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末報告

以設計為本的「就是要學好數學」之研究-模組設計師在培訓營
中設計之奠基活動模組的改變歷程探究(2/2)

計 畫 類 別 ： 整合型計畫

計 畫 編 號 ： MOST 106-2511-S-003-004-

執 行 期 間 ： 106年07月01日至107年10月31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所）

計畫主持人： 王婷瑩

共同主持人： 鄭英豪

計畫參與人員：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詹凡儀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吳嵐亭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0　月　29　日



中 文 摘 要 ： 為解決臺灣學生低數學學習興趣、低數學信心、低數學價值，以及
Ｍ型數學成就表現等問題，臺灣啟動了「就是要學好數學」計畫
，其中的一環是培養中小學數學教師設計數學奠基模組的能力，本
計畫的目的乃是評鑑為此目標而舉辦的設計師工作坊，研究問題包
含：從工作坊參與教師（中小學數學教師）的觀點來看，工作坊的
規劃如何？培養他們數學教學相關知能的有效性如何？培養他們奠
基模組設計能力的有效性如何？以及從工作坊講師（數學教育領域
師培者）的觀點來看，工作坊培養參與教師奠基模組設計能力的有
效性如何？
　　研究中蒐集的資料主要包含88位中小學教師填寫量化問卷的資
料，以及8位講師與61位教師在工作坊中的對話紀錄、教師們設計的
模組等質性資料。量化資料採t檢定、迴歸分析等方法進行分析，質
性資料則採用內容分析法。
　　研究結果發現，參與教師對設計師工作坊的規劃、工作坊對他
們關於模組設計能力的培養、對他們數學教學相關知能的培養等
，評鑑都是正面的，認為工作坊具有效性。但從講師的觀點來看
，參與教師在模組設計能力上，關於「基」的辨識、搭配設計出能
奠基的操作活動等能力，都仍待加強。當講師的說明中包含具體實
例，或能針對參與教師的需要提供幫助時，參與教師較能據以修改
其設計的模組，由此來看，參與教師可能理解了講師的建議與想法
，但他們未來是否具有能力能做類似的設計或修改，則需要進一步
探究。

中文關鍵詞： 奠基模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設計能力、對話

英 文 摘 要 ：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Taiwan students’ low mathematics
learning interests, low mathematics confidence, low
mathematics value, and M-shape mathematical achievements, a
multi-level project —JUST DO MATH— was launched. One
dimension in this project is to cultivate mathematics
teachers’ competence to design mathematical grounding
activity modules through holding designer workshops.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workshops.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survey on 88 mathematics
teachers using questionnaires, and video record of the
discourse among 8 instructors and 61 teachers in the
workshops, and the modules designed were also collecte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the use of t-test, multiple
regression, and content analysis.
    The findings include that (1) mathematics teachers
found the workshops effective regarding the design of the
workshops, the cultivation of their mathematics teaching
competence, and their design competence; and (2)
mathematics teachers competence regarding identifying
grounding ideas and designing corresponding manipulative
activities required improv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structors of the workshops. Regarding the discourse, the



teachers are capable to understand the instructors’
suggestions and to modify their modules if the instructors
can provide concrete examples in their illustration.
However, whether they can design or modify the modules in a
new situation is still unknown.

英文關鍵詞： Grounding activity module,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competence of task design,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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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學好數學設計師工作坊之評鑑研究 

中文摘要 

  為解決臺灣學生低數學學習興趣、低數學信心、低數學價值，以及Ｍ型數學

成就表現等問題，臺灣啟動了「就是要學好數學」計畫，其中的一環是培養中小

學數學教師設計數學奠基模組的能力，本計畫的目的乃是評鑑為此目標而舉辦的

設計師工作坊，研究問題包含：從工作坊參與教師（中小學數學教師）的觀點來

看，工作坊的規劃如何？培養他們數學教學相關知能的有效性如何？培養他們奠

基模組設計能力的有效性如何？以及從工作坊講師（數學教育領域師培者）的觀

點來看，工作坊培養參與教師奠基模組設計能力的有效性如何？ 

  研究中蒐集的資料主要包含 88 位中小學教師填寫量化問卷的資料，以及 8

位講師與 61 位教師在工作坊中的對話紀錄、教師們設計的模組等質性資料。量

化資料採 t 檢定、迴歸分析等方法進行分析，質性資料則採用內容分析法。 

  研究結果發現，參與教師對設計師工作坊的規劃、工作坊對他們關於模組設

計能力的培養、對他們數學教學相關知能的培養等，評鑑都是正面的，認為工作

坊具有效性。但從講師的觀點來看，參與教師在模組設計能力上，關於「基」的

辨識、搭配設計出能奠基的操作活動等能力，都仍待加強。當講師的說明中包含

具體實例，或能針對參與教師的需要提供幫助時，參與教師較能據以修改其設計

的模組，由此來看，參與教師可能理解了講師的建議與想法，但他們未來是否具

有能力能做類似的設計或修改，則需要進一步探究。 

 

關鍵字 

奠基模組、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設計能力、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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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Taiwan students’ low mathematics learning interests, low 

mathematics confidence, low mathematics value, and M-shape mathematical 

achievements, a multi-level project —JUST DO MATH— was launched. One 

dimension in this project is to cultivate mathematics teachers’ competence to design 

mathematical grounding activity modules through holding designer workshops.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workshops.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survey on 88 mathematics teachers using 

questionnaires, and video record of the discourse among 8 instructors and 61 teachers 

in the workshops, and the modules designed were also collecte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the use of t-test, multiple regression, and content analysis. 

    The findings include that (1) mathematics teachers found the workshops effective 

regarding the design of the workshops, the cultivation of their mathematics teaching 

competence, and their design competence; and (2) mathematics teachers competence 

regarding identifying grounding ideas and designing corresponding manipulative 

activities required improv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structors of the workshops. 

Regarding the discourse, the teachers are capable to understand the instructors’ 

suggestions and to modify their modules if the instructors can provide concrete 

examples in their illustration. However, whether they can design or modify the modules 

in a new situation is still unknown. 

 

Keywords 

Grounding activity module,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competence of task design,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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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1. 「就是要學好數學」計畫之緣起與理念 

    東亞國家一向在 TIMSS、PISA 等國際數學評比中名列前茅（Mullis, Martin, 

& Foy, 2008; OECD, 2013），但在這些評比中，也一直呈現著一個待解決的嚴重

問題—學生低數學學習興趣、低數學信心、低數學價值（Mullis, Martin, Foy, & 

Arora, 2012）。此外，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是，這些高成就國家中多半有高比例的學

生屬於未達基本素養水準 2 的低成就學生，而臺灣是這些國家中情況最嚴重的，

有高達 12.9%的學生為低成就學生（OECD, 2013）。 

    為解決這樣的問題，臺灣啟動了「就是要學好數學」計畫，該計畫同時考量

學生學習、教師專業發展、教材設計等面向，如圖一所示。計畫的基本理念是希

望在學生數學學習失敗之前，先行奠定其學習所需的基本想法與概念，而奠定的

方法是讓學生在活動或遊戲中，引起學習動機，透過操作來進行思考與學習。 

 

 

 

 

 

 

 

 

 

 

 

圖一 「就是要學好數學」計畫設計。修改自“Description and evaluation of a large-

scale project to facilitate student engagement in learning mathematics” by F.-L. Lin, T.-

Y. Wang, & K.-L. Yang, 2018, Studies i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58, p. 179. 

 

2. 設計師工作坊的規劃 

 

奠基 
模組 

邀請 
設計師工作坊 

 

學生 

好好玩數學營 

 

活動師 
設計師 

活動師培訓營 
設計師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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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學好數學」計畫的一環是透過設計師工作坊來培養奠基模組設計師

的設計能力，以產出符合計畫理念 — 奠基、引發學習動機、使用操作表徵 — 

的奠基模組。工作坊的規劃包含 5 個階段，如圖二所示。這 5 個階段中，工作坊

提供參與教師多種自身經驗之外的學習來源 — 專家、同儕、學生，以提供他們

更深刻的洞見（Ball & Cohen, 1999），而這三類來源，也符合了三種重要的教師

成長途徑 — 向專家學習、向社群學習、透過教學學習（Sowder, 2007）。 

 

圖二 設計師工作坊規劃 

    在模組評析的階段，參與工作坊的教師評析已設計好的奠基模組，包含設計

良好、符合計畫理念的模組，也包含仍待改善修訂的模組。在小組成員、工作坊

講師（帶領工作坊的數學教育領域師培者）討論、分享的歷程中，參與教師透過

對實際模組實例的分析與評鑑，逐步增進對模組樣貌、設計考量的認識。 

    在理論學習的階段，參與教師接觸與奠基、學習動機、操作表徵等方面相關

的理論，以對奠基模組所根源的理論、思維有所認識。關於奠基，工作坊主要是

根據 Piaget（1952）建構的觀點，他認為理解是一種逐步的認知結構重組，學習

者在與物件的交互作用中，主動將新要學習的內容與腦中既有所知結合，然而，

對許多學生來說，新要學習與腦中既有的概念之間是有斷層的（Bransford, Brown, 

& Cocking, 1999），因此，奠基的目的在於課堂學習之前，先幫學生將此斷層彌

補起來，以幫助學生回到課堂之後能夠進行有意義學習（Ausubel, 1961）。在學習

動機上，工作坊強調應多應用內在動機來進行設計，在設計中使用個人化動機，

注重挑戰性、好奇度、控制度、幻想度等面向，也使用團體化動機，利用合作、

競爭、認同等手法（謝豐瑞，2006）。表徵是學生對所學數學內容產生意義的重

要媒介（Zazkis & Liljedahl, 2004），工作坊參考 Bruner（1966）與 Lesh、Post 與

Behr（1987）的分類，認為提供學生操作表徵是促進學生數學理解的的重要方式，

可做為奠基模組活動的開始（Thompson & Rubenstein, 2000），之後才進入口語表

徵或符號表徵。在此階段，講師除了講解這些相關理論，也會利用模組來展示這

些理論應用的實例，此階段的規劃是讓參與教師在經歷理論的學習、實例的觀摩

後，能對奠基模組的認識產生了新的眼光，能有結構地去評析他人的設計、也能

有方向地設計自己的模組。 

    在模組設計的階段，參與教師與同儕、講師進行討論，找出學生有學習困難

的數學概念、程序，或需要培養的數學思維，能力，再分析、確認出其中應該奠

定的基礎為何。之後，參與教師針對這些基礎進行活動或遊戲的設計，設計過程

時，教師們會不斷與同儕、講師討論，思考活動是否提供學生足夠的學習動機、

模組評析 理論學習 模組設計 教學實驗 反思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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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提供學生足夠接觸操作表徵的機會。在教學實驗的階段，參與教師以設計之

模組對任教學生進行教學，觀察、分析學生學習狀況，用以修訂模組。在工作坊

的最後兩次活動中，參與教師會向同儕、講師報告自己在教學實驗後的模組版本，

再參考他們的建議進行最後的反思與修訂，即工作坊規劃的最後一個階段。事實

上，對許多參與教師來說，模組設計、教學實驗、反思修訂並不是一個直線的流

程，他們會反覆地進行這些步驟，以促進模組的完善。 

二、研究目的 

    本計畫第二年的研究目的乃是進行對設計師工作坊的評鑑，研究問題由以下

兩個角度切入： 

1. 從工作坊參與教師（中小學數學教師）的觀點來看，工作坊的規劃如何？ 

2. 從工作坊參與教師（中小學數學教師）的觀點來看，培養他們數學教學相關

知能的有效性如何？ 

3. 從工作坊參與教師（中小學數學教師）的觀點來看，培養他們奠基模組設計

能力的有效性如何？ 

4. 從工作坊講師（數學教育領域師培者）的觀點來看，工作坊培養參與教師奠

基模組設計能力的有效性如何？ 

三、研究架構與文獻探討 

    本計畫從設計師工作坊中的兩類參與人員之觀點來評估工作坊的有效性。

第一類參與人員為參與工作坊的中小學數學教師，本計畫透過他們自陳式的報

告（self-report）中，所呈現出對工作坊、對自己設計之模組的評價，來看他們

認為工作坊培養其模組設計能力的有效性。第二類參與人員為帶領工作坊的講

師，他們是數學教育領域的師資培育者，本計畫透過他們給參與教師設計之模

組的分析與建議、在工作坊活動中與參與教師的對話，來看他們認為工作坊培

養參與教師模組設計能力的有效性。據此，研究架構如圖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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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研究架構 

1. 參與教師觀點 

    關於參與教師的觀點，本計畫參考 Keller（1987）所提出的 ARCS 動機理論，

其中 A、R、C、S 分別表示「關注」（attention）、「關聯」（relevance）、「信心」

（confidence）、「滿意」（satisfaction），該理論認為這四個成分是增進學習者參與

在學習活動中之動機的重要元素。「關注」是指各類能抓住並維持學習者注意力

的刺激物，這是此理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當學習者的注意力被抓住，他們開始

對要學之物感興趣，他們便願意投注更多時間在學習活動之中（attention）。「關

聯」是指將學習者與要學之物關聯起來，讓學習者認為所要進行的學習與他們相

關，可以滿足他們的需求，而這個需求可以是與所學材料相關的內在動機（謝豐

瑞，2006），也可以是其他外源性的外在動機（Hsieh, n.d.），將學習者與他們所要

學之物關聯起來，可以促進學習者持續、不放棄地學習。「信心」聚焦於建立學

習者對成功學習的正向期待，為達此目的，提供學習者明確的學習目標、評定是

否達成目標的準則、提供即時且個人化的回饋等，是很重要的，Keller 認為學習

者的信心程度，將會影響他們持續參與學習的意願以及最後的成就。「滿意」是

指學習者從學習過程或最後成果中，獲得的滿足感或回報，為能讓學習者有滿意

的感受，必須提供他們使用所學知能的機會。 

    據此模型，本計畫探討哪些因素引發參與教師對設計師工作坊的「關注」，

讓他們想參與工作坊的培訓，規劃的因素包含奠基模組的功能、改變學生現在數

學學習狀況的意圖、改變學生長期數學發展情況的意圖。關於「關聯」，本計畫

探討哪些因素讓參與教師認為工作坊與他們密切相關，規劃的因素包含內在個人

需求、外在人際需求。在「信心」上，本計畫探討參與教師在工作坊的培訓之後，

關於自己數學與數學教學知能的信心，以及關於設計能力的信心。關於「滿意」，

本計畫探討參與教師在工作坊的培訓後所獲致的滿意度，包含他們對設計師工作

坊、對自己設計的模組之滿意程度。 

設計師工作坊評鑑 

參與教師觀點 

來自中小學教師的 

自陳式感知 

講師觀點 

來自師培者的 

模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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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 ARCS 動機理論中的四個成分，本計畫也探討參與教師在工作坊的培

訓之後，他們的數學教學信念、數學教學執行是否發生變化，是否變得能反映出

就是要學好數學計畫的目標與理念。教師的數學教學信念與數學教學執行也是反

映他們教學品質的重要指標。 

    表一呈現本計畫透過參與教師觀點而探討的設計師工作坊評鑑面向。 

表一 設計師工作坊評鑑面向 — 來自教師觀點的評鑑 

面向 設計師工作坊規劃 
參與教師數學教學 

相關知能培養 

參與教師模組設計 

能力培養 

子 

面 

向 

 引發「關注」之因素 

 奠基模組的功能 

 改變學生現在數

學學習狀況的意

圖 

 改變學生長期數

學發展情況的意

圖 

 提供的「關聯」因素 

 內在個人需求 

 外在人際需求 

 工作坊後的「滿意」

程度 

 對設計師工作坊

的滿意程度 

 工作坊後的「信心」

程度 

 對數學與數學教

學知能的信心 

 工作坊後的「信念」 

 反映奠基目標與

理念的數學學習

信念 

 工作坊後的「教學執

行」 

 反映奠基目標與

理念的數學教學

執行 

 工作坊前的「信心」

程度 

 對設計能力的信

心 

 工作坊後的「信心」

程度 

 對設計能力的信

心 

 工作坊後的「滿意」

程度 

 對設計之奠基模

組的滿意程度 

 

2. 講師觀點 

    本計畫從講師對參與教師設計之奠基模組的評析、建議來看設計師工作坊的

有效性，講師切入的觀點乃是基於「就是要學好數學」計畫的理念，檢核模組是

否符合奠基、引發學習動機、使用操作表徵等理念。 

    除了講師對最後模組的審核，講師對發展過程中的奠基模組之評析與建議，

發生在工作坊活動的對話之中。透過對對話的分析，可以看出與談者所帶有的觀

點，對話引導、促進與談者的反思的情況，以及對話是否提升與談者數學教學的

相關知能等（Hiebert, 1992; Peressini & Knuth, 1998）。本計畫從三個面向來探討

工作坊中的對話：(1)對話焦點，(2)對話類型，(3)對話品質，以看出工作坊運作

時的動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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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焦點的分析專注在對話中聚焦的是奠基、引發學習動機、使用操作表徵。

關於對話類型，本計畫參考並修改 Kontkanen、Kärkkäinen、Dillon、Hartikainen-

Ahia 與 Åhlberg（2016）的觀點，分析對話屬於陳述式、澄清式、比較式、分析

式、主張式、論述式、統整式中的哪種類型，其描述如表二所示。關於對話品質，

本計畫從一致性切入（Huizinga, Handelzalts, Nieveen, & Voogt, 2015），探討對話

是否符合參與教師的期許，例如，提供他們有意義的幫助、解決他們提出的需求，

也探討參與對話者（講師與參與教師、講師之間、參與教師之間）討論的內容是

否具有一致性。 

表二 對話類型與描述 

對話類型 描述 

陳述式 回憶、敘述、展示已發生或一般常態的情況 

澄清式 澄清對話的內容，以更了解對話的指向 

比較式 聚焦於同與不同 

分析式 將內容拆分成更小的部分，以得到更好的理解 

主張式 提出某件事是真的或是正確的 

論述式 提出理由，以說服他人某件事是真的或是正確的 

統整式 整合數個不同的想法以說明結論 

 

四、研究方法 

1. 研究對象 

    由參與教師觀點來評鑑設計師工作坊的部分，研究樣本包含 88 位教師，他

們參與過 106 年之前舉辦的工作坊或正在參與 106 年工作坊，其中 64 位為小學

教師，而 24 位為中學數學教師，表三呈現他們的背景資料。 

    由講師觀點來評鑑設計師工作坊的部分，研究樣本包含 106 年參與台北場、

高雄場設計師工作坊的講師與參與教師，共 8 位講師與 61 位中小學教師。 

  



 

 10

表三 中小學教師背景資料 

背景資料（括號中呈現平均數） 小學教師 中學教師 

教學年資 1~34 年 

(19.1 年) 

6~31 年 

(15.0 年) 

設計過的奠基模組數 0~10 個 

(1.3 個) 

0~7 個 

(1.2 個) 

被接受的奠基模組數 0~6 個 

(0.7 個) 

0~7 個 

(0.7 個) 

參加設計師工作坊次數 0~4 次 

(1.2 次) 

0~2 次 

(1.0 次) 

擔任活動師培訓營講師次數 0~21 次 0~15 次 

參加活動師培訓營次數 0~6 次 

(2.9 次) 

0~9 次 

(2.4 次) 

辦理好好玩數學營次數 0~90 次 

(5.6 次) 

0~28 次 

(4.3 次) 

 

2. 資料蒐集 

    由參與教師觀點來評鑑設計師工作坊的部分，本計畫透過線上評鑑問卷蒐集

量化資料，問卷包含關注、關聯、信心、滿意、信念、教學執行等六個面向，共

有 12 個子面向，各子面向的題目數與題目舉例如表四所示。題目採用五點量表，

五個選項分別是非常同意、同意、一半一半、非常不同意。 

由講師觀點來評鑑設計師工作坊的部分，本計畫蒐集參與 106 年台北場、高

雄場工作坊之參與教師設計出來的模組、審查意見，以及在這兩個場地各 8 次活

動的影片。每次活動大約 3 小時，蒐集的影片包含全部成員一起進行的討論，以

及小組個別進行的討論。 

此外，為了進一步了解參與教師在工作坊中設計能力的改變，本計畫針對國

中層級的部分，設計數學教學知能的問卷，該問卷聚焦在數學教師於一般課堂中

關於數學主題中重要教學概念的判斷、動機使用、教學方法與表徵的選用等面向，

以與他們在設計奠基模組時，關於奠基、動機、表徵等方面的表現進行比較。問

卷中含有 9 個中學的數學教學情境，共 21 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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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線上評鑑問卷題目說明 

面向與子面向 題目舉例 題數 

關注   

奠基模組的功能 有助提升學生學習數學的態度 3 

改變學生現在數學學習狀況的

意圖 

我想提升學生數學課中的學習

動機 

3 

改變學生長期數學發展情況的

意圖 

我想改善學生的數學學習態度 3 

關聯   

內在個人需求 我想提升自己設計學習活動的

能力 

4 

外在人際需求 有與其他教師共同成長的機會 3 

信心   

工作坊前對設計能力的信心 我具有設計數學學習活動的能

力 

3 

工作坊後對設計能力的信心 我學會如何設計奠基模組 3 

對數學與數學教學知能的信心 我數學知識增加了 3 

滿意   

對設計之奠基模組的滿意程度 我認為我最後的模組成品是個

好的模組 

7 

對設計師工作坊的滿意程度 在發想模組時，我得到好的設計

建議 

6 

信念   

反映奠基目標與理念的數學學

習信念 

我更認同數學學習態度與認知

應該要並進 

3 

教學執行   

反映奠基目標與理念的數學教

學執行 

我將數學奠基活動的內容連結

到數學課 

4 

 

3. 資料分析 

    本計畫對透過線上評鑑問卷取得的量化資料進行轉化，五個選項非常同意、

同意、一半一半、非常不同意分別是轉為 5、4、3、2、1 分，計算各題、各子面

向的平均分數，再使用單一樣本 t 檢定與中立的 3 分進行比較，探討參與教師對

各題、各子面向的同意程度，也進行成對樣本 t 檢定，來探討參與教師對不同子

面向的同意程度差異，這些數據呈現出參與教師給予設計師工作坊的評鑑。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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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也進一步使用複迴歸分析，採逐步選取法，來探討子面向之間的預測性，探討

參與教師給予工作坊之評鑑的可能原因。 

    關於工作坊中蒐集到的對話，本計畫以內容分析法進行分析，先將對話內容

細分成對話單位，一個對話單位中含有一個想法的討論，當討論的想法轉變時，

則切分為一個新的對話單位。針對每個對話單位，本計畫會針對其對話焦點、對

話類型給予一個編碼，所有對話皆有兩位編碼者加以分析，以確保分析的信度。

此外，本計畫也會結合數個對話單位，統整性地分析對話品質。關於數學教學知

能問卷，本計畫亦採用內容分析法，來看填答者在重要教學概念的判斷、動機使

用、教學方法與表徵的選用等面向的品質，再與對話中模組發展過程、最後模組

成品進行比較。透過對數學教學知能問卷、工作坊對話、模組成品等質性資料的

分析，本計畫探討參與教師的奠基模組設計能力，以了解工作坊對培養教師模組

設計能力的有效性如何，而對工作坊對話的分析，也提供本計畫參與教師設計能

力改變或未改變的可能原因，亦即工作坊是否有效的可能原因。 

五、研究結果 

1. 參與教師觀點的評鑑 

1.1 參與教師的評鑑分數 

    表五呈現參與教師對設計師工作坊的評鑑分數，可以看出參與教師對各面向

中的各子面向的評鑑分數皆顯著高於中立的 3 分。 

    從工作坊的吸引力來看，參與教師認為工作坊能得到他們的關注、抓到他們

的注意力，而其來由包含奠基模組本身對數學教與學的功能（4.5），以及他們想

改變學生現在數學學習狀況、長期數學發展情況的意圖（4.8、4.7）。參與教師也

認為工作坊與他們密切關連，所提供的培訓可以滿足他們的需求，包含個人想在

數學教學上成長的內在需求（4.5），以及想與他人共同學習、分享的外在需求（4.5）。

整體而言，設計師工作坊的設計是能吸引中小學教師們的，他們對設計師工作坊

的規劃也是滿意的（4.2）。 

    從工作坊培養成果的角度來看，參與教師在工作坊之後，關於奠基模組設計，

對自己的設計能力是有信心的（4.0），對自己設計的奠基模組也是滿意的（3.9）。

關於教學相關知能，參與教師對自己的數學與數學教學知能是有信心的（4.4），

他們認同反映奠基目標與理念的數學學習信念（4.5），也願意在自己的課堂中進

行反映奠基目標與理念的數學教學行為（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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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參與教師對設計師工作坊的評鑑分數 

面向與子面向 

評鑑分數 子面向分數比較 

平均 
與 3 比較 

p value 
(2) -(1) p value (3)-(1) p value (3)-(2) p value 

關注         

奠基模組的功能(1) 4.5(0.53) p < .01 0.26 p < .01 0.23 p < .01 -0.02 p = .38 

改變學生現在數學學習狀況的意圖(2) 4.8(0.40) p < .01       

改變學生長期數學發展情況的意圖(3) 4.7(0.44) p < .01       

關聯         

內在個人需求(1) 4.5(0.47) p < .01 0.01 p = .80     

外在人際需求(2) 4.5(0.44) p < .01       

信心         

工作坊前對設計能力的信心(1) 3.6(0.71) p < .01 0.33 p < .01   0.40 p < .01 

工作坊後對設計能力的信心(2) 4.0(0.60) p < .01       

對數學與數學教學知能的信心(3) 4.4(0.53) p < .01       

滿意         

對設計之奠基模組的滿意程度(1) 3.9(0.68) p < .01 0.29 p < .01     

對設計師工作坊的滿意程度(2) 4.2(0.56) p < .01       

信念         

反映奠基目標與理念的數學學習信念(1) 4.5(0.49) p < .01 -0.08 p < .05     

教學執行         

反映奠基目標與理念的數學教學執行(2) 4.4(0.50)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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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從子面向分數的比較來看，關於「關注」，能引起參與教師注意的，主要是內源

的因素，即他們想改變學生現在數學學習狀況、長期數學發展情況（此二子面向的認同

分數顯著高於「奠基模組的功能」的分數），因此他們想來參加設計師工作坊，而這也

表示他們認為工作坊能提供他們這方面的幫助。關於「關聯」，內在個人需求與外在人

際需求對參與教師來說，是同樣重要的（認同分數無顯著差異）。 

   在參與過設計師工作坊之後，參與教師對自己設計能力的信心有顯著提升，但比較

設計師工作坊之後，他們對自己設計能力以及對自己數學與數學教學知能的信心，後者

卻顯著高於前者，這表示比起一般學校中的數學教學，設計對參與教師來說，仍有一定

程度的困難。再從滿意度程度來看，設計師對自己所設計之模組的滿意程度顯著低於他

們工作坊的滿意程度，這同樣可看出設計對參與教師的難度。關於信念與教學執行，二

者的分數並無顯著差異，顯示出參與教師在參與工作坊之後，除了思想上認同反映奠基

目標與理念的觀點，也預期自己將在數學教學中執行符合這些觀點的行為，二者程度差

不多。 

1.2 影響參與教師評鑑分數的因素 

    表六呈現各子面向對設計師工作坊、設計能力培養、教學知能培養的預測情況。 

    關於設計師工作坊的規劃，參與教師「對設計師工作坊的滿意度」主要受到設計師

工作坊提供給他們的關注度、與他們自身的關聯度兩個面向所影響，「奠基模組的功能」、

參與教師的「內在個人需求」、「外在人際需求」等，皆能預測參與教師對工作坊的滿意

度，其中又以「外在人際需求」的解釋力最高，當參與教師越覺得工作坊能提供他們與

其他教師共同成長、彼此分享的機會，他們對工作坊越滿意。 

    關於模組設計能力的培養，參與教師在參與工作坊後「對設計能力的信心」主要受

到「關注」中的「奠基模組的功能」及「關聯」中的「內在個人需求」所影響，其中又

以「內在個人需求」的解釋力較高，當參與教師越覺得工作坊能讓他們提升設計活動的

能力、幫助他們創作出自己的奠基模組，他們便對自己的設計能力越有信心。而參與教

師「對設計之奠基模組的滿意程度」，則受到他們參與工作坊後「對設計能力的信心」

所影響，當他們對自己的設計能力信心增加 1 分，他們對所設計出來的模組滿意程度

便會提升 0.6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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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迴歸分析結果 

依變數 自變數 β p value 

設計師工作坊規劃    

對設計師工作坊的 

滿意程度 

外在人際需求[關聯] 0.38 0.008 

奠基模組的功能[關注] 0.34 0.000 

內在個人需求[關聯] 0.28 0.031 

模組設計能力培養    

對設計能力的信心 

（工作坊後） 

內在個人需求[關聯] 0.46 0.011 

奠基模組的功能[關注] 0.29 0.000 

對設計之奠基模組的 

滿意程度 

對設計能力的信心 

（工作坊後）[信心] 

0.64 0.000 

數學教學相關知能培養    

對數學與數學教學知能的 

信心 

奠基模組的功能[關注] 0.40 0.000 

外在人際需求[關聯] 0.40 0.001 

反映奠基目標與理念的 

數學學習信念 

對數學與數學教學知能的信

心[信心] 

0.44 0.000 

奠基模組的功能[關注] 0.33 0.000 

改變學生長期數學發展情況

的意圖[關注] 

0.23 0.003 

反映奠基目標與理念的 

數學教學執行 

奠基模組的功能[關注] 0.42 0.000 

改變學生現在數學學習狀況

的意圖[關注] 

0.28 0.007 

對數學與數學教學知能的信

心[信心] 

0.25 0.002 

 

    關於數學教學相關知能的培養，參與教師在參與工作坊後「對數學與數學教學知能

的信心」主要受到「關注」中的「奠基模組的功能」及「關聯」中的「外在人際需求」

所影響，此二者的解釋力相近，當參與教師越認同奠基模組有助提升學生的數學理解、

數學態度，越覺得工作坊能提供他們與其他教師共同成長、彼此分享的機會，則他們對

自己的數學與數學教學知能信心越高。參與教師對「反映奠基目標與理念的數學學習信

念」的認同度則主要受到工作坊提供給他們的關注度、他們參加工作坊後的信心程度所

影響，「奠基模組的功能」、「改變學生長期數學發展情況的意圖」、「對數學與數學教學

知能的信心」等，皆能預測參與教師的信念，其中又以「對數學與數學教學知能的信心」

的解釋力最高，當參與教師越覺得自己數學知識增加、對教與學越了解，他們越認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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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奠基目標與理念的數學學習信念。參與教師預期自己進行「反映奠基目標與理念的數

學教學執行」的程度，主要受到工作坊提供給他們的關注度、他們參加工作坊後的信心

程度所影響，「奠基模組的功能」、「改變學生現在數學學習狀況的意圖」、「對數學與數

學教學知能的信心」等，皆能預測參與教師的信念，其中又以「奠基模組的功能」的解

釋力最高，當參與教師越認同奠基模組有助提升學生的數學理解、數學態度，他們越認

為自己會實施反映奠基目標與理念的數學教學行為。比較信念與教學執行的情況，不同

的點是，「改變學生長期數學發展情況的意圖」這個預測變因改成「改變學生現在數學

學習狀況的意圖」，可以看出參與教師的信念受到學生長期發展的影響較大，重視學生

長遠的發展，但當涉及教學執行時，參與教師更關注的是學生當下在課堂中的學習狀

況。 

2. 講師觀點的評鑑 

2.1 工作坊中的對話 

    本報告聚焦於台北場工作坊的最後兩場活動，在此兩場活動中，參與教師上台報告

他們設計的奠基模組，4 位負責帶台北場工作坊的師培者共同給予他們評析與建議。本

報告以此做為講師觀點評鑑的報導資料，資料中共含有 469 個對話單位。表七呈現這

469 個對話單位中，各對話焦點與對話類型所占的比例。 

    從對話焦點來看，工作坊的對話（包含講師與參與教師、講師之間、參與教師之間）

多聚焦在探討要奠定的「基」為何，以及如何使用操作型表徵來達成奠基的目的，雖然

引發學習動機亦為就是要學好數學計畫的重要理念，但在工作坊中，卻較少成為對話的

焦點。可能的原因是講師認為針對各數學概念或程序，找出要奠定的「基」，並設計出

提供學生操作機會的活動來達到奠基、習得，相較於活動好不好玩，是更為重要的，另

一個可能的原因是，讓學生理解、提供操作活動等，已是讓引發學生學習動機的好方法

（Wang & Hsieh, 2016）。 

表七 對話焦點與對話類型數量與百分比 

對話焦點 

奠基 引發學習動機 使用操作表徵 

216 

(50%) 

8 

(2%) 

206 

(48%) 

對話類型 

陳述式 澄清式 比較式 分析式 主張式 論述式 統整式 

143 

(29%) 

55 

(11%) 

12 

(2%) 

81 

(17%) 

142 

(29%) 

50 

(10%) 

5 

(1%) 

 



 

 17 

    由對話類型來看，陳述式與主張式的對話比例最高，皆接近三成，其次依序為分析

式、澄清式、論述式的對話，較少出現的是比較式、統整式的對話。陳述式的對話主要

來自參與教師對自己模組的介紹與說明，主張式的對話則主要來自講師評析與建議的

陳述，少數情況下，講師給出主張時，會同時提供實際例子以增進參與教師的理解。分

析式的對話則來自講師或參與教師將自己的論點拆解，逐步、細項、多面向地說明。澄

清式對話出現在參與工作坊的成員對參與教師的報告、說明、建議不理解時，或對講師

的評析與建議不理解時。論述式對話則主要出現在講師以數學教育理論或經驗說明理

由，嘗試說服參與教師修改模組，或參與教師提供自己設計的理由或教學經驗，嘗試說

服講師讓自己維持設計。 

    關於對話品質，本計畫發現具有一致性與缺乏一致性的對話是並存的： 

(1) 對話中有一致性情況 

A. 講師在對話中抓取到參與教師的想法，彼此間有雙向的交流 

    以以下對話為例，參與教師 A 提出一個他希望能獲得解決的問題，他認為學生在

使用實物操作上確認能不能組出三角形是沒有問題的，但脫離操作時，學生仍無法判斷

給定兩邊後，第三邊有哪些可能。從講師 A 的回應可以看到，他能抓到參與教師 A 欲

解決的問題並非像講師 C 說的學生不知道拱起來一定比直線長，而在於可能的第三邊

的範圍判斷，在數個對話單位之後，講師 A 回頭給予這方面的建議，提出可以解決參

與教師 A 之問題的活動，參與教師 A 與講師 A 之間的對話具有一致性、有雙向的交

流。在此對話後。 

參與教師 A：…我只是操作我只能看到什麼樣的情況下可以組三角形，什麼樣的情況下不能組

三角形，回到我們一個第一個很關鍵的目標就是，就是兩邊之和大於第三邊這件

事情還是沒有感覺 ，排是一回事喔，但是回到本身那個知識學生不一定的理解，

有講第二個就是說如果假如今天給你兩邊 8 跟 5，讓你去選第三邊，選什麼樣的

第三邊是可以組三角形。選哪樣的第三邊的長度是不能組三角形，一堆學生錯的

一蹋糊塗，操作是一回事啊 

… 

講師 C：因為像你剛剛在講到後來的時候，你就會講說一個 5 一個 8 和一個什麼一個具體的數

字，到最後思考要讓學生得到 basic 的東西，但很多時候是從具體來，這基本的東西是

在講說，這個長度已經這麼長嘛，另外兩個東西的和，沒有辦法搭一個橋在哪一個東

西上面，就是說他搭不起來，拱不起來 

講師 A：但是最後還是橋歸橋路歸路啦，我知道他的意思啊，講那些沒有用啊，他就是想要解

決這些問題，講那些概念學生根本不用教就可以告訴你啊，但是問題是他現在想要解

決的問題是不是那樣子的東西 

… 

講師 A：我的另外一個活動就是，你現在幫我找出第三個它的範圍在哪裡，你可以做出三角形，

這也是另外一個活動，它的關注比較能夠在，也就是說他最小要多短，假設你們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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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都是 1 公分起跳，那他當然是從整數出去觀察，我給你一公分兩公分就是只要變動

其中一個，他也許就能觀察到 

B. 講師在對話中解答參與教師的疑問，提供的是有意義的建議 

    A 中的對話實例裡，最後一段講師 A 說的內容即是為了解決參與教師 A 提出的問

題，講師 A 提供參與教師 A 的是有意義的建議。以下是另一個對話實例，在這個對話

中，參與教師 B 考慮到教學現場中時間的限制，因此提出調整學生活動的方案，希望

以分組解決此問題，但他需要講師的確認或建議，而講師 D 基於他分組的想法下，提

供他另一種組內活動的方案，既能解決時間限制的問題，又不會讓學生失去學習機會。

講師 D 抓到參與教師 B 提的問題，並給出解決方法，對參與教師來說，這是有意義的

建議，他們之間的對話具有一致性。 

參與教師 B：剛剛我們為了整個時間上的節省，把全班分成三個組，一群去專門找銳角，一群

是找直角，一群專門找鈍角，然後三組在一起組合起來，這樣會不會更聚焦一點 

講師 D：把全班分三組… 

參與教師 B：對，然後把他們的資料，我們老師這邊把他統一做紀錄，歸納去呈現，一方面做

活動也可以聚焦，我們也可以更節省時間，不然可能他們太分散一下找銳角一下

找直角，會有太發散太浪費時間 

講師 D：但他要付出的代價是，有些學生沒有去經驗到直角的，有些沒有銳角的，他必須要透

過別人的經驗，這個代價是不是他在其他活動中不用付出的，我是覺得可以讓就是去

找每一組都各處理一個就夠了，各處理一個銳角、一個鈍角、一個直角，因為他三種

都有經驗然後大家一起報告，大家是不是有相同的經驗，就是每一組他都有銳角、鈍

角、直角三種不同的，然後各組都這樣做，然後各組的長度大小那些可以不一樣，然

後你分了五組，五組都大家一起來做報告五組在一起來做這個歸納，他經驗玩了之後，

他自己先預測，我透過我的資料我能預測什麼，然後這個預測再拿去公共場域上大家

一起來看看是不是在做一個大數的歸納，去讓他所預測的情形，那個樣本更充分一點，

我到反而覺得可以這樣，每一組都有不同的經驗和情形，而大家一起討論說大家的經

驗是相同的，大家一起再討論，歸納 

(2) 對話中沒有一致性的情況 

A. 講師在對話中單向地陳述自己的想法，並未基於參與教師的想法與之交流 

    在(1)的 A 中，講師 C 在參與教師 A 說明學生能操作，但無法判斷可能作為第三邊

的邊長範圍時，提出兩邊和就像拱起來，當拱不起來時，就是成不了三角形，這並非參

與教師的困擾之處，講師 C 與參與教師 A 之間的對話並沒有一致性。以下是另一個沒

有一致性的對話實例，在此對話中，其他參與教師與報告的參與教師 C 討論可以怎樣

修改活動可以更幫助學生奠定放大縮小圖的「基」，討論之後，參與教師 C 本來欲接續

報告後面的設計，此時講師 C 開始說明人類學習幾何的特質，雖然其中提到了幾何學

習中重要的基是什麼，但與參與教師們正在思考的內容之間有斷層，講師 C 並未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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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陳述與此模組的內容直接聯繫上，因此參與教師們無法以講師 C 所述作為思考的

內容，往後延伸，他們直接跳到下一個議題，是否引入文化內涵。講師 C 的陳述是單

向地表達他的想法，與參與教師們之間並沒有真正的交流，此對話缺乏一致性。 

參與教師 D：每一組小組每一個國旗都只能畫到一個嗎，有沒有可能，例如，瑞士有兩組拿到

他們畫出來的倍數是不一樣的  

參與教師 C：我目前沒有想要讓一組畫到兩張或是一張國旗，兩個的話因為我 16 張是沒有重

複的，所以可能就發下去他們就沒有重複的  

… 

參與教師 D：假設有的話那他們有可能一個放大 4 倍一個放大 5 倍，比例是不一樣的  

參與教師 C：我覺得可以讓孩子來判斷這件事  

參與教師 D：你的數據沒有重覆他沒有得選  

參與教師 C：沒有重覆沒得選，可是老師現在的意思是有重複，現在的意思是說是有兩組在做

一個 4 倍一個 5 倍，要怎麼辦，我覺得那也很好啊，但他們上來比比看到底是不

是一樣的，你覺得他像不像，你覺得他是不是，然後兩組來講，我覺得很多問題

是要讓他們去討論，在問題當中去得到釐清，而不是我要去告訴他們答案就是什

麼  

參與教師 D：沒錯我的意思是說要製造機會讓這樣的情況產生，要讓學生發現這樣子的事情，

因為你目前一個國家只有一張卡片，這種事情不會發生  

參與教師 C：因為我目前 16 張分組下去，又不一定畫得完，可是老師的建議很好，也許我下一

次可以考慮不要給他們這麼多張卡片，我可能給 5 張就好，應該是 5 種國旗給 10

張  

… 

參與教師 C：這個畫完之後，剛剛講在玩遊戲的過程當中  

講師 C：先不要談遊戲的部分，先把那個圖案拿出來，我稍微講一些話。比如說這些圖案裡面，

基本上是所謂的圖案的辨認，辨認的最大的要點是什麼？這個是我們人學了幾何以後，

怎麼樣用幾何的最大的要點，就是一個圖案有很多基本的，我們在數學幾何課會學到

的形狀拼組出來的，所以那些拼組出來的東西叫作要素，或者是元素。這個你怎麼樣

描述，一個長方形被切割成三塊，也許我們會講說這三塊不一樣大，是這樣子切割還

是這樣子覺得還是另外一個方式切割，你要有一個描述，也就是說他有一些組成這個

圖案的要素，他們怎麼樣子組合在一起變成那個圖案？這個就可以描述說，一個長方

形裡面有一個十字架，可是這個十字架又跟類似的十字架 在中間不一樣，他們怎麼樣

組合也就是說這個圖案裡面，有什麼要素，這個要素是怎麼樣來處理，那這個十字架

是什麼樣的東西，如果我把它當成一個大家都知道的要素，那就沒有問題，位置在哪

裡，是在一邊還是在最中間，那這個十字架是 5 個小正方形組成的東西等等類似這樣

子的東西，也就是說你怎麼樣去描述一個東西，用到的是我們學過的很基本的東西。

那你當然覺得我們更進一步要求說，畫出來一個讓別人可以辨識出來是哪一個國家的

國旗，你會要求什麼東西， 那你可以更進一步要求更嚴格的東西，這邊可以有幾個層

次再來處理這些東西，我們討論的是藉用各國的國旗這樣的材料，來討論幾何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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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個比較複雜的幾何的圖形，事實上都是由大部分基本的圖形組合而成的，這是很

基本的東西，這事實上是一個基，我們的幾何課本裡面沒有談到這個基，這個基是非

常重要的基…會讓小朋友知道說，幾何講來講去都是那幾個很簡單的圖形，沒有複雜

的圖形，因為每一個複雜的圖形我都要給一個名字的話，這是描述不完的，所以大部

分任何複雜的幾何物件，都是有簡單的幾何物件拼組而成的，所以我們在描述一個複

雜的幾何形體的時候，都是把它分割成，不一定要切割，就是把它元素抓出來，然後

說這些元素是怎麼樣組合而成的，等等類似這樣。所以這個材料可以有兩個層次， 一

個層次就是辨認，要用嚴肅的方式組成的方式來辨認，第二個層次也許可以接近我們

國中的東西，畫出一個相似形出來，相似形的時候比例就可以要求講究，大致上是這

樣。那至於說一個老師怎麼處理這個材料，我想這是每個老師都可以去追究，去討論

的東西… 

參與教師 E：我們要不要考慮到他的文化內涵，或是國旗代表是什麼意思 我知道日本中間的一

顆圓是代表梅子，那我們的國旗也是  

參與教師 C：我有上網查過，因為那寫起來都很多，所以我就放棄了 

B. 參與教師無法抓到講師建議的意涵，且基於自己的教學經驗而無法接受講師的建議 

    以下的對話實例中，參與教師 F 自己在教學實驗中，無法成功做到原本模組的規

劃，因此希望能減低原本設計之活動的開放性，然而講師 A 認為這樣的作法無法讓學

生體會到統計的「基」，因此嘗試說服參與教師 F 維持原本的設計，但參與教師 F 仍希

望能修改成低開放度的版本，因此持續提出執行的困難。參與教師 F 的考量主要基於

教學中的執行，他的思考已經不在欲奠之「基」上，而講師 A 持續說明統計的「基」

為何，應讓學生有怎樣的思想，二者之間的對話沒有一致性。 

參與教師 F：但是我這邊有一個想法就是，因為敲出來的資料沒有可能那麼漂亮，我能不能自

己設計 100 張卡片？這 100 張就是 100 個數，那可能 7 有 5 個，10 有 8 個，就是

有些資料，這些資料就請各組來，一組來抽 20 張，就是把資料換成我設計好的資

料，而不是讓他們玩的那一些數據，那接下來就是比賽比幾分，積分最高的就是

贏 

… 

講師 A：原本不是有一個，選一個代表你的數字，去說明為什麼選那個數字，不要怕管他說什

麼，因為這個就是我們要做資料的感覺，因為你怕說學生選的不是我們要教的內容，

我覺得你太著重在教學的內容上，那些我們原本比較大膽的用詞是很開放的想法，讓

他去體驗怎麼去看數據的那種觀念，都沒有，譬如說這一組我可以出一個 我要跟人家

比較，比較中間那一群，那什麼叫做中間那一群，那這就很寬廣，因為統計中間那一

群，有很多種不同的介入方式啊  

參與教師 F：其實只要學生懂我在說什麼，我就，就是說你中間那一群，學生認識他要怎麼去

說，就是落差太大，他完全不知道我在講什麼，連聽都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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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 A：所以這裡就是說，因為你一直想，我想教他們什麼去跟他們說，例如說，先抽到哪一

組，去定義中間那一組，你就叫其中一組，讓他們去定義中間那一群，類似像這樣，

讓他去界定什麼叫做中間那一群，你讓他去界定嘛，中間那一群的界定… 

參與教師 F：我的困難點是說，我在教學現場可以這樣子，這樣的操作沒有錯， 但是我現在把

他寫成一個模組，第一個不好寫，不好把它寫出來描述出來，第二個是說拿到一

個我這樣子的模組，我要怎麼去操作，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困難，我的掙扎點是在

這裡，所以我把它想成是說把它簡化比較具體，因為我有真的去試驗兩個班，七

年級跟九年級，他們回答的一些問題，是要比什麼奇數有幾個偶數有幾個，這跟

統計完全沒關係，他們會的大概只有最大的數和最小的數，還有平均數，比較精

準的大概只有這三個，就跟統計有相關 

… 

參與教師 F：可以補中間那一群資料，我這樣這個口語問下去，我發問完為止，我只記得國二，

老師你在說甚麼 

講師 A：我跟你講那是很正常因為他沒有統計觀念…你就心裡想這就是你要奠的啊，因為我們

都沒有統計觀念，其實傳統學數學的人都是數學觀念，沒有統計觀念很正常，如果我

們數學教傳統上概念，也是沒有統計，其實我們數學老師教也是把他教成數學啊，我

們國中數學老師教，真的阿，你就要心裡想教統計的話，你就不能用同樣的想法。他

們聽不懂，這是你要建立的阿 

參與教師 F：其實我很想像你這樣教學，真的是比較能夠激發他們的動機，但是這寫在模組上

很難呈現，真的，呈現出來，老師拿到，痾…這個操作… 

2.2 參與教師的模組設計能力發展情況與原因分析 

    以下本計畫以數學教學知能相關問卷的情況、工作坊中的表現、最後的模組成品作

為參與教師的設計能力的起點、發展、成果，以此來探討工作坊培養他們能力的有效性，

以及可能的原因。發現如下： 

(1) 「基」的辨識幾乎對所有參與教師而言都是困難的 

    參與教師在上台報告所設計的模組之前，皆與講師進行過多次的小組討論，然而，

從他們上台報告的情況仍可以看出，他們對自己模組欲奠之「基」仍無法完全了解，因

此，在全體討論的過程中，講師們仍需要一再地重新說明。 

    本節 2.1(1)B 中的對話即是參與教師對辨識「基」有困難的實例，除此，參與教師

F 在原本與講師 A 在小組討論中，模組設計裡資料的蒐集是來自學生計數自己打乒乓

球直到掉落前的次數，資料的蒐集與整理本來也是統計中重要的思維，但參與教師 F 想

將之換成設定好的卡片，亦可看出其無法理解統計中重要的「基」為何。 

(2) 對部分參與教師而言，即使確認了「基」，在設計搭配的操作活動上亦有困難 

    一般而言，當「基」確認之後，設計搭配的操作活動對參與教師較為容易，但仍有

些參與教師有設計上的困難。以下是其中一個例子，雖然參與教師 B 和參與教師 G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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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對話之前，已經知道欲奠之「基」為何，也了解此段中，講師 B 和講師 D 關於如

何設計活動的建議，但在他們之後修改的模組版本中，仍未將此內容納入，直到最後一

個成品的版本才將此內容改入。對參與教師來說，雖然知道欲奠之「基」為何、知道要

使用怎樣的圖形表徵，但轉變為操作活動時，仍遇到困難，需要再幾番與講師討論，才

能修改完成。 

參與教師 B：最後那個論證是單一個活動 

講師 B：對，我建議這個，最後那個論證應該能去做更細膩…你怎麼讓學生去感受，還有一個

就是說為甚麼要叫你組 

講師 D：你們前面的活動，理論上，比如說我以左邊這個圖，甲乙的上面那個直角三角形，前

面的活動中，一個直角三角形三個邊都會有各一個正方形長出去，這個 image 有的，

所以假設我現在把右邊這個圖，把她就是左右顛倒過來，就是那個三角形的樣子左右

顛倒過來，一個直角三角形畫出來以後，兩股跟斜邊都各有一個正方形長出去，這個

image 是有的，阿我們論證是要論證說那個長出去那個斜的正方形的面積，跟這兩個

一個放在標準位置上的面積相同，所以如果你可以把右邊這個圖，左右對調然後剛好

可以貼在左邊這個圖的位置上，不知道可不可以試著這樣想想看，因為我眼睛看到的

是這樣子，好像木前兩個圖是被分開來的，但是你們前面的活動中 image 是連在一起

的，你們前面之道的 image 是這樣的，這個本來就有，所以現在我等於是在這邊把他

補成一個大正方形，有一塊是來自前面活動 image，不知道有沒有可能這樣去想，當然

該做的論證都要做那個直角那件事，只是圖出來不會分成兩個，她不會一出來就兩個

獨立的圖，可是以連續性來講，直角三角形三個正方形中你要證明是這兩個拼起來的，

當然說我們沒有辦法直接去證，所以要用一些切割結果的方法來做，阿那個正方形畫

出來不應該是分開的兩個，應該是在本來的圖上就畫得出來，就是我在問的時候需要

代數的計算，不然直接看也看不出什麼，這樣的話我覺得至少前面 image 有到 

參與教師 G：所以就是讓那兩個圖在這邊去拼這樣? 

講師 B：這個也可以把它當成一個活動 

講師 D：對，從這邊帶出來，前面畢氏定理長這樣，後面 image 長這樣 

講師 B：就是說你這一節課可以去弄一個活動可以去拼成這兩個 

講師 D：然後再把它分離說一般性 

(3) 雖然講師的指導常常使用單向式的主張式敘述，但若其中能包含具體實例，則參與

教師能理解，且能依據修改其模組 

    在以下兩段中，講師 A 提出的主張式敘述皆包含怎麼設計活動的具體實例，因此

參與教師 A 能有具體對象可以思考，這些想法後來都被納到其設計的模組之中。參與

教師在有具體實例的說明之下，雖然對話是單向式的、講師的主張，但參與教師能夠理

解，也能夠據以修改模組。 

講師 A：…我剛是從你講的說，學生會以為任意三角形都可以擺出來，我是針對你這句話，我

覺得這邊有很多個活動給他去做，比如說我現在三個人或 4 個人一組，每個人都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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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 3 條來，這一組你們拿的可以組成三角形，還是有另外一組他拿的就是不能組成三

角形，譬如說我們四個一組的，只有三個能組出三角形，只有三個三角形，另外一組

也許有四個三角形，也許有一組都沒有三角形不一定啊，對這個活動我覺得有很多樣，

這組的人發現他組不出來就知道說，一定有組不出來的呀，那就知道說一定有組不出

來的呀， 就可以等一下讓他思考說要怎麼樣組出最多的三角形，它會變成另外一個

活動 

講師 A：我們今天就想說，假設這兩條都是一樣長，然後把它拆成兩個，因為現在只侷限於扣

條，很難去做，如果你能夠放寬，不是說我一定要扣條，是我有很多活動可以做，假

設我現在這兩條，我這兩條當成三角形兩邊，那要找說，所有手上可以組成三角形的，

但是他一定找最短的，因為兩個就會疊合了，所以要再找比它再長一點你可能每個都

是一公分幾公分，容易記錄嘛，萬一他要記錄的時候，這兩公分不行三公分的可以了，

然後他去加大這個可不可以，這個也可以一直到這個喔，這個就不行，所以就讓它去

描述說哪時候不行呢， 那如果他說不行啊，怎麼樣三角形，你可不可以告訴我為什麼

這個可以組成三角形、這個不行，也許就是可以去引導說，這個可以拱起來，那個會

壓扁，它可能會說因為這個如果兩個東西會平掉，要扣上去會平掉，他可能會這樣

講 …我覺得你如果放棄了那個一定要三個扣條的話，這個活動本身很自然地去看到，

這個要高，這兩個要比這個長，他不一定會真的算，他會有感覺，另外一個是，因為

他最小最小的時候，你不能再短，再短就不行了，就這樣想，再短它就比它還短了，

他可能那個概念才能夠建立起來，所以兩個邊同時去建立，而不是只有一個，假如他

最短的時候，一定不能短過什麼狀況，最長的時候一定會知道，不能長過多長，我想

說也許你可以想想這樣的活動，他是不是可以建立一個抽象的觀念… 

六、結論與討論 

    從參與教師的觀點來看，他們對設計師工作坊的規劃、工作坊對他們關於模組設計

能力的培養、對他們數學教學相關知能的培養等，評鑑都是正面的，認為具有效性。從

講師的觀點來看，參與教師在模組設計能力上，關於「基」的辨識、搭配設計出能奠基

的操作活動等能力，都仍待加強。當講師的說明中包含具體實例，或能針對參與教師的

需要提供幫助時，參與教師較能據以修改其設計的模組，由此來看，參與教師可能理解

了講師的建議與想法，但他們未來是否具有能力能做類似的設計或修改，則需要進一步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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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

本計畫培養四位大學部學生進行量化資
料整理之能力

碩士生 1
本計畫培養一位碩士生進行量化資料整
理之能力

博士生 1
本計畫培養一位博士生進行質性資料分
析、整理、編碼之能力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0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與韓國學者共同主持EARCOME的working group：
Kim, D.-W. & Wang, T.-Y. (2018, one of the
coordinators of the working group). Facilitate
teacher learning through design-based mathematics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
Proceedings of the 8th ICMI-East Asia Regional
Conference on Mathematics Education, Taipei,
Taiwan, 2, 507-508.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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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
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
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2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
為限）
從數學教學實務上來說，本計畫的成果顯示，當教師需要設計有別於一般數學
課堂之外的、但能提升學生數學能力與態度之學習活動時，即使經過培訓，其
設計能力仍待改善。這呈現出此類能力培育的困難度，然而，新課綱實施在即
，其中需要教師大量展現展現其設計能力，包含規劃校本課程、設計能培養學
生素養的材料等，培訓相關能力的師培活動不可或缺。
從學術成就的角度來說，東亞許多國家與台灣同樣具有學生低數學興趣、信心
、價值的問題，本計畫相關的一篇專書文章與一篇期刊文章正在撰稿中，若能
成功發表，將能提供這些東亞國家參考，以提高臺灣的國際能見度。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就新課綱而言，每位數學老師皆需要為學校的校本課程進行設計，教師的設計
能力因此更顯重要，本計畫的研究結果可以提供教師專業發展上相關的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