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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整合型計畫旨在發展台灣數學奠基(Just Do Math, JDM)教育的紮
根理論，是國際上具前瞻性且理論與應用並重的研究。據此，總計
畫的研究目標有三：(1)產出奠基活動模組並評估其有效性；(2)評
估活動師和設計師工作坊的有效性；(3)發展活動師、設計師、活動
師的師培師、設計師的師培師之專業學習模式。研究結果包含
：(1)奠基活動的三個特點、三個設計原則及其策略；(2)以ARCS為
共同的理論架構發展與效化活動師、講師、設計師和師培師的評估
問卷；(3)JDM脈絡下教師專業發展的特徵為「自主彈性」的多重路
徑、「多面向」的反思實作、「雙重尊榮」的身份建構。此外，子
計畫一進一步思考如何設計建築活動模組以延續課前奠基模組的成
效。透過準備、試行與評估等三個歷程，第二年發展了兩個奠基模
組、兩個建築模組，透過實徵研究資料的蒐集與分析，發現兼顧提
昇情意與認知的奠基與建築活動可有效連結學習者的行動與思考
，並在教師的診斷與共構介入下提昇學習成效。

中文關鍵詞： 台灣數學奠基教育、奠基模組、建築模組、設計研究法

英 文 摘 要 ： The integrated project aims at developing the grounded
theory of just-do-math (JDM) education in Taiwan. This
project is proactive research which has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dimensions. Accordingly, the aims of the integrated
project include (1) to produce mathematical grounding
activities (MGAs) and evaluate their effectiveness, (2)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workshops for teacher
educators, (3) to develop professional learning models for
teachers who implement the camps, teachers who design MGAs,
and their teacher educator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cluded
that (1) MGAs have three characteristics, three design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2)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s
were developed and validated according to the ARCS model as
for different roles of teachers; (3) Under the JDM contex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clude ‘multiple approaches which are active and
flexible’, ‘multi phases of reflective practice’,
‘identity construction with double glories’. Besides, the
first sub-project aims at designing MGAs and MGAs in class
for developing spatial reasoning and deductive reasoning.
Through three phases of design research: prepar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we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and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 of effective
MGAs and MGAs in class. In the second year, two MGAs and
two MGAs in class were developed and evaluated. Based on
empirical studies, it was found that MGAs and MGAs in class
considering both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factors can
effectively intertwine learners’ thoughts and actions, and
enhance learning outcomes under teachers’ diagnostic and
constructive interventions.



英文關鍵詞： Just-Do- Math, mathematical grounding activities,
mathematical grounding activities in class, design-bas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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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整合型計畫旨在發展台灣數學奠基(Just Do Math, JDM)教育的紮根理論，是國

際上具前瞻性且理論與應用並重的研究。據此，總計畫的研究目標有三：(1)產出

奠基活動模組並評估其有效性；(2)評估活動師和設計師工作坊的有效性；(3)發
展活動師、設計師、活動師的師培師、設計師的師培師之專業學習模式。研究結

果包含：(1)奠基活動的三個特點、三個設計原則及其策略；(2)以ARCS為共同的

理論架構發展與效化活動師、講師、設計師和師培師的評估問卷；(3)JDM脈絡下

教師專業發展的特徵為「自主彈性」的多重路徑、「多面向」的反思實作、「雙

重尊榮」的身份建構。此外，子計畫一進一步思考如何設計建築活動模組以延續

課前奠基模組的成效。透過準備、試行與評估等三個歷程，第二年發展了兩個奠

基模組、兩個建築模組，透過實徵研究資料的蒐集與分析，發現兼顧提昇情意與

認知的奠基與建築活動可有效連結學習者的行動與思考，並在教師的診斷與共構

介入下提昇學習成效。 
 
關鍵字：台灣數學奠基教育、奠基模組、建築模組、設計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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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The integrated project aims at developing the grounded theory of just-do-math (JDM) 
education in Taiwan. This project is proactive research which has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dimensions. Accordingly, the aims of the integrated project include (1) to 
produce mathematical grounding activities (MGAs) and evaluate their effectiveness, (2)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workshops for teacher educators, (3) to develop 
professional learning models for teachers who implement the camps, teachers who 
design MGAs, and their teacher educator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cluded that (1) MGAs 
have three characteristics, three design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2)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s were developed and validated according to the ARCS model as for 
different roles of teachers; (3) Under the JDM contex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clude ‘multiple approaches which are active and flexible’, 
‘multi phases of reflective practice’, ‘identity construction with double glories’. Besides, 
the first sub-project aims at designing MGAs and MGAs in class for developing spatial 
reasoning and deductive reasoning. Through three phases of design research: 
prepar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we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and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 of effective MGAs and MGAs in class. In the second year, 
two MGAs and two MGAs in class were developed and evaluated. Based on empirical 
studies, it was found that MGAs and MGAs in class considering both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factors can effectively intertwine learners’ thoughts and actions, and enhance 
learning outcomes under teachers’ diagnostic and constructive interventions. 
 
Key words: Just-Do- Math, mathematical grounding activities, mathematical grounding 
activities in class, design-bas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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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本整合型計畫，為林福來教授執行教育部「就是要學好數學(JUST DO 
MATH)」計畫之延伸。該計畫旨在開發合適的課前學習活動(也稱為奠基活動模

組)，除了藉活動模組提高學生在課堂中學習數學的興趣，亦建立學生具象經驗

以利於課堂中想像並理解所學的數學，讓學習落後的學生在情意面和認知面上

都能具有較充足的學習準備度。此外，該計畫也利用寒暑假或週末時間，舉辦

「好好玩數學營」，讓更多學生參與數學奠基活動，而為了提升此營隊的品質，

除了需要設計有效的數學奠基活動模組外，另安排有數學奠基活動師師培師工

作坊、活動師工作坊以及活動設計師工作坊，藉由這三種類型工作坊培育活動

師的師培師、活動師與設計師，以改善奠基活動模組的成效及數學教師的專業

成長。該計畫的特色包含有：(1)課前奠基、事半功倍，(2)數學活動師的培育與

活動推廣系統化，(3)關懷弱勢、提升競爭力。 
本整合型研究計畫以上述「就是要學好數學(JUST DO MATH)」計畫為研

究脈絡，從奠基活動、學生、活動師、設計師、活動師的師培師、設計師的師

培師等六大面向切入，全面探討「就是要學好數學」計畫的整體運作模式。此

六大面向為各子計畫的研究對象，其與各自的場域如圖 1。 

 
圖 1、各子計畫的研究對象與場域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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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整合六個子計畫的研究資源與結果，總計畫擬定了三個共同研究目

標：1. 產出奠基活動模組並評估其有效性；2. 評估活動師、講師(師培師)和設

計師工作坊的有效性；3. 發展活動師、設計師、活動師講師(師培師)、設計師

培師之專業學習模式。在計畫第一年，針對奠基活動模組與不同研究對象的工

作坊評估其有效性外，在發展不同研究對象的專業學習模式之前，針對活動師

與設計師、活動師培師與設計師培師在專業上的差異進行探討。 
本整合型計畫第二年將延續第一年的三個共同研究目標，並基於第一年的

研究結果，除了持續評估「就是要學好數學(JUST DO MATH)」計畫的成效

外，亦以 ARCS(Attention、Relevance、Confidence、Satisfaction)動機模式 
(Keller, 1983)為理論架構，提供子計畫一、子計畫二作為設計活動的評估架

構，同時也提供子計畫三、子計畫四、子計畫五、子計畫六作為給活動師、活

動師培師、設計師、設計師培師的問卷設計架構。以下為本計畫第二年的三個

共同研究目標與對應的研究結果。 

研究目標一：產出奠基活動模組並評估其有效性 

此部分以學生回饋的情意和認知兩方面對奠基活動模組的有效性進行評

估。 
1. 情意面 

為了評鑑教育部「就是要學好數學(JUST DO MATH)」計畫，針對參與

「好好玩數學營」的學生所回饋之問卷進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就是

要學好數學(JUST DO MATH)」計畫所發展的模組對學生學習數學時，明

顯有助於改善學生自評的認知行為投入(cognitive engagement)與興趣投入

(affective engagement)(Lin, Wang, & Yang, 2018)。此一研究已發表在

Studies in Educational Evaluation。同時，本計畫研究者亦思考具有何種特

色的模組會讓學生更想要投入，因此增加了學生對模組評估的題項，從瞭

解學生對模組情意面的看法出發，作為未來模組設計的參考。 
2. 認知面 

針對空間推理、演繹推理、縮放繪等主題，分別設計一系列的教學活動。

各主題的研究目的、研究問題、研究方法與結果，將分述於本報告中的

參、肆、伍、陸部分。 

研究目標二：評估活動師、講師(師培師)和設計師工作坊的有效性 
子計畫三、四、五根據 Keller(1987)所提出的 ARCS 動機模式設計評估活

動師、講師、設計師工作坊之有效性的問卷。其中，ARCS 指的是透過搭配、

運用「注意」(attention)、「相關」(relevance)、「信心」(confidence)、「滿足」

(satisfaction)等四個要素，來達到引起學習者學習動機、促進其學習的作用(詳細

內容請見子計畫四)。所設計之三份問卷中，共同題目共有 13 題，經過因素分

析後，確認了 4 個因子，分別命名為「活動模組功能」、「數學教學知能」、「教

師教學執行」、「學習方法理念」，這四個因子分別對應上 ARCS 中的四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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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從活動師、講師、設計師的反應來看，他們在上述四個因子上，認同度都

相當高(認同分數顯著高於「同意」等級)，顯示三個工作坊的有效性。再從各

工作坊的內部比較來看，設計師對於活動模組所帶來的功能、工作坊帶給他們

關於學生應該如何學習數學的想法，都非常認同，但對於工作坊能提升他們的

數學教學知能這方面，認同度則低於前述二者，相較之下，設計師對工作坊幫

助他們了解學生的數學學習這方面是有更多期待的。與設計師的情況不同，活

動師與講師對工作坊最滿意的面向是工作坊帶給他們關於數學教學知能的成長

(包含數學知識、學生學習、教學方法)。講師對於工作坊影響他們教學執行(例
如，在課堂中讓學生操作教具或討論)的認同度，相較於其他面向認同度是較低

的，原因可能來自這些講師在活動師工作坊中即已受到此方面的影響。最後，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對模組所帶來之功能的認同度，包含有助學生學習態

度、學習方法、數學理解等，設計師的認同度是最高的，次之為講師，再者為

活動師，由此可以看出對模組功能認同度與參與「就是要學好數學計畫」之深

度之間的交互關係。 

研究目標三：發展活動師、設計師、活動師講師(師培師)、設計師培師之專業

學習模式 
在「就是要學好數學(JUST DO MATH)」計畫脈絡下，基於各子計畫在不

同場域的研究結果，探討活動師、設計師、活動師講師(師培師)、設計師培師

的專業學習路徑特點以及其專業學習機制。 
在教師專業學習路徑特點方面，包含有：「自主彈性」的多種路徑、「多面

向」的反思實作、「雙重尊榮」的身份建構等特點。在蒐集資料並分析後，針對

模組、推廣、應用三個部分提出計畫改善之處。模組部分有：明確區分理念、

進行方式、何時進行、教具的供應要充分等的改善建議；推廣部分有：讓更多

老師聽過奠基活動、知道工作坊課程內容、取得其他老師的想法或教法(透過

FB)、提供有助於提昇學生數學成績的證據等的改善建議；應用部分有：活動名

稱可與年級數學單元對應、和其它科的連結(綜合、美術)等的改善建議。 
另一方面，以緩和教師在活動中張力來促進教師專業學習的觀點、行動理

論為基礎，透過提供奠基活動模組給設計師培育場域、活動師培育場域的策

略，探討促進教師專業學習的可能機制。由於教師會思考奠基模組中所蘊含的

數學概念，故奠基模組本身已是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媒介；透過奠基活動，教

師需要思考學生可能的學習路徑，因此奠基模組活動藉由上述機制，成為促進

教師專業發展的來源。另外，活動師培育場域的工作坊，可用以改進教學議題

(O)，同時也可為想要靈活運用或調整奠基模組的活動師，提供教學議題的可能

策略(T)。而設計師培育場域的工作坊，則可提供設計師和師培師進行專業對

話，除了可增進設計師對奠基活動模組的瞭解進而設計奠基活動模組，也可促

使師培師反思理論與實務間的連結。因此，從奠基活動出發的教學議題調整與

改善，和專業對話的分析結果，形成教師專業發展的機制。從「好好玩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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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與大會師的活動中，發現這些活動不僅可改善教學上的問題，透過活動師

分享與討論自身的教學經驗、反思學生在奠基活動中的回應、瞭解自身特點的

變化，也能對這些教學上的問題，提供可能的解決策略，提供教師專業發展的

機制。針對不同研究對象的專業發展詳細歷程，將分別由子計畫三、子計畫

四、子計畫五、子計畫六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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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結果一：單立方塊空間推理實驗 

摘要 

本研究採用設計研究法，共經歷兩個設計循環，每個循環經歷準備、執行

評鑑三個階段，第一循環設計了一個用於奠定四年級學童空間想像能力發展的

數學奠基活動—方塊展開圖對對樂。準備階段的工作包含形成奠基活動及編制

空間想像能力測驗，並對台北市一個班共 21 名四年級學生進行測驗，從中立意

取樣選出 6 位空間想像能力起點不盡相同的學生進行下一個階段的奠基活動實

作。在執行階段讓選出的 6 位學生進行奠基活動，活動的過程以錄影紀錄學生

的反應與互動，活動結束後再進行一次空間想像能力測驗以了解學生空間想像

能力的變化。評鑑階段是先依據進行活動實作學生的前後測驗比較結果分成三

類，再由錄影紀錄中找出各類學生的活動歷程。 
第二循環則依第一循環的結果進一步將方塊展開圖對對樂數位化成 GGB

版本的單人遊戲。 
準備階段的工作包含開發 GGB 版本的奠基活動、選取空間推理能力測驗題

目、拍攝規則說明影片，並設定了四個不同的活動流程以檢驗 GGB 版本遊戲

適合的介入時機，分別是桌遊組、前導組織組、反思組以及前與反並用組。執

行階段方便取樣選出 8 個國小四、五年級的班級進行實驗，每組都有一班四年

級和一班五年級。活動前進行空間推理能力測驗前測，活動後實施空間推理能

力測驗後測與情意問卷，再經過一個月後進行空間推理能力測驗延後測與情意

問卷延後測。評鑑階段採用相依樣本 t 檢定了解四組學生空間想像能力測驗及

情意問卷的結果。有較多的證據指向將 GGB 遊戲作為進行桌遊前的前導組織

對奠定學生的空間推理能力較有幫助，情意測驗的結果則是前與反並用組的學

生有較好的表現，但在延後測每一組皆顯著退步。 

一、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是設計一個適用於奠定學生發展空間推理能力的奠基活

動，並實際進行教學實驗檢視其成效，再由教學實驗中的學生反應與測驗結果

改良奠基活動設計。 
依據研究動機，具體的研究問題如下： 
(1)如何設計可增進國小中高年級學童空間推理能力的奠基活動？ 
(2)本研究所設計的奠基活動對學生的空間推理能力有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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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設計研究法，設計研究法可分成準備、執行、評鑑、推廣四個

階段(圖 2)，在準備階段參考理論形成奠基活動，在執行階段實際讓學生進行

奠基活動並蒐集資料，在評鑑階段分析資料並改善活動，如果還有許多調正過

後的部分需要被檢驗，將又會下一個循環再重新經歷一次準備、執行、評鑑的

過程，而最終推廣階段則是將此奠基活動成品推廣至教學現場。本研究將焦點

集中在前三個階段，共經歷兩個「準備、執行、評鑑」的循環。 

 
下圖 3 呈現第一個循環的研究流程，在準備階段主要是設計奠基活動、選

取空間推理能力測驗題目以及選取樣本學生。由準備階段進入正式執行階段

前，研究者參考 Gravemeijer(2004)以乾實驗的方式與數名數學教育專家試玩奠

基活動，專家模擬學生可能的思考歷程，並提出在活動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問

題，研究者則蒐集專家的回饋意見並調整活動。 
執行階段讓立意取樣選出的 6 位國小四年級的學生實際進行奠基活動，過

程中研究者扮演參與的觀察者，過程中不進行教學，僅於活動的開頭說明規則

以及在活動過程中提醒規則協助活動順利進行。在活動進行時以錄影紀錄學生

活動互動的過程，活動後實施空間推理能力測驗。執行階段結束後，研究者與

專家分享學生進行奠基活動的歷程，並討論如何分析測驗結果與錄影紀錄。透

過回想學生的反應以及互動討論的過程，進入評鑑階段時能更具體且有目標的

分析資料。評鑑階段先比較 6 位學生空間想像能力測驗變化，再分析錄影紀

錄，了解不同學生的學習歷程，並找出造成測驗結果變化的行為證據。評鑑階

段後再便可以更深入了解此奠基活動的優點與不足，進而改善活動設計，也同

時可以為後續關於空間想像能力的活動提供方向與建議。

 

圖 2、設計研究四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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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第一循環流程圖 

 
下圖 4 呈現第二個循環的研究流程，在準備階段主要工作是基於第一循環

的結果開發 GGB 版本的空間推理奠基活動、選取空間推理能力測驗題目、拍

攝規則說明影片，並設定了四個不同的活動流程以檢驗 GGB 版本遊戲適合的

介入時機。由準備階段進入正式執行階段前，與上個循環相同的以乾實驗的方

式討論 GGB 遊戲在四個不同路徑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實際進行可能的狀況，

由專家給予的回饋意見可幫助研究者在面對實驗中的突發狀況有更充沛的準

備。 
執行階段方便取樣選出 8 個國小四、五年級的班級進行實驗，將依照學校

是否有平板設備來分配實驗組別，每個組別都有一班四年級和一班五年級。活

動前先進行空間推理能力測驗前測，活動進行過程中研究者僅負責確保實驗流

程正確，過程中不進行教學，在活動進行時以錄影紀錄學生活動互動的過程，

活動後實施空間推理能力測驗與情意問卷後測，再經過一個月後進行空間推理

能力測驗與情意問卷延後測。執行階段結束後，研究者整理測驗資料，並與專

家討論如何分析測驗結果與錄影紀錄。最後的評鑑階段運用統計方法比較四組

學生空間想像能力測驗及情意問卷的結果。 
 

 
圖 4、第二循環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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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 5 是四個活動組別的流程圖，為了瞭解 GGB 版本遊戲適合的介入時

機，在第二循環進行了四個不同活動歷程的比較，分別是「桌遊組」、「前導組

織組」、「反思抽象組」、「前與反並用組」，這四組在測驗及規則說明的部分流程

皆相同，差異在於 GGB 版本遊戲融入的時間。每一組的主要活動還是進行桌

遊，但前導組織組在進行桌遊的前十分鐘是被 GGB 遊戲取代，而反思抽象組

是後十分鐘被取代，前與反並用組則是分別在前後皆取代十分鐘。將進行活動

操作的時間控制相同可以避免如果某組有進步，影響原因不會是活動時間的長

短。 

 

圖 5、四組的活動流程圖 

下圖 6 是向內折合說明影片畫面節錄，影片內容會用事先繪製好的展開圖

輔具示範向內折合的過程，並解釋要如何與實體方塊想像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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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向內折合說明影片畫面節錄 

下圖 7 是遊戲規則說明影片畫面節錄，研究者以水果示範四個學生進行遊

戲的過程，影片會先解釋基本配置、如何得分、如何進行糾正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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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遊戲規則說明影片畫面節錄 

 

 
(二)測驗工具 

1.第一循環測驗工具 
第一循環的測驗工具共有四個類型，全部圖形皆與活動一樣為一線對稱一

中心對稱圖形。第一個類型是 2D 與實物對應，目的是檢測學生是否具備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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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能力。第二個類型是 2D 與 3D 對應，這個類型的題目與活動的歷程較為

接近，是用於了解學生空間推理能力的改變情況。最後兩個類型分別是 3D 與

3D 對應、2D 與 2D 對應，這兩個類型是空間推理能力的遷移題，目的是了解

此奠基活動對其他類型空間推理能力的影響。(如表 1) 

表 1、第一循環空間推理能力測驗工具題型總表 
題型 範例 測驗目的 

2D 與實物對應 

請判斷下列展開圖可不可以折成你手上的方塊 
(學生手上會有一個方塊實物) 

 

□可以折成我手上的方塊 
□不可以折成我手上的方塊 

檢測學生是

否具備進行

活動的能力 

2D 與 3D 對應 

請找出展開圖折合後的方塊 

 

與活動內容

相近題 

3D 與 3D 對應 

請判斷下列兩個方塊是不是相同的方塊 

 
是相同的方塊 
不是相同的方塊 
我無法判斷 

遷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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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與 2D 對應 

請判斷下列兩個展開圖可不可以折成相同的

方塊 

 
可以折成相同的方塊 
不可以折成相同的方塊 

我無法判斷 

遷移題 

 

由於第一個類型題目的測驗目的，在 2D 與實物對應的題目僅於前測出

現，其餘題型在前後測皆有出現。測驗題數對應請見表 2。 
 

表 2、第一循環各測驗題數表 
 2D 與實物對應 2D 與 3D 對應 3D 與 3D 對應 2D 與 2D 對應 

前測 4 題 3 題 3 題 3 題 
後測 無 3 題 3 題 3 題 

 
2.第二循環測驗工具 
第二循環的測驗工具包含空間推理能力測驗與情意問卷，空間推理能力測

驗於活動前測驗、活動後測驗以及活動後一個月的延後測皆有進行；情意問卷

僅於活動後測驗以及活動後一個月的延後測實施。 
空間推理能力測驗共有三個類型，第一個類型是 2D 與 3D 對應題型，圖形

與活動一樣為一線對稱一中心對稱，這個類型的題目與活動的歷程較為接近，

目的是檢測學生與活動相近的空間推理能力變化情形。第二、三個類型分別是

2D 與 3D 對應、2D 與 2D 對應題型，但圖形為較難的兩個線對稱圖形，這兩個

類型是相對活動中的空間推理能力的遷移題，目的是了解此奠基活動對其他類

型空間推理能力的影響。(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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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第二循環空間推理能力測驗工具題型總表 
題型 範例 測驗目的 

2D 與 3D 對

應 
一線對稱 
一中心對稱 

 

與活動內

容相近題 

2D 與 3D 對

應 
兩線對稱 

 

遷移題 

2D 與 2D 對

應 
兩線對稱 

 

遷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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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題型與第二類題型於前測、後測、延後測均有出現，第三類僅於後

測與延後測出現。 
表 4、第二循環各測驗包含題型表 

 2D 與 3D 對應 
一線對稱一中心對稱 

2D 與 3D 對應 
兩線對稱 

2D 與 2D 對應 
兩線對稱 

前測 V V  
後測 V V V 
延後測 V V V 
 

在第二循環中，為了瞭解四個不同科技融入的方式對學生的情意影響，於

測驗增加了情意問卷，試題內容分成興趣、投入、自我效能、對活動的期許四

個向度，題數共 19 題，選項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的六點量表，下表 5 是

情意問卷各項度的題目範例。 

表 5、情意問卷各項度題目範例 

向度 題目範例 

興趣 我喜歡《方塊展開圖對對樂》裡的數學。 

投入 玩過《方塊展開圖對對樂》後，我在數學課時更主動學習

了。 

自我效能 玩過《方塊展開圖對對樂》後，我的理解能力變好了。 

對活動的期許 我希望像《方塊展開圖對對樂》這樣的活動以後可以多一點

觀念講解。 

 
 (三)研究對象 

1.第一循環研究對象 

第一循環的研究對象是先選取北市某國小四年級的一個班級共 21 位學生，

對全部學生進行空間推理能力測驗。此測驗結果中，學生在 2D 與實物對應的 4
道題目皆全對或是錯 1 題，僅有一位學生錯 3 題，顯示大部分學生是具備進行

空間推理能力奠基活動的條件。 
實際進行奠基活動的學生由前測的結果立意取樣選出，由於在活動的過程

中涉及互相教學的環節，將以異質分組的方式挑出前測表現不同的 6 位學生作

為代表進行奠基活動實作，6 位學生分別編號甲、乙、丙、丁、戊、己。 
取樣的方式是依據活動前空間想像能力測驗中 2D 與 3D 對應題型的答對題

數，第二型的題目是 2D 與 3D 對應，原因是這個題型的思考歷程與奠基活動中

展開圖與實物對應的活動歷程比較接近。 
第二型題目共三題，分別編號 2-1、2-2、2-3(詳見表 6)。在試題設計時，

若依需要運用到的空間想像能力分難易度，預先設想是這三題的難度是由簡單

到困難，原因是題目編號 2-1 只需要想像摺合一部分即可對照出正確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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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編號 2-2 與編號 2-3 需要摺合後再想像方塊旋轉，但編號 2-2 摺合後可以由

箭頭指向圓形的關係選出正確的選項，所以較編號 2-3 簡單。然而這 21 位學生

實際測驗的結果，編號 2-1 有 17 位學生答對、編號 2-2 有 18 位學生答對、編

號 2-3 僅有 9 位答對，顯示題目編號 2-1 與編號 2-2 是相對容易的。 

表 6、第二型題目 
編

號 
2-1 2-2 2-3 

試

題 

   
答

對

人

數 

17 18 9 

 
取樣的過程是依據學生第二型題目答對的題數分群，答對三題的學生有 6

位，答對兩題的學生有 11 位，答對一題的學生有 4 位，沒有全部都答錯的學

生。答對三題的學生中選取學生甲作為代表；答對兩題的學生選取學生乙與學

生丙為代表，兩者於第二型答對第 1、2 題；答對一題的學生選取學生丁、學生

戊與學生己為代表，學生丁與學生戊的共同點是僅答對第 1 題，學生己僅答對

第 2 題。學生於題型二的表現呈現於下表 7。 
 

表 7、第一循環樣本學生在 2D 與 3D 對應題型的表現 
編號 2-1 2-2 2-3 
甲 V V V 
乙 V V X 
丙 V V X 
丁 V X X 
戊 V X X 
己 X V X 

註：V 為正確，X 為錯誤 

2.第二循環研究對象 

第二循環的研究對象採方便取樣，共有 4 個四年級的班與 4 個五年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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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實驗組別的分配會優先考量該班級是否有平板設備。每個不同的實驗組別

會有一個四年級的班和一個五年級的班，各班人數呈現於下表 8。 

表 8、第二循環各組樣本學生人數 
組別 桌遊組 前導組織電腦組 反思抽象組 前與反併用組 
四年級 19 25 25 21 
五年級 26 24 20 24 

(四)資料蒐集與分析 

1.第一循環資料蒐集與分析 
第一循環資料蒐集包含活動前後的空間想像能力測驗與活動進行過程的錄

影紀錄。資料分析的過程先參考活動後測驗中第二型題目(展開圖對立體圖)的
答對題數將學生分成三類，若未作答或複選均視為答錯。歷經奠基活動後，第

一類的學生在第二型題目 3 題全都答對，第二類的學生只答對 2 題，第三類學

生答對 1 題或全錯，詳細的活動前後測改變將在研究結果呈現。 
將學生分類後，再藉由分析學生實作的錄影紀錄了解各類學生的學習歷

程，並討論各類學生活動前後測驗結果與活動中學習歷程可能的關聯。錄影紀

錄分析的過程先以側寫的方式將學生的行為轉換成文字描述，再從文字描述中

提取共同的行為作為數量比較的依據，分別記錄每一位學生的總出牌次數、自

己出牌正確次數、他人告知出牌正確次數、出牌錯誤次數、告知他人出牌次

數、正確糾正他人出錯牌、錯誤糾正他人出錯牌、使用展開圖輔具次數、摺手

牌次數。各個項目的定義請見表 9，其中他人告知出牌正確次數指的是在學生

出牌階段，出牌者所出的正確牌是由其他同學告知的結果。摺手牌是比較少見

的行為，但研究者認為也會跟空間想像能力的發展有關，活動中提供的展開圖

手牌是由較薄的紙製成，學生會將手牌上的符號 A 與實物方塊的符號 A 重疊，

稍微彎曲手牌對應符號 O 是否在相對位置。這個行為與使用展開圖輔具相比，

摺手牌較為抽象，然而與在腦中進行展開圖摺合相比，摺手牌又較為具體。 

表 9、學生活動歷程分析架構 
項目 質性描述 

總出牌數 學生全部出牌的次數 
自己出牌正確數 學生自己觀察方塊且出牌正確 
他人告知出牌正確數 學生受他人告知而出牌正確 
出牌錯誤次數 學生自己觀察方塊且出牌錯誤 
告知他人出牌次數 告知其他同學哪一張牌可以正確對應方塊 
正確糾正他人出錯牌 審查其他同學出牌正確性時，成功發現錯誤 
錯誤糾正他人出錯牌 審查其他同學出牌正確性時，將正確的出牌誤判 
使用展開圖輔具 在活動過程中使用展開圖輔具的總次數 
摺手牌 在活動過程中摺手牌的總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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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循環資料蒐集與分析 
第二循環的資料蒐集以量化數據為主，分別蒐集空間推理能力測驗以及情

意問卷。空間推理測驗共進行三次，分別是活動前的前測、活動後立即進行的

後測以及活動後約一個月進行的延後測。空間推理能力測驗每類題型獨立計

分，每一類各三題，答對得一分，答錯、空白、複選得零分，三題的分數即為

該類題型的得分。情意問卷依六點量表從回答非常不同意得 1 分，不同意得 2
分，有點不同意得 3 分，有點同意得 4 分、同意得 5 分，非常同意得 6 分，再

將各個像度的題目得分加總即為該項度的得分。 
在空間推理能力測驗的資料分析分別比較每一組的前測與後測、前測與延

後測、後測與延後測，採用相依樣本 t 檢定來了解各組學生在各類空間推理能

力測驗的表現進退步情況。情意問卷的資料分析分別比較每一組的後測與延後

測，採用相依樣本 t 檢定來了解各組學生在各項度的情意表現變化情況。 

三、結果 

本研究的研究結果首先呈現第一循環與第二循環兩部分的實驗結果，第一

循環呈現本研究設計的空間推理奠基活動與學生實作結果，第二循環呈現將空

間推理奠基活動數位化成 GGB 遊戲的結果，並呈現不同教學介入組別的學習

成效；接著呈現各組學生在空間能力測驗和情意問卷測驗的表現結果。 

(一)第一循環 

1.空間推理奠基活動─方塊展開圖對對樂 
第一循環的奠基活動設計成品是方塊展開圖對對樂，遊戲的過程中學生透

過觀察正立方體實物上的圖形特徵(圖 8)，尋找手牌中相對應的展開圖(圖 9)，
並配合計分與互相審查教學的遊戲規則增進學生的空間想像能力。 

活動開始前教師先拿出一個正立方體並展示六張手牌，手牌上印有十字架

型的正立方體展開圖，實物方塊與展開圖手牌的六個面上會有一個有方向性的

圖形(A)與一個沒有方向性的圖形(O)，其餘面皆打叉，可參考下圖。教師開始

詢問學生每一個展開圖是否能折合成該方塊，在詢問的過程中確認學生是否知

道何謂正確的對應。 

  
圖 8、方塊實物 圖 9、展開圖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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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正式開始時每位學生會拿到 8 張手牌，同時桌上會先擺出一個供所有

學生觀察的正立方體。活動進行時學生依序從自己持有的展開圖手牌中挑出可

以對應到被觀察方塊的手牌，其餘同學扮演審查者，確認出牌者所出的牌的正

確性。正確即可得 2 分，若有錯誤則糾錯的同學必須解釋原因給出錯牌的同學

聽，在解釋的過程講解者需要使用展開圖輔具(見圖 10)來配合解說，用鉛筆將

展開圖牌卡上的圖形描繪在展開圖輔具，並與被觀察方塊對照說明，解釋完畢

後兩個同學各得 1 分。展開圖輔具只可以在糾錯解說階段使用，觀察與出牌階

段不得使用，先獲得 10 分者獲勝。 

 

圖 10、展開圖輔具 

2.各組學生測驗結果 
表 10~表 12 分別呈現 6 位學生以活動後測驗第二型題目(展開圖對應立體

圖)答對題數所做的分類結果以及前後比較。 

表 10、第一類學生的第二型題目表現 

 活動前 活動後 答對題數 
數量變化  2-1 2-2 2-3 2-1 2-2 2-3 

甲 V V V V V V 3→3 
戊 V X X V V V 1→3 
註：V 為正確，X 為錯誤 

 

表 11、第二類學生的第二型題目表現 

 活動前 活動後 答對題數 
數量變化  2-1 2-2 2-3 2-1 2-2 2-3 

丙 V V X V V X 2→2 
丁 V X X V V X 1→2 
註：V 為正確，X 為錯誤 



19 

表 12、第三類學生的第二型題目表現 

 活動前 活動後 答對題數 
數量變化  2-1 2-2 2-3 2-1 2-2 2-3 

乙 V V X X 未作答 V 2→1 
己 X V X 多選(V) X 多選(X) 1→0 
註：V 為正確，X 為錯誤 

以上三類學生於第二型題目的測驗變化將配合學生在奠基活動中的學習歷

程禁行討論並提出可能的影響原因。 

第一類的學生甲與學生戊的活動歷程如表 13。在活動的過程中，兩位學

生的共通點是每一次出牌都是自己出正確的手牌，非他人告知。另一個相似的

部分是兩者很積極參與活動，都有去告知其他同學可以出什麼牌的經驗。在糾

正他人的部分學生甲與學生戊都有發生，且學生戊的糾正的次數也是 6 位中較

多的，縱使錯誤糾正較多，卻充實學生戊大量的使用展開圖輔具的經驗。摺手

牌則是比較特別的行為，由於活動提供的展開圖手牌是較薄的紙製成的，學生

會將手牌上的符號 A 與實物方塊的符號甲重疊，稍微彎曲手牌對應符號 O 是否

在相對位置。關於學生甲有兩個較特別的情況，第一是在遊戲的初期就已經使

用觀察手牌上的符號 A、O 相對位置的策略進行糾正同學後的講解。第二是在

某一次學生己要使用「選擇新的方塊」的功能牌時，學生甲告知學生己可以選

哪一個方塊因為兩個人都有對應到方塊的手牌，起初在奠基活動設計時，研究

者設計這張功能牌的目的就是讓目標物方塊可以變換，同時期望看到有學生是

有策略的參考自己有的手牌選擇目標物方塊，學生甲的行為顯示其對展開圖折

合有更全面性的了解。 

表 13、第一類學生活動歷程結果 

 甲 戊 
總出牌數 4 3 

自己出牌正確數 4 3 
他人告知出牌正確數 0 0 

出牌錯誤次數 0 0 
告知他人出牌次數 1 2 

正確糾正他人出錯牌 2 1 
錯誤糾正他人出錯牌 0 4 

使用展開圖輔具 3 6 
摺手牌 0 1 

第二類的學生丙與學生丁的活動歷程如表 14。兩位學生在活動的過程中屬

於較安靜的學生，共通點是都沒有對其他同學出的牌進行糾正的機會，所以也

沒有嘗試使用展開圖輔具的經驗，主要原因是出牌順序，學生丙的前一位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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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學生乙，學生乙大多出牌都是受到其他同學幫忙而且出牌正確，導致學生

丙沒有糾正並使用展開圖輔具的機會，而學生丁的前一位出牌者是學生戊，學

生戊的出牌也都是正確的，同樣導致相同的狀況。其中學生丁有出牌錯誤兩

次，有同學糾正他時示範了兩次展開圖輔具的折合。就研究者在現場的觀察與

錄影資料，學生丁有時將較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了解功能牌，參與活動相對沒有

那麼積極。 

表 14、第二類學生活動歷程結果 

 丙 丁 
總出牌數 4 4 

自己出牌正確數 4 2 
他人告知出牌正確數 0 0 

出牌錯誤次數 0 2 
告知他人出牌次數 0 0 

正確糾正他人出錯牌 0 0 
錯誤糾正他人出錯牌 0 0 

使用展開圖輔具 0 0 
摺手牌 0 0 

第三類的學生乙與學生己的活動歷程如表 15。兩位學生在活動的過程中的

總出牌數都是 4 次，其中學生己的學習歷程中第一次出牌錯誤，同學甲糾正他

並用展開圖輔具說明，第二次與第三次出牌正確時也是有受到學生甲的幫助，

學生甲告知他可以出哪一張，最後一次自己使用摺手牌的方式出牌正確。糾正

的方面與學生戊類似，很積極的參與活動，確認他人出牌的正確性，一樣有較

豐富的展開圖輔具使用經驗，但他在第二型題目的表現卻與學生戊大相逕庭，

此部分可能的原因是他旁邊坐的是學生甲，學生甲在活動的早期就有使用觀察

符號 A、O 相對位置的策略，同時研究者有觀察到學生甲與學生乙會進行討

論，且學生乙對學生丁進行糾正示範展開圖輔具摺合時，解釋的過程也是使用

觀察符號 A、O 相對位置的策略，有可能是學生乙並未具備充沛的空間想像能

力就開始進入使用策略階段，導致策略的使用較生硬。而學生乙在活動歷程的

3 次正確出牌來自其他同學告知他要出什麼牌，第一次因為他思考較久，學生

戊直接跟他說出某一張，當第二次時學生戊要再去告知學生乙時，研究者跟學

生戊說如果你想幫他，你要順便跟他解釋為什麼，不能只是幫他出牌，所以在

第二次時學生乙有接受學生戊的教學(無輔具)，研究者有請學生乙試著講為什

麼，學生乙是以符號 A、O 的相對位置關係說明給研究者聽。第三次則是學生

甲口頭說明教他如何出牌。 

 

表 15、第三類學生活動歷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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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 己 
總出牌數 4 4 

自己出牌正確數 0 1 
他人告知出牌正確數 3 2 

出牌錯誤次數 1 1 
告知他人出牌次數 0 0 

正確糾正他人出錯牌 0 3 
錯誤糾正他人出錯牌 0 2 

使用展開圖輔具 0 5 
摺手牌 0 1 

 (二)第二循環 

1.GGB 版本方塊展開圖對對樂 

第二循環的活動設計成品是將第一循環的方塊展開圖對對樂數位化成

GGB 版本的單人遊戲。下圖 11 是初始的遊戲畫面，學生依照題目指示選取可

以正確折合成左邊立方塊的展開圖，答對即可得一分，與桌遊的遊戲目標相

同。左邊立方塊旁邊有一個 View3D 的紅色按鈕，學生可以點著拖動，立方塊

會隨之旋轉，對應到桌遊中學生觀察立方體實物的過程。為了避免學生用猜

的，答錯會倒扣分數，每答錯一次扣一分，答錯的同時下方的 3D 繪圖區會顯

示提示，對應到桌遊中學生互相糾正講解的過程。 

 
圖 11、初始遊戲畫面 

下圖 12 是第一次答錯時的遊戲畫面，首先分數會被倒扣一分，同時下方

的 3D 繪圖區會顯示該學生選的錯誤答案所折合的方塊，並出現提示語請學生

試著轉動下方的方塊並與左上方的方塊對照，並再次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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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第一次答錯遊戲畫面 

下圖 13 是第二次還是選錯的遊戲畫面，分數會再被倒扣一分，同時下方

的 3D 繪圖區會出現學生選的錯誤答案的可動展開圖，提示語會請學生移動左

方的滑竿並觀察，滑竿移動的過程會逐漸折合展開圖，但不會到完全折合成立

方塊的狀態，學生可以觀察動態的展開圖折合過程，同樣對應桌遊中學生相互

糾正講解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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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第二次答錯遊戲畫面 

 

(三) 各組學生測驗結果 

1. 空間能力測驗鑑別度與難度 
下表 16 呈現三次空間能力測驗各類題型的難度與鑑別度，所有類別試題

的鑑別度皆有達到 0.5 以上，大部分的題目難度也落在 0.4 到 0.5，屬於適中的

難易度。 
表 16、空間能力測驗各類題型的難度與鑑別度 

  
2D 與 3D 對應 

一線對稱一中心對稱 
2D 與 3D 對應 

兩線對稱 
2D 與 2D 對應 

兩線對稱 

前測 
難度 0.39 0.38 X 
鑑別度 0.61 0.73 X 

後測 
難度 0.46 0.43 0.26 
鑑別度 0.71 0.86 0.52 

延後測 
難度 0.54 0.46 0.31 
鑑別度 0.82 0.88 0.62 

表 17 呈現四組於三次空間能力測驗各類題型的測驗結果。在前測與後測

的比較中，與奠基活動難度相同的題型(2D 與 3D 對應、一線對稱一中心對稱)
僅有反思組(III)的學生顯著進步，其他組別均未有顯著差異。而與奠基活動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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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相似的題型(2D 與 3D 對應、兩線對稱)僅有前導組織組(II)的學生顯著進步，

其他組別均未有顯著差異。 
在前測與延後測的比較中，與奠基活動難度相同的題型(2D 與 3D 對應、一

線對稱一中心對稱)四組學生皆顯著進步。與奠基活動難度相似的題型(2D 與

3D 對應、兩線對稱)在純桌遊組(I)、前導組織組(II)、反思組(III)皆有顯著進

步，而前與反並用組(IV)未有顯著差異。 
 

表 17、四組於各類空間能力前測、後測、延後測平均數(標準差) 

 組別(人數) 
2D 與 3D 對應 

一線對稱一中心對稱 
2D 與 3D 對應 

兩線對稱 
2D 與 2D 對應 

兩線對稱 

前測 

I(N=45) 1.29(0.76) 0.96(0.98)  

II(N=49) 1.14(0.68) 0.67(0.88)  

III(N=45) 0.91(0.79) 0.96(0.93)  

IV(N=45) 1.18(0.75) 1.13(0.92)  

後測 

I(N=45) 1.44(0.92) 1.27(0.89) 0.82(0.75) 

II(N=49) 1.33(0.90) 1.02(1.09) 0.55(0.84) 

III(N=45) 1.42(0.99) 1.09(1.06) 0.62(0.72) 

IV(N=45) 1.31(0.87) 1.36(1.09) 0.53(0.69) 

延後測 

I(N=45) 1.64(1.11) 1.44(1.06) 0.82(0.94) 

II(N=49) 1.76(0.95) 1.22(1.10) 0.78(0.85) 

III(N=45) 1.44(1.06) 1.33(1.00) 0.76(0.80) 

IV(N=45) 1.51(0.94) 1.42(1.08) 0.82(0.72) 

整體而言有較多的證據顯示將 GGB 遊戲做為桌遊的前導組織較有助於奠

定學生的空間推理能力。 

2. 情意問卷測驗結果 
表 18 呈現四組於各項度情意問卷測驗結果，不論是在後測或延後測，前

與反並用組(IV)在四個項度的情意表現均高於另外三組。在後測與延後測的比

較中，四組在各個項度皆顯著退步。 

表 18、四組於各項度情意問卷測驗結果後測、延後測平均數(標準差) 

 組別(人數) 興趣 投入 自我效能 對活動的期許 

後測 
I(N=45) 4.19(1.00) 3.53(1.14) 3.83(1.15) 4.39(1.17) 

II(N=49) 4.53(1.43) 3.90(1.47) 4.17(1.47) 4.46(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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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N=45) 4.49(1.14) 4.34(1.05) 4.62(1.00) 4.54(1.12) 

IV(N=45) 5.28(1.03) 4.94(1.09) 5.20(1.08) 5.27(1.07) 

延後測 

I(N=45) 3.80(1.10) 3.22(1.06) 3.62(1.00) 3.96(1.23) 

II(N=49) 3.84(1.42) 3.57(1.34) 3.90(1.43) 4.05(1.55) 

III(N=45) 4.21(1.03) 3.89(1.04) 4.17(.96) 4.13(1.15) 

IV(N=45) 4.69(1.04) 4.40(.89) 4.53(1.05) 4.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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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結果二：三視圖空間推理實驗 

摘要 

本研究旨在以遊戲為進路探討如何發展學生在二立方立體積木三視圖的空

間推理能力。文獻上的三視圖任務可大致區分為視圖編碼和視圖解碼兩種 
(Pittalis & Christou, 2013)，視圖編碼為由立體物件繪出視圖或進行立體物件不

同表徵間的轉換，而視圖解碼則從協調與整合視圖反推立體物件。本研究採單

組前後測的教學實驗法。採用的測驗工具之問題類型分為三類：第一類為由視

圖選立體圖，可了解學生視圖編碼的能力；第二類為由底層和雙視圖計數方塊

個數，可了解學生單層解碼的能力；第三類為由雙視圖選相容視圖，可了解學

生視圖解碼的能力。 
為了發展學生的編碼與解碼能力，本研究經兩次教學實驗後，結構出發展

學生的視圖編碼能力的「立體積木對對碰」，以及發展學生的視圖解碼能力的

「視圖對對碰」這兩個奠基活動。 
在第一次的教學實驗中，發現前兩個遊戲(視圖編碼的學習活動)可有效發展

八年級學生的編碼能力。學生主要是從直觀試誤的遊戲過程中，自然發展有結

構的空間想像能力。但是第三個遊戲(視圖解碼的學習活動)無法有效提昇同一

群學生的解碼能力。透過第一次教學實驗的分析後，將前兩個遊戲重新調整為

兩階段的「立體積木對對碰」活動，並重新設計解碼的學習活動並產生兩階段

的「視圖對對碰」活動。 
在第二次的教學實驗中，發現八年級學生在三視圖解碼試題的表現有顯著

的進步。在「視圖對對碰」活動引導下，學生可由卡牌上的 3D 資訊(立體圖)，
過渡到結合 3D(底層、頂層)與 2D 資訊(前視圖、右視圖、俯視圖)，再到只結合

2D 資訊(前視圖、右視圖、俯視圖)，進行立體積木的空間想像。研究結果發

現，結合「立體積木對對碰」與「視圖對對碰」兩個活動，可有效發展八年級

生的視圖編碼和解碼能力。 

一、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旨在以遊戲為進路發展學生的三視圖空間推理能力。基於此目的，

我們擬定了三個研究問題： 
(一) 二立方立體積木三視圖推理能力的有效奠基活動為何？ 
(二) 奠基活動對二立方積木三視圖測驗(視圖編碼、單層解碼、視圖解碼)
的成效如何？ 
(三) 奠基活動對學生的情意面向(興趣、投入、評估、自信)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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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一) 研究流程： 
本研究採單組前後測教學實驗法。依循測驗工具的脈絡，發展了兩組奠

基活動，並進行兩次教學實驗，研究過程如下： 
 
 
 
 
 
 
 
 
 
 
 
 

1. 第一次教學實驗：每個遊戲後都進行後測。 
(1) 遊戲 1：立體圖與視圖的對應 

遊戲目標：透過找出立體圖的對應視圖，培養三視圖編碼的能力 
預期效應：增進視圖編碼(視圖與立體圖對應)，和單層解碼(積木

計數)的能力。 
(2) 遊戲 2：立體圖與立體圖的對應 

遊戲目標：透過找出具有相同視圖的立體圖，培養三視圖編碼的

能力 
預期效應：增進單層解碼(積木計數)，和視圖解碼(視圖與視圖的

對應)的能力。 
(3) 遊戲 3：視圖與視圖的對應 

遊戲目標：透過找出與雙視圖相容的單視圖，培養三視圖解碼的

能力 
預期效應：增進視圖解碼(視圖與視圖的對應)的能力。 

2. 第一次教學實驗結果： 
(1) 實驗對象：萬華國中二個八年級班(N=43)。 
(2) 前後測題型：測驗分三題型，題型一：由視圖選立體圖，題型

二：由底層和雙視圖計數，題型三：由雙視圖選相容視圖。 
(3) 計分方式：每題 1 分，多選全對 1 分，多或少一選項 0.5 分。 
(4) 實驗結果： 

以相依樣本 t 檢定，計算單題平均得分發現：活動一後，視圖

編碼能力無顯著進步，t(42)=0.84, p=.40, d=.16，前測成績(M=0.74, 
SD=0.35)和活動一後測成績(M=0.79, SD=0.27)沒有顯著差異；但

單層解碼能力有顯著進步，t(42)=2.24, p=.03, d=.30，活動一後測

成績(M=0.69, SD=0.35)顯著地大於前測成績(M=0.58, SD=0.39)。活

設計 執行(第一次教學實驗) 執行(第二次教學實驗) 

三個教學活動 「立體積木對對碰」 
「視圖對對碰」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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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二後，單層解碼能力無顯著進步，t(42)=1.30, p=.20, d=.17，活

動一後測成績(M=0.69, SD=0.35)和活動二後測成績(M=0.75, 
SD=0.34)無顯著差異。活動三後，視圖解碼能力無顯著進步，

t(42)=0.85, p=0.40, d=.10，活動二後測成績(M=0.51, SD=0.29)和活

動三後測成績(M=0.54, SD=0.33)沒有顯著差異。(見表 19) 

表 19、第一次教學實驗結果摘要表 
 視圖編碼 

M(SD) 
單層解碼 
M(SD) 

視圖解碼 
M(SD) 

前測 0.74(0.35) 0.58(0.39)  
活動一後測 0.79(0.27) 0.69(0.35)  
活動二後測  0.75(0.34) 0.51(0.29) 
活動三後測  0.70(0.37) 0.54(0.33) 

 
3. 第二次教學實驗：根據第一次教學實驗結果，將活動一、二整併成一

個視圖編碼遊戲，而另外設計一個視圖解碼的遊戲。 
(1) 遊戲一：視圖編碼的遊戲 

A. 活動目標：透過找出具有相同視圖的立體圖(需指出相同的

視圖為何)，培養三視圖編碼的能力 
B. 預期效應：增進視圖編碼(視圖與立體圖對應)，和單層解

碼(積木計數)的能力。 
(2) 遊戲二：視圖解碼的遊戲 

A. 活動目標：透過 3D(立體圖), 部分 3D(底層或頂層)部分

2D(視圖)，2D(視圖)卡資訊，漸近式培養三視圖解碼的能

力。 
B. 預期效應：增進單層解碼(積木計數)和視圖解碼(視圖與視

圖的對應)的能力。 
4. 第二次教學實驗結果： 

(1) 實驗對象：南門國中兩個八年級班(N=46)。 
(2) 前後測：測驗分三題型，題型一：由視圖選立體圖(3 題)，題型

二：由底層和雙視圖計數(3 題)，題型三：由雙視圖選相容視圖

(單選 2 題，多選 2 題)。 
(3) 計分方式，每題 1 分，多選全對 1 分，多或少一選項 0.5 分。 
(4) 實驗結果： 

以相依樣本 t 檢定，結果發現，教學活動前後，視圖編碼能力

有顯著進步，t(45)=2.46, p=.003, d=.40，後測成績(M=2.71, 
SD=0.58)顯著地大於前測成績(M=2.43, SD=0.81)；單層解碼能力

有顯著進步，t(45)=1.35, p=.018, d=.14，後測成績(M=2.41, 
SD=0.88)顯著地大於前測成績(M=2.28, SD=0.96)；視圖解碼能力

也有顯著進步，t(45)=2.03, p=.049, d=.29，後測成績(M=2.93, 
SD=1.10)顯著地大於前測成績(M=2.62, SD=1.06)。(見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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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第二次教學實驗結果摘要表 
 平均值 M(標準差 SD) 自由度(df) t 值 p 效果量

(d) 前測 後測 
視圖編碼 2.43(0.81) 2.71(0.58) 45 2.46 .003 0.40 
單層解碼 2.28(0.96) 2.41(0.88) 45 1.35 .018 0.14 
視圖解碼 2.62(1.06) 2.93(1.10) 45 2.03 .049 0.29 

 
(二) 奠基活動的設計 

經過兩次的教學實驗，我們修正了學習路徑，包含下列兩個奠基活動

「立體積木對對碰」、「視圖對對碰」。 

1. 奠基活動 1－立體積木對對碰 
遊戲 1 
(1) 每副遊戲牌共有 61 張卡，其中 32 張為立體圖，29 張為單視

圖。 
(2) 立體圖統一放在牌庫中，單視圖則分給玩家(每人 6 張)，多的

放回單視圖牌庫。 
(3) 遊戲開始時，先從立體圖牌庫中翻出一張牌。每個玩家輪流出

視圖牌，玩家出的牌，必須與桌上的立體圖相符。玩者若無牌

可發，則須從牌庫上取牌，若符合可即時發出，否則就當跳

過。若出錯則需收回所出的牌，且從單視圖牌庫拿回一張牌。

每個玩家出完一輪後，再從立體圖牌庫中翻出第二張牌，依此

類推。 
(4) 最快出完手上紙牌者勝出該局。有人獲勝後，可繼續遊戲，直

到所有人都出完手上的牌。 
遊戲 2 
(1) 每副遊戲牌共有 80 張卡，其中 64 張為立體圖(32 種×2)，其餘

12 張為功能牌(4 種×3)： 
A. 暫停：跳過下家，直接換下下家出牌。 
B. 迴轉：改變出牌順序，順時針與逆時針互換。 
C. 指定：指定某位玩家出牌。 
D. 禮物：除本人外，每人抽 1 張牌。 

(2) 遊戲開始時，猜拳最贏者為莊家。莊家從自己開始，依順時針

方向，向每人輪流派牌 6 張，剩於的牌放入牌庫。最後從牌庫

中取出首張牌，卡面向上。 
(3) 玩者發出的牌，須與上個玩者發出的牌至少有一個視圖(前視、

右視或俯視圖)相同。玩者若無牌可發，則須從牌庫上取牌，若

符合可即時發出，否則就當跳過。若出錯則需收回所出的牌，

且從牌庫拿回一張牌。 
(4) 最快發完手上紙牌者勝出該局。有人獲勝後，可繼續遊戲，以

分出勝負。 
 

2. 奠基活動 2－視圖對對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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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 1 
(1) 遊戲牌 36 張卡，共有 9 種立體圖，每種立體圖有 4 種牌面如

下： 
A. 立體圖(9 張)。(與活動 2 不同的圖卡) 
B. 前視圖+底層+方塊數目(9 張)。 
C. 右視圖+底層+方塊數目(9 張)。 
D. 俯視圖+頂層+方塊數目(9 張)。 

(2) 發牌給每個玩家(每人 2 張)，桌面上翻出 4 張牌，多的放回牌

庫。 
(3) 由莊家開始，在桌面上找出可以配對的所有牌(包含其他玩家所

吃的牌最上張)，若沒有可配對的牌，則丟出 1 張牌，再從牌庫

拿回 1 張牌，手上維持 2 張牌。如果配對成功，則將牌收回己

方，並決定哪張牌要放在最上面。 
(4) 每個玩家可與桌上的牌配對，也可與其他玩家所吃的牌最上張

進行配對。若成功，可一次吃下該玩家所有的牌，依此類推。 
(5) 若牌庫的牌全數發完，則遊戲結束。此時計算每人所吃的牌

數，最多張的玩家贏得比賽。 
(6) 如下圖 14 為 4 張可配對牌，可 2 或 3 或 4 張配對。 

 
圖 14、遊戲一配對牌 

 
遊戲 2 
(1) 遊戲牌 36 張卡，共有 4 種牌面： 

A. 三視圖(9 張)。(與玩法 1 不同的圖卡) 
B. 前視圖+底層+方塊數目(9 張)。 
C. 右視圖+底層+方塊數目(9 張)。 
D. 俯視圖+頂層+方塊數目(9 張)。 

(2) 發牌給每個玩家(每人 2 張)，桌面上翻出 4 張牌，多的放回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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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 
(3) 由莊家開始，在桌面上找出可以配對的所有牌(包含其他玩家所

吃的牌最上張)，若沒有可配對的牌，則丟出 1 張牌，再從牌庫

拿回 1 張牌，手上維持 2 張牌。如果配對成功，則將牌收回己

方，並決定哪張牌要放在最上面。 
(4) 每個玩家可與桌上的牌配對，也可與其他玩家所吃的牌最上張

進行配對。若成功，可一次吃下該玩家所有的牌，依此類推。 
(5) 若牌庫的牌全數發完，則遊戲結束。此時計算每人所吃的牌

數，最多張的玩家贏得比賽。 
(6) 如下圖 15 為 4 張可配對牌，可 2 或 3 或 4 張配對。 

 
圖 15、遊戲二配對牌 

 
(三) 測驗工具 

前後測及延後測題型說明如下： 
1. 題型 1：3 題(共 3 分)-由視圖選立體圖，可了解學生視圖編碼的能

力。(如下列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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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題型 2：3 題(共 3 分)- 由底層和雙視圖計數方塊個數，可了解學

生單層解碼的能力。(如下列示例) 

 
3. 題型 3：4 題(共 4 分)-由雙視圖選相容視圖，可了解學生視圖解碼

的能力。(如下列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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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 

(一) 本研究共計發展了兩個可有效提升八年級學生積木方塊三視圖推理能

力的奠基活動模組：「立體積木對對碰」和「視圖對對碰」活動。 
(二) 「立體積木對對碰」活動可有效發展八年級生的視圖編碼能力，而

「視圖對對碰」活動可有效發展八年級生的視圖解碼能力。 
(三) 八年級生對奠基活動普遍抱持正面態度，興趣、投入、評估、自信四

面向的平均得分都在 4 分以上(滿分 6 分)，顯示本奠基活動對於提升

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生在參與活動時的投入度，學生對該活動的評

估，以及未來數學學習的自信，均有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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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結果三：演繹推理實驗 

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針對演繹推理能力，設計有效的奠基活動並檢驗其成

效。透過設計研究法的準備、執行、評鑑與推廣四個階段（翁穎哲、譚克平，

2008），歷經三個循環，以期設計出有利於發展演繹推理能力且提升學生情意之

奠基活動。 
 在活動設計方面，以「區辨原命題與逆命題之不等價」及「察覺原命題與

逆否命題之等價性」作為活動目標；以學生不熟悉但可想像之情境作為探究脈

絡之活動情境；以文氏圖作為具體可操作之學習媒介，並在活動的開始與結尾

分別設計一個遊戲以提升學生之情意。 
 本研究之主要結果設計了一套針對發展演繹推理能力之奠基活動，並發現

此奠基活動有助於學生「區辨原命題與逆命題之不等價」，認知方面在後測及延

後測皆有顯著進步，且具有保留效果；在情意方面，也保留學生正向的效果。 
 

一、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旨在針對演繹推理能力，設計有效的奠基活動，並進行教學實驗以

檢驗其成效。 

基於此研究目的，有以下的研究問題： 
1. 發展演繹推理能力之有效的奠基活動為何？ 
2. 學生在進行演繹推理的奠基活動前後，對於演繹規則等價性的理解表現

是否有顯著差異？ 
3. 學生利用活動操作的方式與學習單反思的方式，對於演繹規則等價性的

理解表現之影響是否有顯著差異？ 

二、研究方法 

1. 研究流程 
本研究採設計研究法，以期設計有效的奠基活動，奠定演繹推理能力之基

礎。設計研究法主要分為準備、執行、評鑑與推廣四個階段，其中在準備與執

行階段間可能進行多次循環（翁穎哲、譚克平，2008）。本研究共歷經三次循

環，過程分述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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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一次循環 
準備階段 

 我們以學生日常生活經驗中的早餐店作為探究脈絡的活動情境：每天

早餐店老闆會給予一個點餐規則(命題)，並利用文氏圖增進學生對條件

敘述的各種可能性之理解，藉由將多個例子「P^Q」、「P^~Q」、

「~P^Q」、「~P^~Q」在文氏圖上的擺放，以期提升學生區辨敘述與逆敘

述的能力，並了解敘述與逆否敘述的等價性。此外，在活動的最後，利

用學習單讓學生思考這些敘述等價或不等價的理由。 
執行階段 

我們將上述活動設計好後，以四組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分析他們在活

動中的討論情形以及測驗工具上的表現狀況，發現此活動有助於學生區

辨敘述與逆敘述的能力，卻無助於了解敘述與逆否敘述的等價性。 

(1-2) 第二次循環 
準備階段 

 根據第一次循環的結果，我們重新檢視此奠基活動的內容，認為活動

中重複將例子擺放到文氏圖上的過程令人疲乏，加上同時要擺放四個規

則的文氏圖，可能造成學生對規則的混淆。因此，我們將活動內容減

少，專心處理區辨敘述與逆敘述的部分，並且在活動前加上認識文氏圖

的教學，以期提升學生區辨敘述與逆敘述的能力。 
執行階段 
 在重新調整活動內容後，以 28 位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分析他們在活動

中的討論情形、測驗工具上的表現狀況以及後續的訪談結果，發現學生

在將例子擺放到文氏圖的正確率有所提升，然而，有些學生受到日常生

活情境的影響而認為不需要遵守我們情境中所給定的命題。 

(1-3) 第三次循環 
準備階段 

 綜合前兩次循環的結果，我們發現區辨不等價規則對學生而言相對簡

單，因此我們調整活動目標，主要希望提升學生區辨不等價規則的能

力，附帶增進學生了解等價規則的能力。由於第二次循環發現學生受到

日常生活情境的影響，我們更換探究脈絡的活動情境：外星人牛排館的

老闆給予一個規則(命題)來篩選客人，這是一個對學生來說不熟悉但可

以想像的情境。 

 另外，我們發現只有將例子擺放到文氏圖上，對於學生情意面上的影

響非常薄弱，有違奠基活動設計之精神，於是我們在擺放例子之前加上

微觀推理的遊戲：給予一個命題及前提，問能推論出什麼；以及，在活

動內容的最後也設計了一個遊戲，由例子反推規則以期學生精熟這些規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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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階段 

  在重新調整活動內容後，以 13個班級的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分析他們

在活動中的討論情形、測驗工具上的表現狀況，發現在提升區辨敘述與

逆敘述的能力上有顯著影響，並且在活動後一個月仍保留正向的情意。 
 

2. 研究工具 

(2-1) 認知測驗工具 
前、後測 

演繹規則 

題目型式 

根據命題及已

知進行推論 

選出支持猜想的敘述 

原命題 逆命題 否命題 逆否命題 

正前律 
(P→Q) 

I-1 II-1A II-1B II-1C II-1D 

肯定後件 
(Q→P) 

I-2 II-2B II-2A II-2D II-2C 

否定前件 
(~P→~Q) 

I-3 II-3C II-3D II-3A II-3B 

負後律 
(~Q→~P) 

I-4 II-4D II-4C II-4B II-4A 

 
延後測 

演繹規則 

題目型式 

根據命題及已

知進行推論 

選出支持猜想的敘述 

原命題 逆命題 否命題 逆否命題 

正前律 
(P→Q) 

I-1, III-1 
II-1A, 
IV-1A 

II-1B, 
IV-1B 

II-1C, 
IV-1C 

II-1D, 
IV-1D 

肯定後件 
(Q→P) 

I-2, III-2 
II-2B, 
IV-2B 

II-2A, 
IV-2A 

II-2D, 
IV-2D 

II-2C, 
IV-2C 

否定前件 
(~P→~Q) 

I-3, III-3 
II-3C, 
IV-3C 

II-3D, 
IV-3D 

II-3A, 
IV-3A 

II-3B, 
IV-3B 

負後律 
(~Q→~P) 

I-4, III-4 
II-4D, 
IV-4D 

II-4C, 
IV-4C 

II-4B, 
IV-4B 

II-4A, 
IV-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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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三份測驗工具之難度及鑑別度如下表 21 所示(N=165)： 
表 21、前、後、延後測工具之難度及鑑別度 
若 P 則 Q 且 統計 前提 P 前提 Q 前提~P 前提~Q 

前測 
難度 0.83 0.50 0.50 0.50 
鑑別度 0.34 1.00 1.00 1.00 

後測 
難度 0.83 0.50 0.50 0.50 
鑑別度 0.34 1.00 1.00 1.00 

延後測 
難度 0.77 0.51 0.50 0.50 
鑑別度 0.47 0.99 1.00 1.00 

演繹規則 統計 原命題 逆命題 否命題 逆否命題 

前測 
難度 0.84 0.49 0.53 0.45 
鑑別度 0.32 0.97 0.95 0.89 

後測 
難度 0.74 0.51 0.54 0.40 
鑑別度 0.53 0.98 0.93 0.79 

延後測 
難度 0.78 0.52 0.59 0.42 
鑑別度 0.45 0.97 0.82 0.83 

      

(2-2) 情意測驗工具 
後測、延後測 

 A. 興趣 B. 投入 C1. 對活動的評估 C2. 對自我的評估 

題號 1,5,8,16,19 6,9,10,17 12,13,14,15 2,3,4,7,18,20 

 
3. 研究對象 

(3-1)  第一次循環 

第一次循環以方便取樣，挑選了台北市某國小四年級的一個班級其中

15 位學生，採異質分組的方式進行教學實驗。 

(3-2)  第二次循環 

經過第一次循環、調整活動後，以方便及立意取樣，並根據 Piaget 的
發展理論，挑選台北市小學六年級升國一的一個班級學生進行實驗，共 28
人。 

(3-3)  第三次循環 
進入第三次循環後，活動內容以臻於成熟，希望進行較大型的教學實

驗以檢驗其成效。研究者於此循環挑選六所願意配合的國中小進行教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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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其中包含三所台北市的國小、一所嘉義市的國小，以及一所台北市的

國中，六所學校皆為常態編班，研究者以方便及立意取樣，挑選 11 個六年

級班級，共 136 位學生，平均 12.3 歲；以及 2 個七年級班級，共 43 位學

生，平均 13.3 歲，總計 179 位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在教學實驗前後分別給

予前、後測，並於實驗後一個月給予延後測，各組及各年級的樣本分布如

下表 22 所示： 
表 22、前、後測樣本在各組與各年級的分布 

年級 一、操作總結組 二、討論反思組 
6 I-6(n=70) II-6(n=66) 
7 I-7(n=20) II-7(n=23) 

 

三、結果 

1.  奠基活動設計 
本研究依設計研究法，經三次循環所設計之活動，依循環論述如下：  

 
(1-1) 第一次循環 

 活動以學生日常生活經驗中的早餐店作為探究脈絡的情境，並利用文

氏圖增進學生對條件敘述的各種可能性之理解。 

 
(1-2) 第二次循環 

 根據第一次循環的結果，我們將活動內容減少，專心處理區辨敘述與

逆敘述的部分，並且在活動前加上認識文氏圖的教學。（學習單內容詳見

附錄一） 

 
(1-3) 第三次循環 

綜合前兩次循環的結果，我們將活動情境更換為一個對學生來說不熟

悉但可以想像的情境，並製作背景故事影片。另外，在擺放例子到文氏

圖之前加上微觀推理的遊戲；以及，在擺放例子到文氏圖之後加上由例

子反推規則的遊戲。活動流程敘述如下，詳細活動內容見附錄二： 

 

文氏圖介紹
活動

文氏圖擺放
(四個規則)

文氏圖教學
活動一
區辨規則

活動二
等價規則

播放背景
故事影片

活動一
微觀推理

活動二
區辨規則

活動三
等價規則

活動四
反推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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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料分析 
在第三次循環，我們蒐集了學生認知及情意面的資料。 

(2-1) 認知方面的資料分析 
認知方面，我們蒐集了前測、後測及延後測，根據後測及延後測的作

答情形篩選出有效樣本，其敘述統計結果如下表 23： 
表 23、三測驗在認知部份有效樣本之敘述統計 
若 P 則 Q 且 組別 前提 P 前提 Q 前提~P 前提~Q 

前測 

操作組

(N=84) 
.89(.31) .49(.50) .32(.47) .64(.48) 

反思組 
(N=81) 

.93(.26) .67(.47) .42(.50) .60(.49) 

後測 

操作組

(N=84) 
.87(.34) .35(.48) .39(.49) .57(.50) 

反思組 
(N=81) 

.95(.22) .49(.50) .58(.50) .54(.50) 

延後測 

操作組

(N=84) 
.86(.28) .60(.43) .52(.44) .57(.44) 

反思組 
(N=81) 

.89(.24) .69(.42) .67(.40) .54(.45) 

演繹規則 組別 原命題 逆命題 否命題 逆否命題 

前測 

操作組

(N=84) 
.93(.18) .37(.42) .57(.41) .35(.40) 

反思組 
(N=81) 

.90(.20) .43(.40) .65(.37) .34(.36) 

後測 

操作組

(N=84) 
.84(.27) .55(.42) .58(.39) .32(.35) 

反思組 
(N=81) 

.87(.24) .64(.40) .61(.37) .30(.34) 

延後測 

操作組

(N=84) 
.88(.23) .60(.43) .65(.38) .34(.38) 

反思組 
(N=81) 

.87(.23) .65(.40) .67(.32) .31(.33) 

 
為了比較前測與後測間是否有差異，採用「相依樣本 t 檢定」，檢定結果發

現：(1)操作組在「若 P 則 Q 且前提 Q」的推論題目上有顯著退步；(2)操作組在

「區辨原命題與原命題的等價」的題目上有顯著退步；(3)操作組在「區辨原命

題與逆命題不等價」的題目上有顯著進步；(4)反思組在「若 P 則 Q 且前提 Q」

的推論題目上有顯著退步；(5)反思組在「若 P 則 Q 且前提~P」的推論題目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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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進步；(6)反思組在「區辨原命題與逆命題不等價」的題目上有顯著進步。 

(2-2) 情意方面的資料分析 
情意方面，我們蒐集了後測及延後測，其敘述統計結果如下(表 24)： 

表 24、三測驗在情意部份有效樣本之敘述統計 

 組別 A. 興趣 B. 投入 
C1. 對活

動的評估 
C2. 對自

我的評估 

後測 
操作組(N=74) 4.40(1.50) 4.25(1.44) 4.39(1.50) 4.37(1.41) 
反思組(N=86) 4.77(1.19) 4.44(1.14) 4.86(1.13) 4.70(1.08) 

延後測 
操作組(N=74) 4.01(1.35) 3.65(1.33) 3.94(1.37) 3.86(1.37) 
反思組(N=86) 4.46(1.09) 4.02(1.15) 4.48(1.11) 4.35(1.28) 

 
為了比較操作組與反思組的學生在情意面向的成績是否有差異，採用「獨立

樣本 t 檢定」，檢定結果發現後測反思組的學生在「對活動的評估」面向較操作

組的學生來得高且達顯著，從題目內容來看，可見反思組的學生較操作組的學生

來說更投入活動之中，因此對活動有更多的期許，希望可以從活動中學到更多；

延後測反思組的學生在「興趣」、「對活動的評估」、「對自我的評估」三個面向較

操作組的學生皆來得高且達顯著，可見反思組的學生較操作的學生來說更覺得這

個活動有趣，且有自信從活動中學到了些數學內容。不論是後測或延後測，反思

組的學生在情意面都較操作組的學生來得好，可能原因在於反思組相較於操作組，

多了靜下來思考活動操作內容的時間，在活動的過程中有些沉澱，因而比較清楚

自己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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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結果四：縮放繪教學實驗 

摘要 

本研究對象為 24 名八年級學生，以 ARCS(Attention, Relevance, Confidence, 
Satisfaction)設計相似形的奠基活動。透過真實情境，貓咪的金牌遺失，引起學

生的注意(Attention)；再根據學生切身的經驗，每天滑手機的經驗，感受到放大

與縮小與自己生活息息相關(Relevance)；從活動的進行建立學生信心

(Confidence)，提供學生成功的機會；讓學生上完課後，對於學習到新知識而感

到滿足(Satisfaction)。 

一、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為，探討奠基活動對學生學習相似形的影響。由上述研

究目的衍生出兩個研究問題： 
(一) 奠基活動後，學生相似形的數學知識有何改變？ 
(二) 奠基活動後，學生的情意面向有何改變？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單組前-後測的實驗研究法(Campbell & Stanley, 1963)，在進行教學

活動前後，對研究對象施以問卷測驗，檢測研究對象在活動設計後，相似形觀念

改變的情形；並以情意問卷與訪談，探討活動對研究對象學習的影響。蒐集的資

料包含前、後測、延後測問卷、情意問卷、教學影片與訪談紀錄。 

(一) 學校情境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便利取樣，以某城市 A、B、C 三校各一班八年級學生進行前置研

究，再以該城市某校一個班八年級 24 名學生進行施測。施測學校地處縣市交界

處，學生程度分佈為雙峰現象，國中教育會考數學科 C 級分的學生佔該校學生

30%~40%。雖然相似形為九年級上學期課程，考量七年級學生尚未學過比例推理，

我們以八年級學生作為施測對象。 

(二) 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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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活動的奠基目標為：放大縮小圖的任意對應長度成比例、縮放中心

與其對應點成一直線、發展主動思考的策略和態度。 

1. 放大縮小圖的任意對應長度成比例 

用尺量測原圖與縮放後截圖之間的關係，帶入縮放倍率公式，讓學生理

解放大縮小圖的各對應部分成比例，以及自己動手用不同的方式畫出縮小圖，

並用教具檢驗該縮小圖是否正確，從錯誤中反思學習。 

2. 縮放中心與其所有對應點成一直線 

原打算輔以每學生一台平板電腦，自行做放大、縮小圖，因平板電腦在

教學現場尚不算普遍，經與專家學者討論後，將活動內容修改成「邊邊角角

拉一拉」，將此活動以電腦呈現。首先詢問學生拉動哪些方向可做出放大縮小

圖，亦把迷思概念 45 度角放入學習單中，待由學生討論後，隨機抽點上台，

藉由學生拉動圖片的過程中，引導學生觀察不動點和對應點的關係，奠定學

生不動點和其對應點成一直線。 

3. 發展主動思考的策略和態度 

本活動以學生的經驗結合情境，促使學生在解答的過程中發展出主動思

考的策略，且透過同儕間的討論反思修正想法，培養正向的態度。 

(三) 資料收集 

1. 質性資料 

為評估奠基進教室對學生的影響，本研究以半結構式問題隨機訪談六名學

生，分別是學生對活動內容的感受、活動中的參與和思考、遇到的困難之處與

原因，以及活動後總結性的評價(表 25)。 

表 25、半結構式訪談 
訪談問題 目的 

1. 今天上課的感覺如何？ 創造適合學生分享的情境 
2. 你覺得剛剛的活動中，哪一個讓你的印象

最深刻？ 
2-1 為什麼你覺得這個活動讓你印象深刻呢？ 
2-2 你還記得這個活動在做什麼嗎？ 
2-3 你在這個活動有沒有學到什麼呢？試著說 
   說看你學到的這個是什麼？ 

引導學生說出對活動內容

的感受 

3. 你剛剛有沒有動手參與活動呢？ 
3-1 那你動手做了什麼？ 

注重學生在活動中的參與

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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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動手的時候，你在想些什麼？ 
3-3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動手動腦的時候？) 

4. 在活動過程中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引導學生描述活動中遇到

的困難之處與原因 
5. 你會不會推薦學弟妹上這堂課？原因是？ 讓學生進行總結性的評估 

2. 量表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量表工具為「縮放繪活動情意問卷」量表與「縮放繪活動測

驗卷」兩部分。 
「縮放繪活動情意問卷」量表共計 20 題，採六點計分，分成「學習興趣」

5 題(α=.852)、「活動投入」4 題(α=.78)、「對活動的評估」4 題(α=.814)與
「對自我的自信評估」6 題(α=.913)來探討。其中「學習興趣」是指對該活動

的學習感受，以及活動後對數學的看法；「活動投入」指的是活動後對未來上課

投入情形；「對活動的評估」是對該活動的想法；「對自我的自信評估」則是活

動後對自我的評估。 
「縮放繪活動測驗卷」分為前測 7 題，後測 10 題，延後測 10 題，其中前

測有 6 題與後測為共同題，後測與延後測題目皆相同(如表 26)。前測的第 1 題

為比例推理題目，藉以了解學生的起點行為，第 2、3、4 題是相似形的直觀判

斷，第 5、6、7 題則是基測與會考的傳統考題。後測與延後測的部分，刪去比

例推理題目，增加 2 題「縮放中心與其所有對應點成一直線」，以及 2 題「縮放

中心」的題目。 

表 26、「縮放繪活動測驗卷」題目分布 
 前測 後測 延後測 測驗目的 
 第 1 題   比例推理 

共同題 
第 2 題 
第 3 題 
第 4 題 

第 1 題 
第 2 題 
第 3 題 

第 1 題 
第 2 題 
第 3 題 

相似形的判斷 

共同題 
第 5 題 
第 6 題 
第 7 題 

第 4 題 
第 5 題 
第 6 題 

第 4 題 
第 5 題 
第 6 題 

相似形傳統考題 

共同題  
第 7 題 
第 8 題 

第 7 題 
第 8 題 

縮放中心 

共同題  
第 9 題 

第 10 題 

第 9 題 

第 10 題 

縮放中心與其所有對應點

成一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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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 

此次的「縮放繪活動情意問卷」量表與「縮放繪活動測驗卷」在排除缺考

與回答不全的無效試卷後，收回有效問卷共 21 份。「縮放繪活動情意問卷」量

表各向度的平均得分如表 28，「縮放繪活動測驗卷」三份問卷共同題分別的答

對率，以及三次測驗是否有顯著差異如表 27。 

(一) 認知改變 

本小節將由表 27「縮放繪活動測驗卷」統計檢定量表，回答研究問題：奠

基活動後，學生相似形的數學知識有何改變？ 

表 27、「縮放繪活動測驗卷」統計檢定量表 

 
前測 

答對率(%) 
後測 

答對率(%) 
延後測 

答對率(%) 顯著性 

第 1 題 23.81 14.29 18.18 .227 

第 2 題 57.14 76.19 76.19 .015 

第 3 題 52.38 42.86 42.86 .135 

第 4 題 85.71 90.48 71.43 .035 

第 5 題 85.71 100 90.48 .095 

第 6 題 80.95 61.90 71.43 .046 

第 7 題  0 4.76 .329 

第 9 題  28.57 19.05 .162 

第 10 題  38.10 42.86 .329 

*此表格的題目為共同題，使用後測與延後測的題號。 

 

1. 放大縮小圖的任意對應長度成比例 

表 27 中，第 2 題(p=.015)與第 4 題(p=.035)有顯著差異，且第 2、4、5 題後

測答對率皆高於前測；其中第 2 題，學生從原本直覺判斷哪些圖是原圖的放大縮

小圖，活動後，透過用尺量測原圖與縮放圖之間的關係，找出原圖的相似圖；第

4 題給三角形的底邊與該圖形的縮小圖，詢問原圖的頂點應放在哪裡，兩圖形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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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相似，活動後，學生學到兩圖形相似，其圖形的邊長會成比例，進而找出三角

形的頂點；第 5 題，學生後測的答對率為 100%，原本學生認為邊長不同但角度

相同的菱形，並不是相似形，活動後，學生學到兩圖形的角度相同，邊長成比例，

則兩圖形相似，數學知識產生改變。 

2. 縮放中心與其所有對應點成一直線 

雖然第 10 題並沒有顯著差異，但在教學後兩個月進行延後測的施測，學生延

後測的表現仍高於後測，說明了活動「拉拉看」，經由電腦操作，判斷拉動哪條

線可得到放大縮小圖，讓學生印象深刻，奠定學生縮放中心與其所有對應點成一

直線的觀念。 

3. 直觀看法改變 

第 1 題與第 3 題皆是檢測學生相似形的直觀看法，學生這兩題前測答對率皆

高於後測。第 1 題，活動進行前，學生能正確選出大小相同左右相反的字母，是

原字母的相似圖，活動後，學生反而認為只有放大縮小或者比例不變的圖形才是

相似圖，比例不變但左右相反的圖形並非原圖的相似圖；第 3 題原本學生認為所

有圖形皆可放大縮小，活動後，學生則認為只有封閉曲線的圖形有放大縮小圖。 

4. 迷思概念的產生 

第 6 題(圖 16) 前測的答對率皆高於後測和延後測，且有顯著差異(p=.046)。

活動進行前，學生直觀的判斷甲、乙、丙、丁哪個圖形與四邊形 ABCD 相似，活

動後，有 4 位學生想到邊長比例與相似形的關係，量了𝐴𝐴𝐴𝐴����與𝐴𝐴𝐴𝐴����長度，𝐴𝐴𝑃𝑃����與𝐴𝐴𝐴𝐴����長

度，發現𝐴𝐴𝐴𝐴���� = 1
2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𝑃𝑃���� = 1

2
𝐴𝐴𝐴𝐴����，故推得甲圖與原圖相似，但學生混淆了甲、乙

與四邊形 ABCD 邊長的關係，其中𝐴𝐴𝑃𝑃���� = 1
2
𝐴𝐴𝐴𝐴����，是用來說明乙圖邊長與四邊形

ABCD 邊長的關係，學生弄錯了圖形間的對應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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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縮放繪活動測驗卷」第 6 題 
 
(二) 情意面向改變 

本小節將由表 28「縮放繪活動情意問卷」統計得分表，以及學生的訪談資

料來回答研究問題：奠基活動後，學生的情意面向有何改變？ 

「縮放繪活動情意問卷」中以 1~6 分來表示各選項的得分，「完全不同意」

得 1 分，「很不同意」得 2 分，以此類推，「完全同意」得 6 分。 

表 28、「縮放繪活動情意問卷」統計得分表 
面向 題號 各題平均得分 平均得分 

學習興趣 

第 1 題 4.39 

4.32 

第 5 題 4.48 
第 8 題 4.35 
第 16 題 4.43 
第 19 題 3.96 

活動後對未來課堂投入 

第 6 題 3.70 

3.95 
第 9 題 3.96 
第 10 題 3.96 
第 17 題 4.17 

對該活動的評估 

第 12 題 4.22 

4.13 
第 13 題 3.65 

第 14 題 4.39 

第 15 題 4.26 

對自我的自信評估 

第 2 題 4.22 

4.04 第 3 題 4.13 

第 4 題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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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題 3.91 

第 18 題 3.65 

第 20 題 4.00 

(三) 量表中各面向的比較 

1. 學習興趣 

學生在「學習興趣」這向度，除了第 19 題「上過《縮放繪》後，我更喜歡數

學了」得分低於 4 分，只有 3.96 分，其他皆高於 4 分，顯示學生認為該活動是

有趣的。 

2. 活動後對未來課堂投入 

雖然學生認為該活動是有趣的，但對未來課堂的投入仍持有保留態度，例如

第 6 題「上過《縮放繪》後，我在數學課時更主動學習了」勾選「不同意」的學

生有 7 個，勾選「同意」的學生有 8 個。第 9 題「上過《縮放繪》後，我更常與

同學討論數學了。」與第 10 題「上過《縮放繪》後，我更敢在數學課發問了。」

兩題得分皆為 3.96 分，代表仍有部分的學生較無法主動學習參與課程。 

3. 對活動的評估 

在「對該活動的評估」面向平均得分為 4.13 分，學生對該活動大多持有正向

的肯定，唯獨第 13 題「我希望像《縮放繪》這樣的活動以後可以多一點題目練

習。」得分 3.65，說明學生雖喜歡該活動，但不喜歡做題目。 

4. 對自我的自信評估 

在「對自我的自信評估」面向平均得分為 4.04 分，即該活動能促進學生的自

信心，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其中第 4 題「上過《縮放繪》後，我更會思考了。」

為 4.35 分，第 7 題「上過《縮放繪》後，我更會推理了。」只有 3.91 分，學生

認為該活動可以促進思考，但對自己的推理能力仍沒有信心。第 3 題「上過《縮

放繪》後，我的數學能力增強了。」得到 4.13 分，第 18 題「上過《縮放繪》後，

我比較能學數學了。」剩 3.65 分，表示學生雖覺得活動後，自己的數學能力增

強，可是仍不認為自己能學好數學。 

(四) 訪談分析 

 

1. 情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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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舉例 1】 

訪：今天上課的感覺如何？ 

SA：覺得課程內容很有趣，像是到了新環境一樣，很有新鮮感。 

SB：覺得自己變得像偵探一樣聰明。 

SC：像是在做一件很簡單的事情，跟著做就學會了縮放的概念。 

【訪談舉例 2】 

訪：你覺得剛剛的活動中哪一個讓你印象最深刻？為什麼你覺得這個活動讓你印象 

    深刻呢？ 

SA：「手機縮放圖」。因為平常都是習慣用兩隻手指同時滑動來放大圖片，但老師是 

固定一點，再用另一隻手指來放大，所以就有去想為什麼他們那樣也可以，回

家也有試試看。 

SB：「邊邊角角拉一拉」。因為我們答對了。 

SC：金牌不見的故事。因為貓咪很可愛。貓咪真的太可愛了。 

【訪談舉例 3】 

訪：你會不會推薦學弟妹上這堂課？原因是？ 

SA：會，因為很好玩。有些人數學不太好，但上了這堂課可以更聽得懂，因為這個     

    內容比較有情境，可以自己想一下，但沒想到其實這樣的情境就是數學，可能 

    就對數學比較有興趣，不像平常數學課，不懂的地方還是不懂，而放棄了。 

SE：會，因為大家可以互相討論，有意見不同的時候，可以一起找出答案，同時也 

    可以動腦。 

從上述的訪談可知，學生覺得「縮放繪」的活動與平常上課相比多了趣味性，

情境融入活動，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且透過可操作性的課程，跟同儕討論的過

程中，促進思考，增加學生解題的自信心。 

2. 認知改變 

【訪談舉例 4】 

訪：你在這個活動有沒有學到什麼呢？試著說說看你學到的這個是什麼？ 

SA：量貓咪的金牌，可以任選一個部分量長度，就可以知道比例問題。一開始找金 

牌時知道是要求比例，知道要找比例看起來很像的，但不知道要怎麼計算，後

來才知道有那麼簡單的方式(縮放倍率公式)。 

SD：原本以為拉 3 和 8 可以等比例，後來老師在台上示範的時候發現不是，因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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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不是對角線。只拉一邊會變形。 

SE：有五條線，哪一條線可以正確放大縮小。沿著哪一條拉不會變胖變瘦。一開始 

大家都猜測(45 度)的這兩條，但其實要畫新的，不然也會變肥。 

從上述的訪談可知，課程帶來學生認知的改變，學生原本只知道要找比例看

起來很像的，經由教師引導，能利用縮放倍率公式找出縮放圖之間的關係。「邊

邊角角拉一拉」的活動，釐清了學生的迷思概念，原本認為拉動「45 度」就可以

得到縮放圖，經由電腦操作，動態的視覺化，讓學生知道要拉動「對角線」才能

得到縮放圖。 

3. 連結操作性課程與數學觀念： 

【訪談舉例 5】 

 訪：你剛剛有沒有在動手參與活動呢？動手的時候，你在想些什麼？ 

 SC：有，在計算縮放倍率。知道分母要放原本的長度，分子放放大或縮小的長度。  

 SF：有，量兩個對應的長度。認為若是吻合的金牌，照理說角度應該要是一樣。因 

     為發現角度一樣，長度有成比例。 

    從上述的訪談可知，學生除了動手計算，也一邊思考著公式的定義，且在操

作過程中，試著連結數學觀念「角度一樣，長度成比例」來解決問題。 

4. 學習困難之處： 

【訪談舉例 6】 

訪：在活動過程中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SC：量完再算倍率的時有些微的誤差，不知道該怎麼辦，但老師說誤差忽略不計， 

    也就沒有這個困難了。  

SA：閱讀消失的金牌的敘述時。一開始自己看會想很久，但透過老師提問指點才能 

    更了解一些問題。因為平常在數學科上不太會閱讀這麼長的內容，課本上的題 

    目都很簡單明瞭，所以一開始看到會需要花比較久的時間思考。 

從上述的訪談可知，量測長度的誤差會影響學生思考，情境式的教學雖然能

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但學生對較長的敘述較難抓到問題的重點。 

 

  



50 

陸、 總結與綜合討論 

總計畫的研究研究結果包含：(1)奠基活動的三個特點、三個設計原則及其策

略；(2)以 ARCS 為共同的理論架構發展與效化活動師、講師、設計師和師培師

的評估問卷；(3)JDM 脈絡下教師專業發展的特徵為「自主彈性」的多重路徑、

「多面向」的反思實作、「雙重尊榮」的身份建構。子計畫一透過準備、試行與

評估等三個歷程，第二年設計、檢驗與修改了兩個奠基模組、兩個建築模組，透

過實徵研究資料的蒐集與分析，發現兼顧提昇情意與認知的奠基與建築活動可有

效連結學習者的行動與思考，並在教師的診斷與共構介入下提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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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7年 07月 07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由於擔任數學教育心理（PME）學會的國際委員(IC)，需提前 7 月 1 日到

Umea，7 月 2 日早上至 7 月 3 日下午開幕前開 IC 的會前會。會中主要檢討數

學教育學會的運作、政策和經費運用等，並準備 7月 7日Annual General Meeting

向所有會員報告的資料。此次也受邀在 7 月 3 日中午，向來自世界各地的新進

數學教育研究者(Early Researcher Day)介紹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會議期間 IC 需在 New Comer 的時段和新進的數學教育研究者交流，在

Policy Meeting 聽取與會者的建議和提問，在 Annual General Meeting 報告各組

的事項以及協助選出新的 IC 和 President。 

此次會議大約有 650 位參與者，約有 190 篇 Research Reports，有 147 篇

計畫編號 MOST 106-2511-S-003 -003 - 

計畫名稱 以設計為本的「就是要學好數學」之研究－總計畫：設計為本的就是要

學好數學之研究暨子計畫一：創新的課前奠基與課中建築活動模組之發

展性研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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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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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International Group for Psychology and Mathematical Education, 
PME 

發表題目 Design and evaluation of a workshop to develop teachers’ competence in 
designing mathematical grounding activities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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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 Orals，有 88 篇 posters 的發表。個人有四場共同作者的發表，分別是（1）

Exploratory study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understanding of correlation and 

association ；（ 2 ）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pistemology and 

goal-orientation in learning statistics；（3）Design and evaluation of a workshop to 

develop teachers’ competence in designing mathematical grounding activities；（4）

Exploring a mathematics teacher’s designing of activities integrating modeling and 

reading task。其中第 3 篇報告者有事不能參與此次的會議，改由我來口頭報告。

另外三篇報告時，協助報告者回答聽眾的問題。會議期間，也主持了一場 Oral 

Communication 的口頭報告。 

 

二、 與會心得 

發表研究結果時，透過分享新的發現聽取國際學者的意見，作為進一步研

究規劃的參考。此外，在與會中吸取國際學者的數學教育觀和研究發展，有助

於反思台灣的數學教育研究與實務。主要與會心得如下， 

1、 思考情意和成就間的因果關係，猜測對高成就群主要是成就影響情意，低成就

群主要是情意影響成就。 

2、 教師信念系統是複雜的且受到許多內外在因素所形塑而成，如何在專業成長社

群中協助教師發展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信念仍是一個未解的問題。在「就是要

學好數學」的研究脈絡中，我們猜測先改變教師對學習理論的信念再來影響其

對學習與教學的信念是一個可行的路徑。 

3、 也有一些報告探討如何開發不同層次的問題，其中一個以認知層次區分成：記

憶、不需連結概念的程序、需連結概念的程序、做數學等四層。但是，此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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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差異仍是不容易區分的。另一個研究進一步考慮操弄起始和目標狀態是

否有明確的資訊，在起始狀態考慮給定原函數圖形和一個一次微分的函數後，

有無給定最原始的函數式是否影響題目難度。但是，該研究可再考慮只給最原

始函數式和微分後的圖形作為另一種類型。這些不同類型的題目可作為檢測學

生是否理解函數、微分及其圖形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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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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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議 

1、 國外學者對於台灣的碩士生能在 PME 口頭發表研究成果感到佩服，認可台灣

數學教育研究有相當不錯的水平。建議科技部持續鼓勵與補助台灣數學教育研

究生參與國際研討會。 

2、 在素養導向的新課程中，需思考各學科的定位及跨學科的整合所提供的學習機

會及預期發展的素養。如果只重視表面的成品但忽略成品製作過程中的學習與

發展，可能不利於培育紮實的學科知能也不利於跨領域所需的紮根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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