質因數跟這邊有什麼關係，這邊跟質因數有什麼關係，每一

個這邊跟這邊有什麼關係」（行 62） 

62 教師 ： 你覺得質因數跟這邊有什麼關係，這邊跟質因數有什麼關係，每

一個這邊跟這邊有什麼關係，有發現嗎？ 
63 25 號 ： 都有這個 
64 教師 ： 那叫什麼，  
65 教師 ： 這個咧？  
66 教師 ： 這個咧 
67 25 號 ： 他是質數 
68 教師 ： 所以呢 
69 6 號 ： 我好像又找到了 
70 教師 ： 好，你找到時麼，你說一下                 （1070907 錄） 

 
(三)整合 

整合行為在臆測教學中是重要的，從教學的角度，整合能提昇效化和證明的

效率；從學習的角度，能培養學生綜合、評鑑的高層次能力。在猜想的歸類時，

整合行為尤其重要，教師會邀請學生從多個相同的猜想之中選出一個最完整、最

具代表性的猜想。教師透過問話「我們用哪一個？把它這個合起來，好不好？」

邀請學生從兩個想法當中整合成全班代表的猜想。 

277 教師： 我們用哪一個？把它這個合起來，好不好？ 
278 教師： 這個合，我們怎麼合？把它、這個是出現， 

279 教師： 這邊用哪一個？用這一個。       （1070911 錄） 

 

 

 
二、不同階段的協調者的教學行為的差異 

協調者在每個階段都有不同的功能，教師會依照每個階段的性質和目的而調

整其行為之比重（如圖 2），以下將針對協調者比重較高的三個階段進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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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教師擔任協調者在臆測教學不同階段中行為比重統計圖 

 
(一)提出猜想階段 

提出猜想階段中，協調者最常進行的是比較行為，由於提出猜想階段最重要

的目的是讓學生觀察例子後提出猜想，猜想是臆測教學中最重要的素材，如果猜

想的數量和類型不夠多，則會影響臆測教學的廣度和深度，而教師在學生提出猜

想的過程中扮演協調者角色可以刺激學生產出更多猜想。例如當教師聚焦於數字

的共同點，問道「都沒有發現規律性？」「這些的質因數分解有沒有什麼關係？」，

老師在討論中介入學生的討論活動進行，但並沒有參入想法，而是透過問話幫助

學生產出自己的想法。 

265 教師 ： 來，他們的質因數分解都是怎麼，沒關係，盡量找，你盡量找，

來，他的這個跟他的，來，這 2 個數的質因數分解，這個跟這個

有沒有什麼規律性，有沒有什麼規律性？  

266 教師 ： 有沒有發現？都沒有發現規律性？  
267 教師 ： 來，看看，這些的質因數分解有沒有什麼關係？ 
268 學生 ： 都會有這個 
269 教師 ： 對啊，就可以寫啊，那還有...                 （1070907 錄） 

 
  (二)效化猜想階段 

效化階段協調者的三個主要行為分布比較平均，意味著辨認、比較和整合行

為在此階段的重要性相當。其原因可溯及效化階段中兩個重要的目的：(1)效化

猜想、(2)歸類相同的猜想，辨認、比較和整合的行為都有助於達成此兩個目的。

首先，在效化猜想時，教師會邀請每一組學生給予立場－支持或反對，老師經常

詢問「請問這個有成立嗎？」「你們同意嗎？」請學生辨認自己的立場； 

當進行猜想歸類時，教師則會請學生開始比較猜想之間的共同性，有共同性的內

容才能歸成一類，例如「好，有沒有同學有寫到這個想法？請拿出來。」（行 65）

即是教師邀請小組將相同的猜想提出來歸類。 

在同一類猜想中，為了推派出最具有代表性的猜想，則要進行同類猜想之間

的整合，像是老師問道：「這三個要用哪一個（作為代表）？」學生需要在猜想

中進行評鑑，找出最清楚的一個猜想作為代表。 



ECDL 年第十一屆科技與數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數學教學工作坊論文集 
cÜÉvxxw|Çz Éy ECDL g{x XÄxäxÇà{ \ÇàxÜÇtà|ÉÇtÄ VÉÇyxÜxÇvx ÉÇ gxv{ÇÉÄÉzç tÇw `tà{xÅtà|vá Xwâvtà|ÉÇ tÇw jÉÜ~á{ÉÑ Éy `tà{xÅtà|vá gxtv{|Çz 

65 
 

192 教師 這三個要用哪一個？ 
193 教師 這個、這個、這個？一、二、三哪一個？ 
194 學生 二。 
195 教師 二清楚。那可是你們覺得這個…        （1070911 錄） 

辨認、比較和整合在效化階段都各自有重要的功能，幫助效化階段的效果最大

化。 

 
（三）證明階段 

證明是臆測教學最後一個階段，全班要證明的猜想通常有數個甚至超過十個

（本次教學原案中有 12 個）若要一一證明，則會耗費許多時間，若教師適時擔

任協調者的角色有助於全班整理證明的脈絡： 

1. 找出獨立的猜想 

為了疏理證明的脈絡，教師會在證明的開始，先請學生從諸多猜想當中找到

比較特別的猜想，例如學生能很快地找出猜想四「奇數質因數分解後的數也是奇

數」和猜想五「完全平方數的因數是奇數個，但質因數分解是偶數個質因數相乘」

有別於其他猜想，因為其他猜想中並沒有提到奇偶數和完全平方數（行 381、行

387），學生能夠從猜想的前提條件或猜想的意義來篩出哪些想法無法融入其他猜

想。 
365 教師 ： 有沒有哪一些是比較特別的想法，是獨立的跟別人沒有關係的？ 

   ... 

379 學生  ４。 

380 教師 ： ４為什麼是自己獨立？ 
381 學生 ： 它在講奇數、它在講奇數分解。 

在許多複雜的數學關係中整理出脈絡是一件困難的事，尤其對國小學生來說，

然而，先找出最特別的想法對學生來說是比較容易進行的。此外，對於教師來說，

找出獨立的想法還能使接下來的整合活動更容易聚焦，不會被無相關的猜想影響。

因此找出獨立的想法當做整合全班猜想的第一步是合適的。 

2. 比較共同點後分類 

找出特別的猜想之後，剩餘的想法就沒有很明顯的內容來讓學生一眼辨識出

來，此時教師經常透過分類的方式來整合，也就是尋找想法之間相似之處，如教

師提問「好！那你們覺得哪一個地方，那感覺你們不覺得這兩個很像？」（1070914

錄－行 105），預期學生發現猜想三「兩數有倍數或因數關係，最大公因數是小

的數，最小公倍數是大的數」與猜想二「兩數有倍數關係，他們的質因數分解會

有相同的數相乘」，有共同的前提，因此有機會能夠合併成一個猜想，透過整合，

在證明時就不用證明兩次相同的內容，能夠提昇證明過程的效率。 

3. 整理類別之間的包含關係 

許多猜想之間具有包含關係，意思是當證明了其中一個，另外一個想法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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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成立。證明之前找出具有從屬關係的猜想能幫助課堂節省許多證明的時間。

例如教師提問「哪一個範圍比較大？哪一個範圍比較小？」讓學生察覺猜想 3、

6、7 之間的包含關係。 

499 教師 ： ３跟６它們，跟３跟６跟７的差別在於什麼地方？ 

500 教師 ： 哪一個範圍比較大？哪一個範圍比較小？ 

513 教師 ： 啊！所以代表什麼意思？ 
514 教師 ： 如果這邊成立了。 
515 學生 ： 那個也成立啦！ 
516 教師 ： 那這樣子，這個也可以嗎？ 
517 學生 ： 對！                                    （1070914 錄） 

  

綜合以上探討的三個臆測教學階段，教師擔任協調者的角色會依照不同階段

的性質及目的，進而調整其主要的行為，有關本文所探討的三個階段中協調者行

為及行為目的的內容整理如表 2： 

表 2 教師在臆測教學不同階段中擔任協調者角色的主要行為及行為目的表 
階段 主要行為 行為目的 

提出猜想階段 比較 刺激學生產出猜想 

效化階段 

辨認 邀請學生提出立場 

比較 促使學生歸類猜想 

整合 協助學生找到具代表性的猜想 

證明階段 
比較 使學生找出獨立的猜想、分類猜想 

整合 協助全班整理猜想間的包含關係 

 

參、結論 

臆測教學中教師會在重要的時刻扮演協調者，幫助臆測活動的效果達到最大。

臆測教學中重要的時刻例如當學生提猜想遇困難時，協調者能透過比較促進學生

觀察到更多的數學關係，進而提出更豐富的猜想；效化階段協調者促使學生辨識

支持或反對的立場。當猜想要做歸類時，協調者透過整合與比較的行為，能有助

於學生發現猜想的共同處，完成猜想的歸類；證明階段時，全班欲證明的猜想數

量繁多，協調者主導討論活動，讓學生提供比較、整合的意見，有助於整理出證

明的脈絡，增加證明的效率。綜上，臆測教學過程中教師擔任協調者的比重雖然

不高，但在重要時刻卻是不可或缺的角色，能提昇數學臆測教學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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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teachers in the classroom of 

mathematical literacy orientation. The case teacher of this study has been conducting 

mathematically conjecturing in her classroom for six years. The data collection in the 

study mainly consisted of the transcripts of videos of teaching and students’ 

worksheet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eacher roles was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Chen, Hand and Norton-Meier (2017). The finding of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connotation of the moderator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teacher's teaching is different. 

Different behavioral adjustments help to maximize the effectiveness of 

mathematically conjecturing activities. For example, in the stage of formulating 

conjectures, the moderator can promote students to observe more mathematical 

relationships; In the stage of validating the conjectures, moderator helps to classify the 

conjecture; In the stage of justifying, moderator helps the student to clarify the 

inclusion relationship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proof. 
 
 
Key words: Mathematical  Literacy, Mathematically Conjecturing Activities,  Teacher 
Roles, Argu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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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選擇參與兩岸「素養導向論證與推理課堂教學相遇」

論壇中的二位新竹教師與二位浙江教師為研究對象，四堂課四個教學主題，分析

兩岸教師於學生形成論證時，給予的教師問話支持性行為有何差異。研究結果發

現，兩岸教師所選用的支持性行為受到教學方法與主題所影響，但兩岸教師在支

持學生形成論證時，皆是以教師問話為主，顯示在強調論證的課室中，教師注重

學生自發性的產出，並且在教師問話類別使用中，重視學生想法的表達，而非單

純的是非問答，是支持學生思考的表現。 

關鍵字：兩岸、數學論證、教師支持性行為 

壹、緒論 

    兩岸的數學課程改革中，皆強調了推理與論證的重要。臺灣的十二年國教數

學領綱中，將「培養學生的好奇心與觀察規律、演算、抽象、推論、溝通和數學

表達的各項能力」為課程目標之一(教育部，2016)，同樣的大陸的數學課程標準

中也強調數學教學活動應該引發學生的數學思考，鼓勵學生創造性的思維，透過

認真聽講、積極思考、動手實踐、自主探索、合作交流等學習數學的重要方式，

對數學知識進行觀察、實驗、猜測、計算、推理及驗證(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2011)。兩岸教師，雖然同在注重數學論證的政策背景下，在使用不同的數學課

程下兩岸教師如何在數學課堂中詮釋推理與論證，是兩岸可以互相交流學習的。 

教師是培養學生論證能力的推手，其在課室中的行為是重要的。發展學生論

證的教學策略是落實兩岸課程於數學課堂中的首要課題，也顯得教師在數學課堂

中，用來支持學生的論證行為是更為迫切的研究議題。在 107 年五月間清華大學

主辦之兩岸「素養導向論證與推理課堂教學相遇」學術交流論壇，邀請了浙江省

兩位高級教師與臺灣的臆測教學研究團隊兩位教師進行同課異構的數學課堂教

學，因此，本研究藉由藉由此機會蒐集資料比較分析浙江與新竹教師之數學教學，

以深入了解兩岸教師對於學生形成數學論證的支持性行為有何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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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Conner et al.(2014)將支持性行為定義為教師所採取之任何能夠引出或對

論證元素做出反應的行為。他們提出了三個支持性行為的面向： (1)直接提供論

證元素：教師不經學生討論或論述，直接將任一個論證元素提供出來，幫助學生

形成論證。(2)教師問話：教師使用哪些問題或問話，幫助了學生形成數學論證。

Conner et al.根據教師所提出的問話目的，與要求學生所回饋的訊息，將教師的

問話分為五種類別。(3)其他支持性行為：非透過直接提供論證元素，也非問話，

而是經其他口頭或是肢體上的行為，幫助學生形成論證，皆屬之。 

參、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在清華大學主辦之兩岸「素養導向論證與推理課堂教

學相遇」學術交流論壇為情境下進行研究，探討二位浙江與二位新竹教師在數學

課堂中，對於學生形成數學論證時的教師問話支持性行為。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包含四位，Ta 是三年級教師，以臆測活動融入數學教學已

有 6 年的經驗，教學單元為「面積與周長的關係」；Tb 是五年級教師，以臆測活

動融入數學教學已有 6 年的經驗，教學單元為「線對稱圖形」。Tc 為浙江省新思

維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中學高級教師，進行三年級的「等量代換」。Td 為浙

江省永嘉縣教師發展中心小學部副部長，進行五年級的推理教學「阿維森納藥

盒」。 

本研究的資料主要包含四節課的教學影帶，以及教學後的議課討論會錄音帶。

依據本研究目的，將分析單位定為「單一論證」，意即一段討論過程中，只包含

單一個論證，以及其論證所包含之元素。本研究以 Conner et al.(2014)的論證結構

為基礎分析課堂師生對話內容，繪製出論證結構圖，接著再以 Conner et al.的教

師對於學生形成論證的支持性行之教師問話面向為分析架構(如圖 1)，分析論證

結構圖所呈現之教師問話面向的支持性行為，並探討浙江與新竹教師之教師問話

支持性行為的差異。 

  

 

 

 

 

 

 
圖 1 教師問話面向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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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一、支持性行為之教師問話面向兩岸教師使用情形 

(一)兩岸教師教師問話面向類別 

如圖 2 所示，為新竹與浙江四位教師教師問話面向中，五類別的使用百分比。 

 

 

 

 

 

 

 

 

 

 

 

 

 

 

 (二)請求事實答案類別 

    在請求事實答案類別裡，兩岸教師的行為使用百分比如表 1 所示。 

 

「識別」編碼為教師要求學生識別圖形或算式之關係或特徵，Tc 教師該編

碼語錄如下所示： 

108   Tc：我關注到有兩三個同學都用了一個詞叫連接，連接，你們的意思是說看得 

不是單一的圖，是這個意思嗎？同學們看一看，他這幅圖，這是一個桃子 

等於兩個蘋果，一個桃子等於兩個蘋果，是上面這一幅圖看到的嗎？  

109   S：不是。 

110   Tc：不是，他怎麼看到的？剛才有人說他用了兩個圖的連接，哪兩個圖？你能

  Ta        Tb          Tc          Td 

計算(%)        9.3        1.7          0           0 

識別(%)        3.9         7          7.7         4.2 

提取先前結果(%)        6.3        6.1         1.5         4.2 

提取回憶(%)         0         3.5          0           0 

術語(%)         0         2.6         3.1          0 

圖 2 兩岸教師教師問話面向類別使用百分比長

條圖 

表 1 兩岸教師請求事實答案類別編碼使用百分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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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找哪兩個圖的連接？怎麼就能看出他來？你說。   

111   S：第二張跟第四張，因為 1顆桃子等於 6顆草莓，兩顆蘋果也等於 6顆草莓，

所以兩顆蘋果等於 1顆桃子。 

112   Tc：好像有人懂了，那好像不是所有人都懂，來小組同學互相說一說，怎麼看

出來的。   

       (1070531-等量代換-Tc 錄) 

    在形成「天秤兩邊重量相等時，能透過「換」和「折半」來找到新的重量關

係」此一論證的過程中，Tc 教師透過問話「不是，他怎麼看到的？剛才有人說

他用了兩個圖的連接，哪兩個圖？你能找一找哪兩個圖的連接？怎麼就能看出他

來？」(行 110)來要求學生識別出天秤上物品的重量關係。 

    「術語」編碼則是要求學生對關係或特徵產出數學上的用語，Tb 教師該編

碼語錄如下所示：  

189  Tb：可以亂剪嗎？   

190   S：要對折。 

191  Tb：所以你們發現只要對折，不管你怎麼剪，一定是什麼？全等圖形，線對稱 

         圖形，那這個已經是一個線對稱圖形了對不對，那你把它對折，他們對折 

         之後，你從這邊把它剪掉，還會是一個線對稱圖形對不對，那線對稱圖形 

         的話，這個跟這個一定會是什麼圖形？   

         192   S：全等。 

                                                          (1070601-線對稱圖形-Tb 錄) 

    此編碼出現在學生證明對線對稱圖形「線對稱圖形中，對稱點連線被對稱軸

平分，每組對稱點到對稱軸距離相等」此一主張時，在學生對折線對稱圖形後，

要求其產出數學上的術語(行 191)，也就是使學生講出「全等圖形」(行 192)，促

使下一步的證明 

(三)請求想法類別 

     在請求想法類別裡，兩岸教師的行為使用百分比如表 2 所示。 

 

     「比較」編碼為要求學生比較想法間的差異，Tb 教師該編碼語錄如下所

示： 

34  Tb：好這個記得嗎？ 好那這個寫得也是，我們後來修得很多，我們把它變成是 

        這樣子，好這個是不是我們昨天討論出來的六個，我們的小組想法。好現在 

        老師想要請問你們，這六個想法講的關係，或是我們發現數學想法，都是一 

        樣的嗎？ 

  Ta        Tb          Tc          Td 

比較(%)        13.3       6.1         6.1          0 

臆測(%)         0         1.7         1.7          2 

建構結果(%)         7         3.5         3.5         8.4 

表 2 兩岸教師請求想法類別編碼使用百分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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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S：不一樣。 

36  Tb：好來我們先分類一下好不好，好你們有沒有覺得如果要分類，你們會把誰跟 

        誰放一類，誰跟誰放一類，好來請舉手，你覺得哪些，或是哪一些比較特別 

       的，我可以先把它移開。好來同學請說。你可以上來講上來拿，你覺得哪些 

       是，好你要先拿過來，這個是講對稱點連線跟誰的關係？對稱軸，好那還有  

       誰？這一個，好，這一個你把它放在同一類，為什麼？   

37  S：因為都是講對稱點連線和對稱軸。 

38  Tb：好那一邊，好謝謝同學。還有沒有同學要把什麼跟誰放在一類的，都沒有？ 

        好來同學請說。你要，好來拿，你把誰跟誰放同一類？這一個，好。  

39  S：那就直接分兩類就好了啊。 

                                                         (1070601-線對稱圖形-Tb 錄) 

    Tb 教師要求學生對產出的全班猜想進行比較(行 34、行 36、行 38)，接著進

行分類，做為下一步判別是否需要證明的前置作業。 

(四)請求方法類別 

     在請求方法類別裡，兩岸教師的行為使用百分比如表 3 所示。 

 

   「展示解法」編碼為要求學生展示他們對於問題的解決方式，而「描述解法」

編碼則是要求學生針對自身解決方法做解釋。 Td 教師此兩編碼語錄如下所示： 

188   Td：有小組願意分享他們的思考過程嗎？我們是不是可以把手放下來，來沒有 

          完成，一定沒有問題的，我們的數學就是沒思考過的沒完成，跟沒思考過 

          是完全不一樣的，我們重要的看看人家是怎麼想的，就他是怎麼想的，來 

          我們把手中的筆放下來，把目光聚焦在，你要貼黑板上還是放在這個地

方？ 

          放這個地方也可以。好有點慢，你願意指著這個講嗎？不然你到這給大家 

                    講，來。 

                                                       (1070601-阿維森納藥盒-Td 錄) 

    Td 教師透過問話「有小組願意分享他們的思考過程嗎？」(行 188)，來要求

學生描述他們的推理、解決問題的歷程，且問話「你要貼黑板上還是這個地方？」

(行 188)是用來要求學生展示其思考歷程，但最終學生選擇直接使用投影幕來講

解。 

 (五)要求詳述類別 

     在要求詳述類

別裡，兩岸教師的行

為使用百分比如表 4

  Ta        Tb          Tc          Td 

展示解法(%)         1.6       1.7         0           2 

描述解法(%)         3.9       2.6         0           8.4 
表 3 兩岸教師請求方法類別編碼使用百分比表 

表 4 兩岸教師要求詳述類別編碼使用百分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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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解釋」編碼為教師要求學生解釋想法、命題或圖示。Ta 教師該編碼語錄

如下所示： 

170    S：老師可是他們又沒有說是一個正方形的周長越長，然後面積就越大。一個  

          正方形的面積越長，一個。   

171    S：他不是用一個的周長。 

172    Ta：他不是用一個的周長，怎麼說？   

173    S：他沒有說是不是這個的周長越來越大，這個面積就越來越大，就是他沒有 

          說…… 

174    Ta：來你面對大家說，你跟大家說。   

175    S：他沒有說他是用自己來比，只要周長越長，這個面積就會越大，還是說用 

          兩個正方形來比。 

                                                      (1070531-面積與周長關係-Ta 錄) 

    Ta 教師在請學生比較猜想間的異同時，透過問話「怎麼說？」與要求「來

你面對大家說，你跟大家說。」來促使學生解釋他們的理念(行 172、行 174)，

也就是解釋從學生的角度理解猜想的相異或相同。 

    「詮釋」編碼則是要求學生以數學性的解釋來解釋命題、圖示或關係。Tb

教師該編碼的使用，是要求學生用數學上的知識來解釋線對證圖形的性質，以達

到證明。語錄如下所示。 

201   Tb：它本身就是一個什麼？線對稱圖形對不對，那在線對稱圖形的時候，你可 

          以利用全等，找到他的什麼邊？   

202   S：對應邊。 

203   Tb：好，找到他的對應邊，就會怎麼樣？全等，對應邊就相等對不對，相等就 

          代表什麼意思，這一段跟這一段一樣長代表什麼意思？  

204   S：就剛好這一條會把這兩個平分。 

205   Tb：懂意思嗎？那這邊跟這邊會一樣長，也是把它怎麼樣？平分。   

(1070601-線對稱圖形-Tb 錄) 

    Tb 教師問話「全等對應邊就相等對不對，相等就代表什麼意思，這一段跟

這一段一樣長代表什麼意思？」(行 203)，來促使學生用數學上的詮釋「就剛好

這一條會把這兩個平分。」來詮釋，以達成對稱軸會平分對稱點連線之證明。 

 (六)請求評估類別 

     在請求評估類別

  Ta        Tb          Tc          Td 

解釋(%)         9.3      12.2        23.1        14.6 

詮釋(%)         2.4        7          3.1          0 

辯證(%)         2.4       4.3         4.6          2 

表 5 兩岸教師請求評估類別編碼使用百分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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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兩岸教師的行為使用百分比如表 5 所示。 

 

    「共識」編碼目的在於確認全班是否同意某一數學想法。Ta 教師該編碼語

錄如下所示： 

94    Ta：只是一個在講小，一個在講大，然後一個先說面積，再說周長，一個是先 

          說周長，再說面積，那我要請問一下，這兩個關係可以這樣過來，又可以 

          這樣過去嗎？先問大家同不同意。大跟小沒有問題了對不對？   

95    S：對。 

96    Ta：那我現在就要問，我的周長長面積大，跟我的面積大，周長小，欸面積大， 

          周長大，這兩個關係可以這樣過去，也這樣過來嗎？   

97    S：可以阿。 

98    Ta：可以，你們都同意？都同意？好如果都同意的話，那這兩個可不可以當作 

         同一個想法？   

99    S：可以。 

                                          (1070531-面積與周長關係-Ta 錄) 

    Ta 教師在彙整時，詢問了學生是否同意該猜想的表達與敘寫：「先問大家同

不同意。大跟小沒有問題了對不對？」(行 94)，接著，再詢問了是否同意兩個想

法所表達之意涵為類似：「可以，你們都同意？都同意？好如果都同意的話，那

這兩個可不可以當作同一個想法？」(行 98)，最後進行整併，形成全班主張。 

   「重新考慮」則出現在學生出現錯誤或不足的陳述時，教師透過問話來協助

學生修正之時，而 Tc 教師「重新考慮」編碼使用語錄如下所示。 

69   Tc：那一個菠蘿加上兩個蘋果和三個桃子之間，有關係嗎？什麼樣的關係呢？ 

70   S：就是蘋果加鳳梨的總重等於 3顆桃子的總重。 

71   S：加起來都是三。 

72   Tc：這什麼意思？   

73   S：他說的應該是兩顆蘋果加 1個菠蘿等於 3個東西，三個水果，然後旁邊三個 

        桃子也是三個水果。 

74   Tc：首先如果我們說一個菠蘿加兩個蘋果等於 3個桃子，是這樣嗎？是，但是 

         剛才他說都是三，他說的都是三是什麼意思呢？   

75   S：他的意思是兩邊物品的數量都一樣。 

76   Tc：你們覺得數量一樣就平衡嗎？   

77   S：不一定。 

78   Tc：但在這個天秤上有點特別，是吧，他剛好都是三，剛好平衡，後面就不知 

         道了。好現在像螢幕上這樣，我就叫做，看著這個天秤找到了一種關係，

  Ta        Tb          Tc          Td 

共識(%)        10.9       3.5         4.6         4.2 

重新考慮(%)         3.9       0.8         3.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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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種關係是什麼關係呢？   

79   S：等於。 

       (1070531-等量代換-Tc 錄) 

    在 Tc 教師與學生討論天秤平衡的原因時，學生誤將平衡的原因認為是因為

兩邊物品數量相同：「加起來都是三。」(行 71)，而 Tc 教師使用問話「你們覺得

數量一樣就平衡嗎？」(行 76)，促使學生重新考慮其陳述的正確性，使其瞭解天

秤平衡乃是因為重量相等，而非數量。 

二、支持性行為之問話面向兩岸教師使用之異同 

(一)兩岸教師問話面向類別使用之異同 

    由統計兩岸教師在課堂中使用的教師問話面向類別百分比長條圖可發現，兩

岸皆是以教師問話作為主要的支持性行為，顯示其重視學生透過引導而自發性的

產出，期望由學生之口，講出屬於他們的論證。兩岸幾乎使用最多的類別是「要

求詳述」，顯示了論證形成的過程中，教師重視學生想法的闡述，不論是解釋想

法，詮釋意義，抑或是辯證對錯上，皆是支持學生思考的表現。而幾乎皆使用少

的是「請求方法」，原因為兩岸教師在討論每個學生解題時，皆花了不少的時間，

重視每個解題背後的想法與學生對於方法的理解，故在一堂課的時間內，請求方

法類別使用得少。「請求事實答案」類別則是新竹教師使用得多，浙江教師使用

得少，原因為新竹教師採臆測教學法，每個階段皆是環環相扣，而浙江教師之教

學只有一節課，沒有前幾堂課的鋪陳，故無法提取先前教學成果，且教學主題上

的差異，新竹教師為幾何、計算相關，浙江教師則是自編與看等式關係，在此類

別的使用上也會造成差距。 

 (二)請求事實答案類別使用之異同 

    兩岸差異最為顯著的即是「計算」編碼，因浙江教師教學主題不涉及運算，

故皆無使用到。「提取先前結果」編碼上也產生歧異，新竹教師採臆測教學法，

重視每個階段課堂的連續性，且在此堂課之前已進行了前幾階段，在提取回憶上，

不只有先前課堂結果可提，也有該堂課中結果可提，但浙江教師只上了一堂課，

教材內容皆須在一堂課之中完成，沒有承先，所以只有該堂課中之結果能提，因

而使用上會少些。 

 (三)教師請求想法類別使用之異同 

    因教學方法的差異，造成浙江與新竹教師在「比較」編碼上的不同，臆測教

學法注重學生比對不同猜想間的異同，以整併或增修，故在使用上會較高。而在

「建構結果」編碼上，不論教法方法與主題，皆需要達成該堂課的教學目標，故

在要求建構出該課堂最終的論證結果的使用上，雖在使用百分比上有差異，但是

由於課堂目標不同與學生回答狀況不同所致，其建構結果之問話目的仍相一致。 

 (四)教師請求方法類別使用之異同 

    四位教師中，最特別的即為 Tc 教師，在其課堂中皆未使用到此二編碼之原

因為，Tc 教師是直接挑選學生學習單展示，且直接由教師來宣布其想法，並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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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此二編碼的意義範疇內。撇除 Tc 教師較為特殊的情況，新竹與浙江教師在

「展示解法」編碼上差異不大，唯「描述解法」，Td 教師使用較多次，是因為 Td

教師之教材為自編，注重學生在閱讀故事後產出的解決方法，所以在要求了許多

不同的學生描述他們的解法，最終產出合理之方式。 

 (五)要求詳述類別使用之異同 

    綜觀兩岸教師此類別編碼的使用情形，能發現四位教師在「解釋」編碼的使

用上皆是最高，顯示了即使教學主題與教學方法不同，但在同是重視論證發展的

課堂中，教師皆是重視學生想法的表達與闡述，目的皆在於使其想法能夠成為論

證元素，進一步形成論證。 

 

 (六)請求評估類別使用之異同 

    兩岸教師除了 Ta 教師因為臆測教學階段的需要，「共識」編碼使用百分比較

高外，其餘三位教師並無顯著差異，而在「重新考慮」編碼使用百分比上，皆是

呈現兩岸一位教師多，一位教師少的情況，似乎是受授課當天學生狀況所致，使

用較低之教師，是因學生能在錯誤較少的狀況下達到老師預期，而使用較多之教

師則相反。 

伍、結論 

    從研究者蒐集的兩岸四位老師四堂課中，教師以教師問話來支持學生形成數

學論證下，有以下幾點結論： 

(一)兩岸教師皆主要透過教師問話支持學生 

    在三面向中，兩岸教師都是以教師問話做主要的支持性行為，顯示教師重視

與學生在問答的過程中，逐步引導並建立、形成與教學目標相符之論證。 

(二)兩岸教師皆注重學生想法的闡述 

    在教師問話面向中，兩岸教師在尋求學生闡述想法以及發表作法的類別中，

皆有最高的使用度，顯示了兩岸教師使用問話不單純只是要求學生回答是、非和

對、錯等簡單的問題，而是重視學生自身思考的表達，目的在於以學生的理解，

建立數學該課堂的論證。 

(三)教學方法相異會使教師著重不同的支持行為 

    兩岸教師使用的教學方法相異，新竹教師採用臆測教學法，不同的階段有著

不同的鋪陳以及強調的面向，而相較於此，浙江教師則不受到教學教段的限制，

因此，兩岸教師會因教學法不同而有著不同的教師問話行為，目的在於達成不同

階段的目標。 

(四)教學主題相異會使教師著重不同的支持行為 

    新竹教師由課綱的學習內容出發，將臆測融入數學教學中，而浙江教師採

自編教材，因此因為教學主題的差異，使的課堂中，教師偏重的教師問話之類

別會造成歧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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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inchu and Zhejiang Mathematics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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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s the case study method and chooses two Hsinchu teachers and two Zhejiang 

teachers who participate in the forum of "Cultivation of Qualification Orientation and Reasoning 

Classroom Teach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alyzing the differences of asking-questions behaviors 

between the Hsinchu and Zhejiang teachers in forming a mathematical argument for the student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supportive behaviors chosen by the teachers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are 

influenced by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mes. However, when the teachers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support the students to form argumentations, they are mainly based on asking questions, which are 

shown in the classrooms that emphasize argumentation. Sexual output, and in the use of teacher 

question categories, pay attention to the expression of students' ideas, rather than purely question and 

answer, is to support students' thinking. 

Key words: China and Taiwan, mathematical argumentation, teacher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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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師數學教學專業發展 

－以國小數學接力聯合教學為例 

 
謝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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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近年來專業學習社群取代傳統專業發展的操作模式，透過同儕學習的方式提

升教師教學知能。本研究透過訪談二位現職教師，探討苗栗縣某國小以接力聯合

教學方式為專業學習社群活動主軸，參與教師對於活動方式的看法，及活動對於

教師教學信念的影響與改變。研究結果顯示接力聯合教學雖然對參與教師造成壓

力，但除了提升教師教學知能，改變教師備課思維外，學生亦可從中受惠。 

 
關鍵字：國小數學、專業學習社群、接力聯合教學 

 

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有效的教師專業發展影響學生，若教育工作者參與關於教學者足以應付學生

主要學習挑戰的有效教學知能專業發展時，學生的學習和成就會提升(Mizell, 

2010)。Desimone  (2009)提出關於專業發展關鍵特徵，教師知識和信念，課堂實

踐和學生表現之間的互動、非遞歸關係的模型(如圖一)，認為教師專業發展的流

程可能為：(1)教師經歷有效的專業發展，(2)專業發展提升教師的知識或技能，

或改變教師的態度或信念，(3)教師利用所學的知識和技能，或改變後的態度和

信念，來改善教學內容或教學方法，及(4)教學改變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圖 1  有效專業發展對師生影響之概念架構(Desimone, 2009) 

 
由於專業發展典範轉變(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aradigm  shift)，從個人專

業發展模式轉變成團隊合作模式，強調有效的教師專業發展須使同校同儕進行持

續且實質的合作。近年來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藉由

同一教學場域中的教師進行同儕合作式學習(collaborative  learning)，以增加教師

核心特徵： 

 聚焦內容 

 積極學習 

 連貫性 

 持續時間 

 集體參與 

提升教師 

知識/技能；

改變態度和

信念

改變教學 
改善 

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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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識與教學技能，及提升學生數學學習成效，成為教師專業發展的方式之一

(Darling‐Hammond, Hyler, & Gardner, 2017; Desimone, 2009; DuFour, DuFour, Eaker, 
Many, & Mattos, 2016)。 

第二期科學教育培龍計畫中，以數學教學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為核心理念，投入數學教學的支持資源，帶動國小教師同儕樂於

分享學習數學教學專業成長氛圍。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於國小課室中，透過教學接力模式，現職教師教學演示與數

學教育師資培育者之臨床教學對於現職教師數學教學的改變及教師專業成長的

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有效教學 

Shellard 與 Moyer  (2002)指出有效的數學課程提供高品量的數學教學，其中

須關注三個重要領域，分別是(1)促進概念理解的教學(teaching  for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發展學童的程序流暢性(developing children's procedural fluency)、

透過有意義的問題探索提升問題解決策略能力(promoting  strategic  competence 

through meaningful problem‐solving  investigations)。Creemers與 Kyriakides (2013)

認為有效教學須注意課程方向、課程結構、教師提問、教學建模、應用、課堂學

習環境、管理時間與評量等 8個面向。 

美國數學教師學會(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NCTM], 2014)

的《Principle to Action》一書中提出有效數學教學的 8個要素：(1)建立數學教學

目標以便聚焦學習重點；(2)執行可促進推理和解決問題的課題；(3)運用及連接

數學表徵；(4)促進有意義的數學對話；(5)提出有目的的問題；(6)從概念理解中

建立程序流暢性；(7)支持學習數學的有產出的奮鬥(productive struggle)；以及(8)

引出和使用學生思維的證據。 

 
二、有效專業發展(Effectiv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有效專業發展，為結構化的專業學習，其結果為改變教師教學實踐和改善學

生學習成果(Mizell,  2010)。Mizell 認為有效的專業發展能使教育者發展他們回應

學生學習挑戰時所需的知識和技能，專業發展需要深思熟慮的規劃，透過包含回

饋的認真執行，以確保專業發展活動呼應教育者的學習需求。參與專業發展的教

育工作者必須將新知識和技能付諸實踐，除非教師提升個人的教學，或行政人員

成為更優秀的領導者，否則專業發展是無效的。 

Darling‐Hammond等人(2017)提出七個廣泛被認同的有效專業發展之特性： 

1. 內容焦點：聚焦於課室環境中協助教師學習特定課程內容相關的教學策略，

包含特定學科(如數學、科學或語文)的課程發展和教學方法。 
2. 融入主動學習：主動學習能使教師直接參與設計與嘗試教學策略，使教師有

機會經驗他們為學生設計學習方式。此類專業發展使用真實物件、互動活動

與其他策略以提供深度融入及高度情境化的專業學習，此種方法遠離傳統，

如聆聽演講等，和教師課室或學生沒有直接聯繫的學習模式和環境。 
3. 支持協作：高品質的專業發展，通常在嵌入工作的環境中，創造教師分享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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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協作的空間。透過協作，教師可以建立社群，積極改變整個年級、學科、

學校或學區的文化和教學。 
4. 使用有效教學實踐的模式：課程模式(curricular models)和教學示範(modeling 

of instruction)提供教師關於何謂最佳教學實踐的清晰樣貌。課程計劃、單元

計劃、學生作業樣本、同儕教師觀察、影片或書面資料均可視為課程模式。 
5. 提供輔導和專家支持：輔導和專家支持聚焦於教師個人需求，活動包含分享

課程內容與具有實證基礎的教學實踐相關專業知識。 
6. 提供回饋和反思：高品質的專業學習通常在活動中保留時間，以便教師能透

過回饋與反思來思索，收到同儕意見，並改變個人教學實踐，回饋和反思均

有助於教師縝密地朝向專家的教學實踐願景邁進。 
7. 具持續性：有效專業發展提供教師充足的時間來學習，實踐，實施和反思可

促進實踐變革的教學新策略。 
Desimone (2009)指出，研究證明若教師專業發展要能有效改善教學實踐和學

生學習，至少需要有五個功能：(1)內容重點：活動需要聚焦於學科相關內容，

及學生學習這些內容的方式；(2)積極學習：提供教師觀察，獲得回饋，分析學

生成果或進行報告的機會，而非被動地聽講；(3)連貫性：課程內容、目標和活

動與學校課程目標與願景、教師知識與信念，學生需求、以及行政改革和政策一

致；(4)持續時間：專業發展活動持續整個學年，包含至少 20 小時的接觸時間；

以及(5)集體參與：由同一年級，學科或學校的教師團體共同參與專業發展活動，

以建立一個互動學習社群。 

三、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y) 

「專業學習社群」是指由一群致力於促進學生獲得更佳成績的教育工作者組

成，其運作前提為改善學生學習成效，在於教育工作者需持續不斷地專業成長與

學習，以合作方式進行共同探索和行動研究，是一個持續不斷的過程。過程不是

應用方案，無法被購買，也不能由校外人士實施；PLC 的功能之一，為透過聽取

他人的教學想法，驗證個人的教學理念，並擴展專業知識。教師可以透過彼此的

鼓勵和精神支持，減少對於嘗試與創新的恐懼；而最重要的是 PLC 是一個持續不

斷，永無止境的學校教育過程，對學校結構和文化以及學校內專業人員的假設和

實踐產生深遠的影響(DuFour  et  al.,  2016;  Fielding &  Schalock,  1985; Wildman & 

Niles, 1987)。 

DuFour等人(2016)認為由於 PLC不斷尋求提升學生學習層次的更優良的方法，

參與 PLC 的教育者經歷以下循環過程：   

1. 蒐集證據以了解目前學生學習狀況。 
2. 透過理解學生學習優勢及解決學生學習弱點二方面制定教學策略與想法。 
3. 實施上述的教學策略和想法 
4. 分析教學改變的影響以及這些改變的有效或無效情形。 
5. 於下一個持續改進的週期中應用新知識。 

 
根據 DuFour等人(2016)的觀點，PLC 中的緊密要素包含以下六項： 

1. 教育工作者彼此合作而不是單打獨鬥，對學生的學習承擔集體責任，並闡明

他們對彼此合作的承諾。 
2. 學校的基本結構成為協作團隊，成員之間彼此相互依賴，以達成所有成員均

需對彼此負責的共同目標。 
3. PLC 團隊針對逐個單元建立有保證且可行的課程，無論是哪位教師授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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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生都可以獲得相同的知識和技能。 
4. PLC 團隊發展共同的形成性評量，以便經常蒐集證據以了解學生學習的狀

況。 
5. 學校建立了介入和擴展機制，以確保掙扎中的學生能夠獲得額外的時間，和

及時、指導、診斷或系統等學習支援，而已經展現熟練程度的學生能擴展學

習。 
6. 團隊透或學生學習的證據的分享來改善頹隊成員的個人和集體教學實踐。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計畫中的參與 PLC 活動者為苗栗縣三義鄉一所偏遠國小的校長、教導主任、

教務組長和一至六年級級任老師。該校各年級僅一班，全校學生不足 50 人，全

校弱勢學童比例偏高，家長社經地位偏低，因此學校時常需兼負家庭教育及學校

教育功能，然而全校教師對於提升學生學習表現不遺餘力。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為二位中年級級任老師(A 師與 B 師)，其中 A 師參與

所有 PLC 階段活動，而 B 師於 107 學年度才到該校任教，因此僅參與第三階段

PLC 活動。 

二、研究工具 

PLC 的觀課(含研究者臨床教學、參與老師教學和協同接力教學)執行到現在

已經進入第四學期，本計畫的訪談目的主要為了解參與 PLC 社群的教師對於活動

進行方式及不同的觀課/議課方式活動的想法。訪談問題如下： 

1. PLC 執行方式對於老師們的專業提升有沒有幫助？如果有，是在哪些方面有

幫助？ 
2. PLC 操作方式是否改變教師的教學理念？ 
3. 第一年的觀課方式和第二年的協同接力教學方式和者較佳？ 
三、PLC教師專業發展執行方式 

本研究為根據為期三年的數學教師社群專業發展之部分結果，其主要目的為

提升教師教學知能及學生學習成效，此社群活動執行迄今可分為三階段。 

第一階段為 106學年度上學期，研究者至該校一至六年級各班進行臨床教學。

由於顧及學生課程安排，該校老師則分為二組（一～三年級與四～六年級）至研

究者臨床教學的班級進行教學觀摩。研究者於教學後進行議課，與教師們說明課

程重點、教學方式、布提情境內容選擇，並給予後續教學活動建議。參與教師則

針對臨床教學或個人教學時所遇到的問題加以提問。此階段的活動執行時間累計

約為 12小時。 

第二階段為 106學年度下學期，活動方式與第一階段類似，但教學者不再是

研究者，改由該校教師擔任。此階段的議課活動包含授課教師說明課程內容，觀

課教師提出想法、意見或建議，最後再由研究者針對教學活動提出優點及改善建

議，並回應老師們的提問。此階段的活動執行時間累計約為 12小時。 

第三階段為 107學年度至今，與前二階段不同處為(1)教師主要依照高、中、

低年級三年段參加社群專業發展活動，和(2)活動採「接力聯合教學」方式，第

一節課由教師先依據該班課程進度進行教學，研究者則於第二節課接續上一節課

的進度進行教學，第三節課則為議課活動。此階段的議課活動重點為教師說明教

學重點及活動設計，教學時遇到的問題，解決方式（或尚未解決的部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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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說明於第一節觀課所看到的問題或現象，這些現象如何影響研究者教學活動設

計或流程選擇，研究者自評問題解決與否，教師於後續教學時可以（或需要）強

調的觀念或活動。參與觀課的教師於議課時亦提出個人對二節課教學處理的差異

想法。在活動進行期間若其他年段的老師時間許可，亦可以跨年段進行教學觀摩。

此階段的活動執行時間累計約為 27小時。 

參與教師在此三階段於觀課議課後，需要填寫觀課回饋，所使用的觀課回饋

是參考 Teaching  for  Robust  Understanding  (TRU)  Framework  (Schoenfeld  &  the 

Teaching  for Robust Understanding Project, 2016)中的五個面向設計而成的觀課回

饋。根據 TRU 架構，此五個面向分別為數學內容(the  content)、認知(cognitive 

demand)、公平接觸數學內容(equitable  access  to  content)、主宰，權威和身份

(agency, authority and  identity)和形成性評量(formative assessment)，而各面向的

主要問題分別為： 

 
1. 數學內容  此次課程中，學生在實際參與重要的數學思維的情形為

何？ 

2. 認知  學生有什麼樣的機會針對重要的數學概念發展個人的

理解？ 

3. 公平接觸數學內容  哪些學生參與或未參與課室中數學工作？如何參與或

未參與？ 

4. 主宰，權威和身份  學生們有哪些機會解釋自己的及回應他人的數學想

法？ 

5. 形成性評量  在這個課程中，我們學到了哪些有關每位學生的數學想

法？這個想法是如何建立的？ 

除了教學演示/觀摩外，自 106 學年度上學期起，每學期均有 2 次數學定期

評量試題討論會議，每次會議約 2小時(至 107學年度上學期結束累計約 12小時)，

會議的重點為探討數學定期評量的試題品質，由出題教師分享評量的重點及每個

題目的評量目標，再藉由同儕教師與研究者的意見與建議，提升教師試題編制的

能力。 

本研究所執行的 PLC 模式符合 Darling‐Hammond 等人(2017)的有效專業發展

之特性，亦符合 DuFour等人(2016)所提出的 PLC 循環流程。 

 
四、資料蒐集 

PLC  教師專業發展計畫的資料蒐集包含教師於觀課後的省思(研究工具)及教

師訪談。本研究以教師訪談的結果為主。訪談時間為 107 學年度下學期某次教學

接力聯合教學之議課活動後，請老師分享對於本教師專業活動的想法，以及對教

師本身數學教學專業成長的影響，訪談時間約為 20分鐘，期間全程錄影。 

 
五、資料分析 

本研究採質性內容分析研究法，將訪問錄影資料轉譯成逐字稿，再分析教師

對於本計畫執行迄今的想法。 

 

四、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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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參與教師認為進行接力聯合教學有助於數學教學專業成長，較一般觀/議課

活動為佳。 

教師表示，平常上課時會比較以自己的觀點或方式去備課，然而有些時候對

學生的先備知識或能力不夠了解，導致教學時學生無法吸收了解。在接力聯合教

學活動中，可以看到研究者如何透過學生的舊經驗進行概念的銜接，以及如何釐

清學生的迷思概念。 

 

我們在上數學課的時候，我們可能比較會以我們自己的方式去備課，上課的話，那如

果說同樣的類型，然後你下一節課是看教授上，那你就可以知道說，我的不足是在哪，

我應該強調的部分又是哪一些部分？有時候我們可能跟教授的注重點是不一樣的。我

覺得這是絕對是有幫助的(A師)。 

 

我覺得這樣子(協同接力教學)可能會比較好，馬上(看到不同方式的處理)，然後因為小

孩他也是馬上就接收，對，當他覺得這樣子他觀念會更清楚，這樣對小孩子對老師也

是雙贏。 

 

我們可能站在我們自己的角度想，然後可能看的人不夠多，又用自己的觀點去想，然

後小孩也不懂，可是教授就是可能看過的小孩很多遇到的小孩很多，然後就可以知道

他們大概怎麼想，然後就用教授獨特的方式。這個方式我們真的也學到很多(B師)。 

 

(二) 教師所獲得的成長與一般「備－觀－議」的過程不同，但仍有其優點。 

教師表示有備課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因為已經共同討論，可以確定教學活動，

減少不必要的失誤。然而本計畫雖無備課，在教學時會難免會出現問題，但研究

者也因為看到這些問題可以提供更符合教學者需求的建議。更 

 

國語課的那個備課比較不一樣的是，因為我們事前議課，然後再去上，然後再去討論

這些，那我覺得像這個數學課是我們沒有先議課，我們是先上課，然後事後再議課，

然後當然各有好處。事前議課的話，那可能你在操作上可能會減少一些不必要的錯誤，

因為我們已經互相議課了。像我們這樣子(事先沒有共同備課)的話，也有一個非常好

的地方，就是說你在上課的時候你自己去準備，教授可以知道說，你哪裡的不足，然

後他可以適時的幫你補上去(A師)。 

 

國語可能比較容易知道他要走的方向，但像數學你不太能抓到小孩他怎麼想，所以它

會比較天馬行空的那種想法。我們教完，然後教授在教，真的是補足我們不足的地方，

然後可以讓小孩的觀念更清楚(B師)。 

 

(三)  PLC 活動對教師產生壓力。 

教師表示研究者觀課與接力聯合教學對教師會產生一定的壓力，因此會特別

針對課程設計教學活動，但也期待看到研究者與教師於教學活動處理上的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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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上課之前你一定會考量說我這一堂課我要怎麼去呈現，那可能你如果說以前你不是

因為要上課給教授看，那可能你的備課就沒有那麼仔細，當然還是都要備課。可是我

覺得因為要呈現給教授看，就會想說我如果這樣子上可能是不是會讓教授覺得教得不

好。既然是要觀課，一定會多少都會有一點壓力對，那你當然也是要準備好，那你也

會很期待看到教授，等一下怎麼去呈現這堂課(A師)。 

 

(四)  PLC 活動操作方式對於教師平日數學教學活動設計亦有助益。 

教師表示由於教學後的議課活動提供教師不同的想法或操作方式，在後續的

教學活動中亦改變教師的教學活動設計，而非僅在教學觀摩時才有影響。 

 

平常在上的話，。。。，學生的當時的狀況，我覺得他這個部分我應該在讀多加強，

可能我們就馬上來來個算式，或者是說我就馬上出回家作業，因為我覺得這一堂課，

小朋友好像不太懂，比如說周長面積他不太懂，好，那我就出個 5題…。上次1(接力

聯合教學後)再來是組合式的圖形，我就會讓小朋友試著去畫，然後我讓他們試著說

你畫了以後，比如說我先操作一遍，然後讓他們去畫這樣子，所以其實我覺得是一直

延續的(A師)。 

就像上次2(接力聯合教學)我們是分數，然後教授建議說就是可能我寫了
2

3
，然後要將

它寫出來為什麼。[我後來]偷教授的，就把那個步驟寫出來，然後之後寫問答題那些，

他們(學生)都比較清楚。這是一定的，都很好用(B師)。 

 

五、討論、結論與建議 

本計畫之 PLC 活動符合Mizell  (2010)有效專業發展須提升教師知識和技能以

回應學生學習挑戰，確保活動呼應教師學習需求，且參與者能實踐新知識和技能。

此外，PLC 活動也符合 DuFour 等人(2016)所提出的循環過程，教師參與 PLC 活動

後的教學表現更符合 Shellard與Moyer  (2002)和 Creemers與 Kyriakides  (2013)所

描述的有效教學境界。 

「接力聯合教學」活動雖對教師產生壓力，會為了觀課活動特別備課或設計

教學活動，但參與教師也表示期待接力聯合教學時所看到的不同操作或解釋方式，

這些除了釐清教師們對課程的了解外，也影響教師們平日的教學活動設計。而接

力聯合教學可以在第一時間解決學生們的問題，對於學生學習也有相當助益。 

由於本計畫僅在一所偏鄉國小執行，由於學校課表安排，教師無法參與每次

的活動，未來 PLC活動設計須設法解決此問題，以利提升 PLC活動參與的完整性。 

 
 

                                                       
1 該班前一次接力聯合教學單元為翰林版四下第四單元「周長與面積」。 
2 該班前一次接力聯合教學單元為翰林版三下第三單元「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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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Elementary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via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n Relay Joint Teaching 
 

Kai‐ju Hsieh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e  paradigm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hift  from  traditional  attending 
workshops to the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 The main idea of PLC is that 
a group of  teachers advance  their pedagogical knowledge and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hrough  peer  learning, with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ir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s  on 
teachers  believes  and  instruction  preparations  using  “relay  joint  teachings”  as  the 
main  activities  in  one  elementary  school  located  at Maioli  County.  Two  inservice 
teachers  were  interview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lthough  the  relay  joint 
teachings  put  pressures  on  PLC  participants,  it  did  improve  teachers’  teaching 
knowledge and abilities, and change how these teachers prepare their mathematics 
lessons.    In addition, the students were also benefit from the relay joint teachings. 

 
Key words:  Elementary mathematic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relay  joint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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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教學對九年級學生數學學習成就與學習動機影響之行

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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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p123456789502@gmail.com 
*abechin@cc.ncue.edu.tw 

摘要 

    本行動研究旨在探討探究教學對九年級學生的數學學習動機與數學學習成

就之影響。研究者透過行動研究，依據探究環(inquiry circle)的四個階段(1、準備

與聚焦探究階段 2、執行探究階段 3、對探究出來的結論進行綜合和溝通階段 4、

評估與延伸階段)，設計探究並進行數學探究教學，研究時間為一個學期(9 月至

隔年 1 月)，兩次的行動研究循環，研究對象為國中九年級之學生(男生 3 人，女

生 6 人)，研究工具包含學生定期評量成績、數學學習動機量表、學習單、教師

教學反思紀錄、晤談資料、課堂錄影資料。 

    研究結果顯示:(1)透過探究教學，九年級學生數學學習動機進步人數為4人，

退步人數為 5 人，數學學習成就進步人數為 6 人，退步人數為 3 人，因此對九年

級學生而言，數學學習成就影響較大，而數學學習動機影響較小。(2)透過訪談

資料發現，準備國中教育會考帶來的壓力較為影響九年級學生的數學學習動機。 

    對未來研究的建議:(1)研究過程時程短暫，可以再延長研究時間，以期能獲

得較為有代表性的研究資料。(2)進行教學前應多與同領域的專家教師進行課程

的討論，能達到更好的教學效果。(3)研究前應考慮九年級學生為因應會考所產

生的研究變因。 

 

關鍵字:數學探究教學；數學學習動機；數學成就 

 

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近年來教育不斷地以適性揚才，多元入學的方式藉此來削弱國人對於考試至

上論的濫觴，但是對於十世紀上的教學現場而言，學習成就往往是學生未來社經

地位、個人自我效能、社會階層翻轉與社會關係構成的主要影響因素。研究者從

事教育的過程中，碰到許多偏鄉學生，發現偏鄉學生的特質在於學生家庭資本不

足、文化刺激缺乏、支持教育之學校軟硬體設備不足(王麗雲、甄曉蘭，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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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缺乏楷模與父母期望造成的學習動機不佳，進而造成學生學習成就不佳(張

繼寧，2009)。 

    研究者就讀研究所之後，接觸到探究教學的概念，發現探究教學有助於改善

學生的學習動機讓學生更願意學習數學(Lawton，1997)，也會對他們的數學學習

成就有正向影響(詹秀雯，張芳全，2014)。研究者身為初任教師，第一年接到的

班，透過日常的形成性以及總結性評量與動機問卷的調查，綜合與其他科任課老

師的觀察，發現他們普遍都有 1、基礎的數學計算能力有待加強 2、學習動機不

夠強烈 3、無學習壓力造成無學習競爭力 4、文化刺激不足。這些因素造成學生

普遍有低學習成就的傾向，確定他們具有與偏鄉學生共同的特徵，透過與學生的

對話，發現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有如今的學習表現，學習成就低落，也影響到

了其他的學習因素，包含家庭的支持，學習動機以及教師的期望等，因此想要讓

教學達到成效，利用探究教學提升學習動機進而影響學習成就，讓學生能獲得成

就感，進而改善父母與師長們對他們的期待，再由這些期待影響學習動機，行成

良好的循環，成為可行的辦法。 

二、研究目的 

    目的主要是了解探究教學在九年級的數學課堂實施中，對於學生的數學學習

成就與數學學習動機有何影響，並且在教學過程中研究利用行動研究循環檢討，

尋求解決教學問題與困境的方式。待答問題有: 

一、探究教學對九年級學生實施，有何困難與突破? 

二、探究教學對九年級學生實施後，其數學學習成就是否有成效? 

三、探究教學對九年級學生實施後，其數學學習動機提升是否有成效? 

貳、文獻探討 

一、探究教學 

    1993 年，Haury 引述 Novak 在 1964 年提出的一段關於探究的涵義，Novak

認為探究(Inquiry)就是人們對於爭取讓他們好奇的事物得到合理解釋的行為，

Haury 做出一個結論，他認為探究包含活動與技能，但是探究更強調追尋知識的

歷程與滿足自身的好奇心。根據 Webster’s Third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在 1986

年對探究(Inquiry)的定義是:一種追尋事實、訊息、或知識的行為；調查；研究:

問題與疑問(act or an instance of seeking for truth,information,or 

knowledge;onvestigation;research;or a question or query)，同時探究(inquiry)的字根

含意即為「對資訊的內容產生疑問，做出調查或研究，去蒐集資訊與界定問題」。

Barrow(2006)引述 Minstell 的話，Minstell 認為探究就是在開始研究未知事務之前，

就得先明瞭一件事情:不管最後的結果對於追尋的答案而言是失敗，至少對於追

尋的答案我們應該擁有足以讓我們更接近成功的因素，因此探究就是不斷追尋答

案的歷程。 

 

二、數學探究教學模式 



 

90 
 

準備與聚焦
探究階段

執行探究階
段

對探究出來
的結論進行
綜合和溝通

階段

評估與延伸
階段

圖 1 探究環(inquiry circle) 

    根據 Siegel、Borasi、Fonzi 在 1998 年提出的四個數學探究階段，林勇吉、

秦爾聰、段曉林等人，在 2014 年設計數學探究教學實例: 

1、準備與聚焦探究階段(setting the stage and focusing the inquiry)。此階段為探究

的準備階段，學生得透過教師的說明了解活動內容，並且喚起他們對於探究主題

的初步認識與相關的先備知識，並且挑戰他們的初始想法並且引起學生的學習興

趣，藉此聚焦在值得討論的議題上。 

2、執行探究階段(carrying out the inquiry)。在上個階段，決定探究的問題後，學

生得開始臆測、分析、推論與嘗試等探究的行為。並且透過彼此的討論獲得初步

的結論。 

3、對探究出來的結論進行綜合和溝通階段(synthesizing and communicating results 

from the inquiry)。產生一個書面的探究結論並且將其呈現。與他人討論，藉由互

相論證的過程，總結出最後結果。這個階段學生也得學習如何表達自己的想法與

回答他人見解。而教師在這個階段中得適時的引導學生做出結論。 

4、評估與延伸階段(taking stock and looking ahead)。這個階段學生得反思整個探

究的歷程，並且確認與討論在整個過程中，所學習到的數學知識，教師也透過評

鑑學生的探究結果，藉此精進往後的探究活動，學生也可以根據這個階段的反思，

形成新的問題，開啟下一個探究的循環。 

    研究者透過 Siegel、Borasi、Fonzi 三人提出的探究環(inquiry circle)(見

圖 1)四個步驟編寫學習單活動，並且與專家教師討論上課內容，實施數學探究

教學。 

參、研究方法與流程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行動研究法，研究者在彰化縣某國中，透過每個禮拜三早上三節

課進行數學探究課程，主要收集學生三次的數學學習動機量表與四次的定期評量

成績與模擬考試成績做量化資料的比較，輔以訪談紀錄，並且收集課室影像資料、

教師反思日誌與學習單作為行動研究循環的依據。上課內容以八、九年級的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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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為內容，以數學探究環的四個步驟編寫學習單教材，並且於課前與專家教師

討論課程，課後進行反思與檢討，歷時一個學期。 

(一)、研究對象:彰化縣某國中九年級學生共 9 名。(6 名女生，3 名男生) 

(二)、探究教學活動設計:研究者根據本研究的需要，結合探究環(inquiry circle)

的概念，將學習單的學前測驗、情境閱讀、探究問題與討論、檢核、會考題目練

習這五個階段，對應探究環(inquiry circle)的四個階段，進行討論與說明。 

1、準備與聚焦探究階段:學習單首先布置學前測驗，教師將本次探究的課程，結

合國中數學課程中相關的內容，將其題目簡化，測驗學生對該數學知識的基本能

力，一方面將探究內容呼應學科內容，並且讓其進行回憶或者啟發，使學生更容

易融入探究情境。情境閱讀，學習單依據探究活動的內容，將其探究活動的說明、

步驟、故事情境，進行鋪陳說明。 

2、執行探究階段:探究問題，針對情境進行探究，加深情境的內容並且設計問題，

探究問題的設計必須具有階段性，由簡入深，由簡單的概念問題，到組合應用問

題，最後提出具有創造性以及多樣性回答的開放式問題讓學生可以思考創造屬於

自己的答案。 

3、對探究出來的結論進行綜合與探究階段:討論階段，對於上個階段學生創造出

的答案，學生間得進行討論，並且決定出最好或者自己最喜歡的結論，這個階段

的問題在學習單上會要求學生，把其他人所獲得的結論寫出，另外必須整理出小

組討論出最適合的結論，並且寫出理由，學生藉由這個階段可以比對他人的結果，

省思自己獲得的結論，整理出最好的結果，並且將探究的結果內化成自己獲得的

知識。另外，根據探究活動的需求，在這個階段可能會帶出另外一個新的探究主

題，進行下一階段的探究。 

4、評估與延伸階段:檢核，學習單在這個階段主要是評估學生的學習情形，包含

學生覺得有趣的地方，或者印象深刻的探究內容，與一些簡單的學科測驗題目，

讓學生與教師可以比較探究前後學生的學習變化情形，進一步來檢核學生的進步

情形，教師也可以確認學生的探究內容與學科內容是否有影響。會考題目練習，

學習單的最後會安排數個會考題目練習，這些題目的挑選自學生探究的內容相關

的學科內容，學生藉由會考題目的填寫，確認探究的內容與學科的相關程度能提

高他們探究問題的意願，也讓教師能透過這些題目，確認學生探究教學能不能影

響他們作答會考題目，會考題目的安排也幫助九年級學生能專注在探究課程上，

讓他們覺得學習探究是有意義的。 

(三)、研究工具: 

量化資料:1、數學學習動機量表:秦爾聰等人於 2015 年編寫，內容包含學生學習

環境誘因、學生自我效能、內在價值、自我調整、學習焦慮五個面向，總共 34

題，其中第 14 以及第 15 題為反向題。2、定期評量成績:採取學生八年級下學期

第三次定期評量成績作為前測，以九年級上學期第一次模擬考試作為中測，第三

次定期評量成績作為後測。 

質性資料:1、課程教材:學習單根據探究環(inquiry circle)的四個階段所編寫，以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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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

行動

觀察反思

修正

年級與八年級課程為內容，於課前與專家教師討論內容並且修改。2、課堂影像

資料:於課中錄影，並且根據影像資料進行教學的修正。3、反思紀錄:於課後進行

反思紀錄，紀錄學生的上課反應以及本次教學的優點與缺點。4、訪談紀錄:以收

集的量化資料為主，進而以訪談資料的收集解釋量化資料。 

二、研究流程 

    本研究依據 Elliot 在 1991 年提出的行動研究模式(見圖 2)，分別以:規劃、行

動、觀察、反思、修正，五個步驟進行研究，應用於課程之中，根據數學探究教

學的模式與精神進行課程安排的規劃，並與專家教師討論過後實施，在學生上課

過程中，透過觀察與課程結束後的學習單內容，以及課室影像與反思紀錄，進行

修正教學方法和課程，並於下一次上課時，進行教學上的調整與修正。 

 

 

 

 

 

 

                        圖 2    行動研究流程圖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歷經兩個主要的行動研究循環階段，分別為 107 年 9 月至 107 年 11

月以及 107 年 12 月至 108 年 1 月止，兩次階段的過程中，每次上課都會反思與

修正課程，上課內容皆以數學探究模式為核心進行。 

一、第一階段循環(107 年 9 月至 107 年 11 月) 

    這個階段開始前，研究者先以數學學習動機量表與收集九位學生於 8 年級下

學期第三次定期評量成績作為此次循環的前測量化資料。 

(一)規劃:(1)鼓勵學生多參與討論:通過與學生的溝通，了解學生於七、八年級的

學習階段都是傳統的黑板講述教學，很少近乎沒有在數學課上進行關於數學畫題

的討論與探索，因此這部分的訓練與習慣是需要培養的。(2)培養學生的上台發

表的能力:透過與同學討論，學生得學習如何整理討論的內容，透過表達學習的

內容，讓教師確定學生內化數學知識的程度，用以評估學習的情形，對學習單進

行調整，以達到行動研究的精神與目的。(3)學習單的編寫:探究教學的模式有很

多種，造成對於數學探究教學的教案表現形式有很多，又因為教師教授風格、學

生組成與學生本身的性格等因素，所形成的教案也非常多種，編寫符合這些條件

的學習單使得數學探究教學過程順利並且達到預期的效果，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

事情。 

(二)行動: 

    學期一開始，針對學生的程度，進行適當的分組讓學生，編成兩組進行探究

活動。學習單的編寫，以探究環(inquiry circle)的模式進行:(1)準備與聚焦階段開



 

93 
 

始，利用數學文本的閱讀，讓學生進入到探究的情境，並且聚焦學生的注意力到

我們探究的主題與內容。(2) 執行探究階段:透過文本的閱讀，學生進入數學情境

後，我們開始討論學習單提供的數學問題，並且彼此討論，教師得適時的引導學

生的討論方向，鼓勵同學討論，並且觀察學生的表現，評估學生學習情形，以提

供下次教學改進的方向。(3)對探究出來的結論進行綜合和討論階段:學生將彼此

探究出來的結論與結果，進行記錄，不僅記錄自己探究出來的想法與討論，也記

錄與同學之間溝通後的結果，並且教師根據討論的情形，在各組中分派一名同學

上台分享，而後與台下的各同學討論各組分享的探究結果，在這個階段，確認學

生的學習情形與學習階段(4)評估與延伸階段:透過上個階段，在各組討論時，觀

察學生討論情形，個別的對話了解各學生的認知階段，各組代表的同學上台發表，

評估學生討論出來的結果，這些心得教師得進行記錄，根據紀錄來進行教學的改

變，以期在下堂課的教學能更貼切教學目標，另外若是該課程的安排還有接續的

探究主題，則接續利用探究出來的結果，引導學生進入下一個探究的討論，進入

下一個探究環。 

(三)本階段遇到的困難與解決策略: 

困難一:學習單編寫，無法確認學生的探究前對該數學知識的認知情形，以及無

法評估學生在探究課程後，估其數學探究的學習概念與學科之間的連結。 

行動策略:在學習單前後編寫兩三題簡單的數學問題，以便學生以及教師評估該

數學知識在探究前後的變化情形，一方面增加學生探究該知識的信心與決心，另

外一方面也幫助教師了解學習單的探究是否能真正幫助學生在解題上獲得幫

助。 

行動結果:各學生的學習情形不同，造成的效果不同，學生對問題的對錯非常的

在意，有些學生會在通過探究的學習後，又回頭把探究前的問題解答完，造成無

法確定學生在數學探究前後，探究的知識對其學科能力上的變化。 

困難二:探究活動前，準備聚焦階段進行的數學文本閱讀過長，學生無法專心閱

讀完探究情境的文本，造成之後探究過程並不熱烈，且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 

行動策略:縮短情境文本的閱讀，並且多以圖表呈現，另外在文本閱讀前，教師

得進行文本的引導，讓學生能夠快速的進入文本閱讀中，讓學生能快速的進入探

究的問題，避免文本過長的問題。 

行動結果:學生透過教師的指導語忽略文本的閱讀，導致他們在探究的過程中，

常常討論錯方向，雖然在第二個執行探究階段，因為學生人數少，教師容易介入

釐清學生探究迷思的地方，但是仍然會出現學生過於依賴文本而抓不到討論重點

與太依賴教師的引導，而對文本細節失去把握。造成這樣的問題，推測是有三種

可能，一是學生本生對於數學閱讀有困難，二是學習單的編排與文本的擷取需要

再進行調整，三是學生之間的無法進行有效的同儕合作，進行互助。因此教師得

再注意教材的設計與文本內容的擷取，最後還得鼓勵學生之間的合作，啟動互助

討論的機制。 

困難三:學生程度落差太大，因為探究進度有所落差，導致探究問題過深，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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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差的學生無法進行討論或者探究進度較慢，而能力較高的學生，探究程度較快，

探究問題結束後就無所事事，或者做自己的事情。 

行動策略:提供相關的歷屆會考基測試題，附在學習單背後，讓能力較高的學生，

能在探究學習單提供的問題後，能自行練習探究知識相關的試題，加深他們學習

的知識與解題能力的連結，讓他們對課程探究內容興趣的提升，另外得持續的學

生之間的合作互助學習，讓能力高的學生能幫助能力較低的學生進行課程的探究，

能力較低的學生能藉由能力高的學生引導，提升自己的能力。 

行動結果:能力高的學生因為相較不熟悉的探究活動題目，較喜歡專注在熟悉的

會考基測歷屆試題，因此在第二個探究階段，時常輕率的回答探究問題之後，就

開始寫最後面的試題，造成無法讓能力低的學生進行探究問題的學習，因此在第

三個探究的結論綜合與討論階段進行困難。 

二、第二階段循環(107 年 12 月至 108 年 1 月) 

(一)規劃:(1)持續對第一階段循環中遇到的困難進行解決:第一階段遇到許多的困

難，發現解決策略並不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因此在第二階段加強與專家教師討論

學習單內容，並且透過課室影像資料與反思紀錄，持續進行行動研究的課程改革。

(2)減少對學生的直接指導，加強同儕之間的學習互助:學生對於教師的直接指導

太過於依賴，因此這個階段期望學生能啟動彼此的合作互助精神，讓高能力的學

生能主動幫助低能力的學生進行探究，另外加入小組積分以及鼓勵的方式來加強

互助的行為。(3)讓學生不僅透過紙上的探究操作，更強調教具的使用:通過第一

階段的嘗試，發現學生在能操作的數學探究課程與主題，能專心且快速地進入討

論階段，因此在第二階段著重設計教具，強調動手操作進行數學探究的樂趣。 

(二)行動: 

    經過 11 月的量化資料收集，對第一階段教學方式進行修正，並且在挑選數

學探究主題上，將數學探究主題包裝成學生有興趣的情境，探究問題的深度以及

內容進行縮減，加強學生之間的連結，明確學習單的編寫方式。教學法仍採數學

探究教學的四個階段，在數學探究問題的回饋，採取多元化的方式，讓學生選擇

以圖形或者文字的方式進行表示，另外透過教具的使用，讓學生更願意去學習探

究數學問題。 

(三)本階段遇到的困難與解決策略: 

困難一:學習單挑選的主題過度包裝，或者刻意的安插情境，造成學生在探究階

段失焦失去教師期望的教學效果。 

行動策略:在情境設計上，學習單編寫前，多參考其他數學探究教師所設計的教

案，另外多與專家教師進行探究情境上的討論，吸收他人的經驗，於編寫後再與

專家教師討論情境的編排，累積經驗。 

行動結果:學生較能專注在數學探究的主題，在討論階段也願意多花時間與其他

同學討論，樂於展現自己探究的結果，並且主動探究更深層次的探究問題，就上

課情形的反饋以及訪談的資料，適當的情境，學生更樂意學習。 

困難二:學生在模擬考前，以及學期定期評量前對於探究主題的討論程度較不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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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會分心探究課程內容，準備考試。 

行動策略:與學生強調並且在學習單的編寫上加深探究主題與學科之間的連結，

在學生探究討論階段，鼓勵他們討論探究主題與學科的關係，另外調整探究問題

時間，並且於探究課程結束後，對於探究問題相關的學科試題檢討，加深連結之

餘，探究主題的挑選更可以挑選與考試內容貼近的主題。 

行動結果:與學科關係更為明確的探究主題，讓學生更願意在考試前花時間進行

數學探究，學習單學科試題的檢討，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並且更投入時間在探究

主題的連結，學生也能從連結中，獲得探究問題的樂趣。 

三、量化資料結果: 

    本研究中的量化資料收集三次，分別於研究前，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行動研

究間，和研究後，收集量化資料，以便評估學生的學習情形，判斷教學的效果進

行行動研究循環改進。 

(一)、數學學習動機量表: 

    綜合學生於前測 107 年 9 月 12 日，中測 107 年 11 月 15 日，後測 108 年 1

月 9 日的量表成績，如表 1 所示。 

表 1  數學學習動機量表平均成績 

  測驗時間 

學生編號  前測  中測  後測 

S1  3.66  4.06  4.38 

S2  3.25  4.53  2.81 

S3  4.69  4.63  4.53 

S4  3.44  3.5  3.19 

S5  2.94  1.72  3.31 

S6  3.19  3  3.22 

S7  2.97  3.13  2.38 

S8  2.59  2.34  2.94 

S9  4.5  4.28  4.28 

註:量表平均分數
量表總和分數

總題數
 

    從表 1 中的數據所示的數學學習動機平均分數，前測與中測學生進步人數為

4 人，退步人數為 5 人，中測與後測進步人數為 4 人，退步人數為 4 人，進而比

較前測與後測的進步人數為 4 人，退步人數為 5 人，透過這些數據，發現數學探

究教學，對九年級學生整體的學習動機提升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二)、數學學習成就: 

    調查學生於八年級下學期第三次定期評量成績作為前測，九年級上學期第一

次模擬考作為中測，第三次定期評量成績做為後測，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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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分數=
學生原始分數 全年級平均值

全年級分數標準差
 取得全年級成績做比較，如表 2 所示。 

表 2  數學學習成就 

  測驗時間(Z 分數) 

學生編號  前測  中測  後測 

S1  .84  .43  .91 

S2  ‐.80  ‐.72  ‐1.18 

S3  .35  .43  .97 

S4  .44  ‐.72  ‐.05 

S5  ‐.40  ‐.72  .43 

S6  1.42  2.72  .85 

S7  .75  .43  .91 

S8  .53  .43  .55 

S9  1.20  2.73  1.92 

註:全年級平均值分別為 52.05(前測)、1.63(中測)、49.79(後測) 

   全年級分數標準差分別為 22.55(前測)、.87(中測)、16.79(後測) 

   根據學生於表 2 中的數據，比較前測與中測，進步的學生人數為 4 人，退步

的人數為 5 人，比較中測與後測，進步的學生人數為 6 人，退步人數為 3 人，然

而比較前測與後測，進步的學生人數為 6 人，退步人數為 3 人，透過這些數據，

可以發現學生整體的數學學習成就是提升的。 

四、訪談資料 

   透過兩表的比對過後，對幾位學生進行訪談，試圖解釋圖表中，數學學習動

機變化的原因，S7 學生是學習成就較高，然而透過數學學習動機量表顯示其學

習動機較低的學生，透過訪談發現，其學習動機較低的緣由，不一定是真的對數

學產生較低的興趣而是在填表時發生的問題， 

這樣的狀況就 S3 學生也有發生同樣的狀況。 

    利用訪談調查，發現有學生即便是學習動機平均下降，但是透過探究教學後，

其挑戰困難題目的意願卻增加，間接的帶來另外一個透過訪談調查的結果。 

 

 

教師:在學習動機量表上，你對於考試後，你不會主動檢討錯誤的地方，原本是 

不會去檢討自己錯誤的地方，隨著課程的進行就漸漸會主動檢討，是什麼 

原因讓你會主動檢討錯誤的地方呢? 

學生:是我填錯了，寫的太快了。 

教師:意思是說你在填答問卷的時候，填錯了? 

學生:對，我其實到最後是不太主動問問題的，但是如果老師開放回答的時間， 

我就會去問老師問題。                             (S7 訪 1080413) 

教師:…透過這幾次的探究活動學習單給你的探究任務，你會越來越想要挑戰 

更難的數學問題嗎? 

學生:恩，因為你挑戰難的，會寫之後，簡單的就會了，挑戰簡單的難的就不 

一定會嘛~                                      (S1 訪 108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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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5 學生是一名中學習動機與學習成就的學生，經過量化資料顯示其學習動

機以及學習成就均有成長，然而訪談發現學生成長的原因不僅是透過探究教學且

國中教育會考帶給 9 年級學生的壓力使得他們被迫，對數學學習更積極的影響更

大。 

 

 

 

 

 

伍、

結

論與建議 

一、結論 

    透過表 1 與表 2 所示，透過本次行動研究，學生經過數學探究教學，在分數

的進步與退步的人數變化來說，數學學習動機進步的人數為 4 人，退步人數為 5

人，數學學習成就進步人數為 6 人，退步人數為 3 人，因此對於學生數學學習成

就影響較大，且進步人數較多，而數學學習動機分數則較不明顯。 

    研究者對學生進行訪談，了解動機分數影響的因素，學生認為(1)填寫動機

問卷時，並沒有想太多，問卷填寫太快，另外有些學生認為第一次填問卷與第二

次填問卷基準點不同，造成分數有所落差。(2)9 年級學生透過探究教學，能接受

更困難的問題與挑戰。(3)9 年級學生會因為準備教育會考，因此當數學表現較差

時，學生會把較多的時間準備其他科，造成學生的數學學習動機下降。 

二、建議 

(一)新手教師進行探究教學應與專家教師進行密切且有規律的活動，建議組成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一起共同促進教學改革，比起一個人加上經驗不足，很容易落入

孤掌難鳴的境地，造成教學上的挫折進而止步不前。 

(二)進行探究教學應該建立長期的課程規劃，從七年級開始，有計畫的階段性的

使用探究教學進行教學，才能獲得較好的教學成效，學生也比較樂意且習慣性的

使用探究方式去思考學習。 

(三)本研究進行時，調查學生的數學學習動機影響，透過訪談發現學生在很多學

習動機向度的影響受到會考的壓迫，因此提高數學學習動機，導致動機影響與教

學方法的改進無關的情形，建議往後的研究者在進行研究時，應注意考試給學生

教師:學習動機問卷中，你上學期初不太會去主動解決有挑戰性的數學問題， 

然而在透過我們的探究教學過後，你卻越來越樂意去解決這些問題，有 

什麼因素影響你想要去解決這些問題嗎? 

學生:因為會考的逼近阿，所以就要主動寫數學問題，不能看到數學就逃避。 

教師:所以你認為你學習數學態度的轉變是因為會考給你的壓力比較大，而不 

是因為我們這幾次上課的原因是嗎? 

學生:透過上課還是會比較樂意去解決問題，但是會考給我的影響還是比較大 

的。                                           (S5 訪 108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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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來的壓力影響研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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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s of the action research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inquiry-based 

mathematics on the ninth graders’ mathematical achievement and mathematical 

learning motivation. The research method of the study is action research. Under the 

rules of action plan, the researcher arranges two-teaching-period sessions in the study, 

which have kept one semester along from September, 2018 to January, 2019. There 

are three males and six females ninth grade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the study. The 

research tools of this experiment are as follows: the students’ mathematics 

assessments, the students’ mathematical learning motivation scale, the teacher’s daily 

reflection journal, learning worksheets, recorded videos and audio files of the 

teaching sessions, and the informal interviews of the students. 

    The study shows thar: First, the inquiry-based mathematics teaching into ninth 

grade course effect students’ mathematics assessments more than mathematical 

learning motivation positively. Second, the factor of th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Program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s more influential than others to the ninth 

graders in mathematical learning motivation from the informal interviews of the 

students. 

    The suggestions of the future studies from the research as follows: First, the 

more time to use teaching method can get more teaching effects you want. Second, 

when you prepare the revolution of your teaching method, it can get more positive 

effects that more discussions with expert teachers. 

Key words: inquiry-based mathematics teaching,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mathematical learning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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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猜想規範的形成之教學策略 

陳佳明 1 林碧珍 2     
1 雲林縣鎮東國民小學 ck3344314@gmail.com 

2 國立清華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linpj@mx.nthu.edu.tw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師生在數學臆測歷程中，檢驗猜想規範的形成之教學策略，

進而從中了解教學問題及學生的學習情形，增進自己的數學教學知識及數學教學

專業知能。研究結果發現，數學臆測教學與數學臆測規範密不可分，透過「檢驗

猜想」規範能建立檢驗模式，讓教學者在數學臆測教學的實施更為順暢，也讓學

生的猜想更為聚焦臆測目標，並從中培養說理的民主素養。 

 

關鍵字：檢驗猜想、規範、臆測教學 
 

壹、 緒論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美國數學教師協會（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 of Mathematics，簡稱NCTM，

2000）主張：「做數學包括了發現數學，而臆測—猜想就是一條發現數學的路徑，

許多教師和研究都認同學生應該要學習對一些現象進行臆測，並澄清臆測、驗證

臆測的結果」，以及「教學上應該給學生嘗試錯誤的機會，面臨新情境時，能經

歷到猜測、檢驗及修正猜測， 後得到合理的答案。」 

林碧珍（2013）在「師資培育者幫助教師協助學生學習數學的教師專業發展

研究」中，她發現：臆測可以啟動數學探究活動、檢視出學生先備知識的不足、

發展學生的證明能力、釐清學生的混淆概念、發展要學生學習的數學概念、提前

發展學生未來要學習的數學概念、提供學生建立策略性的能力，以及作為解決學

生學習困難的教學活動。從上述內容我們瞭解到臆測教學的好處，但往往在實際

教學的過程中，卻容易遭遇挫折便舉白旗投降。 

研究者根據 Lin&Horng（2017）數學臆測教學流程實施教學後發現：在提出

猜想階段時，組內報告個人猜想時會不斷的進行檢驗、支持和反駁，然後提出小

組猜想；相同的，在效化猜想階段時，小組發表猜想也會重複進行檢驗、支持和

反駁，然後才能形成全班猜想。研究者深感不管是提出猜想或是效化猜想都與「檢

驗猜想」息息相關，如果學生能建立檢驗猜想規範，將有助於豐富個人猜想和統

整小組猜想，進而順利形成全班猜想，達到猜想的一般化。 

然而，研究者深知「檢驗猜想」是如此重要，卻也在臆測教學過程中遇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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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困難，例如：學生不知道該如何檢驗，導致臆測循環模式中斷(張克旭，2010)；

學生發表時推託或沒關注問題焦點(林慧茵，2011)；小組檢驗功能未發揮，導致

提出錯誤猜想(藍敏菁，2016)……等。因此，引發研究者想解決問題的動機。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研究者發現目前國內對於數學臆測教學的研究不少，但

提到關於檢驗猜想的研究內容卻不多或未能深入探討（林碧珍，2015;藍敏菁，

2016；張桂惠，2016；洪神佑，2016）。因此，本研究以數學臆測教學活動來探

討建立「檢驗猜想規範」時有效的教學策略，也希望能將研究結果提供給初嘗試

數學臆測教學的教學者們，有個可參考的方向，降低對臆測教學的恐懼感，提高

執行臆測教學的動機。 

 

二、 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研究者自己的國小五年級班

級中，建立檢驗猜想規範時有效的教學策略。 

具體言之，本行動研究的研究問題為：建立檢驗猜想規範時，可能遭遇的問

題及解決策略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數學臆測規範與數學臆測教學 

數學臆測教學規範，即是數學臆測教學之下所建立的規範。規範的建立可能

是當事件發生的時候，透過教師和學生的互動所形成的規範，也可能是經由教師

直接告知的方式，希望學生根據教師的說法執行。   

在此次的行動研究中，研究者是根據 Lin&Horng（2017）提出數學臆測任務

五大階段的臆測教學模式為主，五大階段為：1.造例與組織例 2.發現關係並形成

猜想 3.效化猜想 4.猜想的一般化 5.證明一般化。發現關係並形成猜想階段又可分

為小組分享、小組檢驗、提出小組猜想等三部分，本研究以小組檢驗為主，故僅

討論「檢驗猜想」之數學臆測規範。 

 

二、檢驗猜想的重要性 

此階段是學生在完成個人猜想後，小組成員互相分享並檢驗個人猜想單資料

的正確性，留下正確猜想，淘汰錯誤猜想。當學生提出猜想後，若分享和檢驗的

方式不正確，也可能發生錯誤解讀對方的想法(Lin&Horng，2017）。因為個人猜

想有可能不正確，或者未能依照小組彙整單資料來提出的猜想，也有可能會是非

恆真命題，所以在此階段需要透過小組成員間相互檢驗其正確性。 

Lin&Horng（2017）指出組內成員有效率的分享和專心聆聽，能清楚比較自

己的猜想和其他人的猜想的異同，並且有效協助組員修正猜想的說明。呂元潤

(2015)指出學生主動提出支持理論或反駁理論多數伴隨證據的發生，表示學生能

夠在提出猜想的同時，也對該猜想說明理由或提出證據輔以支持，其證據功能不

僅能夠佐證自己提出的猜想，更能以證據來說服他人，藉以強化異己的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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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教師適時介入能有效協助修正錯誤猜想(呂元潤，2015)，因此教學過

程中，教師應扮演引導者與協助，適時的介入，做出教學決策，可給提示或是簡

化問題，提供適度的鷹架，幫助學生順利進行臆測活動(李美蓮和劉祥通，2003)。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環境 

        本研究在研究者任教的佳佳國小(化名)進行，佳佳國小位於新竹縣繁華的市

區，校長重視教師專業能力的提升，鼓勵教師透過進修增進教學專業知能，給予

老師極高的專業自主，使其能運用專長與所學教導學生。 

行動參與者是研究者任教班級為五年仁班(化名)，全班共有 29 人，其中男

生有 14 人、女生有 15 人。全班包括 1 名學習障礙學生，1 名自閉症學生，1 名

在家自學學生，故三位不在資料分析之列。 

行動研究者於民國 104 年考取新竹教育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並參加林碧珍

教授所主持的科技部研究計畫：「以課堂教學導向促進學生數學學習的教師專業

發展：學生+教師+培育者－(總計畫  含子計畫一)發展學生論證的在職教師專業發

展：以臆測教學為進路（2/3）編號：MOST 104-2511-S-134 -003 -MY3」。在此團

體中有來自新竹和苗栗等 7 位核心教師，透過每周一的教室觀課以及專業成長團

體中教師們的專業對話，設計以臆測教學為導向的課程，探討學生會遇到什麼困

難、教師要進行的教學策略為何等。 

 

二、研究工具 

        為了提升研究信度與效度，本研究採三角校正法，分別以： 

(一)資料蒐集方法的三角校正 

對相同的研究問題透過不同的方法取得資料，透過教學現場的錄影錄音與諍

友的討論分析、學生解題紀錄、教師的教學省思、觀課日誌等，並將資料經過交

叉比對，以檢驗研究發現的一致性，以期呈現行動研究中師生共同學習成長的歷

程，讓研究結果的分析更為客觀。 

(二)資料來源的三角校正   

為避免因研究者本身的主觀偏見，而使得資料在分析時失去原意，資料分析

過程盡量要從不同時間來檢驗資料內容得一致性。針對同一個主題，蒐集不同時

間點的資料或不同學生的猜想以了解任務的成效，觀察學生在建立臆測規範時的

影響，作為行動研究的參考。 

(三)分析者的三角校正法   

為了避免研究者主觀的偏見產生盲點，對原始資料造成誤解，因此在分析過

程中，利用不同人的觀點來檢驗資料內容的一致性，故會參考不同人員的觀點，

如指導教授、團隊老師、助理等，做為資料的三角校正。 

 

  三、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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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在五年級上下學期總共進行八次臆測教學活動，本研究僅以五上

「異分母分數加減法」和五下「容積」兩單元來進行分析。臆測教學前，研究者

先透過教材分析，設計前測了解學生學習該單元前的先備知識與迷思概念， 後

進行臆測活動設計教案。根據臆測教學目標，異分母分數加減法的臆測主題為異

分母分數比大小；容積的臆測主題為不規則物體體積的實測與容量的關係。臆測

教學中：請「教師專業成長團體」的研究助理協助從臆測任務學生造例開始的每

一節課均以錄影及錄音的方式，將課堂上的互動包括老師的教學與學生參與討論

的情形做一真實記錄。臆測教學後：將助理提供課堂教學、學生小組討論、專業

對話的錄影錄音轉錄成逐字稿。而學生課堂的個人工作單、小組工作單，則是透

過掃描存檔，以利後續分析。 

參、研究結果 

一、「檢驗猜想」的臆測規範 

學生在完成個人猜想後，小組成員互相分享並檢驗個人猜想單資料的正確性，

留下正確猜想，淘汰錯誤猜想(Lin&Horng，2017）。因為個人猜想有可能不正確，

或者未能依照小組彙整單資料來提出的猜想，也有可能會是非恆真命題，所以在

此階段需要透過小組成員間相互檢驗其正確性。是故在本階段中，如何讓學生確

實檢驗是很重要的規範，因此，此階段教師需要建立的數學臆測規範是「檢驗猜

想」。研究者將遭遇的問題與解決方式詳細說明如下： 

 

(一)以符號呈現檢驗結果 

研究者發現，有組別在報告猜想後，沒有在猜想單上做紀錄，於是在要提出

小組猜想時，就忘記原先檢驗猜想的結果，於是又得重新判斷一次，使先前的檢

驗白費，耗費時間，影響全班討論進度。為了解決該問題，研究者請學生每檢驗

完一個猜想後，就要以符號表示檢驗結果，如果猜想正確就打勾(V)表示；如果

猜想錯誤就打叉(X)表示；如果猜想不完整或需要修改，就以三角形(△)表示。需

要修改的猜想，組員們要立即討論，並將猜想改為正確。 

舉例來說，第五組 S23 提出的猜想「如果是假分數，他一定比真分數大，因

為假分數是 1 以上的數，真分數是比 1 小的數，所以只要看見假分數跟真分數在

相比，比較大的一定是假分數。Ex:	 ＞ 」不但說明清楚也有舉出小組彙整單上

的例子，因此組員很快就檢驗其猜想為正確，並以打勾(V)表示。 

相反的，第六組 S13 的猜想「我學會了同分母比較法，等值分數法，真假分

數比比法，同分子法，所以每個方式都有不同的用方法去用。」組員認為其內容

只是在解釋並陳述自己學到了什麼，比較像心得，而非發現的數學關係，因此將

S13 的猜想檢驗為錯誤，並以打叉(X)表示。 

而需要修改的猜想，像是第二組 S26 的猜想「等值分數法是把比較小的分母

換成另一個比較大的分母，ex:	 ＞ ，因為 9×2=18，2×2=4， ＞ ，所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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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為修改

檢驗為修改

原先組員們檢驗時認為猜想沒有問題，但有組員提出 S26 舉的例子並非從小組彙

整單而來，而是自己舉的例子，並沒有根據臆測教學中「有憑有據」的規範，不

過由於 S26 的其他敘述都為正確，因此檢驗其猜想為修改即可，並以三角形(△)

表示。 

透過以符號呈現檢驗結果的方式，當組員一邊在檢驗猜想時，一邊就能進行

猜想的分類，使教學時間得以妥善利用，也減少在完成檢驗猜想後，學生間彼此

等待的空白時間。 

 

(二)  相似猜想一起檢驗 

在行動研究前，研究者進行臆測教學時，採取的檢驗方式是，每一個學生講

完一個猜想就檢驗一次，等下一個學生報告時，有相似猜想就會再檢驗一次，直

到組內所有猜想報告並檢驗完畢。研究者心想：學生有許多相似的猜想，一次又

一次的檢驗花了好多時間，是不是能把反覆檢驗相同猜想的程序整合？於是，研

究者決定讓學生將相似的猜想一起檢驗(如圖 1)，也就是第一位學生報告猜想 A

後，大家接著檢驗猜想 A，確認猜想 A 為正確猜想，就請其他組員們將相似的猜

想一起提出來檢驗， 後將相似猜想歸在同一類，再從同一類猜想中提出小組猜

想。接著再以相同的流程，檢驗猜想 B，以此類推，直到所有猜想檢驗完畢。透

過這樣的方式，研究者發現學生在檢驗時比較有效率，也能將多出來的檢驗時間

花在需要澄清的猜想上。 

 

 

 

 

 

 

 

 

圖 1  相似猜想一起檢驗流程 

 
舉例來說，第五組S23先提出猜想「如果是假分數，他一定比真分數大，因

為假分數是1以上的數，真分數比1小的數，所以只要看到假分數和真分數在比較，

比較大的一定是假分數。如： ＞  。」組員檢驗S23的猜想為正確，接著請其

他組員提出與S23相似的猜想。 

此時，S5 和 S6 同時提出自己的猜想，S5 提出(圖 2)「這個方法是假分數和

真分數在比，我們都知道假分數比真分數大，所以真分數小。」組員們檢驗為正

確，歸到與 S23 為同類猜想。 

接著檢驗 S6 的猜想(圖 3)「 ＞ ，   =1   ，假分數至少會有 1 以上，真分數

報告猜想(A)

檢驗猜想(A)

確認(A)為正確猜想

提出相似猜想(A1.A2

檢驗相似猜想(A1.A2

歸到與猜想A同一類

將猜想(A)改為正確 

將相似猜想改為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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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沒有，所以 ＞ 」。但組員們認為 S6「真分數則沒有」的這句話描述不清楚，

因此在修改時將敘述修改為「真分數則沒有 1 以上的數」，修改後 S6 的猜想便是

正確猜想，便也歸到與 S23 為同類猜想。 

圖2 S5個人猜想單 圖3 S6個人猜想單 

後，組員們會將歸為同類的猜想進行全面檢視，選出 完整的敘述直接當

成小組猜想，或是整合大家的猜想，合併或修改為描述更完整的猜想。 

 

(三)確實以小組數據檢驗，以支持例或反駁例檢驗 

「確實檢驗」的臆測教學規範是建立在「有憑有據」的基礎上，因為提出個

人猜想和小組檢驗階段，都是必須根據小組彙整單上的數據來進行，若學生能遵

循有憑有據的規範，就不容易提出錯誤猜想。 

然而，研究者發現，有些學生檢驗做得不確實，導致檢驗效果不彰。舉例來

說，在異分母比大小單元，第二組 S26 的猜想(如圖 4)，組員是根據 S26 個人猜

想單上的內容和例子來檢驗並檢驗為正確，但有組員提出 S26 舉的例子並非從小

組彙整單而來，而是自己舉的例子，並沒有根據「有憑有據」的規範，因此 S26

的猜想必須修改才對。倘若該組在檢驗時並沒有回到小組彙整單上的話，而是只

看猜想單的內容，就會忽略「有憑有據」的規範，也無法做到「確實檢驗」的規

範。 

 

 

 

 

 

                   

                                                     

                                圖 4 未能根據彙整單數據的個人猜想 

 

此外，像是在容積單元時，第五組 S27 提出「A 容器的水位高度比 B 容器高，

因為 A 容器的底層面積比 B 容器小」(如圖 5)。該組在檢驗時馬上就視為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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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研究者在巡視時發現這個猜想有問題，所以研究者找了反駁例(如圖 6)來引導

學生修正猜想。藉此，研究者引導學生在檢驗猜想時，要檢驗小組彙整單上的每

個數據，只要有一個不符合，就表示該猜想不成立，再判斷猜想是要修改還是淘

汰。 

 

圖 5 S27 猜想                   圖 6 S27 猜想的反駁例 

 

  (四)與小組彙整單數據相關，檢驗時就視為正確 

研究者發現，學生在檢驗猜想時，容易因為感覺不對或是寫得不完整就視為

錯誤猜想，輕易的將同學的猜想打叉並淘汰。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核心教師們曾

在數學研究團隊裡討論一番(如 1051226 省思)，林老師提到，學生的猜想必須有

憑有據，只要能根據小組數據所提出的猜想，就應視為正確。諍友老師們提出疑

問，如果猜想很表象呢？林老師回覆，低成就的學生提出猜想不容易，只要正確，

就算只是表象猜想，以鼓勵為優先；但要慢慢訓練學生脫離表象的猜想。因此，

研究者根據林老師的建議，引導學生檢驗猜想時，不要輕易淘汰猜想，只要同學

的猜想和小組彙整單上有關，就要先視為正確，是否提為小組猜想，組員們可再

決定。 

如同靜老師在團隊所提的問題，研究者班上學生也有提出，他們認為有的猜

想只能用在自己的組內，到其他組別一定會被淘汰，所以就打叉。研究者回覆學

生，組員們的功用在協助檢驗猜想，只要符合小組數據就要視為正確，等到提出

小組猜想時，大家可以再一起討論，該猜想是要合併或是不提出，但在檢驗時只

要沒有錯且能根據小組彙整單上的數據(如圖 7)，即使很簡單的猜想，或是表象

的猜想(如圖 8)，都應該視為正確，尊重提出猜想的人。然而，表象的猜想往往

與臆測目標較無直接關係，因此小組在檢驗過後，是否將表象的猜想當作小組公

認的猜想提出，則由小組學生做 後的決定。 

今天惠惠老師問到，學生提出的猜想很表面，組員們就會說這是廢話，然後就打叉，我看他的猜

想內容就是很簡單的事實，那這樣到底算不算正確猜想？靜老師也問，那學生認為這個猜想只在

我們組成立，到了全班討論一定會被他組反駁，這樣算正確猜想嗎？林老師說，只要是根據小組

彙整單的數據就要當作正確，檢驗猜想只是要知道猜想在組內是否正確，像靜老師說的那種，已

知會被他組反駁的猜想，該組可以自己決定要不要提出作為小組猜想。 

                                                                    (1051226-容積-T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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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第四組小組彙整單 

 

圖 8 表象的猜想 

 

  (五)檢驗猜想時，引導學生要判斷是不完整猜想還是錯誤猜想 

研究者在臆測教學後，從收回學生的個人猜想單裡，發現學生將描述不完整

的猜想檢驗為錯誤猜想，像是第六組 S4 的個人猜想寫(如圖 9)：「A 的水面高度

都比 B 高，因為 A 的長寬比較小。」該猜想在組內檢驗時被淘汰，但研究者發

現該猜想並非錯誤，只是描述不完整，因此透過全班討論，引導學生檢驗同學猜

想時，要思考和判斷是不完整猜想還是錯誤猜想。藉此引導學生檢驗時要判斷是

不完整還是錯誤，如果是不完整的猜想需要想辦法修改，不要輕易淘汰同學的猜

想，在這樣的引導下，學生檢驗時就會更注意。 

 

 

 

 

 

 

 

 

圖9 被淘汰的不完整猜想 

 

肆、結論 

  一、  建立「檢驗猜想」的規範，讓數學臆測教學實施更順暢 

檢驗猜想是在學生提出個人猜想後所進行的臆測教學活動，因為個人猜想有

可能不正確，或者未能依照階段一彙整的資料來提出的猜想，也有可能會是非恆

真命題，所以在此階段需要透過小組成員間相互檢驗其正確性。 

然而，學生往往不清楚如何檢驗，有時候唸過就當作檢驗完畢，或是以交情

或喜好來決定組員猜想的正確與否，導致檢驗不夠確實，提出錯誤猜想(洪神佑，

2016)。為了讓學生建立檢驗的模式，研究者透過五個檢驗策略：1.以符號呈現檢

驗結果；2.相似猜想一起檢驗；3.確實以小組數據檢驗，以支持例或反駁例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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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檢驗猜想時，引導學生要判斷是不完整猜想還是錯誤猜想；5.檢驗猜想時，引

導學生要判斷是不完整猜想還是錯誤猜想。 

透過檢驗猜想的規範建立，學生在檢驗猜想時能有個依據，也更能客觀判斷，

使臆測教學實施更為順暢。 

 

二、透過「檢驗猜想」的規範，使猜想更能聚焦臆測目標 

「確實檢驗」的臆測教學規範是建立在「有憑有據」的基礎上。因此，檢驗

猜想除了能讓教師實施臆測教學更為順暢外，研究者也發現學生在多次的臆測教

學活動下，透過檢驗猜想的模式，除了能更有根據、更合理的檢驗猜想外，在提

出個人猜想時，就能遵循「有憑有據」規範，提出更接近臆測目標的想法。 

 

三、透過「檢驗猜想」的規範，培養學生說理的民主素養 

要說服別人認同自己的猜想並不容易，但在臆測教學中，透過檢驗猜想培養

學生「有憑有據」，即透過小組彙整單上的數據來檢驗其猜想的正確性，同儕間

彼此溝通互動正是培養學生們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民主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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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Strategy to the Norms of Examine Conje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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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process of mathematical speculation, to examine the formation of 

speculation norms, to understand the teaching problems and students' learning 

situations, and to improve their knowledge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mathematics 

teaching expertis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thematics speculation 

teaching and the mathematical speculation norms are inseparable. Through the 

"examine conjecture" norm, the mode of examine can be established, and the teaching 

students can implement the mathematics speculation teaching more smoothly, and the 

students' conjectures are more focused and cultivated. Reasonable democratic literacy. 

 

 

 
Key words: examine conjecture、norms、mathematics conje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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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行四邊形包含關係的探究—一位資優生的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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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嘉義大學數理教育研究所 lin020488995@gmail.com 

2嘉義大學數理教育研究所 shiangtungliu@gmail.com 

摘要 

在小學幾何教材中，學生在二到四年級學習四邊形性質，但認識四邊形的

包含關係卻要到國中二年級下學期。van Hiele 的幾何思考發展理論中強調，國

小中高年級的學童大多位於非形式演繹期，而要能夠完全理解圖形包含關係則要

到達形式演繹期。高年級資優生的推理能力是否能夠超越年齡，到達形式演繹期，

可以解決包含關係的問題，是值得我們關切的。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高年

級的資優生是否能夠先行了解平行四邊形的包含關係。 

研究者依 van Hiele 的幾何思考發展的階段理論設計開放式任務單，對一位

高年級資優生進行施測。研究發現：1. 個案因受平行四邊形的刻板形狀影響，

在畫出非典型的平行四邊形時，皆排除了長方形的可能。2.可能因受到語言影響，

在敘述圖形的包含關係時，個案無法精確地敘述＂誰是誰＂的包含關係，甚至有

顛倒敘述包含關係的現象。 

在訪談個案時，研究者以＂三角形的包含關係＂當作學習鷹架，期望個案能

利用類比的方法，以了解平行四邊形的包含關係，最後再進行訪談，以觀察學習

遷移的成效。 

    在教學上，本研究建議教師:可以利用各種四邊形的條件限制多寡，讓學生

了解圖形限制越多，範圍越小；限制越少，範圍越大，進而對於包含關係有初步

理解。 

 
關鍵字：平行四邊形、包含關係、資優生、幾何圖形 

 

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幾何形狀在生活中處處可見，舉凡建築、生活用品皆充分的利用，而對兒童

來說，手中把玩的積木、樂高也都與幾何形狀有關。因為這些幾何形狀具有「個

別的特徵屬性」，而不同的形狀間也有著不同的「性質關係」，所以才能在生活中

被廣泛的應用。自幼稚園開始，兒童對於長方形、正方形等圖形，已能用簡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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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與語言來表達。到了小學階段，透過生活中的物件介紹、示範與操作，進而

能對這些圖形的特徵屬性與構成要素做進一步的了解，如七巧板的遊戲，能讓兒

童經歷形狀的操作以探究、摸索圖形間的關係。到了五、六年級，課本中對於長

方形、平行四邊形等圖形給予了嚴謹的定義，能讓學生更了解各圖形間的性質關

係。然而，四邊形之間的包含關係概念，一直到國中階段，課本才有所提及。四

邊形的包含關係雖然到國中才有介紹，但在國小四年級下學期的課本中卻已有提

出正方形、長方形、菱形、平行四邊形、梯形的各種性質表格，藉由這樣的表格

讓學生去指認性質。但在教師版課本的教學指引中，卻未要求教師利用此表格向

學生介紹其勾選的條件越多則代表限制越多，範圍越小；勾選的條件越少則代表

限制越少，範圍就越大。 

    依據 van Hiele 的幾何思考理論，中高年級學生大約落在(1)層次二：分析期

與(2)層次三：非形式演繹期，在此層次的學生能夠指認出各種四邊形；而確切

能夠發展出包含關係概念則必須達到層次四：形式演繹期，皮亞傑認為十二歲以

上的學童正處與形式演繹的銜接期，而研究者則想利用本研究去探討國小高年級

資優生的推理能力，是否能超越年齡，先行達到層次四的思維。 

 

二、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綜合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擬定本研究的主要目的：高年級資優生在正方

形、長方形、平行四邊形、菱形間的包含關係研究。並依據此目的，討論以下三

項研究問題： 

1.了解高年級資優生是否能從給定的定義中，去判斷正方形為長方形的一

種。 

2.了解高年級資優生是否能在給定的定義中，去判斷正方形為菱形的一種。 

3.了解高年級資優生是否能在給定的定義中，去判斷正方形、長方形與菱形

皆為平行四邊形的一種。 

4.  若給予學生三角形包含關係作為範例，高年級資優生是否能藉由推理能力， 

先行達到層次四的思維? 

 

貳、文獻探討 

一、van Hiele  學童幾何思考層次 

Van Hiele(1957)認為學童的幾何思考包含五個層次，每一層次都有其發展特

徵(吳金聰，2012；劉好，1998；Crowley, 1987；譚寧君譯) 

 

  (一) 層次一：視覺期(Visualization or Recognition) 

 屬於此階段的學生，藉由視覺觀察各種具體事物，依據圖形的整體外

觀特徵，以「看起來像」對圖形進行辨識與命名(Van de Walle,2001/2005；

吳金聰，2012)。如像門的形狀為長方形，像盤子的形狀為圓形。因此，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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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的幾何概念只以看到的實體物件而不了解物體本身的組成成分或屬性

(Crowley, 1987；譚寧君譯)。此階段的學習活動可讓學生進行分類、造型、

堆疊、描繪、著色等活動概念(國立編譯館，1999) 

  (二) 層次二：分析期(Analysis or Descriptive) 

  屬於此階段的學生已經具有辨別圖形特徵的能力(吳德邦，2000)，為幾何概

念分析的開始。學生透過觀察和實際驗證的方法，分析圖形的組成要素及圖形性

質(劉好，1994)，學生能辨識各圖形的構成要素和要素之間的關係(劉秋木，1996)，

也能對圖形進行分類，但難以分辨彼此的包含關係(Van de Walle,2001)。如知道

正方形有四個邊，且每邊等長，長方形有四個邊、四個直角，且對邊相等；但無

法了解「正方形是長方形的一種」之包含關係(何敏華，2005)。 

 

  (三) 層次三：非形式演繹期(Informal deduction or Theoretical) 

    屬於此階段的學生已具備對形狀性質關係了解的能力，並利用先前經驗，建

立性質之間的關係及圖形之間的關係(Van de Walle,2001)。此階段可要求學生對圖

形下精確簡要的定義，並理解圖形之間的包含關係，進而進行簡單的演繹推理與

證明。例如：了解正方形為長方形的一種，因為正方形具備了長方形的所有性質。

然而，此層次的學生還不太能理解歸納的定義或公設的角色，其所獲得的結論往

往是經由技巧的猜測而來，較看不到邏輯次序的改變，也無法了解如何從一個不

同或不熟悉的情境中去建構或證明(Crowley, 1987；譚寧君譯)。 

 

  (四) 層次四：形式演繹(Formal deduction or Formal logic) 

    屬於此階段的學生能經由抽象推理證明各種幾何問題，也知道證明的方法不

只一種(吳德邦，2000；劉好，1994；吳金聰，2002))，並對於未被定義的詞彙、

公設、定理、定義，已有初步的理解；亦知道幾何問題的解決，必須具備的充分

或必要條件，和發現逆命題、否命題、對偶命題之間的差異(Crowley, 1987；譚寧

君譯)。例如：「正方形四邊等長、內角均為直角，但四邊等長的四邊形，不一定

是正方形，亦可能是菱形」。對於此類的命題，能運用邏輯思考去分析幾何問題的

內在關係，確切說出已知條件與證明目的。 

 

  (五) 層次五：嚴密性(rigor)或邏輯法則本質(The nature of logical laws)屬於此

階段的學生，能夠學習不同的幾何系統，如歐幾里德幾何、非歐幾何，並於不同

系統之間相互比較，同時理解抽象推理幾何(劉好，1994)。此層次屬於幾何層次

中的最高層次，一般人較難達到。然而，國小學童的幾何層次大部分介於層次一

到層次三間(林軍治，1992)，而九年一貫課程(教育部，2008)，已將層次三的「圖

形之間的包含關係」教材探討移至國中。 

 

    上述之五個幾何思考層次陳述出學童的幾何學習特徵，可以用來解釋學生在

幾何課程中所遇到的困難與表現，因此研究者以 van Hiele 的幾何思考五層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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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基礎，重視學生在幾何學習上的表現並設計任務單，希望去了解研究對象是

否已能發展出如正方形屬於長方形的一種，此類的包含關係概念。 

 
二、幾何相關教材分析 

由於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學校所使用的版本為南一版，以下將針對南一版的教

科書，分析幾何之教材地位及內容如下： 

研究者於教科書發現題目如附圖 2-1 ，第二題敘述：「四個角都是直角，且

上下兩個邊一樣長、左右兩個邊一樣長的圖形是(  )。」，此題於教師手冊中的

正確答案為「長方形」，卻未提及正方形也符合條件敘述。研究者認為，第二題

的敘述中可改為：「四個角都是直角，且上下兩個邊一樣長、左右兩個邊一樣長，

但各邊與其鄰邊皆不等長的圖形一定是(  )。」，如果再增加各邊與其鄰邊皆不

等長的條件，不僅讓長方形的條件更嚴謹，並讓學生有機會能夠思考如「若各邊

與其鄰邊皆等長，有沒有可能是長方形。」此類的延伸問題。

 

圖 2-1 
 

賦予意義之後，課本給了一個雙向細目表為練習題，如圖 2-2，橫軸為正方

形、長方形、菱形、平行四邊形與梯形五個圖形的圖片，縱軸為名稱與特性，讓

學生將與圖片相符的特性打勾。 

研究者認為，此表格能夠讓學生更加了解各圖形的特性，並清晰的分辨各圖

形間的差異，若能在表格下問下列問題，可以引發學生更身日的思考 

1.四個角都是直角的有哪幾種圖形？ 

2.四個邊等長的有哪幾種圖形？ 

3.兩雙對邊分別互相平行的有那些圖形？ 

題目下延伸發問圖形間有哪些共同的特性，此不失為讓學生提早對圖形間包

含關係有基礎認識的一個機會。 

可以先介紹勾選的越多，則代表限制越多、範圍越小；勾選的越少，則代表

限制越少、範圍越大，藉此讓學生能夠有一個包含關係的基礎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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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參、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探討中高年級學生對於三角形與四邊形包含關係的表現，

首先蒐集幾何思考、邏輯發展文獻並進行探討，研究者先以三角形的包含關係作

為範例，然後依據 van Hiele 所提出的幾何思考層次，設計一份以四邊形為素材，

提供典型例的圖形，給學生填答非典型例的任務單，並給一位高年級資優生進行

此任務單的施測。 

   任務單內提供學生三角形包含關係做為說明例，並給予學生各個圖形的定義，

如「菱形：四個邊都相等的四邊形」；「長方形：四個角都是直角的四邊形」，讓學

生能夠利用定義去畫出各個圖形的典型例子與非典型例子。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為了能探討資優生在平行四邊形包含關係的解題表現，故挑選的研究

對象為彰化市某小學資優班中的一位六年級男學生，在四年級通過彰化市成就測

驗和性向測驗，且得分在正兩個標準差以上，符合教育部(2006)「身心障礙及資

賦優異鑑定標準」學生在某領域學術性向或成就測驗得分在平均數兩個標準差或

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以下化名小翔。此學生除了在學校上資優課程，並未參加

補習班，但已學習各種四邊形的性質；而在任務單的表現中，於菱形與平行四邊

形的關係敘述中，無法明確描述兩者的關係，值得對此進行深入的訪談。 
 
三、研究者角色 
   本研究中，研究者是任務單的設計者，同時也是個案的訪談者。在設計任務

單時，研究者與共同研究者進行共同討論，吾等並非只想單純知道資優生在平行

四邊形包含關係的解題方式，而是想更進一步了解資優生的思考過程。因此，在

個案解題之前，研究者會鼓勵個案盡量畫出不同的圖形，並將自己的想法寫下來；

而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以個案的任務單為基礎，與個案產生互動，並視個案回

答的內容，提出深入的問題，吾等並不以個案能否正確解題為滿足，而是要針對

個案的想法作深入的了解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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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工具 
 
第一大題： 

給予長方形的定義與典型例，要求學生畫出其他的長方形並寫下原因。 

 

          此問題是為評量學生對於長方形的圖形，有無辦法畫出放大、縮小與

旋轉之圖形之外，能否將正方形當作長方形的其中一種非典型例子。 

第二大題： 

給予菱形的定義與典型例，要求學生畫出其他的菱形並寫下原因。 

 

          此問題是為評量學生對於菱形的圖形，有無辦法畫出放大、縮小之圖

形之外，能否將正方形當作菱形的其中一種非典型例子。 

第三大題： 

給予平行四邊形的定義與典型例，要求學生畫出其他的平行四邊形並寫下原因。 

 

          此問題是為評量學生對於平行四邊形的圖形，有無辦法畫出放大、縮

小與旋轉之圖形之外，能否將正方形、長方形、菱形當作平行四邊形

的其中一種非典型例子。藉此讓學生了解菱形與長方形為平行四邊形

特殊化的過程概念，如【圖 3-2】【圖 3-3】： 

 

(1)菱形與平行四邊形的共同屬性是對邊等長且互相平行，當平行四邊形加上四邊

等長的條件後，便形成了菱形。 

(2)長方形與平行四邊形的共同屬性是對邊等長且互相平行，當平行四邊形加上四

個角都是直角的條件後，便形成了長方形。 

 

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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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肆、研究結果與討論 

一、國小年級資優生平行四邊形包含關係之解題類型 

    整理檢視高年級資優生個案於平行四邊形包含關係任務單上的解題紀錄，分

析學生在各題的解題類型。結果呈現的順序依照題目順序排列，以下化名為小

翔。 

 

第一題：畫出其他的長方形，並寫下理由 

【類型一】 

將正方形歸納為長方形的一種，並了解正方形符合四個角皆為直角，則屬於長方

形的一種。 

    小翔畫出正方形，如【圖 4-1】，並寫下正方形屬於長方形的原因為「正方形

的四個角皆為直角」。研究者對小翔提問：「正方形為什麼也是長方形？」小翔回

答：「因為正方形的四個角皆為直角」。研究者認為此小翔利用任務單給予長方形

的定義，了解若符合四個角皆為直角，則屬於長方形的一種。 

 

圖 4-1 

 

第二題：畫出其他的菱形，並寫下理由 

【類型一】 

將正方形歸納為菱形的一種，並了解正方形符合四個邊等長，則屬於菱形的一

種。 

   小翔在其他的菱形中畫出正方形，如【圖 4-2】，並寫下原因：「四邊等長，四

個角皆為直角，所以正方形也符合菱形的條件」。小翔寫下正方形的兩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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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利用任務單給予的菱形定義「四個邊等長」，因為正方形符合其中一個條件，

則將正方形歸納為菱形的一種。 

 

圖 4-2 

 

【類型二】 

把菱形認為也可以是平行四邊形 

 

小翔將菱形旋轉，形成水平的平行四邊形，如【圖 4-3】。小翔在原因寫下「也可

以是平行四邊形、四邊等長」。研究者對小翔提問「那平行四邊形一定是菱形嗎?」

小翔回答：「平行四邊形不一定是菱形」。研究者認為小翔了解菱形為平行四邊形

以兩雙對邊平行的定義，再加上四邊等長的條件所形成的圖形，對於特殊化的過

程有某種程度上的理解。 

 
圖 4-3 

 

第三題：畫出其他的平行四邊形，並寫下理由 

【類型一】 

根據定義，因菱形兩雙對邊平行，將菱形歸納為平行四邊形 

 

小翔在其他的平行四邊形中畫出菱形，如【圖 4-4】，並寫下原因為「也可以邊一

樣長，兩雙對邊平行，邊一樣長」。研究者對小翔提問「那平行四邊形一定是菱形

嗎?」小翔回答：「平行四邊形不一定是菱形」，研究者追問：「為什麼平行四邊形

不一定是菱形?」小翔回答：「因為菱形一定要四個邊都一樣長。」小翔正確的利

用定義回答問題，並且回答出「不一定是」，表示小翔了解平行四邊形須加上四邊

等長的條件才能成為平行四邊形。但小翔在平行四邊形的圖形中並未畫出正方形

與長方形，研究者認為，在小翔心中對於平行四邊形的刻板印象為歪歪斜斜的，

所以才未將正方形與長方形列入考慮。研究者則對小翔提問「若根據定義，平行

四邊形為兩雙對邊平行的圖形，那平行四邊形包含了那些圖形？那理由是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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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翔回答：「菱形和長方形皆為平行四邊形，因為兩雙對邊都是平行。」但小翔依

舊沒有回答出正方形是平行四邊形的一種。 

 

圖 4-4 

 

伍、結論與建議 

為回應研究目的，本文將重要的發現呈現於結論之中；而根據結論發現所得的啟

示，呈現於建議中，分述如下： 
 
一、結論 

  研究者認為小翔在圖形特殊化的過程中，只能達到「平行四邊形特殊化形成長

方形與菱形」和「長方形與菱形特殊化形成正方形」，未有將「平行四邊形加上

長方形與菱形的條件後，特殊化形成正方形」的能力。或許是因為在學習過程上，

因教材給予的圖形太過刻板，少有將圖形放大、縮小、旋轉、改變角度等經驗，

而侷限了學生對於幾何思考的發展能力。但小翔在任務單中看過範例給予的三角

型的包含關係後，經由思考卻能夠回答出不錯的答案。 
    研究者認為，對於高年級資優生，雖無法完全達到 van Hiele 幾何思考理論

中，層次四的形式演繹期，但若適當的給予包含關係的引導，能夠藉由高年級資

優生優異的推理能力，而有超越年齡的表現，並且更早達到形式演繹的能力。 
二、建議 

  (一)給予學生非制式的四邊形，有助學生理解包含關係 

   學生在解平行四邊形包含關係時，遭遇了平常課本中給予四邊形的「刻板印

象」，例如「平行四邊形一定歪歪斜斜的」「長方形一定長長方方的」，而此類的想

法造成學生心中的的刻板印象，導致在學習平行四邊形包含關係時，需先造成「失

衡」，才能「重建」心像。建議初步介紹各種四邊形時，能夠給予非制式的四邊形，

如「旋轉不同方向的正方形、菱形、長方形與平行四邊形」或「給予邊長幾乎相

等的長方形，讓學生測量，再依照定義詢問學生此圖是否為長方形？」，藉此讓學

生了解這些四邊形不是只有單一方向的。 

  (二)充分利用教材給予的四邊形性質表格 

    在南一的教材中有給予表格讓學生對於四邊形的性質進行勾選，但卻未對此

進行延伸。建議在教授此表格時，能夠對學生提問「若是勾選的項目越多，則代

表條件越嚴謹還是越鬆散？」藉此讓學生反思勾選條件的目的所在，再以此推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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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嚴謹則代表範圍越小；越鬆散則代表範圍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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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ation of Parallelograms Containing Relationships 

- A Case Study of a Gifted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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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geometric textbooks of elementary schools, students are allowed to learn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quadrilateral in the second to fourth grades, but the quadrilateral inclusion relationship is only 

introduced detailedly in the second semester of the middle school. Van Hiele's theory of geometric 

thinking development emphasizes that most of the children in the middle and upper grades in 

elementary high school are in the formal deduction , but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quadrilateral inclusion 

relationship, it is necessary to reach the formal deduction. Whether the comprehension of upper grades 

gifted students can transcend the age and reach the formal deduction period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inclusion relationship, which is worthy of our concern.Therefore,the research aimed to explore 

whether the upper grades gifted student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can understand the inclusion 

relationship of parallelograms first.  

The researchers designed an open task based on the stage theory of van Hiele's 

geometric 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tested a upper grade gifted student.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he case is affected by the stereotype shape of the parallelogram, and 

when drawing other parallelogram, the possibility of the rectangle is excluded. 2.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the case cannot be accurately defined i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inclusion of the figure, and even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relationship is 

reversed. 

In the interview case, the researchers used the "triangle inclusion relationship" as 

the learning scaffold. The expected case can use the analogy method to understand the 

inclusion relationship of the parallelogram, and finally conduct interviews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the learning transfer. 

In the teaching suggestions, teachers can use various quadrilateral conditions to 

limit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so that the research object understands the more 

graphical restrictions, the smaller the scope; the fewer the restrictions, the larger the 

scope, and thus the initial understanding of the inclusion relationship. 

 

Key words: inclusion relationship, gifted student, geometry, parallel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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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數學「角」概念之活動設計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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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 4 年級學生對於角度概念學習表現為何？學生接受整數角度學

習軌道課程教學後，其學習表現為何？研究結果發現：1.在角度概念學習內容中，

比較角的大小是表現最弱的部分。2.在量角器的使用上，操作的正確性、熟練度

和報讀的精準度有明顯的落差。3.接受角度概念的學習軌道課程教學後，原有的

部分迷思概念獲得釐清，並能以更精確的語彙來描述角概念或溝通。 

 

壹、緒論 

    除線段、多邊形、圓形、多面體和球體之外，角度是利用數學方式構造空間

和開展實踐活動的基本工具，它們是土地測量及長度、面積和體積的核心部分

(Battista, 2007)。在現實世界中，角度是藝術、手工藝和建築的關鍵元素，也是

日常活動中空間位置之間定向和導航的關鍵元素，將我們的身體相對於其他物體

進行定位，並跟踪物體運動。理解角度和他們的測量是複雜的，這種複雜性對於

師生教學和學習角度的措施帶來了實質性的挑戰。根據 Battista(2007)的研究顯示，

將角度定義為幾何圖形之前，兒童傾向於將角度理解為身體轉動或旋轉，但這兩

者在經驗上是不同的，轉向是走過一條路的過程中的變化，旋轉不涉及個體的移

動，只從一個焦點到另一個焦點的視線改變，這兩重觀點對學生而言是困難的。

對於角度的學習，學生從陌生的學習內容起步至精熟的過程中，首先會建立初步

且具體的觀念，而後再逐步的延伸、細緻與抽象化。如此堆疊完成的學習歷程，

好似出外旅遊，從家裡出發，經過數個中途站後抵達目的地。在途中難免有走錯

路或是躊躇不前的時候，因此需要事先規劃路線圖，還需要熟悉路線的老師全程

陪同，甚至依據情況中途修改路線。「學習軌道」(Learning trajectory, LT )在課程

設計上，將學習內容分割為數個小目標，鼓勵學生經由逐步達成小目標來完成整

個教學目標，老師則負責設計小目標的教學與評量，預測學生可能會出現的數種

思考模式來進行佈題，評量方式不限於紙筆作答，透過交互詰問、解題過程、實

作等方式來診斷學習狀況並隨時偵錯。「學習軌道」最主要的優勢在於教學上的

彈性和建立概念的緻密性。透過具有鑑別度的佈題，讓老師充分掌握學生的學習

狀況與找出迷思概念；作答方式多樣的評量活動，訓練學生分析、推理、表達、

操作、解釋等多元能力，強化學習數學的素養與興趣；教師充分掌握學生的概念

建構情況，並時時進行方向修正以契合學生的知識累積歷程。回顧數學領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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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學習單元皆有其歸屬的數學概念脈絡，若要促進角度數學能力學習，可以針

對角度概念的發展順序，運用特殊的教學活動以達成，但這牽涉到的理論與研究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必須做為提供學生學習發展假設的引導，而「學習軌道」

正是體現此一概念的理論，此理論聚焦於學生解題歷程中認知能力的發展與策略

技巧的使用，從個別差異的現象考量課程設計及教學順序的安排，改善其學習環

境，以利學生學習。因此本研究是透過分析數學教材中角度主題概念，構築軌道

設計活動進行教學，讓學生能夠依循軌道進程學習角度概念的知識，進以解決生

活情境中的問題。本研究之具體問題如下 

1.小學 4 年級學生對於角度概念學習表現為何？ 

2.小學 4 年級學生接受整數角度學習軌道課程教學後，其學習表現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學習軌道理論與發展 

    學習軌道理論的理念源於真實數學教育中情境或真實世界的問題，其採用一

種預想性的課程設計實驗，經由重要數學理念與目標，以推測學生可能的學習路

徑，沿此路徑進以支持和組織學生學習。由於學生經由不同的學習路徑達到學習

目標是因其各不相同的學習風格和思考方式，是故教師預先設計的學習路徑就稱

為「學習軌道」。LT 的發展是以將真實情境融入教室，透過師生彼此與情境良好

互動，引發學生思考與探究問題，提供教師掌握學生知識的發展，並促進目標順

利達成。而此目標也包含經過教學實驗後，教師對此數學議題所建構的學習軌道。

此是指教師針對特殊數學議題或內容，經由教學實驗驗證後，對此數學議題或內

容所建立的一套教學信念、策略、方法與進程。 

    Clements 與 Sarama(2004)指出，諸多成功的數學課程發展，以及數學學習與

教學研究，都採用 LT 概念。根據他們的論述，LT 的形成關乎：(一) 對學生在

某項重要數學觀念之學習路徑的臆測，(二) 可支持沿著此假定的教學軌道進行

學習之教學活動的臆測。意即教師必須先對學生在某個數學概念的學習進程進行

臆測，才能據以安排適當學習活動，並在各概念發展上透過活動或作業刺激，引

發概念的調適，進而重構成為進階的概念。LT 包含學生的學習目標、計畫教學

的活動及事先預測的學習步驟，讓教師進行數學概念的發展，且理解可引發學生

學習的內容(Gravemeijer, 2004)。此外，教師對班級活動的解釋將影響未來課程

的計畫，透過對真實 LTs 的理解而塑造教師預先設計的 LT，並在反身性、迭代

的歷程形成 LT 和修正教室中的教學實務，進而導引對所欲強調的 LT 之建立。

此循環活動可視為一系列的教學實驗，LT 將在此多元的狀態下進行檢驗、精煉，

並持續修正與發展後續的 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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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教師 LTs 建立的歷程 

二、幾何角度概念發展 

    角度是由兩條射線共享一個共同的終點形成。學生明白描述中的角度，但是

需轉向理解角度是從一條射線旋轉到另一條射線的描述，因此角度被描述為旋轉

的量，理解角度始於理解全轉，學生識別全轉、半轉和四分之一轉，他們通過使

用他們的身體執行這些，它們順時針旋轉（向右轉）或逆時針旋轉（向左轉），

求學生描述從房間正面轉向他們面對的方向的最短路線，他們還使用身體或物理

材料如吸管形成角度。例如，學生可以在他們面前透過伸出手臂並彎曲手肘緩慢

地將手伸向他們的臉部來與身體形成角度，他們可能會將手臂上方和下方的部分

想像為一個角度的兩側，隨著他們的手靠近他們的臉部而變小，通過這個任務，

比較他們創建的不同角度，向學生介紹小角度和大角度，學生還可以使用吸管或

動態幾何表徵等操作方法，並識別角度的圓周運動並根據轉動來進行測量：全轉、

½圈、¼圈、¾圈，他們也可將角度描述為比這些標準更多或更少，學生通過將兩

條射線放在一起來創建角度。根據教育部(2008)的能力指標規範，學生在小學階

段對於角度的概念需能：1.能認識周遭物體上的角、直線與平面(含簡單立體形

體)。2.能認識角，並比較角的大小。3.能認識角度單位「度」，並使用量角器實

測角度或畫出指定的角。4.能理解旋轉角(包括平角和周角)的意義。5.能理解平

面上直角、垂直與平行的意義。6.能認識圓心角，並認識扇形。在角度概念學習

的歷程，學生需要將角度的兩側定義為射線，將頂點定義為這些射線的相交端點

（圖 2）， 

                    
（圖 2）                          （圖 3） 

     

    學生通過用字母表示邊和頂點並使用序列邊=頂點-邊創建名稱來命名角。 

例如，學生使用字母 A，B，C 和 X，Y，Z 來命名以下角度（圖 3），儘管在這個

階段，學生可以通過只提到頂點來命名角度，即上面的角度<ABC，也可以被命名

為角度<B，這對於學生認識這種邊-頂點-邊書寫角度的方式，為了在晚些年級確

定補角和補充角度是有用的，他們還將直角標識為完美適合紙張的方角或四分之

一圈的角度。學生可以使用一張紙的方角來識別教室中的其他直角。 然後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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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引入銳角，如小於直角的角度，以及將角度視為大於直角的鈍角。對於任何一

對相交的射線，實際上都會創建兩個角度（圖 4與圖 5）。 

                     

（圖 4）                                （圖 5） 

     

    學生在二維形狀中識別直角、銳角和鈍角。 例如，以下形狀的角度是什麼

類型？學生避免這樣的誤解是很重要的，即長的射線的角度會大於短的射線的角

度。 例如，哪個角度最大，<ABC 或<DEF？學生還需要避免誤認為角度取決於代

表角度的曲線的長度。例如，哪個角度最大，<GHI 或<KLM？學生們可以通過按

照從最小到最大的順序列出角度來避免誤解，並確定相同的角度（圖 6與圖 7），

一個常見的誤解是，學生可能認為直角是指向右側的角度，或者不同方向上的兩

個直角不相等，另一個誤解是學生認為所有的直角都是平行於地平線的。 

 
（圖 6）                            （圖 7） 

 

    本活動設計之學習軌道(圖 8)從尋找生活中的角切入角度，透過舊有的知識

學習新知，先由之前所學過的「量」讓學生思考角度的單位為何，進而利用比較

角的大小教導學生如何使用量角器，並讓學生測量生活中的角，讓學生發現生活

中的數學無所不在。其次，以估測角度的方式培養學生的量感，並將估測與實測

結果做比對，讓學生對角度大小的估測更有感。再者，利用角度的合成與分解讓

學生能做簡單的計算，並運用角度的合成認識 180 度到 360 度之間的角。接著，

讓學生利用量角器畫出指定角度，並能解決生活情境。除此之外，透過小遊戲-

操作七巧板，讓學生思考圖形之間的關係。最後，以生活中的素材-扇子介紹旋

轉角的概念，透過實體的教具操作切入抽象的概念，讓學生更容易理解角度。 

 

圖 8  角度概念之假設性學習軌道 

認識「度」的單
位和「°」的符號

使用量角器測量
並報讀角的大小

角度的估測與實
測

畫出指定的角
角度的測量與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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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旨在利用學習軌道設計角度概念活動，探索學生在經過教師設計的角

度概念活動後，能否將學習到的相關知識加以運用解題。研究樣本為台中市某國

民小學四年級學生一班約 16 人進行，該校位於台中市東區，四年級班級數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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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校教師同意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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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課程設計 

角度概念活動設計如表 1 所示，共分三節課進行教學實驗 

表 1 角度概念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第一節 角 

任務 1：認識「角」，討論角的構成要素，辨認一圖案是否為角並說明理由 

任務 2：說出生活中哪些地方有角 

任務 3：故事：大魚和小魚的對話──判斷角的大小與轉向 

任務 4：分數板的遊戲──比較角的大小 

第二節 角度的測量 

任務 1：認識角度，探討角度的功能與範圍 

任務 2：認識直角，探討直角的特性與在測量上的優點 

任務 3：估測──以尺和筆畫出指定角度的角 

任務 4：量角器的認識與運用 

第三節  

任務 1：拼出指定的角度──角度的加減與角的分割合併 

任務 2：為甚麼直線不是平角──平角、周角的認識與區別 

任務 3：旋轉角──以圓規示範角的大小變動 

 

三、資料蒐集與分析 

(一)前測 

    進行實驗教學前，研究者事先以對臺中市某國民小學四年級學生為對象，進

行角度概念測驗，希望能了解學生在角度的相關先備知識，進而安排實驗教學活

動。由於前測中已事先得知學生的先備知識，再據此補強學生在學習角度單元應

該增強的概念進行課程設計。測驗方式皆採用紙筆測驗。 

(二)學生課堂的表現 

1.資料收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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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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教師事後回溯教學歷程的參考依據，並注意學

生在課堂中的反應，例如：學生回答問題的內容以及上台發表的過程，以驗證設

計的內容與教學目標是否符合學生的學習目標。 

2.資料處理方式： 

本研究採用質性分析方式，從教學過程中記錄學生在課堂上學習回答的內容，

選擇適當樣本分析學生的先備知識、數學概念以及可能產生的迷思概念。主要

分析項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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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發表的內容：分析學生發表時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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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資料處理方式：採用質性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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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解學生對於角度的想法與概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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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結果分為以下兩部分：一、前測的施測結果；二、教學實驗中學生在

課堂上學習回答的內容(含師生對話與學生寫作學習單之作答表現) 

一、前測的施測結果 

前測採紙筆測驗進行，共 30 題，分為三大題，依序為是非、選擇、填充三種題

型。學生答對的題目該題在表格中以「1」表示，答錯題目在該題中以「0」表示。 

表 2：前測第一大題施測結果 

座號    第 1

題 

第 2

題 

第 3

題 

第 4

題 

第 5

題 

第 6

題 

第 7

題 

第 8

題 

總答

對題

數 

1  1  1  1  0  0  1  1  1  6 

2  1  1  1  1  1  1  1  1  8 

3  0  1  1  1  0  0  1  0  4 



 

128 
 

4  0  0  1  1  1  1  1  1  6 

5  0  0  0  1  0  0  1  1  3 

6  1  1  1  1  1  1  1  1  8 

7  1  1  1  1  1  0  1  0  6 

8  1  1  1  1  1  1  1  1  8 

9  1  1  1  1  1  1  1  1  8 

10  1  0  1  1  0  1  1  1  6 

11  1  1  1  1  1  1  1  1  8 

12  1  1  1  1  1  1  1  1  8 

13  1  1  1  1  1  0  1  1  7 

14  1  1  1  1  1  1  1  1  8 

15  1  0  1  1  1  1  1  1  7 

16  1  1  1  0  0  1  1  1  6 

平均  0.812

5 

0.75  0.937

5 

0.875  0.687

5 

0.75  1  0.875  6.687

5 

總平均  0.8359375 

 

    於表 2 中可觀察到，前測第一大題學生的平均為 0.8359375，其中第 3 題與

第 7 題的單題平均明顯高於總平均，尤其第 7 題的平均為 1，所有學生皆答對該

題；另外第 2、第 5、第 6 題的單題平均偏低，第 5 題的平均 0.6875 為本大題中

平均最低的一題。答對率較高的第 3 題為觀念題，此題平均高代表大部分學生對

於該題所考的概念非常清楚；答對率最高的第 7 題則為純粹的記憶題，學生在此

題所有人答對，雖然此現象少見，但並不令人意外。答對率略低的第 2 題為單位

認識，答錯第 2 題的部分學生在該次前測中表現低落，另一部分學生在該大題中

有關此單位的其他題目皆答對，推測是作答時並未留意到題目末端的錯誤而答錯，

並非對此單位概念不清。第 5、第 6 題皆為定義題，學生必須考慮到定義的所有

可能性與規範限制才能答對。其中答對率略低的第 6 題加入了不影響條件成立的

多餘敘述；答對率最低的第 5題則漏掉了影響條件成立的關鍵敘述，顯示「是否

符合數學定義」的考題對於學生而言仍有些抽象，也稍困難。 

二、教學實驗中學生在課堂上學習回答的內容(範例) 

1.找出正確的角 

T：或者呢你把你所知道的角寫出來或畫出來，再來呢我們的第二題是不是有很

多的圖形？請幫我把裡面出現的角圈出來(圖 9) 

T：關於第三個這個圖形，有人認為他是角的嗎？ 

S：它分開了耶 

T：有人認為不是的嗎？來手先放下，好為什麼不是？ 

S：因為他沒有三個點聚在一起 

T：有說一定要黏在一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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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第三題只是兩條線，這兩條線並沒有交在一起，所以並沒有形成角 

T： 那麼這個十字架這裡有出現幾個角呢？ 

S：四個 

T： 來這四個角在哪裡？可以用比出來給我看 

(S 指出四個角位置) 

 

圖 9 找出正確的角 

2. 比較角的大小 

T：七分之一跟八分之一的互比，是七分之一比較大喔，首先七分之一是綠色，

大家的應該也是綠色只是綠的顏色不太一樣而已，然後八分之一是深藍色，因為

我把深藍色疊上去，有沒有看到綠色多一點出來？(圖 10) 

 
圖(10)S 以操作的方式展現”比較角的大小” 

    在前測結果中，比較角的大小是學生表現較弱的部分，在課堂實作中也發現

學生在比較大小相近的角時會較容易判斷和回答錯誤，但幾乎所有學生都能迅速

排出或疊出角的由小到大(如上圖) 

3. 量角器的使用與測量 

T：來拿到三分之一的角度是多少 

S：他是一百二十度 

T：四分之一的角度是幾度 

S：九十度 

T：六分之一有嗎？六分之一量出來是幾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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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量出來是六十度喔 

T：那七分之一呢？五十還有呢？五十五，其他的嗎 

S：五十一度 

T：有五十二嗎 

S：要 

T：五十一是最接近的答案，三百六十度分成七份五十一是這樣子來的 

T：好八分之一四十五 

請 S 上台示範量角器操作，發現到仍有 S 對於量角器的操作不甚熟悉(圖 10) 

 

圖 10 學生操作量角器 

 

伍、結論與建議 

    角與角度的教學在過往的數學課程安排中被視為圖形的一部分，強調角與圖

形的連結，用途為圖形間識別的基準。然而角度亦是在物理、藝術、丈量和空間

定位中被廣泛運用的核心元素。目前數學教育的研究領域中對於角與角度教學的

研究並不多，但角概念的深化轉換與角度的測量對於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都是一

項挑戰。本研究結合新興的學習軌道(Learning trajectory, LT)理論，依據該理論的

精神和要旨設計一系列國小數學「角」概念之教學活動並實施，以了解國民小學

四年級學生角度概念學習的情形，並探討「學習軌道」理論實施角度教學之成效。

依據本研究之研究結果與發現，可歸納出以下幾點結論： 

1.小學四年級學生在角度概念學習內容中，比較角的大小是表現最弱的部分。 

2.小學四年級學生在量角器的使用上，操作的正確性、熟練度和報讀的精準度有

明顯的落差。 

3.小學四年級學生在接受角度概念的學習軌道課程教學後，原有的部分迷思概念

獲得釐清，並能以更精確的語彙來描述角概念或溝通。 

建議 

1.學習軌道的階段安排與設計除了考慮到學生數學概念發展與課綱課程要求之

外，也須留意設計者本身對於教學內容的偏好(會較為重視或忽視某一部分的內

容)，設計者宜將自己所規劃的學習軌道供其他設計者、專家檢視並互相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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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找出自身盲點和優化學習軌道。 

2.評量是學習軌道理論能否發揮功效的重點，評量結果必須要能如實反映學生的

個人知識與思考過程。因此評量問題須留意低階的記憶層面問題不能太多，且避

免一題包含兩個以上的概念或測驗目標，以免造成結果分析與歸納的困難。 

3.學習軌道中每個階段必須建立子軌道：訂定該階段主要概念為子目標，教學目

標包含精熟該階段所有子目標，並準備相應的評量問題來檢測學生是否熟悉此階

段子目標而得以進入下一階段，評量問題應涵蓋低層次的記憶到高層次的應用、

分析、評鑑等能力檢測，並界定學生的何種能力展現可視為通過該階段的標準。 

4.教學過程中應鋪陳情境促進學生數學概念的延伸、細緻與抽象化，並給予足夠

的時間與刺激，達成從生活語言發展到數學語言的歷程，例如從「角是尖尖的地

方」到「角是兩條直線的交點」 

5.教學者應跳脫「追求正確答案」的思維，教學過程與評量須能使學生展現其解

題思維的多元性。 

6.角度教學時，需要讓學生有大量進行實作練習的機會，以強化角的比較、量角

器使用等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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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performance of 4th grade students in the concept of 
angle. What are the learning performances of students after they have taken the 
integer-angle learning orbital cours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In the angle 
concept learning content, the size of the comparison angle is the weakest part. 2. In 
the use of the protractor, there is a significant gap in the correctness, proficiency and 
accuracy of the operation. 3. After learning the orbital course of the concept of angle, 
the original part of the myth concept is clarified, and the concept or communication 
can be described in a more precise vocabu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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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依照試題編製要點規定，設計乘除法數學素養示例內涵，以符應課室教學

動態需求。經測試後探討受試班級的學生對於乘除法數學素養示例的表現是否有

顯著改變。結果進行了乘除問題類型與八項數學實務查核雙向細目表的檢驗；從

學生「乘除法數學素養示例」的施測結果，了解學生的表現情形。 

關鍵字詞: 乘除法、數學素養、示例 

壹、緒論 

        在數學領域中，乘除的概念與計算，猶如加、減一樣廣泛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雖然現今有方便的電算器或電腦輔助我們計算，然而四則運算的概念與算則仍是

國小數學學習的重要一環。因為這是數學學習發展及生活運用中不可或缺的（楊

瑞智，2000）。檢視能力指標的內容（教育部，2008），可以發現乘除法是學生

未來學習分數、小數、時間的化聚，甚至是因數倍數的基礎。如果學生在學習乘

除法的階段未能確實達到學習精熟的水準，對於往後的學習內容將有相當大的影

響，且對生活情景解題將面臨困難。雖然大部分學生能模仿乘除法的算式解題，

但不見得能正確說明算式的真正含意且能加以適切的應用（游麗卿，1998），因

此幫助學生清楚有效地學習除法的概念，是數學課程設計與實施必須思考的。 

        在日常生活中，數學無所不在，只是我們渾然不知，透過數學素養的示例，

不但可以讓學生對於學習數學更感興趣，當面臨問題時，還能迎刃而解，真正的

數學素養不僅是數學方面的知識，更是如何在生活上應用數學知識解題，數學素

養重視的是使用數學解決生活問題的能力，跟我們以往的考試大不相同，它不是

著重於繁複的計算，而是如何運用數學的知識基礎，透過不同的情境問題了解數

學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而不會產生「為什麼要學數學?」這種想法，貼近生活

的數學比較容易引起學生的興趣，使得學生願意主動去探究數學，進而成為一個

抱持著積極態度、具有反思能力的學生。 

雖然數學素養的教育理念非常重要，但目前教學實務上較少與數學素養相關

的示例提供教師應用與發展，希望能藉此研究，讓更多人知道數學素養的價值與

普及性，進而協助教師運用並創造相關的數學素養示例，溝通相關的教學實務（傳

統 3R 與表徵、討論和模式化），建立豐富的溝通環境，鼓勵學生分享與釐清觀念，

直至理解（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 2000）。由此可知，教師將數學素養融

入教學，可以讓學生建立完整的數學概念、靈活的運算技巧、合理的推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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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應用於生活中並有正向的態度；如果不將數學素養融入教學，那麼教育出來的

學生就會呆板的進行運算、失去創造力及適應力，以上的負面影響會導致容易在

數學教學中有挫折感， 後瓦解學生學習數學的信心。 

        數學教學中要求教師確立教學目標，要設法讓學生對課程產生興趣，教師要

能夠使用多個和教學目標相關的實例，讓學生可以從中歸納出規則，之後老師需

要統整教學目標的概念， 後要讓學生應用於生活中，如此學生能夠建立完整的

數學概念、提升學習的興趣並應用到生活之中。本研究旨在設計國小五年級學生

在數學課室可以發展與應用之數學素養示例，透過失策，分析學生對這些示例產

出之解題策略、數學思考和正向行為表現，從中探討其採用的數學知識，並將此

實務分析結果做為師資生進行有效教學的參考，從反省的歷程提升數學教學知

能。 

研究問題 

(一) 乘除法數學素養示例內涵是否合乎編製要點規定，符應課室教學動態需求。 

(二) 測試後受試班級的學生對於乘除法數學素養示例的表現是否有顯著改變。 

貳、文獻探討 

一、數學素養意涵與重點 

針對數學素養的定義，不同學者有不同的見解，作者歸納數學素養係指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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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教學

的專業標準（The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Teaching Mathematics, NCTM, 1991）

說明教室討論的特質是學生學習數學內容的主要影響力，研究也顯示教室討論對

數學的學習扮演重要的角色（Stein, Engle, Smith, & Hughts, 2008）。溝通在數學教

室裡提供學生討論與論證概念的機會、思考他人呈現的概念、修飾彼此的觀點，

並在整合分享的知識時賦予意義。教室討論可以提供學生推理、彼此學習、釐清

思考的機會。根據上述，數學意義可透過溝通行動中訊號的解釋而持續的建構，

是數學教導和學習的基礎。溝通是學習數學的核心，所以教師需將所有學生視為

是數學語言的學習者，在數學教室裡，學生數學語言的能力是師生進行數學活動

做溝通的焦點，直接連結到教師提供給學生的語言經驗，這些經驗反過來會發展

學生的數學素養。教師可以從符號學（semiotic）、塑造意義（make  sense）、形

成讀寫能力的各種訊號系統進行教學。形成讀寫能力的各種訊號系統意味著學生

不僅理解數學系統裡操弄的元素，而且能運用、解釋與探究系統內或其他不同系

統間的訊號，而變得更有讀寫能力。Thompson、Kersaint、Richards、Hunsader

和 Rubenstein（2008）等人認為隨著時代進步與社會的要求，可將傳統數學教育

的「聽說讀寫」目標轉化為溝通導向數學素養的培養，包含符號化、圖形化、使

用表格與創造圖像等溝通技巧（圖 1）。豐富的溝通數學環境也需發展學生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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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其困境、不完整的理解、臆測並對數學產生啟發，因此提供給學生閱讀及解題

的示例益形重要。根據單維彰、鄭章華等人（2016）認為素養導向的數學教學示

例設計原則有以下 6 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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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以任務鋪陳數學學習脈絡，引導學生進行探索與發展概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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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教材安排從具體到抽象，提供學生有感的學習機會； 

5.  教材設計具備多重表徵； 

6.  學習任務具備形成性評量的功能，以評估與促進數學學習。 

        這樣的示例可教導學生閱讀數學語言有關的特殊內容課程的經驗，確定豐富

的數學語言實務對學生進行解釋其思考給自己會他人時，可引導概念深入的理解

與解提，在此過程，教師給予學生產生理解有價值的啟示，進而形成教學。本研

究乘除法示例的設計則遵照此原則，配合 Greer（1992）提出之乘除法結構，取

材學生生活經驗加以融入。 

 
圖 1  傳統與溝通導向之數學素養內涵 

二、乘除法類型與設計 

        從數學的觀點來看，乘法是種單位量的轉換，不再局限為 10 以內的單位量；

從心理學的觀點來看，乘法是單位量轉換的解題活動，而乘式則是解題活動紀錄

的變更。所謂的單位量的轉換，係指「將數個非 1 的單位量，轉化成以 1 為單位

量」的活動。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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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單位量轉換觀點來看，被乘數是異

於 1 的單位量，乘數是新單位量的倍數，而積數則是以 1 為單位量的倍數。而除

法運算有別於加、減、乘法的直接運算思考模式，為間接運算思考模式，是一種

「估計–檢驗」的歷程，也就是「估商」的過程。在除法運算過程中，通常是以

除數的位數視為一個「節段」，並以此節段之倍數與被除數進行運算思考，倘若

被除數的首位數小於除數的首位數，則需要將除數位數加一做為節段，以進行除

法運算思考（楊瑞智主編，2013）。乘除法的應用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學生

需對乘除概念的意涵與運算有所瞭解，才藝解決生活面對的困難，依據 G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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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有關乘除法的類型可歸納為表 1 所示： 

表 1  生活中面對的乘除法問題類型 

種類  乘法問題  除法問題Ⅰ  除法問題Ⅱ 

1.等組的團體 

Equal Group 

有三位小朋友，各有四顆

橘子，請問他們共有幾顆

橘子？ 

12 顆橘子平分給三位小朋

友，請問他們每人共得到幾

顆橘子？(等分除)   

有 12 顆橘子，每位小

朋友可以分 4 顆橘

子，共可分給幾位小朋

友？(包含除)   

2.等量 

Equal Measures 

有三位小朋友，各有 4.2

公升的橘子汁，請問他們

共有幾公升的橘子汁？ 

12.6 公升的橘子汁平分給

三位小朋友，請問他們每人

共得到幾公升的橘子汁？

假如你有 12.6 公升的

橘子汁，你可以各分

4.2 公升的橘子汁給幾

位小朋友？ 

3.速度 

Rate 

假設一艘船每分鐘 4.2 公

尺的速度持續前進，請問

3.3 分鐘後能移動多遠？

假設一艘船 3.3 分鐘能移動

13.9 公尺，請問它每分鐘的

平均速度是多少？ 

假設一艘船以每分鐘

4.2 公尺的速度移動，

移動 13.9 公尺要花多

少時間？ 

4.測量轉換 

Measure 

Conversion 

一英吋大約 2.54 公分，請

問 3.1 英吋是幾公分？ 

3.1 英吋大約 7.84 公分，請

問 1 英吋是幾公分？ 

一英吋是 2.54 公分，

請問 7.84 公分是幾英

吋？ 

5.乘法的比較 

Multiplicative 

Comparison 

鐵是銅的 0.88 倍重。如果

一塊銅重 4.2 公斤，那同

樣大小的鐵有多重?   

鐵是銅的 0.88 倍重。如果

一塊鐵重 3.7 公斤，那同樣

大小的銅有多重?   

如果同樣大小的鐵和

銅分別重 3.7 公斤和

4.2 公斤，那鐵相對是

銅的多少倍?   

6.部分/全體 

Part/Whole 

一所大學學生通過考試的

比率是 3/5。如果 80 位學

生參加考試，會有多少人

通過?   

一所大學學生通過考試的

比率是 3/5。如果有 48 人通

過，那有多少學生參加考

試?   

一所大學中有 80 人參

加考試，有 48 人通

過。請問學生通過的比

例是多少?   

7.倍數的轉變 

Multiplicative 

Change 

一條橡皮筋能被完全拉長

到原長的 3.3 倍。原長 4.2

尺的橡皮筋，若完全的拉

長則會變成幾尺？ 

一條橡皮筋能被完全拉長

到原長的 3.3 倍。當一條橡

皮筋被拉長變成 13.9 尺，

則橡皮筋原長為多少？ 

一條橡皮筋由原長的

4.2 尺被拉長到 13.9

尺，請問是延長了幾

倍？ 

8.笛卡兒乘積 

Cartesian Product 

若從 A 到 B 有 3 條路徑，

從 B 到 C 有 4 條路徑，總

共有多少條路徑可從 A 到

B 到 C？ 

從 A 到 B 到 C 共有 12 條不

同路徑，而其中從 A 到 B 有

3 條路徑，試問從 B 到 C 有

多少條路徑？ 

 

9.矩形面積 

Rectangular Area 

請問有一個長 3.3 公尺、

寬 4.2 公尺的矩形面積是

多少？ 

有一個矩形面積是 13.9 平

方公尺，長是 3.3 公尺，請

問寬是多少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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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乘積的估計 

Product 

假如有一台暖氣機 4.2 小

時用了 3.3 千瓦的電力，

請問這台暖氣機一小時用

了幾千瓦電力？ 

有一台暖氣機一小時用了

3.3 千瓦電力。請問以 13.9

千瓦‐‐‐小時的暖氣機，那它

的電力可以用多久？ 

 

本研究應用單維彰、鄭章華等人（2016）的數學素養示例設計原則，配合

Greer（1992）乘除法類型範例為基礎，嘗試設計之乘除法數學素養示例如下： 

試題：Measure conversion（舉例 1） 

        台灣民間常用的台斤單位，據傳為沿用清代的衡制，依清代戶部所制定的庫

瓶標準，一斤約為 0.596 公斤，並於日治時期（1906 年）宣告統一度量衡時，採

日本制度統一新制，將一斤訂為 0.6 公斤，也就是 600 公克。 

 

（圖片擷取自網路） 

問題 1：仔細觀察重量度量衡（秤）的畫面，你看到了什麼？說說看 

問題 2：當指針指著 300 公克時（公制），同時也是幾克（台制）…台斤 5 斤時，

指針同時指的是幾公斤？ 

問題 3：媽媽到市場買了 1.2 台斤的橘子，請問媽媽買了多少公斤的橘子？寫下

你的想法。 

問題 4：媽媽花了 72 元買了一些橘子，而橘子一台斤 12 元，請問媽媽買了幾台

斤的橘子？也是多少公斤的橘子？說說看你是怎麼想的 

參、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的方式，探索學生對於乘除數學素養示例的表現，樣

本為中部地區三所公立小學的五年級學生各一班，共 74 人。 

二、實施程序 

本研究採用之工具為「國小乘除法數學素養示例」，針對國小數學課程學習

的內容，加以設計相關數學素養題材，包含數與量、代數、統計與機率等單元活

動，配合溝通導向之技能：符號化、圖形化、使用表格與創造圖像等溝通技巧，

要求學生進行討論解題、產出數學素養表現進而能生活應用。執行的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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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討論解題 

    採異質性分組方式，兩人一組，提供設計之數學素養示例後，教師引導學生

讓其討論生活中的數學，例如在兌換外幣時，採用現金或即期匯率何者划算？兌

換哪國的幣值會 大？這類型的題目是展現計算的能力，培養經濟觀與人文素

養。 

2.  數學素養表現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Initiative〔CCSSI〕（2011）認為對於學生數學素

養的表現需有高度的期待，設計的數學任務需和學生的表現連結一起，因此提出

了八項的數學實務作為檢核有效教學的標準，這些標準不僅可以核對學生解題歷

程的能力，還可查核學生是否精熟數學的內容知識。本研究結合了 Greer（1992）

的乘除法類型與 CCSSI 的八項數學實務，繪製雙向細目表，作為設計乘除法數學

素養示例的規準（表 2 所示）。 

表 2  乘除問題類型與八項數學實務查核雙向細目表 

雙向細目表 

乘除法類型 

數學素養的評量 

解題

與解

決問

題的

毅力

抽象

與數

量的

推理

能力

建構

多種

論證

與批

判他

人的

推理

用數

學進

行模

式化

策略

性的

使用

合宜

的工

具 

精緻

化 

探索

與運

用結

構 

尋找

並反

覆推

理規

律性

等組的團體 

Equal groups 
               

等量 Equal measures                 

比率 Rate                 

測量轉換 

Measure conversion 
               

乘法的比較 

Multiplicative comparison 
               

部分/全體 Part/whole                 

倍數的轉變 

Multiplicative change 
               

笛卡兒乘積 

Cartesian product 
               

矩形面積 

Rectangular area 
               

乘積的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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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of measures 

  三、資料分析 

（一）資料收集方式 

        為了詳實記錄學生解題過程與數學素養的表現情形，採取「學習單紀錄」

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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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法等內容記錄在學習單上，以供教師事後回溯學生學習歷程的一個參考依

據，以驗證學生解題歷程的能力，以及學生是否精熟數學的內容知識，除此

之外，參考學生學習單的記錄，以便做為資料分析所使用。 

（二）資料處理方式 

        本研究採用質性分析方式，根據學生學習單的解題策略與常見錯誤，分

析學生對於「國小乘除法數學素養示例」的表現，並從中分析各個活動對學

生的難易度。 

肆、結果與發現 

        本研究結果包含以下二個部分：一、乘除問題類型與八項數學實務查核雙

向細目表；二、學生「國小乘除法數學素養示例」的施測結果。 

一、乘除問題類型與八項數學實務查核雙向細目表 

雙向細目表 

乘除法類型 

數學素養的評量 

解題

與解

決問

題的

毅力

抽象

與數

量的

推理

能力

建構

多種

論證

與批

判他

人的

推理

用數

學進

行模

式化

策略

性的

使用

合宜

的工

具 

精緻

化 

探索

與運

用結

構 

尋找

並反

覆推

理規

律性

等組的團體 Equal groups                 

等量 Equal measures                 

比率 Rate                 

測量轉換 Measure 

conversion 
               

乘法的比較 

Multiplicative comparison 
               

部分/全體 Part/whole                 

倍數的轉變 

Multiplicativ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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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兒乘積 Cartesian 

product 
               

矩形面積 Rectangular 

area 
               

乘積的估計 Product of 

measures 
               

二、學生「國小乘除法數學素養示例」的施測結果 

（一）評分規準 

          根據學生的答題狀況計分：若學生回答的內容沒有任何問題則給予 3 分；

若學生回答的內容有些不足，像是敘述上不夠清楚明瞭、計算上有些許的錯誤，

但可以確定該學生理解該概念，只是粗心造成的錯誤，則給予 2 分；學生有作答，

但為錯誤答案，則給予 1 分；若學生無作答，則以 0 分計。 

（二）各活動之難易度 

        根據學生在每個活動中所得總分的平均分數判斷該活動對學生的難易度，

「買東西」及「台灣的紙張尺寸」的活動皆有 4 個問題，故學生 高可得 12 分；

其餘的活動皆有 3 個問題，故學生 高可得 9 分，如下表所示： 

活動名稱(該活動可得 高分)  平均 

買東西(12 分)  7.88 

台灣的紙張尺寸(12 分)  5.80 

台斤與公斤(9 分)  4.34 

飲料熱量表(9 分)  4.11 

學生健康檢查(9 分)  5.96 

每天的喝水量(9 分)  5.86 

搭配衣服(9 分)  4.69 

加油(9 分)  5.12 

做餅乾(9 分)  4.26 

        以「買東西」及「台灣的紙張尺寸」的活動來說，上述兩個活動 高可得

12 分，而學生的平均分數分別為 7.88 及 5.80，我們可以知道「買東西」的活動

對學生的難易度為中間偏簡單，而「台灣的紙張尺寸」的活動對學生的難易度則

屬中間，我們亦可以知道對學生來說「買東西」的活動較「台灣的紙張尺寸」的

活動簡單，故學生在「買東西」活動的平均分數較「台灣的紙張尺寸」活動的平

均分數高。「台斤與公斤」、「飲料熱量表」、「學生健康檢查」、「每天的喝水量」、

「搭配衣服」、「加油」、「做餅乾」上述 7 個活動的 高得分都是 9 分。「學生健

康檢查」、「每天的喝水量」、「加油」活動的平均分數分別是 5.96、5.86、5.12，

我們可以得知上述這三個活動對學生來說較簡單；「搭配衣服」活動的平均分數

為 4.69，故對學生來說此活動的難易度為中間偏簡單；而「台斤與公斤」、「飲料

熱量表」、「做餅乾」三個活動的平均分數分別為 4.34、4.11、4.26，屬於中間偏

難。以 高可得 9 分的活動來看，我們可以知道這 7 個活動對學生的難易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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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到困難的排序依序為：「學生健康檢查」、「每天的喝水量」、「加油」、「搭配

衣服」、「台斤與公斤」、「做餅乾」、「飲料熱量表」。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針對國小數學課程學習的內容，應用單維彰、鄭章華等人（2016）的

數學素養示例設計原則，配合 Greer（1992）乘除法類型範例為基礎，從學生的

生活經驗中取材加以設計成「國小乘除法數學素養示例」，並根據 CCSSI 提出的

八項數學實務，作為設計乘除法數學素養示例的規準。分析「國小乘除法數學素

養示例」各個活動對學生的難易度並探討其原因，根據 高得分相同的活動來比

較，先探討 高可得 12 分的「買東西」及「台灣的紙張尺寸」，對學生來說「買

東西」活動較「台灣的紙張尺寸」活動簡單，這可能是因為「台灣的紙張尺寸」

的文章內容篇幅較長，學生沒有耐心閱讀，且問題需根據文章內容作答，還有一

開放式題型，學生較不熟悉，再加上該活動需計算的數字較大，學生容易計算錯

誤，因此學生在「台灣的紙張尺寸」活動的表現較差。而其餘七個活動的 高得

分都是 9 分，這七個活動對學生的難易度，由簡單到困難的排序依序為：「學生

健康檢查」、「每天的喝水量」、「加油」、「搭配衣服」、「台斤與公斤」、「做餅乾」、

「飲料熱量表」。以「學生健康檢查」來說，該活動不僅是生活中的數學，問題

類型也是學生在過往的學習過程中常見的題型，因此學生的表現普遍較佳；再者，

「飲料熱量表」的文章內容篇幅較長，且有部分題目需寫出兩種以上的方法，學

生多只能寫出一種方法，故學生在「飲料熱量表」活動的表現較差。 

        影響學生對數學素養示例表現的層面很多，但是如果教師不將數學素養融入

教學，那麼教育出來的學生就只會呆板的進行運算、失去創造力及適應力，導致

學生容易在數學學習中有挫折感， 後甚至是瓦解學生學習數學的信心，因此我

們要將傳統數學教育的「聽說讀寫」目標轉化為溝通導向數學素養的培養，讓學

生建立完整的數學概念、靈活的運算技巧、合理的推理能力、能夠應用於生活之

中並有正向的態度。在設計數學素養示例時，不僅要注意學生的先備知識為何，

還要注意在用字遣詞上是否會造成學生的不理解，尤其是在開放式題型上更需細

細琢磨，而在文章內容的部分，要配合學生的程度，將一些較艱澀的詞彙或是較

饒口的語句轉換成學生較易理解的語句。而在問答的部分，可以多用開放式題型，

讓學生自己或是與同學們一起思考問題的答案後，以自己的數學語言表達，不僅

可以讓學生體會到「數學是一種語言」，教師在批閱學習單時，也可以進一步去

了解學生的思考模式與解題策略，進而去制定補救教學，提供適合學生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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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ulation and Teaching Application of Mathematical Literacy in 

Division and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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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consists of design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e mathematics  literacy of  the 

division  and  divis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test  preparation,  in 

order to meet the dynamic needs of classroom teaching. After the test, the students 

in  the  test  class  were  examined  whether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xample of the mathematics literacy of the division and division. 

The  results  of  the  multiplication  and  division  problem  type  and  the  eight 

mathematics  practice  check  two‐way  breakdown  table  test;  from  the  student's 

"multiplication  and  division  mathematics  literacy  example"  test  results,  to 

understand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Keywords: Multiplication and division, mathematical literacy,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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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利用 LTA 理論作為基礎，探索國小師資生解題歷程產出的加減運算思維與

必備知識，進而發展設計小學二年級學生之加減運算學習軌道。研究發現師資生

針對研究設計之購物問題的解題表現與思維包括利用1.拼湊法，2.差數補足法，

3.平均數補足法，4.符號推理法等策略進行解題。解題歷程呈現出運用認識錢幣、

分與合策略、位值概念、連加(減)法運算、「倍數」概念、不足與超過解題運用

與解題策略轉換等相關的數學知識；師資生並以此數學知識作為加減法運算的基

礎，發展出小二學生對購物問題可運用之 HLT 模式，以利日後教學實驗證明執行

的成效。 

關鍵字詞: 加減法、解題、學習軌道 

壹、 研究動機與目的 

    數學學習是種解題的認知歷程，在此歷程中包含了解題者呈現與操弄認知系

統裡對問題的知識，解題者思考的問題是藉由目標所激發，因此其擁有的知識和

技巧對欲克服的情境障礙是困難或簡單的，成了決定的因素(Skemp, 1987)。解

題在數學學習的歷程扮演重要的角色，美國數學教師學會(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NCTM, 2000)的《學校數學原理和標準》提及所有的

數學課程應為幼兒園到 12 年級的學生發展問題解決、推理和證明、溝通、連結

和表徵的能力，建議所有教學計劃應使學生能夠：(a)運用和調整各種適當的策

略來解決問題；(b)選擇和使用各種推理和舉證的方法；(c)分析和評估他人的數

學思想和策略；(d)理解數學思想如何相互聯繫；(e)選擇、應用和詮釋數學表徵

以解決問題。教育部(2018)頒布的 12 年國教數學領域綱要提及：國民教育的重

點在於學習對生涯有用的知識與能力。數學知識雖然本質抽象，卻具有廣大的應

用面向與深刻的應用層級。如何在不同年齡、不同能力、不同興趣或領域，皆能

獲得足以結合理論與應用的數學素養，是國民數學教育的重要目標。數學教育應

能啟迪學習動機，培養好奇心、探索力、思考力、判斷力與行動力，願意以積極

的態度、持續的動力進行探索與學習，從而體驗學習的喜悅，增益自我價值感。 

    然而如何從學生可觀察的解題行為中推斷出他們的數學知識，von 

Glasersfeld 和 Steffe(1991）就主張數學學習的研究需能夠一致性地解釋和預

測學生從事數學任務時產出的行為，Simon(2018)和他的研究團隊則嘗試使用「透

過活動進行學習」的架構(Learning through Activity, LTA)來解決上述的問題。

「透過活動進行學習」是個新興的數學學習理論，指的是學生從事特定的數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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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時，可透過數學活動進行學習(Simon, et al., 2018) ，活動可定義為學習者

試圖完成特定目標導向的心理和身體行為的數學任務。在數學教育的研究中，學

生通過指定的學習軌道來描述一系列概念性的步驟，可在特定的教學方法或學習

環境中獲得數學概念。近年來，研究人員已經記錄了在協作小組和班級討論的數

學交流背景下學習的重要觀點，在這些情況下，學生參與協商意義、分享和比較

解決的基模、論證和挑戰解題的模式，並建立後續工作共享的數學思想。然而數

學任務是小組和全班學生溝通的基礎，許多數學的探索都在學習情境的互動上進

行的，LTA 通過創建初始的假設性學習軌道(Hypothetical Learning Trajectory, 

HLT)來準備教學實驗，HLT 由學習目標、教學介入和假設學習過程組成，LTA 教

學實驗的介入具有預期任務序列的特徵，初始任務引發學生調用活動而構築概念，

即協調構成活動的操作以促進反覆抽離概念，如果任務序列不能促進概念的構建，

則修改 HLT。 

    推動素養教學已是教育的主流，素養教學著重於知識、技能、態度的整合及

脈絡化的情境學習，素養教學的挑戰對於未來師資培育的重點，應以增進師資生

對 12 年國教素養數學領域綱要的理解與應用，強化其對數學素養課程規劃與設

計能力為要點，為讓師資生學習的數學內容能達成上述目標，且呼應數學領綱重

點的闡述，必須將操作與多元解題的精神融入解題活動的設計(圖 1)，以讓師資

生經由體驗、理解與應用達成數學活動設計的教育目標。  

 

 
圖 1 操作與多元解題精神融入數學素養課程設計 

 

    本研究以國小二年級生活購物情境之加減運算題為例，提供研修國小教育學

程的學生進行解題，利用解題歷程產出之策略、方法、數學知識等表現，思索轉

化至教學情境時，可發展與設計何種適宜學生加減運算的學習軌道，落實理論與

實務結合和運用，提升有效教學的能力。具體研究問題為： 

一、探索國小師資生解題歷程產出何種加減運算的思維與必備知識。 

二、發展設計二年級學生適宜之加減運算學習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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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一、「透過活動進行學習」理論分析 

    LTA 的研究基於以下問題而產出：人類如何學習數學概念，及如何設計教學

以獲得特定數學概念的學習？一個有用的學習模式可以為教學設計方法提供系

統的基礎，以這個問題為導向，LTA 的研究人員為數學概念的學習進行了設計研

究，並發展出理論(Cobb, Confrey, diSessa, Lehrer, & Schauble, 2003)。LTA

的研究計劃旨在創建數學概念學習和教學設計的綜合理論，此理論的基礎建立在

Simon(1995, 2006)與 Simon 和 Tzur 等人(Simon & Tzur, 2004; Simon, Tzur, 

Heinz, & Kinzel, 2004; Tzur & Simon et al., 2004) 所完成的研究工作上。

遵循 Vygotsky (1978)的觀點，LTA 的理論將個人知識的發展描述為從「社會層

面」到「個體層面」的進展，通過所謂的「內化」過程而習得概念。然而內化是

如何發生的？LTA 的研究認為是經由社會的調解而在個體中發生「內部心智」的

重組。LTA 研究人員假設認為個體新數學概念的內心重組過程，學習者的內在能

力和傾向會隨著不同的數學學習情境而改變，數學任務在教育中提供了不同的目

的，在某些情況下，開放式的數學問題被認為是發明、問題解決、學習概念和發

展數學思維，另外學生努力學習某一特定的概念時(例如掌握位值、分數或比率

的基本概念)，窄化任務則可促進個體具體的數學理解，所以使用任務在數學概

念教導與學習的歷程實屬重要。 

    Simon (2017)將數學概念定義為：研究者或學生邏輯闡述其對特定數學關係

中涉及預期和推斷的必然性知識。研究者常運用數學概念表徵學生知識構造的表

現，但這不代表學生對數學概念的理解，師生之間的概念理解是有所差別，因此

數學概念的清晰度可作為特定教學設計目標的理解指標，以讓學生學習到完整精

確的數學概念。Simon (2017)認為數學學習的結果必須解釋從先前的概念到更高

級概念的構建的歷程，因此假設一種遞歸的結構，該結構允許在一個概念層次上

發展的結果能成為下一層次概念的構建區塊。基於上述宣稱，LTA 對於數學概念

學習與活動設計的連結，建立在以下 3項的基本原理上： 

1.從早年開始，學生通過參與特定的活動(例如獲取物件、計數，配對、分享)

來學習。所有年齡階段的學習者通過他們自己的數學活動來學習，這並未否定其

他社會構成的數學思想、活動和交流，它還呈現個人在社會文化影響背景下的活

動前景。 

2.學生參與適當選擇和排序的數學任務，可以進行重要的數學概念學習。如果個

人有能力通過數學活動來學習，那麼就必須設計出一系列的任務，藉由參與這樣

的任務序列來促進學習，也就是可利用任務的設計和排序，透過數學活動來學

習。 

3.並非設計良好的任務序列就足以進行有效的數學課堂教學/學習，但透過精心

設計的任務序列產生的學習是能夠提高學生從課堂討論等互動機會中的受益。 

    從 LTA 的原理可了解學習過程始於學習者解決新任務時，可以採取他們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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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數學概念來解決，首先須設定目標，以響應新的任務要求，並呼應一系列可用

的行動來實現這一目標。對 LTA 的分析可更好地理解概念學習和促進概念學習的

教學設計，為特定的數學概念發展的假設性學習軌道設計奠定理論基礎。 

二、解題與專業實踐 

    任務活動的設計是引發學生解題表現的入口，如何將 LTA 教學實驗方法蘊含

的原理與精神融入教師專業實踐，完成學習軌道之設計，體現師生能夠透過活動

進行學習，那麼在師資培育階段可讓師資生體驗數學解題的歷程，省思解題所需

的資訊，通過活動建構數學概念。Artzt 和 Arnlour-Thornas(2002)主張可將教

學作為解題，擴展師生對於數學解題的認識，將解題視為是數學學習的要點。關

於教學作為解題的文獻特別關注教師的潛在知識、信念和教學目標，及這些方面

如何影響教師在教學前、教學中和教學後的思考(Artzt & Arnlour-Thornas, 

2002)。這些作品揭示了教師教學實踐的本質 - 即他們設計的任務，他們創造的

學習環境，及他們協調的課堂話語 - 直接受其潛在知識、信仰和目標的本質影

響(圖 2)。 

 

圖 2 教學視為解題之教師因素分析 

 

    使用這種教學觀念，希望授權學生成為數學問題解決者的教師必須理解解題

的步驟包含：(a)解決問題之前的準備，(b)實際解決問題，(c)解決方案後的驗

證。此外教師在參與解決問題時必須為學生設定具體目標，在本研究中，我們將

以「嵌套式的解題」(nested problem solving)(圖 3)，即在教學解題的架構中

教授數學問題解決，在整個教學過程中，討論如何通過培養學生對重要數學理解

的方式，將教師的知識、信念、目標和解題的行為轉移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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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嵌套式的解題歷程 

 

    有關師資生於學習活動設計有關嵌套式解題歷程包含師生必要的階段任務

內容經上課協商後彙整如表 1 所示，此流程將融入師資生將教學視為解題的指導

方針，以利發展出學生加減運算的學習軌道。 

    LTA 研究計劃有兩個重點，一是針對特定概念生成 HLT，另一個是進一步闡

述數學概念學習和教學設計理論，以促進概念學習。Simon(2013)將數學教育研

究中的質性數據分析定義為處理數據的過程，因此可從前次的閱讀、查看或收聽

的數據中獲得更多的信息，分析的過程包括三個遞迴的層次，每個層次建立在對

前一層次結果的分析，使研究人員能夠得出透過分析原始數據無法實現的發現。 

 

表 1  以師生的角度分析解題過程每個階段之任務 

教師的角度 階段 學生的角度 

查看課程，並參考相應的資源。 前 仔細閱讀問題，理解特殊詞彙 

關注有關內容的重要訊息以及學生當前的知

識、興趣和能力。 

 關注重要訊息並嘗試確定問題是什

麼。 

考慮可能的方法來教授課程，以便將學生放

在教學中心。 

考慮解決問題的可能方法。 

準備計劃。 如果可能，制定計劃。 

實施課程計劃。 中 開始按計劃解決問題。 

觀察並詢問學生，以確定他們解決方法的進

程。 

評估所使用的解決方法的有效性。 

根據需要提供指導，並考慮其他教學策略。 根據需要，探索解決問題的其他可能

方法。 

回顧課程以評估教學效果。 後 查看所有過程，並確保它有意義。 

如果要再次教授課程，確定要更改的內容。 考慮其他方法來解決類似的問題。 

   

    此 LTA 活動的建構歷程而言，是從單一子活動的數學概念分析做為基礎，探

討活動與學生概念發展和目標之連結，逐次的擴展至整體活動內含之數學概念的

連結，檢驗活動的設計是否具連構性與可用性，教學設計是否可協助或增進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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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概念的提升，因此可以做為教學活動設計和數學概念整合的應用方法。本研

究茲以上述 LTA 架構實踐的方式，如從實際案例中抽離加減法運算相關概念、提

供範式案例等…融入培育師資生的課程中，藉由數學解題與討論分享的歷程，將

數學概念的學習與教學設計整合，發展出學生加減法運算的 HLT。 

 

 

參、 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增進師資生對 12 年國教素養數學領域綱要的理解與應

用，強化師資生對數學素養課程規劃與設計能力，提升師資生教學能力、課程設

計、班級經營與發展的相關知能。為達成此目的，擬定以下執行架構(圖 4)，透

過硬幣操作之多元解題活動，經由課程師生與同儕之引導與經驗分享，激發出數

學相關之 HLT 的設計與發展。 

 

圖 4  本研究實施架構 

二、研究對象 

    研究樣本為 106 學年度第一學期修習師培課程之碩士專班學生計 18 名，他

們在大學修習的主要專長領域為英語文和音樂、美術，這些師資生入學前皆已通

過國家教師資格檢定，具備教師資格，修畢研究所學程後可分發至各縣市之國小

服務。參與研究的師資生先前皆有在國小代課的經驗(1 至 3 年教學經驗)，熟悉

國小教學實務與數學教學內容，唯對數學課程設計經驗較為匱乏，為因應 12 年

國教素養導向教學需求，特別於「數學學習心理學」科目中，穿插數學概念學習

與任務設計課程，以培養學生課程設計與教學應用的能力。本課程自 2017 年 9

月開始至 2018 年 1 月止，課程實施期間，以 3 人為 1 小組，進行教學目標解讀、

解題資料蒐集分析、討論歸納解題策略與思維、評估與修正活動內容，最後分享

任務設計之省思。 

三、數學任務設計 

1.數學問題 

    解題的數學任務以日常生活購物的情境為背景，透過師資生於課堂上分組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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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分享解題策略、評估與建議活動設計後，發展小二學生加減運算之學習軌道，

利於隨後之教學實驗應用。 

老師請曉君等 7 位同學喝飲料每人一瓶，飲料店賣的飲料種類和價錢如下:A=11

元; B=12 元; C=15 元; D=18 元，老師拿出 100 元給曉君去購買?如果老師要求

曉君一定要把 100 元花完，且每位同學都須有 1瓶飲料，不得購買飲料之外的產

品，那麼他要怎麼購買呢? 

2.解題的目標 

(1)使用各種表徵探索與語境相關的數學問題 

(2)分享解決問題的策略 

(3)使用工具如數棒、錢幣討論倍數的模式 

(3)定義「倍數」、「連加」、「連減」、「不足」、「超過」等概念 

(4)比較解題策略的數學知識 

(5)確定問題解決方法是否有意義 

(6)制定和解決延伸的問題，發展學生適用之加減運算學習軌道 

四、資料蒐集與分析 

    為了解師資生對購物情境問題解題歷程發展的變化，要求師資生對解題策略

的思考須描述在紙張上，根據解題策略說明思考的理由與步驟，提供同儕分享與

評斷。在解題討論與分享的場合皆拍攝影帶，以做為資料回顧性的分析，研究者

將師資生解題的類型予以分類，配合報告者的描述和解釋，以充分了解師資生解

題的行動表現與其具備的數學知識，作為推論與設計加減運算學習軌道的前景資

料。資料蒐集與分析的範圍包含:重複觀看錄像的文件、課程中解題的對話、解

題策略模式，以便識別捕捉。 

肆、研究結果與發現 

    師資生可將此解題基模運用到購物問題的解答，以下將其解題策略的類型歸

納說明如下，並分析其解題背後包含的解題思考和能力。 

1. 拼湊法 

    D 組的師資生將題目中的 4種飲料的價錢隨意拼湊 7瓶成為 100 元，獲得需

11、15 與 18 元飲料各 2瓶，11 元飲料 1瓶；當要求找尋其他購買組合方式時，

亦採取拼湊法進行解題，因為利用隨機組合方式，不容易配對出正確答案，以致

無法湊成 100 時，師資生則將剩餘的錢購買其他物品以符合要將 100 元全部花掉

的要求(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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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拼湊解題法         圖 6 差數補足解題法 

 

    利用拼湊解題法的師資生會利用連加方式組合7瓶飲料的價錢成為100元，

同時考量 7 瓶和 100 元之間的關係，只是在解題的歷程上並未利用合宜的策略

思考有效的解題方法。 

2. 差數補足法 

    C 組和 D組的師資生其解題策略同時採用差數補足解題法，即先將 4種飲料

皆買 1瓶，計算出 4瓶飲料全部用了 56 元，要將 100 元全花完，則還須選購 44

元的飲料 3 瓶，因此將剩下的 44 元拆解，嘗試買 3 瓶飲料，讓其金額的合等於

44 元，經組合嘗試後最後須再購買 11 元、15 元及 18 元飲料 1 瓶，最後 100 元

可以買到 11 元、15 元及 18 元飲料各 2 瓶，12 元飲料 1 瓶；另種解題思考是買

15 元的飲料 4 瓶花了 60 元，剩下 40 原則拆解拼湊購買另 3 瓶飲料，最後得到

購買 11 元飲料 2 瓶，18 元飲料 1 瓶和 15 元飲料 4 瓶的組合方式，解題紀錄如

圖 6所示。 

3. 平均數補足法 

    B 組和 E 組的師資生認為因為要買的飲料其每瓶的價錢都在 10 元以上，因

此買的 7 瓶飲料先以 10 元代替，所以花了 70 元，100－70＝30，再將須用完的

30 元分配到 7瓶飲料，由於 11 元、12 元、15 元及 18 元的四種飲料價錢，分別

比 10 元多出 1 元、2 元、5 元和 8 元，利用組合這些比 10 元多出的錢的方式，

可以找出 8 元的 3 瓶(24 元)、2 元的 2 瓶(4 元)加上 1 元的 2 瓶(2 元)，合計 7

瓶 30 元；另一解題思考是 1 元、5 元及 8 元的各 2 瓶(28 元)，加上 2 元的 1 瓶

(2 元)，合計也是 7瓶 30 元；或是 5元的 4瓶(20 元)，8 元和 1元的 2瓶(不能

用 1瓶 2元的，因為這樣只有 6瓶而已)，也是 7瓶 30 元(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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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平均數補足解題法        圖 8 符號推理解題法 

4.符號推理法 

    F 組的師資生從解題的歷程觀察到購買的飲料種類可以是 4 種皆買(總價是

56 元)，但只能買 7瓶，若買 8瓶一定會超過 100 元的限制，因此每一種飲料不

可能同時購買 2瓶以上，最多有 3種飲料購買 2瓶，其中一種只能買 1瓶，才可

以符合問題條件的要求，所以可以設定買 4 種飲料的價錢為 A＋B＋C＋D＝56，

各買 2 瓶所花價錢為 56＋56＝112，112 元是 8 瓶飲料總共花掉的錢，減掉 1 瓶

12 元剛好等於 100 元，這可以用(A＋B＋C＋D)x2－100 進行思考解題；再者任選

3 種飲料都不會超過 50 元，例如較多價錢的三種飲料 18＋15＋12＝45，這些飲

料各買 2 瓶只有 90 元，不會超過 100 元，只要補上另 1 瓶的價錢，嘗試組合是

否可以湊成 100 元就可以了，所以可以用 100－(A＋B＋C)x2 求出少多少錢的方

式來思考解題，推演出答案，解題思考如圖 8所示。上數的解題思考方式同時考

量 100 元和 7瓶飲料兩個變項之間的關係，採取了超過與不足的概念，以差數補

足解題法作為基礎，利用符號代表飲料類型作為解題思考的物件，以利推論過程

簡化問題的線索，進而一般化尋找解題的規則。 

二、加減法 HLT 模式的發展 

    經由對購物情境解題表現之各種策略與思考方式的分享後，研究者要求師資

生針對數學教學與數學解題的心智運用加以比較析，思索他們兩者之間的異同，

探索如何為小學二年級的學生在購物問題學習的歷程上設計有效的進程，以發展

出加減法的 HLT。歸納師資生針對教導數學課程和解題歷程省思呈現的心智運用

之特徵內容如表 2。表 2內容顯示，師資生體驗教導數學與解題的歷程和表現之

間有甚多相同的特質，例如兩者之間實施的歷程皆充滿不確定、複雜與多樣性，

要解決此困擾，只有敞開心胸接受挑戰，需要在事前做計劃，揣摩歷程可能發生

的狀況，以利能夠掌控處理(目標導向)；在強化教導數學方面，主張監控和調整

教學需要透過傾聽和觀察學習者來「調諧(tuning in)」，解題方面則需要透過問

題的基本特徵和數學關係來「調諧」(自主學習)。這些省思內容的分享除可提升

師資生對數學教學與學生學習之心智發展作關係的連結，也了解到有效的活動設

計能促進學生解題思維的運用、激發多元解題策略的產出，最重要的是能利用設



 

153 
 

計的活動理解學生如何學習數學概念，學習的歷程期數學概念如何轉變，如何處

理學生遇到的困難並給予協助。這些行動表現支持 Simon、Kara、Placa 和

Sandir(2016)及 Simon、Kara、Placa 和 Avitzur(2018)主張的 LTA 的重要性與

價值性，對 LTA 的分析可更好地理解數學概念的學習和促進概念學習的教學設計，

並為加減法的數學概念發展出以經驗為主的假設性學習軌道設計奠定基礎。 

表 2 教導數學課程和解題歷程之心智運用之特徵異同 

教導數學課程  解題歷程與表現 

教學很複雜，往往難以預測 解決問題的方法很複雜、難以預測 

「好」的課程需要規劃，而且可以採

用多種形式。 

制定解決數學問題的計劃是必不可少的，

通常不僅有一種「正確的方法」。 

提高教學技能涉及冒險和嘗試新方法

的意願 

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涉及冒險和嘗試新方

法 

監控和調整教學需要透過傾聽和觀察

學習者來「調諧（tuning in）」 

監控和調整問題的解決方法需要透過問題

的基本特徵和數學關係來「調諧」 

反思課程的教師能夠分析、完善和修

改計劃，以便進行適當的後續課程 

回顧問題的解決方法讓學習者將結果與原

始目標進行比較，確定解決方法的適用

性，從而擴展他們的問題解決模式 

 

 

    當進入加減法 HLT 的設計，師資生們經由討論、分析對購物情境解題所需的

數學概念與能力後，列出小二學生解題必要的學習任務與內容： 

1.認識錢幣：辨識常用之 1元、5元、10 元及 50 元的幣值及了解其間的關聯。 

2.分與合策略：能流暢及正確的進行數字之數值的分和合。 

3.位值概念：了解個位和 10 位之位值概念及其之間的轉換運用。 

4.連加(減)法運算：了解問題情境的內容與相關變項的意義，利用加減法對相關

的變項進行運算，並獲得正確答案。 

5.「倍數」概念：理解「倍」的意義，並能運用學過之乘法表知識進行運算。 

6.不足與超過的解題運用：透過解題結果了解情境中物件或變項之間不足與超過

的現象和意義，並能合理的解決此現象衍生的問題。 

7.解題策略轉換：運用彈性思考與多元解題的方式，對問題進行推理及嘗試，獲

得合宜的解題方法，並能對其背後所持的理由加以解釋說明。 

    這些任務可排列構成加減法解題的 HLT(圖 9)，此 HLT 以學生一年級學過的

數學概念和經驗作為基礎，例如認識幣值、分與合、位值概念，結合二年級新增

進的連加連減、乘法概念，增益彈性思維與多元解題的策略，架構出小二學生加

減法的 HLT 模式，此 HLT 透過操作、理解與熟練的歷程，提供小二學生完整的解

題活動，呼應 Steffe 和 Thompson(2000)提出的「分析性地互動」的進展，生成

HLT 的模式並可依教室實際情況進行修改，以作為研究數學教學設計與學生學習

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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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加減法的 HLT 

伍、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利用 LTA 的理論作為基礎，探索國小師資生解題歷程產出的加減運算

思維與必備的知識，進而發展設計小學二年級學生之加減運算學習軌道。研究發

現師資生針對研究設計之購物問題的解題表現與思維包括利用 1.拼湊法，2.差

數補足法，3.平均數補足法，4.符號推理法等策略進行解題。解題歷程呈現出運

用認識錢幣、分與合策略、位值概念、連加(減)法運算、「倍數」概念、不足與

超過解題運用與解題策略轉換等相關的數學知識；師資生並以此數學知識作為加

減法運算的基礎，發展出小二學生對購物問題可運用之 HLT 模式，以利日後教學

實驗證明執行的成效。本研究發現與結果檢驗了師資生數學知識與數學教學知識

之專業知能與課程設計能力的表現，理解教學實務與學生認知的關聯，評量師資

生對於數學相關概念的理解；加減法 HLT 模式的發展，提供了師生教導或學習數

學時明確的目標，作為課室活動進展的指引，有效提升學習效率；且辨識學生解

題時須具備之合宜的活動序列，掌握其數學概念發展的順序，並對學生學習歷程

可能產出的關鍵困難加以處理，可做為新數學概念抽離的基礎；且設計的序列活

動可讓學生具體的運用，引導其自我學習而獲得更佳之數學化和抽象化的能力。 

    教學與解題之間具有密切的關連(Artzt & Arnlour-Thornas, 2002)，亦即

所謂的教學相長，這可透過解題歷程擴展師生對於數學解題的認識，將解題視為

是數學學習的要點。Artzt 和 Arnlour-Thornas (2002)特別提及教師的潛在知

識、信念和教學目標影響教師在教學歷程的思考，研究者發現在 LTA 應用的歷程

中，師資生普遍受限於先前解題的經驗影響，呈現出欲立即算出答案的行為，對

於運用多元解題策略進行更深入與細緻的數學思維能力較為匱乏，要改善此種心

智習性的運作，建議可將師資培育的數學課程，如普通數學、數學教材教法等科

目的學習成效評量機制加以改善，提供師資生思考和解題的機會，培養推理與思

考的心智習性以改善數學教學的行動。另外要提升教師有效教學能力，則須明確

化教學目標，需對數學概念學習與發展的順序加以分析比對，然師資生對於數學

教材內涵所包含之概念和知識並不明瞭，因此無法具體分析和排序數學概念的發

展，要培養師資生對數學任務的設計和發展，建議可以提供生活化的問題情境，

讓其在充足的時間和機會中轉化成數學問題，將問題透過數學思考進行解題，同

儕討論分享與激盪，建構出數學概念發展的學習軌道，如此才能掌握數學概念本

質與教學重點，提升有效教學和促進學生數學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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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 a learning trajectory on mathematical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operation through problem solving 

                             Chen Chia Huang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LTA theory as the basis to explore the mathematical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thinking and necessary knowledge of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olving the problem, and then develops the learning trajectory of the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of the second-grade student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problem-solving performance and thinking of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for the 

shopping problem of research design include the use of 1. patchwork method, 2. 

difference complement method, 3. average complement method, 4. symbolic 

reasoning strategies to solve the problem. The problem solving process is presented 

use the knowledge of coins, division and integration strategy, position value concept, 

continuous addition (subtraction) method, "multiple" concept, insufficient and more 

than the use of problem solving and problem-solving strategy conversion, etc.; 

Pre-service teachers use this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s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based on the basis, the HLT model that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can use for shopping 

problems is developed to facilit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future teaching experiments. 
Keywords: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Problem solving, Learning traj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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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國和新加坡國小代數教材心智習性內容之分析與比
較 

 
林政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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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採內容分析法，分析台灣、中國和新加坡三個國家之教科書內容，了

解這三個國家國小高年級階段教科書設計的代數主題包含的心智習性類型和比

例，並比較代數主題之特色，以期能提供教學實務應用。研究發現：一、三個國

家之代數主題提供發展心智習性的內容，以數學思考與理解和抽象化兩大數學能

力為主，兩心智習性合計比例約 85％。二、台灣教材較注重觀察問題中變數發

展的趨勢及比較不同解題策略優缺點；中國教材則重點置於計算的一般化，透過

類題的熟練和問題情境的擴展，以達到讓學生能有效地計算各式題目的目的；新

加坡教材則明顯強調理解問題，加強培養學生理解問題中變數之間關係的能力。

三、台灣教科書特色為：1. 呈現不同解題策略的比較以增進學生對於解題規則

的理解；2. 透過觀察、歸納問題中變數的關係培養邏輯推理能力。中國教科書

特色為：1. 反覆練習基本問題以提升計算流暢度；2. 融入生活情境問題發現生

活中的數學。新加坡教科書特色為：1. 算數題目與代數題目做連結以彌補學生

代數學習之間隙；2. 反覆練習基本變數關係奠基代數解題的能力。 

 

關鍵字：心智習性、教科書、代數 

壹、緒論 

        林碧珍與蔡文煥(2005)指出臺灣教師有 92％相當依賴教科書。教科書是教師

進行教學實務有力的工具，對數學的教導與學習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許多學者

強調教科書是內容的核心、教學方案的精髓，決定了教師想教什麼及學生要學什

麼的內涵。教科書扮演的角色近年來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關注和探究(徐偉民、

徐于婷，2009；楊德清、陳仁輝，2011)，這些學者的研究發現，教科書除了能

協助學生獲取知識和概念，更能培養他們解決問題所需推理、臆測和證明等等的

心智習性，為將來進入社會建立良好的態度和能力。 

    Kieran(1996, 2007)提出代數作為一種活動的想法，他指出學校代數三個類型

的活動：表徵、轉換與後設活動，主張每個活動都可以供給代數有意義的學習和

發展學生對代數概念的理解。表徵的活動包含將代數的角色視為一種語言；轉換

的活動包括不同類型的代數操作，可提供符號以促進學生的操縱性流暢，也可以

促進學生的等價概念作為代數的核心思想；而後設的活動是指將代數用來作為數

學活動的工具，像是解題或證明時，代數是進一步分析的基礎，可以採用多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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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來執行活動。 

    Hoch（2008）認為代數的學習與結構感有關，結構感是學生能夠識別一個

熟悉的結構，並將複合的術語作為單一實體來處理，以便這些術語可以通過轉換，

來追溯到熟悉的結構，從而找到數學知識中可行的轉換。而代數心智習性可以被

定義為通過不同思維方式使用數學知識的技能，並使這種方式成為習慣（Bass, 

2008），因此培養學生的代數心智習性有助於增強他們的結構感。 

    Goldenberg 等人(2015)指出學校教科書的佈題設計往往是給予所有需要的資

訊且將問題明確化，以其學生能更快的學會解題，這種方法有利於特定類型的學

習，然而學生需要經常在問題中思考，他們的目標是要找出所需的信息、能夠使

用的方法或是可以敏銳地察覺問題的關鍵點。相較於典型的佈題，真實生活中的

問題幾乎從未立即呈現所有相關的資訊，只會出現問題的部分可能需要我們採取

某些行動才能得到其他的訊息，因為訊息可能不完整，所以總是需要分析情境。

如以一來就需確認我們是否完全釐清問題是什麼，必須弄清楚問題是什麼和是否

需要超出我們已有的額外訊息，如果需要額外的訊息，什麼訊息是解決問題所需

要的。而用這樣與真實生活中接近的問題來培養心智習性是有效的。鑑於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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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國小高年級代數內容包含的代數心智習性類型和比例，並分析其內容之代數心

智習性的特色，提供教學實務應用。具體研究問題為： 

一、比較三個國家教科書之代數主題呈現的代數心智習性的類型與比例為何？ 

二、比較分析教科書代數主題中代數心智習性的次類型與比例為何？ 

三、分析三個國家之代數主題的心智習性特色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心智習性 

        Costa 與 Kallick(2000)提出心智習性(habits of mind)的概念，心智習性即是

「使用心智的習慣」，其行為包含了好奇心、質疑、決策、理性、創意、冒險及

批判思考等特質，認為學習的主要目標就是為了培養思考的習慣，培養良好的思

考習性，可以讓行動更明智而成熟。他們在研究行為舉止明智、優異以及有高效

能者的特質後，總結出至少 16 項屬於人類的明智行為，並且統稱為心智習性。

而 Leikin (2007)認為心智習性是一種選擇有效的智力行為樣式的傾向和能力，包

括個人的毅力、選擇有效策略的傾向和應用這些策略解決問題的能力。 

    依據學習材料的特質，可以將心智習性分成兩類：一種是任何學科內容都可

以培養的一般心智習性，包括辨識圖像、探索、描述、發現、視覺化、臆測與猜

想等基本能力或傾向；而另一種則是要特定的學科才能培養的心智習性，例如數

學科的學習可以提供像是進行連續性的推理、在極端的環境下形成有啟發性的實

驗與運用數學家會使用的抽象概念(Mark, Cuoco, Goldenberg, & Sword, 2009)。 

    Goldenberg 等人（2015）指出當學生要學習數學的思維時，他們不能僅僅是

旁觀者，只是使用或者欣賞數學家的工作成果，他們必須要成為符合他們知識能

力的數學家，自己動手做數學，因而能習慣這些數學思維方式並使其自動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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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習性是需要配合問題情境中的思考才能逐漸養成，而想要培養好的心智習性需

要具備適合的思考路徑和內容，因此學生接觸到的教材與學習環境對牠們心智習

性的養成會有重要的影響。而要使心智習性變成習慣，需長時間持續的接觸相關

情境並能有效應用心智習性來解決問題，而教學的內容可以幫助學生建立和強化

心智習性，因此教科書的設計與編排是很重要的。 

二、代數心智習性 

        空間與形狀和代數等數學領域中的數學的心智習性，可稱為空間與形狀或代

數的心智習性(Driscoll, 1999; Mark et al., 2009)。Bass(2008)認為代數心智習性是

數學家論證的方式，包含提出問題、尋找模式、諮詢專家、建立聯繫、改進數學

語言、檢驗證據、進行一般化。所以代數心智習性可以被定義為通過不同思維方

式使用數學知識的技能，並使這種方式成為習慣。 

    Dilek Tanışlı.(2017)也提到代數心智習性的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可逆式思考，

Driscoll(1999)將之描述為不僅能夠使用一個過程來達到目標，而且還能夠很好地

理解該過程以便從答案推回起點，例如能解 9x2 - 16 = 0 這樣的方程，也可以了

解「什麼是解為 4/3 和-4/3 的方程式？」；第二種是建構表示函數的規則，其內

涵是通過數據的積累，學生可以識別模式並預測規則，搜索模式如何工作的重複

信息，通過多個表徵顯示的各種訊息並測試不同的表徵， 後將問題一般化的學

生可以定義規則並進行驗證；第三種是從計算中抽象出來，可以解釋為從算術運

算變成使用概念理解，像是理解如何使用面積模型來解釋乘數和乘法之間的關

係。 

參、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質、量並行之內容分析法進行。量化部分進行代數單元相關類型與

比例分析，包括代數相關單元的單元數、代數心智習性類型的題數和代數主題在

五、六年級的分布情況及單元順序的關係；質化部分則進行特色探討，分析比較

台灣、中國和新加坡之教科書內容呈現的心智習性特色，提出不同或特殊的心智

習性之任務活動加以討論。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針對台灣、中國和新加坡國小高年級階段代數主題發展心智習性的內

容進行分析比較，選擇台灣康軒版(T 稱之)、中國人民出版社(C 稱之)及新加坡

Marshall Cavendish Education 出版社(S 稱之)三套數學教科書中代數相關主題作

為研究對象。這三套教科書皆是當地市占率較高之版本。 

三、分析單位與類目 

        根據學者(Costa & Kallick, 2000；Dilek Tanışlı., 2017；Goldenberg et al., 2015)

們對於心智習性的定義與說明，綜合歸納後採用數學思考與理解、建構函數的規

則、抽象化等三種心智習性類型作為架構，再將此三種心智習性類型分別細分為

兩個屬性的子類型，並依此三種心智習性類型與其子類型的概念與作用進行教科

書題目內容的分析。相關說明如下： 



 

161 
 

(一) 數學思考與理解(以 A 表示)：提供生活情境問題，學生經由閱讀後理解問題

結構中變項之間的關係，並用合宜的表徵呈現數學思考，可區分成兩種類型： 

1. 理解問題(A1)：呈現問題結構中變數的關係，例如透過一包果凍有幾個的情

境，呈現一包有 n 個，幾包會有多少個的變數關係。 

2. 利用表徵解題(A2)：運用符號、圖片、字詞、表格，來表示已知的術語和它

們之間的關係，例如透過天平的情境將變數關係轉換成等式進行解題。 

(二) 建構函數的規則(以 B 表示)：將問題中的數據，經比較、分析、歸納後，得

出一個合理之規則，並能擴展應用到相似情境問題，可區分成兩種類型： 

1. 一般化(B1)：觀察問題中變數發展的趨勢，能歸納出解題的規則，例如透過

置物櫃號碼排列的情境，學生經過數列的比較、分析後可觀察出同列除以三餘數

相同。 

2. 模式識別(B2)：經過數據之比較對照，發現合宜的解題模式，預測與擴展解

題的規則，例如讓學生透過圖示了解代數的分配律和結合律。 

(三) 抽象化(以 C 表示)：說明解釋不同解題策略之間的變化關係，提供範例解題，

可區分成兩種類型： 

1. 思考精緻化(C1)：經過不同表徵和解題策略的思考與檢驗，可以檢驗出正確

的規則，例如透過雞羊問題的情境，讓學生運用表格或畫圖的方式記錄腳數和隻

數的關係。 

2. 計算的一般化(C2)：能運用 佳之解題規則，擴展至其他問題情境並順利解

題，例如透過乘船的情境，讓學生利用所學之一般化規則和解題策略(例如：先

大、小船各一半，再做微調。)來解決問題。 

四、資料分析與處理 

(一) 「題」的定義 

1. 題目的敘述只包含了一個問題則計數為1題。例如：問題雖然提供多個式子，

但皆是要求找出為方程式的式子，因此計數為 1 題。 

2. 題組式問題，每個小題計數為 1 題。例如：問題雖然皆是在同個情境，但是

2 個小題的計算方式並不相同，可能引發的解題策略也會不一樣，因此計數為 2

題。 

(二) 類目劃記原則 

1. 本研究之劃記原則以「題」為劃記單位，進行文字及圖形之分析。 

2. 僅分析課本中之教學活動題及習題。 

3. 題組形式的問題，依小題各自劃記。 

(三) 資料處理 

1. 量化分析方面依次計算三個國家的教科書中代數主題內容之單元數在代數

心智習性類型：「數學思考與理解、建構函數的規則和抽象化」之題數與百分比。 

2. 質性分析方面則是根據量化的結果加以說明，並針對心智習性類型之佈題做

質性描述與分析。 

五、 本研究之信、效度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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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新富(2007)指出信度為所測量的屬性或特性前後的一致性或穩定性，則多

次測量的結果是否一致，一致性越高代表分析的信度也越高。本研究採用「評分

者信度」作為信度的檢驗方式，將內容單位分派至各類目進行一致性程度的評量，

評分員彼此對單位的同意度與一致性越高，代表該研究的信度越高，由兩位評分

員連同研究者共 3 人一同進行，評分員為數學教育研究所的教授和教學資歷豐富

之國小老師。 

    本研究參考三個國家教科書之代數教學綱要、教學目標與國內外相關研究

(陳嘉皇，2017；楊德清、陳仁輝，2011；徐偉民、徐于婷，2009)所使用之研究

工具，以確立本研究分析之架構；類目編製過程中，多次與指導教授討論並修正，

以建立本研究之效度。 

肆、研究結果 

一、三個國家高年級代數教材在心智習性類型分析 

        有關三個國家教科書之代數主題提供發展心智習性內容的比例，如表 1 與圖

1 所示。 

表 1 三個國家高年級數學教科書在代數主題相關心智習性之佈題題數及百分比 

    心智習性的類型題數(比例) 

版本  題數  數學思考與理解(A)  建構函數的規則(B)  抽象化(C) 

T  275  67(24.36%)  69(25.09%)  139(50.55%) 

C  203  68(33.50%)  13(6.40%)  122(60.10%) 

S  189  109(57.67%)  21(11.11%)  59(31.22%) 

註：比例之算法為各版本心智習性的題數分佈除以該版本的總題數 

 
圖 1 三個國家高年級數學教科書心智習性類型與內容比例比較分析 

從上述分析資料得到以下結果： 

(一) 台灣高年級數學教科書總計佈題數為 275 題在三個國家中位列第一，其中心

智習性的抽象化佔了全部的一半左右(50.55%)，數學思考與理解和建構函數的規

則各佔了全部的四分之一左右(24.36%和 25.09%)。 

(二) 中國高年級數學教科書總計佈題數為 203 題在三個國家中位列第二，其中心

智習性的抽象化佔了全部的六成左右(60.10%)，數學思考與理解佔了全部的三分

之一左右(33.50%)，而在建構函數的規則只佔了不到全部的十分之一(6.40%)。 

(三) 新加坡高年級數學教科書總計佈題數為 189 題在三個國家中位列第三，其中

數學思考與理解佔了全部的六成左右(57.67%)，心智習性的抽象化佔了全部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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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之 一 左 右 (31.22%) ， 而 在 建 構 函 數 的 規 則 只 佔 了 全 部 的 十 分 之 一 左 右

(11.11%)。 

(四) 歸納上述三個版本的高年級數學教科書關於代數心智習性的佈題，台灣高年

級數學教科書佈題在建構函數的規則的比例較中國及新加坡多出許多；中國高年

級數學教科書佈題在心智習性的抽象化的比例為三個國家中 高；新加坡高年級

數學教科書佈題在數學思考與理解的比例為三個國家中 高。 

(五) 總結上述分析結果，台灣高年級數學教科書是三個國家教科書中較注重經過

數據的比較、分析，歸納出合理的規則，以培養學生分析和推理的能力；中國高

年級數學教科書則著重於嘗試、理解不同的解題策略，加強學生的解題能力；新

加坡高年級數學教科書著重於理解問題結構中變數之間的關係，以強化學生對於

題目情境中變項的理解能力。 

二、三個國家高年級代數教材在心智習性子類型分析 

    有關三個國家教科書之代數主題提供發展心智習性子類型內容的比例，如表

2 與圖 2 所示。 

表 2 三個國家高年級數學教科書在代數主題相關心智習性子類型之佈題題數及

百分比 

版本  比較項目  A1  A2  B1  B2  C1  C2 

T  題數  15  52  46  23  39  100 

  比例(%)  5.45  18.91  16.73  8.36  14.18  36.36 

C  題數  43  25  3  10  2  120 

  比例(%)  21.18  12.32  1.48  4.93  0.99  59.11 

S  題數  105  4  1  20  1  58 

  比例(%)  55.56  2.12  0.53  10.58  0.53  30.69 

註：比例之算法為各版本心智習性子類型的題數分佈除以該版本的總題數 

 
圖 2 三個國家高年級數學教科書心智習性子類型與內容比例比較分析 

從上述分析資料得到以下結果： 

(一) 台灣高年級數學教科書的佈題六個代數心智習性子類型都有使用，較中國及

新加坡的教科書平均，佈題在六個代數心智習性子類型的比例中計算的一般化

(C2) 多(36.36％)。 

(二) 中國高年級數學教科書的佈題著重在計算的一般化(C2)佔了全部的六成左

右(59.11％)，其餘四成則多是理解問題(A1)和利用表徵解題（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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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加坡高年級數學教科書的佈題在理解問題(A1)的比例佔了全部的一半左

右(55.56％)，而在計算的一般化(C2)的比例佔了全部的三成左右(30.69％)，在其

他四個代數心智習性子類型的佈題都不多。 

(四) 歸納上述三個版本的教科書關於代數心智習性子類型的設計，台灣高年級數

學教科書的設計重點分佈較為平均，在規則的一般化(B1)和思考精緻化(C1)的佈

題較中國及新加坡多出許多，理解問題(A1)則比其他兩國教科書少了很多；中國

高年級數學教科書的設計重點集中在計算的一般化(C2)，比台灣及新加坡多出很

多；新加坡高年級數學教科書則較強調理解問題(A1)，遠多於台灣及中國。 

(五) 三個國家的高年級數學教科書佈題在解題規則的模式識別(B2)的比例相差

不大，因為在小學階段要讓學生理解的解題規則三個國家相似，所以皆有用數據

的比較來讓學生能發現合宜的解題模式，並預測、擴展解題的規則。 

(六) 總結上述分析結果，台灣高年級數學教科書是三個國家高年級數學教科書中

較注重觀察問題中變數發展的趨勢及比較不同解題策略優缺點者；中國高年級數

學教科書的教材則著重於類題的熟練和問題情境的擴展，以達到讓學生能有效地

計算各式題目的目的；新加坡高年級數學教科書著重於理解問題中變數之間的關

係，以強化學生對於題目情境中變項的理解能力。 

三、三個國家高年級代數教材特色分析 

(一) 台灣高年級數學教科書 

1. 呈現不同解題策略的比較以增進學生對於解題規則的理解 

    台灣高年級數學教科書編排的內容比較多透過比較、觀察不同解題策略計算

過程的差別，引導學生找到比較好的規則，進而能擴展到其他問題情境。 

2. 透過觀察、歸納問題中變數的關係培養邏輯推理能力 

    透過需要仔細觀察問題中的變數並找出它們之間關係的題目，能培養學生思

考、歸納的能力，為以後的邏輯推理能力打下基礎。 

(二) 中國高年級數學教科書 

1. 反覆練習基本問題以提升計算流暢度 

    中國高年級數學教科書比較重視解題的能力，所以讓學生反覆練習基本代數

運算，以達到精熟的程度為目標，減少學生因為基本運算不熟練而產生的解題錯

誤。 

2. 融入生活情境問題發現生活中的數學 

    藉由生活中的知識來出題目，可以讓學生體會到數學的可用之處，不會覺得

學數學只是為了考試。 

(三) 新加坡高年級數學教科書 

1. 算數題目與代數題目做連結以彌補學生代數學習之間隙 

      運用簡單的四則運算題目與代數題目做比較，讓學生能藉由比較來理解表

徵的意義，減少學生因為沒有參照物而產生的迷思概念，亦可連結到學生的舊經

驗加深印象。 

2. 反覆練習基本變數關係奠基代數解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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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高年級數學教科書比較重視學生是否能理解變數之間的關係，所以

常用相似的題目類型讓學生反覆操作，透過基本概念強化對問題情境和變數關係

的理解，為之後利用代數解題的能力奠下基礎。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旨在透過教科書內容的分析，瞭解國小高年級階段教科書設計的代數

主題包含的心智習性的類型和比例為何？並比較分析幾何概念內容之特色，提供

教學實務應用。根據研究目的獲致以下結論： 

(一) 三個國家之代數主題提供發展心智習性的內容，以數學思考與理解和抽象化

兩大數學能力為主，兩心智習性合計比例約 85％。 

(二) 台灣教材較注重觀察問題中變數發展的趨勢及比較不同解題策略優缺點；中

國教材則重點置於計算的一般化，透過類題的熟練和問題情境的擴展，以達到讓

學生能有效地計算各式題目的目的；新加坡教材則明顯強調理解問題，加強培養

學生理解問題中變數之間關係的能力。 

(三) 台灣教科書特色為：1. 呈現不同解題策略的比較以增進學生對於解題規則

的理解；2. 透過觀察、歸納問題中變數的關係培養邏輯推理能力。中國教科書

特色為：1. 反覆練習基本問題以提升計算流暢度；2. 融入生活情境問題發現生

活中的數學。新加坡教科書特色為：1. 算數題目與代數題目做連結以彌補學生

代數學習之間隙；2. 反覆練習基本變數關係奠基代數解題的能力。 

二、建議 

        本研究分析之不同版本教科書的心智習性特色，可提供教師教學時針對學生

的特質與需求，進行課程內容的補充和調整。從三套教科書內容的比較分析發現，

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議，做為未來分析研究與教學實施的參考。 

(一) 研究者雖然將題目歸納到不同的代數心智習性，但是教科書設計者呈現之內

容所欲培養的數學目標可能包含數個心智習性，其意圖非研究者可臆測，因此進

行教科書分析時，可融入編輯委員參與，以理解編者之想法。 

(二) 三個國家之教科書對於發展數學心智習性，皆設計安排眾多豐富的內容，但

是教師的教學技巧亦會影響學生的數學概念發展與學習表現，因此要培養學生良

好的數學心智習性，需要教學和教材結合才能發揮 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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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s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the 

contents of textbooks in Taiwan, China and Singapore. The mainly focus is to explore 

the types and ratios of habits of mind of Algebra themes in the textbooks of fifth and 

sixth grade students from these three countries. Further, after exploring the types and 

ratios, comparing every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 of Algebra themes is to 

provide application to pedagogics. The thesis discusses the findings: 1. Contents of 

algebra themes developing habits of mind is focus on two abilities of mathematic 

thinking and abstraction. The total ratio of the two habits of mind is 85%. 2. Taiwan’s 

course materials focus on observing development and trend of variables in questions 

and compare the pros and cons of different 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 China’s course 

materials focus on the general calculating, dexterity to questions and expansion of 

question situation so that students can solve different types questions efficiently; 

Singapore’s course materials focus obviously on realizing questions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 of variables. 3.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s course materials: (1) Compare different 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 for students to enhance realization to problem-solving rules; (2) Observe 

and summarize the relation of variables to cultivate inferential capacit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course materials: (1) Practice constantly basic questions to 

improve calculation fluency. (2) Blend in life situation questions to discover 

mathematic in our lif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ingapore’s course materials: (1) 

Associate calculating questions with algebra questions to supply any deficiency when 

students learn algebras. (2) Practice constantly basic variable relation to firm the 

ability of solving algebra questions. 

Key words: Habits of mind, Textbook, Alge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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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分析計算機教材融入美國國中數學教科書「連結數學(CMP)」中，

佈題之目的與特色。採用內容分析法，以立意取樣選取上述教科書為樣本。結果

顯示:CMP 將計算機定位為學生隨時可以使用的解題工具。在教科書中，計算機

使用的佈題目的可以分為四種，「熟悉功能鍵操作」、「開發數學概念」、「結果計

算的驗證」與「直接結果計算」。在特色中，教科書於計算機活動後安排開放式

問題，注重學生在工具使用上的省思能力。安排多元的真實情境問題，引導學生

善用計算機解決繁瑣的算術問題，加速數學概念的生成。在教材內容編排上，依

學習目標的不同，教科書所呈現計算機教材的方式，可分為直接融入與獨立分節

的形式，以便學生清楚地了解計算機活動的內容。本研究結果將有助於我國新課

綱推動計算機融入數學教學之政策，提供計算機融入教科書之參考方針。 

 

關鍵字：計算機、連結數學 

壹、緒論 

在各國的數學教育中，計算機引入數學教學已實行多年(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NCTM], 1989; England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3) 

，其擴大學生的計算能力，簡化繁瑣的計算過程，教師可以透過計算機的融入教

學，設計出貼近生活情境的問題，引導學生使用運算思維的能力，來學習課程核

心概念(陳界山，2018)。我國教育部(2018)在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中也提到，

「運算思維與問題解決」是課程學習的主要核心之一，期望學生能「具備運用運

算工具之思維能力，藉以分析問題、發展解題方法，並進行有效的決策」。 

教師如何使用計算機輔助教學，固然成為了重要的課題。教科書在以往的教

育改革中一直擔任著重要的角色，是教師與學生賴以教學的工具，其編排方式既

影響教師的教學成效，也影響學生學習的結果。但在過去的相關研究中發現，計



 

170 
 

算機融入教科書的相關研究較少(Yang & Sianturi, Under Review)，我國欲推動計算

機相關教學，教科書與相關教材的編排研究是相當重要的，因為它們是達成此教

育目標的重要途徑。 

綜合上述，本研究選擇實施計算機教育多年且在國際組織中表現優異的美國

作為研究對象(OECD, 2016)，對其教科書進行比較及分析，另外也針對其編排的

內容及方式還有教材特色加以探討，以期為現場教師、編書工作者以及未來相關

研究者做為參考。 

本研究旨在比較在美國國中數學教科書中:(一)計算機融入教材中的佈題目

的(二)計算機融入教科書之特色，期盼研究結果未來能作為國中計算機融入教材

編修之參考依據。 

貳、文獻探討 

一、 美國數學課程標準對計算機的定位 

美國教師學會(NCTM, 1989)在其所出版之 Curriculum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 School Mathematics 中，說明學生在任何需要的時間點都應有使用

適合之計算機的機會。在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for School Mathematics(2000)中

之科技準則也提到：「科技對數學的教學與學習是必要的，它影響所傳遞的教學

內容，也影響學生學習效能的提升。」科技的支援讓學生可以專注決策、反思、

推理和解決問題。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2010)則提到學生需要學會如何在

正確的時機下策略性的使用工具來解決問題。 

二、 分析國內、外計算機融入數學教學相關研究 

許多研究指出，在教學中適當地引用計算機等技術工具，有助於整合相關的

學習理論(Tajuddin et al., 2003)，提升學生在數學學習上的認知發展和正向的情意

理解(吳美蓉、劉祥通，2000;林勇吉、楊德清，2003)。故研究者將討論過去研究

中發現計算機在數學教學中所帶來的成果為何。 

(一) 計算機比起傳統電腦更容易翻轉數學教學 

計算機開發逐漸成熟，其功能已經像電腦一樣了，攜帶方便又非常便宜。在

美國的「全國教育進展評估(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NAEP)」

的一份報告中提到，計算機在數學教育史中發展快速，1992 年八成以上中學生

在數學課堂中使用計算機解決問題(Dossey, Mullis & Jones, 1993)，1996 年七成以

上的公立學校的八年級學生被允許在數學測驗中使用計算機計算(Shaughnessy, 

Nelson, Norris，1997)。新的教學方式隨著簡易擁有的計算機開始發展，美國近

年所發展的 STAEM 教學和「創客教育」便是在此翻轉潮流之下的成果。 

(二) 縮短計算時間，讓學生更專注於高層次的數學思考 

策略性地使用計算機可以變成是學生在解決問題中的一個新的選擇，讓計算

機執行較低階的簡化運算技巧，學生可以完全專注於更高階的認知活動技能，擁

有更多的時間和認知空間深入學習的數學概念知識，這將會超越他們在沒有工具

使用下的學習成就。(Kutzl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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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升學生學習數學的信心與動機 

Hembree 與 Dessart(1986,1992)研究報告中，允許學生使用計算機去解決數

學問題，會使他們更樂於學習數學，同時他們以會擁有較好的學習態度。比起傳

統的教學方式，學生在課堂中有更大的熱情與興趣在使用圖形計算機上。計算機

幫助學生看到了數學的價值。計算機允許學生對許多科學現象做精確的測量，比

起以往的課堂都還要創新。計算器已經為學校數學和學生周圍的現實世界現象搭

一座橋梁，通過這些對現實世界的聯繫，學生對數學的印象都深刻且感到興趣。 

三、 國內、外教科書計算機融入數學教科書相關研究 

教科書是中、小學學校提供教師如何教學的重要資源之一，其提供了教學的

內容和教學的順序(Nicol & Crespo, 2006)。在一些國家中的也發現，計算機融入教

科書的相關研究也助於提升國家在教育改革上的推動(Borba, 2013)。在 Graham

等人(2003)的研究發現，學生即使在允許使用計算機進行測驗的情況下，學生還

是沒有使用課堂中學習繪圖計算機相關方案來解決問題，其中一個原因即是以往

教科書中沒有提及相關的使用方法，對於使用計算機的解題的信心與知識概念不

足。綜合上述，我國欲推動十二年國教計算機等新技術使用，相關教材的編排研

究是相當重要的，因為它們是達成此教育改革目標的重要途徑。 

四、 小結 

透過本節的文獻探討發現，教科書的編排方式，會影響教師的教學成效，也

會影響學生學習的結果，能將知識情境化、鼓勵學生參與自主建構知識，並以解

決問題為基礎的才是一本優質的教科書。但在近期的相關研究中也發現，計算機

融入教科書的相關研究相對是較少， 好的教科書應該參考當前數學教育研究的

建議，特別是鼓勵使用現代技術的相關研究(Noss & Hoyles, 1996)，像是如何使用

計算器提供課堂概念發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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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 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內容分析法，先針對研究目的選定分析之單位與建構類目，建立內

容分析之信效度，而後依照定義進行內容編碼。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法，選擇美國「連結數學(Connected Mathematics Program, 

CMP)」之教科書與教師手冊為研究對象。研究者在選取研究對象時發現，連結

數學的教師手冊中提到，這是一套專門為中學生設計的綜合性數學課程教材，在

國家科學基金會贊助(NSF)下，由一群專家學者及中等學校教師共同合作，應用

層面廣泛，教法和內容完全符應全國數學教師委員會(NCTM)出版的共同核心州

標準、各州標準以及學校數學原理和標準。CMP 強調教材的設計以學生可以使

用計算機解題為出發點，設計的問題以情境為中心，使學生適當地使用計算機探

索以及解決問題。本教材提供給六到八年級的中學生使用，每個年級有 8 本教科

書，每一本包含一個單元主題，共計 24 本教科書與 24 本教師手冊。根據主題內

容細分成多個小節，小節和小節之間採階梯式的教材編排方式，在每個單元的

後一節，安排習題供學生練習。 

二、 類目分析與資料處理 

CMP 計算機融入內容多元，故採用質性內容分析法進行研究。本研究旨在

探討計算機融入各主題的佈題目的與特色，以題作為 小分析單位。「題」的定

義為: (1)題目之敘述至少包含一個計算機的詞彙或圖案者，計數為一題。(2)題目

中之敘述僅包含一個問題者，計數為一題。 

參酌 Borba 和 Selva(2013)分析計算器在巴西教科書中的作用的研究，本研究

的類目架構分為，計算機融入教科書的佈題目的(熟悉功能鍵操作、開發數學概

念、結果計算的驗證和直接結果計算)，以及佈題內容之特色。特色部分，研究

的焦點為計算機教材整合傳統教科書內容的方式。 

三、 內容分析之信效度 

本研究採用評分者一致性作為信度檢驗方式，先算出三位評分者之間兩兩相

互同意度（Pi）為 0.810、0.905、0.857，再求得平均互相同意值(P)為 0.857， 後

利用依伯格納簡易信度公式求出信度（R）為 0.947，大於 0.8 信度係數標準，因

此具有良好之信度。 

在效度方面，參酌美國教科書之教學綱要、教學目標與國內外相關研究，確

立研究工具以及分析的架構，在類目的編製過程中，兩位研究者多次討論後並作

修正。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先蒐集 CMP 計算機融入的主題，統整後瞭解各教

科書強調的重點，並以螢光筆標示必要的內容，記錄心得，接著與另一位研究者

反覆討論，釐清各教科書的特色為何，直到提供具體說明或證據， 後便採納，

以建立本研究類目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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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一、CMP 中計算機使用的定位 

該教科書將計算機定位為學生在學習數學時，隨時都可以使用的解題工具，

所以在教材中並沒有特別明訂所謂的「計算機問題」。在教師手冊中，鼓勵教師

在學生基本知識熟練的前提下，多使用計算機融入教學，幫助學生進行規律

(Patterns)觀察與概念猜想。在教科書中，偶而也會要求學生不要使用計算機解題，

例如遇到方程式問題時，鼓勵他們思考如何列出方程式，並進行方程式的運算。 

二、CMP 使用的計算機類型 

教材中使用的計算機類型有兩種，一種為非科學的計算機，供簡單的計算使

用;另一種則是德州儀器的 TI-83，其中有許多功能，包括函數圖表製作、統計分

析、三角及代數函式…等。 

三、CMP 計算機融入教科書的目的 

計算機融入教科書的目的分為四種: 

(一)熟悉功能鍵操作:藉由介紹計算機的操作，加強學生使用計算機工具的能力。

例如在正負數的單元中，介紹如何使用負號 鍵求出算式答案(圖 1);在函數單元

中，介紹如何輸入函數式生成出自變數與應變數的關係表格;在統計圖表的單元

中，詳細的介紹如何輸入資料並繪製散點圖、長條圖與盒狀圖。 

 

圖 1 介紹如何使用計算機的負號鍵求出答案 

(二)開發數學概念:藉由減輕計算或繪圖的過程，增加學生思考數學概念的機會。

例如在分數轉小數的單元中，藉由計算機計算 0.111…，引出循環小數的概念，

並要求類推 、 …循環小數的值;在開方根的單元中，藉由計算機操作活動，讓學

生了解無理數的概念;在二次函數的單元中，藉由計算機快速生成拋物線圖形的

優勢，觀察變數係數與函數圖形之間的關係(圖 2)。 

(三)結果計算的驗證:使用計算器驗證估算活動中數值的準確性。例如在開方根單

元中，請學生先估算√2的值介於哪兩個整數之間後，再透過計算機驗證自己的

答案(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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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直接結果計算:  直接執行計算機來進行計算。例如在畢氏定理的單元中，運

用公式搭配計算機解出真實情境中複雜數字的斜邊(圖 4)。 

       

圖 2 藉由計算機生成拋物線圖形，觀察

變數係數與函數圖形之間的關係 

圖 3 估算√2的值介於哪兩個整數之

間後，再透過計算機驗證答案 



 

175 
 

 

圖 4 在畢氏定理的單元中搭配計算機解出真實情境中複雜數字的斜邊 

四、CMP 計算機融入的特色 

教科書特色部分可分為三點: 

(一)分為直接融入與獨立分節的方式呈現計算機的教材。獨立分節的方式在

Variables and Patterns 的單元中，呈現的是前三節為函數的基礎概念知識，第四節

才將計算機的使用納入其中(表 1)，授予學生快速解題的方法及問題的應用。(圖

5) 

表 1 

CMP 教科書-Variables and Patterns 目錄 

節次 名稱 

Investigation1 Variables,Tables,and Coordinate Graphs 

Investigation2 Analyzing Graphs and Tables 

Investigation3 Rules and Equations 

Investigation4 Calculator Tables and Grap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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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Variables and Patterns: 4Calculator Tables and Graphs 

(二)安排開放式問題。例如在使用計算機活動之後，詢問學生計算機結果呈現的

意義，以及計算機計算與紙筆計算的利弊差異(圖 6)。 

 

圖 6 開放式問題 

(三)善用計算機優勢，安排多元情境問題。例如解決美國生活中常見的消費稅以

及小費問題 (圖 7)。 

 

圖 7 用計算機解決情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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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研究顯示，美國「連結數學(CMP)」符應課程標準，教材中除非在題目的限

制下，否則將計算機視為一般的解題工具使用。以熟練基礎知識為前提，於適當

時機中策略性地使用計算機，希望能支援學生在分析、推理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培養學生思辨與建構模型的技能。 

連結數學(CMP)計算機融入的目的，研究者將其分為「熟悉功能鍵操作」、「開

發數學概念」、「結果計算的驗證」與「直接結果計算」。特色部分，相較以往無

計算機融入的教材，題目的數字設計可以更貼近真實世界數據，學生不用因計算

能力而延誤解題時間，反而更能專注於情境問題的運算思維中。計算機使用的活

動中，應該根據學習目標的不同而採用不同的融入方式，讓學生更清楚知道計算

的使用方式以及時機。教材中安排開放式問題，能幫助學生省思使用計算機為解

題工具的利弊，也可以知道計算機的一些限制。 

二、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依據不同的教學目的，教科書中計算機融入的方式可以

十分多元，編書者應掌握計算機融入原則以及使用的正確時機，方能幫助學生學

習多元的教學內容，以期學習成效因科技的加入而事半功倍。建議編排計算機的

相關教材時，應將其安排在基礎知識熟練之後，根據不同的學習目標採用不同的

融入方式。佈題類型中加入以真實情境模擬的數學問題，讓學生在熟練基礎知識

後，真正應用計算機為解題工具，並學習如何適當且策略性的使用，以便進行運

算思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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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ey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ze the purpos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alculator integrated into the American mathematics textbook. This study applied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Connected Mathematics Program was selected as 

the samp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 Connected Mathematics Program " argue 

the calculator as a problem solving tool and students can use it at any time. In 

textbooks, the attributes of the mathematical content used by calculator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Familiarity with function key operations",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al concepts", "Verification of calculation result" and 

"Result calculatio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xtbooks arrange open‐ended questions 

after calculating activities, paying attention to students' ability to think about tools. 

In the textbook , multiple real‐world situation problems were designed, and guided 

students to use calculator to accelerate the resolution of complex arithmetic 

problems. The design of teaching materials based on the learning objectives. The 

way presented in the textbooks can be divided into direct integration and 

independent subsections, so that students can clearly 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calculator related activitie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can serve as the reference of 

Guideline of the new mathematics curriculum in Taiwan that calculator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mathematics textbooks. 

 

Key words: Calculator、C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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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計算機融入國中直角坐標與二元一次 

方程式圖形之教學研究 

 
 林亮余 1 楊德清 2       

1國立嘉義大學數理教育研究所 cyy89113@gmail.com 
2國立嘉義大學數理教育研究所 dcyang@mail.ncyu.edu.tw 

 

摘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繪圖計算機融入國中七年級數學直角坐標與二元一次

方程式的圖形單元教學。教學後、學習表現與實踐歷程。為達研究目的，本研究

採用個案研究法。個案為南部七年級學生，透過教學活動學習單、課室觀察、訪

談與前後測試卷等方式來蒐集個案學童的多元評量資料，以進行結果的探討與分

析。研究結果發現：1.透過教具繪圖計算機學習，有助於提升個案的學習動機及

對概念的了解；2.透過存有迷思問題的設計，使個案於課堂中產生認知衝突之後，

有助於釐清對此數學單元的相關迷思；3.個案可能透過繪圖計算機學習，過程中

未發現其概念，導致學習概念未完全；4.在教學中使用教具可能導致學生日後依

賴於教具，把教具抽離後可能無法習慣。最後，在教學後發現，個案後測答對率

高，透過訪談也發現，利用繪圖計算機學習，確實可以幫助學生建立單元概念。 

 
關鍵字：繪圖計算機、直角坐標與二元一次方程式圖形、學習動機、學習態度 

 

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根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數學領域中提及，數學教育應培育學生正

確使用工具的素養與應用(教育部，2018)。美國 NCTM(1989)頒布的 Curriculum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 School Mathematics 中，清楚陳述其對科技產品用於數學課

堂教學與數學評量的立場。因此，西方國家對於計算機融入數學教學研究已有

30 多年的歷史。而這段時間我國數學課綱也並非不曾提及，根據教育部（2008）

「運用科技與資訊」為數學課程綱要中十大基本能力之一，但十幾年下來，始終

沒有有效實行。張鎮華（2017）也提到我國以考試立國，若台灣的大型考試都不

准使用計算機，當考試不能使用計算機時，老師就傾向於不願意花時間教學。 

        即使科技融入數學教學與評量中已在美國啟動多年，但數學教師也經常與師

資培育者持有不同的意見對於融入教學的程度（Walcott & Stickles, 2012），研究

也發現，各國在計算機引入的時間也不盡相同（陳宜良，2005）。所以計算機應

該定位在幫助學生學習的輔助工具，而非計算工具，不僅能幫助學習也提供學生

發展他們未來生活中可能需要的科技技能（Meel, 1997）。 

    基於上述理念，本研究將應用繪圖計算機融入於國中一年級「直角坐標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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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一次方程式的圖形」單元實施教案設計，以期達到具體目的： 

探討繪圖計算機融入國中一年級「直角坐標與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圖形」單元之教

學後之成效、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的差異。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的問題如下: 

        一、探討繪圖計算機融入國中一年級「直角坐標與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圖形」

單元教學後學習表現差異為何? 

        二、探討繪圖計算機融入國中一年級「直角坐標與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圖形」

單元之實踐歷程與可能遭遇到的困境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教材分析 

        在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把此單元特別地拉到主題「幾何」去做討論，原為「代

數」，可以看出此次課綱對圖形的重視。此單元原本的設計就是為了與代數、幾

何圖形做一個有效的連結，在數學領域核心素養具體內涵的面相 A:自主行動與面

相 B:溝通互動中提到國中基本教育為適應現代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需具備: 

數-J-A2: 具備有理數、根式、坐標系之運作能力，並能以符號代表數

或幾何物件，執行運算與推論，在生活情境或可理解的想像情境中，分

析本質以解決問題。(p.4) 

數-E-B1: 具備日常語言與數字及算術符號之間的轉換能力，並能熟練

操作日常使用之度量衡及時間，認識日常經驗中的幾何形體，並能以符

號表示公式。(p.4) 

二、迷思類型 

       依據相關研究，學生直角坐標與二元一次方程式圖形常見迷思: 

1.  不了解點坐標的概念 

學生的直角坐標概念不清，無法正確解讀坐標，導致把一個坐標看成兩個點坐標，

造成描點觀念錯誤。 

2.  不了解二元一次方程式圖形為直線 

學生在學習二元一次方程式圖形觀念時無法將其概念連結到直線。有時學生會利

用代數式求出一解，卻把一解分成兩的點坐標繪製於直角坐標。（游鯉謙，2004） 

3.  誤認二元一次方程式係數為坐標 

        學生缺乏方程式的未知數與係數的關係，容易把  +   =  中的係數當作方

程式的坐標。 

4.  誤認水平線及鉛直線 

        學生對於兩軸的概念容易混淆，導致當方程式出現未知數(  =  或   =  )

的時候會不清楚如何找出該點坐標。(莊雅清，2006；李佩珊，2007) 

5.  誤將點到 x(或 y)軸的距離當作 x(或 y)坐標 

        學生面對到用坐標表示非兩軸時，在判斷兩軸的截距時可能混淆認為在坐標

上顯示的數及為截距。(游鯉謙，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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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繪圖計算機的影響 

        繪圖計算機的主要優點有三: (一)使用於教學現場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Beardslee,1978)。(二)節省計算與繪圖的時間，更專注於解決數學問題與思考時

間(劉祥通，1994)。(三)透過學生的操作，了解單元建構的概念(Tomanek, Talanquer 

& Novodvorsky,2008)。綜合以上的這些優點，研究者相信善用繪圖計算機可以對

學習直角坐標與二元一次方程式圖形有幫助，相對的我們也要多次強調，繪圖計

算機的功能僅限於輔助，就像是撘鷹架，教學者必須清楚的分辨使用的時間與時

機是否恰當，不能過度依賴此工具，讓這項工具的使用是有意義且有實質的幫助，

將不同的表徵做連結，幫助學生做圖像與抽象思維的轉換，進而形成代數式的實

際意義。研究者希望能利用這些優點，讓低成就的學生在學習上不再受著計算的

心理壓力，減輕學習負擔，增強學習動機，增加學生的實作及互動的機會，讓學

生成為學習的主角，進而讓低成就的學生不再害怕直角坐標的圖形。 

 

四、繪圖計算機對學習的幫助 

    學者 Lesh(1979)提到表徵在數學理解中成為數學概念間溝通的橋樑，同一觀

念也可以藉著不同表徵模式來進行學習，看出同一概念不同樣貌。尤其在連接未

來學習線性代數，二元一次方程式圖形所建構的多種表徵概念的連結(圖像表徵、

符號表徵)，Diezmann 和 English(2001)皆認為在解題過程中，圖像可以把原來複

雜的題目，用簡單的方式呈現就可以幫助解題。就再次印證了此單元表徵之間轉

換的重要性，表徵之間的理解與多重表徵的整合概念清晰，對於抽象的數學概念

進行整合，降低學生思考的困難及解決學生的迷思概念。因此，研究者希望利用

繪圖計算機的輔助，解決上述問題，就有助於學習效果之提升，也是此研究單元

學習成效的關鍵所在。 

 

參、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採用個案研究，藉由觀察(經由過去學生的先備知識與閱讀相關文獻)、計畫

(依照此數學單元的迷思概念設計訪談內容)、行動(利用前後測驗來觀察學生的學

習成效)、融入(繪圖計算機輔助教學活動之進行)、反省(教學過程的限制及教學

回饋)等歷程進行教學活動。 

二、施測工具 

    本研究的施測工具使用自陳秀湘(2011)的試卷，作為本研究的前、後測的試

卷，共有 25 題四選項之選擇題，經過 SPSS 分析此試卷之信度 0.928。 

三、訪談工具 

    研究者為了收集學生在教學前、後可能有教學想法與數學概念改變的情形，

故在這兩個階段藉由訪談來保留完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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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流程 

    此教學方案設計考量個案的特性、單元教學範圍以及學生在此教學單元是否

有具備完整的先備知識，因此將學習單元分為 6 節課，一節 40 分鐘，而各教學

活動內容如下: 

活動一  :  此單元先備知識概念的準備以及認識且應用直角坐標平面。 

活動二  :  介紹繪圖計算機的簡易操作應用以及利用繪圖計算機認識且應用直角 

                  坐標平面。 

活動三  :  利用繪圖計算機描繪二元一次方程式圖形。 

活動四  :  描繪二元一次方程式解的圖形。 

活動五  :  利用繪圖計算機解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圖形與求直線方程式。 

活動六  :  利用例題整理二元一次方程式交點與直角坐標觀念合併。 

五、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施測針對研究者所任教的補教單位之學生進行施測，位於嘉義市東

區某國中小補習班的學生作為研究個案，且符合正值學習此單元的七年級學生一

名。 

 

肆、研究結果 

一、教學後的學習成效 

        研究者針對學生在數學主題「直角坐標與二元一次方程式圖形」容易產生的

迷思概念，透過分析個案的後測試卷答題情形與訪談，分成主要探討的三個迷思

主題分別做說明。 

(一)、關於「方程式圖形的幾何意義」的後測結果。 

        根據後測結果，擷取試卷「方程式圖形的幾何意義」概念的題數有 6 題

(3,6,7,11,14,15)之中，個案答對其中 5 題。答錯的該題(6)為計算錯誤的問題，並

無觀念上理解之錯誤。其餘答對的題目可以從解題過程中看出，學生能利用數對

的解，對應到直角坐標的點並且畫出方程式直線所通過的象限與直線的方向，說

明個案已了解二元一次方程式在直角坐標上的性質。 

(二)、關於「水平線與鉛直線的方程式」的後側結果。 

        許多文獻指出，學生經常在學習此單元時，容易不理解 x 軸與 y 軸的方程式

以及水平線與鉛直線之性質。因此利用繪圖計算機，幫助個案理解水平線(y 軸不

改變)與鉛直線(x 軸不改變)來解除教學迷思。在後測的結果中，擷取試卷「水平

線與鉛直線」概念的題數有 2 題(8,9)之中，個案都能正確判斷水平與垂直的方程

式，故作答正確，因此在這類題目中，並沒有此迷思，故皆能順利作答。 

(三)、關於「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交點之關係」的後側結果。 

        在「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交點之關係」的教學上，研究者透過讓個案自我操

作教具，幫助學生理解二元一次方程式圖形之間交於一點(有一解)、平行(無解)

與重合(無限多組解)的關係。在後測的結果中，擷取試卷「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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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點之關係」概念共計7題(18,20,21,22,23,24,25)，個案未答對的兩題(23,24)當中，

其中第 23 題為綜合概念題型，個案在此題是空白沒有填寫答案，經過訪談發現

原因是二元一次方程式係數較大，因此找不出二元一次方程式之解，且個案訪談

也提到此兩方程式並沒有平行或重合，並未因平行或垂直方程式係數比的概念不

完全所答錯之原因(1080309)。因此由後測的作答狀況中，個案對於「二元一次

聯立方程式交點之關係」這類題型，並沒有明顯的迷思概念。 

二、教學中的歷程與困境 

(一)、教學教材的適切性 

1.課程進行(課室觀察) 

        本課程的重要學習概念在於幾何的觀念是否清晰，是否了解直角坐標的概念

與二元一次方程式不同表徵的結合。然而，這對於七年級的學生其實非常困難，

確保學生概念的完整性，因此在課堂進行中多次強調，且也在教學上概念的理解

要求多於計算的部分，也有達到期望的效果(1080302 錄)。 

T:你看繪圖計算機上方程式( 2 1)與 軸的交點在哪裡? 

S:這裡(指)。 

T:那 軸上的點甚麼坐標為 0? 

S:(思考 3 秒) 坐標。 

T:那麼這個交點的 坐標是多少? 

S:    ! 

T:那	 		又代表甚麼? 

S:	 軸截距! 

  圖 3‐1  方程式圖形(y=2x‐1) 

2.繪圖計算機的適切性(教具的融入) 

        本研究的重點在教學中透過繪圖計算機學習，將繪圖計算機融入教材與使用

繪圖計算機的時間點也都必須非常地重視。希望學生能利用操作教具來學習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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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並且省下繪圖與直角坐標判斷錯誤的時間，更有效率的專注於概念的建立

與排除迷思概念(1080216 錄)。 

T:請幫我畫出與 x 軸距離為 3 的線。 

S:(使用教具) 

T:還有另一條呢? 

S:啊!還有負的! 

T:好!完成後再幫我畫出與 y 軸距離為 5 的線。 

S:畫好了!是這個嗎(指第二象限) 

T:先別急，從圖可以看出有幾個交點? 

S:4 個! 

T:對，然後題目要求的點在第二象限! 

圖 3‐2  學習單(二)  題目 8 

 

        教學者認為若在教學中欲讓學生學習特定概念時，使用繪圖計算機可以直接

跳過某些繪圖步驟，直接顯示圖形以專注於理解，並且可以從原本等待老師畫圖

的時間改由學生自我操作教具，增加學生的後設認知。在本教學單元觀念幾乎都

須要以圖形的方式呈現之下，這樣的教學確實可以省下許多時間，不必再花繪圖

時間就可以把需要的圖形呈現出來。再加上繪圖計算機的某些功能(可以標記、

測量、任意放大或縮小圖形或隱藏等功能)可以非常有效的助於教學，以隱藏功

能來說明，若一個展式在繪圖計算機的完整圖形卻只需要討論部分內容時，可以

隱形其他不必要的內容更專注於其要求的部分進行討論。 

(二)、學生對於課程之接受度(上課紀錄、訪談) 

1.  對於課程使用教具感到很新奇 

        學生對於本次教學使用教具(繪圖計算機)感到很新奇(1080216 錄)，在課堂表

現中也表現得相對積極，並且能在教學的問題中出現許多推理及創造力(1080309

錄)。然而，個案也提到這個教學很特別，可以在學習中自己操作，成為學習的

主角，並且學生可以自我探索圖形之間變化找出二元一次方程式圖形之間的關係，

了解此單元內容之概念  (1080309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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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覺得繪圖計算機可有可無 

        學生在使用教具時，可能因為功能操作的不熟悉，往往操作時間會超過使用

紙筆繪圖的時間而嫌棄。在教學中，雖然教師在教學中可以順暢的操作給學生理

解，但交換身分希望學生操作的時候，少許簡單概念的題型，個案與其使用現成

的工具(紙、筆或尺等)繪圖講解，也懶得使用教具輔助(1080302 錄)。因此，在探

討繪圖計算機的使用時機也相當的重要。 

T:這一題的方程式與兩軸交點 P、Q 的坐標怎麼求? 

S:用雞蛋盒，所以…P 點是(3,0)、Q 是(0,‐4) 

T:那你用計算機看會通過哪裡? 

S:不用啦，這很簡單(動手畫)。 

T:那△OPQ 的底在哪裡? 

S: 、高是 ，所以面積是 6! 

 
圖 3‐3  學習單(四)  題 13 

 

伍、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一) 個案於繪圖計算機融入教學前後學習表現差異 

1.透過教具繪圖計算機學習，有助於提升個案的學習動機及對概念的了解。 

    在教學中融入教具，透過學生的自我探究與實作，成為學習的主角，在學習

當中可以用此教具立刻驗算自己所作的圖是否正確，使學生不容易產生迷思，個

案也不再對「直角坐標與二元一次方程式圖形」感到抽象。 

2.透過存有迷思問題的設計，使個案於課堂中產生認知衝突之後，有助於釐清對

此數學單元的相關迷思。 

    本研究教學中，設計開放式的問題，引起學生學習動機，使個案於課堂中產

生認知衝突，經過教學引導後，並產生有意義的學習。如活動四當中，藉由標註

水平或鉛直上的每個點，詢問學生哪一軸的數值沒有改變，來設法引導學生說出

正確的學習概念。 

3.個案使用繪圖計算機教學後有良好的學習成效。 

    個案於教學後，研究者針對個案實施後測及進行訪談，以了解個案學童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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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後對於學習概念的理解是否有效，依據有良好的信效度後測試卷中，共有

25 道題，個案答對了 22 題，其中 1 題為計算錯誤導致。因此後測答對率為 88%，

由此可證本研究使用的教具，能夠幫助學生有效的學習。 

(二) 個案於繪圖計算機融入「直角坐標與二元一次方程式圖形」教學前後所遭

遇到的問題。 

1.個案可能透過繪圖計算機學習，過程中未發現其概念，導致學習概念未完全。 

    本研究教學不同於學生以往的學習，較少的計算、更多的操作與概念轉換。

個案在操作教具時，可以尋找到他希望的答案時，必須確認個案的概念是否正確，

這個動作是不可省略的。例如在活動三時，個案可以透過輸入方程式呈現出方程

式的圖形、經過的象限、直線的方向、與兩軸的截距以及與兩軸所夾的面積，這

些都是必須與學生確認如何得知，才能確保個案的學習概念是否只是來自繪圖計

算機或是真正的了解其意義。 

2.在教學中，平凡的使用教具可能導致學生日後依賴於教具，把教具抽離後可能

無法習慣。 

    使用繪圖計算機作為教具的主要原因為省時、減少誤差、可以使用較真實的

數據並且讓學生自我操作等可以為學習的好處，但如果使用的時機並不洽當就會

導致依賴等等的問題發生。例如，習慣於使用教具觀察方程的圖形時，便會忽略

對方程式係數所代表的性質之敏感性，若沒有良好的控制，學生可能無法理解方

程式的幾何性質。 

 

二、建議 

(一)、繪圖計算機使用時機的重要性。 

    站在教學者的立場，使用繪圖計算機是希望能夠幫助於學生建構完整的單元

概念，獲取 有效率的學習成效，並且在不降低學生計算能力的前提下是 良好

的。因此使用教具的主要目的是用於習得單元概念並非用於幫助計算與解題，這

時教師何時開放使用教具就需要經常注意，只在合適的時間讓學生使用計算機。

往後學生才不會依賴於教具的應用，而無法獨力完成。畢竟十二年國教才剛正式

要啟動，這些教具的使用皆未能使用於考場，因此教具僅能運用於學習與驗算的

檢查上。 

(二)、運用迷思提問，引發學生產生認知衝突，刺激思考能力。 

    教學的設計當中，事先了解學生可能會發生的迷思，並且利用迷思概念來設

計佈題內容與教材，這個方法能夠事先引發學生的認知衝突，並在課堂中透過論

證之後，學生能夠反思自己的錯誤概念，做有效率的學習，幫助釐清迷思，並且

讓孩童加深對概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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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graphing calculator 

into the seventh‐grade mathematics rectangular coordinates and two‐dimensional 

Equation graphics units, learning performance and practice after teaching. This study 

applied the case study. A seventh grader in south Taiwan was selected. Data was 

collected through the learning of activities, teaching observation, interview and 

postte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learning through the use of graphing calculator can 

help students improve her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After the case of generating a cognitive conflict in the classroom through the design 

of misconception, it helps to clarify the relevant misconception for this mathematical 

unit. In addition, the finding showed that the student’s mathematics concepts could 

not be developed well and the use of teaching aids in teaching may lead students to 

rely on teaching aids in the future, and may not be accustomed when withdrawed 

from the use of    teaching aids. 

Key words: Graphing Calculator, Rectangular Coordinates, Two‐Dimensional Equation 
Graphics, Learning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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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位國中教師於理財中數學素養的專業成長 

 吳於臻 1 李源順 2     
1 臺北市立大學數學教育所在職專班 m10611106@go.utaipei.edu.tw 

2 臺北市立大學數學系教授 leeys@go.utaipei.edu.tw 

摘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兩位國中教師在理財中數學素養的專業成長，包括在個

人、職業及社會等脈絡中，辨識、做及應用數學於理財中的情形。研究者採用個

案研究法進行研究，研究對象是兩位現任國中在職教師，由研究對象主動提出與

理財相關的議題互相討論來促進兩位教師的成長。收集的資料包括每次討論的錄

音檔、書面資料、網路相關資訊、計算過程筆記…等，並藉由 PISA 數學素養中

的各向度來分析， 後統整並討論。本研究發現兩位國中教師在數學素養的成長

有(一)更能在理財情境中形成數學問題、(二)對於理財中的數學問題更具備分析

與批判的能力、(三)對於問題解決的數學結果，更能推論、詮釋。 後建議可將

理財相關課題融入課室的課程與教學之中，提升學生數學素養的成長。 

 

關鍵字：數學素養、理財、專業成長 

緒論與研究目的	
無論是富人、中產階級或窮人，每個階層的人在生活中都擁有同等的機會來

看待自己擁有的金錢。這種對金錢的態度和價值觀不會被任何事物奪取或阻擋，

除了自己以外（洪子原，2013）。由於現今金融環境變動快速，加上金融商品不

斷推陳出新且趨於複雜多元，對於理財知能的建立更加重要。OECD（2012）也

鑑於公民的理財知能攸關國家經濟發展競爭力，研究英、美等國家的理財教育，

認為接受理財教育的成年人，會為其退休進行儲蓄和規劃；擁有較多理財知識的

人較易積聚更多的財富，也較能管理好債務；全民的理財教育也間接縮小貧富差

距。有鑑於此，目前全球各國體認到理財教育作為生活技能及金融與經濟穩定發

展的重要性，希冀透過有計畫地理財教育的施行來達到培養及提升個人的理財知

能。 

Huston（2010）認為假如一個人的算術能力不好，這將影響他的理財素養；

然而，工具（例如，計算器、電腦軟體）的使用可以補償這個缺陷。Human Resources 

and Skills Development Canada（引自 Baron，2015）指出國民的基本數字或數學

能力和他們的財務狀況和公民參與有很強的關係。由此可知數學素養和理財知能

非常相關，或者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理財知能， 

現今教師除了是位專業工作者之外，同時亦須是個終身學習者，以適應現代

社會的各種挑戰。由於教師是學生知能成長的重要持分者，一位教師的知能可以

在教學生涯的過程中影響眾多學生，教師在理財中的數學素養若能有專業成長，

就更有機會引導學生能正確地支配和使用手中的錢，學會花錢、投資理財，樹立

一個正確的理財價值觀。 

若一位國中教師，連自身的理財知能不足的話，那就更惶說將理財融入數學



 

192 
 

教學中。因此教師於理財中運用數學的情形是非常重要且值得先去了解與探究的，

所以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為探討兩位國中教師於理財中數學素養的專業成長。 

文獻探討	
PISA  2012（臺灣 PISA 國家研究中心，2012）將數學素養定義為「在不同情

境脈絡中，個人能辨識、做及運用數學的能力，以及藉由描述、建模、解釋與預

測不同現象，來瞭解數學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之能力。數學素養是連續的，即

數學素養愈高的人，愈能善用數學工具做出有根據的判斷，這也正是具建設性、

投入性及反思能力的公民所需具備的」。李源順與陳嘉皇（2012）探究三位學者

在某一競標網站相關數學問題的轉化、解題與評析。研究發現，三位學者可以將

生活情境轉化為得標者的獲利問題，以及管理者的獲利問題。 

由 OECD 所推動的 PISA 評量計畫（OECD，2013），是以數學化來說明解決生

活實際問題的基本過程，而 PISA 的數學素養內涵分為內容領域、數學歷程、情

境脈絡三個向度。 

「內容領域」分成(一)改變與關係：在於如何以數學模式描述自然界裡各種

暫時性和永久性的關係，例如有機體的改變、失業的循環。這些模式有的具有時

間性，有的則會因為其它因素的變化而產生改變。除了模式的建立之外，還包括

模式的解釋、數學符號和圖形的轉換。例如：函數、代數與符號的使用、以及表

格和圖形的呈現。(二)空間與形狀：包括生活中可見的各種現象，像圖形、物體

的性質、位置與方位、影像的編碼與解碼、以及動態幾何圖形，及形體、影像或

視覺表徵間的關係。(三)數量：對於數的認識，不僅僅是一種量化的符號，而是

生活中經常與度量單位結合產生的數感。數感是個人對數字（帶單位或不帶單位）、

運算、以及兩者間產生的情境的一般性理解與認知，以及能夠以彈性靈活的方法

去使用這種理解和發展有效的解題策略，包括心算、估算，來處理日常生活中所

遭遇與數量有關的問題。(四)不確定性和資料分析：包括理解生活中各種造成變

異的成因、具有量化和解釋變異的能力、測量時所隱含的不確定性的知識以及機

率統計的問題。 

「數學歷程」 主要步驟有(一)形成數學情境：將問題情境轉變成一種適合

進行數學處理、提供數學結構與表徵，以幫助迎接挑戰或是解決問題的型態。(二)

應用數學概念、事實、程序和推理：使用數學推理以及數學概念、程序、事實與

工具來推導出數學解法；其中包括了執行計算，操弄代數式、方程式，分析數學

圖表的訊息，發展數學的描述與解釋，以及使用數學工具來解決問題。(三)詮釋、

應用和評鑑數學結果：詮釋數學則涉及在挑戰或問題的情境脈絡下，對於數學解

法及結果的反思與詮釋，並決定這些結果在此情境下是否合理且有意義。 

「情境脈絡」強調個人在不同的情境中應用數學知識與過程以解決問題的能

力，而思考方式則會與問題的情境有關。主要的情境脈絡包括(一)個人：設定在

與個人本身、個人與家庭或同儕群體有關的情境，例如：稅款、飲食、購物、健

康。(二)社會：與個人的公眾事務有關的情境，例如選舉、公共政策、經濟。(三) 

職業：以實際工作的情境為中心，例如試算表工作表單的使用、品質管制、設計。

(四)科學：設定在必須應用數學知識的科學議題情境上，例如天氣、生態與環境、

醫學、測量。 

PISA 2012（OECD，2012，p.35）,PISA 2015（OECD，2016，p.95）數學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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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包括三部分，(一)和理財無關的改變和關係、空間和形狀、不確定性和數量等

內容；(二)  被評量的內容是學生在熟悉的理財環境中解決數學素養的問題，其

中數學不是明確的；(三)被評量的內容是需要學生將一些基本的算術知識應用到

日常的理財環境中。本研究希望從(二)、(三)中找到理財相關的數學素養議題，

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適合採質性研究。透過個案研究法及半結構晤談法，研究

者與兩位國中教師組成討論團體，討論生活中與理財相關的數學議題，來研究國

中教師的專業成長。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兩位任教於不同國中的女老師，為方便研究之論述及尊

重研究參與成員之隱私，均以化名方式稱之，一位為妙妙老師，畢業於國內某大

學應用數學系，修畢中等教育學程，代理年資 10 年，目前教授七年級數學。另

一位為小安老師，畢業於國內某教育大學數學系，修畢中等教育學程，有 3 年代

理年資，4 年正式教師經歷，目前教授七、九年級數學。 

依據研究動機，先擬定研究方向，確定研究主題，依據研究主題進行文獻收

集與整理，之後選定研究對象進行討論，經資料整理分類後進行分析詮釋， 後

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正式討論開始時，以研究對象在日常生活中留意到的理財議題進行討論。討

論頻率為每周一次，時間大約一小時，討論過程以錄音機錄下整個討論過程，收

集的資料包括每次討論的錄音檔、書面資料、網路相關資訊、計算過程筆記…等。

在討論過程中，研究者會依照研究對象的需要，找專業人士給予理財知識上的協

助。資料收集則以於理財中數學素養的專業成長相關的內容，將資料收集，轉譯

為文本。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結果的數學素養是依據「PISA 的數學素養」作為討論時所依循的架構，

包括兩位教師可否運用本身具備的數學能力來理解或判斷理財環境中的問題，以

及教師於理財中數學素養的專業成長。因篇幅關係，僅選取三次事件做討論。 

	 事件分析	

交通費問題	
小安老師是在職碩士生，除了上下班的通勤費外，晚上還需上課，額外多了

交通上的花費，他想知道政府推出的 1280 方案是否適合他，因此產生以下的討

論。(討論時間：2018/09/28) 

小安：我目前是從中和住家坐公車到西門捷運站一趟 15 元，從西門站轉捷運到南京

復興 16 元。 

妙妙：我記得雙向轉乘在一小時內有優惠。學生票減少 6 元，一般票減少 8 元。 

小安：那麼金額會改為15 (16 8) 23   ，晚上到研究所上課捷運一趟 20 元，坐捷運

回家也是 20 元，周一到周四夜晚上課，(23 20 20) 4 252    ，周五晚上不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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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班 來 回 是 23 23 46  元 的 車 費 ， 五 天 共 252 46 298  ， 估 算 20 天 為

298 4 1192  。 

小安老師能運用列舉估算每天所花的通勤費用，思考的方式為周一到周五上

班日的情況，進而估算 20 天的交通費，認為 1192 已很接近 1280，且他尚未考

慮六、日外出的情況，藉由估算結果評估自己適合使用 1280 方案。他也進一步

思考假如研究所畢業，是否還適合此方案？ 

小安：只考慮上下班，來回一趟 46 元，估算 20 天金額為 46 20 920  元，我會猶豫，

因為沒有算入六、日的情況。 

妙妙：方案金額為 1280 元，一天花費 46 元，1280 46 27.82...   

小安：那我就要搭乘 28 天才划算。 

妙妙：若只考慮每月上班天數約有 20 天，1280 20 64  元，交通費一天大概 60 幾元，

就適合買了。 

研究者：如果將通勤時間考慮進去，把通勤時間縮短，可能從中和住家搭公車到其他

捷運站嗎？ 

小安：坐公車到西門站至少要 40 分鐘，從西門站坐到南京復興約為 10 分鐘，一趟大

約 50 分鐘。而同一趟公車坐到板橋火車站大概 15 分鐘，再從板橋站坐到南京復

興為 20 分鐘，一趟約為 35 分鐘。若要節省通勤時間，我會選擇坐到板橋火車站

下車。不過板橋站搭捷運到南京復興站需 24 元，一趟車資變為15 (24 8) 31   元，

一日來回為 31 2 62  元。 

使用 1280 通勤方案的原因不單純建立在價錢划不划算上的因素，還能考慮

搭乘公車時恰好遇上塞車的狀況、暑期出門上班時間等相關因素，綜合考量分析

之下，小安老師產生以下的條件式選擇：若節省通勤時間，則購買 1280 方案，

且將上班路線改為坐公車到板橋站。若想省錢，則不購買 1280 方案，按照原本

通勤路線，坐公車到西門站。 

事件一之數學素養分析：小安教師針對自身生活上會遇到的通勤費思考和分

析，在社會脈絡中注意到公共政策，從一開始只用原先的通勤方式，去估算費用，

在研究者的提醒下，考慮時間成本，認知到如何善用 1280 方案，產生了條件式

選擇。妙妙老師則是透過討論注意到社會脈絡的公共政策，對數字（帶單位或不

帶單位）、運算、以及兩者間產生的情境理解與認知，求出上班 20 天的一日通勤

費用的結果，來做思考與分析。 

預購咖啡	
妙妙老師平時有喝咖啡的習慣，注意到超商利用 APP 推出預購咖啡的優惠

活動，因此產生以下的討論。(討論時間：2018/11/21) 

妙妙：在超商的預購咖啡的優惠是 2-10 杯 82 折，而在 APP 中會發現選擇數量有 2、

6、10、30、50、100， APP 顯示購買 2 杯 74 元、6 杯 221 元、10 杯 369 元，相

同的折扣，這其中有什麼不同？(參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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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安：以中杯拿鐵原價 45 元為例，2 杯金額為 90 82% 73.8  元，6 杯金額為

270 82% 221.4  元，10 杯金額為 450 82% 369  元，買 6 杯比買 10 杯，1 杯多

省 0.06 元。店家採四捨五入，如果店家改採用無條件進位，那麼不管買 2 杯或

是 6 杯都是每杯節省 8 元。 

妙妙：商家的優惠辦法不合理，2-10 杯都打折，但是卻只能選擇特定的杯數。 

小安老師認為節省的金額很小，生活中不會太注意，看見 6、10 杯，會認為

買越多杯能省下越多錢，透過討論，才留意到是小數點上的差異，而妙妙老師則

在理財中的敏銳度有所提升，能對商家的優惠辦法提出質疑。 

兩位教師對於優惠辦法清楚後，並未再產生任何數學問題，因此研究者提出

退費問題，譬如預購 30 杯，喝到第幾杯就不需辦理退費？兩位老師對於原價扣

抵，做了猜測，並應用數學概念去解讀論證。妙妙老師接著提出購買幾杯，則能

直接買 100 杯的數學問題，小安老師的計算，只考慮了原價的情形，未思考階段

性的折扣，而在澄清階段性折扣方式後，小安老師隨即提出購買相同杯數產生不

同購買組合的問題。 

小安：假如預購 10 杯，已經兌換 2 杯，若剩下 8 杯原價退回，退回 360，這樣超商

賠 錢 。 原 價 扣 抵 應 該 是 ( 原 預 售 金 額 ) － ( 已 領 取 咖 啡 的 原 售 價 ) ， 為

369 45 2 279   。 

妙妙：預購 30 杯，假設已喝了 x 杯，若退費金額小於 0 則不用退費，1053 45 0x  ，

23.4x  ，喝 24 杯後，就不用退費了。清楚原價扣抵的意思，就能以此類推了。 

研究者：從這個預購活動辦法，兩位老師還能想到其他數學問題嗎？ 

妙妙：購買幾杯，則能直接買 100 杯？ 

小安：100 杯的優惠價是 3060， 3060 45 68  ，68 杯時，則買 100 杯。 

妙妙：可是其中有階段性折扣，我可以用(50 杯的優惠價 1665 元)+(10 杯 369 元)＋(單

購 8 杯 360 元)=2394，會比單購 68 杯來的划算。 

小安：考慮階段性折扣，可以再提出相同杯數能產生哪些購買組合，哪一種 為划算？ 

圖 1  商家預購咖啡活動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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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像是 46 杯，可以單購(2070 元)，也可以 30 杯+10 杯+6 杯(1692 元)，或是直

接買 50 杯(1665 元)，可以得出當購買 46 杯時，直接買 50 杯是 划算的。回到

妙妙老師的問題，該怎麼解決？ 

妙妙：透過剛剛 划算的購買方式反推，將 3060－1665－1053=342 元，342÷45=7.6

杯，表示當購買 50+30+8=88 杯時，直接買 100 杯是 划算的。 

事件二之數學素養分析：在討論中，能注意到兩位教師在個人購物的情境較

熟悉，只是平常並不會去特別思考能否形成數學問題，經過研究者的舉例後，能

藉由脈絡情境尋找數學問題且有解決問題的能力，能使用數學概念，去詮釋並將

數學答案轉化回原問題的答案，確認此答案在真實情境中是否合宜。對於如何購

買 划算，透過討論多了更多的條件式選擇。 

美元外幣保單	
小安老師正在考慮一張新的美元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因為原先持有的美元

保險已到可解約的時期，想討論該保險是否解約，重新投保其它的保險？或是繼

續持有該保險。(討論時間：2019/02/28) 

研究者：你想重新投保的保險，和目前持有的保險主要的差異性為何？ 

小安：目前持有的保險，是美元終身保險，繳費兩年，兩年共繳 19,144 美元，繳費

期滿後即可每年領取 400 美元之生存保險金。而新的保險則是一次性的躉繳

20000 美元，宣告利率 4%，利率較高，而且兩張保單都是美元計價，不用再換

回台幣。 

妙妙：我所購買的也是美元終身保險，繳費六年，每年實繳 3449 美元，共繳 20694

元，目前已經繳費期滿，我也在思考該不該解約去投保新的保險？ 

研究者：兩位老師會採用何種面向來思考是否轉換保險？ 

妙妙：目前普遍銀行的美元定存利息不高，透過保險業務員解說，得知保險的利率比

美元定存高，我只有關注利率的高低差異，但從沒算過利率的差異為何？  

小安： 原本的保險是母親代為選擇投保，我是依據每年領回 400 美元之生存保險金，

算出利率，再和新的保險利率進行比較。 

研究者：兩位老師均以利率的面向來思考，以小安老師每年領 400 美元的生存金，是

複利還是單利，會比新保險的利率高或低？ 

妙妙：應該是單利，因為每年的金額都沒有變動。 

小安： 400 20000 0.02  ，屬於單利，利率為 2%。直覺上新的保險利率比較高。 

研究者：以妙妙老師目前持有的保險來看，以六年總繳保險費為 20694 美元，六年末

可領回 21834 美元為例，妙妙老師認為利率是高或低？ 

妙妙：我的列式為 21834 20694 1140  ，1140 20694 0.055 5.5%   ，利息為 5.5%， 

    我認為利率是高的。 

兩位教師皆嘗試把情境理財問題轉換為數學模式，將計算後的數學答案轉換

成生活情境用語，以及驗證數學答案是否合乎情境。能夠由單利、複利及利率高

低差別的面向思考，以利率的概念運用自身的數學素養來判斷是否進行保險的轉

換。但從討論中發現，兩位教師對於利率的認知並不符合真實的情境，在這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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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中，研究者發現，雖然研究對象本身有足夠的數學能力去思考所遇到的理財

問題，但因為理財知識不夠充足，在這次討論中，無法弄清楚盲點為何？ 

針對上次的討論，因兩位教師對於保險資訊不足而沒有實質的成果。研究者

請兩位教師蒐集各自保險的相關資料，並邀請一位銀行退休專業人員來講解保險

投保時，應思考的面向。於 2019 年 3 月 1 日再次討論。 

專業人士：保險的宣告利率和預定利率代表的意義為何？兩者的差異性為何？ 

小安：兩者的意義，不太清楚，我認為其應該就是持有保險的報酬率。我只知道宣告

利率是會變動的，預定利率就不清楚。 

專業人士：預訂利率是指保戶所繳的部分保費，經由保險公司加以運用之後，預計可

得到的投資報酬率，其利率為固定值，後續不會因保險公司投資多寡而有所改

變。 

    簡單來說，就是「保險公司，保證會給你的利率，是一個固定的利率，並不會因

為市場或保險公司經營狀況而改變。」 

    宣告利率則是機動的利率，保險公司將保費投資運用，根據實際獲得的投資報酬

率，於每年或每月宣告一次，會隨著經濟環境而變動。兩者利率是計算增值回饋

分享金的來源。 

專業人士：小安老師先前的美元保險，因為所繳保費會先扣除行政費、保險成本…等

費用，然後第二年末才開始付息。第一年也沒付息。所以實際的利率並不是 2%。

而妙妙老師的保險，如果第六年末解約，所繳保費和解約金的差額所計算出的利

率 5.5%，並不是該保險的實際利率。 

專業人士：何謂保險的 IRR？ 

小安、妙妙：我們沒有聽過 IRR。 

專業人士：IRR(Internal Rate of Return)是內部報酬率，它考慮了貨幣的時間價值以及

整個投資期間的現金流量。是一種投資的評估方法，也就是找出資產潛在的報酬

率。可藉由 EXCEL 的程式，算出保險的實際利率。 

透過專業人士的經驗分享，教師對於保單訊息更加了解，然而對 IRR 是第一

次聽聞，不清楚計算方法，除了上網搜尋資料外，還是對於內部報酬率的計算，

不太明瞭，因而先利用 Excel 輔以協助。 

小安：Excel 裡有一個 IRR 的函數，我將我的每年領 400 美元的保單金額輸入進去，

發現內部實際報酬是 1.28%，不是我一開始以為的 2%。(圖 2) 

妙妙：我將我的美元保單輸入，得到的內部實際報酬是 1.53%。(圖 2) 

 

 

 

 

 

 

 

圖 2  兩位教師的保單內部實際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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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的討論中，兩位教師經由專業人士提醒，得知保險應著重於保障規劃，

不是著重在投資報酬率。而外幣保險的投保除了利率的考量之外、匯率也是衡量

的重要因素之一。小安老師表示，她一直以為用保險可以賺錢，沒想到實際的利

率並不高。以前不會注意保險的內容，認為保險是提醒自己儲蓄，而且利率比定

存高。經由此次討論所吸收的經驗，未來對於保險的投保思考面向，除了原先利

率的高低外，會加入匯率、預定利率、宣告利率、單（複）利率等因素來決定是

否投保外幣保險。妙妙老師表示這次討論所吸收的經驗，讓她清楚瞭解自己的保

險內容。透過 IRR 的 EXCEL 算出，實際的利率並不是簡單的由所繳保費和解約金

的差異即可計算而來。 

事件三之數學素養分析：兩位教師雖然尚無能力透過數字運算參透內部實際

報酬的算法，但在個人脈絡中，能透過試算表工作表單的使用，了解自身保險的

內部實際報酬。兩位老師在面對理財問題，在沒有接受相關理財知識的專業成長，

無法透過自身數學素養詮釋真實的情境，在此部分教師數學素養的專業成長有

限。 

兩位教師的專業成長 

本研究由 PISA 數學素養各個面向來分析，研究發現兩位教師在理財中「數

量」的應用較多，對於數的認識，不僅是一種量化的符號，而是生活情境中與度

量單位結合產生的數感，來處理理財中所遭遇與數量有關的問題。兩位教師在事

件一、二皆能運用有效的解題策略來解決數量有關的問題，而至事件三雖也透過

數量計算得出結果，但因理財知識不夠充足，未發現計算中的盲點，透過討論後

認知到需考慮貨幣的時間價值及投資期間的現金流。事件三在「不確定性和資料

分析」學習到如何透過 EXCEL 來分析資料，了解保單的不確定性知識。 

兩位教師在理財中的數學素養，根據討論分析可知，在熟悉的理財情境，較

能形成數學素養的問題，能透過基本的算術知識應用到日常的理財環境中。在事

件一「職業」脈絡下，小安老師留意到通勤費上的不同，能應用數學概念推理數

學問題，且對於數學解法及結果做詮釋，並決定其結果在個人脈絡是合理且有意

義。而在事件二「個人」脈絡的咖啡預購，在研究者透過舉例引導後，兩位教師

在預購方式及注意事項的敘述中，能形成數學問題，在形成數學情境有明顯的成

長，且能應用數學概念包括了執行計算，操弄代數式、方程式來解決問題，並做

詮釋、評鑑其結果。事件三，妙妙、小安老師則在「個人」與「社會」脈絡下，

希望透過保單來儲蓄，在形成數學情境後，對於數學解法及結果有了反思，決定

這些結果在生活情境下不合理，而兩位教師因對保單有較多不清楚的地方，透過

學習與討論，對理財知識也有所成長。 

結論	
兩位國中教師將參與討論視為是察覺理財中數學問題的 大動力，由於擔心

討論時缺乏話題，兩位教師會留意自己的理財情況，而對於有關金錢方面的情境，

較易察覺到數學的存在。 

兩位教師能藉由舉出生活實例的方式來驗證與分析理財中的數學問題。初期

只能從理財的表面上形成數學情境，形成的數學問題偏向簡單，因此在轉化數學

問題時也同時解題，但是彼此之間都具備解題時所需要的數學知識，並不影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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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表達，然而較無法於理財資訊做更深入的數學情境。討論中期，兩位教師透

過對理財訊息的理解，能形成更多的數學情境，例如：相同杯數產生不同的購買

組合。應用數學概念去解決所產生數學問題，在評析解法上，對於答案要求精確，

會用計算機去求出答案，且會使用數學算式呈現解題過程，向彼此說明自己的想

法，在詮釋數學結果時，能澄清對於理財訊息的誤解。後期，教師雖能運用數學

概念解決情境問題，然因對於專業的理財知識缺乏，在評鑑數學結果時無法判斷

是否合理。 後在專業人士解講，及上網查詢資料後，澄清了對於保單的盲點。

而 IRR透過貨幣的時間價值以及整個投資期間的現金流量來推算實際的內部報酬

率，但由於是經由 Execl 的電腦公式計算而得。其真實性，是否可被檢驗？尚待

討論去驗證。兩位教師在理財中數學素養上，對於轉化、解題、評析的能力皆有

提升。 

很多理財問題都需要許多數學知識去支持其理財過程，具有數學素養的國中

教師，可藉由數學素養及理財知識的專業成長，以提升其全面性和較高層次的思

維能力，間接促進其專業成長。解決真實的情境問題，除了可完備自身的數學素

養外，從而延伸到其數學教學的深度及廣度。研究者建議於備課時可與教師多討

論各數學單元與生活理財脈絡之連結，有利於教師授課時適時舉出生活實例來分

析與解決理財問題，也可以與異質性教師，如：公民老師，共同設計與理財相關

的學習單，這些都有助於提升教師在理財中數學素養的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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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growth of mathematics literacy among two 
middle-school teachers in financi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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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University of Taipei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professional growth of mathematics 

literacy in two middle-school teachers who are in the specialised field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This includes individuals, professionals, societal, as well as identifying, 

performing, and applying mathematics in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Researchers used 

a case study to perform the research, where the targeted individuals is on two present 

middle-school teachers. This research is to allow the teachers to actively provide 

information and debatable topics to promote their growth through data collection, 

includes recordings files of every discussion, written materials, network related 

information, calculation process notes, etc., analyse different aspects of PISA in 

mathematical literacy,and finally gather and discuss. This study at first found that the 

growth of the mathematics literacy in the two middle-school teachers has (1) More 

able to form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financial management situations. (2) the 

ability to analyse and criticise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3) 

Ability to infer and interpret mathematical results of the formation of mathematical 

problems. Lastly, it is suggested that financial management related topics can be 

integrated into the teaching curriculum as well as teaching in the classroom. This can 

result to enhance the growth of students’ mathematical literacy. 

 

Key words: mathematics literacy, financial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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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年國教數學領域核心素養教學之行動研究－以「比和比值」為例 

翁枝春 1   李源順 2
 

1臺北市立大學數學教育所在職專班 M10611107@go.utaipei.edu.tw  
2 臺北市立大數學系教授 leeys@go.utaipei.edu.tw 

摘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透過教學行動研究探究教師轉化數學領域核心素養於教學

之專業成長，研究過程蒐集每次會議的錄音檔、修改的教學設計、實踐教學的錄

影檔、學生討論的相片記錄和研究者的省思，最後統整並討論。本研究發現研究

者轉化數學領域核心素養的教師專業成長如下：(一)「轉」、「做」、「得」的教學

設計，協助研究者掌握三面九項的核心素養。(二)核心素養並非僅是與情境結合，

更重視思考歷程。(三)了解課本布題的安排，運用批判與反思的態度去分析課本

教材的合理性。（四）教學更留意關鍵問題、布題、引導注意事項、預期學生反

應，及實施後的回饋。最後，針對未來欲進行教學行動研究者給予建議。 

關鍵字：比和比值、核心素養、教學行動研究 

緒論 

為能快速跟上教育改革的腳步，因應十二年國教「核心素養」的教學重點，

必須透過教師現場教學的轉化、實踐，才能真正體現到學生身上（劉玉玲，2017）。

研究者自覺身為教育現場的教師，應提升自身的核心素養，才能使學生學的有素

養。因此希望在此教學行動研究中，記錄研究者「轉化」數學領域核心素養面臨

之困境及採取的解決方式，落實數學領域核心素養導向課程於課室時，研究者的

專業成長、學生學習數學成效與態度之轉變。  

綜上所述，本研究主要在探討研究者轉化數學領域核心素養至課程設計的專

業成長之改變。 

文獻探討 

核心素養的定義 

根據教育部（2014）十二年國教課程綱要總綱中，指出「本於全人教育的精

神，以『自發』、『互動』、『共好』為理念，強調學生是自發主動的學習者，……，

謀求彼此的互惠與共好」。依據此理念，訂定四項總體課程目標，以協助學生學

習與發展，分別為「啟發生命潛能」、「陶養生活知能」、「促進生涯發展」、「涵育

公民責任」，並期望能以此課程目標結合核心素養，達到全人教育之理想。 

教育部（2016）為落實十二年國教的課程理念，以「核心素養」承續「基本

能力」，定義「核心素養」為「一個人適應現在生活及未來挑戰，所應具備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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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能力與態度」。 

核心素養的內涵 

核心素養內涵分為三大面向，分別為自主行動面向、溝通互動面向、社會參

與面向，在數學領域核心素養中又將各面向細分為三項詮釋，共九項。。 

自主行動面向 

視個人為主動學習者，具有選擇、分析、思辨、推理、批判、規劃與執行的

能力，並能運用新知、行動、反思、創新之技能解決生活、生命問題，因應社會

變遷，以達到自我精進，追求至善的目標。面臨 21 世紀的挑戰，個體的「自主

行動」將決定其追求至善的關鍵，健康的身心素質，帶給個體正向的態度與自我

價值觀，並重視個人能在複雜情境中擬定計畫、解決問題，運用創新思維進行思

考，精進自我。數學領域依此面向提出三項詮釋：數-E-A1 具備喜歡數學、對數

學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並能將數學語言運用於日常生活；數-E-A2 具備基本的

算術操作能力、並能指認基本的形體與相對關係，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用數學表

述與解決問題；數-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活問題和數學的關聯，並能嘗試與擬訂

解決問題的計畫，在解決問題之後，能轉化數學解答於日常生活中。 

溝通互動面向 

重視學習者運用各式工具與自我、他人、社會進行交流互動，工具不侷限於

語言與文字，呈現出21世紀信息充斥的複雜情境，個體須運用自身所具備的知識，

進行信息的溝通、互動、分析、思考、辨認、歸納、推論、證明、批判、反思，

以達成「有效」的溝通互動，也更能達成「自主行動面向」中精進自我的目標。

另外，信息、符號、資訊除了溝通之外，藝術作品亦是溝通的媒介，傳達現代公

民所應具備「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的培養，達到個人身心靈的充實，促進對美

的鑑賞能力與創意表現。數學領域依此面向提出三項詮釋：數-E-B1具備日常語

言與數字及算術符號之間的轉換能力，並能熟練操作日常使用之度量衡及時間，

認識日常經驗中的幾何形體，並能以符號表示公式；數-E-B2具備報讀、製作基

本統計圖表之能力；數-E-B3具備感受藝術作品中的數學形體或式樣的素養。 

社會參與面向 

重視培養學習者國際化的概念，注重學習者須具備公民意識、團隊合作與自

我文化認同，強調尊重多元文化價值。學習者須具有全球人民須共同承擔生態問

題的意識，提升道德實踐的行動力，藉由良好的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激盪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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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略與方法，並在參與的過程中，擴展全球化的視野。數學領域依此面向提出

三項詮釋：數-E-C1具備從證據討論事情，以及和他人有條理溝通的態度；數-E-C2

樂於與他人合作解決問題並尊重不同的問題解決想法；數-E-C3具備理解與關心

多元文化或語言的數學表徵的素養，並與自己的語言比較。 

數學領域核心素養的教學設計原則 

林永豐（2018）提出四個設計原則作為參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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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行動中學習精進；(三)兼顧學

習的內容與歷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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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不同設計重點。 

蔡清田、楊俊鴻（2016）也針對素養導向的教學提出四個原則與方法：(一)

不僅教知識也要教技能與情意；(二)不僅教結果也要重視學習的歷程與方法；(三)

不僅教抽象知識更要重視情境學習(四)不僅要在學校中學習更要能夠落實於社

會行動。 

單維章、鄭章華等編輯小組（2016）提出六項素養導向的教學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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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北市數學輔導團轉化、整合九年一貫分年細目中的「連結」指標與十二年

國教的數學核心素養，提出三項設計要點：「轉」──強調學習者能察覺生活情

境脈絡中與數學相關的待解問題，重視教學活動須串連舊經驗，並以數學語言連

結學生習得經驗，進而學習新的數學知識，解決面臨的新問題；「做」──透過

可使用的策略及多元的數學表徵，探究並解決數學問題，培養堅持不懈的探索精

神，及解題成功的成就感；「得」──藉著解題結果重新審視原情境，說明或反

駁證據合理性，在與組員討論及說明的過程中，精確使用數學語言、符號溝通，

尊重他人多元、創新的想法，提升學習數學的態度。上述要點內涵與數學領域針

對三面九項提出的詮釋十分符合：強調學習者具備基本數學能力(數-E-A2)，能

夠察覺、辨識生活情境中與數學相關的問題(數-E-A3)，重視將數學不同的表現

類別(數與量、空間形狀關係)間有效進行內部的轉化連結(數-E-B1)，運用數學

表述想法與他人溝通互動(數-E-B1、數-E-C1)，培養積極、尊重、多元的態度(數

-E-B1、數-E-C2、數‐E-C3)，綜合運用數學知能於生活情境中解決問題，並運用

於日常生活中(數-E-A1)，在此歷程中，使學習者感受到數學化繁為簡、結構嚴

謹之美(數‐E-B3)。「轉」、「做」、「得」是學習的動態歷程，並不是切割的區塊，

而是互相牽動的齒輪。 

經上述文獻探討，研究者認為「轉」、「做」、「得」能夠達成培養學習者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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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域核心素養的目標，因此本研究的教學設計將依循「轉」、「做」、「得」進行發

想，進一步發展成教案，以提供現場教師參考使用。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行動研究法，以教師為研究者，以研究者任教的班級為研究場域。 

核心素養教學是現今教育的趨勢，研究者想要提升轉化數學領域核心素養教

學的能力，培養學生適應未來生活的知識、能力與態度。過去研究者曾複製自己

的學習經驗，強調「精熟計算」與解題「關鍵字」的重要，但面對現今教育與十

二年國教的衝擊，研究者發現教育現場的教學問題，強調「精熟計算」與解題「關

鍵字」的教學，不僅殘害了學生學習數學的興趣，更違背了數學重視思考、多元

解題的本質，因此，研究者著手設計數學領域核心素養之教案，希望透過此教學

行動研究提升教師專業成長。 

研究者於民國 101 年畢業於某教育學院教育系，於 104 年考取正式教師，至

今已有 5 年教學經驗，期間有 4 年擔任高年級導師。在數學教學過程中，希望能

以活潑、貼近學生生活經驗的設計，引入題目情境，並掌握題目所給予的線索，

學習合作解決問題。 

研究參與者為學生。男生 12 人，女生 13 人，共 25 人。研究者從五年級開

始擔任該班導師，進入研究前與班級學生相處已有一年多，對學生的特質有基本

的了解與默契。班上學生的個性活潑、善良，無重大偏差行為之學生。學習成就

較高的學生，口語表達能力佳，個性較急迫，常未舉手發言，人數約班上四分之

一；沉默但專注於課堂學習的學生，人數約占全班學生人數的三分之一；程度稍

弱需補教教學的學生有 5 名。 

從進行設計數學領域核心素養教案開始，以錄音的方式記錄每週與錚友來回

修正討論及與教授的會談、省思，以錄影觀察教學設計落實於課堂時學生的互動

表現，以教學日誌的方式進行教師教學省思，蒐集相關資料、記錄並加以分析，

從實務問題中，不斷擬訂計畫、行動、觀察、反思、修正。 

上述所蒐集之資料會先進行分類，並將錄音及錄影檔製作成逐字稿以利分析，

分析重點以研究者轉化及實施數學領域核心素養導向教學所遭遇之困境，進一步

探討研究者在轉化與實施數學領域核心素養導向教學設計上，教師專業受到教學

行動研究可能的影響與改變。 

討論與結果 

以下分別計畫、行動與觀察、反省與修正三階段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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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教學活動的確立與教學設計的考量	

掌握核心素養定義的內涵	
研究者因為對「核心素養」的不了解，因此未能將課程設計與十二年國教中

的數學領域核心素養導向做連結，於是在和某教授不斷來回對話的過程中，某教

授一再引導研究者思考「究竟何謂核心素養」？(P 為某教授，R 為研究者) 

P：有那麼多的核心素養定義，哪一個是你核心素養的定義？我為什麼要一直問你為

什麼、為什麼、為什麼，這就是你自己要慢慢學會的一件事情。你要自己常常問

自己為什麼。你的東西只包括課程設計嗎？還是有包括教學？ 

R：有包括教學。 

P：理論上有包括教學，不然你怎麼知道學生有學到核心素養。你要自己下定義人家

也不反對，但是就要綜合各家所談的核心素養。 

原本研究者只有將文獻中談論核心素養的部分進行資料蒐集，卻沒有提出自

己所認定的核心素養定義與內涵，若是沒有核心素養定義與內涵，那麼教學設計

將沒有核心素養的任何依據，也沒有判斷是否具有核心素養的標準，因此研究者

依教育部的所定義核心素養為依據，其內涵則強調應使用生活情境問題，培養學

生需具備的知識、能力與態度。 

教學活動的確立	

研究者擔任六年級導師，以南一數學課本為主要教學教材，第四單元「比和

比值」為主要定錨單元，因為比和比值的生活情境多元，可以有較多與學生有連

結的情境。(P 為某教授，R 為研究者) 

P：比就是兩個數量具有某一種關係存在，就可以用比來表示它，1 枝鉛筆賣 10 塊錢，

就可以用 1：10，但是相等的比是有兩個比，我的意思 1 枝筆賣 10 元，2 枝筆賣

20 元，但是數量跟總價，他的比一定都定值嗎? 

R：不一定。 

P：因為當你買 10 枝的時候，可能就不是 100 塊，他會打折，或是你買一打 12 枝的

時候，又不一樣了。那所以成正比理論上就是數量跟總價它們的比值都一樣，才

叫成正比。 

研究者一開始並未將生活中的可能會打折的情形放進教學活動中，但在與某

教授討論後，了解數學中討論的「比和比值」皆為理想化情境的關係，學生容易

與生活中實際的情形產生衝擊與迷思，因此於教案中增加了生活中的比與數學中

的比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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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的考量	

研究者設計「比和比值」單元活動時，除了重視與學生生活情境脈絡連結之

外，亦考量到十二年國教中數學領域核心素養的重點，因此依據新北市數學輔導

團「轉」、「做」、「得」進行設計。  

行動與觀察：數學領域核心素養教學活動之實踐與歷

程	

研究者讓學生小組討論寫下其生活中所經驗到的比，大多數紀錄的比都是同

類量的對等關係，少數出現籃球比數(如圖 4-1)，或是眼鏡鏡片愈深價錢愈貴的

比(如圖 4-2)，因此在將這些「比」情境分類成「相差的比」及「相等的比」時，

研究者將學生難以區分的情境先放置一旁(例如眼鏡鏡片愈深價錢愈貴的比、三

類量的比），討論剩下有關「比」的情境： 

T：你可以幫我分類一下嗎？有沒有哪些比好像是類似的情景？ 

S 多數：有飲料的、跟吃的。 

T：還有其他的嗎? 

S 多數：食物…有包子、壽喜燒湯底、烤麵筋。 

T：還有嗎？ 

S：有價錢的。 

T：但是你會發現，有東西沒有辦法分耶。所以表示我們的分類方法有怪怪的地方。同樣都

是比，應該都可以分類吧！給你一個提示，去找找看比之間的關係。比裡面有什麼關係？ 

S04：單位！ 

T：嗯？是嗎？ 

S06：值。 

T：什麼值？ 

S06：就是兩個數字……假如說 100 比 200，如果它擴分就會變成 200 比 400。 

T：所以這樣子的話，都是同一類不是嗎？ 

S06：挖媽恩災(笑)。 

T：舉例一下，一開始的環保集點活動就是換東西，換東西就是一類，對吧！那這個就是泡

東西，全部就是前項的 150 公克加上後項的 50 公克，所以我把全部的兩個量拿出來比，

那這又是不一樣的比較關係，聽得懂嗎？ 

S 多數：聽得懂。 

T：那剩下的有沒有可以分的？我們先找交換的好了。 

S04：就是買東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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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對！買東西就是一種交換，我用 10 塊錢跟你換一枝鉛筆，我用 50 塊錢跟你換一本筆

記本。 

S14：以前的以物易物。 

(20181017 影) 

        

             圖 4-1 籃球比賽分數的比       圖 4-2 鏡片度數與價錢的比 

從此次的教學中，研究者發現自己在引導學生進行分類時遇到瓶頸，以往上

課若是學生回答不出來都是老師直接告知，但為了能夠讓學生主動察覺在「比」

的情境中同類量與異類量的差別，研究者只好不停提問、引導，但也因此在這部

分耗費了許多課堂時間，到最後依然無法讓學生了解同類量與異類量的差別。 

在最簡單整數比的教學活動中，研究者以「老師至大賣場購買電視」的情境

出發，運用電視螢幕尺寸的不同當作任務活動，引導學生觀察電視螢幕大小不相

同，但看起來卻長得很像，藉此引發學生的討論與好奇，並提供各式電視螢幕的

圖片及長與寬的長度，讓學生進行小組討論，發現電視螢幕長與寬的比值都是 ，

了解原來是因為電視螢幕長對寬的最簡單整數比都是 16：9，進而明白雖然電視

螢幕大小不相同，但看起來都長得很像的原因。 

此一概念對學生而言較簡單，因此班上程度較落後的學生也能夠掌握最簡單

整數比的概念，研究者發現，學生進行小組討論時，能激盪出精彩的看法，有的

組別運用表格呈現結果，有的組別直接算出各電視螢幕尺寸的比值(抱怨數字很

難看)，有組別直接運用最簡單整數比呈現，多元的解題策略，超乎研究者的預

期。研究者根據不同組別呈現比值和最簡單整數比的解決方法，提出「既然已經

學會了比值，為何還需要學習最簡單整數比」的問題時，僅有少數學生能明白「有

時比較兩量關係時，不一定需要知道前項是後項的多少倍，只是想知道兩量所佔

的份數」。研究者認為一般教學情況中，學生不會對老師或課本上所安排的課程

進行思考，因此老師教什麼，學生就學什麼，所以當老師拋出「既然已經學會了

比值，為何還需要學習最簡單整數比」問題時，學生便無法回答，所以研究者認

為應在課堂中多培養學生批判、反思的能力，而非只是順應老師的教學，學習對

自己無感的數學概念。 

進入比的應用單元時，研究者發現雖然題型不難，但學生容易在資訊過多的

情境中，迷失自己所需要的解題條件，導致沒有辦法有效的解決問題。因此學年

老師們在授課後彼此檢討反省，發現一般常見的數學問題通常學生都能順利解決，

但面臨較具生活情境的數學問題時卻慌了手腳，可能原因是一般課本上常見的數

學問題，資訊較明確，學生容易掌握解題要件，但較具生活情境的數學問題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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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訊息，導致學生掌握不了解題的關鍵。 

反省與修正	

研究者根據實際情形，分別就「教學與評量規劃之困難與省思」、「實施課程

之困難與省思」進行說明。 

教學與評量規劃之困難與省思 

研究者在轉化數學領域的核心素養進行課程設計時，依據新北市數學輔導團

的「轉」、「做」、「得」展開課程的發想，須跳脫一般課本「直接告知」的導入方

式，避免由研究者主導課堂上的學習，希望透過學生主動的探索、觀察、分類、

歸納，建構完整的數學概念與知識。此外，不僅須注重活動目標是否有達到數學

領域核心素養的設計要點，避免將數學概念切割的太過零碎，而是要將每一堂課

的數學概念連貫起來，因此在設計課程上，常花費研究者過多的時間，導致已經

要進入定錨單元時，才匆匆忙忙的完成教案，使得教學活動設想的不夠周全，導

致課堂時間未能充分發揮。 

實施過程中之困難與省思 

在教學行動研究實施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自己在引導學生方面遇到困境，

過去上課時若是學生討論太久但仍然回答不出答案時，研究者都會直接告知學生，

避免耽誤過多的課堂時間，因此在實施數學領域核心素養的教學設計時，研究者

常無法將學生導引至研究者預期的答案。另外，在實施教學設計時，常面臨小組

討論時間過長的問題，使得研究者在趕課的壓力下，未能依照難易度呈現問題。 

最後，研究者興致勃勃想呈現數學領域核心素養的教學，但學生的態度卻是

相反，常對於老師的提問充滿問號，也覺得不像是在上數學課，因此在課堂上的

表現相當兩極，當研究者與學生討論日常生活相關的數學問題時，學生參與程度

較熱烈，但是卻淪為課堂上的聊天。進入解決數學問題時，學生表現卻變得十分

消極，特別是遇到有別於課本上的問題，學生常因題目呈現的資訊過多，難以掌

握解題的關鍵要素，於是便坐在位置上等答案，即使研究者在一旁不停鼓勵、給

予提示，還是覺得自己無法成功解決問題，甚至連拿起白板筆在小白板上寫下兩

量的比也不願意。 

結論與建議 

以下分別針對在「轉」、「做」、「得」中的成長、教學思想的轉變、教學設計

觀念之改變，及教案撰寫與記錄的助益四方面，說明研究者轉化數學領域核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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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於教學行動研究歷程中之改變情況。 

教師專業成長之轉變	

在「轉」、「做」、「得」中的成長	

在「轉」的這個設計要點中，研究者了解在學習時，提供適當的情境任務，

將使學生面對數學時的態度變得更加積極、主動；藉著喚起舊經驗與新經驗的連

結，較能避免學習新單元時遇到的困境。另外，進行算式解題時，更需要引導學

生去理解算式代表的意義，否則題型改變，學生依然沒有辦法選擇正確的策略。 

在「做」的部分，研究者提供學生更多時間觀察、檢驗、歸納、推理的機會，

透過彼此間的討論，進一步靠自己的力量建構起數學概念，學習得更有感。研究

者發現強調「計算能力」與解題「關鍵字」，只是強迫學生用老師的方法學習，

應該給學生更多思考、解決問題的時間。以數學語言溝通的部分，研究者了解建

立起共同的數學溝通用語非常重要，避免師生訊息傳遞的過程中產生錯誤，導致

學習事倍功半。 

「得」的設計要點中，研究者過去對於學生的解題策略並不會花費時間進行

討論，忽視對解題方法的優、劣進行討論，提供學生見賢思齊的機會，讓自己更

加精進。此外，比起以老師講解為主的教學，運用討論的方式更能培養學生尊重

他人不同看法，進而迸發彼此間創新的看法，提升對數學的正向態度。 

教學思想的轉變 

過去研究者認為「核心素養」只是重視數學問題與生活情境相結合而已，但

在透過文獻探討，及與某教授反覆的對話中，才了解原來核心素養並不是只有與

生活情境相結合那麼膚淺。核心素養的教學除了重視基本數學知能的養成，更注

重學習的歷程中提升學生的數學思考能力，在討論、解題過程中獲得成就感，提

升對數學的正向態度，這是過去研究者完全沒有想到的部分。 

教學設計觀念之改變 

以往研究者的備課都是參照學校所採用之版本，並依據過去經驗和學校備課

的老師討論，但在設計數學領域核心素養導向課程時發現不足，因為許多現場教

師並不了解核心素養是什麼，但有專業老師提供寶貴的觀念，帶領研究者去思考

以往沒有思考過的問題，讓研究者明白要多加思考課本布題的安排，更要發揮批

判與反思的態度去分析課本教材的合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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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撰寫與記錄的助益 

教案提供研究者及教學現場的老師在教學上的參考，不過如果教案寫得太模

糊、籠統，會導致實踐的困難，也會失去教案的參考價值，經過本次教學行動研

究，研究者從單純記錄教師問句，轉變為記錄教學上的關鍵問題、布題、引導注

意事項及預期學生反應，於實施後記錄研究者對教案的回饋，透過全面思考與記

錄，提升實踐的可能性，也供教學現場老師參考，使教學能更縝密、周全。 

建議	

教學行動研究可以幫助教師提升自我專業成長的方式，若想要進行教學行動

研究，研究者反思此次研究歷程提供以下建議，期許能使教學行動研究進行得更

加順利，以下兩點說明之。 

協尋共同成長的夥伴 

因研究者僅有兩位諍友可一起討論、分享，但因為彼此都處於不同學校，導

致討論時間非常有限，因此建議若想要藉由教學行動研究來提升教師專業成長或

設計教學課程，可以由同學年教師組成小組，並且共同分析課本布題、設計教案，

使教學行動研究更加順利。 

教案與課程的討論次數可以增加 

本研究因為時間及討論次數有限的關係，所以與諍友面對面討論的次數僅有

三次，其餘則是利用網路社群或是電子郵件的方式進行溝通，但容易造成訊息傳

達上的誤會，因此建議在進行教學行動研究時，可增加教案與課程的討論次數，

因為少了專業的討論及對話，設計的課程並不一定能夠切中要點。 

若能根據本研究的經驗與建議進行教學行動研究，相信定能為學校開啟另一

道門，提升教師轉化核心素養設計課程的專業能力，也能提升學生學習數學的正

向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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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re Literacy Teaching Action In The Field Of Mathematics 

In The 12 Years Of The State －Take "comparison and ratio"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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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core literacy growth of teachers' 

transformational mathematics in teaching through the teaching action research. The 

research process collects the recording files of each meeting, the revised instructional 

design, the video files of the practical teaching, the photo records of the students’ 

discussions, and the researcher’s thoughts, and finally consolidates and discus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growth in the core literacy of the field of 

mathematics is as follows: (1)The teaching design of "transfer", "do" and "gain" helps 

researcher grasps the core literacy of three sides and nine items. (2) Core literacy is 

not only a combination of context, but also a focus on thinking. (3) Understand the 

arrangement of textbooks and use the attitude of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to analyze 

the rationality of textbooks. (4) Teaching pays more attention to key issues, guiding 

precautions, expected student responses, and feedback after implementation. Finally, 

give advice to researchers who want to conduct teaching actio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ratio and ratio, core competency, teaching a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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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職前教師數學教學風格之探究— 

加入文字探勘的分析方式 

 

 劉貞余 1 謝佳叡 2 
1國立臺北教育大學數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g110627013@grad.nt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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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文字探勘搭配自我報導以及錄影觀察共三種不同的方式探討國小

職前教師的數學教學風格。研究過程中以 Conti 的理論為基礎設計了數學教學想

法問卷以及教學演示觀察表，並使用 Python 搭配 jieba 套件分析研究對象在教學

演示時使用的話語，以三種面向描繪國小職前教師在數學教學演示時所展現的樣

貌，並試圖找出各種教學風格類型的分類指標，綜合評估國小職前教師的數學教

學風格類型。 

目前樣本持續收集中，本文的分析僅針對第一階段收集到的 31 位樣本進行

問卷分析與文字探勘，研究結果發現：一、大部份的職前教師在各層面的想法都

偏向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風格。二、研究樣本可分為學生中心教學、折衷開放、

學生中心評量共三種不同特質的群。三、教育學院背景的國小職前教師展現出更

多的以學生為中心的數學教學風格。四、不同群的老師在用詞的詞頻上也有不同

的展現。 

 

關鍵字：文字探勘、國小職前教師、數學教學風格 

 

壹、緒論 

Conti（1989）的研究中曾提到，如果教師有了關於教學風格的知識，在教

師的教室管理、面對學生的態度、以及學生的學習成就都將有顯著的不同。而師

資培育階段不但是教師獲得教學專業能力的重要時期，同時每個人特有的教學風

格也正開始型塑，若是能在這個階段提供相關的分析與建議，相信能讓職前教師

們在未來正式進入課室時有更好的開始。邱憲義（2019）也提出教師教學風格對

於教師教學校能、專業發展有直接正向的影響。因此國小職前教師的教學風格是

一個頗具研究價值的概念。 

在相關研究的資料收集上常使用自陳式問卷作為研究工具，它的優點是能同

時對許多研究對象進行調查，方便進行定量研究，同時也可以節省人力、物力，

但是有可能因為研究對象而出現自我呈現的偏誤，或是對問卷題項的解讀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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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不同而影響到研究的效度。 

因此，有些研究選擇進入課室對研究對象進行直接的觀察，並收集錄影資料

進行內容分析。但直接觀察會受限於人力、物力成本與有限的觀察時間，且傳統

的內容分析也同樣仰賴大量的人力，往往只能對有限的樣本資料進行分析，難以

擴大樣本數量。 

  隨著科技的進步以及資訊的發達，各式各樣且數量龐大的資訊使得社會科學

對資料解讀的需求大升，開啟了資料探勘的熱潮，並延伸出文字探勘的課題。學

者們認為若是能善用文字探勘，發揮其優勢，確實可以迅速處理大量的文本資料，

幫助文本內容的聚焦，獲取新的知識探索機會（吳清山與王令宜，2017；陳世榮，

2015）。 

 由於問卷收集的量化分析與錄影觀察的質性分析各有其優缺點，因此研究者

利用量化與質性兩種方式進行資料分析，試著描繪國小職前教師在數學教學風格

上的展現，並嘗試運用文字探勘，找出不同類型教學風格的職前教師在教學時特

有的文字作為探索指標。因此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是以國小職前教師的自我報導、

數學教學演示與文字探勘的方式為指標，綜合評估國小職前教師的數學教學風格

類型。 

貳、文獻探討 

「教學風格」來自「teaching style」，在一些研究中也被稱為教學類型或教學

型態。教學風格的定義在每項研究中並非完全相同，例如詹仕鑫（1989）的研究

中定義教學風格是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表現出的個人行為方式或作法。

Dupin-Bryant（2004）則認為教學風格是教師在任何教育情境表現的各種可辨認

且普遍的特點、行為與特質，反映了教師的教育哲學。另外還有學者們認為教學

風格是教師在任何情境、任何時間下較為一致的行為特質，包含有教學方法、教

學行為、師生互動以及教學模式（邱麗蓉，2012；許淑華，2002；Conti，1989、

2004）。 

教學風格的分類也因為各學者的觀點、研究方向不不同而有差異。因此教學

風格的類型有的分為兩類、三類，甚至有分為六類以上的。Conti 在 1978 年開發

了具有良好信效度的成人學習量表(Principles of adult learning scale, PALS)，探討

在成人教育方面教師的教學型態。Conti（1989、2004）根據量表的計分方式，

收集資料並算出平均數與標準差，並將教學風格分為教師中心型(teacher-centered 

activities)與學生中心型(learner-centered activities)。 

國內有許多學者參考 Conti 的分類，將教學風格再細分為教師中心型、折衷

型與學生中心型（邱麗蓉，2012；許淑華，2002；鄭美蘭，2008）。教師中心型

的教師，依照自身經驗與想法規劃所有教學活動及評量方式，認為教師應該是知

識的傳遞者；折衷型的教師會傾聽學生的意見但不會全盤接受，有自己的原則及

要求，會比教師中心型的教師稍具彈性；學生中心型的教師會在瞭解學生的特質

後因材施教，在教學的過程中會特意營造學習環境，允許學生提出意見，常會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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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多元的評量方式，認為教師在學生的學習中扮演著引導輔助的角色。 

在進行文獻探討後，研究者發現雖然學者們對於教學風格的分類有各種不同

的看法，但實際上大多數分類的內涵仍可以歸納為教師中心型、學生中心型與折

衷型三類。此外，有些研究發現國內教師的教學風格類型，在整體分布情形以折

衷型居多（邱麗蓉 2012；鄭美蘭，2008）。 

綜觀國內外大部份的研究，學者們常將教學風格與學習風格或學習成效等其

它項目一同探討，Kirby 與 Ashley（1979）認為教學風格是較少被主要研究的項

目，其中有部份的原因在於評量的方式很難將教學風格與從學習風格或認知風格

中區分開來。經由前段探討教學風格的分類中，我們也發現學者們對教學風格的

分類似乎還未有絕對客觀的評量方式與標準。在各項研究中，研究者依其研究目

的不同，對教學風格所使用的評量工具也有所不同。最常見的評量工具及方式有

問卷和教學觀察兩種。 

吳清山與王令宜（2017）的研究中提出文字探勘確實可以迅速處理大量的文

本資料，並幫助文本內容的聚焦，但最終仍是需要研究者對於文字探勘後浮現的

關鍵詞彙進行解讀與詮釋。彭英錡（2018）的研究中則是建議當使用文字探勘分

析時，需要多增加詞庫或核心詞彙，若能同時採質性研究方法，將可獲得更完整

的訊息。 

綜上所述，本研究希望藉由質性與量化，再配合文字探勘的分析方式，訂出

相對客觀的評分標準，提供未來在相關研究或教學實務上的參考與建議。 

叁、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根據研究目的，研究者將本研究定位為基礎性研究，由於引入文字探勘技術

分析國小職前教師數學教學風格，本研究亦兼具應用性。本研究採用調查研究法

與內容分析法收集資料並進行分析。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研究對象為某教育大學修習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來

自各個科系的職前教師（含大學生與研究生）共 31 位，其中女生 25 人、男生 6

人。 

三、研究工具與資料收集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包含「數學教學想法問卷」、「教學演示錄影」、「教學演示

觀察表」、以及「教學演示實錄」共四項。 

(一) 數學教學想法問卷 

本研究使用的問卷主要參考 Conti（1989）的成人學習量表（PALS）編

製而成。該量表之理論架構是以 Conti 對教師教學風格的詮釋，評估教師對

於教學的想法；PALS 量表的信效度良好，內容題項分為七個向度：學習者

為中心的活動、個別化教學、相關經驗、評估學生需求、氣氛營造、參與學

習過程與個人發展的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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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PALS 是以成人教師為對象，加上我國與外國的文化上的差異性，

因此本研究之數學教學想法問卷由研究者預編之後，邀請數學教育專家進行

多次討論後編定。問卷分為兩個部份，第一部分為基本資料與填答說明，第

二部分為數學教學想法相關之題項。題項內容修改 Conti 理論之七個向度，

按照教學順序重新歸納整理為「教學設計（八題）」、「教學方法與過程（七

題）」、「評量（五題）」、「師生互動與上課氣氛（十題）」等四個層面，共三

十題。問卷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作答與計分，由受試者根據題項的陳述，依

照其觀點評估同意程度進行勾選，有「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

意」、「非常不同意」等五種不同等級。 

本問卷在效度的檢驗上面，採用建構效度與專家內容效度。在信度檢驗

上，主要考驗問卷之一致性，以內部一致性係數 Cronbach’s α值來判定問卷

的內部一致性，內部一致性過低之題項將進行刪除。 

(二) 教學演示錄影 

在質性部份本研究同時蒐集了研究對象在教學演示時的錄影，既可以觀

察到與臺下學生的互動，也可以反覆觀看進行更深入的分析。 

本研究隨機分配每位研究對象不同的五六年級數學單元進行教學演示，

在教學演示前給予至少兩周的時間進行準備。教學演示的前兩分鐘說明課程

設計理念與教學流程介紹，在說課結束後接著八分鐘的教學演示，每人的時

間共十分鐘且全程進行錄影。 

(三) 教學演示觀察表 

觀察表的設計基本對應「數學教學想法問卷」的題項，改編為教學演示

錄影觀察重點，同樣分為教學設計、教學方法與過程、評量、師生互動與上

課氣氛共四個層面。每個層面設計可勾選的選項，根據錄影觀察到的細節勾

選符合的選項，由於教學活動為各研究對象自行設計，因此無法在錄影中觀

察得到的項目，將會勾選「不適用本項」，若有需要時可在評論欄紀錄重點，

並在最後對影片做綜合簡述。 

本觀察表在效度的檢驗上面，採專家效度，在編製過程中，多次與數學

教育專家進行討論，根據專家意見做修正觀察表，以建立本研究的專家效度。

在信度檢驗上，採用評分者一致性作為信度的檢驗方式。本研究將邀請兩位

評分者進行信度檢驗，此二位評分者一位為年資十三年的國中數學教師，另

一位為年資十二年的國小教師，與研究者共計三位評分者，一同進行評分者

一致性的檢驗，。 

(四) 教學演示實錄 

錄影資料收集完成後，為了能夠更精確的分析研究對象使用的言語文字，

研究者將每位研究對象在教學演示時的內容轉譯成逐字稿，也就是教學演示

實錄進行文字探勘分析。 

四、研究流程與資料收集 

研究者在確定研究題目後，依據理論的探究並參考相關文獻後，進行「數學



 

217 
 

教學想法問卷」，以及「教學演示觀察表」的編製，並請專家學者審核，並根據

所提出之意見進行修正。問卷預試調查回收後，再次經過修訂後，完成本研究之

正式問卷。 

由於研究對象為修習國民小學數學科教材教法的職前教師，因此在每學期的

後倒數第七週開始為研究對象的教學演示進行錄影，教學演示為六週，每週一

次，每次由五至六位研究對象進行教學演示，同時蒐集每週教學演示的研究對象

的教學活動設計簡案。 

接著在學期的 後一週邀請研究對象填寫數學教學想法問卷，問卷回收後，

剔除無效問卷，開始進行問卷整理及資料分析。同時邀請評分員針對觀察表各題

項的內涵進行深度討論，避免誤解觀察項目的情況，並對評分標準建立初步共識，

其中若是有無法取得共識的部份，再與數學教育專家共同討論之後取得共識，三

位評分者再分別進行教學演示觀察表的填寫。 後由研究者將教學演示錄影轉為

逐字稿，並對研究對象所使用的話語進行文字探勘。 

五、資料分析 

本研究針對數學教學想法問卷部份，首先根據研究對象所勾選的 Likert 五點

量表給予一至五分的分數，反向題反向計分後進行描述性統計，由於目前樣本持

續收集中，本文的分析僅針對目前收集到的 31 位樣本，未來將擴充至 100 位以

上以利更進一步的統計分析。目前由於樣本量不足，因此採用一般常用的統計分

析方式，以各項目的得分之平均作為分析的基礎，亦即先求出各層面平均數、標

準差等數值，以瞭解國小職前教師在數學教學上，教學設計、教學方法與過程、

評量、師生互動與上課氣氛等四個層面的情形；接著使用集群分析用來將比較相

似的樣本聚集在一起，形成集群，並藉此作為不同數學教學風格分類的依據；最

後根據填答結果進行信度分析，得到問卷整體的 Cronbach's α值為 0.753，且各

層面的 α值亦介於 0.613 至 0.705 之間，顯示收集到的資料具有不錯的一致性。 

教學演示錄影觀察的部份，將收集包含研究者在內三位評分者的評分結果進

行比對，以建立整體信度。計算方式為整體信度＝評分者看法一致的次數／（一

致次數+不一致次數），整體信度應該要在 0.8 以上才具有相當的可信度。接著計

算各層面的分數，由於每位研究對象的教學活動設計不同，每題依照達成程度給

予一至五分的分數，求出各層面平均數、標準差等數值，以瞭解國小職前教師在

數學教學上各層面的情形；接著使用集群分析形成集群，並藉此作為在教學演示

向度下數學教學風格分類的依據。 

文字探勘部份，本研究使用 Python 搭配 Jieba 套件進行斷詞與計算詞頻，進

行關鍵詞分析。首先以 Jieba 本身的詞庫為基礎，將數學教學時的數學專有名詞

輸入，建立研究所需的基本詞庫。接著將文件記號化，也就是將文本斷成有意義

的單元，本研究主要是將文本斷成詞語，然後進行演算，試著找出不同教學風格

類型的職前教師在教學時會使用的關鍵詞。 

肆、發現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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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目的為藉由職前教師的自我報導、數學教學演示與文字探勘的方

式為指標，綜合描繪出國小職前教師的數學教學風格類型。由於目前僅資料仍在

收集分析中，現有資料暫不足以進行大量樣本分析，因此本文主要是以整理現階

段所收集的數學想法問卷結果加以報導，以各項目的得分之平均作為分析的基礎，

並進行初步的文字探勘，希望藉此帶領讀者一窺國小職前教師數學教學風格樣

貌。 

一、國小職前教師在教學設計 能展現出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風格 

資料進行分析後發現，在教學設計層面滿分為 40 分，研究對象的平均分數

為 32.87 分，標準差 2.579 分；教學方法與過程層面滿分為 35 分，研究對象的平

均分數為 26.94 分，標準差 2.097 分；評量層面滿分為 25 分，研究對象的平均

18.26 分，標準差 2.097 分；師生互動與上課氣氛層面滿分為 50 分，研究對象的

平均分數為 38.32 分、標準差為 2.749 分；全部 31 份問卷總分的平均為 116.39

分、標準差為 6.936 分。由於四個層面的題數並不相同，為了更進一步比較研究

對象整體在不同層面中的展現，因此將各層面的平均分數除以該層面的題數，結

果如表 1。 

表1 研究樣本在各層面與整體的分數摘要 

層面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題數

教學設計（8題）  28  40  32.87 2.579 4.11 

教學方法與過程（7題）  23  31  26.94 2.097 3.85 

評量（5題）  14  23  18.26 2.097 3.65 

師生互動與上課氣氛（10題） 33  43  38.32 2.749 3.83 

 

根據上表我們可以發現這群國小職前教師們在全部層面的平均分數除以題

數都高於五點量表的中立值 3 分，可見在師資培育課程的薰陶下，大部份的職前

教師在各層面的想法都偏向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風格。其中教學設計層面的分數

明顯高於其他三個層面，並且評量部份的得分略低於教學方法與過程以及師生互

動與上課氣氛兩個層面。研究者認為由於研究對象仍在修習師資培育課程，在過

程中會經常被提醒要盡量以學生為中心進行教學，貼近學生的需求，瞭解學生學

習上的難點。但由於還未有實際面對學童的數學教學機會，或是只有少量的教學

觀摩經驗，因此在教學設計層面會比其他三個層面更展現出以學生為中心的風

格。 

二、國小職前教師的數學教學想法可分為學生中心教學、折衷開放、學生中心評

量等三群 

根據敘述統計結果，本研究以平均與標準差為基準，四捨五入後，各層面得

分比平均超過一個標準差的在該層面分類為學生中心型，得分在平均加減一個標

準差以內的為折衷開放型，此外由於各層面的平均分數除以題數都高於中立值，

因此將不到中立值的分數定為教師中心型，其餘為折衷保守型。以教學設計層面

為例，得分超過 35 分為學生中心型，在 30 到 35 分之間為折衷開放型，24 到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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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間為折衷保守型，30 分以下為教師中心型。各層面分類標準與人數統計整

理如表 2。 

  本研究根據數學教學想法問卷各層面的總分，使用 K‐mean 集群分析發現樣

本可分為三群。表 3 為三個群組的中心點、範圍、個數以及 ANOVA F 值。三群

之中的第一群有 5 人，教學設計、教學方法與過程、評量與師生互動與上課氣氛

的平均分數各為 37、30.2、19 與 41.4 分。第二群有 18 人，教學設計、教學方法

與過程、評量與師生互動與上課氣氛的平均分數各為 32.28、26.17、17.33 與 36.44

分。第三群有 8 人，教學設計、教學方法與過程、評量與師生互動與上課氣氛的

平均分數各為 31.63、26.63、19.88 與 40.63 分。 

 

表 2 各層面之風格分類標準與人數統計 

層面  學生中心型  折衷開放型  折衷保守型 教師中心型 

教學設計  超過35分（5人） 30‐35分（24人） 24‐30分（2人） 未滿24分 

教學方法與過程  超過29分（6人） 25‐29分（23人） 21‐25分（3人） 未滿21分 

評量  超過20分（4人） 16‐20分（25人） 15分（1人）  未滿15分（1人）

師生互動與上課氣氛  超過41分（6人） 36‐41分（20人） 30‐36分（5人） 未滿30分 

 

表 3 三群組之中心點、個數及 ANOVA 

層面  第一群中心點 第二群中心點 第三群中心點  F 值 

教學設計  37  32  32  15.248** 

教學方法與過程  30  26  27  13.483** 

評量  19  17  20  5.888** 

師生互動與上課氣氛  41  36  41  29.184** 

人數  5  18  8   

**p＜.01   

 

表 4 三群在各層面的教學風格分類 

層面  第一群 

學生中心教學群

第二群 

折衷開放群

第三群 

學生中心評量群 

教學設計  學生中心型  折衷開放型 折衷開放型 

教學方法與過程  學生中心型  折衷開放型 折衷開放型 

評量  折衷開放型  折衷開放型 學生中心型 

師生互動與上課氣氛  學生中心型  折衷開放型 學生中心型 

 

將各群的平均數與表 2 進行對照後，本研究將三群在各層面的教學風格類型

整理如表 4。第一群在教學設計、教學方法與過程、以及師生互動與上課氣氛三

個層面都為學生中心型，而在評量層面為折衷開放型，因此命名為學生中心教學

群。這一群的特色是在教學時會更願意使用提問或小組討論的方式進行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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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先評估學生的能力、需求、以及先備知識設計教學活動，不一定會完全遵照課

本；也會與學生共同討論數學科評量方式，但是不會完全依照學生的意見進行評

量；十分願意用各種方式給予學生讚美與支持；並且認為教室內師生間的討論或

問答應該是熱烈的。 

第二群在四個層面均為折衷開放型，因此直接命名為折衷開放群。這一群的

特色是在教學時可能會使用提問或小組討論的方式進行教學活動；會先評估學生

的能力、需求、以及先備知識設計教學活動，也會與學生共同討論數學科評量方

式，但是會參酌自己的教學經驗不會完全依照學生的想法；當學生表現良好時願

意用給予學生讚美和鼓勵；但是認為上課氣氛可能有時會比較嚴肅，比較注重秩

序與紀律。 

第三群在教學設計、教學方法與過程兩個層面為折衷開放型，而在評量以及

師生互動與上課氣氛為學生中心型，因此命名為學生中心評量群。這一群的特色

是在教學時會比折衷開放群更多地使用提問或小組討論的方式進行教學活動；在

設計教學活動時，比學生中心教學群更多的參考自己的經驗與習慣進行設計；可

以接受數學作業是以實作、調查、討論、報告等多元方式進行評量方式；會營造

安全的上課環境並給予學生支持；同時不願意使用懲罰的手段維持教室的秩序。 

三、教育學院背景的國小職前教師展現出更多的以學生為中心的數學教學風格 

研究者更進一步從問卷資料中發現，學生中心教學群的五人全部都為教育學

院的學生，折衷開放型的十八人中理學院與人文藝術學院的學生各占四分之一，

剩下二分之一的學生為教育學院的學生，學生中心評量群的八人中恰好理學院與

人文藝術學院的學生各占一半。從教學設計層面來看，教育學院的學生比其他兩

學院的學生展現出更多的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風格。研究者認為可能的原因有兩

個：一是因為教育學院的學生如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特殊教育學系等等，其本

科系有更多的教育相關課程可以選擇，在教學信念、教學方法等各方面受到更多

的薰陶。二是理學院與人文藝術學院的學生如音樂系、體育系、藝術與造型設計

學系等等，這些科系在學習上比較保有師徒制的形式，此外理學院與人文藝數學

院開設的教育相關課程也比教育學院少一些，因此在教學風格的展現上顯現出學

院之間的差異。 

四、不同群的國小職前教師在用詞的詞頻上也有不同的展現 

  在文字探勘的部份，在將樣本的教學演示錄影轉為逐字稿之後截取樣本使用

的語言，再根據分群的結果整理出三份文本資料，分析出現 多的重要詞彙如表

5 所示。研究者初步發現，在各群的前十個重要詞彙中，僅有學生中心教學群出

現「沒錯」，檢視逐字稿後發現這個詞彙常被使用在學生回答問題後，老師給予

正面的回應，例如「很好，沒錯，看來大家把今天的課程都有吸收」，此結果正

好與這一群在教學過程、師生互動兩層面的高分相對應。 

  此外，比較「老師」這個詞在三個群的權重可以發現折衷開放群大於學生中

心評量群，而在學生中心教學群的權重 低。檢視文本資料發現老師這個詞彙的

用法大致分為兩類，其一「老師剛剛有教你們…」這類用法偏向教師將自己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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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的傳授者。其二「有人可以老師嗎」這類用法是用「老師」代替「我」，有

些強調教師在課堂中的地位。因此「老師」在三個群的權重同樣與數學教學想法

問卷的結果相呼應。 

 

表 5 各群重要詞彙摘要表 

學生中心教學群  折衷開放群  學生中心評量群 

重要詞彙  權重  重要詞彙  權重  重要詞彙  權重 

我們  0.613787  我們  0.638732  我們  0.586631 

老師  0.225243  老師  0.327310  你們  0.288109 

剛剛  0.213981  你們  0.168422  老師  0.163146 

你們  0.168932  現在  0.135055  怎麼  0.149261 

同學  0.135146  同學  0.133466  什麼  0.142319 

沒錯  0.129515  所以  0.115306  現在  0.138847 

大家  0.123910  什麼  0.112811  有沒有  0.128434 

什麼  0.123884  這邊  0.098511  沒有  0.114549 

一樣  0.118253  怎麼  0.084211  所以  0.108135 

現在  0.118253  然後  0.084211  這樣  0.090251 

註：僅列出前 10 個詞彙 

 

伍、結論與建議 

經由上一章的討論，研究者發現大部份的職前教師在各層面的想法都偏向以

學生為中心的教學風格。由於研究對象仍在修習師資培育課程，在修課過程中在

教授們的教導下逐漸形成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風格，只是因為實際面對學童的數

學教學機會較少，因此在教學設計層面的風格會比其他三個層面更加突出。而集

群分析的分群結果發現研究樣本可分為學生中心教學群、折衷開放群、學生中心

評量群，其中折衷開放群的人數 多。 

此外教育學院的學生展現出比理學院以及人文藝術學院更偏向以學生為中

心的教學風格，可能是由於學習上的形式與不同學院開設課程的差異所造成的。

而自我報導分類得出的學生中心教學群、折衷開放群、學生中心評量群等三群在

教學演示時所使用的語言，經過文字探勘後可發現不同群的職前教師在用詞的詞

頻上也有不同的展現，且與各群的特質相互對應。 

後，本研究發現國小職前教師在教學的想法上大多偏向以學生為中心，但

在進行文獻探討時發現一些現場教師的研究中，教學風格為教師中心型的教師數

量多於學生中心型的教師（邱麗蓉，2012）。在經由師資培育課程的陶冶之後，

當教師從職前轉入職場中，是什麼原因使得他們的教學想法從學生中心轉變為教

師中心，研究者認為這會是非常值得探究的議題。此外，由於研究者非資訊工程

專長，在進行文字探勘時僅使用現成的套件與資料庫，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可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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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程式的改進與資料庫的完善，提供更高的準確率與值得探索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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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s Teaching Style of Preparation Elementary 
Teachers：Using Analytical Methods of Text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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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mathematics  teaching  style  of  the  preparation 

elementary  teachers  in  three  different ways:  text mining,  self‐reporting  and  video 

observation. Based on Conti's theory, the mathematics teaching style questionnaire 

and teaching demonstration observation table were designed. The Python and jieba 

kit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iscourses used by the research subjects in the teaching 

demonstration.  The  appearance  of  the  demonstration  and  trying  to  find  out  the 

various  teaching  style  classification  indicators,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mathematics teaching style of the preparation elementary teachers. 

At present, the sample is continuously collected. The analysis of this paper only 

analyzes the 31 samples collected in the first sta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most 

of  the preparation  elementary  teachers'  ideas  at  all  levels  are biased  towards  the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style.  Second,  the  research  sampl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of  student  center  teaching,  eclectic  openness,  and  student  center 

evaluation.  Third,  the  preparation  elementary  teachers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llege  of  Education  show  more  student‐centered  mathematics  teaching  styles. 

Fourth,  different  groups  of  teachers  also  have  different  expressions  on  the word 

frequency of words. 

 

Key words: Mathematics Teaching Style, Preparation of Elementary Teachers, 

Text Mining. 

 

 

 

 

 

 

 

 

 
 



 

224 
 

一位偏鄉國小教師數學教學專業成長個案分析 

 
  林原宏 1    游自達 2       楊晉民 3 

1國立臺中教育大學數學教育系 lyh@mail.ntcu.edu.tw 
2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育系 yiu@mail.ntcu.edu.tw 

3國立臺中教育大學數學教育系 jinnminyang@mail.ntcu.edu.tw 

 

摘要 

本研究旨在進行一位偏鄉國小教師的數學教學專業成長歷程之個案分析，在

數學師培者(mathematics  teacher  educator)與國小組成數學教學專業學習社群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for mathematics instruction)的理念架構下，於為

期兩年的縱貫性活動中，協助教師精進其數學教材內容分析、數學診斷評量分析

討論、促進數學題意理解的教學策略、基模導向的數學教學、生活取向數學教材

融入、教學案例分享。研究結果顯示，個案教師在上述各面向有所成長與改變，

且個案教師在數學師培者與同儕的協助下，能察覺教學中數學語言與詞彙的重要，

依據學童的先備知識進行教科書重整布題，並善用生活情境和操作活動讓學童瞭

解數學意義，使用並引導學童應用表徵進行解題，透過評量分析瞭解學童困難與

迷思成因，對其有效教學策略的活化運用有極大幫助。此外，在為期兩年期間，

這位偏鄉國小教師的班上學童，數學成就平均數逐漸提升且標準差逐漸下降。本

研究結果可提供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數學課程實施、數學教師專業精進的實踐和

未來研究之參考。 

關鍵字：偏鄉教育、教師專業成長、數學教學專業學習社群、數學課室研究 

 

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近年來臺灣學生在「學生能力國際評量計劃」  (Th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 PISA)和「國際數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研究」

(Trends for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簡稱 TIMSS)施測表現，

在數學素養或成就上，平均表現雖然相當高，但施測結果與世界各國比較，我國

數學教育也意涵著幾項隱憂。而且根據「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料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TEPS)的相關研究分析，也同樣觀察到這些值得注意的點。

包括：(1)學生的數學表現表現高低差距甚大，且隨著城鄉差距與年級漸增，其

差異現象也愈大(黃敏雄，2015)；(2)學生數學學習的興趣和態度也較低  (洪碧霞、

蕭嘉偉、林素微，2010)。此現象也引起數學教育界的重視，如何提升教師的數

學有效教學並縮短學生的學習差距，遂成為當今數學教育的重點。因此，補救教

學(remedial instruction)的政策是國內當今教育政策的重點。相關研究指出，透過

提升教師的專業成長，應能大幅減少補救教學的需要(Birenbaum,  Kimron,  & 

Shilton, 2011)。因此，透過教師數學教學專業成長活動，分析教師專業成長歷程

與改變，以及學生學習成就的效果，實有必要與可行之處，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國內的偏鄉教育是重要的問題、由於文化不利和教師流動率高，使得學生的

數學學習產生城鄉差距，這使得偏鄉學校教師構築專業學學習社群更加重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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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杰，2014)。由於數學師培者具有培育職前數學師資和精進在職教師數學教學

專業能力的社會責任，近年來有關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課室研究(lesson  study)也強調教師專業自主提升必要性。透過數學師培者

與在職教師所組成的數學教學專業學習社群，探討其具體提升教師數學有效教學

(effective instruction)的能力，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某位偏鄉國小教師的數學教學專業成長歷程，根據前述動機

與背景，本研究目的臚列如下： 

1.探討一位偏鄉國小教師在數學教學專業學習社群的專業成長歷程。 

2.探討參與數學教學專業學習社群該位偏鄉國小教師之數學教學成效。 

貳、文獻探討 

一、數學補救教學與有效教學探討 

徐偉民、劉曼麗(2015)的研究中指出，教師補救教學時常使用概念與計算的

問題為主，先進行全班例題的講解，再讓學生個別練習與進行指導，以達熟練的

目標。但往往由於學生程度落差大，也讓教師在教學時感到困難。而需要數學補

救教學的低成就者約可分為幾類，包括：學生的數學表現明顯低於其應有的能力

水準、學生的數學表現明顯低於全體水準、對數學態度興趣等情意方面低落(林

妙鞠、楊德清；2011)。至於影響數學低成就的原因，可大約歸納為個人特質(例

如：語文與閱讀理解、智商、學習風格、後設認知等)、家庭背景(例如：家庭資

源、社經地位等)、學校環境(例如：師資與教材教法、班級與心理輔導等)等因素

(林碧珍、蔡文煥，2005；Vilenius‐Tuohimaa, Aunola, & Nurmi, 2008)。學習低成就

者，其對於學科的價值觀、自信心和職業態度等較低(張新仁，2001；黃月純、

楊德清，2011)。且因應我國十二年國教和國際評量趨勢，低成就學生的補救教

學刻不容緩。數學概念學習的結構性高，宜先瞭解錯誤概念或學習困難的原因後

再補救教學(李國家、劉曼麗，2012；林原宏、羅友任，2009；梁淑坤，2012)。 

數學學習評量是補救教學的一環，透過「評量─教學─再評量」的循環歷程。

可以瞭解不同數學錯誤類型下需要補救教學的學生 (Turner,  Midgley,  Meyer, 

Gheen, Anderman, Kang, & Patrick, 2002)。例如，數學成就分數顯著低於標準、數

學內容的概念錯誤或存在迷思概念、數學相關能力低(例如：數學閱讀、語文理

解、邏輯推理等)或對數學態度興趣低落，以致影響數學學習成就(Moser,  West, 

Hughes, 2012)。有效教學可減少補救教學的需要，因此，透過評量後在數學課室

進行有效教學則顯得非常重要(Duval, 2006)。 

數學教科書往往是低成就學生不感興趣的文本，此乃由於數學教科書中的情

境或論述，是從生活的情境和需要中抽離，常和學生的生活經驗脫節，備感抽象

致使學生難以學習數學的目的(Patton, Cronin, Bassett, & Koppel, 1997)。因此，基

於真實數學教育（Realistic Mathematics Education [RME]）之觀點和主張，數學必

須與現實情境連結，貼近生活與社會，使數學成為有價值學科。因此，使用貼近

日常生活，提升低成就學生解決問題、論述、邏輯推理等能力的生活數學教材教

法，相較於重複教導教科書或習作中的題目，相信更有助提升學生數學概念的了

解，提高數學學習成效，進而對數學有正向的情意態度。 

數學文字與符號的閱讀理解和數學解題息息相關，學生數學解題失敗，往往

是因為文字符號和題意的無法理解(Swanson  &  Sachse‐Lee,  2001)。鷹架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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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ffolding guidance)可協助學生發展釐清問題語意、釐清概念關聯、整合解題訊

息等。所以，透過數學閱讀理解的鷹架導引，協助學生建立數學閱讀的策略和文

字意義的深層理解，將有助於學生解題的成功，進而建立數學學習的自信心和興

趣等(Garderen, 2004)。數學教學過程的師生互動中的對話引導，需引導學生將數

學文本或問題中所呈現的「數學的語言」(language of mathematics)或表徵加以轉

化，並結合學生的先備知識，促進學生的數學閱讀理解（秦麗花、邱上真，2004；

Adams,  2003；Wakefield,  2000）。具體而言，透過教師的語言(language  of  the 

teacher)的中介，引導學生透過既有的經驗和「學習者的語言」(language  of  the 

learner)逐步發展數學理解和數學的科學性語言，以提升學生的數學閱讀與理解

的能力。 

數學學習策略欠佳往往也是低成就原因，但可以透過教導而使得學習有進展

(洪碧霞、蕭嘉偉、林素微，2010；OECD, 2010)。以基模理論(schema theory)為根

基的教學策略，可有效提升數學補救教學的成效(Jitendra, DiPipi, & Perron‐Jones, 

2002)。SBI (Schema‐based Instruction)是以認知心理學、專家解題研究等教學介入

實務方法為基礎的基模理論，強調問題基模結構的辨認對理解文字題的重要。SBI

包括對MD (mathematics disability)提供有效的教學實務，特別是四個要素當成改

善MD文字題表現的基礎：1.強調問題的結構，2.運用視覺表徵（模式化的圖表），

3.明確教導啟發式的解題，4.採用後設認知策略知識教學(Clarke et al., 2011)。主

要意涵如下：1.強調問題的結構：明確的教導學生辨認問題模式，以結構的特徵

而非表面的特徵組織問題，可引導有效的問題表徵和問題解決方法。2.運用視覺

表徵：視覺表徵可提供不同的目的，像組織和總結問題資訊、使抽象的關係具體

化、對文本情境的推理。模式化表徵的運用與數學解題的成功具有正向關聯，當

模式化表徵用來協助感知文字題，可引導深化理解問題，並轉化新的問題成為可

能。3.明確的啟發式解題技巧：運用重要的數學內容統整啟發式的訓練，包括四

項分割但內部相關的解題步驟(問題基模的辨認、表徵、計畫和解題)，這四步驟

連結符應概念性的知識(基模知識、思慮知識、策略知識和執行知識)。 

 
二、數學師培者與教師數學教學專業發展 

數學教師師培者(mathematics teacher educators)簡稱數學師培者，數學師培者

是培育數學教師的教育者，Simon (2008)認為數學教師師培者有四個主要任務：

闡明教學模式、確認關鍵性的教學法概念、瞭解教師的概念以及提升教師的專業。

Jaworski (2008) 認為數學教育是實務的學科，數學教師師培者應與教師合作，有

共同目標為學生提供更佳的學習機會。所以數學教師師培者應規劃各種課程研習

或工作坊等專業活動，提升教師在教學實務的知能。Jaworski (2008)提出圖 1 的

教師師培者與教師的共享知識圖，來說明教師師培者的專業知識與數學教師有共

享的知識和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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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教師師培者與教師的共享知識(資料來源：Jaworski, 2008) 

 
文獻上指出教師同儕的合作是提升教學專業與促進學生學習成效的重要關

鍵(Kersaint,  2007)。傳統的工作坊聽講形式之教師專業發展模式，容易脫離教師

的實際教學場域，讓教師得不到支持與成長協助。近年來專業發展典範轉變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aradigm  shift)的思維，強調欲使教師專業發展有效，

有必要讓同校的教師同儕進行持續且實質的合作 (姚如芬 ， 2006 ；

Darling‐Hammond, Wei,  Andree,  Richardson,  &  Orphanos,  2009)。專業學習社群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的思維在許多組織場域已獲成功地證實，近

年來教師專業發展也重視學習學習型組織的建立，專業學習社群是指在同一教學

場域中的教師進行同儕合作式學習(collaborative  learning)，近年來許多國家在推

動教師數學教學專業發展，俾以提升學生數學學習成效政策上，也愈來愈多採取

數學教學專業學習社群為理念。例如，美國的 Common Core Mathematics  的 PLC

推動(Kanold, 2012)、加拿大 Ontario  省的白皮書(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5)、日

本的課室研究(lesson study)推動(Takahashi & McDougal, 2014)，以及推動應用科技

工具進行專業學習社群成效。因此，本研究將以數學教學專業學習社群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為核心理念，投入數學教學的支持資源，帶

動國小教師同儕樂於分享學習數學教學專業成長氛圍。Kagle (2014)進行專業學習

社群讓職前教師成為反思實踐者(reflective practitioners)，其研究指出能要有效提

升職前教師學科教學知識，師培者應協助引導專業學習社群的營造。基於此，本

研究擬進行在職與職前數學教師專業社群循環建構，希冀透過在職與職前教師的

兩種專業學習社群分享與互動，提升其數學素養教學與評量專業能力。 

 

參、研究架構與設計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質性為主和量性為輔，分析研究對象的數學教學專業成長。研究期

間為期兩年(2015.08 至 2017.07)，根據參與數學教學專業社群計畫期間的觀課、

備課與議課等活動之反思回饋，以及學童數學評量檢核回饋，據以分析個案教師

的數學教學專業成長。研究架構的各項內容分析如表 1  所示，本研究根據詮師

在專業學習社群中和師培者的專業活動和學生評量結果討論進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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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架構內容分析與內容編碼 

專業學習社群活動  次數  編碼 

跨校數學教學工作坊  每學期 1次，共計 4次  A 

到校數學教學工作坊  每學期 2次，共計 8次  B 

學童數學評量檢核回饋  每學期 2次，共計 8次  C 

團體晤談  最後一學期，共計 1次  D 

 
二、研究對象與場域描述 

本研究的某偏鄉國小地處中部地區，學校規模為每年級一班，全校共計六班。

每班學童人數為 2至 10名。近年來受少子化影響極大，曾與鄰近國小規劃併校。

且由於地處偏鄉，學校教師流動率頗大，且較少有外部的數學教學輔導資源投

入。 

在該校校長及主任的鼓勵之下，該校四至六年級三位導師參與某教育大學師

培者所組成為期兩年的數學教學專業社群計畫。本研究對象個案教師為該校某位

國小教師○詮○老師(以下簡稱詮師)，詮師是該校代理教師，教學年資兩年。參

與數學教學專業社群計畫兩年期間，詮師第一年擔任五年級導師，第二年擔任六

年級導師，其班上學童共計 10 位。本研究根據詮師參與數學教學專業社群計畫

期間的觀課、備課與議課等活動之反思回饋，據以分析詮師的數學教學專業成

長。 

 
三、數學教學專業社群 

本研究數學教學專業社群的包含跨校數學教學工作坊、到校數學教學工作坊

和學童的數學評量檢核回饋等，各專業學習活動說明如下： 

(一）跨校數學教學工作坊 

跨校數學教學工作坊是師培者所組成多所國小參與的數學教學專業社群，主

要由各校四至六年級導師參與。跨校數學教學工作坊在每學期開始前的寒暑假辦

理，每次工作坊為期三天。跨校數學教學工作坊的活動內容主要包括數學教材內

容分析、數學診斷評量分析討論、促進數學題意理解的教學策略、基模導向的數

學教學、生活取向數學教材融入、教學案例分享等。 
(二）到校數學教學工作坊 

到校數學教學工作坊是師培者在學期期間，連結跨校數學教學工作坊的內容，

每兩週一次到國小與教師共同進行備課、議課以及討論學童的學習困難與有效教

學案例分享等。議課方式是討論教師依據課本單元進度，自行拍攝的教學影片進

行討論。 

(三）學童數學評量檢核回饋 

配合國小使用的教材版本和定期評量進度，師培者發展數學學習評量工具，

以每次定期評量為評量範圍，進行學童的數學成就評量並分析其表現，其評量分

析在「到校數學教學工作坊」中進行討論並據以做為數學教學回饋與反思。 

肆、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中的個案教師簡稱詮師，透過數學師培者與學校組成的數學學習專業

社群，分析詮師在數學教學專業成長歷程以及數學教學的成效。以下分別就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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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專業成長歷程以及數學教學的成效進行分析。 

在原案分析的內容中，人物的簡稱為：「詮師」表示本研究對象之個案教師；

「同儕」表示參與數學學習專業社群的該偏鄉國小教師同儕；「師培者」表示本

研究中的數學教師師培者。事件以「專業學習社群活動  +  第幾次」編碼，依據

表 1中的專業學習社群活動，跨校數學教學工作坊、到校數學教學工作坊、學童

數學評量檢核回饋、團體晤談的編碼分別為 A、B、C、  D。例如，第 3次到校數

學教學工作坊的事件以 B3 表示。本研究的原案分析內容，請研究團隊中另兩位

數學教師師培者協助檢視，進行三角校正以符應資料解釋的正確性與一致性。 

 
一、詮師在數學教學專業學習社群的專業成長歷程 

在為期兩年的研究中，詮師第一年擔任五年級導師，第二年擔任六年級導師。

數學教學專業學習社群的活動，係依據該校數學教科書版本及單元進度。分析詮

師教師參與數學教學專業學習社群的歷程，歸納獲得以下結果。 

(一) 察覺教科書中數學語言與詞彙的重要性 

詮師參與了跨校數學教學工作坊，分組討論的備課活動工作單中，需進行數

學課本的重要數學語言和詞彙分析。詮師也在自己的數學課室中中，重視學童是

否能瞭解教科書中數學語言與詞彙。 

 
事件編碼：A1 

詮  師： 參加了多所學校的共同備課活動，腦力被激盪了，我覺得很棒！ 

師培者： …你覺得哪些活動讓你覺得很有收穫?….

詮  師： …分組討論的工作單中有教我們去分析數學課本數學詞彙，有數學專

門詞彙、特殊詞彙和生活詞彙，像平角、對應角，我現在在教數學時

會留意這些重要的詞彙是很重要的！… 

師培者： 哪你以前有注意到這些詞彙的重要性嗎？ 

詮  師： (搖搖頭)說真的！教學經驗不是很多，沒有想它的重要 

 
事件編碼：B7 

師培者： 這次你的教學影片中，教學活動你好像有特別注意一些學童不熟悉的

詞彙。 

詮  師： 是啊！速率這個單元，像兩人同時同地同方向、兩人同時同地反方

向、兩人同時相向、平均速率等，小朋有真的不容易！ 

師培者： (微笑)…所以，你的活動設計是….

詮  師： 我請兩位小朋友出來走路給全班看，他們一看就懂！ 

 
(二)依據學童的知識背景轉化教科書中內容與布題 

詮師知道學校活動頗多，數學教科書中的文字多元且布題差異頗大。因此，

詮師會依據學童知識背景，進行教科中的內容與布題轉化與調整。 

 
事件編碼：D1 

師培者： …那麼你要不要分享一下，您班上小朋友學習數學的情形如何？ 

詮    師： 小校活動太多導致課程時間被壓縮，必須有系統的統整課程內容再結

構化交給小朋友，他們才能快速吸收。 

師培者： 你的意思是說….

詮    師： …如果照著課本教，學生的時間不夠也學不好。我發現我的教科書中

文字變化較多元，同一頁兩個布題的觀念差異蠻大的… 

師培者： 哪你會怎麼做？… 

詮  師： 我會依照校小朋友能理解程度的程度，小修改來簡化教科書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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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課本的題目… 

 
(三)善用生活情境來引導學生瞭解數學意義 

詮師能根據學校附近的生活情境元素，融入數學教學，讓學童在真實性的情

境中學習數學。此外，詮師的同儕也非常認同用生活情境引導學生瞭解數學意

義。 
事件編碼：D1 

師培者： …上一次教學活動中，認識一公畝大小，您們用 10 公尺的紅繩，請學

童在風雨籃球場量出正方形，這是很好的做法！ 

同    儕： 嗯！我覺得小朋友實作後比較有印象，回到課本或考試他們比較不會

忘記！ 

詮    師： 我也覺得是這樣！像我們學校附近都是果園為主，我教他們認識植樹

問題，我用果園的例子，他們很容易懂。還有，去年五年級的教學，

我也用實際測量來量物體體積，像顏料盒、字典、鋁箔包，當他們進

行複合形體體積的概念和計算時，就比較好教。 

 
(四)應用表徵策略來促進學童的數學理解 

詮師認同表徵在數學學習的重要，他認為教師必須教學童如何使用表徵。當

學童有錯誤的表徵或不會使用表徵時，詮師會介入並引導學童使用表徵。 

 
事件編碼：D1 

師培者： …我們在一起觀課，討論各位的教學影片，各位都有利用表徵輔助

數學教學，你認為成效如何？請提出實例。在教學過程遇到什麼困

難？？ 

同    儕： …我覺得圖示蠻好用的!...

詮    師： …我也覺得表徵很重要，小朋友如果會用，就會很容易理解。但表

徵是要被教的，…我看到有些小朋友不會表徵或使用錯誤，我會走

過去提示他們… 

二、詮師參與數學教學專業學習社群後之數學教學成效 

本研究中詮師的數學教學成效以他的班級學童的數學評量結果和教師檢核

與回饋反思為主。 

(一)學童的學習成就增進且數學錯誤降低 

根據詮師的教科書單元和定期評量進度(該校每學期定期評量兩次)，師培者

自編數學成就測驗。在每次定期評量前，以師培者自編的數學成就測驗進行評量，

每學期評量兩次，共計八次。數學成就評量結果如表 2所示。由該表可知，平均

數有逐次有稍微提升的現象，且標準差有逐次下降的趨勢。顯示該班學童的數學

學習成就穩定略升且學童間落差減少。 

 
表  2  各次數學成就評量的平均數和標準差 

分數 
數學成就評量次別 

1  2  3  4  5  6  7  8 

平均數  72.67 79.33  79.67  80.67 80.50 81.00  81.83  82.20 

標準差  21.07 19.85  17.28  21.18 21.12 20.01  17.63  17.33 

 
針對每次的學習成就評量結果，詮師在每次到校數學教學工作坊中，師培者

會和國小教師共同檢核學童的表現和常見錯誤概念。詮師也發現到，由於參與了

數學教學專業學習社群，更加瞭解數學教材內容並應用促進數學題意理解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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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善用基模教學策略和生活情境素材，讓數學教學更加有成效並減少學童常

見錯誤。例如： 

 
事件編碼：C3 

詮    師： 我們班有一位學習障礙學生，他是經過特教鑑定的，數學課他真的難

跟的上，所以評量結果不佳，但他喜歡操作活動。 

師培者： …所以你發現有哪些效果？

同    儕： 這次的評量題我覺得很好，難易度適中，但小朋友遇到文字題或計算

很容易就放棄了。 

詮    師： 原本我認為會常發生錯誤，這次評量所看到的錯誤比較少。例如，我

用時實體積木操作教小朋友知道可以用切割和填補算出體積，在這次

評量中，發現複合形體的體積計算錯誤很少。 

 
(二)解讀評量結果做為教學策略的回饋 

師培者和到校工作坊和國小教師共同解讀評量結果，特別針對學童錯誤率較

高的題目。個案教師在解讀評量結果過程中，能溯因學童錯誤的可能原因，進行

教學反思後，提出可行的教學策略。 
事件編碼：C4 

師培者： 這次評量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的學童解法，是這樣的：

同    儕： (想了想)….這個列式含有未知數符號求解的式子是錯的，但小朋友是

怎麼想的？ 

詮    師： (想了想)….我覺得有兩個錯誤原因，第一個錯誤原因是他依照題目順

序列式，看到「喝了」就用減法；…..但他因為不知到加減法計算相

反，…嗯！也就是加減互逆，所以算出的結果錯了。 

師培者： 很好！我也同意，….那要小朋友如何知道他算錯了？

詮    師： 我以前都沒有注意到，….我想可以用之前你講過的認知衝突策略，

反問小朋友果汁原來有多少毫升？再問小朋友算出來喝掉的是 990

毫升，有可能嗎？ 

 

伍、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某位偏鄉國小教師的數學教學專業成長歷程，偏鄉教師如同

偏鄉學童，可能同處於教育資源協助不利的地位。本研究由師培者和偏鄉小學共

組數學教學專業學習社群，希冀精進偏鄉教師的數學教學專專業後，可以看到教

師的專專業成長脈絡和學童學習成就的提升。 

本研究中詮師能察覺教學中數學語言與詞彙的重要，會依據學童的先備知識

進行教科書重整布題，會善用生活情境和操作活動讓學童瞭解數學意義，使用並

引導學童應用表徵進行解題。依據學童的歷次數學成就評量表現，可知該班學童

的數學學習成就穩定略升且學童間落差減少。此外，詮師也觀察到學童的錯誤概

念發生減少，並能回溯推測學童可能的錯誤原因後，提出可行的教學策略。國內

即將實施的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強調教師的專業成長；而且偏鄉地區教師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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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和協助也相當受重視。因此，本研究結果究可具體提供國小偏鄉地區的數學

教學成長和專業學習社群推動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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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aims at investigating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s instruction for one rural primary teacher. This teacher participates in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  for mathematics  instruction with which  are 
organized by one  group of mathematics  teacher educators  and  all  teachers of  the 
rural  primary  school.  This  study  is  a  longitudinal  study  with  two  years.  All  the 
teachers  in  the PLC are cultivated  in many  issues of mathematics  instruction. They 
include:  (1)structures  of  mathematics  curriculum;  (2)diagnosis  of  children’s 
mathematics  concepts;  (3)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for  mathematics  reading; 
(4)schema‐based mathematics  instruction;  and  (5)  life mathematics  in  classroom. 
Results  show  that  the  rural  primary  teacher  is  promoted  in  many  facets  of 
mathematics instruction. They are: (1) understanding the importance of mathematics 
language  and  vocabularies  ;  (2) posing mathematics problems based on  children’s 
prior  knowledge;  (3)adopting  life  mathematics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mathematics  concepts;  (4)  using  proper mathematics  representation  to  interpret 
mathematical meanings; (5) realizing children’s difficulties and misconceptions based 
on assessment.  In addition,  in according to the mathematics assessment, the mean 
scores  steadily  increase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decrease  gradually.  It means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effective  mathematics  instruction.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e 
results  could  be  the  references  for  mathematics  lesson  study  of  12‐year  Basic 
Educati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s instruction and future studies. 

 

 

Key  words:  mathematics  lesson  study,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for 

mathematics instruction, rural educati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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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將自編之「九九乘法」之遊戲式數學教學活動應用在

課堂上，對學生認知與情意的影響。採質量並重的方式，蒐集並改編、開發適合

小二學童之「九九乘法」遊戲式數學教學活動。實施活動後，透過課堂觀察、學

生半結構式晤談、學習單等相關資料，探究學童的學習興趣及解題思考策略之轉

變情形。研究結果顯示：(一)學童從遊戲中察覺並歸納解題策略；(二)學童能互

相分享並應用新策略；(三)此活動能提升學童數學學習興趣。針對以上三個研究

結果修正「九九乘法」數學教學活動，以及改進教學方法與技巧，提出對未來研

究及課程、教學上的建議。 

 

 
關鍵詞：九九乘法；「遊戲式」數學教學活動；學習興趣 

 

 

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親子天下》雜誌 2017.5.12 的新聞稿指出，「數學」一向是國小學生公認「最

討厭的科目」：聽不懂、生活中用不到、老師很凶等等是討厭的主因。「數學咖啡

館」的發起人彭甫堅老師因為想要改變「大多數人的『數學腦』都被恐懼關閉了」

的現象（親子天下 2017.7.04），成立了由超過上萬名熱血教師自主性組成的數學

教師社群，藉由各種遊戲、魔術等等，引起學生學習動機，開啟孩子們的「數學

腦」。從上述的背景觀之，從「遊戲」出發，讓學生體會「數學好好玩」，引動學

生的學習動機，增進學生主動探索數學，進而增長數學能力和知識，正是近幾年

來台灣各地風起雲湧翻轉教育改革的趨勢。 
    Burns(2003)認為將遊戲應用數學教學上，能夠提升學童對數學學習的興趣、

幫助學生解決數學問題、並且能發展學童策略性思考；盧秀琴、林毓哲（2018)

指出，開發「桌遊教具」有助於提升學生之「心流經驗與科學過程技能」；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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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皇(2005)認為，數學遊戲融入課程教學，除了可以激發上述認知、情意、社會

和問題解決的功能外，最重要的能協助學生發展自我強化以及創造力，支持和持

續學生全人的發展以及遊戲帶來的有效的創造力。從「遊戲中學習」、「做中學」

的方式，正與甯自強（1997）所指出的理想學習方式之三種特性「引發學習興趣、

能具體操作參與、有一再嘗試的機會」不謀而合。 
美國數學教師學會(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NCTM, 2000)即
明確指出，國小階段合適的數學教育應該提供操弄與遊戲的機會，且技巧和問題

的解決可以透過遊戲、計劃(projects)以及日常生活的活動加以提升。即將於108
年正式上路的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數學領域課程綱要中，明確指出數學課程的設

計應提供每位學生「有感」的學習機會，培養學生正確使用工具的素養。學習表

現強調以學生為中心，在具體情境以及操作活動中，讓生能認識、理解與熟練數

學概念。單維彰(2017)、蔡育知(2018)進一步指出，以核心素養為導向的數學課

程，需兼顧以下幾個面向：以任務鋪陳數學學習脈絡，引導學生進行探索與發展

概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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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安排從具體到抽象，提供學生有感的學習機會；學習任務具備形成性評量的

功能，以評估與促進數學學習。  
小學低年級階段（第一學習階段）強調能初步掌握數、量、形的概念，其重

點在自然數及其運算，熟練九九乘法為小二數學課程中重要的教學目標。然而，

若僅僅要求學生「反覆背誦」，而沒有強調「應用」的機會，學生可能會因為項

目太多，無法精熟記憶，也會感覺到索然無味，失去學習的興趣。背不熟、背不

全，往往學期中才教，還沒到學期末，早已忘掉一大半。若能安排遊戲式數學教

學活動，能在「任務」情境下讓學生以數學語言和他人進行溝通，恩考如何以數

學知識與能力解決問題，此自然的數學學習情境下，正是形成性評量的好時機。 
鑑於上述，研究者乃著手開發九九乘法之遊戲式數學教學活動，以符應小學

低年級乘法教學目標，幫助學生在理解乘法情境與意義的狀態下，能更加靈活、

熟練運用九九乘法以加速學習和解題，做為未來學習的基礎。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開發「九九乘法」之遊戲式數學教學活動，並探討此活動是否能

提升小二兒童的數學學習成效和學習興趣。 

 

貮、文獻探討 

 
一、數學遊戲融入低年級數學課程與教學之可行性 

依據 Piaget(1957)的認知發展理論，低年級學童剛好處於「運思前期」與「具

體運思期」的交界地帶，要提高認識數學及解題的能力，必須進行直觀、形象、

生動、具體地教學。以下簡述陳金萍(2003)對於低年級兒童的思考、注意、記憶

等能力的概說：(1)思考能力：低年級兒童所能掌握的概念多半是具體的，可以

直接感知的。逐漸能發展出保留概念，並理解可逆性、互補性與同一性，並據之

推理。能依照事物的不同性質加以排序，並能進行分類活動和演繹思考，掌握種

類之間的關係。(2)注意能力：容易受外在環境改變而影響，易受新奇事物所吸

引，並顯露出明顯直接的外在行為反應。(3)記憶力：會隨著學習動機、興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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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不斷提高記憶的質量，需要師長的誘導方能運用記憶策略。 

由此看來，利用遊戲來引導低年級學童學習數學是可行的途徑。然而，實施

數學科遊戲導向教學時並不是單純的讓學生去玩而已，它具有豐富的教育意涵。

王筱妮、梁淑坤(2018)的研究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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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能提升國小生的學習興趣及學業成績。林鳳珍

(2013)亦指出國小低年級數學課融入了遊戲教學，以學生動手操作、實際測量、

小組合作討論等活動， 能讓兒童在遊戲的過程中能發展與建構新的數學概念，

有助於數學認知的發展。換句話說，將遊戲融入數學課程與教學中可以幫助發展

學生數學觀念及技巧、甚至能夠促進學習、培養兒童對數學的正向態度。 
 

二、小二學童「九九乘法」之數學概念建構 
 
依據課程綱要，我國八十二年版低年級數學乘法課程教材的目標是要瞭解乘

法的意義，並應用乘法表解決問題。乘法的引導始於二年級，在數的方面有「倍」

的意義，在計算方面有二到九的基本乘法、查乘法表算出題目結果及兩步驟的加

減乘問題。而在九年一貫的數學領域課程中， 二年級的乘法教學分年細目下均

有將教學內容詳細分析與闡釋，供教學者參考，以下分述我國八十二年版之課程

標準與九二正綱之分年細目。 
 
表 1  我國小學低年級乘法課程綱要 

八十二年版 低年級教學目標：瞭解乘法的意義，並應用乘法表解決問題。 
二年級教材綱要：2 到 9 的基本乘法。查乘法表寫出計算結果。 

九二正綱 N-1-03 能理解乘法的意義，並解決生活中簡單整數倍的問題。 
N-1-06 九九乘法 
N-1-07 能理解乘法直式計算 
2-n-06 能理解乘法的意義，使用×、=作橫式記錄，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2-n-08 能理解九九乘法。 
十二年課綱 n-I-4 理解乘法的意義,熟練十十乘法,並初步進行分裝與平分的除法活動。

r-I-2  認識加法和乘法的運算規律。 

 

參、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與對象 

本研究旨在開發適合小二學童之「九九乘法」之遊戲式數學教學活動，並評

估在試行之後是否能提升小二學童數學學習成效與數學興趣。本研究擬採用行動

研究法。行動研究為動態循環的研究歷程，其基本架構為規劃、觀察、行動、反

省、再規劃的循環研究模式(Lewin， 1951)。研究者與研究團隊先依據文獻探討

和課程內容開發「九九乘法」之遊戲式數學教學活動。接續，實際應用到課室教

學，並收集本研究所需的質性與量化資料，持續做資料的三角校正。 

本研究的對象為嘉義縣某國小一個小學二年級的班級學生，由於該班級任導

師對數學教學極有興趣，並樂於嚐試新的教學方法，表明樂意參與本研究，是為

立意取樣。此班級為常態編班，男生 11 人，女生 13 人，共 24 人，平均年齡 7.8
歲。研究者在班上執行九九乘法教學活動時，邀請研究團隊參與課堂觀察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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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觀點，並保留活動錄影、教學設計與檢討、學習單等資料。並從該班挑選在

校學業成績高、中、低代表學童各一名，做為半結構式訪談之研究對象。俾利在

開發完成後，讓參與之研究團隊成員能實際將此活動融入平常的數學課程中，一

方面可以幫助更多學生提升學習成效與興趣，另一方面可以檢視並修正課程活動，

符合行動研究的精神。 

 

二、資料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使用教學觀察錄影、個案學生訪談、學生上課學習單表現與研究團隊

教師心得分享札記等方式以瞭解「九九乘法」之遊戲式數學教學活動實施的情

形。 
所有錄影的資料均轉錄成逐字稿，因為錄影內容保留了教室的活動，不僅可

以仔細地從不同的觀點去檢驗複雜的活動，還可以將錄影內容慢速播放並且多次

的觀看（Jacobs et al., 2003）。錄影內容除了課室活動實施之外，以問卷調查的方

式，讓學生以勾選「同意」或「不同意」的方式回答四個問題，例如：「我喜歡

思考數學問題嗎？」、「上數學課時，我快樂嗎?」、「上數學課好玩嗎?」、「我希望

數學課可以多一點嗎？」。並從問卷中挑選該班在校學業成績高、中、低代表學

童各一名之訪談內容，以了解教學後學童的學習反應、學習態度以及對於教學的

看法。另外研究者亦透過和參與課室觀察老師之心得分享的過程，寫成教師反思

札記做為課程實施後之省思檢討。 

上述所蒐集的資料再依不同種類加以分類和編碼，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研究工具編碼規則 

編碼 編碼代表的資料 

T1 實際授課教師 

T2~4 研究團隊協同教師 

S15 15 號學童 

1080225 觀 民 108 年 3 月 19 日之課室觀察 

S 晤（高、中、低） 半結構式晤談之三位學業成績代表學童 

S6 單 6 號學童之學習單 

T 思 教師反思札記 

肆、研究結果與討論 

 
一、小二學生九九乘法數學教學活動：「乘法大地主」之開發 

  本研究所開發之「乘法大地主」數學教學活動如下表一所述。 

表 1  「乘法大地主」數學教學活動概述 

單元名稱 乘法大地主 搭配教科書版本 南一版第三、第四冊 

適用年級 二年級 時間 二節課 人數 2 人一組 

教學策略 1. 熟悉規則：以步驟單的方式協助低年級學童能熟悉規則。 

2. 合作學習：透過兩人一組分組競賽，培養學童表達數學和分享策略的能力。

3. 操作教學：教師透過觀察學童試玩狀況釐清問題、建立數感。 
4. 發表討論：老師邀請學童發表，並鼓勵學童聆聽做深度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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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精熟練習：透過遊戲讓學童熟練九九乘法，形成長期記憶。 

遊戲方式 1. 撲克牌挑出 10～13 不用。只需要四種花色，1～9 之卡片。 
2. 撲克牌洗牌，每人發給三張牌卡。 
3.依據兩張手牌組合的乘積可以在該數字四個邊界畫一條線。（使用不同顏

色）ex:  3 × 4=12 
4. 出牌兩張後，於公牌再抽兩張牌卡補牌。 
5. 如果邊界畫到三個就可以將整個數字領土塗上自己顏色。 
6. 如果分別劃記兩條邊界則平手不用塗上顏色。 
7. 如果都沒有任何符合乘積的數字邊界可以劃記，則只能 PASS。 
8. 獲勝條件：佔領最多數字領土獲勝。 

試版 改良原因 最終版 

1.利用兩顆骰子投擲產

生的數字，來組合成一

個乘法算式。 

2. 在方格紙上畫上一

橫線，進而占領土地。 

1. 乘法算式組合侷限在數字 1~6 之

間。九九乘法的精熟完整度不足。 

2.  如果每位學生一次只發兩個骰

子，產生的組合變化就只有一種，遊

戲的自由度不夠。 

1.利用撲克牌的 1 到 9 來組合九九乘法

算式 

2.用撲克牌取代骰子 

3. 每個學生發給三張牌卡，除了考量

二年級學生手太小外，且可以兼顧一定

的自由度。 

最終版學習單 

 

 

二、「乘法大地主」融入教學後學童數學遊戲策略提升之轉變 

(一)學童從遊戲中察覺並歸納數學策略 

 一開始，學童僅能以「試誤」的方式在表單上隨意占土地。然而玩了兩輪遊戲

後，部份學童開始能察覺並思考：數字的「位置」、劃線的「位置」與土地占領

的關係。 

（原案一  1080225 觀） 

   

(圖 1  學生占土地示意圖) 

如左圖一所示，T 發現 S21 注意到隔壁同學已

經在「30」的土地占了上、下兩條線，就利用

3×9、2×7 來防止「30」這塊土地被占用 

 

 

T：你手上有 3×9=27 的牌，你想要占領 27，但是 27 明明有四個邊，為什麼妳要選擇劃在和 30

相鄰的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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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1: 27 和 30 共用同一邊（指著 27 和 30 相鄰的邊），劃在這裡，不但可以防止 30 被搶走，又可

以幫自己爭取 27 這塊土地，比較划算啊！ 

 

（原案二  1080225 觀） 

T： 以位置來看，這邊有很多土地，你們觀察看看，哪些土地要先搶？是邊邊角角還是中間的

土地？ 請同學討論並發表。 

 

S9：選中間的位置，例如「12」  

因為中間的位置旁邊有比較多的數字 

劃中間可以「順便占領旁邊的位置」 

例如，12 的邊與 30 9 6 15 共用   

 

S14: 像 27、14、10 這些就比較不好，他旁邊

少了兩個土地，要是有其他的牌，我才不想搶

這些邊邊角角的土地呢！ 

 

 

 

(圖 2  學生占土地示意圖) 

    如上述原案一、二所示，學生在玩的過程中，能自行察覺「數字」位置的重

要性，並歸納出劃線在「居於中間位置的土地」四周，不但可以防止隔壁的地被

搶走，又可以幫自己爭取其他土地的機會，是比較好的策略；反之，邊邊角角的

土地是最不急著先搶的，因為無法「一石二鳥」、「一箭雙鵰」，除非受手上牌數

字的限制。因此在玩的時候，察覺到這些策略的學童開始能做「守」、「攻」、「防」

的策略運用了。 

 

(二)學童能互相分享並應用新策略 

    授課教師在學童玩了三輪後，開始請同學上台發表自己歸納出來的策略，並

要求全班同學寫在學習單上。 結果發現，學童皆勇於互相分享，並仔細聆聽其

他人的策略，詳細的寫在學習單上。 

（原案三  1080225 觀） 
T：除了「位置」以外，你有沒有發現哪些數字很棒，比較容易占到呢？ 

S3: 我發現 4×2=8; 1×8=8，我手上只要有 4、2、1、8 都可以占到，可是 5×5=25，除非我手上有

兩張 5 的撲克牌，否則好難占到喔！ 
 

（原案四 S25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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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學生上課札記) 

 

 

如左圖 3 所示，這位學

生平常在校數學成績

低於平均，但他在上課

時能仔細聆聽同學分

享的策略，並整理成完

整的筆記，是為十二年

國教所強調的理念「自

發、互助、共好」之體

現。 

  綜合上述，可發現九九乘法數學教學活動：「乘法大地主」的確有助於學童從

遊戲中察覺並歸納數學策略，並能從互助、共享中體現數學素養。 

三、學童數學學習興趣提升之轉變 
(一)問卷調查呈現全班數學學習興趣的提升 

      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的方式，讓學生以勾選「同意」或「不同意」的方式

回答四個問題，並根據每一項目的統計結果，分別進行此四個問題的敘述分析。    

 表 1  教學前後學生數學學習興趣之轉變 

 教學前 教學後 

題目 同意 不同意 同意 不同意 

1. 我喜歡思考數學問題嗎？ 60% 40% 90% 10% 

2. 上數學課時，我快樂嗎? 32% 68% 100% 0% 

3. 上數學課好玩嗎？ 43% 57% 100% 0% 

4. 我希望數學課可以多一點嗎？ 44% 56% 100% 0% 

  從上表1可看出，進行實驗後，全班喜歡思考數學問題的比例增加（從60%
增加為90%），不喜歡思考數學問題的比例減少（從40%減少至10%）。全班上數

學課時，感覺到快樂的比例增加（從32%增加至100%），感覺到不快樂的學童，

則從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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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增加為

100%），覺得上數學課不好玩的比例則是下降（從57%降至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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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增加至100%），希望數學課

能夠少一點的比例則減少（從56%減少至0%）。 
 
(二)個案學童喜愛並認同「九九乘法數學教學活動」 

   從半結構式晤談中，可看出不論是高、中、低成就學童都很喜愛並認同本研

究所開發之「九九乘法數學教學活動」。本來就喜歡數學課的高成就學童 S3 接受

訪談時表示：「老師講解得很詳細、設計的遊戲很好玩！」（S3 晤）。低成就學童 S25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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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我覺得這樣上課比較沒有壓力、比較不無聊，不會上課聽不懂覺得害怕」（S25 晤）。中

成就學童 S14 則表示「以前我覺得數學好難，我都學不會，今天玩數學遊戲，不但能完全

聽懂老師講的內容，也把九九乘法學得更好」（S14 晤）。如上所述九九乘法數學教學活

動的確能提升學童學習數學的自信及興趣。 
 

伍、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開發「九九乘法」之遊戲式數學教學活動，並探討此活動是否能

提升小二兒童的數學學習成效和學習興趣。本研究之結論與建議分述如下： 

一、結論 

(一)本研究開發之「乘法大地主」教學活動有助於提升小二學童數學學習成效 

從結果與討論中，可發現學生能經由遊戲過程自行察覺並歸納出兩大遊戲策略： 

1.數字土地「位置」的重要性：劃線在「居於中間位置的土地」四周，不但可以

防止隔壁的地被搶走，又可以幫自己爭取其他土地的機會 

2. 數字「乘法組合多寡」的影響：學童在深入討論將數字依九九乘法表分成三

個等級，第一級有兩組不同數對組合（如 12=3×4=2×6）、第二級有一組不同數對

組合：（如 18=2×9）、第三級只有一對相同數字組合（如 36=6×6）。可見小二學

童經由此教學活動能整合數學知識，並實際應用於解題中，其數學學習成效不言

而喻。 

(二)本研究開發之「乘法大地主」教學活動有助於提升小二學童數學學習興趣 

    從全班的問卷調查結果或高、中、低成就學童半結構式晤談結果，都顯示出

本研究所開發之「九九乘法數學教學活動」能讓學生「聽得懂、學得會、又好玩」，

能提升學生之數學學習興趣。 

 

二、建議 

    本研究基於九九乘法表所開發的教學活動便是將數字乘積納入計算，進而讓

學生強化數字的乘積組合。事實上若能將九九乘法的學習延伸深、加廣，使用遊

戲讓孩子經由「探究」而「有感」，能幫助學童為未來學習「因數」、「機率」概

念奠基，為一個可行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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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aims at investigating the influence on th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cognition and sensitivity by applying the use of math 
games about “Multiplication Table”.    After developing “Multiplication Table” math 
game suitble for grade two students, we used both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of learning attitude and mathematical 
problem solving strategies by classroom observation, semi‐interview, and 
worksheet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clude: (1)The students can aware and induction 
strategies; (2)The students can apply new problem solving strategies and share with 
each others. (3)The “Multiplication Table” math game can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attitude.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the researchers attempts to modify the 
“Multiplication Table” math game and propose certain conclusions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design and the selection of multimedia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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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想數學教師之教學方法與表徵使用：菲律賓 STEM 著重高

中之學生的觀點 

 

謝豐瑞   王婷瑩   Juliano Parena Jr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摘要 

許多學者致力於探討影響學生數學理解之因素，有些研究從理想教師的教學

行為之角度切入。本研究使用謝豐瑞研究團隊所發展的研究工具（Hsieh, Wang, & 

Chen, 2017; Wang & Hsieh, 2017），來探討菲律賓學生關於理想教師應該使用之教

學方法、數學表徵。 

本研究採用線上施測的方式蒐集 386 位來自菲律賓 STEM 著重高中之學生

的資料。結果顯示，關於理想教師應該使用的數學表徵，菲律賓學生對具體生活

表徵、形式符號表徵的認同程度差異不大；關於哪類表徵能幫助其數學理解，菲

律賓學生對於兩類表徵的認同程度亦差異不大。而理想教師應使用的表徵、能幫

助學生數學理解的表徵之前三名皆為正式方式（例如，定義）、例子、圖形表徵。 

關於教學方法，無論理想教師該使用或是能幫助學生數學理解，菲律賓學生

皆認同教師想法闡述、學生自主活動，高於啟發探討。而菲律賓學生認為最能幫

助他們數學理解之教學方法的前五名則為白話講解、動手操作、澄清解釋同學疑

惑、帶領學生觀察歸納、要求學生上台做題。 

 

關鍵字：教學行為、表徵、教學方法、數學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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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ook into teaching behaviors and use of representations by ideal mathematics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Senior High School‐Stem students from a school in the Philippines 

 

Feng‐Jui Hsieh      Ting‐Ying Wang      Juliano Parena Jr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esire to identify the factors that play an influence i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mathematics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gained consistent interests worldwide. Using the 

instrument developed by Hsieh’s team (Hsieh, Wang, & Chen, 2017; Wang & Hsieh, 

2017) in Taiwan, two dimensions, teaching methods employed by teachers and their 

use of  representation  in  their  lesson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preferences of 

386 Philippine Senior High School‐STEM students.     

The method of on‐line survey was used  to collect students’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erms  of  helpful  in  their  understanding,  Philippine  students  endorsed  the 

factors  concrete  and  real‐life  representations  and  formal  and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 to almost similar degrees.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top three 

use of representations preferred by the students are use of formal approach, use of 

examples, and use of graphs. 

Regarding teaching methods, the students endorsed the factors idea elaboration and 

student  active‐learning  activities  to  a  higher  degree  than  heuristic  inquiry, 

respectively. The  top  five  teaching methods perceived by  students  to be helpful  in 

their understanding are the use of simple and clear words, use of hands‐on activities, 

use of explanation to clarify, guide us in observation, and asking the students to solve 

problems on the boards. 

 

Keywords:  teaching  behaviors,  representation,  teaching  method,  mathematics 

understanding 

 

I. Introduction 

The Philippines in 2016 saw the first products of the curriculum reform that was 

made for basic education. The first batch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as 

welcomed into the system and was aimed at making the country at par with the world 

in terms of the length of years in basic education and be equipped with the 

corresponding skills and knowledge that is required of tertiary education programs. At 

the center of this change is the segregation of senior high school (SHS) students into 

different tracks to cater to their individual interests and plans for college, and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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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d the 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rand which 

was a math intensive curriculum. 

Using the results of the previous TIMSS and PISA studies as a yardstick, in the 

last time that the Philippines participated, it showed the country getting an average 

scale score of 358 for the Grade 4 level, a score of 378 for the grade 8 level, a far cry 

from the 564 and 585 score that Taiwan got.  The worldwide pattern showed that 

East Asian countries were at the top tier of the study results compared to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therefore it is interesting to know how come the Philippines 

lagged compared to its neighbor countries. 

It is imperative therefore that studies be made that would be able to provide an 

insight into how Philippine students understand mathematics using perspectives of 

students from high-scoring countries such as Taiwan.  Doing so might show a reason 

as to the huge gap in the scores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hopefully be able to use the 

information to improve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Using the questionnaire 

developed by Hsieh’s team (Hsieh, Wang, & Chen, 2017; Wang & Hsieh, 2017) to 

gauge the students’ perspective on effective mathematics teaching behaviors from 

Taiwanese students’ point of view as a tool, we wish to see if Philippine students has 

the same perspective on effective mathematics teaching behaviors, particularly in the 

teaching methods employed by the teacher and the use of representation in their 

classroom instruction.   

II. Review of Related Literature 

Studies such as those done by Pang (2009) in South Korea, and by Kaur (2009) in 

Singapore have sought to understand why east Asian students learned mathematics 

better, and what differences are being done to achieve this. There were also studies 

that sought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that might be brought about by culture such 

as the one by Littrell (2005) where it was shown that students from China still 

preferred the teacher-centered approach. He also mentioned that students from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Korea, and Japan, and China preferred lectures with visual 

backups, without which they will be confused and anxious.  Many would think that 

there is indeed what can be called as “Asian Learner”, and that this is completely 

distinct from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this was however not the result of a study by 

Marambe (2012) where they saw that there were universal characteristics that were 

seen in both Western and Asian students, although there were also some 

characteristics exhibited only by Asian students as well as some exhibited only by 

their European counterparts in the study. In other studies it was also found out that 

Asian educational system produces students who have a strong understand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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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s no matter if they are placed in their native culture or mixed with others 

as written by Md-Yunus (2010). 

Studies that investigate what methods are preferred by students to attain, analyze, 

and interpret their knowledge are also plenty in literature.  Results such as those 

from the study by Liew Siaw-Cheok (2015) showed that from the VARK model 

developed by Fleming and Mills, the students learned more by practice and simulation 

(Kinaesthetic modalities).  Another result showed that the prevailing notion is that 

Asian students tend to be passive learners (Loh, 2017).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preference would pave the way for adjustments to be done inside the 

classroom, even if students were placed in a different environment as was found by 

Levinsohn (2007).  We must also consider that there is also the presence of such 

other paradoxical reasons such as low attitude towards mathematics and mathematics 

learning, thinking that math is unimportant as stated by Leung (2006) that seem to be 

in contrast with the impression one sees from the worldwide study results. 

The importance therefore of being able to understand the preferences of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national, cultural, and social backgrounds could not be overstressed as 

it could provide a way to see what the needed changes in educational systems are 

worldwide and provide a means of self-assessment for each country. 

III. Methodology 

A total of 386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ho are under the STEM track in 

Quezon City in the Philippines comprised the respondents of this study. The 

questionnaires were deployed online through Google Forms to facilitate data 

gathering.  It was composed of demographic questions, as well as the main two 

dimensions, use of representation and teaching methods, both composed of bimodal 

questions numbering 11 and 18 respectively.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study were  asked  to  accomplish  the main  dimensions 

twice, first for what they would expect from an  ideal mathematics teacher, and the 

second  for what  they  felt  is  helpful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mathematics.    The 

average weights of each  item and the  factors were computed  for the whole group, 

and  two  types  of  junior  high  school  which  the  sample  graduated  from  (private 

schools  and  public  schools).    The  factors  being  considered  for  the  use  of 

representation were concrete and real‐life representations and formal and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  and  for  teaching  methods  they  are  idea  elaboration,  student 

active‐learning  activities  and,  heuristic  inquiry  taken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instrument that was developed by Hsieh’s team (Hsieh, Wang, & Chen, 2017; Wang & 

Hsieh,  2017).  This  study  also  investigated  the  difference  of  the  preferenc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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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on the items by arranging the items according to the percentage that it was 

chosen.    A difference of two spots on the descriptors was tagged as a difference of 

preference to see whether a teaching behavior should be done by an  ideal teacher 

versus whether  it  helps  student  understanding.  A  difference  of  two  spots  on  the 

descriptors was also tagged as different endorsement between the two cohorts who 

graduated from different types of junior high schools. 

 

IV. Results and Discussion 

a. Whole group results on the use of representation 

There were two factors of the use of representation identified by Hsieh’s team 

(Wang & Hsieh, 2017), which were concrete and real-life representations and formal 

and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 

Table 1. Average weights of the two factors on the use of representation 

   Representation   

   Ideal Math Teacher  Help Me Understand 

   Pri  Pub  WG  Pri  Pub  WG 

F1  50  47  48  50  50  49 

F2  46  49  48  52  49  50 

Note. F1= formal and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 F2 = concrete and real‐life representations;   

Pri= graduated from private JHS; Pub=graduated from public JHS; WG = Whole Group Results. 

 

In the use of representation by ideal mathematics teachers, the students endorsed 

concrete and real-life representations (48%) and formal and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 

(48%) to similar degrees. In terms of helping their understanding of mathematical 

concepts and ideas, students endorsed concrete and real-life representations (50%) 

and formal and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 (49%) with the latter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 

former.  This is indicative that students want an almost balanced use of both factors 

by their teachers to facilitate understanding. 

On the preference of the students with the teachers use of representation in class, 

data showed that the top three are use of formal approach (66%), use of examples 

(62%), and use of graphs (60%). Comparing from ideal teacher practices with those 

that students perceived to help their understanding, the top three preference of 

students were the same. They were: use of formal approach (68%), use of examples 

(63%), and use of graphs at (65%), respectively.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spectrum, 

the use of appropriate metaphors (31%, 37%) and the use of abstract symbols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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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were consistently chosen the least by the participants on both cases of 

consideration. 

b. Whole group results on the use of teaching methods 

There were three factors of the use of teaching methods identified by Hsieh’s team 

(Wang & Hsieh, 2017), which were idea elaboration, student active-learning 

activities, and heuristic inquiry. 

Table 2. Average weights of the three factors in the use of various teaching methods 

   Teaching Method 

   Ideal Math Teacher  Help Me Understand 

   Pri  Pub  WG  Pri  Pub  WG 

F1  47  47  47  44  45  45 

F2  36  42  40  45  42  43 

F3  47  46  46  42  45  44 

Note. F1= idea elaboration; F2 = heuristic inquiry; F3= student active‐learning activities;   

Pri= graduated from private JHS; Pub=graduated from public JHS; WG = Whole Group Results. 

 

Regarding teaching methods, the students endorsed idea elaboration (47%) and 

student active-learning activities (46%) to a higher degree than heuristic inquiry (40%) 

pertaining to their perception of an ideal mathematics teacher. However, the 

phenomenon of their endorsement regarding teaching methods that help them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mathematics are in the same order although the percentages are 

different. They endorsed idea elaboration, student active-learning activities, and 

heuristic inquiry to 45%, 44%, and 43%, respectively. 

As for the various teaching methods that described the three factors being 

employed by the teacher in class, the first five of those that students perceived ideal 

teachers should do versus what they perceive to be helpful in their learning of 

mathematics, are chosen in the same order. These are the use of simple and clear 

words (66%, 61%), use of hands-on activities (66%, 61%), use of explanation to 

clarify (61%, 58%), guide us in observation (56%, 56%), and asking the students to 

solve problems on the boards to see how others solve the same problems (55%, 53%).   

Based on the counts of the most to the least preferred use of representation by 

teachers, there are some descriptors that the students might want to see being done by 

their ideal math teachers, but they do not think that are more helpful in making them 

understand mathematics.  These are the use of things in real-life (rank 5th and rank 

8th), and the use of demonstrations to present new concepts and ideas (rank 7th and 

rank 9th).  Conversely, the use of stories to present new concepts and idea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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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ived to be helpful in making them understand mathematics (rank 6th) better but 

they do not think of it highly as something to be done by an ideal mathematics teacher 

(rank 9th). 

Based on the counts of the most to the least preferred use of teaching methods 

employed by teachers in class, there are several descriptors of the three factors that 

the students might want to see being done by their ideal math teachers, but they do not 

think that are more helpful in making them understand mathematics.  These are the 

use of games in class (rank 10th, rank 13th), letting the students explore new concepts 

and ideas first (rank 12th, rank 15th), and the use of well-designed worksheets (rank 

15th, rank 18th).  Conversely, the allocation of time for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the 

presentation of incorrect ideas for students to figure out, and teachers posing 

questions about the topic is perceived to be helpful in making them understand 

mathematics better (rank 6th, rank 10th, rank 11th), but they do not think of it highly as 

something to be done by an ideal mathematics teacher (rank 8th, rank 13th, rank 16th). 

c. Results between public versus private JHS graduation 

Comparing the endorsement of the students graduated from two different types of 

junior high school, no much differences were revealed (see Table 1 and Table 2). The 

students graduated from public schools endorse heuristic to a higher degree than those 

graduated from private schools by 6%. 

Regarding the ranks of ideal mathematics teachers’ use of representation in class, 

students graduated from private schools preferred the use of formulas (rank 2nd) 

higher than their public-school counterparts (rank 4th).  With regards to the use of 

representations that the students think would help them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mathematics, students graduated from private junior high schools think that the use of 

proofs (rank 6th) and the use of demonstrations (rank 7th) would help in their 

understanding more than those who come from public schools (rank 8th, rank 9th), on 

the other hand, those from public schools think that the use of things in real-life would 

help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mathematics (rank 6th) more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from the private schools seems to think (rank 10th). 

Students from private schools favor the idea on their ideal math teachers use of 

formulas (rank 2nd) and use of things in real-life (rank 5th) but they do not seem to 

think of it as those which could better help them understand mathematics (rank 4th, 

rand 10th).  Students from public schools on the other hand think that the use of 

demonstrations (rank 5th, rank 8th) is the one that exhibits the same characteristic 

according to their p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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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ing at the differences of perceptions of an ideal mathematics teacher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junior high schools students graduated from, regarding the ranks, 

students from private schools prefer that the teachers adopt lecturing as the main 

teaching form (rank 12th in private VS rank 15th in public) but should also be willing 

to use various teaching methods (rank 15th in private VS rank 18th in public).  Those 

from public school’s view prefer that their ideal math teacher ask them to solve 

problems on the board (rank 6th in private VS rank 4th in public) and to present them 

with incorrect ideas and solutions and let them figure it out (rank 18th in private VS 

rank 11th in public). 

With regards to the ranks of teaching methods employed by teachers that would 

help them learn mathematics, those from private schools prefer their teachers to: use 

simple and clear words to introduce new ideas (rank 1st in private VS rank 3rd in 

public), guide them in observation and induction to develop their concepts (rank 2nd in 

private VS rank 4th in public), ask them to solve problems on the board to see how 

others solved the same problem (rank 4th in private VS rank 6th in public), present 

incorrect ideas or solutions for them to figure out (rank 8th in private VS rank 11th in 

public), and emphasize critical ideas repeatedly in class (rank 10th in private VS rank 

14th in public).  Those who are from public schools prefer their teacher to: provide 

hands-on activities (rank 5th in private VS rank 1st in public), reserve time for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rank 7th in private VS rank 5th in public), ask them to guess 

for possible answers to some problems in class before explaining to them (rank 13th in 

private VS rank 9th in public), and adopt lecturing as the main form of teaching (rank 

15th in private VS rank 12th in public).  

Comparing the teaching behaviors should be done by ideal teachers and those help 

their understanding, students who come from private schools think that the provision 

of hands-on activities in class (rank 2nd, rank 5th), asking the students to guess 

possible answers to problems in class (rank 9th, rank 13th), and the use of 

well-designed worksheets (rank 13th rank 17th) are done by their ideal teachers 

whereas presenting them with incorrect ideas or solutions to figure out (rank 18th, 

rank 8th) and posing questions about what was being taught (rank 16th, rank 11th) 

would help with their understanding of mathematics, in terms of the ranks.  As for 

those students who come from public schools, they think that allowing them to learn 

through games (rank 10th, rank 13th) and the use of well-designed worksheets (rank 

14th, rank 18th) are done by their ideal teacher, but they want to be given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rank 8th, rank 5th) and to be asked about what was being taught (rank 16th, 

rank 10th) to help them understand mathematics better. 

V.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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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s about student preferences in their learning of mathematics could provide 

great information as to what are great practices and what needs to be replaced.  It 

also addresses the fact when teachers think that this is the best way, and yet the 

students prefer another method to help them learn.  The difference in the preferences 

among those who came from public schools where it showed that they wanted more 

games and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s were indicative of the conditions in public 

schools where little emphasis might be given to these methods due to the lack of 

space and resources to do so.  It is hoped that further analysis can be done to see 

which among the variables of gender, year level, school type graduated from, how 

much they liked mathematics,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truly has the greatest 

effect on the preference of students.  Doing so might provide better adjustments in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teachers to facilitat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mathematics.  

Also, further comparative studies with the results from Taiwanese students where the 

questionnaire used in the study was first deployed might lead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s to why there are some descriptors of the factors that both 

nationalities seem to take into high regard but there are others as well which are very 

far from each other in terms of their preferences. This could also provid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s to what mathematics educators in Taiwan have been doing right, and 

what the Philippines might be able to learn from and adopt in its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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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實施數學遊戲融入教學，對於國中七年級學生的數學學習

動機、學習成就的影響，以及在設計、實施數學遊戲融入教學的過程中，所遭遇

的問題與解決方法為何?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自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6 月，

依教學方法的調整進行三個循環之行動研究。研究工具採用 Chin, Lo , Yeh（2016）

開發的數學學習動機量表、學生段考成績、教學反思、學生學習單、課室錄影、

學生晤談，以成對樣本 t 檢定進行統計分析並輔以質性資料佐證。 

研究結果發現要用數學遊戲融入教學提升學生能力與興趣，在設計及執行活

動時需注意以下二點： 

一、遊戲方式要和數學計算技巧結合，讓中低成就學生可以在遊戲期間大量練習

運算步驟。 

二、學習單內容要有計畫的引導學生反思一些重要的定義和常見的迷思概念，讓

中高成就學生能有更多的腦力激盪與高階思考。 

研究者發現教學活動設計符合這兩個要素的單元，學生的段考成績有良好的

表現。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各項建議，以供教育人員、家長、學生及未來研

究之參考用。 

關鍵字：遊戲融入、學習動機、學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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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論 

「遊戲」是人類在成長過程中 自然的事情，人類學家 Langeveld 更是認為

兒童的遊戲世界即學習的世界此一觀點（引自詹棟樑，2000）。福祿貝爾認為：「律

動遊戲乃幼兒期人類發展（即兒童生活）的 高層次，因為律動遊戲是兒童自由

表現自我之內在，亦即呼應自我內在本質之必需，而表現於外在者。」由此可見，

遊戲即學習行為的根，但是福祿貝爾的遊戲是幼兒或兒童的學習行為，對於七年

級以上的學生來說，什麼樣的遊戲課程才是對他們的學習行為有幫助的？ 

遊戲的發展越來越多彩繽紛，回歸學習行為的談討，福祿貝爾和盧梭都重視

兒童在遊戲中的學習行為，研究者也發現在課堂中使用賓果遊戲來促進解題之類

的方法，或者是一些孩子在進行七巧板、軍艦旗、五子棋等遊戲時的學習表現和

學習動機都相當良好，而這些遊戲都是和數學相關甚至有直接發展成數學單元活

動的潛力。Piaget（1962）和 Smilansky（1968）更是認為遊戲對兒童的學習是有

重大影響的，並發展出了他們各自的研究理論。而研究者受皮亞傑影響許多，因

此在教學過程中開始嘗試融入探究教學和遊戲融入教學的方式，一些前輩的遊戲

融入或探究學習的研究結果更讓研究者加深了執行遊戲融入教學的想法。 

綜上述，研究者在結合了自身興趣後，決定以符合學校數學課程內容的遊戲

融入教學活動一學年內的教學活動中。洽好，研究者受中部某中學邀請將於 9

月份開學後擔任七年級社團「數學桌上遊戲」的社團教師，便決定藉著社團活動

的機會完成一直以來的教學研究計畫，希望在這個過程中找到適合推廣到學校社

團甚至一般課室中使用的數學遊戲活動。且研究者認為一般教師不一定擅長或者

課程預定的安排中並沒有餘裕使用遊戲融入的教學活動，而現在臺灣的國中生社

團課程已有逐漸蓬勃發展的趨勢，研究者和前輩們開發的相關教案將有更多機會

藉著社團的方式在其他學校進行、推廣，相較於課堂中使用的活化教學教案得教

師本身就精於此類教學方式，和課程內容相關的數學遊戲活動透過社團進行興許

是值得推廣的。 

 

貳、 文獻探討 

一、數學遊戲融入教學 

Dewey（1938）曾說：「遊戲在學校課程中佔有明確的地位，其目的在增進

知識及充實社會行為，不是體力的消耗或片刻的歡愉，缺乏遊戲活動之教育，不

能得到有效的學習」，雖然 Burnet（1979）亦曾指出：「杜威的教育學在當時或現

在，不可能在學校中得到廣泛地應用。因為從來就沒有培訓過進行這種教育的教

師，學校也沒有這方面的人力物力，家長和政客們也不支持杜威的教育學。」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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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時不同以往，隨著近年翻轉教育、探究教育、合作學習等的興起，杜威主張的

做中學思潮已經漸漸地在新時代的教學中佔有一席之地，研究者認為同樣具備做

中學要素的遊戲融入教學是有其可行性的。 

在杜威之後， Erikson（1950）在《兒童與社會》中描述說：「遊戲是自我

功能的發揮」，由於 Erikson 承其師佛洛伊德的理論，他認為幼兒及兒童的發展

歷程中遊戲對心理和社會層面的發展有重大影響。這一點與研究者的教學經驗和

個人經驗相同，大多數的孩子成長背景中遊戲對他們的影響是深刻的，孩子在與

同儕進行遊戲的過程中與同儕交互影響，使得遊戲中的學習經驗變得更加強烈深

遠。 

此外， Piaget（1962）的認知發展理論中，在感覺動作期、前運思期、具體

運思期和形式運思期等四個不同時期都有孩童適合或喜好的遊戲類型，他認為遊

戲對孩童來說是個體對環境刺激的同化，使現實符合自己原有認知基模的方式。

綜上所述，三位學者在不同的理論中都提及了遊戲對孩童發展過程的重要性，這

支持了遊戲融入教學的研究價值。 

 

二、遊戲的特徵 

Roger（1961）認為遊戲具有六項特質：自由的（free）、分散的（separate）、

不確定的（uncertain）、非實際建構的（unproductive）、規則導引的（govened by 

rules）、虛構的（make–believe）。並且依據遊戲時的心理趨勢將其劃分成四個類

別： 

（1）競爭性遊戲：在公平的情況下，依據遊戲規則進行並戰勝對手。遊戲

中蘊含著玩家的努力、專注、訓練、意志力及求勝心的訓練與變化。 

（2）機遇性遊戲：在公平的情況下，依據遊戲規則進行並戰勝對手。但遊

戲中的各方進展是以運氣為主要影響，並非玩家所能控制的。不像競爭性遊戲能

因玩家本身的自我意志與對遊戲的了解、訓練與熟悉，對遊戲的進行與勝負產生

影響。 

（3）模仿性遊戲：此類遊戲並非與其他玩家競爭勝負，而是遊戲者本身沉

浸在設計營造出的想像空間中扮演別的腳色。如：家家酒、萬聖節嘉年華、話劇、

戲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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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暈眩性遊戲：在遊戲中製造了感官知覺上的失衡，使玩家沉浸於緊張、

刺激、失魂、痙攣、興奮、狂喜的狀態，追求某種暈眩的感覺。如：盪鞦韆、滑

雪、衝浪、雲霄飛車等。 

在 Roger 的分類中，競爭性遊戲和機遇性遊戲的分類特徵相互結合後就是風

行全球的撲克牌遊戲。人們普遍認為適合學生的數學遊戲是競爭性遊戲和機遇性

遊戲的結合，強調的是在遊戲運氣不同的情況下，玩家仍能憑藉遊戲智慧與洞悉

規則發展的技巧來獲勝，這和近代的研究者們（饒見維，1996；張維忠，1996；

王右軍，2002；蔡淑苓，2004）的研究結果相同。三位學者理論的共通點，在於

他們都認為遊戲是虛構的、和真實世界不同的。研究者的舊經驗中發現許多玩家

在進行遊戲的過程中，會因為勝負、闖關失敗而產生懊惱甚至想放棄的情緒，但

是遊戲中做出決定時的不確定性、投注遊戲中的想像世界的魅力卻能帶來正面情

意讓玩家不怕失敗的持續進行遊戲，這和潘慧玲（1991）的五項基本特徵中的內

在動機、過程勝於結果和正面性的情義三點其實是互相呼應的。研究者認為這種

不因失敗而挫折，過程勝於結果的特性是學習中非常重要的一環，特別是數理科

目的概念理解不易、練習題目困難常給學生帶來挫折感，因此加深了研究者進行

數學遊戲融入教學的想法。 

 

參、 研究方法 

一、研究情境與對象 

本研究之對象為研究者任教之中部學校七年級社團，社團學生來自五個不同

班級，學生人數共有三十四人，其中男性二十人，女性十四人。 

 

研究者對研究對象實施每學期十周，每周一次，上下學期共計二十次的數學

遊戲融入教學，大部分採用分組競賽或合作完成遊戲活動和學習單問題的方式，

使學生在遊戲的過程中透過遊戲進行、遊戲與課程知識討論、遊戲反思的過程中

達到概念發展、程序性知識練習和批判思考的學習。 

 

二、研究流程與教案設計 

本行動研究的操作模式是在一個循環中，依照同一種教案設計模式進行教學

後，統一將設計與實施過程中遭遇的困難解決並提出新的教案設計方式。接著在

下一個循環中用修正後的策略設計教案，反覆修正三次以找出設計數學遊戲融入

教學的過程中，教學者可能遭遇的問題與其解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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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1：各循環對應單元與時間 

如圖 3–2–3，暖身期和第一循環為七年級上學期社團活動課時間。第二循

環為七年級下學期社團活動課時間。暖身期為研究者第一次入班時間及第二入班

時間，合計共 4 節課，教學教案皆為消消樂。第一循環為研究者第三次入班至第

七次入班，教學教案為分數撲克牌和魔法方程陣，其中分數撲克牌授課 6 節，魔

法方程陣授課 4 節，合計共 10 節課。第二循環為研究者下學期之五次入班時間，

教學教案為軍艦棋、比例心臟病、 後一口不能讓、不大不小、函數對對碰，每

個教案皆為二節課，合計共 10 節。 

研究者舉七上的教案【消消樂】為例。首先說明消消樂這個活動的玩法和適

合發展的數學知識： 

玩家從 1~20 的數字中選取一個數字劃掉，該數字在 1~100 內的因數或倍數

則是下一位玩家可以劃掉的數字，之後都是從 1~100 內選上一個數字的因倍數劃

掉，直到有一人沒數字可以劃掉為止，該回合無數字可劃掉的玩家為輸家。 

根據上述的活動規則， 除了遊戲進行中自然會進行的主題－1 到 100 內因

數與倍數的熟練之外，遊戲中還有兩個潛在的重要數學知能在發展：質數的定義、

整除的觀念。 

大多數中小學生在驗證兩數字間的因倍數關係時， 直覺的方式就是「能否

整除」或者「默誦九九乘法表」，且七年級因倍數單元的一個重要知識「質因數

分解」中，學生將大數字做質因數分解時就需運用整除的觀念，才能確實的將大

數字分解成不同的質因數組成，因此研究者為了培育整除和因倍數的觀念與思考

習慣，在課程中的先備複習階段和反思問題中都布置了許多除法問題，以及因倍

數和整除關係的探究問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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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5、18÷3=6、21÷3=7…；那些可以被 3 整除的數我們可不可把它

用乘法的方式倒寫？ 

哪些數字可以被 3 整除、又可以被 4 整除呢？請寫下來。 

承上題觀察一下，你覺得它們可能有什麼關係呢？ 

（摘錄自附錄一、因倍數遊戲活動教案－消消樂） 

此外，遊戲過程中學生可以發現：「由於 1 是任意數的因數，只要劃掉 1 就

可以任選其他數，但是有些數字的因倍數在 1~100 裡面只有 1 和它自己，若能好

好利用這點對遊戲獲勝是有幫助的。」換言之，學生可以透過消消樂遊戲進而發

現質數與它的定義。因此，研究者認為需在學習單的反思問題中設計和質數定義

相關的問題來誘導學生發展出更完整的質數概念。這裡研究者思考了學生在進行

遊戲活動時的假設性學習軌道中通常會是： 

起初，學生會認為「還好每次沒東西可以劃的時候，還有 1 可以劃來救命。」

接著可能會發現「有時候，我劃了 1，對方劃一些不常用的數字我就沒東西可以

劃了。」 後發現「那些數字只有 1 跟它自己是因數，我只要逼對方劃 1 我就可

以用那些數字獲勝。」 

因此，學習單中的反思問題部分，可以依循上述思考邏輯設計，像是：「1

在遊戲中的用途是什麼？」和「劃掉 2、3、5、7 的倍數後，其他留下來的數字

中可能有什麼性特性？」諸如此類的問題引導學生發現質數的性質，並在 後由

教師帶全班統整出 1~100 的質數有哪些。 

如上述，研究者設計教案時皆以類似的架構和假設性思考為主，將課程分為

前導活動、遊戲活動和反思活動，有時候會是兩堂課，則第二節課就只有另一個

遊戲活動和反思活動兩個部分。接下來，說明研究中使用之教案對應之翰林版本

七年級單元，如下表 3–3–1： 

教案名稱 對應之翰林版單元 

消消樂 正數與數線 

分數撲克牌 分數的運算 

魔法方程陣 一元一次方程式 

軍艦棋 直角座標 

比例心臟病 比與比例式 

函數對對碰 函數 

不大不小 一元一次不等式 

表 3–3–1：教案對應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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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根據教育部數學教學課綱（教育部，2009）的五大能力指標，從中篩

選適合發展出遊戲活動的細項作為每次教案設計的主軸。詳細說明如下： 

（一）消消樂： 

研究者綜合了坊間常用的黑白棋正負數教學活動，吳蘭亭老師設計的因倍數

消消樂教案（數學奠基模組一期，2014）設計出消消樂教學活動以期能達成學生

學習正負數及因倍數的教學目標。教案由黑白球消消樂和因倍數消消樂兩部分組

成。 

消消樂教學目標： 

1.能快速判斷給定數字的因數、倍數。 

2.能理解因數、倍數、公因數、公倍數意義。 

（二）分數撲克牌： 

研究者綜合了撲克牌中的比大小遊戲和二十一點遊戲後，設計出了用一張撲

克牌當分母、另一張則作為分子，需同時出兩張牌作為分數的撲克牌遊戲。教案

由等值分數撲克牌、撲克牌比大小、就是喜歡 1 三部分組成。 

分數撲克牌教學目標： 

1.能認識等值分數，並做簡單的應用。 

2.能理解等值分數、約分、擴分的意義。 

3.能認識真分數、假分數與帶分數，做同分母分數的比較、加減與整數倍計

算，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4.能理解通分的意義，並用來解決不同分母的分數的比較與加減問題。 

（三）魔法方程陣： 

學生在進入中學之後，數學會加速的從具體化的世界進入符號化、抽象化的

世界，因此第一個接觸到的單元－一元一次方程式就顯得更加重要。研究者的教

學經驗發現學生雖然對 XYZ 等符號的敏銳度參差不齊，卻還沒看過有中學生在

買東西時不知道怎麼付錢。因此研究者認為學生不是不會未知數的計算，而是不

熟悉 XYZ 等未知符號的應用，故以☆◇△之類的其他符號為基礎，設計出魔法

方程陣的教案。教案由練習未知數加減法和等量公理的「魔王，不要」，以及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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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未知數四則運算的「魔法學院」兩個部分組成。 

魔法方程陣教學目標： 

1.能認識等量公理。 

2.能解決用未知數列式之單步驟問題。 

3.能用符號進行一元一次四則運算。 

（四）軍艦棋： 

七年級下學期的課程中，一開始學生就會接觸到二元一次方程式和直角坐標

系統。新北市王文光老師結合流傳已久的遊戲軍艦棋設計了這份教案，這份教案

已在許多學校使用並獲得良好的使用回響，因此研究者並未對教案本身進行太多

的修改，只進行了適量的刪減以符合個案班級的學習狀況。 

軍艦棋教學目標： 

1.熟悉明確表達溝通坐標位置關係。 

2.強化坐標平面樣式的表徵心像。 

（五）比例心臟病： 

比例單元的課程主要包括等比例、正比例、反比三個部分，其中等比和正比

在小學六年級時已進行過教學，但仍有許多學生在七年級的中學階段表現出對於

比例的學習困難，且並不是只發生在新學習的反比例部分，而是在等比例就沒有

學好。因此研究者結合等比例的觀念和撲克牌心臟病的模式，設計出比例心臟病

的遊戲活動幫助學生學習等比例的操作方法。 

比例心臟病教學目標： 

1.能知道並進行比例的擴分和約分 

2.能正確的判斷等比例式 

（六）不大不小： 

不大不小是為了幫助學生思考一元一次不等式求範圍的活動，融合了擲骰子

的概念後，透過學生互相投擲骰子，讓骰子點數落在正確範圍的遊戲。在遊戲過

程中，學生要能思考不同的任務卡片，要求的骰子點數範圍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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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不小教學目標： 

1.能將一元一次不等式化簡做出正確的範圍 

2.能透過分析不等式範圍做出正確的運算 

3.透過擲骰子遊戲對不等式範圍內外產生正確的認知 

（七）函數對對碰： 

函數對對碰是研究者的研究群夥伴志豪老師為了幫助學生學習、發展函數觀

念設計的遊戲，透過讓學生用手中的撲克牌湊出對應函數的方式學習函數的對應

性概念的遊戲。 

函數對對碰教學目標： 

1.讓學生能了解函數的一一對應關係，並熟練推算自變數經函數後得到的應

變數。 

2.了解函數的意義，以利課程學習。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中使用之工具包含：七年級學生六次段考成績、數學學習動機量表。 

（一）七年級學生六次段考成績 

本研究中以學生在七年級的六次段考成績做為學習成就變化的判斷標準，研

究社團班級人數 34 人，其中 8 人由於經常性被原班級教師留班完成作業，社團

參與率低於六成，故人數過少使用 t–test 等統計方法檢定結果可信度過低，將採

用成績分布曲線和其他質性資料進行分析說明。 

（二）數學學習動機量表 

本研究對數學學習動機的分析採用Chin, Lo, Yeh（2016）依據學習環境誘因，

自我效能、自我調整、內在價值以及測驗焦慮等五個要素所設計的數學學習動機

量表來進行前後測的分析，於 105 學年上學期的 10 至 11 月進行前測，再於 105

學年下學期的 5 月份進行後測，接著在 106 學年上學期第一次段考後進行延後測

驗。之後研究者針對三次測驗結果進行 Excel Anova t–test，分析學生在三次檢驗

期間的學習動機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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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的發展是由包含學習環境誘因 13 題、自我效能 17 題、自我調整 18 題、

內在價值 19 題、測驗焦慮 13 題以及檢驗題 6 題，共 86 題的題目中，調查 4949

位全台灣國中、高中或高職學生，回收 4290 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為 3331 份，

進行 t–test 和同質性回歸檢驗。總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為 0.963，各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分別為 0.900、0.860、0.892、0.920 和 0.620，在極端組比較的結

果方面，CR 值在–16.037 至 53.448 之間，在同質性檢驗中，題項與總量表的相

關在–0.294 到 0.767 間，且呈現相關（P=0.000<0.001）以 CR 值>39，題目與總

分相關>0.68 以及校正題目與總分相關>0.66 為標準。 

本量表從上述之 86 題中選取包含學習環境誘因 4 題，安排於問卷的 1–5 題；

自我效能 8 題，安排於問卷的 6–13 題；自我調整 7 題，安排於問卷的 16–22 題；

內在價值 10 題，安排於問卷的 23–32 題；測驗焦慮 2 題，安排於問卷的 33–34

題；檢驗題 2 題，安排於問卷的 14–15 題，合計共 34 題的數學學習動機問卷。

此分量表編制嚴謹並具有高信、效度，且本研究的學習動機理論依據即是採用

Chin 等人的觀點，因此研究者採用此量表作為收集學習動機量化資料的研究工

具。 

 

四、資料蒐集與分析 

一、實徵性研究資料類型 

（一）教學活動學習單 

學習單的主要目的是瞭解學生在教學活動中，是否有確實學習到教師希望達

成的學習目標，或者是否有在活動中發展出單元概念或解題技巧，以做為下次活

動設計時的參考、調整依據。研究者的學習單一般包含兩部分：遊戲活動情境反

思題和相關習題計算題。 

（二）課後反思紀錄 

研究者於每次教學活動後，都會紀錄活動中發生的狀況與觀察學生學習時的

反應，諸如：活動中學生對於規則的錯誤理解、學生的特殊表現（好、壞都有之）、

學生對學習單問題的錯誤理解、學生可能因為活動發展出的迷失概念…等，並且

寫下心得感想以作為下次改進教學與活動的參考。 

（三）課室錄影 

課室錄影可以幫助研究者及幫助分析的專家們釐清、回顧以進行更精確的研

究分析。教學活動期間，研究者會在教室後方設立攝影機進行錄影工作，且班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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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會來進行拍照輔助，但是研究者於上學期中發現教室攝影機不足以收集到學生

在進行活動的狀況。因此，研究者在上學期中開始使用手機或平板電腦在學生進

行遊戲活動時進行錄影，並適時對學生的遊戲過程進行問答。 

（四）晤談紀錄 

晤談的目的是幫助研究者瞭解釐清學生的想法或瞭解教學研究中遇到的特

定主題或問題，並且讓收集資料更為多元，以稱加研究分析的效度。很多問題是

學生無法在學習單或課堂中的問答中給予教師回饋的，當研究者發現這樣的狀況

時，會採用晤談的方式了解學生的想法。 

二、資料編碼 

本研究的量化資料包括六次學習成就評量成績和兩次數學學習動機量表，質

性資料則與專家學者、研究群透過三角校正討論學生學習狀況，已確定資料信效

度。質性資料的編碼方式依據資料出處－日期－對象為原則，對照如下表 3–4–

1。 

編碼方式  項目說明 

T  代表研究者的代稱 

S1  代表六位晤談對象中第一位的代稱 

學 習 單 –161020–

01 

代表 2016 年 10 月 20 日，社團一號學生的學習單 

反思紀錄–161020  代表 2016 年 10 月 20 日，教學反思紀錄 

錄影–161020  代表 2016 年 10 月 20 日，課室錄影 

晤談–161120–S1  代表 2016 年 11 月 20 日，晤談第一位學生的內容 

表 3–4–1：編碼方式對照表 

三、資料分析 

（一）資料收集 

本研究的資料收集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每次教學課後收集的課室錄影及

學習單；第二部分是非上課時間收集的學生晤談資料和每次授課之後的教學反思

紀錄；第三部分是於 2016 年 10 月 20 日發下的數學學習動機量表前測、2016 年

5 月 25 日發下的數學學習動機量表後測，及七年級的六次學習成就評量成績。 

（二）分析方式 

量表可以立即看出學生在教學研究前後的變化，課室錄影可以看出學生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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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過程中的投入程度和反應，而當學生反應不明顯或較為冷淡時，晤談內容則是

讓研究者明白教學過程中學生想法的依據。研究者根據課室錄影紀錄、教學反思

紀錄及分析學生學習單填寫狀況，可以了解在實施數學遊戲融入教學的過程中，

研究者在實施教學活動的過程中遭遇的困難及設計時的盲點。在之後和研究群、

資深教師們討論如何修改教案，並針對下次教學和活動設計改進。 

透過分析六次學習成就評量的統計結果，可以得知不同成就生在研究進行中

的變化，從課室錄影的分析得知學生在課堂中的學習表現，對學生學習單的分析

可以得知學生在每次的教學課程中對於該次教學目標的完成狀況。將上述三中資

料交叉比對後，輔以晤談資料可回答學生在課堂中的學習表現對學習成就有哪些

影響，以及學生填寫的學習單對學生進行學習成就評量的影響。此部分的分析亦

是研究者設計修改教案及學習單的重要參考依據之一。 

（三）三角校正 

為了提升本研究資料分析之有效性，研究者依三角校正的原理，在研究過程

中以不同的角度交叉比對收集到的資料，並將資料分析的結果在研究群中提出來

與學長姊、資深教師和指導教授討論，以降低研究者的教學舊經驗產生的個人偏

見，增加研究判斷的正確性。 

 

肆、 研究結果與討論 

一、數學遊戲融入教學之設計與實施歷程 

（一） 教學設計與實施歷程 

研究者在作遊戲設計時主要參考「數學奠基活動」的活動設計模式。舉例來

說，最初找到的暖身期遊戲有二個，分別是因倍數消消樂和因倍數撲克牌。在設

計消消樂的教案時，研究者的思考重心有以下三點： 

一、對初學者來說，什麼是他們在發展公因數、公倍數時的先備概念？ 

二、對學生來說，除法、乘法和因倍數是否有關連性？若是有，又包含了哪

些？ 

三、如何發展出對學生有意義的質數概念，而不是單純的定義背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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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者認為第一個活動要先讓學生熟悉常用的 2、3、5、7 的倍數，

但是由於偶數都是 2 的倍數，畫起來有太多要標記圖會很亂故研究者讓學生在活

動一做的是 3、4、5、7 的倍數，如圖 4–1–1。 

 

圖 4–1–1 

活動完成後，研究者讓學生去觀察、思考活動中標記的數字可能有哪些特性，

學生可以很輕易地發現 3 和 4 都可以整除的數剛好都是 12 的倍數，此時教師就

可以順勢導入 小公倍數的概念了。 

後，研究者發展教案時考量到質數觀念的發展，需要讓學生深刻體會到質

數的定義為因數只有 1 和本身。因此研究者在活動後的問題設計中，著重在討論

遊戲中 1 的用途，以及那些可以幫助自己容易獲勝的數字有哪些。研究者認為學

生在進行活動的過程中，會自然的發現可以幫助自己獲得勝利的數字類型，在教

師的幫助下能歸納出正確的質數概念。 

 

圖 4–1–2 

如圖 4–1–3，研究者先設計一個問題讓學生去思考，剛剛進行的遊戲中選了

那些數字比較容易獲勝，學生在此時發展出的概念會傾向一些常被誤以為的是質

數的合數常見的像是 57、91、87 之類的數字都有不少學生寫上去，但是像 67、

89、97 等比較大的質數也常見於這題。研究者讓學生思考這個問題後，接著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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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四題和質數及 1 有關的問題讓學生去思考，以期順利的產生質數的定義。如

圖 4–1–4 和 4–1–5，學生 後都得出了：這樣的數字都有「因數只有 1」這個性

質。 

 

圖 4–1–3 

 

圖 4–1–4 

此外，研究者的心態比較近似「帶學生進行社團活動」，而非「要提升學生

數學成就的教學」。因此教案設計有以下 2 大問題： 

【教案設計問題一】各階段活動時間安排不合理 

研究者第一次進行社團活動課程時，對於整個教案的時間規劃相當不合理。

根據課室錄影的結果分析，雖然遊戲活動進行的很愉快，學生對於這種方式適應

良好，但是也造成時間上的拖延，通常在前導活動階段教師就會用上至少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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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的教學時間，甚至有時候會接近 20 分鐘。因此這部分會壓縮後續的遊戲活動

時間，造成學生可能遊戲次數進行不夠，就要開始寫反思學習單的狀況。此問題

在當時並不明顯暴露，但是當時仍有三個狀況發生： 

（1）部分學生填寫學習單和回饋單的時間不太夠，拖延到下課時間。 

（2）學生活動結束後剩下不到 20 分鐘就要下課，部分學生有草率填寫學習

單，早早下課的心態。 

（3）學生還沉浸在遊戲中，詢問老師說學習單填完能不能繼續進行遊戲。

此時教師若回答可以，則該生可能會草率的填寫，若回答不可以，則該生可

能會生悶氣認為自己已經做完該做的事情了。 

【解決策略】 

研究者認為前導活動不可以剝離，但是教案設計上仍有可以完善精簡的部分，

這點可以從前導活動中的問題精緻化來進行。如何在 10 分鐘內達成 15~20 分鐘

才能做到的思考引導，是需要經過反覆思考與討論的，研究者認為解決方式就是

參閱大量其他教師的提問重點和問題類型。之後經過研究者分析，找出真正適合

在活動中使用的。 

【教案設計問題二】教案內沒有假設性教學軌道，學生為了使遊戲獲勝思考中參

雜大量迷思概念 

研究者認為此困難的癥結點在於遊戲活動的規則設置上有漏洞讓學生可以

用「規則外的方式」解決，遊戲教學教案最大的問題就在於當時研究者沒有在教

案中寫下完整的架設性學習軌道，依消消樂教案為例，當時研究者在設計時認為

「用口頭問幾個簡單的除法問題幫助學生複習。在教學時研究者當下進行的除法

複習，卻使用到了板書講解，而事實上使用板書講解在當下的情境反而是較好的。

但由於事前準備不足，屬於臨場發揮，因此當時的板書和口頭提問有許多可以提

升的空間。 

【解決策略】 

解決方法有二：一是在正式授課前，要在不同群體間進行至少兩次的測試活

動，以找出活動中的可能漏洞或規則不足。二是避免設計過於凸顯操作性的遊戲，

而以思考性的遊戲為主。 

但是這部分就有另一個問題，研究者發現思考性重的遊戲在設計上困難許多，

且學生對於重思考的遊戲接受度落差極大，有些學生面對重思考的遊戲會比一般

課程要積極許多，有些學生則會直接放棄思考，如此一來可能在教學過程中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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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多的無法短期內想到解決方法的問題。因此研究者綜合考量後採取的措施是以

操作性遊戲為主，並在遊戲勝負關鍵融入思考的遊戲，比如【因倍數消消樂】【軍

艦棋】等等。故從教案中可以看見，研究者在課後的反省後，在教案中進行了補

充說明與調整。 

【教學實施歷程】 

研究者細數此時的教學設計與實施期間可以改進的地方，認為當時遇到了以

下 3 點教學期間遇到的困難，以及 2 點教學期間教案實施的預期落差： 

【教學困難一】教學活動學生參與熱誠落差大 

【解決策略】 

研究者觀察發現，小組中的成員若是以中高成就學生為主，則對於活動參與

程度較高；反之，若以中低成就學生為主，則對於活動參與程度較低。因此，研

究者認為解決此困難需在活動設計初時就在差異化教學上做好。 

 

【教學困難二】課程表現熱熱鬧鬧，解題表現零零落落 

在都市學校可以順利進行的活動，在個案班級學生並不能順利進行。有些組

別整體都很認真，但有些組別只有一兩位同學有專注在活動內容。教學活動期間，

學生對活動中的問題與遊戲皆反應良好，積極參與。但當教師開始反思活動中的

知識內涵並進入解題階段時，學生的學習態度就急轉直下，有近半的學生對此興

趣缺缺，學習態度極差。 

【解決策略】 

研究者發現學生普遍對於「在社團課中進行解題」這件事情是排斥的，這可

能和社團名稱是「數學課程遊戲社」有關，學生受到社團名稱的影響先入為主的

認為社團課中僅為參與遊戲相關的活動，不會涉及到動腦解題的部分。 

因此研究者和學校教師討論後，決定給予學生前兩周的社課時間是可以試著

參與後再決定是否要繼續參與本社團的方式。在第一循環和第二環中此狀況有明

顯降低，這可以從學生在學習單的填寫表現中看出，學生回答學習單反思問題的

積極度有明顯提升。缺點是此解決方法並不適用於一般的課室教學中，但是研究

者認為在正常的課室中學生在活動後的反思問題和相關難題時思考的積極性是

有可能比社團課程更高的。 

【教學困難三】高成就學生學習態度良好，但活動後單元知識並無顯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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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發現高成就學生縱使學習態度良好，但在活動中對於單元知識的建構

及核心知識的相關問題解決能力並無顯著提升，學生在學習成就表現上仍是原來

的水平。 

【解決策略】 

研究者和專家群共同討論後，得出解決方法是「差異化習題」，專家認為欲

使高成就學生提升，需給予他們更高層次的思考問題來刺激腦力激盪，和活動內

容相關的問題應盡量尋找較困難的問題。「對於高成就學生來說，和其他學生使

用相同的反思問題和相關習題，對他們的學習成長沒有幫助。」 

(晤談 16–01–09–資深教師) 

研究者在設計教學活動時會設計基礎遊戲活動和進階遊戲活動，此循環的教

學特徵有二：小組成員需先完成基礎的遊戲活動和反思問題才能進入下一階段；

學習單中的反思問題皆與課堂中進行的數學遊戲類似，是相關的延伸問題。 

研究者將教學流程統一分成三個階段，依序是前導活動、正式活動、遊戲後

反思活動，各階段重點如下表 4‐1‐1： 

前導活動  1. 引起動機提問 

2. 活動相關之小學知識的複習 

遊戲學習活動  1. 透過相關遊戲引導學生思考 

2. 藉由遊戲幫助學生熟悉練習運算技巧 

反思活動  1. 透過學習單引導問題的填寫形成完整的數學知識 

2. 藉由學習單中的問題發現學生的迷思概念 

3. 從遊戲活動回到類似的練習題 

4. 教師提問、總結該單元的學習重點 

表 4-1-1：第一循環教案設計說明 

 

【教案實施的預期一】透過活動發展出正確的數學觀念 

以消消樂為例，研究者在授課一開始，學習單上的第一個佈題就是用除法去

說明因倍數的關係。研究者希望透過學習單第二頁的問題，幫助學生思考因倍數

的意義及尋找因倍數時的操作方式。特別是學習單上的問題二：「15÷3=5、18÷3=6、

21÷3=7…；那些可以被 3 整除的數我們可不可把它用乘法的方式倒寫？」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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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預期是希望教師能用此問題引導學生發現或強化因被數可以互相整除的概

念。 

【預期一的實施結果】 

在消消樂的遊戲中，學生在確定兩個數之間是否是因倍數關係時， 常使用

的動作就是除法，也有少部分學生一開始習慣使用乘法或九九乘法表。但是在發

現用 2、3、5、7 去做除法可以更快檢驗出是否是因倍數關係後，亦在活動期間

改成了除法方式。 

此外，研究者發現學生由於尚未具有質數的概念，或者乘除法的技術練習不

足，導致學生在進行活動時常常會忽略某些數字其實也是具有因倍數關係的，此

時有些同學會互相提醒，有些同學會互相欺騙來獲得勝利。研究者建議之後此教

案的學習單問題中，可以加入讓學生紀錄自己在進行活動時忽略的因倍數組合，

比方說 91、57、51 等 13、17 的倍數。 

【教案實施的預期二】透過活動歸納出正確的數學定義 

研究者期望透過消消樂遊戲中發現 1 和質數的使用可以幫助學生獲得順利

這點，自然的讓學生產生「有一些數（質數）在這個遊戲中是特別的」觀念，之

後教師可以透過後續的反思佈題自然的引導學生歸納出質數的定義。 

【預期二的實施結果】 

如圖，學生中由於部分學生在國小階段或補習班中就已經事先知道質數的定

義，因此研究者在上課中進行歸納時，出現了一個十分不妙的狀況：「當教師試

著引導學生思考 1和那些數字的關係時，有學生直接說出了質數和它的定義，並

說小學就學過了。」這導致教師在引導學習單第四頁的問題時，無法確定這些問

題設計對於「沒學過的學生」是否有如同預期的影響，只能從學習單收回後進行

的填寫分析及晤談追溯一些狀況進行分析。 

（一）總平均比較分析 

段考次數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社團平均  57.15  50.81 51.23 37.85 43.65  53.54 

年級平均  61.23  53.15 47.47 34.66 43.45  55.23 

表 4–2–1：學生六次段考成績平均表 

由表 4–2–1 可明顯看出，前兩次段考社團段考平均成績落後年級平均成績落

後 4 分，但第三次和第四次段考卻反超 3 分以上，第五次和第六次段考則是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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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相近的狀況。這顯示社團學生在第一循環期間成績是有明顯提升的，而第二循

環給予的幫助就差了一點，但仍讓學生維持在和全校平均相當的程度。 

 

 

圖 4–2–1：段考成績折線圖 

從折線圖上可以明顯看出，在第一至四次段考期間無論是社團學生還是全校

學生成績都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但社團學生的平均成績相對來說下降較少，呈

現出緩降的特性。而 後兩次研究者認為可能導致的因素有以下四點： 

（1）教師本身相關教學法能力不足，無法使教案發揮出完整價值。 

（2）第二循環中對教案的調整並沒有讓教學品質獲得實質提升，以至於對

學生的影響不如第一循環。 

（3）下學期的課程對學生來說更為困難，社團課程並沒有提升學生回到原

班級上課時的學習行為與自我效能。 

（4）課程中給予學生的習題練習不足，社團活動並沒有引起學生自主增加

習題練習的行為導致。 

（二）高低標比較分析 

段考次數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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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低標  27.47  24.92  28.71  17.53  18.73  27.00 

年級低標  36.86  34.61  29.62  18.22  23.03  35.24 

社團高標  85.07  73.23  65.21  56.93  70.33  71.67 

年級高標  85.61  71.68  65.33  51.1  63.86  75.21 

表 4–2–2：六次段考高低標比較表 

由於平均變化只能顯示班級整體的影響，不能從平均看出本研究對學生不同

成就群體的影響，因此研究者將社團學生的高低標和七年級全部學生的高低標做

比較（簡稱年級高低標），以推測不同循環的活動對學生群體的影響。本研究採

取的高低標為前 50%學生和後 50%學生的平均，從低標變化上可以看出，社團學

生在第一次段考的成績和年級的落差是非常明顯的，幾乎差了接近 10 分，但對

高標的影響則不大，社團的高標和年級的高標都是 85 分差距不到 1 分。 

社團低標的成績在第三次和第四次段考時有明顯的進步，從落後接近 10 分

提升到和年級低標差不到 1 分的程度。由此反推，此期間實施的數學遊戲活動對

中低成就學生的幫助可能較好。社團高標的成績則是在下學期的第四和第五次段

考有明顯的進步，都超過年級高標 5 分以上，其他時候都和年級高標相差不到兩

分。由此反推，此期間實施的數學遊戲活動對中高成就的學生，有較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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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tion Research of Integrating Games into Seventh Grade 

Mathematics Teaching in Student Party and Its Influence on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Achievements 

 
This study is aimed at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the integrating mathematical 

games into mathematical teaching on math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achievement of 

7th grade students and solving the difficulties of design and implemention. The 

researcher used action research to conduct a warm–up and two–phase activities.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from September, 2016 to, June, 2017.The main data 

collection includes students’ work sheets and feedbacks, teacher’s feedbacks, 

observation diaties, classroom teaching video tapes, interview records,and Math 

learning motivation Index(Chin, Lo & Yeh, 2016). The researcher used “Paires Sample 

t–test” to analyze student’s math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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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discoveries are as follow:   

First, the gameplay method is combined with mathematical calculation 

techniques so that low– and medium–achievement students can practice a lot of 

calculations during the game. 

Second,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plan to guide students to reflect on some 

important definitions and misconception, so that high–achievement students can 

have more brainstorming and higher–order thinking. 

The researchers found when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are designed to meet the 

two elements, the students’ scores have a good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 I hope each proposed suggestion can be beneficial to the educators, 

parents and students. 

 

Keyword：Integrating Games、Learning Motivation、Learning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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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算家會田安明《改精算法》之題目探討與反思 

 
 陳映竹 1、英家銘 2 

1, 2國立臺北教育大學數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1labulabuwind@gmail.com 
2j.m.ying@mail.ntue.edu.tw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日本江戶時期的和算家會田安明（1747‐1817）之著作《改精

算法》（1785）的內容。本文分析會田安明的數學理念，並藉此反思現今數學教

育，考慮數學理念的不同所看待的方式有何差異。本文主要由序文及書中挑選兩

題題目作討論，展現出會田安明對於所謂「精要」的定義為何；而研究者也在經

過分析題目後，了解到不同數學理念下，對於數學學習是否要與現實生活連結的

看法會產生歧見，但本質上都是為了能幫助學生學習數學。 

 
關鍵字：《改精算法》、會田安明、和算 

 

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近年來，日本和算的研究隨著許多學者的努力下均有相當多的研究成果，這

些內容使得我們能夠逐漸理解當時日本數學發展的來龍去脈，以及對現代數學教

育可能的貢獻。但在這眾多的研究裡面，幾乎都以當時主流的關孝和以及其弟子

們的「關流」為主。研究者直到一次因緣際會下發現除了關流以外，還有一名是

與其互別苗頭的和算家－－會田安明，及其創立的流派「最上流」。 

日本江戶時代和算家會田安明（1747‐1817）原本希望拜關流門人藤田貞資

為師，但在其供奉的算額（供奉在神社內，在繪馬或匾額上寫有數學題目，用意

為酬神許願，另外也是一種發表數學研究的方式）被對方指出有誤後，會田安明

便認為兩方數學理念不合；非但沒有加入他的門下，反而還出了一本《改精算法》，

內容針對藤田貞資的《精要算法》中，會田安明認為有誤或是不符合精要之意而

加以修改、批評而成。從這件事之後，日本數學史上便展開了一場為期二十餘年

的數學論戰，會田安明與關流之間不斷著書評論對方數學理念以及算學研究上的

缺失，直到藤田貞資逝世後才宣告落幕。 

這不禁讓人感到驚嘆，在當時已經成為日本數學主流的關流，怎麼會有人能

單槍匹馬地大聲提出自己的觀點其實更精確，而且還能造成不小的轟動？另外在

這個論戰期間，除了會田安明以及關流和算家外，也出現了好幾本書去評論、解

釋兩邊之間對同樣題目的解法差異優劣。以上的這些原因讓研究者產生了好奇心

想要瞭解這位敢於挑戰的會田安明，到底是基於何種數學理念去改正《精要算法》，

或是說整個關流的想法，提出他獨特的見解。 

所以，研究者便想要從引起這個戰爭的第一本書，《改精算法》，分析其中

選題去試著推敲出當時與主流意見相左的會田安明，是用怎樣的數學觀點去評論



 

279 
 

《精要算法》的內容，提出如何「改精」的方式；另外在這樣改精的方式之下，

是否能從本書中提供為現在中、小學數學教育上的啟發？以上便是研究者選擇

《改精算法》一書作為研究的原因。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旨在分析《改精算法》之內容，討論其改精的方法及原因，並從

中得到對國中小學的數學教育的探討與反思。 

 

貳、文獻探討 

一、江戶時代的歷史背景 

 江戶時代為日本歷史上由德川家康成為「征夷大將軍」後，在江戶（現在的

東京）設立幕府（一種由將軍領導與統治日本全土的武家政權）開始，也可稱為

「德川幕府」，起訖年間為 1603 年至 1867 年。江戶時代形成的日本文化，包含

被稱為「和算」的日本傳統數學，形成了我們現在所知日本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

成分。以下簡要介紹江戶時代的社會文化與算學。 

（一）江戶時代的政治與社會 

從德川家康開始就已經開始實行封建制度的「幕藩體制」，由幕府將軍與各

藩大名形成主從關係，而各藩獨立治理內政。將軍擁有極大的權力能夠牽制諸侯

們。法令上則頒佈了「一國一城令」、「武家諸法度」及「禁中及公家諸法度」確

定幕府統治天皇的朝廷及各地藩主（大名）的方式。 

社會階級上，由於武士為統治階級，也為了社會的安定，日本社會除了皇族

與朝廷中無實權的貴族之外，分成了四種世襲制的階級「士農工商」──武士、

農業、工匠及商人（吉田東伍，1914；林美杏，2012；林典蔚，2012） 

經濟方面，因為封建制度的關係，以土地經濟為主。石高（公定土地預定生

產量乘上面積）幾乎就代表了所擁有的財產，單位為石。石高也能依照訂定的匯

率能夠換取相對應的貨幣。江戶時代通行的貨幣有金、銀及（銅）錢，匯率為金

一兩兌換錢四千貫，一千貫則為銀一匁  （もんめ）（威廉∙E.迪尔等，2016）。 

（二）江戶時代的文化與數學 

在前三代將軍奠定好了幕府的基礎後，第五代的德川綱吉便開始注重起教化

與文治，開啟了所謂的「元祿時代」。庶民文化興起，儒學當道，能幫助日常生

活的科學也蓬勃發展（吉田東伍，1914；林典蔚，2012）。 

江戶時代的日本數學又稱作「和算」。因為日本與中國的貿易頻繁，所以有

算盤及許多中國的書籍傳入，例如《九章算術》及《楊輝算法》等。 

農業的發展需要丈量土地及計算賦稅，所以許多武家都有聘請和算家教數學；

又因為當時的教育普及，還衍生出獨特的「遺題繼承」以及「算額奉納」等風氣

（洪萬生等，2009）。 

 
二、《改精算法》作者介紹 

 （一）會田安明的生平簡介 

  會田安明（1747‐1817）又名「鈴木彥助」、「鈴木安明」或稱「會田算左衛

門」，幼名重松，字子貫，號自在亭，延享四年（1747 年）2月 10日出生於山形

縣附近的前明石村，後父親內海重兵衛搬至山形縣七日町才改姓會田（日本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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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編，1959）。為了更進一步學習數學，會田安明在明和六年（1769年）入江戶

旗本普請役鈴木清左衛門家，改名為鈴木彥助，擔任御普請一職，並且參與監督

關東地區幾處的治水工程（山形縣和算研究會編，2017）。會田安明在公務閒暇

之餘繼續鑽研數學，在天明元年（1781年）12月於愛宕山奉納算額，而這件事

大大影響了後來的會田安明。天明七年（1787年）因為幕府官員的人員調整，

會田安明因此被免職為浪人，不過這件事反而讓他決定要全心全意投身於數學之

中（黃俊瑋，2014，2016）。 

 於是在免職之後，改回原本會田姓氏的會田安明便回到了家鄉，將所有心力

都投入在數學研究以及數學教育上，一生著書高達千餘卷，並且創立了最上流，

最後於文化十四年（1817年）10 月 26日於江戶淺草堀田原的草屋內逝世，享年

七十一歲。（平山諦、松岡元久，1982；徐澤林，2008） 

 （二）會田安明的數學貢獻 

 從會田安明的生平事蹟來看，他前期在中西流下學習，後來入江戶之後就沒

有再隨師學習而是自行進行研究。不過為了表明與關流的差別，會田安明把天元

術為基礎的文字代數方法稱作天生法，《算法天生法》就是關於天生法的問題集

（山形縣和算研究會編，2017）。 

 會田安明自 1785年出版《改精算法》後引起的論戰期間，著有許多批評及

回應關流的相關著作。除了評論當時的和算家藤田貞資外，會田安明還評論了前

期部分的關流和算家的著作，如關孝和《發微算法》、松永良弼《方圓算經》以

及有馬賴僮《拾璣算法》等。另外除了關流，會田安明還著有評論一些非關流的

書籍（黃俊瑋，2014；徐澤林，2008）。  

 另外，會田安明也有在教育上的貢獻，自從被免職為浪人返鄉教書後，他替

最上流也寫了不少教科書，其中最有名的便是《算法天生法指南》5卷，介紹如

何使用天生法，其中包含了高次方程式數值解以及對數研究結果等。 

 

三、《改精算法》成書背景 

  （一）關孝和──關流流派簡介 

關孝和（1642‐1708）為「關流」的開山始祖，日本人尊稱為「算聖」。其

改良傳入的中國數學，像是將天元術書寫上的困難，用「傍書法」的紀錄多項式

的方式解決，並用「演段術」消去未知數等；發明「圓理」，並在探求圓周率、

弧長以及球體積時，發明了「招差法」、「增約術」等方法。這些對於日本和算的

發展均貢獻良多。生前著作為《發微算法》，其餘著作為死後弟子們整理手稿後

發表，如《括要算法》。 

  在江戶時代的數學流派間分別雖不明顯，但流派內使用的代數符號及數學語

言是相同的。以關孝和為始的「關流」便是當時數學程度最高的派別，其後傳人

為荒木村英、建部賢弘及松永良弼等（洪萬生等，2009；城地茂，2014；黃俊瑋，

2014）。 

  （二）論戰之始──藤田貞資《精要算法》與會田安明《改精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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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田安明（時為鈴木安明）本要拜藤田貞資為師，但在藤田貞資指出他位於

愛宕山所供奉的算額有誤後，認為數學理念不合的會田安明就離開藤田貞資，並

指出對方的《精要算法》中的錯誤寫了《改精算法》（1785年）。從此便展開了

二十餘年來，關流與最上流的數學論戰。（藤井康生，2016，2017） 

  會田安明在離開藤田貞資之後重新研讀其《精要算法》，發現其中他認為有

誤的地方，也提出自己認為「精要」的定義，而寫了《改精算法》──包含「病

題」（有誤的題目）、「術迂遠」（解法太過繁雜）、「施簡術」（用簡單的方法）、「捷

術」（用較快的方法）及「用簡數」（改用簡單的數字）（黃俊瑋，2014，2016）。 

  （三）最上流與關流的數學論戰始末 

        從《改精算法》的刊登之後，兩方便開始了一連串的著書駁斥對方的說法。

最先反擊的是藤田貞資的徒弟，神谷定令，他寫了《改精算法正論》反駁會田安

明對於《精要算法》的評論，而會田安明也著成《改精算法改正論》回擊。本來

為只是兩人之間的互相評論，但會變成會田安明抨擊整個關流，則是在回應神谷

定令《非改精算法》的《解惑算法》裡，會田安明明白地指出關流的問題。從此

除了一面與神谷定令互相批評，會田安明也開始評論先前關流的相關著作。直到

1807年藤田貞資過世後，雙方的論戰才逐漸結束（黃俊瑋，2014，2016）。 

 

參、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主要採用內容分析。是分析會田安明的《改精算法》中針對《精要算

法》所題出的十三道題目中較為明顯的兩題，並輔助文本中的序文說明會田安明

的數學思想為何，藉此以提出研究者對於現今中小學數學教育的反思。閱讀古代

文本就如同能得知該作者的價值觀、理念及數學知識，和對於題目的批判與感受

等觀點，而研究者也會蒐集比對各種資料以驗證觀點的正確性，並同時在閱讀的

過程中紀錄研究者的自我反思（Fraenkel, Wallen, & Hyun, 2011/2013）。 

  因《精要算法》分為上中下卷，上中兩卷為與日常生活中相關的賦稅換算與

利息問題，下卷則為和算中的純粹數學問題，以幾何內容為主；所以選題從《改

精算法》第一題，對應《精要算法》上卷的第二十題米的賦稅換算，以及《改精

算法》第八題，對應《精要算法》下卷的第十三題三角形求其中間與兩內切圓相

切的線段長的幾何問題來進行。 

  內容呈現方式為解釋會田安明改精的原因、說明並翻譯題目及術文內容，並

簡述與藤田貞資的做法差異為何。由於《改精算法》並沒有將題目再次編號，文

內的編號為研究者自行添加。 

 

肆、《改精算法》內容分析 

一、序文 

 會田安明出版《改精算法》的原因能在他的序文中略知一二，節錄片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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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有精要算法流衍遐邇，閱厥始終，闡千歲未發之蘊奧，窮算家不傳之

妙處，技能純熟，可謂海內一人也，世舉信受。余亦少疑關啟矣，雖然沉思

考訂，此書不能千百之中無一二之紕繆；是余識不相逮歟，抑術有傍心耶？

若然其學徒後生學步，以定資為標表者，或失路於萬一，恐有陷澤之過；故

豁示辨別，遂成一書名曰改精算法。門人數乞上木不已，事雖嫌，非議先輩；

然門生之乞亦不可得己，爰以授梓，聊資後生爾。 

 

雖然會田安明是著成了《改精算法》直接點出藤田貞資《精要算法》中他認為未

符合精要之意，或是有錯誤的題目；但能看得出他還是有抱持著尊敬藤田貞資的

心態，而不只是純粹為了針對與他數學理念不同才刻意批評，甚至最初還只是要

私下告知，但卻無法達成。或許是關流自詡為當時最主要的流派所以不屑會田安

明的指證，也可能是藤田貞資知道只是兩邊對於精要的定義不同而不做回應，但

結果就是讓會田安明直接出版了《改精算法》，並引起了後來的種種論戰。 

 會田安明認為的「精要」主要是指使用更簡單的數字、更精簡的術文（公式）

去表現一個題目，以下便提出兩個例子來說明他所認為的精要為何。 

 

二、《改精算法》題一／《精要算法》上卷第二十 

  會田安明指出：「此題者有等數故迂遠也，  今省等數施簡術也。」其中的「等

數」是最大公因數的意思，「施簡術」是使用簡單的方式。所以會田安明將原來

題目中有最大公因數的數字，換成互質的數字進行運算，並且使用更為簡潔的作

法解決。題目比照如下： 

 

《精要算法》原文  《改精算法》原文 

今有上下米合一十五石三斗六升，每金一兩

上米者一石二斗三升，下米者一石三斗五升

也，問各代金幾何？ 

答曰：上米代金七兩，下米代金五兩。 

今有上下米合一十五石三斗一升，金一兩付上

米一石二斗三升，下米一石三斗四升也，問各

代金幾何？ 

答曰：上米代金七兩，下米代金五兩。 

 

先將原文翻譯可得知是，現有上下（等級）的米共重幾升，上米每多少升可換金

一兩；下米每多少升可換金一兩。試問上下米各可以換多少金兩？換成現代數學

符號設上米為 下米為 ，就可得到問題為 ，求 、 的（正）整數解。

再將兩邊數字帶入，便可看出會田安明所謂的省等數為何。《精要算法》題目使

用現代符號表示為：123x 135y 1536；而《改精算法》則為123x 134y

1531，便能清楚看出前者式子進行運算前需要先約去最大公因數3再做運算。 

  接著術文，也就是解法的部分，會田安明作法原文如下： 

 

術曰上米相場名左下米相場名右依剩一術得左七十三乘合石滿右減之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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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金合問 

 

相場（そうば）的意思近似於兌換，可看成相場名是兌換多少（的金兩），也就

是所求所假設的未知數。剩一術則是「大衍求一術」，也就是南宋時期數學家秦

九韶求解中國剩餘定理的方法（文耀光，1999）。於是我們能知道會田安明的做

法與現在數學的作法是一樣概念，只是使用符號表達上有所差別。 

  至於藤田貞資的作法，因《精要算法》的撰寫文字較為潦草，僅能夠看出零

星片段，但還是可以解讀出其是先約等數，並也使用「剩一術」進行計算。 

 

 

圖一 《精要算法》上卷題二十 

 

  會田安明與藤田貞資兩人解題的方法都是使用剩一術，但會田安明省去了等

數使得作法省去了約掉最大公因數的步驟，能直接將問題的數字帶入剩一術的方

式計算，表示出他的「精要」在於如果是要展現術法為剩一術的情況下，就不需

要有省去等數這樣多餘的數學概念，會顯得太過迂迴。 

 

三、《改精算法》題八／《精要算法》下卷第十三 

  會田安明指出：「此題者用多位也，故改之用少位也，如此者古書多有此書

既如此者悉改之……然則用簡數也。」其中「多位」為較多位數的數字，「少位」

則為較少位數的數字。會田安明認為這題原來使用太大位數，而且這是一題在過

去的書上也出現過相同數字的題目，因此他便將數字改掉，順道使用更小的數字

使得題目更容易理解。題目比照如下： 

 

《精要算法》原文  《改精算法》原文 

今有如圖，三斜內隔斜容等圓二個。大斜三

百一十五寸、中斜二百五十七寸、小斜六十

今有如圖，三斜內隔斜容等圓二個。只云大斜

八寸、中斜六寸、小斜四寸，問界斜幾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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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寸，問界斜幾何？ 

答曰：界斜四十寸。 

答曰：界斜三寸。 

 

 

圖二 《精要算法》下卷第十三題圖示 

 

能看得出會田安明的數字明顯小得多，而這個改精的影響，則反映在將數字代入

術文所提供的公式上。在現代的解法裡，幾何題目不外乎是使用三角函數進行，

而當時的手法並沒有這麼便利，遇到三角形的題目通常是畫上各種輔助線進行畢

氏定理，再佐以比例或全等解題。但這樣的過程並不會呈現在術文上，術文只會

放上和算家計算過後所得出的公式，本題的公式如下： 

 

《精要算法》術文原文  《改精算法》術文原文 

置中斜加小斜得數自之內減大斜冪餘平方開

之得商半之得界斜合問 

中斜小斜和冪內減大斜冪餘開平方半之得界

斜合問 

 

兩者的意思相同，經過現在的數學方式證明過後可以確認公式是正確的，而用現

在的數學符號表示便是：
中 小 大

界斜。從這個公式中就能看出會田安明

將數字改小，就能簡化套入數字時的運算過程；另外從字數上能看出會田安明硬

是把公式減少了幾個字，他認為「精要」除了數字上外，連敘述上都需要簡潔有

力才行。 

伍、結論 

  從序文以及上述兩題的探討，可以先看出會田安明選擇的題目不外乎是題目

或解法字數過多，以及題目數字過大或是需要有前置作業再進行解題的問題，藉

由將數字化小或是讓字數簡潔以達到他認為的「精要」。然而藤田貞資寫作《精

要算法》是否就是他所謂的「精要」之意，雖然在這裡我們無法得知，但可以確

定的是《精要算法》中，尤其是上中兩卷是記載「有用之用」的數學內容，也就

是與生活中相關的各種問題。假若藤田貞資所謂的「精要」是指已經將所有生活

中會接觸到的數學問題全都涵蓋到這本書裡，那所使用的數字便很有可能是真實

生活中所遇到的，這樣一來確實就會碰到出現公因數或是除不盡等問題（在其他

題目中有出現）；雖然如實記載了當時的生活內容，但卻也不像是史料一般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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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錄，這本《精要算法》還是當成一本數學著作，或是教科書。如果只是要讓人

了解遇到類似問題的公式該如何使用，那《改精算法》的觀點就比起《精要算法》

要來得有參考價值。 

  這點不經讓研究者思考從過去九年一貫到現今及將要實施的十二年國教中，

對於數學教學越來越講求貼近學生的生活經驗，這對於學習數學而言有著什麼樣

的意義？在數學家的眼中，數學是完美的、理想的、嚴謹的、有邏輯的，與實際

生活中會碰到的數學是有差異的──御飯糰並不是真正的三角形，車輪也不是真

正的圓，一個人跑步也不會一直維持著等速前進……等，每次說到令人費解的刻

意貼近生活的例子時，不免會引起台下學生一陣笑鬧──因為那樣的「生活」太

不「生活」了，可是為了學習其中的數學知識，又必須將其理想化。純粹的數學

太過理想，讓人難以掌握其真正的樣貌，若不是已經在融會貫通的情況下去看待

便無法得到要領；所以即使與現實生活有所出入，為了學習數學概念勢必就得從

貼近學生的例子下手，先讓他們產生共鳴，才有機會能讓他們深入了解其中的概

念為何。 

        綜合來說，生活中出現的問題的確會有很複雜的數值，所以會使得學習數學

方法與計算答案變得較為麻煩，而簡化過後的數值可以讓學習者對方法與計算一

目了然，但是問題本身就遠離真實情境。藤田貞資與會田安明兩位在撰寫數學著

作的方向，或許也代表我們在編撰教科書上的兩難，值得我們數學教育研究者好

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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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contents of  the Kaisei sanpo  (1785) written by 
Japanese  mathematician  Aida  Yasuaki  (1747‐1817).  We  analyse  Aida’s  rationale 
toward mathematics,  and with  our  analysis we  reflect  upon modern mathematics 
education and how different rationales toward mathematics produce distinct ways of 
composing mathematical  treatises. We use  the preface and  two problems  in Aida’s 
work to show the key idea in his work: “seiyo  精要”. The authors realised, after the 

analysis of his work, that under different rationales toward mathematics, there can 
be very different opinions as to how mathematics learning ought to be linked to real 
life, but essentially these different rationales and approaches are for the learning of 
mathematics. 

 

 

Key words: Kaisei sanpo, Aida Yasuaki, Japanese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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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數學專業學習社群看教師教學轉變與學生學習成效‐以南

投某國小為例 
楊晉民 1 黃雅蘭 2 

1國立臺中教育大學數學教育學系 jinnminyang@mail.ntcu.edu.tw 
2國立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a0921707634@gmail.com 

 

摘要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  是在教學共享、協

同合作和專業支援概念下組成有效的教師專業成長架構，也是提升學生學習成果

的有效方法之一。本研究透過數學專業學習社群之運作，探究教師教學和學生學

習的轉變，找到建立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有效組成模式以及學生學習的現況。本

研究發現學校行政的高度支持和參與，以及數學教學實務豐富的教師參與，是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成功的有效模式。同時，從兩次學生參加國民小學及國民中

學補救教學科技化評量的結果發現，學生的學習成就也有所提升。 

 
 

關鍵字：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教師專業發展、數學學習、數學教學 

 

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數學一直是世界公認的重要學科，因此在國際大型考試學生能力國際評量計

劃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和國際數學與科學

成就趨勢調查(Trends in Mathematics andScience Study, TIMSS)也都列入了考科。目

前師資生接受師資培育課程時，數學相關的科目為普通數學、國小數學科教材教

法、數學科教學評量等科目，因此，對於小學數學科教學時必備學科知識(content 

knowledge,  CK)和學科教學知識(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對於班級導

師必定有不足且必須持續學習之處。對於現職教師的數學專業成長通常藉由一些

演講、研習來提升數學教學學能，因此若可以藉由教學共享、協同合作和專業支

援能夠組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應該是更有

效的教師專業成長方式，當然也是提升學生學習成果的有效方法之一(Chauraya & 

Brodie, 2017; DuFour, DuFour, & Eaker, 2008; Roberts & Pruitt, 2009)。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是由一群教育工作者具備共同的信念和願景，為致力使學

生獲致更佳的學習成效，以持續合作方式共同進行課程探究和學生問題解決而組

成。簡言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必須關注於學生學習成效的提升，不能僅止於教

師專業知能的成長或個別興趣的追求而已(教育部，民 99)。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必

須關注學生的學習成效之提升，而不僅是教師專業知能的成長或是個人興趣的追

求(DuFour, 2004;  教育部，民 99)。許多文獻顯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確實能夠提升

教師教學效能和學生學習成效(Brodie,  2013;  Chauraya  &  Brodie,  2017;  Graham, 

2007; Hord, 1997; Lin, Yiu, & Yang, 2017; Mu, Liang, Lu, & Huang, 2018; Tam, 2015; 
張景媛、鄭章華、范德鑫與林靜君，民 101)。教師專業成長背後的基本假設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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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學習」會反映在「教學改進」上，而「教學改進」會反映在「學生學習成效」

上(張景媛等人，民 101)。教師專業成長應該以教學實務為主軸，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的發展是學校改善與改革的一個重要機制，經由教師集體合作的力量，提升

學生的學習成效(張新仁、馮莉雅與潘道仁，民 100)。 

有鑑於此，研究者參與之國立臺中教育大學數學教育學系之「有效數學教學

之專業學習社群深耕計畫：師生有感、能知、願行之提升  (科學教育培龍計畫)」

第一期(執行期間：103/08/01  ～  106/07/31)即是希望透過教師持續參與數學專

業教學社群提出自己在教學現場所遇到在數學教學上的困難或瓶頸，第二期(執

行期間：106/8/1‐109/7/31)延續第一期成果，繼續協助教學現場教師進行數學有

效教學提升。所有計畫參與教授在一致認同「教師數學專業知能之提升與發展是

降低需要補救教學學生的基礎」，因此第二期更專注教師專業社群的經營，希望

由教學現場教師更自發性地將數學教學所發生的問題和需求提出，並由所有參與

成員教師一同研討，透過群體討論來分享、發想並解決數學教學實務上的問題。 

有鑑於此，本研究希望能夠： 

1. 探究數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是否轉變成員教師數學教學。 

2. 探究數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是否有助於學生學習。 

二、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目的，本研究旨在： 

1. 瞭解數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教師的教學改變。 

2. 探究學生學習改變。 

3. 數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有效運作模式。 

貳、文獻探討 

一、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自從 Senge 在 1990 年第五項修煉學習型組織的藝術與實務(the  Fifth 

Discipline: The Art and Practice of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一書中提到建造一個

學習的組織必須具備自我精進(personal mastery)、心智模型(mental models)、團

隊學習(team  learning)、建構共同願景(building  shared vision)和系統思考(Systems 

thinking)等五項原則(Senge,  1990)，對於組織成員間彼此學習、發展有效的做事

方法，實際上也很適合運用到學校教師的學習，使之能夠發現新的方法來改善教

學，提升專業度(Senge,  2000)。學習社群(learning  community)中的成員是主動學

習者，且彼此間鼓勵學習(Barth, 1990)，並肩負者讓其他人可以更好的責任(Myers 

& Simpson, 1998)。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的目標在於改善學生學習成效，而其前提在於教育工

作者需能夠持續不斷地專業成長與學習(DuFour,  DuFour,  Eaker, & Many,  2010)。

DuFour (2004)提出三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PLC)重要想法(big idea)，一是確定學生

學習 (ensuring  that  students  learn)，一個是協同合作的文化 (a  culture  of 

collaboration)，第三個是聚焦於成果(a focus on results)，簡要說明如下表 1。 

表 1   

DuFour (2004)提出三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PLC)重要想法(big idea) 

想法(Big ideas)  說明 

確認學生學習 
核心任務是學生能夠學習到相關知識，而不是被教而已，

將焦點由教學轉變到學生的學習，並確認每一個學生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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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成功。 

協同合作的文化 
教師必須要能夠一起合作分析和改善教學實務，以達成學

習的集體目的，並形成合作的文化。 

聚焦於成果 

教師教學有效性的評估來自於學生的學習成果，而非教學

意圖。成員教師一起致力於改善學生學習成為教師日常工

作。教師應該要瞭解學生程度、參與改善的程序，並提供

週期性進步的證據 

Kruse,  Louis,  and  Bryk  (1995)認為專業社群的特徵包括：(1)反省的對話

(reflective  dialogue)：激勵教師進行有助於改善與提升教學實務的討論；(2)專注

於學生的學習(focus on student learning)：PLC 的活動都是以改善和發展學生學習

為目標；3.教師同仁的互動(interaction among teachers or deprivation of practice)：

激勵教師進行同僚分享想法、相互學習和幫助；4.合作(collaboration)：合作發生

在教學策略和技巧分享，和有助於所以成員成長之時；5.分享價值與規範(shared 

values and norms)：成員對於學校的任務能夠達成一致的共識，價值和規範形塑

了他們的專業行為。 

Hord  (1997)提出專業學習社群有五個特徵，分別是：1.支持與共同的領導

(supportive and shared leadership)；2.共同的價值與願景(shared values and vision)；

3.合作學習及應用(collective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4.分享個人實務(shared 

personal practice)；5.支持性的環境(supportive conditions)。Huffman and Hipp (2003)

進一步指出這五項特徵彼此密切關聯，可做為評估一個組織是否順利發展成為專

業學習社群的指標。 

表 2   

Hord (1997)提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PLC)的五個面向 

特徵  說明 

支持與共同的領導 
學校管理階層一起和教師發現、探究問題，並尋求解決

之道，以求學校改善 

共同的價值與願景 
學群成員的共同價值和願景引導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

決策，並推升更高品質的學習 

合作學習及應用 

學群成員在過程中力求新的知識和可以使用新知識到教

學上的應用。成員對於學習能更精確的反思，則對於知

識的應用則油然而生。 

分享個人實務  學群成員願意分享教室實務，實現同儕互助 

支持性的環境 

包括： 

1. 結構上的條件(structural  conditions)：時間、溝通條

件、學校大小、教師間關係…等 

2. 合議關係(collegial  relationships)：教學者正向態度、

願景的共享、尊重、信任…等。 

 
此外，DuFour (2004)也提到在確認學生學習的想法中，應該要注意到三個核

心問題，是「想要學生學什麼？」、「如何確認每位學生都能夠學到？」、「對於學

習困難學生該如何因應？」等，其中對於學習困難學生的幫助應該要即時介入協

助，而不是等待未來再進行補救。當教師花更多時間鑽研教學實務可以在發展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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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思考和面對各式各樣學生需求時更有效率(Darling‐Hammond,  1998)。Vescio, 

Ross,  and  Adams  (2008)則從一些研究整理發現當教師參與專業學習社群會持續

教師的學習、關注學生的學習、增進教師合作等影響，進而造成學校文化的改變。

因此，如同教育部於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中指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由一群

志同道合的教育工作者組成，其具備共同的信念、願景和目標，期能使學生獲致

更佳之學習成效，並以持續合作方式共同探究與解決教學實務問題。(教育部，

民 99)。 

二、數學專業教學社群 

Lin et al.  (2017)研究發現透過教師專業社群讓教師採取閱讀理解鷹架、基模

導向的教學策略、使用生活中的數學和解題策略等有效教學策略，確實可以改善

學生的數學學習。Chauraya and Brodie (2017)發現利用 Hill (2010)提出之數學教學

品質(mathematical quality of  instruction, MQI)分析架構，發現數學教師專業社群

確實(1)產生教學模式的改變：減少直接教學法，增加學習者參與的討論式教學

法；(2)會專注學生想法和錯誤：對於學生的想法有更多的回應和參與；(3)對於

學習者數學推理和意義建構參與更多；(4)發現教師數學概念和學生問題無法精

準回應和釐清。張景媛  et al.  (2012)透過專業學習社群提升國中數學教師對話式

形成性評量實務，可以有效幫助教師改進師生對話形式，促進學生對於數學的理

解。學校本位的數學社群高度依賴學校的本質和教師的參與(Franks, 2009)。Brodie 

(2013)利用學生常發生的解題錯誤做為數學專業社群成員教師討論的主軸，並從

一些案例中發現老師對於學生發生的錯誤有了不同的認知，透過理解學生解題錯

誤時的想法和推理的過程，成員教師透過成員對話更能反思自己在教學時可能未

強調某些自己認為理所當然的數學結構或是案例的使用不當，致使學生發想思考

和推理上的錯誤。透過理解學生學習需求，教師更能夠瞭解自己需要學習的部分，

是數學學科知識、學科教學知識抑或教學相關知識來改進自己的教學實務

(teaching practice)。 

參、資料與發現 

(一)社群的組成 

本研究之教師教學社群成員組成為該校校長、教務主任(研究者 2)、國小班

級教師 6 人和研究者，計 9 人，自 107 年 10 月 4 日加入在教學實務經驗豐富的

南投縣數學科輔導員 1名。 

(二)學生的學習表現 

圖 1 為該國小學生接受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

救教學科技化平台平台施測驗成果，二年級到六年級 2018年 5月、12月班級施

測答對總題數，其中一年級未接受施測故無資料，其他二年級 9 人，三年級 15

人，四年級 11 人，五年級 15 人，六年級 13 人。圖中可以發現，除了二年級外

班級答對總題數 12月測出的結果都有相當的進步。 

106年起通過標準依據學生試題年段(篩選測驗為學生「該年段」學習內容，

成長測驗為「前一年段」學習內容)，訂定通過標準如下，其中 4 年級以下答對

率 80%為通過標準；5、6年級答對率 72%為通過標準。   

四、五、六年級進步相當多，這個結果相當令人高興，因為一般到了中年級

後段和高年級學生的成績都是比較穩定了，比較難有長足的進步。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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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年級到六年級 2018 年 5月、12月班級施測學生通過變化率 

年級  人數  5月  12月  通過變化率 

二  9  7  5  ‐22.22% 

三  15  14  13  ‐6.67% 

四  11  6  8  18.18% 

五  15  6  10  26.67% 

六  13  7  10  23.08% 

 

 

圖 1  二年級到六年級 2018年 5月、12月班級施測答對總題數 

(三)社群活動與記錄 

本研究教師專業社群活動每次都會進行錄影，並將對話進行逐字稿記錄。本

研究使用資料為自 107 年 1月 4日至 108年 2 月 4日，計進行 14次活動，其中

包含修審題、教師數學增能、成員教師教學演示、教學單元調整討論與一般教學

實務討論等議題。 

1. 討論主題：本研究從資料中整理出關於討論數與量、幾何、代數和統計

與機率等主題的次數，如下表 4 所示。由表 4 中可以發現數與量本身因

為佔教材的比例相對本來就高，因此「數與量」主題討論的次數遠多餘

其他項目。研究也另外發現，數與量主題中分數教學是大部分成員教師

都會面臨的問題，從分數原始意義的理解到教學時該注意的事項，都是

討論的議題。 

 
表 4 

教師專業社群討論主題 

主題  數與量  幾何  代數  統計與機率

次數  30  7  1  0 

2. 教學活動主題與表徵：教學活動是成員會議的主軸，當成員教師遇到學

生學習問題提到會議中討論時，學生學習迷思概念或錯誤類型或是教師

教學疑義或困難等教學實務的教學活動是成員教師之間對話的重要部份。

此外，數學教學中表徵(representation)是數學思考和理解的工具，也是引

導學生數學學習的重要元素，Lesh, Post, and Behr (1987)提出語言(spoken 

language)、符號(written symbol)、圖形(static picture)、教具(manipu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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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s)和具體物(real scripts)等五項數學表徵，表徵的使用和轉換可以輔

助學生學習，同時教師教學時也可以使用來輔助教學，提升學生思考、

理解數學和成功解題的重要工具。因此，本研究從記錄中整理對應問題

的教學活動涉及主題和活動中使用教學之表徵如下表 5 所示。從表 5 中

可以發現，數與量主題佔討論之教學活動的主要部分，同時，教師對於

教學活動中討論使用符號、圖形和教具表徵的比例也很高。對於幾何教

學活動中，主要聚焦在圖形和教具的使用，可見教師希望學生對於畫圖

和教具操作能夠對於幾何學習更有概念，而非只是利用課本來教學。 

表 5 

教師專業社群討論教學實務問題對應主題與使用表徵 

主題與表徵  符號  圖形  教具  實體物 

數與量  5  4  4  1 

幾何  0  4  6  0 

代數  0  0  0  0 

統計與機率  0  0  0  0 

3. 成員教師對話案例：以下從教師專業社群成員對話記錄中，摘錄關於

因數倍數問題課程內容連貫與轉化。成員教師因為對於學科內容如何

連貫的部分比較因為教授年級的因素，對於因數、倍數概念認為是高

年級課程，經過對話會成員教師可以瞭解當學生學習乘法時，對於倍

的概念若能轉化成生活化用語，讓學生在低、中年級潛移默化中學習

到未來會遇到的因數、倍數問題的學習。 

T1：當我們在找因數的時候，小朋友還是會漏掉，當我從 1、2、3 這樣

慢慢下去找的時候，我發現他們會很不習慣這樣的方式。他們會很

不願意按照順序去找因數，只會寫下某些他們直觀認定的幾組因數。

這樣應該要怎麼辦？ 

T2：假如說 10  的話，學生可能只會找到 1×10，中間的 2×5  學生就容易

漏掉。 

T1：10 的話還比較簡單，要是數目大一點，像是 42  的話，學生就很容

易找錯了。 

T3：用 42 為例子，從 1×42會等於 2×21 會等於 3×14。 

T1：通常他們在 3  的部分就會自動漏掉了。 

T3：那我在教的時候有先把全部列出來，讓學生去觀察，學生就會告訴

我 6×7之後是接 7×6，之後的組合就會是前面這幾組的顛倒。所以

我們最後討論完的結果就是只要寫一半就可以了，剩下的另一半就

是顛倒過來，在計算的時候就不用做那麼多次，像我們也有提到說

完全平方數的因數是奇數個，其他數字的因數都是偶數個。 

… 

T4：你們覺得因數倍數應該什麼時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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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差不多五年級的時候開始。 

T4：「請問哪兩個數相乘可以得到 24？」你們覺得這句話什麼時候可以

用？ 

T2：二年級。 

T1：差不多二年級的時候。 

T4：那這個問題不就是在說因數分解？ 

T2：是啊是啊，沒錯。 

T4：所以說課本把因數倍數擺在五年級教，是因為我們在教的時候都是

在教因數、倍數這兩個名詞，那為什麼我們在上的時候會覺得沒有

問題，當我們在中年級的時候，我們把他們乘法的部分變得很流暢，

像是在講到幾個幾、幾的幾倍的時候，就像剛剛講的「哪兩個數相

乘可以得到 24？」、「哪兩個數相乘可以得到 42？」，這個時候就讓

學生寫下來。 

肆、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發現如文獻所言教師專業社群有效運作的內涵確實是教師間開始

讓共有、共享的價值與信念(DuFour et al., 2008; Hord, 1997; Huffman & Hipp, 

2003)，實際在社群中運作起來，也讓專業性的對話縱向溝通起來，再經過行

政全力支持與參與，一起和老師尋求學校改善(Morrissey, 2000)，讓老師慢慢

地習慣將參與討論成為自然且無壓力的社群討論活動，與 Hord (1997)所提出

教師專業社群順利發展應具備五個面向的想法幾乎不謀而合。 

從上述資料和社群實際運作，本研究認為： 

一、教師願意改變，也改變學生的學習：本研究合作之國小教師都非常的認

真，也很願意為提升學生學習而努力去做出改變，也同時改變了學生的學習

和看待老師教學的想法和態度。從下方成員教師在會議中的對話可以瞭解到

老師感受到師、生數學互動的正向改變，而且學生的態度也開始驅策著教師

必須改變在 Chauraya and Brodie (2017)也有相同的發現。 

T：…接下來也又用楊教授說的圓規下去操作，學生們也就更清楚了。然

後學生就覺得現在數學越上越好了，像我也有看學生他們分享了上

課之後的心得，也覺得很高興，我覺得他們在這堂課是很快樂的，

從有數學培龍和之前沒有數學培龍，上個學期還沒有這種感覺，可

是這學期很明顯的感受到了。雖然上教學演示課的時候會非常有壓

力，那種公開授課我們小朋友總是會對那堂課的教學內容特別有印

象。 

… 

T：而且要是我沒有備課很詳細的話，我們班都會說老師不是很認真，他

們還說老師講話的語氣也會不一樣，所以我覺得我們班一直在進步

當中，像是這一次的朗讀我看我們班表現我也很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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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實務豐富數學科輔導員的參與，引發更多討論與共鳴：自從教學實

務數學科輔導員參與本研究計畫，研究者發現他的實務觀點更能夠引發成員

教師討論和共鳴，讓原本在學生數概念錯誤類型討論和鷹架引導外，更加入

教學活動的安排與設計，是讓社群運作更成功的因素之一。 

三、教學活動為主軸，更能聚焦成員教師討論和表徵的使用：研究者發現成

員教師對於學科內容知識(content knowledge, CK)通常沒有問題，比較有問題

及感興趣的是如何安排有效教學活動來讓學生可以參與、操作以學得相關的

數概念。從前述表 5 可以發現，教學活動中也多會討論數學表徵的使用，讓

學生可以藉由這些溝通工具學得更好。Chauraya and Brodie (2017)也發現教師

數學教學會有多元性呈現。另外，直接有用的教學活動策略，可以引發成員

教師更多討論與共鳴，教師自己潛移默化中當要進行教學演示時會研發符合

自己教學需求的教學活動。 

四、教師更注意學生錯誤類型與對應之補救教學活動：教師專業社群運作應

該聚焦學生學習(DuFour, 2004)，以能夠協助學生學習得更好為主軸。本研究

之社群運作發現成員教師大都是以學生的解題活動之錯誤類型為起始點，點

燃數概念討論的火花，藉由在社群上討論以瞭解更多鷹架學生學習的想法，

或取得共識，尤其是對於家長或校外團體的反應能夠對自身本職學能更有自

信。Little & Horn(2007)也發現問題是學習機會的開端。 

五、行政支持和協同合作之教師團隊：本研究中校長和主任除要要務外，每

次都參與外，也排課配合社群運作，提供完全的支持，14 次活動中主任有參

與 10次，校長 9次。Roberts and Pruitt (2009)認為領導者應該提供真心的支持，

可以加深成員間的關係，減少教師孤立感。本研究發現當行政人員加入群組

一起討論、分享、設計教學活動，整體氣氛變成更自然，研究者感受到老師

真的變成自動參與，願意一起合作，提升學生學習，不同年級的老師開始注

意彼此之間課程的關係和連結。 

六、學生的成績與態度確有改善：從表 3 和圖 2 可以發現，學生的學習有所

改善，尤其是中、高年級在補救通過率和全班答對題數上都有明顯的增加。

這讓參與的教師都相當的高興，其實這也是教師持續努力的成果，未來本研

究將有分析更多證據，瞭解學生在數學溝通、發表、表徵的使用等質性表現

上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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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感謝科技部「有效數學教學之專業學習社群深耕計畫：師生有感、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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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eacher's  Shifts  and  Students'  Learning  from 
Mathematic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Taking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Nantou as an Example 
 

Jinn‐Min Yang1    Ya‐Lan Huang2 
1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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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ducation 
 
Abstract 

The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  is an effective  teacher professional 
growth  framework  under  the  concepts  of  teaching  sharing,  collaboration  and 
professional  support.  It  is also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er teaching and student learning through 
the  operation  of  the mathematic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and  finds  the 
effective composition model of the teacher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  learning.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support  and 
participation of school administration, as well as  the participation of  teachers with 
rich  mathematics  teaching  practices,  is  an  effective  model  for  the  successful 
opera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At the same time, from the 
results of  taking  two exams on Project  for  Implementation of Remedial  Instruction 
Technology‐based Testing system, established by the K‐12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the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s have also improved. 

 

Key words: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teacher empowerment, mathematics 
instruction, mathematics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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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資優生對百分率計算式關係性理解之研究 

 

方盈云 1 、劉祥通 2 

1 國立嘉義大學數學教育研究所 anayingyun@gmail.com 
2 國立嘉義大學數學教育研究所 shiangtungliu@gmail.com 

 

摘要 

 數學知識分成程序性知識與概念性知識，關係性的理解是程序性知識與概

念性知識連結的結果，此連結的過程要透過觀察與辨識與反思的活動，所以關係

性的理解可以說是數學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百分率單元是學生學習分數與小數

的進階單元，尤其是基準量改變與基準量未知的問題特別困難。有一位六年級的

男性資優生，在資優資源班就讀，雖提早入學，卻有很好的學業成就，因此本研

究想探討他在面對百分率難題上的關係性理解。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研究者設計有別於課本、參考書的非例行性題目的

工作單。工作單是基準量未知基礎題、基準量改變基礎題，與基準量未知進階題

共三大題，每一大題有 3 小題分別為：針對計算式作圖以表示數字間的關係，寫

出計算式的數學意義，針對計算式編擬對應的文字題。 

研究發現：1.個案在回答計算式的數學意義時，雖不擅長使用數學語言解釋

數學意義；2.從編擬文字題表現來看，在計算式與數學文字題的連結也不夠緊密；

3.但從作圖題可以看出個案能畫出數字之間的倍數關係。再考量訪談的證據，綜

合來說，個案已經掌握計算式的關係性理解。 

關鍵字：百分率問題、資優生、關係性理解、擬題 

 

壹、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解數學問題時，需要利用對於數學的先備知識，擬定出策略才能進行解題，

理解是數學學習中面對問題解決的第一步。透過對於數學結構之間的關係性理解，

能將抽象的數學知識，活用於廣大的面向與深刻的應用層級(教育部，2016)。百

分率單元是學生學習分數與小數的進階單元，尤其是基準量改變與基準量未知的

問題特別困難。百分率在生活中的應用甚廣，例如在新聞報導中時常提到的選舉

時投票率 70%；濃度 30%的 500ml 罐裝果汁；在銀行存款利率 1.5%，甚是百貨

公司週年慶時的廣告標語商品全面 50% off，結帳時再 9 折等等，這些都是生活

中常見使用百分率的例子。根據國內文獻研究學童對於百分率有相對較高的答對

率，但是否表示學生真正理解的百分率概念是值得關注，再者，在國內數學的相

關研究中，很少針對國小學生的百分率理解進行研究。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將

藉由研究者所設計的百分率問題，探討國小資優學童對於百分率的關係性理解。 

二、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本研究目的主要是，藉由研究者所設計的百分率計算式工作單，分析國小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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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資優生百分率的數學理解，由抽象的計算式以具體的圖像表徵呈現；透過先

備經驗的乘除互逆、倍數概念，解釋的計算式數學意義；以及結合具體圖像、解

釋計算式的數學意義，結合編擬文字題題表現。並進一步深入了解學童對於百分

率的關係性理解，從中找出其解題的思維脈絡，期許研究結果能夠做為往後百分

率單元的教學與相關教材編寫的參考。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為了探討資優生百分率計算式的關係性理解，本研究問

題訂定如下: 

一、 透過國小五年級資優生對於百分率計算式的圖像表徵能力、數學意義與編

擬文字題的表現，探討學生在百分率的關係性理解為何？ 

貳、文獻探討 

本章為配合本研究的目的，將相關文獻進一步分析整理，以作為研究理論

的基礎。文獻分成四部分，「數學理解」、「數學擬題」、「資優生的學習特質」、「小

學百分率相關單元的教材分析」，分別敘述如下： 

一、 數學理解 

Pirie(1988)認為理解是一種具整體性且動態性的發展過程。Sierpinska(1994)

提出理解也可以是一個的真實 (actual)或潛在 (potential)的心理經驗 (mental 

experience)。舉例來說，一個理解百分率的人，會了解定價價 100 元打 5 折為售

價，意思售價是原價的一半，或是說他可以計算出定價為 100 元時，售價等於

100 50%=50。 

而 Skemp(1976)將數學理解分為兩大類： 

(一) 工具性理解(Instrumental understanding)： 

所謂工具性理解是指了解一個符號代表的具體物或是一個規則所指的每一

個步驟，以及如何活用符號與其規則，舉例來說，學生在學習面積長方形公式

「A=L B」的意義，透過老師解釋公式「A 是面積，將長與寬相乘就可以得到」，

在學生理解了這個面積公式的意義後，接著做一系列類似的練習題問題的變化，

當學生已經完全掌握這個公式類似的情況，知道利用除法、顛倒相乘或是移項等

方式求得答案，這都是屬於工具性理解，幫助數學程序性知識的建立。 

(二) 關係性理解(Relational understanding)： 

關係性理解是對於了解符號和具體物連結，以及規則本身有效性的邏輯。

Skemp(1976)認為關係性理解是數學知識學習的重要目的，並提出了關係性理解

的 4 個優勢分別為：更有益於學習者解決新的問題；簡化數學公式的記憶、本

身就是一個數學學習的目的、有助於形成完整的知識結構。數學知識分成程序性

知識與概念性知識，關係性的理解是程序性知識與概念性知識連結的結果，此連

結的過程要透過觀察與辨識與反思的活動，所以關係性的理解可以說是數學教育

的重要目標之一。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除了多練習計算外，更應該注重於學生對於知識的

關係性理解，透過關係性理解將數學知識層層堆疊，更能幫助學生易於進入下一

個學習階段，也提升學生在學習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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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Connections Leading to Relational Understanding (Cathcart, Pothier, Vance, 

與 Bezuk, 2016). 

 

二、 數學擬題 

在近代，數學課程和創新教學的文獻中，擬題開始受到越來越多的關注，研

究者為了深入了解數學擬題的意涵，本節分為三部分，分析文獻中數學解題的定

義、數學擬題的定義，再探究數學擬題與數學解題之間的關係。現今關於學校數

學改革的建議，強調數學擬題的重要作用(Silver, 2015)。Brown 與 Walter (1983)

對於數學問題看法，並不是在於測驗數學程序性的計算能力，而是一種具有創造

性的精神；正如 Polya(1954)解題的第四階段，回顧(look back)數學問題的解決方

案的價值。 

Belfield(1888)曾描述數學擬題就是「讓學生由抽象的範例，改變成為一個具

體化的題目」。Silver(1994)將擬題給予兩種意涵，「由給予的情境衍生新的問題

(the generation of new problems)」與「由給定的問題再重構成新問題 (the 

reformulation of given problems ) 」，簡單來說，擬題是依據個人經驗、情境，或

是給定的題目，去創造一個新的問題。梁淑坤(1994)提出，擬題就是數學知識與

生活經驗的連結，並將既有的情境、人物、事件、數字、圖形、表格等建立關係，

擬題者負責組織關係擬出一個新題目。Stoyanova(1996)認為擬題的定義在於，以

個人數學經驗為基礎，理解情境的意義並賦予自己的解釋，依此建構成有意義的

數學題目。舉例來說，給予一個算式「3+5=8」，學生可以賦予算式一個模擬情

境，舉出「妹妹有 3 顆糖果，再去買 5 顆糖果，請問一共有幾顆糖果？」這樣的

數學文字題，稱之為擬題。 

三、資優生的學習特質 

資優生有許多優於一般生的認知特質，而Krutetskii(1976) 認為數學資優的

學習特質有以下四點： 

1. 靈活性(flexibility)：在處理數學題目資訊的過程中，透過反向思考(reverse 

train of thought)達到快速重新建構的能力。 

2. 壓縮(curtailment)：透過簡化(curtail)數學的過程，力求清晰(clarity)、簡潔

(simplicity, economy)且合理的解法。 

3. 邏輯思維(logical thought)： 會出現在數量(quantitative)和空間(spatial)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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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字和字母符號的範圍內的邏輯思維。 

4. 形式一般化(formalization)：包含快速的1.掌握(grasping)數學問結構，2.洞察

(perception)數學材料，具備這兩種能力，找到廣泛概括其中的數學材料、關

係與方法，稱之為形式一般化。 

資優生的學習特質，讓資優生大致展現出較成熟的人格、強烈的學習動機、廣泛

的學習性向與興趣、獨立的工作傾向、熱誠的追求知識、敏銳的直覺領悟等學習

特性(蔣家唐，1994)。 

四、小學百分率相關單元的教材分析 

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比率以的方式表現兩數量之間的關係，而百分率是最常

見的一種表現比率的方式之一，例如；降雨率 50%、投票率 80%、命中率 35%

等等，幫助了解比率數據的大小與量感。 

研究者將南一書局五下與六下數學課本(2017)內容，分為三個面向分析：圖

像表徵、數學意義、結合情境問題(應用問題)三個面向，進行分析。 

(一) 圖像表徵 

研究者分析南一課本發現，五年級百分率單元只有在練習題出現，以面積

形式的圖像表徵，考驗學生分數與百分率的轉換關係。在課本內容沒有使用圖像

表徵方式表徵百分率意義，研究者認為可以圖形表徵的方式，例如百方格，幫助

學生了解百分率的意義與量感的學習。 

百分率是比較量除以整體量的概念，教科書安排在六年級時學習「基準量與

比較量」關係。在南一課本中，多以「數線方式」表徵兩者之間的關係。而在數

學教用課本中，提供教師對於百分率圖像表徵的意義。研究者認為，教師應多鼓

勵學生在解基準量與比較量題目時，能多以畫圖方式表徵，幫助理解題意，便於

解題時擬出解題計畫進行解題。 

(二) 數學意義 

南一課本(2017)五年級百分率的課程內容中，首先介紹百分率的符號，例如

「35%，表示將全部平分為 100 份，其中的 35 份就是 35%，讀作百分之三十五」；

再從情境問題，介紹百分率的乘法意義。 

在六年級基準量與比較量單元，進行關於百分率廣泛應用的介紹。在教材上

的安排，採用圖文並用的方式，列出計算式，除了圖像表徵外，加上文字敘述的

方式說明計算式的意義，讓學生更容易將程序性知識與概念性知識連結，達到有

意義的學習。 

(三) 應用問題 

靈活使用百分率概念是五年級學習此單元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南一，2017)。

研究者發現，課本內容多以國小學生經驗出發，舉出近視率、投籃命中率、飲料

濃度等情境問題，引起學生學習動機外，更容易將百分率概念與真實世界連結，

特別的是在買賣情境提到的「打 1 折」、「20 off」、「四成五」等，這樣的數學語

言與真實世界連結更為明顯。 

綜合以上，研究者希望透過「圖像表徵、數學意義、編擬文字題」三部分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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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學生在在百分率單元的關係性理解。 

參、研究設計 

研究者將研究設計分為：研究方法、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

蒐集、資料分析共六個部分，依序說明如下：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討國小資優生學童在百分率計算式的關係性理解，採質性研究中的

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 method)。研究者確定研究對象後，在同一時間點以自編工

作單進行施測，觀察(observation) 研究對象的紙本資料，透過圖象表徵、計算式

的數學意義，分析學生對於百分率乘除法的關係性理解，並以編擬文字題表現(計

算式情境化)了解學生將數學概念與真實世界的連結，做為後續教學與課程設計

的參考。研究者參考國內外相關文獻以及各版本教科書的學習單，進一步編製「百

分率問題工作單」。 

二、 研究架構 

本研究參考國內外百分率相關文獻，自行設計「百分率計算式工作單」。工

作單內容以百分率乘除法計算式，學生須圖像表徵、計算式的數學意義，並編擬

出一個數學情境題(計算式情境化)，研究者於工作單施測完成後，初步整理各題

目的回答率，與學生答案的類型進行分析。本文擬從材料語言(學生圖像表徵)、

數學語言(計算式的數學意義)、情境語言(編擬文字題)來看個案的概念性知識，

並從概念性知識與計算式 (程序性知識) 的連結，判斷個案的關係性理解(如圖

2)。 

 

 圖 2  研究架構圖 

 

三、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是經過彰化縣政府主辦，彰化縣各國小資優班承辦，依據特殊教

育法及其施行細則、身心障礙及資賦優異學生鑑定辦法，以及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與國立台中教育大學指導，甄選出符合以下資格之資優生。是就讀彰化縣木木國

小(化名)一位六年級的男性資優生，在資優資源班就讀，雖提早入學，卻有很好

的學業成就。透過老師描述，該生在文字與溝通上擁有良好的表達能力，研究者

認為該生適合做為「百分率問題工作單」施測的對象。 

四、 研究工具 

研究者設計有別於課本、參考書的非例行性題目的工作單。工作單是基準量

未知基礎題、基準量改變基礎題，與基準量未知進階題共三大題，每一大題有 3

小題分別為：針對計算式作圖以表示數字間的關係，寫出計算式的數學意義，針

對計算式編擬對應的文字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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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資料蒐集 

本研究的資料來源，主要是學生填寫在「百分率問題工作單」三個面部分：

圖像表徵、計算式意義化與編擬文字題的回答記錄，透過研究者的初步統整、分

析後，作為研究結果的資料來源。 

六、 資料分析 

依據蒐集研究者設計的「百分率問題工作單」上的圖像表徵、數學意義與編

擬文字題三部分的回答記錄，檢視學生的回答記錄，針對工作單上的每一個題目，

分析、整理學生答案的類型，將之針對透過圖像表徵、計算式的數學意義以及編

擬文字題進行分析，探討學生在百分率單元的關係性理解。 

肆、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礙於篇幅，研究者針對第二題-基準量改變進行詳細分析： 

題目 2-1 請你畫出「640、640 125%與□」三者的關係圖 

圖 3 個案小翔在題目 2-1 的作答 

作答初步分析：個案作圖表現不錯，但是不夠精確。 

    個案作圖清楚，線段上的標示也是明確的，看得出個案有察覺基準量的轉換。

在第二條線段上所標示的 75%，計算後 640 125%的 75%=600，是比 640 小，大

約是 0.9375 倍，但是個案作圖誤差大，研究認為這是值得訪談的部分，探討個

案是否是隨意標示。 

 

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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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01T：接下來來看第二題囉。請你告訴老師，這題你是怎麼畫圖的？ 

…. 

02107T：你可以計算□為多少嗎？ 

02108S：640 125%的 75%=600。 

02109T：600 是 640 的幾倍？ 

02110S：0.9375 倍 

02111T：你畫的圖準確嗎？ 

02112S：我畫的不夠好…..差太遠了。 

訪談分析：透過訪談讓個案能解了解自己作圖的誤差。 

 根據個案的作圖表現，請他依據自己畫圖的順序，再說明所畫的線段代表的

意義，尤其描述線段上的數字時，能清楚不同的基準量代表的意義，如個案所述：

「接著是我畫第二條數線跟第一條數線一樣長，因為是 640 乘以 125%的長度，

所以題目再乘以 75%，大概是四分之三，比原本的 640 還要少。」(行號 02104S)。。

研究者認為，個案察覺基準量的轉換。 

 

題目 2-2 請你解釋算式「640 125% 75%=□」的數學意義 

圖 4 個案學生小翔在題目 2-2 的作答 

作答初步分析：個案能將百分率轉換為小數，個案具有熟練的程序性知識。 

    透過個案的作答，看出個案具有將百分率轉換為小數的程序性知識，也回答

出基準量的轉變。研究者想藉由訪談，了解個案是否能說出計算式的倍數關係。 

 

訪談內容： 

02201T：請你說看看，第二題的數學意義是什麼？這兩句話有什麼關聯？ 

02202S：跟剛剛第一題的一樣，可以先做計算，我把 125%跟 75%先換成 1.25 跟

0.75。所以乘法不是加法，所以不會變回原本的 100%。 

訪談後分析：個案在回答計算式的數學意義時，以計算過程表示 

 個案認為「數學意義」指的是計算的過程，也看出他運用計算式在百分率轉

換小數的程序性知識是相當熟練，個案也說出「…把 125%跟 75%先換成 1.25 跟

0.75。所以乘法不是加法，所以不會變回原本的 100%」(行號 02202S)，能說明

基準量連乘會改變基準量，得到的答案比原本的基準量小，但是無法清楚表達出

計算式乘法後的「倍數」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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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2-3 請你根據算式「640 125% 75%=□」，編寫一個符合既算式且在生活奇

境中合理的的數學文字題。 

圖 4-6 個案學生小翔在題目 2-3 的作答 

 

作答初步分析： 

    根據個案的擬題表現，研究者發現個案在第一行說「…學校總人數…」，第

二行提到「…全校…」，最後問「…學校共有….」，研究者想透過訪談，讓個案

解釋這三個「用詞」之間的關係。 

 

訪談內容： 

02301T：請你告訴老師，你怎麼確定你編擬的文字題是符合算式的？ 

02302S：全部的學生是 640 人啊，新生人數是學校的 25%，所以這邊就是 640

乘以 125%；有新生就有畢業生，畢業生人數 25%，所以是全校人數乘

以 75%。 

02303T：一開始的全校總人數是 640 人，第二行中間的「全校」也是指的是全

部 640 人嗎？ 

02304S：不是耶，是原本學校的再加上新生進來的之後的總人數。 

02305T：這樣啊，這樣的題目應該可以再修飾一下，像是上學期、新學期來修

飾成更通順更具有說服性？ 

02306S：好啊，老師這一題我想要重寫一次。 

02307T：好啊，沒問題。 

訪談後分析：個案在計算式與數學文字題的連結不夠緊密 

根據前面兩題表現，研究者認為個案有查覺到基準量的轉變與數字三者之間

的關係，但是在無法清楚地在編擬文字題時表達每一個數字在生活情境中的意義，

例如研究者問：「一開始的全校總人數是 640 人，第二行中間的「全校」也是指

的是全部 640 人嗎？」(行號 02303T)，他回答：「不是耶，是原本學校的再加上

新生進來的之後的總人數。」(行號 02304S)。研究者建議個案以「新舊學期」區

分，使題意更具說服力(行號 02305T)。研究者認為，個案在計算式與文字題的連

結不夠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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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與建議 

一、 結論 

研究者根據以上分析結果，分為以下三點結論： 

(一) 從作圖題可以看出個案能畫出三者數字之間的倍數關係。 

 根據個案的作圖表現得知，個案除了察覺基準量的轉變，透過個案在數線

上的數字的標記及研究者的訪談，可以知道個案了解計算式數字這三者之間的倍

數關係。 

(二) 個案在回答計算式的數學意義時，不擅長使用數學語言解釋數學意義 

 個案認為「數學意義」指的是計算的過程，也看出他應用計算式在百分率

轉換小數的程序性知識技巧熟練；也從個案的訪談中得知，他有察覺基準量的轉

變，但是卻沒有說出算式之間的「倍數」關係。 

 

 

(三) 從編擬文字題表現來看，在計算式與數學文字題的連結不夠緊密 

 根據前面兩題表現，研究者認為個案有查覺到基準量的轉變，也清楚數字

的關係，但是在無法清楚地在編擬文字題時表達每一個數字在生活情境中的意義，

再考量訪談的證據，研究者認為，個案已經掌握計算式的關係性理解。 

 

二、 建議 

透過教師的引導，幫助學生在概念性知識與程序性知識的連結。 

 在訪談的過程中，個案多半以「解題」當成是數學意義的表達方式，但是透

過研究者的鷹架引導，讓個案說出算式的意義；藉由編擬文字題的方式，讓學生

藉由反思，也幫助建立學生在概念性知識與程序性知識的兩者的連結，達到數學

學習的目的。研究者建議，在數學教學的過程中，教師可以藉由圖像搭配數學語

言解釋說明數學算式，多給予生活情情境中例子，幫助學生理解運用達到有效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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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l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a gifted case on the Task of Percentage 

Sentences 

 

Fang Ying-yun1, Shiangtung Liu2 

12Graduate Institute of Math & Science Education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Summary 

Mathematical knowledge is divided into procedural knowledge and conceptual 

knowledge. Relational understanding is the result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rocedural knowledge and conceptual knowledge. The process of this connection is 

through observ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and reflection activities, so relational 

understanding can be said to be mathematics. One of the important goals of education. 

The percentage unit is an advanced unit for student learning scores and decimals, 

especially the problem of baseline change and baseline quantity being unknown. 

There is a sixth-grade male gifted student who is studying in a gifted resource class. 

Although he has early entry, he has good academic achievements. Therefore, this 

study wants to explore his relationship understanding in the face of the percentage 

problem. 

This study uses a case study method. Researchers design worksheet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non-routine topics in textbooks and reference books. The work order is 

the basic question of the baseline quantity unknown, the base quantity change basic 

question, and the three basic questions of the baseline quantity unknown advanced 

question. Each big question has 3 small questions: for the calculation type to repres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umbers, Write the mathematical meaning of the calculation 

formula, and compile the corresponding text problem for the calculation formula. 

The study found that: 1. When answering the mathematical meaning of the 

formula, the case is not good at using mathematical language to explain the meaning 

of mathematics; 2. From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mpiled tex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formula and the mathematical problem is not close enough; However,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drawing problem that the case can draw a multiple relationship 

between numbers. After considering the evidence of the interview, in general, the case 

has mastered the rel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alculation. 

Keywords: percentage question, gifted students, relationship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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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融教育融入國中八年級數學領域學習成效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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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金融教育融入國中八年級數學領域的學習成效，採用準實驗

研究法，針對臺北市某國中八年級的兩個普通班學生，分為實驗組 26 人與控制

組 28 人，進行共四個數學主題，四堂課的教學觀察。實驗組學生將金融概念融

入數學課程，控制組學生則分別進行講述式數學課程與講述金融教育課程，試圖

了解兩組學生在參與數學與金融教學前後，其數學學習表現、動機與興趣的改變，

並依據「金融理財知識與數學學習表現、動機、興趣問卷」之前後測得分進行統

計分析，學生課程回饋單加上學生訪談進行質性資料收集與文件分析。 

 
關鍵字：金融教育、數學學習、數學學習態度 

 

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金融教育應被視為一個終身的、進行的、持續的過程（朱清宏，2009），尤

其是 2008 年金融海嘯事件的發生，更顯示民眾須有正確的金融知識，才能確實

保障自身的權益，否則萬一再發生和自己自身相關的理財問題，將會使自己的生

活陷入難以想像的危機。 

工商時報報導（林國賓，2018）：全球金融素養中心（Global Financial Literacy 

Excellence Center）學術總監路莎蒂（Annamaria Lusardi）指出，個人理財課程對

學生至關重要，尤其是美國學生貸款餘額已飆升至 1.48兆美元的空前新高。Cole, 

S., Paulson, A., & Shastry, G. K.（2016）所作的一項研究發現，在訓練學生參與金

融市場、進行投資、管理信用與避免破產等方面，上數學課實際上反而更具成效。

儘管如此，提早讓學生上個人理財課程至少有益無害，這也是所有人的共識。美

國聯準會 Fed(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簡稱 Fed）2014年公布的研究報告指出，

有接受過個人金融教育課程學生的信用分數，往往比沒上過相關課程的學生多出

7到 29分（Lusardi, A., & Mitchell, O. S.，2014）。經濟教育協會的 Nan J. Morrison

（2018）說，數學課程只有在結合個人理財後才會比較有效果，「這才會讓數學

變得比較真實，畢竟每個學生都對金錢有興趣。」在提升學生金融素養方面，家

長應該扮演更積極的角色，比如說家長可以向學校要求將個人理財融入課程之中，

同時主張金融素養與文學和地理一樣應列為必修，而不是選修或課後輔導。但是，

普信集團（T. Rowe Price，2018）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美國有高達 7成的家長

不願與小孩討論有關金錢的問題。 

由其中可知，理財教育的學習，若能結合數學課程的一部份來加以融入，將

能使學生大大增強理財教育的學習效果，也能使課堂中的數學加入更多符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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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的例子，使數學教學更具活力，讓學生更能感覺學以致用。 

研究者認為，在全球化的情況下，數學學習方面，學生在學校所學習的知識，

已無法應付現今隨時在轉變的社會，腦中空有再多知識，無法將其應用也只是枉

然。我們應該多讓學生學習「帶著走的能力」，以因應這個資訊爆炸的社會，身

邊隨時可能出現的問題。數學的學習，是一門訓練邏輯思考的科目，在學校的課

程中，藉由將生活中的情境抽象化，抽取出基本的元素、概念，再用題目來將這

些概念作應用練習，來學習數學。但是，在 2015年 TIMSS（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國際數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調查）參與評比的 39

個國家中，台灣的八年級學生，成就評量排名第 3。但是，以學生觀點看學習數

學的價值卻是最後 1名（張俊彥、李哲迪、任宗浩、林碧珍、張美玉、曹博盛、

楊文金、張瑋寧，2018）。而在 2012年 PISA（Prom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評量，台灣數學素養排名第 4，受測學生中，雖有 37.2%達高標，

但卻有高達 12.8%落在低標區（教育部，2013）。《親子天下》何琦瑜、賓靜蓀、

張瀞文（2012）提到，在《親子天下》公佈的「國中生學習力大調查」，調查報

告呈現出台灣學生跟日本一樣，也一步一步地從學習中逃走了。多數國中生的學

習被「考試」驅動，如果不考試，會主動讀書的學生低於 3成，而且越高年級學

習意願越低，其中最被學生討厭的科目就是數學。有 48.3%，將近一半的學生，

不只是不喜歡，而是討厭數學。國中學生在學校拼命練習著無用的算式、觀念，

遲早會認為這些學習對自己的人生沒多大用處，接著便進入放棄數學學習，甚至

放棄被學校教育的機會。 

所以研究者便思索，若能將數學學習以真實生活的情境來融入與包裝，使學

習數學就像學習解決生活中時常出現的問題一般，使學生上課時能與課程帶領者

有更多互動，透過此互動能夠促進學習者主動學習、建構知識、以及進行較深層

的認知處裡，能讓學習更加有效率與印象深刻，生活更加有趣、有意義，那麼才

是有意義的學習。 

國外學者  Jankowska、Gajda 與  Karwowski（2015）指出為了適應現實環境

的變化與可能面臨的未來挑戰，教育者必須設計可以提升創意思考與連結社會關

係領域的課程，尤其是尊重不同領域的敏感度。如果我們能及早培養學生正確的

金融知識與理財觀念，，讓學生理財的需求能得到滿足，理財的素養能足夠，孩

子便能擁有未來所需具備的理財基本常識。近年來，各國的金融學者也認為在

21 世紀，金融知識已經開始變成一個新的民權課題，將受到大家的關注。故青

年學子在求學期間，已展現對金融理財知識方面的需求；數學上的學習，孩子卻

總是缺乏興趣與動機來學習，故研究者便思索結合金融教育情境的數學問題，是

否能使孩子得到更貼近生活的學習，探討在此情境下的數學學習，是否能使孩子

學習到能受用一輩子的問題解決能力。 

 
二、研究目的 

(一)瞭解金融教育融入國中八年級數學課程對提升數學興趣之成效。 

(二)瞭解金融教育融入國中八年級數學課程實施的困難與可能性。 

(三)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作為改進國中學生數學學習之參考。 

貳、文獻探討 

一、金融教育的意涵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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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所從事的一個理財教育的國際研究報告中則對理財教育本

身訂定了更廣泛且完整的定義：「理財教育是一種過程，藉由此過程理財的消費

者/投資者增進他們對理財商品概念的理解，透過資訊、教學與客觀的忠告，發

展出技能與信心，更能察覺到理財的風險與機會，知道到哪裡尋求協助，以及採

取其他實際的行動以增進他們理財的福祉。」（引自黃美筠，2008）根據以上定

義的內容，OECD將理財教育的內容區分成三個主要的面向： 

(一) 資訊（information）：包括提供消費者事實、資料與特定的知識使他們

能察覺到理財的機會、選擇與後果。 

(二) 教學（instruction）：包括透過提供訓練與指導，確定個人能獲得技能與

能力以理解理財的術語概念。 

(三) 忠告（advice）：包括提供消費者對一般理財的議題與商品的建議，以便

他們能將他們所接受的理財資訊與教學做最好的使用。（OECD, 2005） 

對於中學階段的學生，應結合青少年即將逐步接觸社會生活的特點，重點培

養其財務管理能力，使其樹立正確的金融消費、理財投資和風險防範意識；而在

大學階段，應將金融理財課程納入必修的公共科目，培養學生建立相對完整的金

融知識體系，形成科學的金融理念。同時，針對我國國民理財投資知識和風險意

識都稍嫌薄弱的問題，在發展國民金融理財教育時，應結合現實典型案例，注重

講解在投資和風險知識上面，使國民更能深深體會到理財教育對於其本身的重要

性。（白鶴祥，2017） 

二、我國理財教育發展歷程 

        OECD（2005）之研究報告中指出理財教育應被視為是個終身、持續並且不

斷的過程，且認為理財教育的課程應該要能符合主要目標群的需求與金融知識水

準，此報告結論提供多樣的理財教育措施以及規畫，以期各國能夠積極落實推動

理財教育。 

        我國政府於  2004年成立金管會，綜理金融市場及金融服務業的發展、監督、

管理及檢查業務，以建立公平、健康、能獲利的金融環境，全面提升金融業競爭

力。其施政四大主軸：維持金融穩定、落實金融改革、協助產業發展及加強消費

者與投資人保護與金融教育（金管會，2015）。2009年金管會與教育部推動理財

教育學科化引起各界廣泛爭論，郭迺鋒與黃麗婷（2009）認為理財的重點應該是

潛移默化讓學生建立理財儲蓄的態度，自然而然留意理財投資的訊息並產生關注

興趣，也就是「理財素養」的培育過程，如果流於學科化、考試科目，反倒讓教

育部與金管會原本的美意扭曲，成為一種 「考試太多，學習太少」的形式意義。

台灣社會目前缺乏的是「理財素養」的養成，這並不是靠考試的手段就可以達成

的。理財教育被納入「加強消費者與投資人保護與金融教育」的工作目標內，其

具體作法包括：加強金融知識推廣、建立金融訊息資訊庫、深化校園金融知識以

及結合媒體等，以期提升民眾基本金融知識及建立正確投資理財觀念與素養，同

時保障民眾自身權益（金管會，2004）。故金管會成立後除協助金融產業發展外，

亦積極推動金融知識普及工作，2005年報行政院院會通過「金融知識普及計畫」，

透過跨部會合作，全面推動普及金融知識，並擬定往後三年一期的推動計畫以具

體落實推動工作（朱清宏，2009）。在第一期（95 年‐97 年）推動計畫綱領明確

訂定：「金融知識納入國中小學及高中輔助教材，做好往下紮根工作，深化校園

金融知識」，所運用的具體策略及管道為「透過各級學校各種活動推廣金融知識，

將金融知識納入各級學校課程」（金管會，2006；引自朱清宏，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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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數學素養的涵義 

數學被廣泛的應用在各種日常生活的需求、自然奧秘的探究、社會現象的解

讀、財經問題的剖析、與科技發展的支柱等方面，這些看似複雜的應用科學領域，

經過數學的總體分析，總是可以發現其深處不變的規律。面對現實問題，可以把

學過的知識和能力使用出來。也就是說，學很多數學、做很多題目，並不等於能

夠在生活中用出來，也就是不等於素養高（陳雅慧，2012）。我國傳統學校教育

一直以來相當重視「知識」的重要性，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改革則進一步強

調「能力」的重要性，而未來中小學的課程改革，則更重視「素養」的重要性（吳

清山，2011）。研究者認為素養不只是指成就，而是一個人在面對各種複雜多變

的情境和實際問題時，能夠靈活運用其學校所學知識，抱持主動積極的態度與多

元開放的精神，能整合各種相關資訊，發揮思辨、統整、溝通能力與創意來解決

問題的能力。學會了動作，知道如何使用，叫做技術；學會了知識，知道如何使

用，則是素養。素養強調在實際情境中的學習，在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總綱中提到（教育部，2016），數學在實際應用的例子甚多，例如：比例可用於

各種錢幣的兌換及各種溶液百分濃度的稀釋；利用質數的性質發展出來的加密系

統，能夠大幅提高資訊傳輸的安全；利用正整數的數列排序來完成各種進位制，

可以使用在特別以幾個數為進位的情境；指數定律用來協助計算銀行利息的複利、

闡明生物成長的速度、計算周期元素的半衰期等；三角除了在測量上的應用，三

角函數更有助於描述各種波（如聲波、光波、水波）的研究；統計用於對未知世

界的預測以及分析大數據等等。數學應用既是跨領域的，其教學也宜重視跨領域

的統整。 

PISA  定義的數學素養  (mathematical  literacy)  為個人有能力  (capacity)  在

多樣的情境中去形成、應用與詮釋數學，這包括了數學化推理與使用數學概念、

程序、事實與工具來描述、解釋與預測現象。數學素養能幫助個人認知到數學在

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促成建設性、積極參與以及能反思的公民所需之有憑有據

的判斷與決策  (OECD，2013，p.17)。 

李國偉、黃文璋、楊德清與劉柏宏（2013）綜合國內外文獻，定義數學素養

的內涵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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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四、小結 

故研究者綜合以上搜集到的文獻資料，去思索現在的青年學子為了未來生活

與就業所需，到底應該具備怎麼樣的能力。從小老師告訴我們：數學是科學之母。

從當學生之後，在課堂中總有數學科這門必修課。但到底是經過怎麼樣的過程，

讓一個孩子從一開始每天開心當學生上學，到後面漸漸忘記學習數學的樂趣。面

對充滿未知的未來生活，升學考試的各種壓力，學習後得到的評量成績，變成是

一種獲得未來光明的代幣，成績越高，收集得才多，收集的數量多了，未來的生

活才能夠令人覺得有希望。但是，考試可不是人人都能 100分，每個人都有其適

合去發展的長處。在一個科目中，如果考試成績都不理想，很容易令人覺得洩氣，

覺得不想學習、上課，甚至思考。而對於平常學校正式課程中，非屬於單一領域

的理財教育課程，就算有提到，也很難有深入的探討與說明。學生在理財知識方

面的需求，在這個訊息只會傳遞得越來越快的社會，只會越來越高，需求量越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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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故研究者設計了這個「金融教育融入國中八年級數學領域」的課程，期待

能夠將其研究成果，貢獻於國內的學校學習，希望孩子能逐漸再度重視數學學習，

感受到它所帶給自己的邏輯思考訓練，也能將金融理財知識了解，來因應未來去

知道「要理財，才能讓財富理你。」的概念。 

參、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根據之前的研究目的及相關文獻探討，採用準實驗研究法為研究實施

方式，探討研究者修改金管會所設計之「個人理財國中篇」的理財教育課程，融

入國中八年級的數學概念教學方式，是否能有效提升國中八年級學生的數學表現、

動機與興趣。除透過量表施測外，並輔以質性的觀察與訪談，以得更深入的研究

結果。本章共分為五節，分別說明研究設計與架構、研究對象、研究流程與研究

工具、資料收集與分析。 

一、研究設計與架構 

研究者在實施數學學習的教學現場發現，學生對於數學學習興趣缺乏，是因

為數學概念的學習中，甚少能夠拿來解決生活上的實際問題。生活上需解決的常

見問題，也不用使用到很高深的數學。若能搭配頗有情境的學習環境，再加上滿

足學生對金融教育的需求的理財課程，來探討是否能夠使學生對於數學學習更加

感興趣，更加覺得學有所用，為其建立更有需求的學習動機。為了改善此問題，

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之不等組前後測設計，由研究者在進行發展「金融教育融入

數學課程」前，先施以「金融理財知識與數學學習表現、動機、興趣前測問卷」，

再於實驗組施以「金融教育融入數學課程」，探討「金融教育融入數學課程」方

案對國中八年級學童的數學學習表現、學習動機、學習興趣，為測試「金融教育

融入數學課程」的實驗教學活動，以「不同的理財教學融入課程方式於數學學習」

為自變項，以學生的「數學學習表現、動機、興趣」為依變項，並將教學者、學

習環境、教學時間及教學內容列為控制變項，教學內容為國中八年級數學學習領

域中「乘法公式」、「多項式的加減」、「一元二次方程式的應用問題」、「等差級數」

共四個單元，實驗教學時間共計四節（每節四十五分鐘）。為控制影響實驗結果

之其他因子，實驗組與控制組採用相同的課程教學內容、相同的教學時間，且均

由研究者本身擔任教學者。研究架構如圖  3‐1‐1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自變項 

---------------------------------- 

不同的理財教學融入課程方式 

於數學學習 

․金融教育融入數學課程 

․傳統講述的數學課程+金融教育課程 

依變項 

---------------- 

․數學學習表現 

․數學學習動機 

․數學學習興趣 

控制變項 

------------------

․教學者 

․學習環境 

․教學時間 

․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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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取樣對象採方便取樣，以研究者所任教的兩個八年級普通班學生為

主研究對象，稱為 A班與 B班，班級人數 A班為實驗組 26人、B班為控制組 28

人，男女人數 A班分別為女生 12 人、男生 14人，B班女生 13人、男生 15 人。

上課態度尚認真，雖本身的學習基礎尚可，但對於主要考科有著稍弱的學習動機。

學生的家庭社經背景以小康者居多，家庭功能齊全，學生家長對於孩子的學習非

常重視，總希望學生可以有更多成就、更多學習，目標前十志願的臺北市公立高

中。 

 
三、研究工具 

  （一）金融教育融入數學課程 

研究者將根據金管會編製的《個人理財—國中篇》教材，針對國中八年級數

學科單元特性，來修改設計其學習的單元，融入金融教育情境來發展出相關的理

財教育教學活動，金融教育主題分別為「正確的金錢價值觀」、「妥善的金錢管理」、

「學習做金錢規劃」、「正確使用銀行服務」、「具備風險管理概念」及「認識投資」

等六大主題，參考國內外探討金融教育與數學教育的文獻與理論，完成設計初稿

並與指導教授、及研究者國中數學領域老師所組成的教材諮詢小組一起討論，根

據大家的建議修改之，而後形成了「金融教育融入數學課程」教案。研究者設計

了四份金融教育融入數學課程的學習單，一份一節課，一節課 45 分鐘，總時數

為 180分鐘，數學單元與搭配的理財教育內容如表 3‐3‐1。 

表 3-3-1 金融教育融入數學課程單元與理財教育內容 

數學單元 金融教育主題 

第一節 乘法公式 金錢規劃：消費行為、儲蓄計畫 

第二節 多項式的加減 金錢規劃：記帳原則 

第三節 一元二次方程式 借貸與信用：借錢的原則與態度、信用及其價值 

第四節 等差級數 
風險與風險管理：風險管理的方法、保險的基本概

念、全民健保的重要性 

資料來源：研究者參考金管會《金融基礎教育-國中篇》編製與研究者自行整理 

 
（二）金融理財知識與數學學習表現、動機、興趣前測問卷 

本研究以自編的「國中學生金融理財知識與數學學習表現、動機、態度問卷」

為主要研究工具來進行本研究的資料收集，作為評定學生在數學學習效果的工具，

用以了解學生的數學學習表現、動機、態度在教學前、後的改變情形如何。問卷

內容包括「個人基本資料」、「數學學習表現」、「數學學習動機」、「數學學習態度」

四部份。 

肆、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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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對於能在金融教育的課程中結合數學單元的學習很感興趣 

        對於在金融理財的情境中，依然能有數學單元的觀念與題目在裡面，學生覺

得很驚奇，這特別的安排令人覺得很有意義，雖然參與的題型是算簡單的數學題

目，但是仍然包含著重要的概念。 

“我覺得這個數學與金融教育的結合課程很有趣，不僅讓我學會理財還讓我了

解數學的公式，真有意義，這種上課方式讓我更喜歡數學課，不會很複雜又

有深度。＂（AS03、AS10、AS13、AS15） 

“我覺得把日常生活的數學應用融入課程較平常乾燥無味的計算題，更能激發

學生對數學的興趣。（AS08、AS25）＂ 

 

二、學生對於理財知識的內容學習，在零用錢管理方面，有新一層的收獲 

        在理財知識本身學習的狀況，學生能夠認真投入，積極回應，從對零用錢的

使用幾乎就是想花就花，變成有分成需要與想要消費的時候，能夠規劃簡單的消

費計畫，也希望能夠持續地上金融理財課程，期待能再有新的收穫。 

    “原本我在一拿到零用錢就會認為「我的錢我自己決定」，不過都花在不應該

和不需要的東西上。現在，我學到在收到零用錢後，要先把一部分存起來，不要

一昧地買自己想要的東西。（AS12、AS13、AS15、AS16）＂ 

    “老師你讓我知道金錢能用什麼方法來管理我的金錢，也讓我知道金錢能用什

麼方式來用我們的金錢，希望老師能教我們更多的錢的使用方式。（AS19）＂ 

 

三、學生能了解將同類項合併的概念，用在記帳的分類上 

        在金融課程中，提到記帳的方法，是將不同性質的花費分門別類記錄，這個

概念跟多項式的加減法合併的概念是很有關聯的，而學生也能了解其性質，將其

使用在記帳的方法裡。課程中也說明記帳的重要性，能讓金錢的支出有所記錄，

使自己能檢視自己的消費，是否都有合乎需求，並非都是衝動購物。 

    “我沒有零用錢，但能配合一些情境、原理而學到更多關於數學的新知識，再

次謝謝老師今天上的課程。（AS05、AS08、AS14）＂ 

    “平時覺得記帳太麻煩因而忽略了它的重要性，透過這次的課程，看見了記帳

對我們的好處，不但可以幫助自己控制自己的積蓄，還可以檢視自己過去在哪方

面花的最多，並且改進。重點是現在科技發達，不一定要用紙筆記錄，直接用手

機 APP即可，方便又實用。（AS11、AS16、AS18）＂ 

 

四、學生能了解信用與金錢的管理，對於自己個人的意義 

        在理財與信用的課程，從數學題目中「修理手機」的情境裡提到了借錢的事

件，課程中也讓學生了解到借錢一事可能會影響的範圍，從個人金錢的使用觀念

到個人信用的維持，而學生也在個人信用的部份有了更深一層的體會，了解其都

有可能是數學方面的問題，也知道借錢給朋友所可能面臨的情境，最好要預測對

方可能會還不出錢、因羞愧而拒絕見面、反目成仇等都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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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信用很重要，如果自己沒有能力，就不要擅自借錢給別人，我們應該

當一個守信用的人，以免帶給別人困擾，也才不會讓自己的信用破產。（AS03、

AS06、AS09、AS10）＂ 

    “我對信用的重要非常能夠理解，因為我自己對爸媽已經快破產了，到這種地

步時，父母不會相信你任何的臨時狀況，如果要重建信用，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

（AS17、AS20、AS21、AS22）＂     

伍、結論 

        由質性資料可知，實驗組學生對於這樣在數學問題中的金融理財情境，能結

合生活常用的理財知識的特別課程很感興趣，無論是儲蓄、記帳、信用等議題，

學生都能夠從中學習到相關知識。雖然在數學上的回饋較少，但仍有學生對這部

份能有所理解，知道數學的邏輯解題其實在生活中的各個面向都會用到，使其對

於數學在生活中的實用性有所提升。而學生在實驗課程中學習到最多的，是接續

數學問題之後延續討論的金錢理財知識，從各個面向來了解理財帶給生活的重要

性，金錢的使用到個人信用的維持，都再次顯示學生對於金融理財知識上的缺乏

與需求，仍是需要持續被關注。若能在正式課程中，加入更多金融理財相關知識，

使學生滿足這方面的學習需求，有其必要。也因為在金融理財情境中把數學的問

題放在裡面，使學生對於數學的學習能更加重視，在學習動機上能有所提升，相

信有所幫助。期待數學的學習，能夠融入在更多孩子本身學習需求更高的情境，

讓孩子的數學學習更有動機與興趣，學習的效果也能更加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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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mainly  focus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financial  education  into  the 
mathematics  field  of  the  eighth  grade  mathematics  in  the  country.  It  uses  the 
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method  to  target  two ordinary  students  in  the eighth 
grade of a certain city  in Taipei. There are 26 students  in class A and 28 students  in 
class B. Four mathematics themes are taught in four lessons. Class A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integrated into the mathematics curriculum in the financial 
education, and students in the B group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ducted the Narrative 
Mathematics Course + Financial Education Course,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s 
in mathematics  learning performance, motivation, and  interes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tudents  before  and  after  participating  in  the  financial  education  teaching. 
Whether  it  i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students, and based on  the  "financial 
financial  knowledge  and  mathematics  learning  performance,  motivation,  interest 
questionnaire"  before  and  after  the  test  score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student 
curriculum feedback form plus student interviews for qualitative data collection and 
docum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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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活動本位課程提升高級中等學校籃球聯賽球員的理財 

觀念之研究 

 
 葉聖恩 1 劉宣谷 2 

1國立臺北教育大學數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ivanya0712@gmail.com 
2國立臺北教育大學數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hkliu.ntue@gmail.com 

 

摘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以活動本位課程提升高級中等學校籃球聯賽球員的理

財觀念之實施情形，分別從課程設計、教學策略與實施成效進行探討。本研究教

學授課搭配活動本位教學策略，課程中融入數學素養加以引導，期望讓這些學生

球員能在輕鬆的學習換境下，提升金融素養並建立基礎的理財觀念，能讓這些學

生球員除了打球之外有多一點理財的想法，在未來出社會後多一份保障。本研究

對象為本校男子、女子籃球隊共計 36 位球員，實施為期四周共八節課的教學，

利用課餘、練球前後的時間實施教學，並由原授課教師擔任協同合作教師，進行

觀察記錄與錄影。本研究設計在課程開始前以自編的基礎金融知識與態度問卷、

儲蓄知識問卷、風險管理問卷對學生進行問卷前測，在結束後分別進行後測，作

為統計考驗的基礎，來分析金融素養是否有所提升。課程參考金管會個人理財國

中、高中、高職篇設計授課內容，並用學習單來檢視學生學習狀況。最後在課程

結束後，與協同合作教師以及學生進行訪談，以瞭解學生對教學的回饋與建議，

同時研究者總結在理財教學知能的成長與課程設計的收穫。 

 
關鍵字：金融素養、金融教育、儲蓄、風險管理 

 

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記得在求學階段時期對職業棒球賽的熱愛，因為球員與球隊簽賭案，傷透很

多球迷的心，讓球迷大量流失，也間接導致職業棒球走下坡；經歷了幾年的低迷

期，好不容易從傷痛中撐了過來，又爆出打假球案，為了些許利益，部分球員收

取賄絡金，放水打比賽，許多球隊的指標球員相繼離開職業生涯；再到近期，從

新聞、報章雜誌中，報導職業球員在退休，或因傷中止職業生涯後，轉戰其他行

業或跨足演藝圈繼續謀生。從中觀察、分析，不難發現這些職業球員沒有良好且

長遠的理財規劃，而且對於金融理財知識與投資管理的匱乏，。 

    李亦伸(2015)在 INSIDESPORTS(運動內幕報導)指出：台灣超級籃球聯賽

球員的平均年薪約在 120 至 150 萬，若是具有國手資格或是旅外歸國，年薪會再

往上翻倍，國手級球員年薪都在 200 萬以上，最高年薪有 300 萬、350 萬、500

萬這種等級。相較於勞動部公告社會新鮮人起薪 2.7 萬、年薪 32 萬，或是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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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薪的軍、公、教、科技業，起新 4 至 5 萬、年薪 50 至 60 萬，職業球員的薪資

是一般人的 2 至 5 倍。若在籃球例行賽與季後賽幫助球隊取得好成績，企業會額

外獎勵獎金。若能代表國家參加國際比賽，得到不錯的成績，國家也會給予優渥

的獎金。從職業生涯退休後，表現不錯的球員大都轉任教練或顧問，繼續發光發

熱，向下紮根，其他一般球員大都轉任體育相關行業或一般上班族，新資回到一

般藍領階級。在短暫、黃金的職業生涯中可以擁有高薪資，並且累積不少財富，

但是沒有做好理財規劃，妥善的儲蓄與投資，明白財務責任與投資風險的重要性，

再加上退休後新資的大幅落差，使得球員們難以適應，並且尋找機會轉換跑道。

如何讓球員在退休後能輕鬆的享受退休生活，早期的投資與風險評估就顯得格外

重要，也更凸顯理財教育的重要性。 
本研究者任職學校設有體育專班，學校成立籃球隊、手球隊、圍棋隊，因為

愛打籃球在因緣際會下認識不少籃球隊學生球員，在與這些學生球員閒聊中，發

現他們大部分的時間都花在練球、體能訓練、戰術演練上，鮮少花心思在學科學

習上，對於教科書上較為基礎的概念都應付不暇了，相對更複雜的單、複利計算

也無能為力。 

在與導師的閒聊中，因為球員晨間訓練、下午體能訓練、晚上戰術訓練等大

量訓練關係，使得球員上午課程精神不佳甚至補眠，就算清醒著也因為從國中開

始基礎就沒打好，高中課程就更聽不懂；下午的課程也因為體能訓練、重量訓練

而沒有參與到學習，因此球員們的程度落後一般高中學生不少，再加上經常校外

比賽或移地訓練，使得球員們上課時數更少，很多學科的基礎能力跟本就跟不太

上，惡性循環下對學習就更興趣缺缺。導師也擔心未來教育走向素養導向時，這

些學生球員會完全無法跟上，特別是在數學與英文這兩大領域上。 

在與教練的閒談中，教練談及到目前台灣的體育班生態，體育班成立目的就

是集中許多資源幫助學生突破自我，爭取更好的成績，上更好的學校，所以大量

的練習是無可避免的，一定會壓縮到正常學習課業的時間，若是傳統名校或是靠

近比賽期，訓練更多更頻繁，而且有些自我要求較高的球員更會投入自主練習，

在學業上幾乎是空白的。也因為致力在練習、精進自己，所以都能以不錯的表現

徵選上大專籃球名校，進而在未來也有很大的機會可以投身於職業籃球隊與其相

關工作。 

在與防護員的閒談中，防護員提及生活中球員們對金錢沒有觀念，每個月球

員會有一些零用金、獎勵金，幾個數據表現較好的球員會有贊助金，在不乏食、

住(學校支付)、運動耗材(球鞋、護具、消耗品，由運動品牌 NIKE贊助)的狀況下，

球員們會把這些獎金拿去買 iphone、ipod、Beats耳機、Bose 藍芽喇叭等高消費

商品，或與防護員討論要買什麼、該怎麼花等問題，顯示沒有儲蓄的想法，也沒

有理財規劃的概念。防護員覺得球員們太單純了，也太容易相信比較親近的人，

除了球場上的戰術之外，其他方面不太會自己思考與判斷，很容易人云亦云，跟

著別人走。 

        另外，本研究者在就業領到第一份薪水後，開始思考理財計畫，規畫資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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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來投資基金，希望讓生活過得充裕些，並且儲蓄結婚基金、儲蓄退休金。記得

當時剛推出投資型保單與成長型基金，再加上那陣子定存利率也逐年下調，於是

在沒有了解投資模式與銀行理財專員的建議下，買了三款成長型基金，以定期定

額方式各投資三千元。之後遇到了金融海嘯，在投資報酬率負成長的情形下部分

贖回，再加上沒有了解基金的概念與基礎的金融理財知識，最後在虧損 35%左右

的狀況下贖回，當下以為少賠就是賺，但事實上可以有更好的選擇，回想起來真

覺得當下做了錯誤的決定，也更凸顯金融理財教育的重要性。 

        由本研究者的經歷，或與球員、導師、教練、防護員的閒聊中，明顯得知青

少年金融理財知識的不足，與從學生時期開始學習培養金融素養的重要性，尤其

是這些學生球員的理財觀念與投資風險觀念的建立，更是迫切與需要。本研究教

學授課搭配活動本位教學策略加以輔助，課程中融入數學素養加以引導，期望讓

這些學生球員能在輕鬆的學習換境下，提升金融素養並建立基礎的理財觀念，能

讓這些學生球員除了打球之外有多一點理財的想法，在未來出社會後多一份保

障。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旨在探討以活動本位課程提升高級中等學校籃

球聯賽球員的理財觀念之實施情形，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理財教育教學提升高級中等學校籃球聯賽球員的理財觀念之課程設計 

二、探討理財教育教學提升高級中等學校籃球聯賽球員的理財觀念之教學策略 

三、探討理財教育教學提升高級中等學校籃球聯賽球員的理財觀念之實施成效 

貳、文獻探討 

一、數學素養 

從數學的本質來看，傳統數學被認定是一門計算與演繹的學科，但是從 1960

年代隨著認知革命的發生，數學教育的目標產生了重大的轉移，從單純重視數學

知識，強調學習者知道的內涵，到學習者不但要知道這些數學知識，還要能利用

這些知識去做什麼。換句話說，學習者只有數學知識是不足的，還要能夠知道學

習知識的價值、會判斷知識的效用，並且在適當的情境下使用知識。因此培養學

習者具備數學素養，比具備數學知識與數學能力更加重要。 

 
(一）數學素養的內涵 

林福來、鄭章華、李源順與單維彰(2013)的前導研究中指出以知、行、識三

者的衍化來詮釋數學素養的內涵：知就是學什麼、是什麼，指的是數學內容，包

含數學素養中強調的改變與關係、空間與形狀、數量與不確定性資料，因此可以

培養數學欣賞與愉悅之美；行就是怎麼做、怎麼用，指的是數學能力，包含執行、

解題、溝通、驗證與各種歷程；識就是為什麼、你認為，指的是內在認知與情意，

內在認知包含概念理解、推理、連結與各種解題方法，情意如欣賞數學之美。 

 
        (二）數學素養的重要性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001)指出成功的數學學習應該要培養學生的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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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其中的數學素養是由五股數學能力(適性推理、策略應用能力、概念性理

解、建設性傾向、程序的流暢性)交織而成，而在數學素養的發展過程中這五股

能力是彼此緊密交織且互相依賴的，表徵了成功學習數學的不同面向。進一步指

出，這樣的數學素養能夠幫助學生處理生活中遇到的數學問題，重新表徵零散的

知識，提升解決問題的能力，為將來學習高階數學做準備。 

 
        (三）數學素養的培養 

        李國偉、黃文璋、楊德清與劉柏宏(2013)以 PISA 定義的數學素養為基礎，並

且參照臺灣教育現況，訂定提升數學素養的四大目標：一、學習並且發揮數學思

維的長處；二、充實並且活用基本數學知識；三、建立面對數學的健康態度；四、

活用計算器與數位工具。 

 
二、金融素養與金融教育 

 
        (一）金融的內涵 

        國際貿易金融大辭典（2005）定義：一種資金流通的方式，包含證券、投資、

外匯、信託、貨幣、信用等貨幣信用或銀行業務。 

 
        (二）金融素養的意涵 

        Remund(2010)提出：金融素養是一個指標，用來衡量個人在理財概念、財務

管理的能力與自信的程度，藉由適當的短期理財決策與健全的長期理財規劃，將

改變的生活事件與經濟條件呈現出來。 

 
        (三）金融素養的重要性 

        OECD(2005)對其會員國進行金融素養調查，研究發現各國消費者對於理財的

理解是薄弱的，特別是教育程度低落、少數民族與低收入族群。在各樣金融商品

的數量急遽增加、商品內容複雜性變化性大、人類平均壽命延長與重視享受和退

休生活等因素下，呼籲各國重視金融素養，並推動金融教育。 

 
        (四）金融教育的內涵 

        楊昌裕(2009)指出教育是替未來做準備，不是要解決現在的問題。金融教育

是教學生金融素養，不是要學生現在就去投資。況且，現在的學生或多或少都有

零用錢，常會受到各種商品廣告的誘惑，具備正確消費習慣是很重要的。(林志

成，2009) 

 
        (五）金融教育的重要性 

        Warren Buffett(2008)在金融海嘯時說過哪個國家能把金融教育做好，就能成

為最有競爭力的國家！(Schroeder, 2008) 

 
        (六）金融教育融入學校教育的重要性 

        黃富櫻(2007)主張：年輕一代是國家未來的資產，因為金融教育的根本是在

孩童幼小階段，開始教導正確的金融觀念，從不斷的學習過程中，養成正確的金

錢價值觀或理財理念。所以當這些年輕人畢業後踏入職場時，已經具備金融知識、

自信與敏感度。在面對複雜的金融市場，也能減少在嘗試錯誤過程中付出的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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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本位教學 

 
        SchoolScape(2008)印度組織發表了在教學中實施 ABL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

報告：第一點是學生在所有的學科上均有不錯的表現，也使學生在性別、家庭社

經地位、地區差異上所形成的成績差距明顯縮小，第二點是有不少低學習成就的

學生進步成長到高學習成就，而且有良好的課業表現。 

 
四、運動員生涯規劃與未來發展 

 
        (一）運動員的生涯規劃 

        張富鈞(2015)指出大專運動員之生涯信念是最有效預測其生涯發展的指標

之一，未來應更加重視生涯信念的培養，以建立完整的生涯規劃與發展。 

 
        (二）運動員的未來發展 

        陳淑娟(2011)指出運動員本身要有面對生活與工作的準備，主動尋找各種進

修管道，培養第二專長及增進專業知能，鼓勵運動員勇於面對改變，並嘗試不同

領域的學習、創新亦是他成功的人生跑道轉換美好的經歷。不同的人生階段會有

不同想法的考量，該如何加強、該何時轉變，也是身為運動員必須要面對的課題。

鼓勵選手們勇敢探索、思考與選擇，並學會為自己負責，才能創造屬於自己的未

來。 

 

參、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配合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主要是由研究者設計課程教案，並搭配活

動本位教學，用質性研究的方式來進行：先用問卷調查了解學生理財基礎知識，

之後分別設計情意課程、儲蓄課程、風險管理課程來強化這些理財知識；在教學

現場實際操作，教學中觀察記錄學生的反應；在教學後做訪談、回饋，並聽取諍

友意見，檢視學習單。用量化資料來進行輔助，在授課之前與之後做前測、後測。

最後教師總結在理財教學知能的成長與課程設計的收穫。 

 
二、教學設計 

 
        (一）教材設計 

        在「以活動本位課程提升高級中等學校籃球聯賽球員的理財觀念教材」設計

上，教學者以金管會公告的金融基礎教育架構草案為架構，選取儲蓄與消費、風

險與風險管理等兩大主題，加上引起學習動機的範例，設計出情意課程、儲蓄課

程、風險管理課程。課後活動則是與教練群討論後，結合練球態度、學習態度、

生活品行模擬將來的籃球職業生活，從中學習儲蓄、消費、借貸、風險等觀念。 

        接著，研究者依據最新的金融基礎教育學習架構之學習目標，並參考金管會

出版之「個人理財手冊‐國中篇」、「個人理財手冊‐高中篇」、「個人理財手冊‐高職

篇」，擷取與改編其內容，結合最新時事，設計課程講義。之後針對課程設計學

習單，瞭解學生學習狀況與不足的地方，作為下次授課改進的依據。 



 

326 

 
        (二）教學時間 

        本研究係為了解「金融基礎教育學習架構之學習目標融入活動本位課程」在

高中男子、女子籃球隊共計 36 位球員的情意認知、儲蓄觀念、風險管理態度上

的成效，配合籃球隊的賽季與練球時間，平時上課時的學習表現與專注度，在四

月到五月實施為期四周八次課的實驗研究，每次課程 30 分鐘合計 240 分鐘，實

施教學的時間與內容安排如下表 2。 

 
表 2  教學時間與教學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內容 

第 1‐2節 

第 3‐5節 

情意課程 

儲蓄課程 

第 6‐8節  風險管理課程 

 
三、資料蒐集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為主，量化研究為輔，在研究期間同時蒐集質性與量化資

料。在質性研究上，以研究者與諍友教師的課程討論、研究者與協同教師課堂觀

察記錄、學生學習單、回饋單與訪談資料進行收集與編碼。在量化資料上，應用

統計軟體 SPSS 進行比較分析，考驗樣本在接受「情意課程、儲蓄課程、風險管

理課程」教學之前、後成效差異情形。 

 
四、資料分析 

 
          (一）質性分析 

        本研究的質性資料分為觀察資料與訪談資料兩部分。觀察資料來自研究者在

教學過程中兩位觀察教師的直接觀察，包括研究者的授課方式、學生上課狀況與

學生在學習單的書寫；訪談資料則在每次課程實施後，兩位協同合作教師對於課

程內容規劃、教材設計的想法與建議，以及學生的訪談記錄。 

 
          (二）量化分析 

        本研究所採用的量化資料為研究者自編之「基礎金融知識與態度問卷、儲蓄

知識問卷、風險管理知識問卷」在情意課程、儲蓄課程、風險管理課程分別進行

前、後測得分數據，以統計軟體 SPSS進行相依(成對)樣本 T檢定，比較進行提升

理財觀念教學後，其前、後測成績之差異情形。 

 
 

肆、研究結果 

 
一、協同合作教師對前、後測問卷的看法與建議 

 
        (一）問卷的敘述方式要再生活化，易於瞭解 

        問卷的敘述放入許多理財專有名詞，用詞也偏向成人的口吻，忽略學生具備

的基礎知識，應再生活化，讓學生容易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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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知道什麼是投資安全、報酬多寡嗎？(T1‐Q‐1‐20190321) 

        應先界定清楚何謂穩定收入！(T1‐Q‐120190321) 

        問卷第 2 題我「覺得錢要花在刀口上」，建議修正為「我能夠分辨想要或者

必要」。(T2‐Q‐1‐20190321) 

        問卷第 7 題「我覺得有穩定收入的投資是比較好的理財方式」，建議修正為

「我覺得有固定的收入再進行投資是比較好的理財方式」(T2‐Q‐1‐20190321) 

        學生知道什麼是投資安全、報酬多寡、風險管理嗎？(T3‐Q‐1‐20190322) 

 
        (二）問卷結構要再完整，增加生活化的多元觀點 

        研究者理財專業不足，設計問卷架構不完整，也缺乏多元觀點，協同合作教

師的建議可讓問卷更成熟完整，並提升研究者理財專業知識。 

 
        問卷第 15 題「我覺得理財要設定短、中、長期目標，並且依照目標進行財

務規劃與分配」，以本次課程的內容，並沒有提到這些概念，若是當作整體課程

的前測來進行就可以，但若是當作本次課程的成果檢測就不甚理想。

(T2‐Q‐2‐20190321) 

        建議問卷可以交雜彼此不同的理財觀點之問題。如第 7題問了穩定收入的投

資，就可以在第 8題追續詢問追求買低賣高，賺價差的投資。依此類推。

(T2‐Q‐2‐20190321) 

        可以問學生以下各項的方式是否是他們認為屬於理財的範疇：1.買樂透；2.

銀行活期存款；3.定期存款；4.外幣；5.基金；6.股票；7.債券；8.房地產；9.生

意合夥等等之類的內容(T2‐Q‐2‐20190321) 

 
二、協同合作教師對課程講義的看法與建議 

 
        (一）課程 PPT宜簡單明瞭，重點清楚 

        研究者將授課內容簡化後放上 PPT，但字數仍然過多，造成學生閱讀困難，

應重點呈現即可，內容由教學者詳細講授。 

 
        投影片內容文字過多，建議精簡每頁的文字量、改善視覺效果。 

(T2‐C‐1‐20190227) 
 
        (二）內容豐富，結構可以更完整 

        研究者設計課程時，將學生能夠理解的理財觀念加入，內容雖多但是缺乏完

整性、延伸性與提供學生反思的機會。 

 
        正確理財的概念可能不只是轉投資，也可能是妥善管理自己的支出，這部分

若能加入一些例子，概念可以更完整。(T2‐C‐2‐20190227) 

        若我甚麼都不做，會怎樣呢？這部分沒有提到。建議可以將架構增加成下列

三種狀況：1.有理財，方式正確 ?；2.不理財  ? ；3.有理財，方式錯誤  ? 

  (T2‐C‐2‐20190227) 

 
三、協同合作教師對學習單的看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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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習單內容宜更貼切課程內容 

        學習單的題目太大太籠統，且有部分觀念在課程中無教授，容易讓學生不知

該如何回答，應聚焦縮小範圍，貼近課程內容。 

 
        本次課程只有提升情意，並未有對理財觀念進行說明與介紹，所以並沒有在

教學上提升理財觀念。建議將第 3題題目「這堂課是否有提升你對理財觀念的看

法與想法？」修正為「這堂課是否有讓你更重視將來的理財工作？」較為適切。

(T2‐S‐1‐20190227) 
        本次課程只有提升情意，並未有對理財觀念進行說明與介紹，所以並沒有在

教學上提升理財觀念。建議將第 4題題目「這堂課對你未來的財務管理與規畫是

否更有想法？」修正為「這堂課是否有讓你更重視將來的財務管理與規劃？」較

為適切。(T2‐S‐1‐20190227) 

 
        (二）讓學生反思生活經驗，更能深刻體會 

        學習單的設計加入學生分享經驗談、生活周遭親朋好友的例子，更能讓學生

反思，學習更多，體會更深。 

 
        若能增加讓學生反思自己的生活經驗，身旁有無理財成功、失敗的例子，將

會更深刻。(T2‐S‐2‐20190227) 

 

伍、結論 

一、設計「以活動本位課程提升高級中等學校籃球聯賽球員的理財觀念」之課程 

    可提升教學者之課程設計能力與理財專業素養。 

二、實施「以活動本位課程提升高級中等學校籃球聯賽球員的理財觀念」之課程 

    可活化教學者之教學策略與提升教學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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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current  study aims at  investigating whether  the practice of activity‐based 
curriculum can raise the concept on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the basketball players 
on High School Basketball League (HBL).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ctivity‐based curriculum from the design of the course, and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The researcher adopted activity‐based teaching strategy and guide the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al  literacy  in  the  target  class.  Furthermore,  situated  learning  and 
mathematical  literacy  are both  applied  in  the  target  class.  The  researcher  expects 
those students, who are also basketball players can raise their financial  literacy and 
build up the basic concept on financial management, which can help the basketball 
players have basic  ideas on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they can also have plans  in 
their  future.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current  study  are  totally  36  boys  and  girls 
basketball players from the high school where the researcher teaches. A total eight 
courses will be conducted  in their extracurricular time for four weeks. The teachers 
who used to teach the target class works as the cooperated teacher to the current 
research.  All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are  video  recorded  and  observed  by  the 
researcher. Pre‐test  is  conducted before  the  curriculum. Basic Financial Knowledge 
and  Attitude  Survey,  Knowledge  of  Deposit  Survey,  Risk Management  Survey  are 
applied. The same survey  is used as the post‐test after the eight‐week courses. The 
results are analyzed  to ensure  the students have  raised  their  financial  literacy. The 
curriculum  in the current study  is adopted  from the  financial education courses  for 
high  schools  and  vocational  schools  from  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FSC), 
and the worksheet designed by the researcher  is also used  in the class for checking 
students’ learning. An interview with the participants is conducted by the researcher 
and  the  cooperative  teacher  at  the  end  of  the  eight‐week  courses.  The  interview 
aims at both  collecting  the  feedback and  suggestion  from  the participant  students 
and conclud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course design by the researcher. 
 

 

Key words: Financial literacy、Financial education、Saving、Risk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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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真實金融情境融入國小整數四則運算教材之研究 

 
 廖柔捷 1 劉宣谷 2 

1國立臺北教育大學數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jouchieh2013@gmail.com 
2國立臺北教育大學數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hkliu.ntue@gmail.com 

 

摘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擬真實金融情境融入數學教材，應用於國小五年級數學

整數四則運算單元教學之成效。研究對象為新北市某國小 33位五年級學生，以

準實驗研究進行為期二週、每週 5堂的數學課程，其中實驗組學生採用「擬真實

金融情境融入數學之教材」、對照組學生採用原版本數學教材，並搭配研究者自

編之金融教材;於課程結束後以整數四則運算試卷對參與研究學生進行施測。本

研究以共變數分析探究「擬真實金融情境融入數學教材」對學生整數四則運算學

習的成效，同時在課程實施期間，收集學生回饋單及訪談紀錄等質性資料，與「數

學態度量表」、「金融基礎觀念量表」的量化資料，進行分析與了解「擬真實金融

情境融入數學教材」對學生數學態度與金融基礎觀念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 

一、「擬真實金融情境融入數學教材」可提升國小五年級學生理解及判斷整數四 

        則運算原則之能力。 

二、「擬真實金融情境融入數學教材」顯著提升國小五年級學生數學學習動機。 

三、將金融情境融入數學課程或直接講授金融教材均能提升國小五年級學生正確 

      之金融基礎觀念。 

關鍵字：擬真實情境、金融教育、整數四則運算 

 

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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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2015年我國最新調查報告顯示出三個現象，

首先，四年級與八年級學生的數學學習興趣都不佳，非常喜歡學習數學的人數百

分比遠低於國際平均。我國四年級學生非常喜歡數學的人數百分比為 23%，在

49 個國家中排名第 48；八年級學生非常喜歡數學的人數百分比為 11%，在 39

個國家中排名第 35；接著，四年級及八年級學生對於數學和科學持有學習自信

的人數百分比均顯著低於國際平均；最後，國際全體八年級學生非常重視數學的

人數百分比分別是 42%，我國則是 10%，遠低於國際平均。(張俊彥、李哲迪、

任宗浩、林碧珍、張美玉、曹博盛、楊文金、張瑋寧，2015) 

根據以上調查結果，學者張俊彥等(2015)歸納出結論與建議：我國四年級和

八年級學生的數學成就表現傑出，維持水準。但依據歷屆和本屆  TIMSS  的調查

結果，我國數學教育面臨兩大主要問題。其一，相較他國，我國學生之學習呈現

「重認知而輕情意」的現象;四年級及八年級學生對數學學習均表現出「不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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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自信」和「認為不重要」的態度。為提升學生的學習熱情，建議教師改善教

學使之更吸引學生。 

研究者認為 2015 年 TIMSS 的調查結果裡，學生對數學「認為不重要」的態

度，會讓學習動機日漸低落，且越到高年級越加明顯，因而推想「實用性」會深

深影響學生對數學的評價及情意。而數學課程的「實用性」來自「真實性」，且

師資培訓的過程中，也時常提醒教師要以孩子的生活經驗為出發，設計讓孩子有

感的教學，激發其學習動機與應用於生活的能力。 

另一方面，研究者目前任職的學校裡，教職員時常討論學生學習態度消極的

情形，加上家庭經濟的影響，許多父母只求讓孩子溫飽，並無力關心孩子的課業

或金錢觀念。因此，研究者認為教師除了引入生活經驗引導孩子正面的學習態度

外，也亟需教導孩子金錢運用與管理之相關知識與技能。才能預防學生在求學過

程中，雖學會了金錢的種類與計算，但卻缺乏運用與管理錢財的學習，並未獲得

足夠有關金錢使用之知識(魏秀珍，1994)。加上近年金融管理委員會致力推動金

融基礎教育，辦理了許多相關研習，研究者在看見學生的需求後，期許自己能將

學習金融的機會帶給校內的孩子，因此參加了「教師金融基礎教育融入教學研習

營」。在研習中，研究者看到許多教師致力於將相關教材融入既有的教學活動或

班級經營中、不因學校既有課程及時間的限制而放棄，乃是竭力思考與融合，目

標都是讓學生及早接觸金融相關知識，有助於培養孩子得到正確的用錢觀念與金

錢管理的技能。 

劉淑萍(2016)指出：「數學能力對於理財能力的影響甚多，若能融入金融教

育於數學課程，加入理財、投資及風險的概念，對於數學的學習上會更有動力」。

綜合前述 TIMSS 調查結果的觀察、相關研究結果、及評估教學現場中的需求後，

為使數學課程更加具實用性、並同時提升學生對金融基礎觀念的理解，研究者欲

針對國小五年級學童設計擬真實金融情境融入數學領域之教材，以「整數四則運

算」單元為例，結合數學既有教材與學生生活經驗中的理財活動，藉此探究研究

者所發展出的擬真實金融情境教材，是否有助於國小五年級學童達到整數四則運

算的學習目標，且同時提升其數學學習態度、並對金融基礎觀念有更進一步的理

解。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擬真實金融情境融入五年級整數四則運算教材之實施情形，

期望透過擬真實金融情境之教材設計，使學童達成整數四則運算的學習目標、並

提升其數學學習態度與金融基礎觀念。   

依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者發展擬真實金融情境教材、並應用於教學

現場之目的如下： 

(一)探討擬真實金融情境教材對國小五年級學生整數四則運算學習的影響。 

(二)探討擬真實金融情境教材對國小五年級學生數學學習態度的影響。 

(三)了解擬真實金融情境教材對國小五年級學生金融基礎觀念的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情境學習理論在教學上的應用 

        情境學習有助學習者提高認知發展歷程。以情境學習設計課程，可以兼顧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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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活動及文化，並且去抽象化。(張素宜，2008)。由此可知，情境學習理論的

理念非常值得重視與加以利用。且情境學習強調學習活動的真實性，讓學習者能

體驗到知識的有用性(林麗娟，1997)。因此，本研究改編之擬真實情境教材，依

據學者翁愉雅(2009)所整理出以下之情境課程設計重點，加以改編而成。 

 

(一) 提供真實且有用的課程 

課程若與學生真實生活脫節，或不符合其認知發展的層次，學習效果將事倍 

功半。所以，編排和學生真實生活情境相關的學習內容，有助於學生建構有意義

的知識及技能。(翁愉雅，2009)。 

 

(二) 設計並計畫具有真實性和教育性的情境 

只要是校園的學習情境或社會的真實情境有連結，及具真實性(黃永和， 

1999)。因此無論校內或校外，都能提供具教育性的學習情境。 

 

(三) 以真實問題的方式導入，激發學習者思考的動力 

提出真實問題，讓學生親身體驗現在或未來可能面對的現實問題，啟發 

其學習需求，進而探究問題，尋求解決問題的策略或技能。(林麗娟，1997)。 

 

(四) 有計畫的將多重目標放入所設計的情境中 

教師可以透過課程設計把學習目標放入情境中。因為從社會文化的學習觀點 

來看情境學習的歷程，是一種涵化的學習歷程。學習者可以在學習中去發掘潛藏

在課程脈絡中的訊息(翁愉雅，2009)。 

 

二、擬真實的情境 

        由上述文獻探討中可得知，情境學習理論對學生學習是有所幫助的。而教 

材內容與學生實際生活如果能夠加以連結，可以讓學生產生熟悉感與親切感（徐

彪，2007）。但學生可能面臨到的數學問題情境五花八門，為了釐清數學問題情

境，楊瑞智(1998)將情境分為三種不同的類型(或層次)，如圖 1。 

 

(一) 真實(real)生活數學問題情境 

指學生在真實世界面臨的問題，而學生解決這類問題，是在該情境脈絡中， 

使用情境所需的策略與知識解決問題。這個情境是自然發展、隨機發生、無法預

期、多元、特殊、也無法刻意安排的。因此，學生解決的方法具有原始、樸素、

稚嫩等特徵。且問題之間沒有結構，雖然學生從這種情境獲得的經驗是最真實且

印象深刻，但學童很難將解決某一問題的經驗推展或類化到類似問題(李秀芬，

2008)。 

 

(二) 擬真實(authentic)生活的問題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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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師(或教科書等)模擬真實世界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再設計題目給學生。 

情境在問題中扮演真實生活情境問題與形式數學知識間的橋樑，是由教師為了使

學生達成學習目標所包裝而成。因此，這類問題情境是人為創建，問題之間具有

某種數學的發展性，及相互間具有某種邏輯。學童解決問題是經過探索問題情境

後，使用自我形成的非形式策略解題，是個體了解數學知識的一種重要方式(李

秀芬，2008)。 

 

(三) 形式的(formal)數學問題情境 

這類情境的特色，是數學史上的認知成就，具有結構性、規範(prescriptive)、 

濃縮膠囊(encapsulate)等特性。也因此在解題上特別具一致性、且簡便又能快速

解題。雖有好處，但這樣的情境不適合用來直接教學，因為學生無法理解其情境

裡背後的意義與關聯(楊瑞智，1998)。 

圖 1  生活化數學課程的模式(轉引自李秀芬，2008) 

 

三、我國國民小學金融教育的實施與現況 

        民國 107年，因應教學現場回饋、環境變遷及十二年國民教育之推行，為持

續促進金融基礎教育深根、提升國民基本金融素養，金管會修訂之「金融基礎教

育學習架構」，由金管會發函至教育部(107 年 6月 29 日金管保綜字第

10704563500號)，再由教育部將新編修之學習架構納入「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後續學習領域課程之研議，最後發函至全國各級學校。 

        本研究育探討金融教育融入國小高年級數學領域之教學，僅以國小部分加以 

敘述，詳見表 1。 

表 1  金管會 107年版金融基礎學習架構─國小部分 

資料來源：轉引自 107 年 6月 29 日金管保綜字第 107045635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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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現行的課程架構中，語文、數學、社會、自然等核心課程的學習已用

掉學生在學校大部分的時間，幾乎不可能再發展一個額外、獨立的時間來學習金

融課程，因此只有以融入現行課程的方式，才能讓學童在接受現有科目教導的同

時，也能連結真實世界中會遇到的金融議題。 

我國學者(黃美筠、紀博棟、黃劍華、饒玉屏、呂啟民，2011)在訪問國內中 

小學教師的問卷統計結果中，也發現中小學教師認為適合將金融教育融入的前三

個主要學習領域依次為 139人次的數學領域最多，113 人次的社會領域次多，其

他領域則以 77人次的綜合活動最多。從各領域適合融入金融教育的教學單元觀

察，前三個適合的領域依次為社會領域 25個單元、數學領域 17個單元、綜合活

動領域 15 個單元、生活領域 13 個單元、電腦領域 6個單元、健體領域 4個單元、

國語領域 2個單元、自然領域 2個單元。由此可見，國小階段以數學領域、社會

領域和綜合領域融入金融教育最適合，也合乎金融教育離不開數學的說法。 

其中國中小教師認為數學領域適合融入金融教育的人次最多，且適合融入 

金融教育的教學單元的數量也排行在第二名，可以看出數學領域相當適合融入金

融教育。統計結果也顯示，數學學習領域中，教師認為「四則運算、認識錢幣、

數到 1000、百分率(比)」這四個單元最適合融入金融教育。因此本研究將進行擬

真實金融情境融入數學整數四則運算單元之教材設計。 

 

四、國小五年級整數四則運算之教材地位分析 

        本研究針對國小五年級整數四則運算相關的數與量分年細目：「5‐n‐01能在 

具體情境中，解決三步驟問題，並能併式計算。」、「5‐n‐02能熟練整數四則混合

計算。」，以及代數分年細目「5‐a‐01能在具體情境中，理解乘法對加法的分配

律，並運用於簡化計算。」、「5‐a‐02能在具體情境中，理解先乘後除與先除後乘

的結果相同，也理解連除兩數相當於除以此兩數之積。」、「5‐a‐03能熟練運用四

則運算的性質，做整數四則混合計算。」(教育部，2008)及參考康軒版五上課本

(康軒出版社，2017)，再搭配國小整數四則運算教材地位圖，以了解五年級的整

數四則運算之定位後，進行擬真實金融情境數學教材之設計。 

 

參、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2所示，內含自變項、依變項、統計控制變項及實驗

控制變項。首先，本研究以「擬真實金融情境融入整數四則運算教材」為自變項，

對實驗組學生實施為期兩週之「擬真實金融情境融入整數四則運算教材」教學，

而對控制組學生，則採以康軒版第九冊第五單元之整數四則運算教材、自編之金

融教材進行教學，藉以了解自變項「擬真實金融情境融入整數四則運算教材」對

國小五年級學生整數四則運算能力、金融觀念、學習態度此三個依變項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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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架構 

 

二、 教學設計 

 

(一) 教材設計 

在「擬真實金融情境融入整數四則運算教材」設計上，教學者以教育部審定 

之康軒版國小第九冊數學課本為架構及脈絡，依照課本例題設計的本意，將其編

排之例題情境改編為學校園遊會之情境，並秉持著趨近真實情境的精神，以參與

研究學生之三年級園遊會經驗為出發，設計擬真實題目背景與布題，且力求情境

之連貫，不以獨立單一的佈題呈現。 

        接著，研究者依據最新金融基礎教育學習架構之學習目標、並參考金管會於

2009年出版之「個人理財手冊─國小篇」、2012年出版之「金融基礎教育─國小

篇學生手冊」、及 2015 年出版之「九年一貫課程保險教材─學生手冊修正版」，

擷取與改編其內容與範例，在上述擬真實情境之數學脈絡中，融入其布題的描述，

並以片段插入的方式，在適當的布題之後，用「Bang出你的想法」為標題，延

伸金融情境，讓學生在學習整數四則運算的同時、有機會思考與接觸金融基礎知

識，並在教師的引導及同儕的討論中，建立正確的金融觀念。 

而控制組所使用之自編金融教材，完全取自研究者於「擬真實金融情境融入整數

四則運算教材」中所設計之「Bang出你的想法」的內容，因為此部分之內容敘

述完整，可獨立成題，供控制組學生討論與學習。 

 

(二) 教學時間 

本研究係為了解「擬真實金融情境融入整數四則運算教材」在國小五年級學 

童的整數四則運算學習、金融觀念、數學態度上的影響，實施為期兩週的實驗研

究，實驗組與對照組各計執行十節課，400分鐘，並於實驗結束後一週內，進行

實驗結束之整數四則運算能力、金融觀念量表、數學態度量表後測，實驗組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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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組實施教學的時間與內容安排如下表 2。 

表 2  教學時間與教學內容 

 

三、 資料蒐集 

本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法，以量化研究為主，在研究期間同時蒐集量化及質 

化資料。在量化資料上，應用統計軟體 SPSS進行比較分析，考驗樣本在接受「擬

真實金融情境融入整數四則運算教材」教學之前、後成效差異情形。在質性資料

上，則以研究者與協同教師課堂觀察記錄、學生回饋單及訪談資料進行收集與編

碼。 

 

肆、研究結果 

 

(一) 量化資料分析 

 

1.整數四則運算測驗： 

        共分成三大題，依序為是非題、計算題、應用題。是非題命題是以算式兩兩

配對，請學生判斷兩算式答案是否相等。在使用不同教材後，以前測成績為共變

數、後測成績為依變項，進行不等組之單因子單變量共變數分析。結果發現，不

同教材對兩組學生之「是非題」得分有顯著效果(如表 3)。 

表 3  組別對整數四則運算‐是非題後測成績之 ANCOVA 

 

 

 

 

        2.數學態度量表： 

        包含數學自信、數學有用性、數學動機、數學焦慮四個向度。在使用不同教

材後，以量表前測得分為共變數、後測得分為依變項，進行不等組之單因子單變

量共變數分析。結果發現，不同教材對兩組學生之「數學動機」得分有顯著效果

(如表 4)。 

表 4  組別對數學動機後測成績之 ANC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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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金融觀念量表： 

        以量表前測得分為共變數、後測得分為依變項，進行不等組之單因子單變量

共變數分析。結果發現，不同教材對兩組學生得分無顯著效果(如表 5)。 

表 5  組別對金融觀念後測成績之 ANCOVA 

 

 

 

 

(二) 質性資料分析 

 

        1.整數四則運算測驗： 

        與兩位協同教師討論過程中，發現兩位教師在測驗前皆要求學生在是非題不

可做計算，僅能以學過的四則運算原則做判斷，因此，搭配是非題得分之量化資

料有顯著差異的結果，顯示實驗組學生理解及判斷整數四則運算原則的能力有所

提升;而「計算題」、「應用題」不一定要使用此單元學習的運算技巧，直接花時

間計算也能得到答案，因此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得分量化資料無顯著差異。(107122 

6訪 TA、TB) 

 

        2.數學動機量表： 

    學生回饋單所寫下的內容，顯示擬真實金融情境數學教材有助提升學生數學

動機，也可以看出擬真實金融情境數學教材具其發展性。 

 

「因為這樣的數學課本讓我們知道金融知識和四則運算，所以有讓我比較喜

歡數學。」(SE04‐1071222) 

「有讓我比較喜歡數學，因為有上到數學的同時，還能學到金融知識。」

(SE19‐1071222) 

 

        3.金融觀念量表： 

「因為金融可以讓我們知道怎麼分辨「需要」跟「想要」、還有先儲蓄再支

出。」(SE15‐1071222) 

「除了數學，我也學到『需要 v.s.想要』、還有要投資自己。」(SE19‐1071222) 

 

從學生回饋單的內容裡，可以發現學生對金錢規劃主題最有感。而實驗組授 

課教師也認為收入、儲蓄及支出的關係及保險兩個部分對於學生最為受用(10712 

28訪 TA)。 

        綜合以上資料及量化資料顯示，無論擬真實金融情境數學教材、或自編之金

融教材，皆有助提升學生金融基礎觀念，也能看出金錢規劃主題使學生較有感，

具較大的發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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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 

一、「擬真實金融情境融入數學教材」可提升國小五年級學生理解及判斷整數四 

        則運算原則之能力。 

二、「擬真實金融情境融入數學教材」可提升國小五年級學生數學態度，其中以 

        數學動機部分較顯著。 

三、「擬真實金融情境融入數學教材」及「研究者自編之擬真實金融教材」皆可 

        提升國小五年級學生正確之金融基礎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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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research the effectiveness of applying teaching 

materials of four arithmetic operations integrating with authentic financial situation for 

the fifth graders in elementary school. The research target group is 33 fifth graders in an 

elementary school in New Taipei City. 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Method is adopted 

in the math class for 2 weeks and there are 5 sections in each week.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tudents are using math materials integrating with authentic financial situations. 

The control group students are using original math materials accompanied with the 

self compiled materials of financial situations by the researcher.At the end of the 

instruction, a written test of four arithmetic operations was given to all the students in 

the research target group. Analysis of Covariance is used in this thesis to identify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s instructed with Four Arithmetic Operation Teaching 

Materials Integrating with Authentic Finacial Situations. While the curriculum is 

instructed to the students, the qualitative data including the feedback investigation of 

students and the interview records , and the quantitatived data including the scale of 

learning attitude toward math and the scale of concepts of basic finacial knowledge 

are both collected to analyze and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learning attitude toward 

math and basic financial concept of students intructed with the math teaching 

materials integrating with authentic financial situation.  

The result of the research shows: 

1. Math materials integrating with authentic financial situation will increase the 

ability in understanding and estimating four arithmetic operations of fifth 

graders in elementary schools. 

2. Math materials integrating with authentic financial situation will increase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math of the fifth graders significant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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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oth math materials integrating with authentic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direct 

teaching materials of financial situations will improve the correct basic 

financial concepts of the fifth graders. 

Key words: authentic situation, financial education, four arithmetic operation 

 

 

 

 

 

 

 

 

 

 

 

 

 

 

 

 

 

 

 

 

 

 

 

 

 

 

 

 

 

 

 

 

  



 

342 

國小五年級學生對數學素養導向試題看法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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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將於 108 學年度全面實施，其中核心素養導向是本

次課程改革的主軸之一，相對應的素養導向評量試題也受到關注，包含試題的形

式、特徵或評分方式則透過各種研習或教師專業成長課程宣達到教學現場老師。

一般而論，數學素養題強調結合真實的情境，而這類題目是目前學生較少見到的

題型。在素養導向襲捲未來數學教育現場的趨勢下，標榜學習者為中心的我們，

是否忽略了「這樣的命題方式是否亦為學生所喜歡或接受的題型？」 

    有鑑於此，本研究試圖透過實徵調查方式，實際探求五年級學生對數學素養

導向試題與一般課本題等兩種題型的讀題感受、理解程度、喜好程度與自我評分，

並比較學生對於這兩類題型實際的作答情形。本研究採問卷調查的方式，研究樣

本採方便取樣挑選桃園市某國小五年級 75 位學生填答問卷。本研究發現:(一)

學生對於題目文字量多且有圖表的敘述方式感到更複雜與更難懂。(二)學生對於

問題文字量少且有圖表的題目理解程度較高。(三)學生在一般課本題的得分高於

數學素養題的得分。(四)學生最喜歡的是一般課本題的敘述方式，而素養題也是

學生喜歡的題型之一。(五) 學生對數學解題自信心不足。 

 

關鍵字：數學素養、素養評量、課本試題、數學素養導向試題 

 

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將於 108 學年度實施，依據教育部於 2014 年公告之十

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課程發展實踐之理念與目標以「核心素養」做

為主軸(教育部，2014、2018)，亦即在此次課程改革的風潮下，「素養教學」與

「素養評量」是最主要的重點。為因應新課綱的實施，在教學現場中也舉辦很多

相關的教師增能研習，目的在提高教師們具備透過新的教學型態以提升學生的核

心素養的知能。同樣的，為了解一線教師的「素養教學」是否能真正培養學生的

核心素養，以及學生的素養學習是否真正有成效，就必須仰賴具備素養評量信效

度的評量試題與適合的素養評量方式。 

    若聚焦在數學學習領域上，數學核心素養的評量強調數學學習需與生活的結

合，從真實世界中情境脈絡裡的問題，轉化成數學世界的數學問題，解答數學答

案，最後能解決真實世界中情境脈絡裡的問題（游自達，2016）。在國際間，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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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代表性的素養評量應屬「國際學生能力評量計劃」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 ，該評比中有關數學素養測驗是目

前最常被國際引用且公認具指標性的數學素養評量。同樣的，PISA 的數學素養

題，無論是試題的形式、特徵及評分方式，也都是國內各教育組織、學校、專業

人員在研發數學素養題目重要的參考。若檢視 PISA 有釋出的數學素養題，可以

看出有許多的題目，無論是題目題材取向、敘述方式、字數、要求回答、評分方

式等等，皆與現行國內數學課堂或測驗中的數學題目大相徑庭，許多題目更是目

前中小學生較少見到的題型。在我們努力的推動素養理念的同時，我們是否也忽

略了這樣的改革是否為學生所喜歡或接受? 

    雖然 PISA 檢測的對象是 15 歲的青少年，研究者發現許多已釋出的 PISA 試

題，若從國小數學領域課程綱要之學習內容來看，是國小學生能力所能解題的。

因此，研究者試圖將此類型之 PISA 公告試題在課室中讓國小五年級學生實際練

習，感受數學素養題與平時在課本上常做的題型有何不同。然而，學生看見數學

素養題的反應大多都是覺得素養題文字量很多、大量訊息以圖表表示、看起來很

複雜、很多問題的情境看不懂、還要求學生寫出「選這個答案的理由」或者是「你

怎麼知道的？」、…等等，學生感受到這類素養題確實與課本題有非常大的差異。

我們不禁好奇，因應新課綱的實施，在素養導向席捲未來數學教育現場的趨勢下，

現今標榜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我們，是否忽略了「這樣的命題方式是否亦為學

生所喜歡或接受的題型？」因此本研究想要更深入探討國小五年級學生對於

PISA評量試題和數學教師素養命題的題目中，即是本研究中提到的數學素養題，

與平時常見到的一般課本題，兩種類型題目的讀題感受、題目的理解程度、喜好

程度、自我評分與實際作答情形。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旨在了解國小五年級學生對數學素養導向試題與

一般課本題的看法。為更具體展現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可以陳述如下： 

(一)國小學生對數學素養題與一般課本題題目整體感受有何不同? 

(二)國小學生對數學素養題與一般課本題題目理解程度有何不同? 

(三)國小學生對數學素養題與一般課本題題目得分之比較有何差異? 

(四)國小學生對數學素養題與一般課本題題目敘述方式的喜好有何不同? 

(五) 國小學生對數學素養題與一般課本題題目自我評分與預期老師評分有何

不同? 

貳、文獻探討 

    在新課綱公布後，核心素養是現下十分熱門的一個議題，在學者專家試圖在

數學素養一詞的意涵上尋求共識時，本研究認為我們也不能忽略教師的「數學教

學素養」。因此本研究以「視職前教師為一個學習者」為前提，從符合教育部提

升國民素養辦公室所對數學素養界定的一個延伸概念下，思考職前教師能否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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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職業生涯的情境脈絡中辨識問題與數學教學的關聯，從而根據數學教學知識

去解釋各種課堂教學或評量的現象，發揮數學教學思維，做出理性反思（教育部，

2014）。簡言之，在概念心像的探究上，本研究強調其與情境結合並在職涯中能

夠實踐力行的特質，希望探究的是教師解決實際數學教學職涯可能面臨的問題所

喚起的概念心像。 

   Rychen和Salganik（2003）的研究指出，所謂的「國民核心素養」指的是 

一個人在生活特定的情境中，能圓滿地完成複雜生活情境中的要求與挑戰，順利

完成生活碰到的每個任務，強調一個人在複雜的生活環境中，如何透過自我的特

質、思考、選擇及行動，來達到成功生活或美好生活的完美結果。蔡清田(2011)

也認為「素養」是一個人在生活情境與環境的要求下，因而引發一個人內在情境

之社會心理層面中，運作機制的認知、情意等行動的先決條件，個體因此所獲得

的知識、能力與態度。蔡清田(2011)又補充「素養」即是一個人面對生活中實際

碰到的問題與挑戰時，個體能運用自己的知識、能力與態度，使用有效的方式，

滿足複雜生活情境中的要求，解決生活情境中實際碰到的問題，在現代社會中是

很重要的能力，每一個人都必須具備，才能順利與未來的潮流接軌。 

    核心素養教學是當前教育改革風潮下備受關注的重點，若將焦點放在數學領

域，游自達（2016）提出數學素養是運用數學知識藉由解決數學問題的歷程中，

進而能延伸至日常生活情境脈絡中真實問題的覺察、解決問題與反思。簡言之，

數學素養即是一個人在真實生活情境脈絡下，所展現出來的知識、能力與態度。

而是否真正能培養學生數學素養，就必須透過素養評量的方式了。Højgaard（2009）

認為素養是一個人挑戰特殊數學情境時應具備之見識。數學素養強調從真實世界

中情境脈絡裡的問題，轉化成數學世界的數學問題，解答數學答案，最後能解決

真實世界中情境脈絡裡的問題（游自達，2016）。因此荷蘭學者Freudenthal提出

學生在學數學的過程中不是學習數學，重要的是要學習數學化，強調數學來自於

真實日常生活中，以及學生透過自己熟悉的真實生活，自行發現與整理出數學結

論。 

        在國際間最具代表性的素養評量即是由 OECD所推動的 PISA 評量計劃。PISA

評量中，其中數學測驗囊括數學概念、數學過程和情境脈絡三個面向（OECD, 2013；

洪碧霞，2011）。其中與以往評量不同的是情境脈絡，情境脈絡是個體在面對不

同的情境中，所應用的數學知識與過程，達到解決問題的目標。相較於數學課本

一般例行題，依據臺灣 PISA 國家研究中心公告之 PISA 數學應試指南，PISA 透過

生活情境脈絡中的題目來評量學生的數學素養，其情境包括個人、社會、職業與

科學。PISA 試題的情境與內涵並不侷限於數學課程內容，其評量的重點在於學生

是否能運用所學到的知識技能，解決真實世界中遇到的問題而非僅是對數學課本

內容的精熟而已。一般課本題的情境較單純，透過課本例行題讓學生熟練數學技

能，而數學素養題強調在真實世界日常生活的情境脈絡中，相較於數學課本題，

數學素養題屬於非例行性的數學問題。台灣在 2006年首次參加 PISA 評量在數學

素養上就獲得第一名的佳績，之後幾次也都名列前茅，反映出這樣的題目型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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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台灣的學生並不會有認知面向上的困難，然而在情意面向上是否也是如此?這

就是本研究感興趣的。 

        「數學素養」在當前新課綱即將全面實施下，不僅是身為第一線的教學者所

應關注的議題，教師本身的數學素養，以及如何在教學中，培養學生真正的數學

素養更是教學者值得探究的內容。這個議題是教育界非常關注的重點，在2013

年教育部提升國民素養實施方案─數學素養研究計劃結案報告中，李國偉、黃文

璋、楊德清和劉柏宏（2013）對數學素養也做了說明，認為PISA定義之「數學素

養」為一個人在生活情境的脈絡中，個體所形成、使用以及詮釋數學的能力；其

中，數學能力包含數學推理、與使用數學概念、程序、事實和工具來描述、解釋

與預測生活中的情境。OECD（2013）在PISA評鑑與分析架構(PISA 2012 assessment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中更直接說明，數學素養對個人來說非常重要，是

每個個體都應具備的，因為數學素養能讓個體在生活情境脈絡下，做出有所根據

且能反思的判斷與決策，並在該研究中指出數學素養的核心內涵即是一個人的數

學能力和態度，包含個體在各種生活情境脈絡中碰到問題時，能體察真實生活問

題與數學的關係、能根據所學的數學知識、技能、並能使用適當工具與資訊、說

明與預測各種生活情境中的現象、能運用數學思維做出理性反思與決策，並在解

決真實生活情境脈絡下問題的歷程中，達到有效地與他人溝通。 

    素養評量的實施與命題亦是當前教師專業成長研習中關注的焦點，因此國家

教育研究院公告之素養導向「紙筆測驗」要素中提及，現場教師要能掌握核心素

養的精神，除了要調整自己的教學方式之外，還要設計適當的素養導向試題，最

終確實能在素養導向教學的成效，在學生的評量結果中看見。素養導向的評量強

調學生要能從真實世界中日常生活情境脈絡下，運用自己知道的知識與技能解決

問題。由於這樣的題型對許多一線教師來說是不熟悉的，因此PISA的數學素養題，

無論是試題的形式、特徵及評分方式，就成了國內各教育組織、學校、專業人員

重要的參考依據，也刺激不少研究者想要對PISA試題在教學與評量上進行探究。

例如，黃慶豐(2014) 運用PISA情境題之探究教學，透過PISA情境題的延伸，證

實探究教學確實有助於發展學生數學素養。喬緯中(2016) 則指出 PISA 評量試

題裡的數學素養架構完整、定義清晰，為良好的教學與評量方向。   

    綜上所述，針對此新興議題，紛紛受到許多學者的關注，亦有學者做過相關

的研究。然而本研究也注意到，以往的學者研究中，鮮少有研究從學生的視角，

針對數學素養非例行應用題與現行數學課本例行性問題兩者做比較。因此本研究

想要更深入探討國小五年級學生對於PISA評量試題和數學教師素養命題的題目

中，即是本研究中提到的數學素養非例行性問題，與平時常見到的一般課本例行

題，兩種類型題目的讀題感受、題目的理解程度、喜好程度、自我評分與實際作

答情形。 

叁、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法，採方便取樣。本研究實施對象為桃園市某國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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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 75位學生。本研究問卷內容共 8題，問卷試題題型名稱、來源、難易程度

與字數架構圖詳見表 1。數學內容主要聚焦在五年級數學學習內容。在試題題型

方面主要分成三類，第一類是 PISA 數學樣本試題，本研究從公告的 PISA 試題與

數學教師素養命題的題目中，選取與國小課程內容與難度相關試題合計三題（臺

灣 PISA國家研究中心，2015)。第二類為臺灣老師自行研發的數學素養試題內容，

包含臺灣 2011數學素養評量樣本試題（上）（林福來，2011）與輔導團素養研習

工作坊成果。第三類是課本例行應用題，選取的是樣本學校五年級使用的數學教

材（乘法和除法單元），其中，當中一題的來源為 PISA 數學樣本試題，但因其形

式類似課本例行應用題也同歸於第三類。在素養問題選取上，主要挑選與國小學

生生活經驗有關的試題，多半問題形式是要求學生寫出解題歷程及理由。 

        本問卷題目的情境包含出自「PISA 樣本試題」的問題（丁）植樹排列、（戊）

骰子展開、（己）音樂觀眾共三題；「臺灣素養試題」的問題（甲）飲料優惠、（乙）

手機方案、（丙）步行距離共三題；「課本例行應用題」的問題、（庚）每月存款、

（辛）陽台磁磚共兩題。 

表 1：問卷試題題型架構圖 

題型  PISA 樣本試題  臺灣素養試題  課本例行應用題

題目  丁  戊  己  甲  乙  丙  庚  辛 

題目名稱 
植樹 

排列 

骰子 

展開 

音樂

觀眾

飲料 

優惠 

手機 

方案 

步行 

距離 

每月 

存款 

陽台 

磁磚 

題目來源 a  B  B  B  A  A  D  C  B & C 

內容難易度
b 

難  難  易  易  易  易  易  易 

情境複雜度 c  單純  單純  單純 複雜  複雜  複雜  單純  單純 

字數  97  130  80  88  141  83  33  57 

題目有圖  有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註:a:A表示臺灣 2011數學素養評量樣本試題（上)；B表示 PISA數學樣本試題；C表示數學課本

（習作）題或類似題；D表示輔導團教師仿課本題所命題的素養題。 

b:內容難易度依題目之數學內容難易程度分為難與易。 

c:情境複雜度依題目之情境分為單純與複雜。 

        本問卷共有 8題數學題。問卷問題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受試者在讀完

數學題目後先不直接解題，而是先勾選讀這個題目和平常數學應用題比起來感受

有何不同，以了解國小五年級學生對數學素養題與一般課本題兩種類型題目在這

些項目上的想法，選項可複選；學生作答後接著勾選對這個題目的理解程度為何；

第二部分是解題，請學生保留所有的作答過程；第三部分是勾選對這個題目的喜

歡程度與評估自己作答可得幾分和預期老師會給幾分與如此給分的原因，做為自

我效能與後設認知的情況。 

        本研究問卷中所有試題均以 PISA 評量所提供的評分標準來評分。PISA 素養

的測驗題目型態含有選擇題及需學生建構反應的簡答題或問答題，選擇題的計分

編碼為答對 1，答錯 0，簡答題及問答題的計分從不適切答案至完全適切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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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編碼為滿分 2、部分分數 1、零分 0與未作答（代碼 9）。對於開放式問答題，

學生需要自己建構答案，提出自己的觀點以及支持的理由和論證。此類題目的特

點有時没有標準答案，而是要求學生根據題目所提供的數學資訊，進行合理的解

釋或論述。因為是依學生所提供的答案的合理程度給分，開放式問答題根據學生

的作答反應進行評分。評分時，依據學生理解的程度，評判為滿分、部分分數、

或零分，不會因為書寫表達能力不好而扣分。 

肆、結果與討論 

一、學生對於題目文字量多且有圖表的敘述方式感到更複雜與更難懂。 

依據表 2，我們可以發現大多數學生都認為本測驗中「PISA 樣本試題」和「臺

灣素養試題」都覺得讀起來感覺比課本例行應用題更複雜、更難懂。雖然學生對

一般課本題中的問題辛亦感到更複雜，但這一題剛好也是 PISA 樣本試題。問題

庚題目學生認為更輕鬆、更簡單與更容易懂，部份學生的原因是因為這一題是課

本的題目，常常練習。除此之外，我們也發現問題庚題目的敘述方式文字量最少，

而其他問題的題目敘述方式文字量較多。另一個現象是，學生認為問題丁、戊題

目的 PISA 樣本試題是複雜的，可能的原因是因為這兩個題目有圖，因此推測「文

字量多」與「題目中有圖」可能造成學生在閱讀題目時，覺得這些題目和平常數

學應用題比起來感到更複雜、更難懂。 

表 2：學生對各題讀題時之整體感受 

題型  PISA 樣本試題  臺灣素養試題  課本例行應用題

題目  丁  戊  己  甲  乙  丙  庚  辛 

題目名稱 
植樹 

排列 

骰子 

展開 

音樂

觀眾

飲料 

優惠 

手機 

方案 

步行 

距離 

每月 

存款 

陽台 

磁磚 

更喜歡  0.3  0.3  0.3  0.2  0.1  0.1  0.3  0.2 

更輕鬆  0.3  0.3  0.3  0.2  0.1  0.1  0.5  0.3 

更容易懂  0.2  0.2  0.2  0.2  0.1  0.1  0.4  0.3 

更愉悅  0.2  0.2  0.2  0.1  0.1  0.1  0.3  0.2 

更簡單  0.2  0.2  0.3  0.2  0  0.1  0.4  0.3 

更討厭  0.3  0.3  0.1  0.2  0.2  0.3  0.1  0.2 

更辛苦  0.3  0.3  0.2  0.2  0.4  0.4  0.1  0.2 

更難懂  0.4  0.3  0.3  0.4  0.5  0.5  0.1  0.2 

更煩躁  0.3  0.3  0.2  0.2  0.3  0.3  0.2  0.2 

更複雜  0.4  0.4  0.3  0.5  0.6  0.6  0.1  0.4 
    ＊表格數字代表樣本學生勾選比例。網底表示該項勾選比例高於四成者。 

至於臺灣的素養題那三題學生普遍認為辛苦、複雜、難懂等負面情意。透過

與學生的訪談，學生表示對於題目當中的問題情境覺得複雜難懂，不了解購買手

機時，單賣空機不綁合約與綁約兩種方案的實質內涵，也不了解月租費的意義，

顯示題目的情境與學生真實生活情境難以產生連結，因此學生讀到這類素養題時，



 

348 

覺得與平常數學題比起來感到更複雜、更難懂。 

二、學生對於問題文字量少且有圖表的題目理解程度較高。 

依據表 3的數據呈現，我們可以知道學生覺得讀問題丁、戊、己、庚、辛時，

完全懂和大部分懂的人數較多。其中問題己、庚、辛題目敘述文字量很少；而問

題丁和戊的題目敘述中含有圖示，表示學生對於文字量少與題目中有圖示的題目

理解程度較高。綜合表 2與表 3的結果，學生覺得問題丁、戊讀起來感覺更複雜、

更難懂，但也因為題目敘述中有圖的幫助，更提高了學生對題目的理解程度。學

生讀問題丁、戊、己、辛時，完全懂和大部分懂的人數較多，顯示學生對素養題

理解程度相當高。 

表 3：學生對各試題之理解程度 

題型  PISA 樣本試題  臺灣素養試題  課本例行應用題

題目  丁  戊  己  甲  乙  丙  庚  辛 

題目名稱 
植樹 

排列 

骰子 

展開 

音樂

觀眾

飲料 

優惠 

手機 

方案 

步行 

距離 

每月 

存款 

陽台 

磁磚 

完全懂  0.3  0.3  0.3  0.1  0.1  0.1  0.5  0.2 

大部分懂  0.3  0.2  0.2  0.3  0.2  0.3  0.2  0.4 

一半一半  0.3  0.1  0.3  0.3  0.3  0.3  0.1  0.2 

不大懂  0.1  0.2  0.1  0.1  0.2  0.2  0  0.1 

完全不懂  0.1  0.1  0.1  0.1  0.1  0.2  0.1  0.1 
    ＊表格數字代表樣本學生勾選比例。網底表示該項勾選比例高於四成者。

 

三、學生在一般課本題的得分高於數學素養題的得分。 

依據表 4的數據呈現，我們可以知道學生整體的得分表現為問題庚得分最高，

表示學生在一般課本題得分最高。學生在作答時，反應問題庚在課本上曾經看過，

而且已經做過無數次的練習了，對問題庚非常熟悉。顯示學生對一般課本題非常

熟悉，問題庚題目敘述文字量較少，問題情境較單一，而且學生在一般課本題的

練習非常充分，因此學生在問題庚的得分表現明顯較高。 

表 4：學生在數學素養題與一般課本題題目得分情形 

題型  PISA 樣本試題  臺灣素養試題  課本例行應用題

題目  丁  戊  己  甲  乙  丙  庚  辛 

題目名稱 
植樹

排列

骰子 

展開 

音樂

觀眾

飲料 

優惠 

手機 

方案 

步行 

距離 

每月 

存款 

陽台 

磁磚 

問題 

1   

原始  0.9  0.5  0.1  0.5  0.8  0.6  1.7  1.1 

百分  45  50  10  25  40  30  85  55 

問題 

2 

原始  1.1  0.9  0.9  0.2  0.4  0.5  1.1  無 

百分  55  45  45  10  20  25  55  N.A. 
＊表格數字「原始」代表學生平均原始得分，網底表示該項滿分為 1分，其餘為滿分兩分，問題

辛只有問題一。「百分」代表平均分數換算成百分等級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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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最喜歡的是一般課本題的敘述方式，而素養題也是學生喜歡的題型。 

        依據表 5的數據呈現，我們可以知道大多數學生最喜歡的是問題庚，表示學

生最喜歡的是一般課本題。而學生對問題丁與己的喜歡程度亦是相當高，顯示素

養題也是學生喜歡的題型之一。 

表 5：學生對數學素養題與一般課本題題目敘述方式的喜好情形 

題型  PISA 樣本試題  臺灣素養試題  課本例行應用題

題目  丁  戊  己  甲  乙  丙  庚  辛 

題目名稱 
植樹 

排列 

骰子 

展開 

音樂

觀眾

飲料 

優惠 

手機 

方案 

步行 

距離 

每月 

存款 

陽台 

磁磚 

喜歡程度  3.06  2.86  3.1  2.8  2.58  2.33  3.6  2.9 
＊表格數字代表樣本學生勾選分數平均。最低 1分，最高 5分。

 

五、學生對數學解題自信心不足。 

從學生整體的評分中，我們可以知道本測驗 8題中，每一題學生自我評分的

分數皆高於預期老師評分給的分數。顯示學生在作答時很努力地作答，因此學生

自我評分較高，覺得自己很努力，因此應該得到高分。但在預期老師評分時，卻

沒有自信與把握能夠得到高分，有些學生覺得自己可能會粗心而答錯，有些學生

覺得自己的說明方式老師可能看不懂，因此被扣分。因此顯示學生對數學解題的

自信心不足。 

表 6：學生在數學素養題與一般課本題題目自我評分與預期老師評分情形 

題型  PISA 樣本試題  臺灣素養試題  課本例行應用題

題目  丁  戊  己  甲  乙  丙  庚  辛 

題目名稱 
植樹 

排列 

骰子 

展開 

音樂

觀眾

飲料 

優惠 

手機 

方案 

步行 

距離 

每月 

存款 

陽台 

磁磚 

自我評分  4.33  3.96  4.4  3.9  3.42  2.94  5.1  3.6 

預期老師評分  3.95  3.8  4.2  3.58  3.39  2.77  4.7  3.5 

＊表格數字代表樣本學生勾選分數平均。(滿分為 7分)

伍、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中，我們知道學生對於題目文字量多且有圖表的敘述方式感到更複雜

與更難懂。題目的情境與學生真實生活情境難以產生連結，所以學生對問題的情

境感到複雜與難懂。不僅是數學素養題，對於一般課本題亦然。即使如此，但學

生對於問題文字量少且有圖表的題目理解程度相對較高，因此學生對素養題的理

解程度亦是相當高。實際作答後，學生在一般課本題的得分高於數學素養題的得

分。多數學生最喜歡一般課本題的敘述方式，而素養題也是學生喜歡的題型之一。

在自我評分與預期老師給分的情形，學生往往覺得自己很努力作答，應該得高分；

但在預期老師評分時，卻沒有自信與把握能夠得到高分，有些學生覺得自己可能

會粗心而答錯，有些學生覺得自己的說明方式老師可能看不懂，因此被扣分，顯

示學生對數學解題的自信心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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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對教學上的建議為學生應多練習情境脈絡下的真實數學問題、教師應

多培養學生數學解題的自信心；對研究上的建議為學生在數學素養題的錯誤類型

及其迷思概念、學生如何從數學課本題進入數學素養題以解決真實世界碰到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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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12‐year National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will be  fully  implemented  in 

the 108th academic year. The core literacy orientation is one of the main axes of this 

curriculum  reform.  The  corresponding  literacy‐oriented  assessment  questions  are 

also  concerned,  including  the  form,  characteristics  or  scoring  method  of  the 

questions.  Through  the  various  study  or  teacher  professional  growth  courses,  the 

teacher  will  be  reached  at  the  teaching  site.  In  general,  mathematical  literacy 

questions  emphasize  the  combination  of  real  situations,  and  such  topics  are 

currently  fewer common  types of students. Under  the  trend of  literacy orientation 

sweeping the future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do we  ignore the  learner‐centered, 

"Is this method of proposition also a question type that students like or accept?" 

In  view  of  thi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feelings,  comprehension, 

preferences  and  self‐scoring  of  the  two  types  of  questions,  such  as mathematics 

literacy‐oriented  questions  and  general  textbook  questions,  through  the  actual 

survey method. The actual answering situation of these two types of questions. This 

study  adopt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and  the  research  sample  is 

convenient for sampling and selects 75 students from a fifth grade in Taoyuan City to 

fill  in  the questionnaire. The  study  found  that:  (1) Students are more  complicated 

and mor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amount of text and the way in which the text is 

presented. (2) Students have a high degree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blem with a 

small  amount  of  text  and  a  chart.  (3)  The  score  of  the  students  in  the  general 

textbook is higher than the score of the mathematics. (4) What students like most is 

the narrative style of general textbook questions, and the literacy questions are also 

one  of  the  types  of  questions  that  students  like.  (5)  Students  have  insufficient 

self‐confidence in solving mathematics problems.           

 

Key words: Literacy Assessment, Mathematical Literacy, Mathematics Textbook 
Questions, Mathematical Literacy‐Orientation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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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級機率教學實驗：以樹狀圖為核心設計 
 

許哲毓 1  許芷雲 2  單維彰 3 

1 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 cyhebe0937709363@g.ncu.edu.tw 
2 國立中央大學數學系碩士班 winniehsu@g.ncu.edu.tw 

3 國立中央大學數學系 shann@math.ncu.edu.tw 

 

摘要 

十二年國教數學領綱將於今(民 108 年)九月實施，但「不確定性」主題的機

率課程卻還是集中在九年級。本研究將針對八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設計以樹狀

圖之思路，讓學生理解、解決機率問題之課程。並從中探究學生以樹狀圖為解題

工具時，產生之錯誤類型。期望八年級學生能在機率知識上有所成長，並提早培

育機率思維之素養。由前、後測的實徵數據發現，學生在經過樹狀圖之機率教學

後，整體解決機率之能力確實有成長。研究亦發現在學習樹狀圖中，產生兩項錯

誤類型，分別是一、樣本主體與事件之分類判讀；二、不對稱事件的機率值對應

樹狀圖之表徵。 

關鍵字：樹狀圖、機率思維、錯誤類型 

 

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在 2018 年，張鎮華教授領導的十二年國教數學領域課程綱要，即 108 課綱(教

育部，2018)回應了林福來教授等人做的十二年國教數學領域課程綱要內容前導

研究(林福來、單維彰、李源順、鄭章華，2013)當中主張之多項議題。其中第一

項建議：機率、統計、數據素養的「不確定性」議題的機率課程，屬於未能完全

實現的(單維彰，2016)。然而，近年來不確定性的應用相當廣泛，重要的是機率

不需有繁複的計算技術，即可發展其思維。對於大學以上的學習，機率更是一種

基礎能力，多個領域皆利用機率預測不確定性事件，做出最佳的解釋。 

研究者搜尋相關文獻顯示，國外在小學和初中階段，即有按部就班學習機率

的安排。反觀臺灣機率課程，首次正式出現即在九年級，且是相當粗淺的單一事

件古典機率；在十年級才開始正式學習，內容立即變得相當困難。這樣的設計其

實對學生學習是不利的。而且未修習高中課程的國民，則幾乎沒有培育機率素養

的機會。種種跡象顯示，機率課程在未來還有再調整之必要。本研究將參考許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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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單維彰、劉柏伸(2016)以樹狀圖之思路，讓學生能利用樹狀圖的圖形特徵，

理解抽象的機率問題，不以「集合論」與「排列組合」當作「機率論」的先備知

識，進行教材設計，並入班實施教學，然後以前測、後測確認學習的成效。 
 

二、研究問題 

 本研究團隊針對八年級學生的認知能力與先備知識，設計完整的機率入門課

程。但本文僅聚焦於以下兩項研究問題，做成報告。 

(一) 臺灣八年級學生是否在經過樹狀圖課程後，提升解決機率問題之能力？ 

(二) 臺灣八年級學生在學習樹狀圖中，發生哪些錯誤類型？ 

貳、文獻探討 

一、機率迷思與樹狀圖教學 

Shaughnessy(1992)指出任何人對於不確定性事件所保持的信心程度(機率)，

都存在自我中心的印象(egocentic impressions)。而這樣的定見往往都會影響判斷

事件的正確性。Amir 和 Williams (1994)報告指出，態度、信念、經驗、語言都

可能影響機率思維。Tversky 和 Kahneman (1973)亦指出，人們在判斷機率時，將

依據經驗上的策略，進行決策。雖然，這些策略能快速展示出類似的合理結果，

但卻往往與機率理論相違背。這些學者們都指出人們對機率的迷思，是經由真實

生活的經驗對於機率的認識與學習皆有影響。如同 Bognár 和 Nemetz(1977)指出

學童在未接受機率教學之前，雖可從生活經驗中了解機率的簡單概念。但判斷機

率概念，容易受經驗所影響，導致與機率理論不同之結果。儘管是成年人也可能

跟小學生一樣犯了相同的機率迷思。研究者認為或許機率的迷思，需要由有系統

化的教學進行澄清。 

Green(1983)也指出在不確定性的教學中，運用有系統的方法是必要的，能

避免學生產生與該主題有關的迷思概念。Fischbein(1975)認為兒童對於機率的初

步直覺經驗仍很薄弱，需要經過正式機率教學來協助其發展與增強。藉由教學，

可以教導兒童機率概念或改正兒童的機率迷思概念。特別是條件機率的語言邏輯，

容易使學生感到困擾，導致迷思概念的產生(Shaughnessy, 1992)。蔡文煥(1998)

引用 Green(1987, 1988)對於兒童在皮亞傑機率發展階段之研究，發現在 3000 名

十一歲到十六歲的英國學生之中，對樹狀圖和乘法原則均不甚瞭解。但時至今日，

英國已發展一套系統化的機率教學，且使用了樹狀圖，處理了多種機率概念的問

題(許哲毓等人，2016)。顯然地，臺灣國中階段的機率學習，將樹狀圖關注在分

類事件上，功能侷限在單純的計數，是一項有待商榷的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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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狀圖(Tree Diagram)首次出現在諾姆·杭士基 1965 年的著作(Chomsky, 1965)

中。它是一個有方向性且無循環的圖形，是一種能系統化的細分主題、區分階層、

觀看整體，做邏輯性的列舉，並運用樹的象徵來表現出構造之間的關係(許哲毓

等人，2016)。樹狀圖可在未來，作為數學的集合論與組合中，一項重要基礎，

甚至可延伸到大學階段的圖論與資料結構(單維彰、許哲毓，2019)。它的重要性

與價值，促使所學能夠應用至真實生活，而非知識上的理論。機率主題不同於一

般的數學課程(需由特定的公式去做定量的推導)，它是預測不確定性事件的基準，

需要足夠符合事件的資訊，才能做出最佳的解釋(許哲毓等人，2016)。「樹狀圖」

即是常被用來將事件作細緻分析的工具，故本研究將利用樹狀圖結構幫助學生解

決機率問題，並從中找出學生使用樹狀圖之難點。 
 

二、圖像思考 

一張好的圖勝過千言萬語，透過簡單的線 條與空間關係，傳遞特定的數學

意義，其中可能包括代數、函數、幾何與統計等關係(Larkin & Simon, 1987; Arcavi, 

2003; Roth & Bowen, 2003)。圖像在數學解題中扮演關鍵的輔助工具，文獻上亦

指出透過圖像能快速瞭解題意或啟發先備知識(Polya, 1957)。在不確定性知識上，

Scheaffer、Watkins 與Landwehr(1998)認為讓學生理解表格和圖像所表達的意義，

以及如何決定使用它們來解決問題都是重要的學習歷程，也有些學者認為圖像本

身就是一種解題方法(Schoenfeld, 1979, 1980)。圖是一種經過高度選擇的表徵形

式，能夠幫助解題者獲 取資訊以及便於理解與記憶資訊(Lowe, 1994)。Jitendra 

(2002)指出圖像表徵可以減輕學習者在認知處理的負擔，且能製造有用的訊息，

分析和解決問題。在教學的過程中，要激發學生將問題視覺化(Hegarty & 

Kozhevnikov, 1999)。學生能從學習的經驗中獲得畫圖的技能，並期望藉由使用

圖像表徵使數學學業進步(Uesaka & Manalo, 2011)。 

臺灣學者林秀燕(2004)及陳柏如(2005)也指出利用圖像表徵可以幫助學生理

解題目。故研究者認為機率學習上，最被大眾所困擾之處，就是概念抽象難以具

體體會。倘若善用圖像表徵在教學上，應有相當程度的優點。因此，在國中階段

之機率教學上，本研究團隊從教師手冊看到樹狀圖之內容缺乏系統性的教學，並

未善用其樹狀結構，僅作為計數工具，相當可惜。故本研究所設計之教材將採用

樹狀圖之特色，以圖像的思考，有助於學生形成動態連結的內在表徵，將提供學

習者強而有力的學習與知覺經驗。 

參、研究方法 

本節說明機率教學實驗中，所涉及之研究對象、時程安排、實驗教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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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資料分析將使用量化與質性分析學生在樹狀圖之學習表現。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取之田野學校為桃園市郊一所中型國中，屬於十年內新成立之學校，

全校共計 30 個班級，師資也較為年輕。選取其八年級 4 個班級的學生，作為機

率教學實驗課程之研究對象，其中 A 班 31 人、B 班 29 人、C 班 30 人、D 班 30

人，扣除測驗未到人數，實際採計人數為 A 班 28 人，B 班 27 人，C 班 29 人，

D 班 27 人，合計 111 名學生。在機率教學實驗前，研究者依據在校月考成績，

評估此校學生經過七年級和八年級上學期的數學教學後，學生對於機率將使用到

的數學先備知識與技能，屬於熟練的程度。 
 

二、研究時程 

 本課程預計有 9 節課，包含前測與後測。課程相當繁重，為不影響正常教學，

研究者將 9 節課分散於一學期內完成，同時也減輕學生認知負荷。教學內容包括

機率類型的介紹與應用、列舉及樹狀圖等。所收集資料相當豐富，但本文篇幅有

限，將僅針對樹狀圖的概念作為主軸，其餘部分暫不討論。 
 

三、研究實驗教材 

本研究之機率課程教材，為研究者與團隊自編教材，取其編寫者之姓氏，命

名為《許氏機率》。內容參考國外教科書之特色，特別是樹狀圖教學脈絡，並加

入臺灣教科書未提及的內容：主觀機率以及頻率機率。完整的機率知識，將幫助

學至釐清機率概念。而樹狀圖部分搭配跨領域的教材設計，運用七年級的生物課

程遺傳主題，作為編寫之啟發。因此，內容上包含不同領域如何使用樹狀圖。這

樣的內容設計符合十二年國教中所提及的素養學習具跨領域的性質，使得課程不

局限於數學上的知識。 

特別的是，研究團隊在編制教材時，不提供過多的題目練習，避免精熟學習

之操作。教材著眼於使學習者更積極參與課室活動，進行「做中學」，跳脫傳統

課本題型之框架，使用真實生活之例子，搭配研究者手繪插圖，激發學生以樹狀

圖連貫機率思路，並且維持學習的動機。以下簡介樹狀圖之內容。 

研究的教材除了介紹樹狀圖、如何繪製樹狀圖以及計算樣本空間之總數外，

再強調將事件所發生之機率，填在所對應的樹枝上。教學活動著重於運用樹狀圖

表徵，幫助學生理解機率概念，釐清機率迷思。教材所舉範例，如三人猜拳、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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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機或約會穿搭，如圖 1，皆是真實生活中具有不確定性的樹狀圖情境。 

圖 1 許氏機率教材之一例（頁 72） 

四、研究工具 

(一) 機率測驗 

本研究所開發之機率測驗共有 14 題，包含古典機率、頻率機率等機率概念。

其試卷內容相當豐富，且皆經由預試後，信度為 0.85。但本文目的為釐清學生使

用樹狀圖之成效，故將只探討使用樹狀圖技術的 4 道題目，且配分皆為 3 分。其

餘試題不予討論。完整參與前測與後測之總人數為 111 人。 
 

(二) 認知分析規準 

上段所介紹之機率試卷，並非毫無章法地擬出題目。本研究採用「不確定性」

教材與評量之分析規準(許哲毓、單維彰，2018)，分為「不確定性」知識與認知

向度，作為試卷內容之雙向細目表，如表 1 和表 2。本文在以下章節將只探討樹

狀圖之試題，其餘不討論。關於「不確定性」知識與認知向度之詳細內容與範例

詳見 http://shann.idv.tw/article/zheyu2018.pdf。 
 

五、資料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採用「量化分析」輔以「質性分析」之方法進行資料分析。在量化分

析方面，使用 R 統計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與 t 檢定分析，以理解學生在樹狀圖

的學習成效。在質性分析方面，將從學生的文本、資料中，歸類樹狀圖之錯誤類

型。  

表 1                                                              「不確定性」知識向

度各概念細項的定義 

知識向度 定義 

主觀機率 
指一個事件發生的機率由某人決定，包括設計上的安排設定，或者根據相信的

程度而評定。 

古典機率 
假設樣本空間 S 中的每一個樣本出現機會均等，則事件 A 發生的機率 P(A) = 

，其中 n(*)表示樣本個數。 

頻率機率 用實驗設計所觀察的事件發生相對次數，當作事件發生的機率。 

統計量 對數據進行運算而獲得統計知識，不涉及圖表者。 

圖表判讀 對圖表進行報讀、詮釋和判斷而獲得統計知識。 

圖表製作 將原始數據或統計量依指定的或適用的圖表繪製出來。 

表 2                                                               「不確定性」認知

向度各概念細項的定義 

認知向度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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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理解 能以記憶性的知識來辨識、轉換機率或統計的概念或原理。

程序執行 
能選擇適當的機率或統計定義、公式執行計算，能判讀圖表

呈現的資訊，能製作指定的圖表，並能檢驗結果的正確性。

數學思維的解題思考 
遭遇不確定的情境時，能組織機率或統計的知識，根據定

義、定理或公式做「確定」的演算或推論，以解決問題。 

不確定性思維的解題思考 
遭遇不確定的情境時，能組織機率或統計的知識，必要時輔

以計算，在「不確定」的前提之下做出合理的判斷或決策。

 

肆、資料分析 

一、機率學前、學後測驗分析 

本研究採用成對樣本 t 檢定，選定的樣本為學前、學後兩份試卷之樹狀圖題

型作檢定。統計結果如表 3，其 p 值小於 0.05 達顯著，且從描述性統計可知，

平均分數的差異為正數。表示經過完整的機率教學後，學生的樹狀圖題型之分數

有明顯成長。 

表 3                                                                成對樣本 t 檢定－

機率測驗 

此外，不確定性知識與認知規準上，本測驗的樹狀圖試題，皆屬於「圖表製

作」的知識向度。而認知向度則各有兩題分屬於「程序執行」與「數學思維的解

題思考」。如表 4。 

研究者為了分析在經過完整的機率教學後，學生在各題的成長表現，將透過

的學生的答對率分析「不確定性」概念的各向度中，學生機率概念的進展表現，

如表 4。本研究定義每一題答對人數除以總受測人數，為該題之答對率。每一題

的學後測驗答對率減去學前測驗答對率，定義為該題之進步幅度。表 4 中的進步

幅度皆為正數，表示皆為正成長。 

再來，比較整體平均數和標準差，我們以一個標準差判斷各題成長的幅度。

本測驗平均進步幅度為 0.25，標準差為 0.15。表 4 顯示，不論進步幅度高於或低

於平均數加減一個標準差，在整體表現而言皆是正成長；只是如果低於一個標準

差，意味成長幅度未達平均成長水準。 

類別 樣本數 平均分數 標準差 t 值 自由度 p 值 

機率學前測驗 111 1.14 2.13 
-13.475 110 2.2× 1610

機率學後測驗 111 5.47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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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樹狀圖答對率與

認知層次 

表 4 中有兩題的進步幅度較不明顯，分別為 A 題和 D 題。特別說明：D 題

的測驗目標是獨立性概念；雖然課程中並未強調如何解決獨立性的問題，研究者

刻意設計此題，意圖觀察學生是否有自發性概念。從進步幅度中，仍可說明樹狀

圖的樹形結構可能有助於發展獨立性概念。以下針對這兩題逐一探討。 

A 題 

劉老師以抽籤的方式決定到江辰、小希、柏松三位學生家各做

一次家庭訪問的順序，則小希是第一個、江辰是第二個被家庭

訪問的機率為多少？ 

從學生的文本中，發現答錯此題的學生，約有 23%是題意理解錯誤，誤將題

目解讀為「小希被固定為第一個被家庭訪問，所以江辰被第二個家庭訪問的機率

為 」，導致繪製錯誤的樹狀圖(重點是他們都會使用樹狀圖解決此題)，如圖 2。

表示學生在閱讀不確定性問題時，可能產生文字邏輯上的混亂。但或許還可以猜

測學生這樣的理解是否隱藏條件機率的概念(安排小希為第一位之條件下，則江

辰為第二之機率是 )。但學生紙本所呈現證據不夠充裕，僅能在未來進行訪談

以瞭解學生真實情況。 

D 題 

金福珠為了練舉重，她選擇吃蘇打餅乾的機率為 	 。選擇完

蘇打餅乾之後，再決定要不要喝草莓牛奶，則她選擇喝草莓牛

奶的機率是 	 。金福珠選擇不吃蘇打餅乾，但要喝草莓牛奶

的機率為多少？ 

此題在設計時，即為測試學生是否能在未教授樹狀圖解決獨立性所使用之技

術下，可自行依據樹狀圖結構解決問題。在學前測驗，我們發現僅有 7％的學生

答對。經過完整的機率教學後，答對率提升至 17%。說明學生對於樹狀圖之結構，

可啟發解決獨立性概念之技術，如圖 3。 

認知向度 程序執行 數學思維的解題思考 

測驗 學前 學後 學前 學後 

各題答對率 0.05(A 題) 0.23 0.02(C 題) 0.47 

進步幅度 
0.18 

(低於平均數但未滿 1 個標準差)

0.45 

(高於平均數且超過 1 個標準差)

各題答對率 0.11(B 題) 0.51 0.07(D 題) 0.17 

進步幅度 
0.40 

(高於平均數且超過 1 個標準差)

0.10 

(低於平均數且超過 1 個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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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尚未教授樹狀圖之階段，學生在解題時，不會使用樹狀圖，且無

法解決多數的機率問題。但經過完整的機率教學後，超過半數的學生能畫出樹狀

圖，依據題意判斷出問題，並求其解。證據顯示樹狀圖是需要經過教學，非自身

能依據經驗，而使用之解題工具。此外，從學生文本中，也發現有部分的同學能

從樹形結構中，解決超出國中階段的概念，例如：獨立性與乘法原理之技術。 

圖 2 學生 A 題錯誤範例 

圖 3 學生 D 題正確範例 

二、樹狀圖之錯誤類型 

在教學過程與後測中，研究者發現，對於八年級學生而言，樹狀圖確實屬於

陌生的技術，不同於以往僅強調數學計算的課程。以下說明學生在繪製樹狀圖時，

所見之機率錯誤類型： 
 

(一) 樣本主體與事件的分類階層判讀：題意中所使用之字詞，學生無法解讀

出樣本主體與事件。 

例如在學習繪製「猜拳」的題目時，學生常無法判斷樹狀圖的節點與分類階

層，該填入人名或是拳種，使得繪製出錯誤的樹狀圖。但研究者發現利用列舉時，



 

361 

卻無此困難發生。 

有鑑於此，研究者將利用列舉作為建立樹狀圖之鷹架，如兩人猜拳：紀錄(剪

刀，石頭)、(剪刀，布)等 9 種情況。這是以「人」會出什麼拳種為思考的出發點，

進行列舉。因此，研究者認為同樣的思考模式，可套用在樹狀圖的分類上，接著

繪製甲或者乙所屬階層的拳種，便可知道分類上要填入人名。如圖 4。 
 

(二) 不對稱事件的機率值對應樹狀圖 

在課堂中，在對稱事件下，每一根樹枝皆是均勻的機率。這樣的論述，學生

是能接受的操作。反之，在不對稱事件下，每一根樹枝變成非均勻的機率。但學

生在繪製時，無法辨認每一樹枝所代表之機率值。例如：學生在 D 題的樹枝上

寫了不正確的機率，如圖 5。研究者認為八年級的機率教學中不宜太過複雜，可

能只適合對稱事件，即每一根樹枝的機率皆是相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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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教學示例 

步驟1. 在列舉甲、乙兩人猜拳情況時，表示列舉的符號中要填入什麼呢？ 

步驟2. 引導學生思考：該填入(甲，乙)還是(剪刀，石頭)呢？ 

步驟3. 學生能判斷出應填入(剪刀，石頭)，即括弧中應填入甲和乙所有可能

出的拳種。 

步驟4. 所以在繪製樹狀圖時，應以甲和乙所有可能出的拳種為分類名稱。 

步驟5. 教師畫出正確和錯誤類型，幫助學生釐清樹狀圖分類。 

石頭 布剪刀

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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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類型 錯誤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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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樣本主體與事件的分類階層判讀之錯誤範例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經由研究團隊進行教學後，大多數學生能夠繪製出正確的樹狀圖，並解決機

率問題。在機率概念上，部分學生可能具備獨立性、條件機率之概念。在解題技

術上，部分學生發展出加法、乘法原理的技能。研究也發現學生無法理解列舉方

法 (事件○1 ，事件○2 )、(事件○2 ，事件○1 )為兩種不同的情況，但透過樹狀圖之圖

形結構，學生能夠釐清上述事件之不同。 

然而，在機率教學中，學生可能因為未熟練操作樹狀圖、機率概念，或機率

思維存有迷思，導致出現兩項錯誤類型：一、樣本主體與事件的分類判讀；二、

不對稱事件的機率值對應樹狀圖。這些證據希望對教學現場與未來的課程設計，

有所貢獻。 

二、建議 

不確定性主題的教育，已經是一個明顯而迫切的需求。大方向的策略性調整

則必須倚靠課程綱要的重新規劃(單維彰、許哲毓，2019)。本研究建議八年級起，

學生開始正式學習機率。在課程規劃上，可採用《許氏機率》為機率課程設計之

參照。不過，從學生的文本中，發現學生在繪製出正確的樹狀圖後，無法根據題

意判斷其機率運算為加法或乘法。故在八年級的機率課程中，強調繪製樹狀圖並

將節點的機率值加總。屬於不對稱事件概念、乘法原理之技術，則安排至九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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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ability Teaching Experiment in Grade Eight: 

Tree Diagram as Design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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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Guidelines of 12-Year Basic Education Outline will be implemented 
this (2019) September, but the probability contents for the topic of "uncertainty" are 
still concentrated on the ninth grad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sign a new 
course with the core of tree diagram reasoning for students to understand and solve 
probability problems. We also explored the types of errors that students usually made 
when using the tree diagram to solve uncertainty problem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eighth-grade students’ probability knowledge to evolve and the probability literacy to 
cultivate in an earlier grade. It was found that the students improved their probability 
literacy after learning of tree diagram. It was also found that two types of errors are 
generated in the tree diagrams, i.e. the classif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sample 
objects and events; and the probability values of asymmetric events corresponding to 
the representation of tree diagrams. 
 
Key words: tree diagram, probability, misconce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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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融入國中三角形三心之補救教學設計 

 
 黃琪如 1 姚如芬 2     

1嘉義市私立嘉華高級中學  lovecute363636@gmail.com 
2國立嘉義大學數學教育研究所 rfyau@mail.ncyu.edu.tw 

 

摘要 

本研究旨在設計資訊融入國中三角形三心之補救教學，研究者依據個案學生

在三角形三心的學習表現，同時參考「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內之分年

細目表、能力指標與資訊融入教學相關文獻設計出在三角形三心單元的數學補救

教學活動，使用 Geogebra 軟體呈現三角形三心的意義與性質，並且在教學活動

結束後使用 Kahoot 即時回饋線上測驗軟體，進行形成性評量；期望可使學生在

教學活動中更有效率的理解三角形三心中數學概念，同時可立即回饋老師進行教

學修正。 

 
關鍵字：補救教學、三角形三心、資訊融入數學 

 

壹、緒論 
根據九年一貫數學學習領域的教學目標中，幾何方面要學習三角形的基本幾

何性質，並能推理及應用於解決生活中的問題，進而奠定高中階段的數學基礎，

以及培養學生欣賞數學的態度與能力。以及幾何在九年一貫數學領域課綱中，占

五大主題之一，由此可知幾何的重要性。 

        吳雨菁(2008)提出的研究中顯示，訪談的教師皆表示幾何圖形是國中生

最難教的單元，因學生本質和能力問題處於過度時期，故國中學生也覺得圖形及

幾何學是國中數學最難學的部分，老師與學生皆認為幾何學與圖形是國中數學最

難過的一關。研究者在授課過程中，也發現國三學生學習幾何到了「三角形三心」

單元需要大量的使用三角型與圓的性質，這個部分的先備知識基礎變得相當中要，

若是在基礎的知識未建立好的學生，容易對於數學定理及推理證明較無學習動機，

導致學習三角形三心上造成困難。 

教育部早民國 92 年公佈的「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中，將電腦資

訊素養列入十大基本技能之一，並且計畫將「學電腦」轉型為「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主要的理念為使用電腦學習，從「學術面向」轉移到「應用面向」(江蕙茹，

2002)。   

美國於 2001年推動「No Child Left Behind」（不讓孩子落後）法案，世界各

國也將教育政策關注在教育機會之實質公平，台灣於九年一貫課程實施以來，亦

不斷提出此等相關教育政策，畢竟每位學童從出生開始，其智力與家庭等條件都

不相同，為使學習低成就的學童有獲致成功學習的機會，唯有建立完整而一貫的

補救教學系統，是教育改革理念的重要配合性措施（張新仁，2001）。 

        補救教學課程設計首先要注意的是如何建立學生的信心與學習的動機，

防止學生再一次的挫敗，以免失去補救教學的意義與目的。故補救教學的課程設

計先要考慮由淺而深、從先備知識著手等的學習原則，對於低成就的學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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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計應以生活化、情境化、具體化、樂趣化為原則（林羿姍，2006）。 

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在依據個案學生在三角形、與能力指標與資訊融入教

學相關文獻，設計出有關三角形三心單元的補救教學活動。 

貳、文獻探討 

一、三角形三心之相關研究 

在「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數學學習領域」中所呈現的分年細目與

所對照的能力指標，研究者擷取了與三角形三心有關的部分整理如下表1所示。 

 
表 1  三角形三心分年細目與能力指標對照表 

分年細目  對照指標 

9‐s‐08  能理解多邊形外心的意

義和相關性質。 

S‐4‐16 能理解三角形內心、外心、重心的

意義與性質。 

S‐4‐17 能理解圓的幾何性質。 

9‐s‐09  能理解多邊形內心的意

義和相關性質。 

S‐4‐16 能理解三角形內心、外心、重心的

意義與性質。 

S‐4‐17 能理解圓的幾何性質。 

9‐s‐10  能理解三角形重心的意

義和相關性質。 

S‐4‐16 能理解三角形內心、外心、重心的

意義與性質。 

         
        研究者再針對「三角形三心」經國家圖書館之全國博碩士論文資訊網搜尋後，

得到相關研究主題的論文多篇，挑選近年相關文獻(呂益昇，2005；王俊宇，2012)，

取得與三角形三心相關之論文摘述製作成下表 2；一方面可藉以理解學生的學習

困境、一方面也可了解其教學成效，以作為教學設計的借鏡。 

 
表 2近年有關三角形三心之相關研究 

作者 

(年代) 

論文名稱  論文摘述 

呂益昇 

(2005) 
 
 
 

國三學生三角形外

心與內心概念學習

之困難因素及類比

教學實驗的探討 

研究結果發現國三的學生在「外心與內心概念」有

學習上的困難原因有:1.對於數學語言、符號描繪圖

形及數學專有名詞無法正確完整的使用。2.無法統

整有系統的概念。3.論證觀念、文字表徵及形式論

證的能力不足。4.缺少繪圖的習慣及解題經驗。 

5.先備知識不熟悉，造成推理能力困難。 

王俊宇 

(2012) 

國中三角形三心課

程輔以幾何繪圖軟

體對國三學生學習

成就與學習態度影

響之研究 

「幾何繪圖軟體輔助教學模式」與「傳統講述式教

學模式」對國三學生學習三角形三心課程之學習成

效有顯著差異，且學習成效之改變前者優於後者，

但學習態度之改變並未達到顯著之差異。 

 
二、資訊融入教學之相關研究 

藉由資訊融入教學，使學生的學習時間只需原本的百分之二十，能有效的幫

助學生學習（壽大衛，2001）。對於低成就的學生，利用資訊融入教學可以提升

學生的學習興趣及自我信心（張新仁，2000）。由於資訊融入教學中，資訊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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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輔助的角色，能協助教師有效傳達教學內容，並協助學生提升學習成效（歐陽

誾，2004）。 

軟體的可利用性或免費下載便利性，可使教師有意願應用於課堂教學，而研

究指出電腦是對於教與學有效的工具，因具備多媒體功能，可經由視覺化了解難

以想像的數學概念  ( Kamariah, Ahmad, Wong & Rohani, 2010）。 

資訊科技融入數學使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表現可以提升( Yang & Tsai,2010）；傳

統教學只能聆聽教師的教學，資訊的融入教學使學生能經由操作電腦，積極的去

探索數學；也有研究發資訊科技融入數學，能有助於學生在數學概念理解及直觀

學習(Knuth & Hartmann , 2005）。 

研究者遵從上述諸位學者的論點，利用資訊的學習效率，以及視覺化有效的

幫助學生直觀的學習以及數學概念的理解，讓資訊融入整個教學活動，並且針對

三角形三心單元的學習困難以及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中的分年細目：

9‐s‐08 能理解三角形外心的意義和相關性質、9‐s‐09 能理解三角形內心的意義和

相關性質、及 9‐s‐10能理解三角形內心的意義和相關性質，作為重點的教學目標

進行教學設計。 

 

參、個案學生在三角形三心的學習表現 
 
一、個案學生在「三角形三心」測驗的答題表現 

研究者在「三角形三心」單元教學後進行測驗，此測驗係依據九年一貫課程

綱要中的分年細目：9‐s‐08能理解三角形外心的意義和相關性質、9‐s‐09能理解

三角形內心的意義和相關性質、及 9‐s‐10能理解三角形內心的意義和相關性質進

行編製的；施測後再挑選出答對率低於 40%以下之六位學生作為個案。茲將這些

個案學生的答題表現整理如下表 3，希望能從中歸納出學生的錯誤類型，以作為

研究者設計「三角形三心」單元補救教學之依據。 

 
表 3  個案學生在三角形三心的答題表現 

單元  題號  阿叡  阿珊 阿萌 阿斌 阿岱 阿嘉
單題 

答對率(%) 

整體概念

答對率(%)

 
三角形外心

的意義和相

關性質 

 

選擇 1  ×  ×  ×  ×  ×  ×  0   
 

25 
選擇 5  ×  〇 〇  ×  ×  ×  33 

選擇 9  〇  ×  ×  〇 ×  ×  33 

選擇 12  〇  〇 ×  ×  ×  ×  33 

 
三角形內心

的意義和相

關性質 

 

選擇 2  ×  ×  〇  ×  ×  ×  17   
 
 

22 

選擇 4  ×  〇 ×  ×  ×  ×  17 

選擇 7  〇  ×  ×  ×  〇  〇 50 

選擇 11  ×  ×  ×  ×  〇  ×  17 

選擇 13  ×  ×  ×  ×  ×  ×  0 

選擇 14  ×  ×  〇  ×  ×  〇 33 

  選擇 3  ×  ×  〇  ×  ×  〇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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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形重心

的意義和相

關性質 

選擇 6  ×  ×  ×  ×  〇  ×  17   
29 

選擇 8  ×  〇 ×  〇 ×  ×  33 

選擇 10  〇  ×  〇  ×  ×  ×  33 

個案學生答對率(%)  29  29 36  14 21 21   25 

 
 
二、個案學生在三角形三心的錯誤類型 

        研究者施測後再經過訪談個案學生，結果依據數學知識結構歸納出五個像度

的錯誤類型如下表 4所示。 

 
表 4錯誤類型與錯誤原因關係表 

數學知識結構  錯誤類型 

所需的先備知識 
不清楚中垂線的性質 

不清楚角平分線的性質 

三角形外心的意義

和相關性質 

無法理解銳角、直角、及鈍角三角形的外心位置 

無法理解三角形外接圓的圓心是外心   

無法利用外接圓性質去求角度 

無法理解外心到三角形三頂點等距離 

三角形內心的意義

和相關性質 

無法理解銳角、直角、及鈍角三角形的內心位置 

無法理解三角形內切圓的圓心是內心 

無法理解內心到三角形三邊等距離 

無法理解內切圓半徑與三角形面積的關係 

無法利用內心性質求角度 

三角形重心的意義

和相關性質 

無法理解中線的意義 

無法理解重心為三中線交點 

無法理解重心與三角形面積的關係 

無法理解三角形的重心到一頂點距離等於它到對邊中點的兩倍

三心相關的繪圖 

無法將文字敘述圖像化 

無法繪製特殊角直角三角形 

無法繪製外接圓與內切圓 

 

肆、教學設計 

一、  設計理念 

        在研究者九年教學經驗的教學現場中，補救教學的孩子們，都是被學習低成

就所困擾的孩子們，在傳統的講述式教學課堂中，補救教學的孩子們通常會再度

感到無力以及反感，相信目前的教育現場都普遍充滿著這種情況，若繼續使用傳

統講述式教學只會再降低補救教學學生的學習動力，若是使用其他教學方式可引

起低成就的學生學習動機，故研究者基於這樣的理念下，朝著讓低成就學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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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手操作，而且是普遍學生都有興趣的資訊式教學，讓學生在操作 GeoGebra的

互動式軟體中，可以因為開放式的操作以及多樣的圖形與色彩引起學生的學習動

機，有別於傳統的尺規作圖須操作圓規與尺尋找三角形的三心，GeoGebra的設

計可以更多元及豐富，讓學習低成就的學生們，就算無法理解三角形三心的理論

背景，也可因為歸納的方法總結出三角形三心的找法以及性質，甚至因此進而了

解其背後的數學概念。 

 
 
二、  教學活動設計簡介 

1. 活動之數學概念 

本研究之「資訊融入三角形三心補救教學」活動設計是依據國民中小學

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中的分年細目：9‐s‐08能理解三角形外心的意義和相

關性質、9‐s‐09能理解三角形內心的意義和相關性質、及 9‐s‐10能理解

三角形內心的意義和相關性質，作為重點的教學目標，再以文獻探討以

及南一版的第五冊數學課本互相比對後，挑選基礎具延伸性的重點數學

概念，作為活動設計的重點學習目標，總共設計了六個活動，分別對應

的數學概念為：外心的意義、外心的性質、內心的意義、內心的性質、

重心的意義以及重心的性質。將教學目標及教學活動整理如表 5。 

         
表 5「資訊融入三角形三心補救教學」活動摘要表 

活動名稱  教學活動簡介  擬補救的數學概念  時間 

活動一 

外心的意義 

讓學生操作軟體驗證外心為

三中垂線交點，並熟練外心

的意義。 

理解銳角、直角、及鈍角三

角形的外心位置 

20分 

活動二 

外心的性質 

讓學生操作軟體驗證外心的

性質。 

利用外接圓性質去求角度  70分 

活動三 

內心的意義 

讓學生操作軟體驗證內心為

三角平分線交點，並熟練內

心的意義。 

理解銳角、直角、及鈍角三

角形的內心位置 

20分 

活動四 

內心的性質 

讓學生操作軟體驗證內心的

性質。 

理解內切圓半徑與三角形

面積的關係及利用內心性

質求角度 

70分 

活動五 

重心的意義 

讓學生操作軟體驗證重心為

三中線交點，並熟練重心的

意義。 

理解中線的意義及理解重

心為三中線交點 

20分 

活動六 

重心的性質 

讓學生操作軟體驗證重心的

性質。 

理解重心與三角形面積的

關係及理解三角形的重心

到一頂點距離等於它到對

邊中點的兩倍 

70分 

 
 
2.  教學順序 

        本研究之資訊式教學，由研究者設計之 GeoGebra教學活動，讓學

生由軟體多樣化呈現的教學中引起學習動機，每個活動皆有其對應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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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目標，必須了解其意義後再進行性質的探討，且各活動所連結之數學

概念由淺至深，故不適合更動其教學順序。 

 
3. 教學模式 

        本研究者設計之資訊式教學模式以一節課 45分鐘為主，每節課分為

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引起動機，教學者先操作 Geogebra 教學演示進

行說明，進而讓學生引起動機，Geogebra 教學範例如下圖 1所示。 

 

 
圖 1 Geogebra教學範例圖 

 
第二階段為基礎教學，教學者針對各主題設計之 Geogebra 教學檔案，先

行示範後讓學生依指示操作，操作過程中教學者需在旁引導學生了解各

主題之重點，藉此從中了解數學概念。第三階段為形成性評量，學生在

第二階段操作中所得到結論後，完成學習單之問題，並且讓教學者檢查

無誤後，再由教學者使用 Kahoot軟體進行資訊式的數學基本觀念測驗，

Kahoot軟體測驗範例如下圖 2，在各位同學皆熟練數學基本觀念後進入

第四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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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Kahoot軟體測驗範例圖 

 
第四個階段為總結，由教師對本節課之內容做一次性的重點複習，並且

引導學生完成學習單，此為一堂課之教學模式，如下圖 3。 

         
 

              圖 3教學模式流程圖 

 
 

伍、結語 
        教師的職責在於協助學生有效的學習，若是教師能了解如何有效的教學方式，

相信對教學策略的改進以及補救教學的實施上都會有很大的幫助。在面對國三學

生學習三角形三心單元的效果不彰時，目前教學現場的數學老師能做點什麼來幫

助學生呢?在眾多學者的研究成果下，相信資訊融入教學是個很好的選擇，當然

教學者適當的引導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教師也須掌握教學中與學生的互動機會，

讓學生建構更完整的數學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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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case study was to design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remediation teaching for Circumcenter, Incenter and Centroid of Triangles. The 

researchers designed Circumcenter, Incenter and Centroid of Triangles. Based on case 

student’s performance, "Nine‐Year integrated integrated Curriculum" and related 

literature , the researcher used the Geogebra software to design remedial instruction 

of Circumcenter, Incenter and Centroid of Triangles for students, and then use the 

Kahoot instant feedback online test after the teaching activities.Hopefully, this 

instructional design could help students learn Circumcenter, Incenter and Centroid of 

Triangles effectively. 

 

Key words: Remedial teaching, Circumcenter, Incenter and Centroid of Triangles, information into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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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教具融入國小五年級體積教學之初探 
陳夢雅 1    張淑怡 2  

1國立臺北教育大學數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myras9422@gmail.com 
2國立臺北教育大學數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sic@mail.ntue.edu.tw 

摘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敘述實體教具融入國小五年級體積教學設計歷程中之教案

調整，並了解學生的解題策略。為達研究目的，選用 1立方公分的積木與 USL

方塊融入課程，採用設計研究法進行教學方案的設計。本研究結果發現：(一)

教學方案因著研究者的教學反思並與專家討論後而調整，包括：增加實體教具與

視圖的連結、加強「層」的概念、更換視圖、教師提問的修正、更換教具等。(二)

學生透過實體教具的操作在國小五年級體積學習可以發展多元解題策略：1.長方

體盒子體積的解題策略有：在盒子上作記號、描出底面在長寬作記號再找高、沿

著長寬高滾動積木。2.複合形體體積的解題策略有有：不同面向的切割法、填補

法、先切再補等。 

關鍵字：實體教具、體積教學 

壹、緒論 
    在直觀比較下，高年級的孩子可以很快地的比較出物體體積的大小，但若詢

問孩子什麼是體積？怎麼知道這個物品的體積大小？學童們遇到這些問題時卻

時常不知所措，顯示出其對體積概念的不足。在過去研究者任教高年級的經驗中，

發現到許多學生對體積的學習會有迷思產生，認為將三個數字連乘在一起就是體

積了，卻不曉得三個數字代表的意義。當遇到求複合形體的體積時，學童遇到的

困難就更多了，不知道運用切割或是填補的方式解題，或已找到解題的策略卻找

不出切割或填補後形體的長、寬、高（沈佑霖，2013；李嘉信，2016；葉泓昇，

2016），而看到什數字就將什麼數字套入公式相乘，因而造成錯誤解題。體積概

念的學習是未來國高中幾何概念的重要基礎，因此在國小階段打下良好的基礎是

必要的。 

    在教學中使用實體教具能夠幫助學生建立抽象的數學涵義，並提供不同情境

來連結知識(Drickey，2000)，Fennema(1972)運用文獻分析的方式探討 16 篇有

關實體教具的實證研究，其結論顯示使用實體教具除了讓學生更了解抽象的數學

概念，同時也讓教師了解學生的思考歷程；Sowell(1989)則藉由後設分析的方式

檢驗 60 篇實體教具的實證研究，其結論也顯示長時間使用實體教具能增加學生

的學習成效，對於年齡較低的幼稚園或國小孩童而言，增加效果更為明顯(陳冠

霖，2016)。因此，在國小階段想要有良好的教學成效，具體物的操作是不可或

缺的(譚寧君、黃琡懿，2009)，因著學童的年齡發展及教材，教師提供適合教具

進行操作，可以讓學生能很快的進入學習情境中，並可提升學童的學習成就以及

增強學習的印象(周文忠、林宗翰，2010)。 

    即將於民國 108 學年度實施的十二年國教，更是強調素養導向的教學，在數

學領域課程綱要提倡學習表現的具體展現之一為操作活動，希冀學生在操作中察

覺與形成概念，甚至能簡單連結各概念的各種活動，所以透過教具的操作，可以

讓學生在實作、實測與直覺中，精熟數學概念，並逐步抽象化概念，再經由反思、

論證、練習與解題，讓學生掌握概念並作為進一步學習的基礎(教育部，2018)。

然而現行教科書的設計中，五年級的體積教材偏重於公式符號的計算，遇到不規

則複合形體體積則無法使用公式，加上缺乏解題策略，學生因而造成解題困難(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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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翔、葉淑珍、譚寧君，2014)。故本研究目的旨在敘述實體教具融入國小五年

級體積教學設計歷程中之教案調整，並了解學生的解題策略。 

貳、文獻探討 

    一、教學設計的理論基礎 

    (一)布魯納(J.S. Bruner)的認知發展論 

    布魯納倡導的認知發展論又稱為表徵系統理論(systems of representation 
theory)，提倡兒童心智的發展是經由三種表徵的思考方式循序漸進發展：1.動作

表徵期(Enactive representation)：認為三歲以下幼兒靠動作認識瞭解周圍的世界，

亦即靠動作來獲得知識。2.形像表徵期(Iconic representation)：認為兒童經由對

物體知覺留在記憶中的心像(Mental image)，或靠照片圖形等，即可獲得知識。

3.符號表徵期(Symbolic representation)：認為學童能運用符號、語言、文字為依

據的求知方式(張春興，2013)。 

    布魯納認為此三種表徵期的區分，主要在認知能力與內涵結構化的發展，而

非在階段的明確劃分，此三階段是平行並存的，卻也具有獨特性，因此教師可以

選擇適合學生的表徵方式進行教學，亦可以具體的動作表徵、形像表徵、抽象表

徵的方式依序呈現教材，學生即可獲得概念。 

    (二)具體活動-表徵活動-抽象活動 

    本教學設計的理論基礎採建構主義的觀點，知識的獲得是個體主動建構而成

的，在嘗試錯誤之後，進行調節、融合的修改，然後再去嘗試、再去修改而獲得

的，因此知識並非是被動的接收(甯自強，1987)。 

    甯自強(1993a)指出在國小階段，對於同一問題兒童解題活動，可依其抽象

程度為指標，區分為三個層次：1.具體活動：兒童必須依賴具體表徵才可能解題。

2.表徵活動：兒童可以自行製作具體表徵以進行解題。3.抽象運思活動：兒童不

依賴外在具體表徵而直接解題則為抽象運思活動。 

    我國數學課程歷經三次的改革，在 64 年的課程中，受 Bruner 的影響，認為

學童學習數學必經的過程是由具體物、半具體物至符號文字表徵活動的過程，且

以學童解題時所用表徵的抽象程度為評量的重點，強調教具的教學，但由於教具

使用率低且操作不當，如：具體物的操作與形式計算為兩件完全不同的事，因此

徒有其名，另外，由於此時篤信「知識是可經由教師的講解傳達給學生」而容易

將教師操作教具的經驗等同於學生的經驗，由教師一直示範，造成教具教學失敗

的原因。80 年的課程改革以根本建構主義與 Piaget 的基模論將解題活動分為具

體活動、再表徵活動及抽象運思活動，認為此三者是建構數學概念的演化途徑，

以解題活動的抽象程度為評量重點。80 年的新課程不但強調解題活動的建構，

更強調脫離外在的具體表徵而直接解題，即將具體解題活動內蘊化為運思的建構。

因此將具體活動、再表徵活動及抽象運思活動三種解題活動與 Bruner 的三種表

徵相比，可以發現動作表徵屬於具體活動，形象及符號表徵屬於再表徵活動，而

抽象活動是 Bruner 所欠缺的，卻也是 80 年新課程所強調的(張淑怡，1995)。 

    國小階段數學科的各項教學內容大都可以用「經驗」、「覺察」和「瞭解」來

區分同一個教材內容在不同階段的教學內容，經驗階段指學童在情境中進行一個

新的且有效的數學解題活動；覺察階段的學童解題時，能從經驗當中選擇有效的

解題活動，並且在缺乏感官材料的情境中，自行供給所需材料的表徵以進行解題

活動；瞭解階段則是學生不但能以再表現的方法解決問題，且能以再表現中的活

動的組織成分來說明，為何其解決策略是有效的，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甯自強，

1993b)。由上述可知，經驗階段的解題相當於兒童解題活動中的具體活動，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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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為表徵活動，了解階段則為抽象運思活動。 

    根本建構主義主張「不以兒童能具體解題為最終目標，而以兒童能以透過抽

象的運思來解題為教學目的」學生能透過具體活動來解題，並不等於能透過抽象

運思活動來解決問題，因此兒童必須以解決數學問題的具體活動為素材，進一步

的建構脫離感官材料的內化活動與運思活動，才能稱為完成有關數學的教學目的

(甯自強，1993a)。 

    綜上所述，本研究以 64 年課程為借鏡，在教案設計中將注意以下兩點：1.

注意教具操作與形式計算的同構，建立教具操作與抽象概念的連結。2.以經驗、

覺察和瞭解來區分教材，佈題順序採具體活動、表徵活動到抽象運思活動，利用

實體教具的操作幫助學生建立概念，並逐步抽離教具引導學生再表現，在心中重

演操作教具的過程，最後脫離教具的操作，獲得抽象的概念。 

三、體積學習的迷思概念 

    譚寧君(1997)在「面積與體積的教材分析」研究中指出，學童在體積概念學

習上有以下六點的困難：1.缺乏對被測量的認識；2.保留性的不足；3.學童對體

積的了解是建立在視覺的知覺上，而不是在堆疊的活動上；4.一維、二維、三維

單位量轉換的混淆；5.體積的點數受空間能力的影響；6.重視公式的記憶，輕忽

概念的了解。 

    沈佑霖(2003)提出國小六年級學童在形成體積概念過程，解題時可能出現以

下四種困難：1.有些學童在解題時，容易固著於長方體體積公式中三數相乘的思

考模式；2.有些學童對堆疊物體「高」的觀念模糊，以致於產生垂直堆疊物體的

高與斜堆疊物體高不同之迷思概念；3.有些學童只利用圖形中出現的數字相乘，

找不到立體圖形中無法一一標明的邊長而影響體積問題的計算；4.有些學童無法

將平面展示的立體圖像(二維)轉換爲三維空間的立體之相對位置、長度、角度。

葉泓昇(2016)的研究發現除去計算錯誤的問題，而學生在求複合形體體積的主要

迷思有兩種：1.學生無法清楚知道使用切割法或填補法來解題，2.學生已知運用

切割法或填補法來解題卻無法找出對應的長、寬、高來算出正確的體積。而李嘉

信(2016)在其研究與學生晤談後，發現學生認為「奇形怪狀」(不規則形體)的體

積很難算，指出五、六年級學生對不規則物體的體積較不熟悉用切割、拼湊等方

式來處理圖形，此兩種題型為國小五年級簡單複合形體體積計算的基礎題型如圖

1，若學生無法正確解題，將影響後續的體積學習。 

 

 

 

 
圖 1 不規則形體體積題型(引用自李嘉信，2016，附錄一)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國小五年級學生在學習體積時，其迷思概念有體積不

是由堆疊而來的、認為三個數字相乘即是體積，且不知道複合形體體積的解題策略，

啟發研究者在教案設計時著重體積堆疊的活動，與複合形體體積的操作，企圖透過

操作積木，幫助學生建立體積是堆疊而來的並形成體積公式的概念，然後利用 USL

方塊組成的複合形體，讓學生進行拆解或填補活動，並使具體操作與複合形體體積

的解題策略能同構。  

參、研究方法 
一、設計研究法 

    因教育具有複雜性，教學理論不一定能與教學實務結合，而設計研究法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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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實情境中進行研究，並透過反覆的循環過程，最後產出一份能改善教學的方

案設計，將理論與實務結合。因此本研究論文採取設計研究法，以 Reeves(2006)

設計研究法的四個階段 (如下圖 2)，促進教師對數學概念知識了解，找出學童

學習困難，將實體教具融入數學教學中，協助學童釐清概念，並可以結合理論、

教具操作與實務經驗，發展可於真實情境中運用的教學方案，解決現場教學問

題。 

 
問題的改進、解決、方法和設計原則 

圖 2  設計研究法的四個階段(引用自 Reeves，2006，p.9) 

    以本研究而言，各階段任務如下：(一)分析問題：由研究者與專家共同討論

與分析教學現場五年級學生在體積單元學習方面可能面臨的困難，並討論出可能

的解決方式。(二)發展方案：藉由現有的學習理論與設計原則，探討問題解決的

策略，並透過專家建議、教具運用來發展教學方案。(三)教學實踐：教材設計後，

經由專家建議與修正，至教學現場實際實施，了解教學方案的優缺點，並依據試

教後蒐集到的回饋與建議，進行修正與改進。(四)評鑑與反思：在研究過程中不

斷的反思與修正，最後發展出實體教具融入國小五年級體積教學的方案設計。 

二、資料蒐集 

    (一)教學方案設計 

    教學方案設計共三次教學，經由設計-實施-修正的反覆循環歷程來產出教案，

由團隊討論與修正初版教學方案設計的內容後，進行第一個班級的教學，實施後

再由研究者反思與團隊討論後進行修正，再進入第二個班級的教學。研究者反思

第二個班級的教學後與團隊討論與修正產出第三版教案再進入第三個班級進行

教學，再反思、修正產生最終的教學方案。 

    (二)團隊討論會札記 

    在教學方案設計與實施的歷程中，蒐集團隊針對教學方案內容設計的分析與

討論，以及教學後的建議。第一次教學討論關注於教具的選用以及教材設計的流

程，經由設計團隊專家與夥伴的討論與分享設計出第一版教案，並進行教學方案

的實施，與實施後討論與修正教學方案。第二、三次次教學關注於教學後的反思

與教學流程、學生可能解法、教師關鍵問句的修正，分別產出第二、三版的教學

方案。 

    (三)教學實踐錄影 

    以錄影的方式記錄教學過程並分析學生課堂表現、可能解法、教師提問……

等等，作為教案修正的參考。 

    (四)學生學習文件 

    蒐集學童學習歷程之文件，如：課堂討論的記錄單、學習單、課後的作業、

數學日記的表現進行教學評量，除了有助於研究者了解學生的學習歷程，還可以

作為教學方案計設修正之依據。 

    (五)研究者反思札記 

    分為討論會後以及教學後研究者的反思與札記，作為教學方案計設修正之依

據。 

三、資料分析 

依據資料性質、人物加以編碼，如：「第一個班級-以」意為第一個教學班級

學生小以的發言。 

分析問題 發展方案 教學實踐 評鑑與反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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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討論 
    一、教學設計 

    此教學設計為經由現場教學實踐後，分析課堂實踐錄影檔案、研究者反思札

記及學生學習單、回饋等資料，與專家共同討論並修改的教學設計，主要有兩個

活動共三節課，教師意圖從具體-再表徵-抽象活動的佈題順序建立學生體積的概

念，形成體積公式與學習複合形體的解題策略。 

    (一)活動一體積公式 

    本活動共 1.5 節課，共六個佈題，透過積木堆疊出不同的長方體，學習體積

公式的概念，其佈題說明如表 1 所示。 

表 1 活動一的佈題 
佈題 佈題內容說明 操作活動 

一 利用 1立方公分的積木堆疊出一個完整的 4 3 2 的長方體。 具體活動 

二 利用不足夠積木找出 5 6 3 的長方體體積。 具體活動過渡表

徵活動 

三 利用 1顆 1立方公分的積木找出 9 7 3 的長方體體積。 表徵活動 

四 從視圖上找到 9 7 3 的長方體體積。 抽象活動 

五 利用 6 8 4 的長方體視圖對照 6 8 1 的長方體視圖，讓學生觀察其

中的差異並說明體積的變化與求法，強調體積是由一層一層堆疊而

來的概念。 

抽象活動 

六 利用已知的長方體體積公式推導出正方體體積公式。 抽象活動 

    (二)活動二複合形體的體積 

    本活動共 1.5 節課，共五個佈題，運用 USL 方塊進行操作學習複合形體體積

的解題策略，其佈題說明如表 2，佈題的題型如圖 3 所示。 

表 2 活動二的佈題 
佈題 佈題內容說明 操作活動 

一 教師展示「凸」的複合形體教具，請學生找出其體積，並說明與紀

錄想法。 

具體活動並過渡

至表徵活動 

二 教師展示「凹」的複合形體教具，請學生找出其體積，並說明與紀

錄想法。再對照視圖，建立立體形體與平面圖形的連結 

具體活動並過渡

至表徵活動 

三 求出作品三「L」的體積是多少立方公分？並把作法在圖上做記號。 表徵活動過渡至

抽象活動 

四 求出作品四「階梯」的體積是多少立方公分？並把作法在圖上做記

號。 

抽象活動 

五 求出作品三「缺角」的體積是多少立方公分？並把作法在圖上做記

號。 

抽象活動 

 

 
     凸      凹      凹(視圖)       L      階梯          缺角 

圖 3 活動二的佈題圖形 

二、研究歷程中的教案調整 

    透過教學實踐後研究者的反思，並與專家討論後修正教案，修正之處主要有

五處： 

(一)增加實體教具與視圖間的連結：1.活動一課堂教學上原無佈題四，但學

習單上的練習卻有，設計時未注意到練習題應為課堂所學的題型，後藉由佈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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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 3 的長方體盒子對照視圖，讓學生從具體、再表徵活動進入抽象活動。另

增加佈題五為 6 8 4 的長方體視圖，檢視學生是否可以在心中重演體積堆疊的

過程，進而求出體積。2.原設計活動二的佈題一、二為實體教具的操作，佈題三

開始直接進入視圖的解題，學生利用 USL 方塊自製的形體與教師佈題中的視圖間

沒有適當連結，直接由實體進入到視圖缺乏 3D 形體到 2D 圖形之間的轉換，因此

佈題一在實體教具的操作後加上在實體的照片上記錄拆解的過程；佈題二為實體

教具的拆解後加實體的照片上做拆解或填補，並在對照視圖並在視圖上記錄解題

的過程，如在視圖上畫出切割或填補後的輔助線，幫助學生從具體操作活動過渡

到再表徵活動；佈題三、四、五則用不同類型的複合形體佈題，在視圖上再表現

解題的歷程，並用算式記錄解題的過程。 

(二)加強「層」的概念：在第二次教學後發現在活動一中，透過 1立方公分

積木的堆疊可以讓學生建立體積是堆疊而來的概念，但教部分學生對「層」的概

念不足，為增強學生「層」的概念，因此利用佈題五 6 8 4 的長方體對照 6 8 1

的長方體，讓學生觀察其中的差異並說明體積的變化與求法，並在算式當中加入

括號，如(6 8) 4、(6 8) 1，強調體積是由一層一層堆疊而來的，使學生更清

楚「層」的概念。 

    (三)更換視圖：活動二佈題五原設計的複合形體圖形，因視覺關係學生不容

易看出這是一個大正方體扣掉一個小正方體的複合圖形，有的學生看成大正方體

加上一個小正方體的複合圖形，有的學生可以看成像是天花板上長出一個小正方

體，後發現可能是原圖為白色且少了一條邊長造成學生視覺的錯亂，因此更換圖

形的視角並增加缺少的邊長並著色，在下一個班級試教時，無學生提出看不出來

「缺角」的圖形，如圖 4。 

         
圖 4 活動二佈題五的圖形修正之前後比對 

    (四)教師提問的修正：在第二版教案當中，教師提問有時太瑣碎，同樣類型

的提問一多，學生回答多以直覺式回應且感覺較為無趣，較無法確認學生是否真

的懂得概念，因此更改為較為開放一點，學生須稍加思考的提問，其修正之處如

圖 5。 

                             
圖 5 活動二佈題四教師提問修正之前後比對 

(五)更換教具：1.在活動一中的佈題一要利用 1立方公分的積木完整複製出

3 4 5的長方體，但因積木太小不易堆疊，且需用到的積木數量較多(共 60個)，

故花費了不少教學的時間在堆疊上，因此在第二個班試教時將 3 4 5 的長方體

改為 4 3 2 的長方體，減少使用到的積木數量，以減少操作時間，如圖 6。2.

在活動一中的佈題二、佈題三中原設計因有現成的 3 3 7 的泡棉長方體教具和

3 4 7 的學生附件做的長方體盒子，因教具取得方便故拿來使用，但有兩個維

度相同，3 4 7 的長方體盒子又與佈題一 4 3 2 的長方體有兩個維度相同，變

化不多，使學生經驗的長方體較少，故分別將佈題二、布題三的長方體盒子分別

更改為 5 6 3、9 7 3 的自製盒子，使佈題中的長方體邊長維度變化更為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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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經驗更豐富。 

         
圖 6 活動一的佈題一更換教具之前後比對 

三、學生多元的解題策略 

    透過教具的操作，學生動手操作也動腦思考，發現學生的解題的方式多元，

每每令研究者驚豔，如： 

(一)活動一：透過堆疊活動建立體積公式概念，並求出長方體的體積。 

1.佈題一提供足夠的積木堆疊出長方體，學生的堆疊方式有兩類(如圖 7)：(1)

橫切：一層一層往上的堆疊，此一方式為大多數學生使用的方法。(2)不同方向

的直切。 

                  
              橫切             直切(一)            直切(二)         

圖 7 活動一佈題一學生的解題策略 

2.佈題二使用不足夠的積木堆疊出長方體，學生的解題策略有三種(如圖 8)：

(1)1 層加四根柱子：是先排出一層再排出四根柱子，並把它想像成填滿的樣子。

(2)1 層加柱高：有的是先排出一層再排出柱高，用 1 顆積木當作 1 層的概念找

出體積。(3)只有排出長寬高。此三種作法在學生的作法當中出現的頻率相當。 

     
         一層加四個柱子      一層加柱高         只排出長寬高 

圖 8 活動一佈題二學生的解題策略 

3.佈題三只給學生 1 顆 1 立方公分的積木來找出長方體的體積，學生解題策略有

三種，如圖 9 與原案：(1)在盒子上做記號：利用積木當作測量的工具，在盒子

上移動積木並做記號，找出長、寬、高的邊長長度，再利用體積公式解題，此為

大部分學生的解題方式。(2)沿著長寬高滾動積木：用積木沿著長邊、寬邊、高

邊去「滾」動積木，滾動的次數則為長、寬、高的長度，再用公式算出體積，如

原案，一個班約有 3-5 位學生有此種作法。(3)描出底面在長寬做記號再找高：

在小白板上描出底面的大小，再用積木去量出長邊和寬邊的長度知道需要排幾顆

積木，再在盒子上找到高要排幾層，只有 1 位學生出現此做法。 

    
  在盒子上     描出底面在長 

   做記號     寬做記號再找高 

圖 9 活動一佈題三學生的解題策略 

原案 

(第一次試教時此題的佈題數據為 4 7 3 的長方體盒子) 

第一個班級-師：你的盒子上沒有記號，你怎麼知道它的

體積的？ 

第一個班級-以：我是拿小白像這樣子去滾的，這邊滾了

4 次，這邊滾了 7 次，高滾了 3 次(配合動作示範)，所以

找到它的長寬高，體積是 84 立方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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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活動二：透過操作 USL 方塊學習切割法與填補法，並進行複合形體體積

的解題。 

1.佈題一提供一個「凸」的立體模型，讓學生進行拆解，學習切割法，學生的解

題方式有三種(如圖 10)：(1)橫切拆成兩塊：橫切成一個正方體和一個長方體。 

(2)直切拆成三塊：直切拆成三個長方體。(3)拆成 3 層的凸：先算一層的凸用了

11 顆積木，有 3 層故共用了 33 顆積木，此為六年級課程「底面積 柱高」的概

念。 

                 
              橫切拆成兩塊    直切拆成三塊  拆成 3 層的凸 

             圖 10  活動二佈題一學生的解題策略 

2.佈題二提供一個「凹」的立體模型，讓學生進行拆解與填補，學習切割法與填

補法，學生的解題策略有四種(如圖 11)：(1)橫切拆成三塊：橫切拆成三個長方

體。(2)先橫切再組合：先橫切拆成三個長方體，再將其組合長一個大長方體。

(3)拆成 3 層的凹：先算一層的凹用了 5 顆積木，有 3 層故共用了 15 顆積木，此

為六年級課程「底面積 柱高」的概念。(4)先填補再扣除：先把凹的模型填補

成完整的長方體，再扣除多餘部分的形體體積，此方法原設計由教學者引出填補

法的策略，但因有積木可以操作，學生可以自己提出。 

       
       橫切拆成三塊    先橫切再組合  拆成 3 層的凹 先填補再扣除 

圖 11 活動二佈題二學生的解題策略             

3.佈題四在視圖上進行解題，經教具操作後，學生的解題策略可以分成三類，如

圖12為同一班學生出現的解題方式：(1)不同面向的切割法：切成六個小長方體、

橫切成三層的長方體、直切成三個長方體。(2)填補法：先補成一個完整的長方

體再扣掉多餘部分的體積。(3)先切再補：先把凸出的一個小長方體切下來，再

移至缺角的地方，補成一完整的長方體。 

 
          切成六個小長方體     橫切成三層的長方體   直切成三個長方體 

 
           填補法            先切再補(1)          先切再補(2) 

圖 12 活動二佈題四學生的解題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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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與建議 
    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有三點，如下： 

一、教學設計的佈題層次為具體活動-再表徵活動-抽象活動：教學方案因著教學

理論基礎設計，並與專家討論教學內容，在每次試教後再討論與修正教案，以求

精緻教學方案的內容。 

二、研究歷程中的教案調整：教學方案因著研究者的教學反思並與專家討論後而

調整，調整之處有五處，如：增加實體教具與試圖教的連結、加強「層」的概念、

更換視圖、教師提問的修正、更換教具等。 

三、學生多元的解題策略：(一)活動一透過不同的積木數量堆疊不同的長方體並

求出其體積，因著可以操作的積木數量不同，學生的解法不同，如布題一學生的

解題策略有：橫切堆疊、不同面向的直切堆疊；布題二學生的解題策略有：一層

加四根柱子、一層加柱高、只排出長寬高；布題三學生的解題策略有：在盒子上

作記號、描出底面在長寬作記號再找高、沿著長寬高滾動積木。(二)活動二透過

操作 USL 方塊學習切割法與填補法，並進行複合形體體積的解題，學生在不同的

題型有不同的解法，如布題一的學生解題策略有：橫切拆成兩塊、直切拆成三塊、

拆成 3層的凸；布題二的學生解題策略有：橫切拆成三塊、先橫切再組合、拆成

3層的凹、先填補再扣除；布題四的學生解題策略有：不同面向的切割法、填補

法、先切再補等。 

    由研究結果，研究者有以下三點的建議：(一)多讓學生操作教具：在數學教

學中多讓學生進行操作，不但可以建立與穩固概念，更可以讓學生不害怕數學。

(二)佈題的改變：課本的題型為教學者的教學依據，但可以依教學的設計、教具

的使用選擇更適合的佈題，可將課本的練習題當作檢視教學使用。(三)教具的選

用：現場的教具種類繁多，有些取得容易如學生附件，有些則不然，但教師選用

教具時，應考量佈題的要素，不要因為教具的取得方便性而限制了學生學習的多

元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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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scribe the adjustment of the teaching aids on 

fifth-grade in design of volume teaching, and to understand the students' 

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 For research purposes, 1 cubic centimeter of building 

blocks and USL squares were used to integrate the curriculum, and design research 

was used to design the lesson plan.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found that:1. The teaching 

program is adjusted after the researcher's teaching reflection and discussion with the 

experts, including: increas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hysical teaching aid and 

the view, strengthening the concept of the "layer", changing the view, correcting the 

teacher's question, and changing the teaching aid.2. Through the operation of physical 

teaching aids, students can develop multi-question strategies in the fifth-grade volume 

learning of the National Primary School: (1) The 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 of the 

rectangular box volume are: marking the box, drawing the bottom surface in the 

length and width as a mark, then finding the height, along the length and width. High 

rolling blocks. (2) There are som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 of complex volume: 

different methods of cutting, filling, and cutting. 

 

Key words: teaching aids, volum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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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教具融入教學方案設計之歷程：以國小四年級體積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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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利用實體教具融入四年級體積單元，探究教學方案設計歷程

中之改變。為達研究目的，選用 1 立方公分積木融入課程，採設計本位研究法，

透過循環歷程，形成教學方案。本研究發現：(一)實體教具選擇：初期考量學生

操作方便之需求，選用 USL 方塊，中期納入多樣教具，最後回歸單一教具發展布

題；(二)活動布題安排：初期過於強調具體操作，後期改以具體活動、再表徵活

動及抽象活動三層次，作為順序編排；(三)關鍵提問與預期學童解題策略之思維

調整：初期多以教師中心教學及學生正確解題為主，後期多採探索、開放之提問

引導並思考學童可能錯誤解法；(四)強化二維平面與三維立體表徵的轉換：初期

僅有二維對應三維之單向教學活動，後期改以二維與三維間之雙向教學活動。 

關鍵字：實體教具、教學方案、體積 

壹、緒論 

    體積是幾何概念的重要元素，其學習除了具備幾何學的形體概念外，更需具

備測量的方法和技巧。從研究者過去任教經驗中察覺學童於國小五年級學生學習

體積單元，常因四年級學習歷程缺乏體積堆疊概念，因此當視圖中移除體積最小

單位： 1 立方公分時，其學習認知跳躍幅度過大，缺少鷹架的支撐，使得多數

學生在體積公式與複合形體體積學習面臨困難。而且現行教材常以平面圖形呈現

立體形體，其實立體形體轉化成二維圖像的過程，對部分學童而言是困難的，因

此初期學習需要給予具體的操作，藉由感官知覺物體存在的性質和形體樣貌，發

展空間視覺化，學生才能將立體形體的實體與課本上的圖形做有意義的連結（李

函，2016）。換言之，體積的學習必須植基於豐富的具體經驗，從歷程中不斷學

習與探索，才能逐漸形成概念。這種重視學習的主體性和歷程性，也符應了十二

年國教數學領域課程綱要提倡學習表現的具體展現：「從操作中覺察、形成概念，

甚至簡單連結各概念的各種活動。」（教育部，2018）有鑑於此，透過具體操作

及動手做的教學過程，使學生實際經驗感受數學概念進而強化之，適時進行差異

化教學及學習活動規劃，提供每位學生課堂中有感的學習活動機會。 

    教學方案設計如何面對新課綱所襲來的浪潮及縮短理論和實務的差距，可謂

教師無可迴避的任務與挑戰，故研究者選用國小四年級體積單元做為教學方案設

計，描述教學方案設計融入操作活動之考量，希冀提供第一線教師進行教學方案

設計之參考。 

貳、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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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體教具（physical manipulatives）之功能 

    實體教具為對學習者具視覺感官吸引力，可以摸得到、看得見、可移動、可

觀察，也可以讓學習者重新操作、排列、組合之數學素材，其目的為利用數學素

材操作經驗的過程，使學習者明確且具體呈現抽象的數學概念，藉由具體、半具

體的引導，以習得數學內容與思考。 

    據皮亞傑的兒童認知發展理論來看，知識概念的學習發展階段來自於具體物

品的操作與觀察，即從對具體物的幾何特徵認識為出發，進而發展抽象的結構，

因此有效的幾何教學設計宜從具體物操作活動連結到幾何抽象關係的探索與調

查，此為數學教育學者普遍推崇贊同且建議的方式(黃幸美，2010)。學生動手操

作實體教具之教學實施包含：具體操作過程，如立體模型建構、堆疊、觀察、想

像、視覺記憶及繪製等，以發展學童操作型定義，進而形塑出數學概念(王儀雅，

2011；吳明郁，2004)。 

    綜上所述，透過接觸物體感受幫助學生建立心像，使學生經驗、察覺圖形、

形體之概念發展。其對學習具有莫大幫助及影響，故課室教學應適切搭配實體教

具操作，作為鷹架協助，以培養學生體積概念，降低學生學習時的迷思與困難。 

二、教學設計理論基礎 

(一)布魯納(J.S. Bruner)的認知發展論 

    布魯納以表徵系統論(System of representation theory)來解釋個體在不同的 

發展階段中會使用不同的認知模式來吸取外界的知識，意指如何將感官所感受的

外界刺激融合在內在認知模式中，以獲取知識的理論。其提倡兒童心智認知發展

是經由三種表徵的思考循序漸進發展(教育大辭書，2000)，分為三個學習階段：

1.動作表徵期(Enactive Representation)：透過動作和實際實物操作方式，了解周

圍的事物；2.形像表徵期(Iconic Representation)：透過圖片等在感官中留下影像

而獲得學習；3.符號表徵期(Symbolic Representation)：透過語言、文字和抽象化

符號為依據的認知方式(張春興，2013)。 

    布魯納認為這三種表徵期的劃分，主要在認知能力與內涵結構化的發展，而 

非在於階段的明確劃分。此三階段為平行並存的，卻也各具獨特性，三者之間互

補，而非取代。教師只要使用適合學生認知表徵方式呈現教材，如先以具體的動

作表徵方式呈現教材，再以形像表徵呈現同一教材，最後學生對於抽象的符號教

材概念也能了解。因此，在實際教學情境中應設法安排有利於學生發現的各種情

境，讓學生發現教材所具備的基本概念，獲得真正的學習。 

(二)具體活動─再表徵活動─抽象活動 

    本研究教學方案設計以建構主義為基礎，知識獲得經由個體主動建構而來，

其運作過程是一種調適作用，在嘗試錯誤後自行調節、融合修改，再去嘗試而獲

得，故知識是組織個體所經驗的世界。國小階段中學童的解題活動可分為三類：

一、具體活動(sensori-motor activity)：學童解題須依賴實際具體事物的操弄；二、

再表徵活動(re-presenting activity)：學童將實際具體事物加以表徵，而操弄其表

徵來進行解題；三、抽象活動(mental activity)：學童透過抽象的運思完成解題(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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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強，1993a)。 

    而我國數學課程經歷三次改革，在民國 64 年的課程修訂，受布魯納的影響，

由具體物、半具體物至符號文字表徵活動的過程，被認為是學童學習數學的必經

過程，且依學童解題時所使用表徵的抽象程度作為評量重點，強調教具的教學，

但由於教具使用率低且操作不當，如：教學中常出現具體物的操作與形式計算為

兩種完全不同的事，因而虛有其名。另外，當時篤信「知識可經由教師講解傳達

給學生」，而誤將教師操作教具經驗與學生經驗畫上等號，使得教學中由教師一

直示範，其也成為教具教學失敗的原因。 

    民國 80 年課程改革以根本建構主義及皮亞傑的基模論將解題活動區分為具

體活動、再表徵活動及抽象活動，此三者是建構數學概念的演化途徑，以解題活

動的抽象程度為評量重點。其不但強調解題活動的建構，更強調脫離外在具體表

徵而直接解題，即具體解題活動內蘊化為運思的建構。其三種解題活動與布魯納

表徵相比，可發現動作表徵屬於具體活動，形象及符號表徵屬於再表徵活動，而

抽象活動則為布魯納所欠缺的，但其卻也是 80 年新課程所強調的部分(張淑怡，

1995)。 

    此外，國小各階段中數學教材內容也以「經驗」、「察覺」與「瞭解」區分同

一教材於不同階段之教學內容，「經驗」為解決數學情境中，進行一個新的且有

效的解題活動；「察覺」為學生從經驗中選擇有效的解題活動；「瞭解」則為學生

能以再表現的方式解決問題，並說明為什麼解題活動是有效的(甯自強，1993b)。 

    由上可知，起初透過具體物操作的經驗，可幫助學童理解體積的定義與概念，

中期進入再表徵活動讓學童察覺與前述操作活動之關聯，後期階段於腦海再表現

操作歷程，以符號表徵進行抽象解題活動。然而，有鑑於民國 64 年教具教學失

敗原因，故本研究教學方案設計，以此作為借鏡，設計歷程特別考量解題活動中

概念建構與實體教具操作歷程是否具備關聯，強調具體解題活動內蘊化為運思的

建構，使知識的學習非經由教師講解而傳達給學童，以彌補教學現場多將教師操

作經驗誤認為學生操作經驗之窠臼。再透過「你怎麼知道的？」類問話，使學生

須逆溯、整理其解題活動歷程並加以描述，以提升解題活動的抽象層次。 

三、國小體積實徵研究 

    國小現行體積教材縱軸規劃呈現為：國小一年級依給定圖示，學習將簡單形

體做平面鋪設與立體堆疊後，用積木複製某一特定物件，並點數複製時所使用的

積木數量，再於四年級時學習計數體積的測量活動，建立體積初步概念，最後於

五、六年級學習複合形體體積及柱體體積的計算，以完成體積的相關概念學習。 

    因體積學習須具備幾何能力及測量相關技巧、能力，故對學生學習上常出現

迷思與困難。從譚寧君(1996)及沈佑霖(2003)的研究中，指出學童學習體積概念

常遭遇之困難：1.對被測量的量缺乏認識；2.保留概念不足；3.體積學習僅停留

於視覺上的知覺，未實際具體操弄積木堆疊，而對學童而言是困難的；4.一維、 

二維、三維單位之間的轉換混淆；5.因學童空間能力不足，而造成點數計數單位 

量的錯誤；6.缺乏估測能力；7.體積學習重視公式背誦，未確實理解體積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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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立體積木堆疊計數的研究結果亦指出學童常見四種的錯誤類型，分別 

為：只計數視圖上看的見的正方體；計數視圖上的正方體，但計數錯誤；只計數

視圖上看的見的正方體，卻忽略隱藏的積木；只計數視圖上看的見的正方體，且

計數錯誤(Ben,Lappan,＆Hounang,1985)。 

    此外，現行體積教材普遍以平面圖形呈現立體形體(高耀宗、張英傑，2003)，

由於立方體於平面圖形呈現最多只能展示三個面，會出現另外三個面因被隱藏而

看不見的問題，於視覺呈現上易造成未具備空間視覺化學生的困難，其難以理解

平面圖形呈現立體圖形的空間結構，甚而誤為立方體的體積為視覺上所見三個面

的總和，故造成遺漏部分積木或重複點數，導致無法正確計數，或透過乘法而成

功計數積木數量，但卻不懂公式的由來。顯見空間視覺力不足，為影響學生解題

成敗與否的重要因素(Battista＆Clements,1996；林芳姬、姚如芬，2005；陳毓梅，

2011)。 

    從上可知，體積學習對學童而言並不容易，其體積學習迷思及常見錯誤大致

分為：1.二維平面圖形表徵與三維立體形體轉換困難 2.無法正確計數隱藏立方

體積木數量。所以學習須盡量從具體物操作開始，讓學生逐步建立空間視覺能力，

進而再到圖像表徵及抽象思考，以完成體積學習。 

參、研究方法 

一、設計研究法 

    教育研究者於實際的教學環境中改善實務、精緻設計、發展理論，其著重於

實際學習環境中系統化檢驗有理論依據的設計，並且回饋至設計，進而促成理論

的修正與發展。簡言之，設計本位研究法可謂透過分析、討論、設計、實踐、反

思與修正之循環過程。 

    本研究參考Reeves(2006)提出的設計研究法架構及翁穎哲、譚克平(2008)

所提出設計本位研究法的設計流程，並聚焦於教學設計之歷程，其四個階段是反

覆循環的過程。 

    教學單元為四年級體積，以學生為中心出發，整合國小教學現場數學教科書

各版本所對應能力指標的教材內容，輔以體積與幾何發展概念，設計教學活動。

本單元包括(一)認識體積(二)認識立方公分(三)長(正)方體體積(四)立體積木

堆疊形體體積。 

二、資料蒐集 

  (一)教學方案：本研究以實體教具融入四年級體積之教學方案。 

  (二)團隊討論錄音：研究者於教學方案設計歷程中，與專家學者及團隊之討論

內容，採全程錄音記錄教學方案設計之歷程，提供研究者回顧檢視教學方案設計，

如：教學活動編排、佈題適切性、教師引導關鍵問句等資料，作為教學方案設計

過程中之考量依據。 

  (三)研究者省思札記：研究者為教學方案設計者，亦為實際教學者，以日誌來

記錄研究者於討論會議結束後，每一階段教學方案內容調整、啟發、省思以及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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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時遭遇之困難等資料，作為教學方案設計之修正依據。 

三、資料分析 

    將錄影檔案分別編碼，共為五碼。第一碼分類依照教學方案設計討論會(代

碼 1 )，第二碼為討論會次數，後三碼代表該內容對話序號。省思札記則依日期

編號，如：「省181218」，意為2018年12月18日所紀錄之省思。 

    為提高研究可信度，在資料分析效度處理採資料三角驗證與人員三角驗證。

在資料三角驗證方面，因研究資料來源多元，研究者透過教學方案設計、團隊討

論錄音、研究者省思札記等資料，藉由不同來源的資料進行交叉檢驗，為研究結

論提供充分的論證依據，進而提高結論的效度；在人員三角驗證方面，研究者將

蒐集到的資料與專家學者及資深教師共同討論、檢驗，以達到人員觀點之一致

性。 

肆、研究結果與討論 

    一開始研究者獨立備課，透過體積相關實徵研究探討與研讀十二年國教數學

領域課程綱要、分析各版本相關主題的概念呈現，產出教學方案設計。藉由與專

家、專家教師討論會，不斷修改教學設計，茲就教學方案討論會議，分述如下： 

一、第一次教學方案討論 

    依循各大教科書版本中安排授課節數與概念，確定為：認識體積、 1 立方

公分、長(正)方體體積及立體積木堆疊計數。 

表 1 第一版教學方案活動內容 

概念 活動名稱 教學目標 使用教具 

認識體積 造型椅設計 藉由造型椅設計引介出體積定義，並比較

體積大小，進而理解體積保留概念。 

USL 方塊 

1 立方公分

與正(長)方

體體積計數 

校慶交換禮

物(正(長)

方體體積) 

藉由體積相近之兩形體，讓學生進行個別

比較，初步點數積木比較出體積大小。 

古式積木(2、

3、4) 

1 立方公分 介紹體積普遍單位並完成正(長)方體體

積解題。 

1 立方公分 

立體積木堆

疊計數 

園遊會 藉由園遊會堆沙包之情境，堆疊出立體形

體，學生發展解題策略。 

1 立方公分、複

合形體透明片、

、三面架 

誰是道館盟

主？ 

依視圖堆疊出立體形體，發展解題策略，

進而歸納。 

1 立方公分 

    本次研討會邀請臺北市數學輔導團榮譽輔導員小英老師予以指導，小英老師

在數學教具融入教學之經驗豐富，教學中結合創意並應用於生活中。原先教學布

題、教具選擇、教師關鍵問話、學生預期可能解法等方面，經由小英老師建議後，

進行調整。相關內容如原案 1： 

原案 1 

10021 小英老師：有時布題為符合創意，因此容易出現過於開放、無限制的布題，這樣的方式有 

      好、有壞。好的地方是能激起學生的興趣，但缺點是很難進行聚斂式的討論。另外，照片 

      中的例子出現懸空之情形，恐影響後續概念學習，所以建議要在教學前和學生約定積木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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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疊方式為面和面要疊在一起。 

      …… 

10030 小英老師：因學生常出現積木堆疊後而看不見積木的迷思，所以可以給予固定方塊數(8 顆 

      或 12 顆)並以顏色不同呈現，讓學生堆疊出形體，透過不同顏色的呈現，使學生能清楚看 

      見堆疊後每顆積木的位置，釐清隱藏積木的迷思。 

10031 體積的概念教學流程通常以實體比較體積、個別單位比較、1 立方公分、解題策略，而目 

      前教案的學生解法，看起來很單一且完全由老師掌握教學流程，引導學生學習計數策略， 

      侷限學生思考。另外，只有水平分層的解題方式嗎？應該不只如此，解題策略有分層、直 

      柱、水平、切割、填補等方式，所以建議斟酌目前不錯的布題，進而思考布題次序及教具 

      使用。 

      …… 

10042 剛剛提到文獻中提到學生對於 2D 平面與 3D 立體的表徵轉換有困難，其實用一顆骰子就 

     可以解決了。把骰子放在教室中間，請學生透過不同位置觀察，透過師生討論，發現 多 

     只能看到三個點數，接著進行拍照活動，讓學生發現 多只能看到三個面，感受視圖與立 

     體間的差異。 

    在行 10028 中，小英老師提及教具選擇可適度解決學生在堆疊積木時會出現

的迷思，並汰除會混淆學生體積意涵的 USL 方塊；在 11042 中也提及觀察骰子以

補充學生不足的空間視覺能力，同時調整教學布題。最後以生活情境實體體積比

較引入體積概念，進而以積木堆疊形體，發展解題策略，其中加入一布題：骰子

面面觀，以銜接 2D 平面與 3D 立體表徵的轉換。 

二、第二次教學方案討論 

    第一版教學方案經第一次教學方案討論會議後修改為第二版教學方案，於第

二次會議中再次檢視教學方案內容。 

表 2第二版教學方案活動內容 

概念 活動名稱 教學目標 使用教具 

認識體積 實體比較體

積 

由哈爾濱冰雕展之冰磚隊出積木堆疊形

體體積概念。 

 

2D平面與3D

立體表徵轉

換 

骰子面面觀 從不同視角觀察骰子，察覺視圖與立體間

的差異。 

大骰子 

體積保留 造型椅 藉由 8顆積木創作造型椅，理解體積保留

概念。 

1 立方公分連

接方塊 

1 立方公分

與正(長)方

體體積計數 

校慶交換禮

物(正(長)

方體體積) 

藉由體積相近之兩形體，讓學生進行個別

比較，初步點數積木比較出體積大小。 

古式積木(2、

3、4) 

1 立方公分 介紹體積普遍單位並完成正(長)方體體

積解題。 

1 立方公分 

立體積木堆

疊計數 

立體形體變

變變 

自不同角度拍攝立體形體，學生依循照片

堆疊形體，察覺不同觀察角度所見的立體

形體。 

1 立方公分 

園遊會 依視圖堆疊出立體形體，發展解題策略，

進而歸納。 

1 立方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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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討論成員分別為 C教授、S教授及 Z教授。相關內容如原案 2： 

原案 2 

20012 C 教授：教學方案活動設計似乎一直處於具體操作，若在活動安排上使用 Bruner 的表徵理 

     論，即為動作表徵、圖像表徵、符號表徵，那這個理論搭配教具融入教學，就可以分成具 

     體物操作、半具體物操作到符號操作，所以對你來說，教學方案要漂亮應該是指在具體操 

     作的時候讓學生完成是什麼?怎麼從學生的具體操作裡面你讓他到圖像，然後再到抽象表徵 

     ，意思是只有給你一個圖看，然後他可以想到，不管是第一層，垂直切、水平切等方法， 

     學生都能在腦海中重現教具操作的歷程。 

     …… 

20016 C 教授：從骰子面面觀的活動看得出你試圖進行 2D 平面與 3D 立體表徵的轉換，但處理的 

     不夠仔細，幾乎都還是停留在用「看」的階段，其實這裡的教學設計應有幾個平面骰子圖 

     形，讓學生去擺，讓他們觀察它擺放的位置不一樣，看起來會不一樣，多進行幾次，學生 

     便會了解，此外因為課本上的正方體都是標準化，但透過活動可以有幾種視角的畫法。另 

     外複合形體體積部分，活動設計切的太細，其實教學時，第一層經驗先給實體模型，學生 

     試著按照實體來堆排；第二層給抽象圖示，學生試著堆排，然後討論怎麼看積木下面該有 

     或是沒有？ 後第三層只有圖像時，學生可以抽象思考第一層、第二層、第三層……，把 

     具體操作到抽象操作的層次勾勒漂亮。 

20017 C 教授：1 立方公分教學可以拿出 1 立方公分積木，提問看到什麼？去銜接學生的舊經驗 

     再從中抽取出共同特徵，甚至可以搭上數學素養請學生用手比比看哪裡 接近 1 立方公分 

     ，培養學生對 1 立方公分的量感。 

20018 C 教授：長方體體積教學除了點數出一層有幾個？共有幾層？來計算出體積，也可補上關 

     鍵討論為五年級的體積公式做準備，如：老師提供的形體如果是四公分，可以排幾個 1 立 

     方公分積木，排 6 個 1 立方公分積木是幾公分？ 

20019 C 教授：教學方案的呈現以師生方式呈現，太像劇本，且似乎要學生學會各式多元解法。 

     建議這裡可以把學生的回答變成可能回答的類型，且是要學生學會自己能使用的方法，而 

     非全部都得學會。 

     …… 

20035 C 教授：引起動機的哈爾濱冰雕展距離生活經驗太遠，不符合現今的素養教學，我覺得可 

     以用花燈切入，挑出幾個比較容易做造型的東西，自己先用積木排，並說老師不會做花燈， 

     可是我用這種積木排出花燈。 

20036 S 教授:你可以兩階段層次來鋪陳：先用積木排出一些好掌握的造型，且選用生活中大一點 

     的積木來堆，接著為了要算出它的體積，再把 1 立方公分概念帶入。此設計正好可以把活 

     動設計中為遷就體積大小的禮物盒例子替換掉，因為現實生活中沒有那麼小的禮物盒。 

    此次討論會中專家學者的建議，依布魯納表徵系統論微調後，以具體活動、

再表徵活動及抽象活動重新調整活動布題層次，讓學生從具體操作的歷程幫助學

生在抽象活動中可以在腦海中重現操作之歷程，進而發展抽象解題思維。其中，

原先宣告式的教學規劃嘗試以多元、開放的探究式問話引動學生建立自己的概念，

並銜接五年級的體積公式學習。最後，再搭以生活情境及活動的鋪陳，符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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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國教的數學素養教學。 

三、第三次教學方案討論 

    第二版教學方案經第二次教學方案討論會議後修改為第三版教學方案，於第

三次會議中再次檢視教學方案內容。本次討論成員為Z教授，相關內容如原案3： 

表 3第三版教學方案活動內容 

概念 活動名稱 教學目標 使用教具 

認識體積 超級比一比 由元宵燈會引入積木堆疊形體體積概念。 長方體積木 

2D平面與3D

立體表徵轉

換 

骰子面面觀 從不同視角觀察骰子，察覺視圖與立體間

的差異。 

大骰子 

1 立方公分

與正(長)方

體體積計數 

1 立方公分 介紹體積普遍單位並完成正(長)方體體

積解題。 

1 立方公分 

長(正)方體

密碼 

藉由 24 顆積木堆疊長方體，利用不同長

方體理解體積保留概念。 

1 立方公分連

結方塊 

立體積木堆

疊計數 

人氣花燈 依實際形體、視圖堆疊出形體，發展解題

策略，進而歸納，最後進行抽象解題。 

1 立方公分 

原案 3 

30005 Z 教授：直觀比較的例子，可明確以教室裡的兩項物品來比較體積，檢核學生體積定義的 

     了解。而骰子面面觀提問擔心聚焦在「點數」上，故教具部分改以六色不同的正方體替代。 

     且可以考慮實物對照平面圖形及揭示平面圖形，讓學生利用擺出。另外，搭配提問：站在 

     那裡可以看到一(二、三、四、五、六)個面，使學生透過活動覺察到不同位置看到的正方 

     體也會也所不同。兩項活動來加強 2D 平面與 3D 立體表徵的轉換。 

     …… 

30014 Z 教授：布題時要考慮數值，若偏易，可能不用教具學生也能解題，若偏難，學生花太多 

     時間在積木的堆疊上，無法引動學生思考。故布題需要具有挑戰性，又不能過於艱難，激 

     起學生解題的興趣，故須斟酌長方體積木給予的個數。另外，建議先行預期學生可能解法， 

     在教學時，可提供給學生參考，並於其中呈現出錯誤解法，以供教學現場使用。 

     …… 

30036 Z 教授：教師在複合形體體積的布題次序除了依具體活動、再表徵活動及抽象活動安排外， 

     教學方案活活動可更為開放、多元，如：教師關鍵問句可以嘗試讓學生先猜測會使用到幾 

     顆積木，再實際堆排，接著思考為什麼預測的數量和實際數量會有差異？ 後再嘗試發展 

     解題策略，使學生於探索過程中嘗試錯誤並從中學習。 

    在行 30005、30014、30036，Z 教授就第三版教學方案設計活動流程、佈題

適切性、教師關鍵問話與學生預期解法指出修改方向，並給予研究者新思維：於

布題後開放讓學生自行探索、嘗試，教師再從中引導，形塑概念。 

伍、結論與建議 

    整體而言，就本教學方案設計考量面向進行說明，本教學方案設計改變如

下： 

一、實體教具選擇：初期考量學生操作方便之需求，選用USL方塊，中期納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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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教具，最後回歸單一教具發展布題。 

    原先考慮學生操作方便之需求，選擇較易操作的USL方塊，因本單元重要概

念之一─體積定義的認識，故專家擔憂教具上的孔洞易混淆學生，造成不必要之

迷思，便建議更換為教具為 1 立方公分積木。又因文獻中提到學生相關迷思：

積木堆疊後不易察覺隱藏積木，而造成計數上遺漏，改以 1 立方公分彩色立方

體積木進行形體的堆疊，讓學生透過顏色察覺隱藏積木概念並轉換，進而發展學

生概念。其後，為避免教學實踐時頻頻更換教具而造成課堂秩序混亂，專家建議

融入生活情境修改布題，並調整其表徵方式。由此可知，教具的使用並非以量取

勝，而是應用精巧，倘若一種教具能應用搭配不同類型的布題，相信不僅能提高

教師使用教具的意願，更能使學童專注於解題活動。 

二、活動布題安排：初期過於強調具體操作，後期改以具體活動、再表徵活動及

抽象活動三層次作為順序編排。 

    起初研究者誤認為教具融入教學便為幫助學生概念理解，即實體教具融入教

學，故教具操作後，學生便已具備解題之心像，因此疏忽布題之間應逐漸移除教

具操作，以檢核學生是否具備概念心像化之重要性。經專家提醒後，察覺教具操

作為使學童從布題中，透過操作過程理解體積計數策略，從而幫助學生在抽象活

動中可以在腦海中重現操作之歷程，進而發展出自己的抽象解題思維。因此為使

學習更具層次，分別以具體活動、再表徵活動和抽象活動來調整教學布題，使教

學布題中教具使用及移出時機更加鮮明，以確立學生建立概念心像。此外，教具

使用融入教學方案設計時，應提出好的布題，才能顯現出教具的可貴。 

三、關鍵提問與預期學童解題策略之思維調整：初期多以教師中心教學及學生正

確解題為主，後期多採探索、開放之提問引導並思考學童可能錯誤解法。 

    原先擔憂學生無法透過課堂布題習得相關概念，故採一問一答之方式進行教

學，而淪為教師中心之「宣告式教學」。且設計過程中僅記錄學生的正確解法，

但教學現場千變萬化，學生表現不盡相同，教師需於短時間進行教學決策，經專

家建議：藉由相關文獻資料發現學童常見困難、思考學生可能的錯誤解法納入教

學方案設計中，以便了解學生可能回應(含錯誤類型)並對學童解法有所預期，於

事前思考概念引導因應之道，祈使教學更完善。以立體積木堆疊形體計數之教師

關鍵問話為例，從文獻中發現學童在計數時常忽略隱藏的積木，而造成計數錯誤，

故以此為基礎設計提問：一、猜猜看，需要幾個積木才能排出形體？二、做做看，

積木的數量和你想的一樣嗎？三、如果不一樣，為什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企圖

透過問句引動學生思考及建構隱藏積木概念，使學生從探索中嘗試錯誤，而自行

建構學習並發現積木堆疊後，因觀察位置、角度不同而有積木被隱藏之情形。 

四、強化二維平面與三維立體表徵的轉換：初期僅有二維對應三維之單向教學活

動，後期改以二維與三維間之雙向教學活動。 

    教學活動─立體面面觀，提供可具體操作且有顏色提示的視覺化教具讓學生

能夠透過觀察位置的變換、共同檢視、判斷等方式，發現立體形體繪製於二維平

面上最多看到三個面之初步概念，並於教學中位置的改變來建立學生二維平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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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立體表徵轉換的能力，進而理解不同觀察視角所呈現之視圖也不盡相同。 

    在專家指導下，本研究之教學方案設計更加全面性，且以教科書內容為本設

計，進行教學概念的實踐，協助學生發展新概念為目的，故實施方式為搭配單元

教學，毋須額外增加授課節數，乃為現場老師較能接納的實踐方式，此外亦能用

於補救教學或融入彈性課程，以跨領域的方式進行數學探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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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physical teaching  

aids into the fourth grade volume unit, exploration programs in the course of design 

changes.In order to achieve the research purposes, 1 cubic centimeters of building 

blocks were selected to incorporate the course, and the design standard research 

method was adopted to form the teaching scheme through the cycle process. This 

study comcludes that: (1) The choice of physical teaching aids: initial consideration of 

the needs of students easy to operate, the selection of USL block, the medium term  

into a variety of teaching aids, and finally return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single 

teaching aids problem; (2) Activity Layout Arrangement: The initial emphasis on 

specific operations, the later changes to specific activities, re-characterization 

activities and abstract activities three levels, as a sequential arrangement; (3) Key 

questions and anticipated thinking adjustment of school students ' 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 In the early stage, the teaching of Teachers ' center and the correct problem 

solving were mainly solved, and the questions of exploring and opening up in the later 

stage guided and thought about the possible wrong solution of schoolchildren ;(4) 

strengthen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wo-dimensional plane and three-dimensional 

representation: At the beginning, there were only two-dimensional one-way teaching 

activities corresponding to three dimensions, and the two-dimensional and three- 

dimensional teaching activities were changed in the later period. 

 

Key word: Physical Manipulatives, Teaching Plan,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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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教具融入發展二年級學生方塊計數能力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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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利用實體教具融入發展學生方塊計數能力之教學設計，於課

堂實踐後進行調整，並探究學生之學習表現。為達研究目的，選用 3D 幾何魔粒

方塊及三面架融入課程，採設計本位研究法，透過循環歷程， 後形成適合二年

級學生方塊計數學習之教案。本研究初步發現：(一)課堂實踐後於「教具選擇」、

「教學活動時間安排」、「教案、學習單修改」、「教學活動呈現方式」面向進行調

整；(二)學生解題策略包括「挪移策略」、「分層計數」等；(三)學生錯誤策略包

括「只計數表面可見方塊」、「漏數部分方塊」等；(四)整體而言，學生喜歡教具

操作，教具不僅能幫助學生學習，亦讓學生更加專注於課堂中。未來將實驗於更

多班級以達到教案之完備。 

關鍵字：實體教具、學習表現、方塊計數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幾何概念與表達是數學與真實世界溝通的重要方式，且與數學其他領域緊密

連結（左台益、梁勇能，2001）。九年一貫課程中，國小數學課程分為「數與量」、

「幾何」、「代數」、「統計與機率」和「連結」等五個主題(教育部， 

2003)，但「幾何」相對於其他主題所佔的比率卻是較少的。莊月嬌、張英傑(2005)

針對九年一貫課程小學的幾何教材分析發現各版本均缺乏空間視覺化的教材，應

加強空間視覺化之教材以提升學童空間能力，如何幫助學生在空間的學習上能夠

如魚得水是需深思熟慮的；在我國教科書中大多是以平面視圖表徵立體形體，並

沒有教學生如何辨識視圖，許多研究也指出學生在做方塊計數時，常因視圖辨識

錯誤而導致計數錯誤；而在教學現場上許多老師在空間教學中是以電子書播映，

讓學生透過視覺觀察建立空間概念，對於部分學生立體形體與平面圖形相互轉換

之關係是一件困難的事，研究者時常聽到高年級老師在體積教學時，學生的學習

成績不甚理想，後續做補救教學的成效也是有限，許多老師將原因歸咎於學生學

習成就較差或是粗心的關係，研究者認為空間概念需長時間培養，若學生無建立

形體先備經驗，在學習體積概念時更加容易出現學習挫折與困難。方塊計數為四

年級體積概念基礎，一年級已學習簡單無隱藏方塊計數，到了四年級才有透過方

塊計數建立體積概念，在二、三年級皆無相關內容，故希望透過教具讓學生從小

透過操作來建立空間概念，以幫助中高年級體積學習， 後發展適合國小二年級

學生之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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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教學設計理論基礎 

(一)數學任務序列設計理論(Developing Theory for Design of Mathematical 

Task Sequences) 

        此理論為Simon, M於2013年提出，理論基礎為Piaget目標導向活動與反思，

認為學生概念性學習的抽象過程，目的為促進數學理解，不同於以往學習是要解

決問題，理論核心是確定學生能從數學活動中理解後抽象出預期想法。 

        任務設計理論的設計方法為完成假設學習軌跡，而假設學習軌跡須包含三個

部分，一是學習目標、二是學習任務、三是假設學習過程，預期學生可達到的學

習目標後給予適當的學習任務，提供學生可用的活動解決問題，觀察學生運用活

動的效果及其抽象的過程發展，即完成假設學習軌跡。 

        (二)具體活動表徵活動抽象活動 

        根本建構主義的學習觀主張知識是由學習者自行建構的，而非被動地由外界

所灌輸，而對於活動抽象程度，可區分為具體活動、表徵活動及抽象活動，具體

活動為學生必須依賴具體表徵方能解題；表徵活動為學生可自行製作具體表徵以

進行解題；抽象活動為學生可不依賴外在的具體表徵而直接解題，此三類活動是

兒童建構數學概念的演化途徑。而學生能透過具體活動解決數學問題，並不等於

能透過抽象運思來解決問題(甯自強，1993)。與 Burner 三種表徵相對照，可發現

動作表徵屬於具體活動，影像及符號表徵屬於表徵活動，至於抽象活動則是

Burner 的表徵中所缺乏的，而抽象活動強調解決數學問題後能內化為運思概念，

透過教師問話了解學生的回答只是模仿，抑或是真正的了解(張淑怡，1995)，因

此本研究以三種活動編排學習內容，了解學生知識內化程度。 

        綜合上述兩個教學設計理論，理論核心皆強調學生能自行抽象出數學概念，

而本教案學習目標為學生能形成方塊計數能力，目前二年級學生在一年級時已學

過簡單無隱藏方塊之計數，並沒有學習過有隱藏方塊形體之方塊計數，故藉由實

體教具操作來建構概念。教學設計活動採具體、表徵與抽象活動做順序編排，具

體活動為提供實體方塊讓學生進行堆疊，在三維形體堆疊過程中發現隱藏方塊，

建構隱藏概念。其次，表徵活動為不提供方塊觀察視圖找出隱藏方塊位置，讓學

生能在腦中運用心像想像隱藏方塊的位置。 後，抽象活動為學生能清楚說明其

方塊計數之解題過程，以上為本研究針對學生方塊計數之假設學習軌跡。 

      二、學生方塊計數的解題策略 

        方塊計數能力為學童發展體積概念之基礎，研究者尋找相關文獻時，發現國

內外針對方塊計數之相關研究較少，表 2‐1 為研究者整理各學者研究之學生方塊

計數解題策略： 

表 2-1 各學者對學生方塊計數解題策略之整理 

研究者 研究對象 學生方塊計數解題策略 

林琛玫
(1996) 

國中資優生 
1.乘法 
2.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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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心算 
4.加法搭配減法使用 

Battista & 
Clements(1

998) 

國小三年級 
國小五年級 

1.以「層」為單位思考 
2.視長方體為一個填滿空間 
3.就長方體的表面思考 
4.使用體積公式 
5.其他 

林佳蓉
(2004) 

國小二年級 

1.先計數每一堆(直行)方塊的個數，再算總數 
2.只數看得到的方塊數目 
3.先填補再數，並搭配加法使用 
4.一層一層數 

張碧芝、吳
昭容(2009) 

國小六年級 

1.挪補 
2.體積公式 
3.以層為單位 
4.以行/列為單位 
5.點數 
6.以外型突出部分為單位 
7.圖形與背景 
8.同時使用多種單位 
9.其他 

        從上述研究整理發現，學生常見解題策略可分為 1.直接計數，一個一個數。

2.直排、橫列計數。3.分層計數。4.找出形體相似的群組，再細數其他零散方塊。

5.乘法運算或體積公式。6.挪補策略等。因此類型研究較少是針對低年級，而本

研究之研究對象為二年級學生，為了解二年級學生可發展哪些策略來計數方塊數

量及幫助其銜接四年級體積概念，將使用 3D 魔粒方塊及三面架輔助，幫助建立

空間心像與建構隱藏方塊之概念。   

三、學生方塊計數的常見錯誤 

    大多數研究學生方塊計數能力皆使用紙筆測驗，根據測驗結果個別訪談後提

出學生常見錯誤，表 2-2 為研究者整理各學者提出學生方塊計數常見錯誤： 

表 2-2  各學者對學生方塊計數常見錯誤之整理 

研究者 研究對象 學生方塊計數常見錯誤 

Ben, Lappan & 
Houang(1985) 

五到八年級 
1.採用不正確的計數策略 
2.只計數立方體表面的個數 
3.只計算可見的立方體個數 

Battista & 
Clements(1996) 

國小三年級 
國小五年級 

因缺乏協調與整合的能力，以致於對不同面向所見的方
塊重覆計數。 

林佳蓉(2004) 國小二年級 
1.漏數或重複計數部分方塊 
2.只數看得到的方塊數目 

陳毓梅(2011) 國小一年級 

1.沒有利用記號做有效的計數 
2.認為只看得見一面的方塊也是隱藏方塊 
3.幾何形體凹處造成錯視而計數錯誤 
4.以方塊與其他方塊接觸面為隱藏方塊 
5.太有自信 
6.2D 紙上幾何形體方位錯視認知 
7.受切割形體為小群組計數總方塊策略影響 

        研究者整理上列學者提出的學生常見錯誤，大致分為 1.漏數或重複計數部

分方塊。2.只計數可以看見的立方塊個數。3.無法辨別隱藏方塊，導致計數錯誤。

4.凹處錯視。而學童計數有隱藏方塊幾何形體時，除了要計數看得到的方塊個數，

還必須記住隱藏方塊共有幾個，再用加法相加，此過程比單純計數無隱藏方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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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形體增加許多變因，導致學生無法正確計數。除了上述原因，二維平面上的

判別更是影響學生計數之一大關鍵，學生若未能辨識立體視圖，則無法正確計數

個數，故在教學設計中將加強學生判讀立體視圖之能力。而有鑑於上述文獻中所

列之學生常見錯誤，在教學設計中已先行作相對應處理，依據具體活動、表徵活

動、抽象活動等進程編寫教案，減少學生易出現之錯誤。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設計本位研究法(Design‐based Research)，透過分析、討論、設計、

實踐、反思與修正之循環過程，發展適合國小二年級學生方塊計數之教學設計。

在探討教學設計之歷程，將以團隊討論錄音檔、學生課後訪談紀錄、教學觀察紀

錄與對談、研究者反思札記及學習單等達到本研究之研究目的。 

一、教學設計說明 

        研究之教學設計共 4 節課，3 個教學活動。經由現場教學實踐後，依據課堂

實踐錄影檔、研究者反思札記、教學觀察者紀錄及學生學習單回饋等蒐集到的資

料，與專家學者共同討論，並修改教學設計。 

(一)活動一「面面俱到」 

本活動共一節課，分為二個任務，任務一之內容為教師在教室中間擺放一大

骰子，學生從不同方向觀察此骰子，例如坐著看、站著看、趴著看及交換位置看

等，將結果紀錄在學習單上，學生從學習單上之記錄歸納總結不管從哪一個方向

看一正立方體 多只能看到三個面，進而讓學生挑戰找尋從哪一個位置觀看骰子

能看到四個以上的面，做為下一節課複合形體繪製於二維平面上 多只能看到三

個面之初步概念。任務二內容為透過教師引導，溝通 3D 幾何魔粒方塊與三面架

特性並了解其使用方法之方塊擺放方向及無縫隙堆疊約定。 

(二)活動二「蓋房子」 

        本活動內容共兩節課，分為三個任務，任務一熟悉教具操作，讓學生在二顆

方塊堆疊中發現有三種方向的疊法，三顆方塊亦有不同種疊法，進而進入任務二，

四顆 3D 魔粒方塊堆疊能有哪些方法，培養等積異形概念，讓學生理解相同方塊

顆數能夠排出不同的形體，並利用三面架發現隱藏方塊。任務三為二維、三維轉

換之概念建立，利用三維複製三維及觀察二維圖形堆疊三維形體等過程中發展出

計數策略，並透過 3D 魔粒方塊顏色特性，讓學生在三維形體中的面找尋是在二

維平面上哪一個面，發展其閱讀視圖之能力，活動目標為透過二維與三維間轉換

關係，建立學生空間能力。 

(三)活動三「塗油漆」 

        本活動目標為解構教科書同一方向方塊堆疊方式，藉由方塊堆疊讓學生發現

二維平面堆疊三維形體時，看起來方向並不相同，透過三維堆疊對應二維平面學

習單上塗色，二維與三維間轉換引導，增進學生閱讀不同方向視圖能力。 

二、實驗對象之班級特性與背景 

        教學者為研究者本身，目前已實驗一個班級，該班共 28 位學生，一名自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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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三名學生注意力不集中，研究者已事先了解是哪幾位學生，在課堂進行時更

加留意。該班平時採小組座位，共 6 組，導師教學時常以小組討論進行，平時學

生有操作教具經驗，但沒有操作過「形」的教具，於實驗前與該班老師討論學生

數學能力，導師認為大多數學生能力中上，平時問答反應良好，常會使用較高階

之語言來做說明，且喜歡操作教具。 

三、資料蒐集 

        本研究在研究開始階段即陸續蒐集資料，而在發展與實踐教學設計時亦持續

蒐集相關資料，作為研究之分析。 

(一)團隊討論錄音 

        研究者在教學設計歷程中，與專家學者及團隊之討論內容，將全程錄音作為

教學設計在設計過程中之考量依據，而於課堂實施後，與專家學者及團隊討論之

過程亦以錄音方式進行，觀看課堂實踐錄影檔並提出問題討論，並將錄音檔作為

在教學設計實踐於課堂後所遭遇困難與解決方式之依據。 

(二)課堂實踐錄影 

在教學實踐時，將全程錄影，詳實記錄教學實況，提供專家學者及研究者再

次檢視課堂實踐狀況，作為教學設計修改之重要依據。 

(三)學生學習日記與學習單 

        鼓勵學生以自己的話將所學的新知識與舊知識或經驗加以聯結，教師可根據

學生的解題歷程了解學生概念思維，並針對學生錯誤觀念再予以補救教學，提升

學生學習。故研究者將蒐集學生課後學習日記，以了解學生學習表現。 

        本研究採用學習單為研究者依據教學活動設計所自行編寫，藉由學習單了解

學生之學習表現與錯誤概念並做後續指導，而本研究之學習單亦為檢驗學生藉由

教具操作後其概念心像是否已抽象化的參照及檢驗學生學習表現之依據。 

(四)  學生訪談錄音 

部分學生因文字書寫可能無法完整表達其概念與解題想法，故進一步與學生

訪談，訪談對象選以班級中數學成就較低，但對教具操作有極大的興趣學生為主，

透過一對一個別訪談，了解學生透過教具操作的學習表現及學生概念建構、解題

方式及錯誤概念，作為教學設計修改與了解學生學習表現的依據。 

(五)教學觀察紀錄與對談錄音 

在課程實施時，邀請學校資深教師觀課做觀課記錄，於課後針對課程活動對

談，提供教學設計修正之建議，在課堂中除了邀請觀課教師外亦採錄影方式，記

錄完整教學過程，並請專家學者觀看影帶後，給予研究者教學及教學設計的建議，

作為教學設計修正之依據。 

(六)研究者反思札記 

    研究者擔任實際教學者，將教學設計實踐於課堂，了解學生學習狀況，解決

其錯誤概念，並記錄本身對於教學活動的省思作為教學設計修正之依據。 

(七)教案 

    本研究依據數學任務序列理論與具體活動、表徵活動與抽象活動之階段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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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寫教案內容，並依據各階段實驗後作修改以達到教案之完善。 

四、資料分析 

        為提高研究可信度，資料分析效度處理採資料與人員三角驗證。在資料三角

驗證方面，因研究資料來源多元，透過教學活動設計、團隊討論錄音、課堂實踐

錄影、學生學習日記與學習單、學生訪談紀錄、教學觀察紀錄與對談錄音、研究

者反思札記等，藉由不同來源資料進行交叉檢驗，為研究結論提供充分的論證依

據，進而提高結論的效度；在人員三角驗證方面，研究者將蒐集到的資料與專家

學者及資深教師共同討論、檢驗，以達到人員觀點之一致性。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課堂實踐後之調整 

        本研究目前已將教學設計實驗於一個班級，省思調整面向如下： 

(一)教具選擇 

        活動一中採用骰子為邊長 17 公分之骰子，原本設計希望學生透過坐著、站

著與趴著能看到不同點數，但在活動後發現因骰子體積較小，許多學生在坐著看

和站著看的個數是相同的，如表 4‐1 之學習單紀錄，但不影響實驗目標，故調整

為以較大骰子或以巧拼製作大型骰子進行教學，讓學生觀察結果有更大差異，更

加瞭解從不同位置觀察同一物體所見物體是不同的。 

表 4‐1  活動一面面俱到之學習單紀錄 

 

 

 

(二)教學活動時間安排 

        活動一在第一版教學設計原本規劃一節課的時間才能達到預期目標，但經過

教學後發現研究者低估學生能力，學生在經過活動觀察後，都能夠歸納出從不同

方向觀看一正立方體， 多只能看到三個面之結果，如表 4‐1 且部分學生以「角

度」不同做解釋，可見部分學生已進入較高層次之思考；因此在後續課堂中將活

動二的任務一認識 3D 魔粒方塊和三面架之內容移到第一節課進行，建立學生教

具操作之約定，亦能幫助學生熟悉本研究所使用到的教具。 

(三)教學設計修改 

      在本節課活動一佈題四中，原本提問為「請你找找看，有沒有哪一個位子可

以看到骰子 4 個面。找到後請你站在原地舉手告訴老師。」但在活動進行中發現

學生大多擠在骰子旁邊，認為越近越能夠看到四個面，有些學生看不到骰子而出

現小爭執，為解決此問題，後續將佈題提問改變為「請你猜猜看，有沒有什麼方

法可以看到四個面？」請舉手學生向前觀察，若是看不到可請他再靠近，製造認

知衝突，以建立更完整概念，亦能改善課堂進行方式。 

(四)學習單設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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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生學習單上發現，學生容易因視圖只有黑白兩色而產生凹處錯視的問題，

故在第二版學習單中將方塊之同一側加上陰影以幫助學生辨識。 

(五)教學活動呈現方式 

        因 3D 幾何魔粒方塊在擺放時有其規則，學生初次接觸操作時容易忘記，故

在每一頁簡報檔上都加入將擺放規則，以幫助學生操作，減輕認知負荷。 

二、學生學習表現 

        以下就學生學習單與課堂回應紀錄探討學生之學習表現。 

(一)學生計數策略─正確例 

1.學習單蓋房子共 2 題無隱藏積木計數，整理學生解題策略範例，如表 4‐2 

表 4‐2  無隱藏積木計數之學生解題策略 

   

 

 

一一點數  二個二個點數 
相同單位分塊乘法計

數
圈選計數 

 

 

 

 

 

 

挪移策略  畫圖計數  分層計數 

        從上表可發現，學生在無隱藏積木計數時已發展許多不同策略解決問題，且

有些解題策略已超出研究者所預期的方式，例如表 4‐2 畫圖計數策略是研究者覺

得新奇的，晤談後學生表明「因為畫圖才能在方塊上寫數字數算有幾個」，該生

以繪圖方式解決無隱藏方塊問題，但在其他有隱藏方塊之問題中，該生嘗試使用

繪圖方式計數，但後來擦掉了，事後訪談學生因畫不出來，所以選用如表 4‐3 一

一點數策略解題，而計算的方塊數量也是對的，因此畫圖計數策略受限於只能以

單一方向堆疊之形體做繪製，學生能發展其他策略解題值得鼓勵。 

2.學習單蓋房子之隱藏積木計數，整理學生解題策略範例 

表 4‐3  隱藏積木計數之學生解題策略 

 

 

 

 

 

 
 
 

 

 

 

 

 

 

 

 

相同單位圈選計數 
以列為單位，分塊乘

法計數 
一一點數 

以行為單位分塊乘法
計數，再細數其他零

散方塊 

將上層一個方塊移到下

層，以乘法先算出下面兩

層之方塊數量，再加上

上層方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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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填補再搭配減法計
數 

分層計數 
兩個兩個計數，再數

零散方塊
 

(二)學生計數解題策略─錯誤例 

表 4‐4    隱藏積木計數之學生錯誤例 

 

 
 

 

 

 

 

 

只計數表面可見的方
塊數量 

一個一個數，但漏數
部分方塊

兩個兩個一數，但漏
數部分方塊

凹處錯視 

        當學生出現錯誤計數時，研究者後續引導方式為：請學生利用相同計數數量

之方塊拼製和視圖上相同形體，學生操作並沒有辦法排出相同圖形，此時學生已

在心像中進行認知衝突，並進一步請學生拿其他的方塊完成，待學生完成後詢問

學生是漏數了哪幾個方塊時，學生皆能夠回答哪幾個是漏數的，當學生發現錯誤

時，利用教具操作產生意外挫敗並修正，不是由教師告訴錯誤所在，能讓學生建

立更清楚之概念。 

表 4‐5  同一學生相同圖形塗色與未塗色計數之解題紀錄 

 
 
 
 

 

 

在活動三塗油漆學習單，研究者設計時採行上半部讓學生圖形塗色後計數，

下半部不塗色直接計數，且刻意設計上半部與下半部有一題題目是相同的以檢測

學生是否會因顏色變因影響其計數，表 4‐5 為同一學生之解題記錄，先塗色後再

計數能夠計數出正確數量，但直接閱讀視圖時是計數錯誤的，由表 4‐5 可見學生

重複計數部分方塊，學生似乎在閱讀二維黑白視圖時較無法形成立體概念而造成

計數錯誤，透過顏色不同能形成空間感，而在教科書中立體形體之二維視圖皆有

將方塊其中一個面做陰影處理，故研究者在第二版之教案與學習單上亦作相同處

理，希望減少學生在閱讀視圖上之困難，並企圖了解學生在有塗色與黑白視圖計

數上之差異。 

外側兩個方塊

重複計數 

漏數
此排
下方
一個
隱藏
方塊

漏數
此二
排下
方共
四個
隱藏
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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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情意表現 

        在四節課課程結束後，透過學習單了解學生在學習數學時操作教具之心得，

以開放式問答題為主要題型。 

1.題目「你喜歡在學習數學時操作教具嗎？為什麼？」，回答範例如表 4‐7 

表 4‐7  學生學習單情意面表現紀錄(一) 

 

 
 

 

 
 

2.題目「在學習時，使用教具後在解題與沒有使用教具直接解題，你覺得哪

種學習方法比較好？為什麼？」，學生回答範例如表 4‐8 

表 4‐8  學生學習單情意面表現紀錄(二) 

 

 

 

 

 

 

 

        如表 4‐7 與表 4‐8，本研究不僅是探究國小二年級學生透過教具學習方塊計

數是否可行，亦能了解到在數學課中融入教具操作能增加學生學習興趣，也能讓

概念更加鞏固。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教案已實踐於一個班級，為了增加實驗可信度，將再進行更多班級教

學實踐，互相比較，以提出適合二年級學習之教案，目前研究初步發現： 

(一)課堂實踐後之調整 

  針對教學實驗後對於「教具選擇」、「教學活動時間安排」、「教案、學習單

修改」、「教學活動呈現方式」等面向做省思，以發展適合二年級學生方塊計數學

習之教案 

        (二)學生解題策略 

        學生解題策略包含「一一點數」、「二個二個計數，再數零散方塊」、「相同單

位分塊乘法計數」、「圈選計數」、「挪移策略」、「畫圖計數」、「分層計數」、「以列

(行)為單位，分塊乘法計數，再細數其他零散方塊」、「先填補再搭配減法計數」

等，與文獻中林佳蓉(2004)之計數策略相似，而本研究之策略更加多元，尤以畫

圖、挪移及填補計數 為特殊，而「畫圖計數」受限於單一方向堆疊之形體，較

不常見，若學生能採用「挪移及填補計數」的策略可見其能在腦中形成方塊移動

的心像。 

(三)學生錯誤策略 

        學生常見錯誤包含「只計數表面可見的方塊數量」、「一個一個數，但漏數部

分方塊」、「兩個兩個一數，但漏數部分方塊」、「凹處錯視」等，與文獻中學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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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之常見錯誤相似，而研究者透過教學設計佈題與問話進一步幫助學生釐清錯

誤概念。 

(四)學生情意表現： 

        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深深感受到學生學習的熱忱，在實驗過程中，從一開始

對方塊計數的茫然到對教具操作欲罷不能，孩子們實際操作並嘗試以自己的想法

表達操作過程，雖剛開始不太純熟，但在過程中慢慢形成抽象概念，漸漸能迅速

解題，讓學生對學習有成就感而喜歡學習，且教具操作讓學生更加專注於課堂中；

而在課後情意學習單中，學生多表示操作教具很好玩，可以學會不同的知識，讓

學生樂於學習的態度甚為重要，此為教具操作之一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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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tegrate physical teaching aids into teaching 

design to development students’ cube counting ability, and to adjust after the 

practice of the class, as well as to explore the student's learning performanc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use 3D geometric cubes and 

three‐sided frame in the course. Adopting design‐based research, through the cycle 

process, a teaching plan of cube counting suitable for the second‐year students is 

finally formed. 

The preliminary findings of this study: (1) After the practice of the classroom, 

adjust the orientation of "teaching aid selection", "teaching time planning", 

"teaching plan and study list modification", and "teaching activity presentation"; (2) 

Students' 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 include "moving strategies", "counting by layer", 

etc. (3) Student's mistake strategies include "only counting visible cube on the 

surface", "missing to count partial cubes", etc. (4) In general, students like teaching 

aids, teaching aids not only help students learn, but also make students more 

focused on the classroom. In the future, researcher will experiment with more 

classes to make the teach plan more complete. 

 

Key words: Entity Teaching Aids, Learning Performance, Cube 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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