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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主要是從數學的學科本質與認知學習兩面向來解析國中生在
代數運算上的困難因素，進而在數位工具的支助下，建構以國中代
數運算單元為主要內容的中學代數數位學習系統，並探討不同表徵
的呈現方式對國中生學習代數式運算律與多項式乘法等代數主題的
學習效果與作為後續數位學習系統改進及修訂之方向。主要研究結
果發現：（1）透過帶有隱喻意義的手勢展演代數式運算律的過程能
有助於學生掌握代數式運算的過程概念；（2）透過帶有隱喻意義的
手勢展演過程有助於低學習成就學生掌握代數式運算的基本概念和
演算程序（3）透過帶有隱喻意義的手勢展演過程有助於高學習成就
學生深度理解代數式運算的過程概念和遷移應用；（4）在演算程序
較為複雜的多項式乘法中，提供具隱喻意涵的操作會比用動畫展演
或圖像示意更能讓學生掌握多項式乘法的基本概念與運算；（5）對
低學習成就學生而言，透過具隱喻意涵的操作有助於他們掌握多項
式乘法的基本演算法則；（6）對高學習成就學生而言，透過具隱喻
意涵的操作有助於他們應用多項式乘法的演算法則於相關遷移題。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本計畫從數學本質與認知面向提出在進行數位
教學時的設計準則與教學策略之建議，以提供後續相關研究作為參
考。

中文關鍵詞： 代數運算, 過程概念, 動態視覺化, 體現認知, 概念隱喻

英 文 摘 要 ： This project is mainly to analyze the difficult factor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algebraic operations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the subject nature of mathematics and cognitive
learning, and then, with the support of digital tools,
construct a middle school algebraic digital learning system
with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middle school algebraic
operation unit. , And explor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representations on the learning effects of algebraic topics
such as algebraic operations and polynomial multiplication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direction for
subsequent improvements and revisions of digital learning
systems. The main findings found that: (1) The process of
performing algebraic operations through metaphorical
gestures can help students master the concept of the
process of algebraic operations; (2) The process of
performing metaphorical gestures through gestures can help
low learning Achieve students to master the basic concepts
of algebraic operations and calculation procedures (3)
Through the metaphorical gesture display process, it will
help students with high learning achievement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process concepts and transfer applications
of algebraic operations; (4) In the more complex
calculation procedures In polynomial multiplication,
providing metaphorical operations will enable students to
master the basic concepts and operations of polynomial
multiplication better than using animation or images to
illustrate; (5) For students with low learning achievement,



through metaphorical operations Operation helps them to
master the basic algorithm of polynomial multiplication;
(6) For students with high learning achievement,
metaphorical operation helps them to apply the algorithm of
polynomial multiplication to related transfer problems.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results, this project proposes
design guidelines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digital
teaching from the nature and cognition of mathematics, so
as to provide follow-up related research as a reference.

英文關鍵詞： algebraic operation, procept, dynamic visualization,
embodied cognition, conceptual metap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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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自 2020年初以來，世界各國因受 COVID-19新冠肺炎的影響，線上教學課

程成為停課不停學的應對方法。近日來國內也因疫情升溫的關係，高中以下各級

學校相繼宣布停課近一個月。大專院校則是採用遠距教學或是安排學生自主學習

來進行課程的內容。在疫情未能受到控制的情況下，數位學習平台成為學生學習

過程中取得學習資源的重要管道。然而，當前數位學習課程所面臨的困難主要來

自於數位學習資源的課程內容不甚完備以及師生因缺乏現場的教學互動，在數位

學習內容的設計上，如何布置與呈現數位學習教材能讓學生對數學概念與演算程

序產生有意義的學習，是目前數學教育研究社群與數學教學實務工作者在進行數

學數位教學時所急迫想要瞭解且欲解決的實務問題，亦是本計畫所探討的問題核

心。 

在教學現場上，許多學生對於用文數字代表一般數、未知數或是變數的代數

思維以及代數運算開始感到抽象複雜而不易與自身經驗連結產生有意義的學習。

因此即便能順利處理多項式乘法、因式分解與配方法問題的學生中，仍有不少學

生是透過記憶這些演算程序法則而成為 Skemp 所謂的工具性理解，並未理解這

些計算步驟的意義與概念。然而這些代數運算所蘊含的過程概念卻是國中代數中

的核心課程，必須讓學生在此階段順利理解，否則不利於之後一元二次方程式、

二次函數，甚至是高中數學的學習發展。換言之，如何幫助學生在學習抽象的代

數運算過程中提供他們有感的學習機會，以落實十二年國教的基本理念呢？

Dubinsky（1992）基於 Piaget的反思抽象概念發展出 APOS學習理論讓學生理解

抽象代數符號與代數運算的意義，產生有意義的學習。Dubinsky認為概念的發展

是個體經由在舊有物件上進行操作行動（action），進而將一連串的行動形成過程

（process），再經由膠囊化將過程概念化，形成物件（object），如此反覆進行，對

所要發展的概念形成相關的知識基模（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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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上，數學物件同時具有結構（概念性知識）與過程（程序性知識）兩個

核心元素，如同銅板的兩面不可分離（Sfard, 1991）。Tall（2001）同樣由此過程

物件觀點研究發展出以符號作為樞紐來整合數學物件的概念與過程，並提出過程

概念來強調整合過程與概念的重要性。以代數運算中的分配律為例，分配律除了

在闡釋數學式展開運算的概念外，亦代表逐步運算的結構與過程。在教科書或靜

態媒體上卻往往不易展現與清楚說明此過程概念。相關研究顯示學生在對代數運

算的印象大部分只停留在複雜的計算，因此如何讓學生對於代數的運算學習程有

正向的態度，體會數學不僅是符號的操弄，而是具有意義的過程概念，這是教學

實務與學術研究需要共同關心的重要議題。 

由於數學物件是抽象思維的產物，需借助外在表徵來溝通與建構數學思維。

因此，對學習者而言，表徵的選取與使用成為學生能否有效建構數學概念的重要

因素，特別是對大量運用抽象代數符號進行運算的中學代數單元更是如此。Tso

（2001）進一步指出，當學生能夠將抽象的數學思維結構具體化，用外在表徵表

示，藉由反思並操作數學概念的外在表徵，並藉以發展及應用其內在表徵，以詮

釋數學結構時，才算是對此數學概念達到深度理解。是故，釐清要提供學生什麼

樣的外在表徵才是有助於學生的認知發展以及用何種方式提供才能讓學生在代

數學習過程中產生最大效益，是本計畫在發展中學代數數位學習系統過程中所關

心且欲解決的研究議題。 

綜上所述，本計畫主要目的在設計與實作動態視覺化代數運算學習軟體，讓

中學生透過觸碰中介具體操弄代數運算以理解運算的意義，進而發展代數運算的

過程概念。本計畫從代數的學科本質意義與認知發展學習面向設計符合中學生學

習的代數運算學習系統，學生可在此環境下透過實體的觸控操作過程來體驗代數

運算的數學內涵，以及從帶有概念隱喻意義的手勢或操作表徵中掌握與熟念代數

運算的程序技能與過程概念。本計畫所發展之代數運算學習系統，將依據實徵實

驗的結果進行修正，發展形成可供國中生進行自主學習的代數運算學習模組。故

在此目的下，本計畫主要關注及解決的研究問題有下列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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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依據理論基礎與以往研究經驗實作出代數運算動態視覺化學習系

統？ 

(2) 本計畫所發展之代數運算動態視覺化學習系統對國中生學習代數運算

產生的學習效果為何？ 

(3) 如何修訂此代數運算動態視覺化學習系統並發展相關之教學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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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與理論基礎 

本計畫所發展之代數運算學習系統主要以互動式動態視覺化為設計主軸，亦

即利用科技工具在展演過程中的變化讓學生知覺物件間的關聯性。在互動式動態

視覺化此一主軸下，從數學學科本質與認知面向來架構此代數運算數位學習系統。 

一、代數運算與過程概念 

由於數學概念的形成往往伴隨著靜態物件結構與動態操作過程，猶如一枚銅

板，概念與過程是無法分離的一體兩面（Sfard, 1991）。因此，研究者從數學概念

的過程與結構的對偶性（Sfard, 1991）、過程概念（Gray & Tall, 1994）以及 APOS

理論（Dubinsky, 1991）等知識面向來探討過程－物件的發展過程與所形成的數

學物件本質。 

數學概念是抽象思維的產物，當個體在建構新的數學概念時，需先有相關的

具體經驗作為基礎，若僅以符號語言描述，對學生形成數學概念相當困難。Sfard

（1991）從數學概念發展的歷史演化與認知結構的分析指出，抽象數學概念的發

展通常會從聚焦於物件的結構性或是聚焦於過程的操作性兩種進路習得。因此，

數學概念的形成具有過程與物件的對偶性質。例如舉函數例子。換言之，抽象數

學概念的建構無法只學習程序性知識而忽略概念性知識，反之亦然。此外，Sfard

也提到大部分學生會以實際情境或相關的程序操作經驗作為新概念的發展基礎，

並經由內化（interiorization）、凝化（condensation）與物化（reification）三個階

段來理解與精熟一個概念。例如對實物進行數數進而理解正整數的概念；又或者

對自然數進行除法操作，而慢慢理解分數的概念。 

符號在過程－物件的發展歷程中，具有重要的中介功能。它不僅簡化了文字

敘述，同時也表徵運算法則。Gray和 Tall（1994）認為符號如同門軸上的樞紐，

不僅具有用以表徵過程及物件的對偶功能，且在經過心智壓縮後，會形成一個可

思考的概念表徵，Tall稱之為過程概念。Gary和 Tall認為在學習數學的過程中，

可分為前－程序（pre-procedure）、程序（procedure）、多元程序（multi-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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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process）與過程概念（procept）等五個階段，說明在運算中需要靈活地轉

換符號的意義，即強調概念與過程整合的重要性，方能逐步使概念精緻化，進而

促進數學概念的發展。 

APOS 理論是 Dubinsky 與他的同事（1991）由 Piaget 反思抽象（reflective 

abstraction）的認知觀點以及 Sfard（1991）提出數學概念包含具體操作與形式化

結構，衍伸而成的學習理論。Dubinsky（1991）認為個體的學習是透過心智結構

（mental structure）的發展來讓所學習的數學概念產生意義。概念的發展是經由

「操弄（Action）」舊有「物件（Object）」以學習新概念，經由將此概念內化

（interiorization）於心智，學習者將會省略某些操弄步驟到達「過程（Process）」

階段，最後膠囊化（encapsulation）形成新的「物件（Object）」概念，而這些物

件被系統化為一個架構後形成基模（Scheme），APOS 即為描述此概念膠囊化的

一個過程。根據 APOS理論，個體透過行動發展心智結構（mental structure）來

讓所學習的數學概念產生意義。因此，教學的目的就在於如何布置適當的活動幫

助學生建立心智結構。 

二、動態視覺化 

現今不論是探討科學或是數學的數位學習，其數位學習環境設計都傾向於利

用電腦展演（display）過程中的變化讓學習者察覺物件間的關聯性，也就是所謂

的動態視覺化（dynamic visualization），例如：動畫、影片或是互動操作等。根據

Hegarty（2004）對動態視覺化學習發表之評論，研究者統整後將動態視覺化細分

為兩類並定義如下： 

1. 無互動性動態視覺化（non-interactive dynamic visualization）： 

只能由播放、暫停觀看固定一段展演，學習者無法自行選擇何時開始或結束

展演。例如：教學影片或動畫。 

2. 互動性動態視覺化（interactive dynamic vis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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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可以經由動作讓電腦知道何時開始或結束展演。例如：學習者經由拖

曳拼圖、選擇按鈕或是填充空格等動作，讓電腦開始或結束某一段展演。 

本計畫主要針對數學之代數運算內容，設計互動性動態視覺化的數位學習軟

體。以往國內外有許多數學數位學習軟體，大致上可分為兩類：動態幾何環境

DGE（Dynamic Geometry Environment）與電腦代數系統 CAS（Computer Algebra 

System）。例如：現在市面上的 DGE 軟體有：GeoGebra、Cabri、GSP、超級畫

板……等；而 CAS的軟體有：Maple、Matlab、Mathematica等。但大多的 CAS

代數軟體使用者著重於大學生，過於複雜的操作介面不易讓中學生學習。且中小

學 CAS 代數軟體的使用大多在計算機或圖形計算機上，學生無法立即適應其複

雜的操作，故本計畫欲設計人性化的觸碰介面，讓中學生易於操作並學習數學之

代數運算。 

三、體現認知理論 

體現認知是當前認知心理學中的新興理論。體現認知理論與以往認知心理學

的主張不同處在於以往的認知心理學的主張在於個體的認知、推理學習和思考與

身體是各自獨立的系統，彼此互不干擾。以訊息處理模式為例，個體在工作記憶

區對訊息的處理與轉譯的結果並不會受外在刺激的影響。而體現認知理論則是強

調身體的行動、感知與個體的認知思維是連動的系統，亦即外在環境給予身體的

刺激可能會影響個體的認知與思考，反之亦然。Lakoff和 Núñez（2001）即認為

體現認知能對數學的認知發展與學習產生關鍵性的影響。例如數學概念中的加法

和減法即是透過語詞和添加或取走動作來延伸至數學情境下發展而成。是故，從

體現認知的觀點來看，要支助學生發展抽象的數學概念，先透過行動操作來豐富

學生相關的具體經驗，使其自然地與抽象數學概念作一對應投射，或許是可行的

數學教學進路之一。 

四、概念隱喻理論 

Lakoff 和 Johnson（1980）在《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一書中最先提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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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喻的構念。如同抽象數學使用各種不同的外在表徵來表徵抽象的數學概念，隱

喻亦是如此。在認知語言學中，隱喻係指來源領域（source domain）與目標領域

（target domain）兩個概念域的對應關係。通常來源領域會是與個體在生活經驗

中所接觸的事物，目標領域則是欲說明或表達的抽象概念。概念隱喻理論認為隱

喻即是從一個具體的概念域向一個抽象的概念域的系統映射。Lakoff 和 Johnson

在書中提到隱喻是一種工具，使人們能夠使用他們對直接身體和社會經歷的了解

來理解更抽象的事物，例如工作，時間，精神活動和情感。其理論的核心內容有：

隱喻是一種認知手段；隱喻的本質是概念性的；隱喻是跨概念域的系統映射；映

射遵循恆定原則；概念隱喻的使用是潛意識的等等。是故，概念隱喻理論反對隱

喻是語言和思想外圍的裝飾性裝置這一概念，相反，該理論認為隱喻是思想的核

心，亦是語言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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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計畫在實驗一首先探討動態視覺化對七年級學生在學習代數式運算律所

產生的影響。因此在實驗一中，以手勢動畫（手勢組）、圖像動畫（動畫組）、圖

像示意（示意組）、靜態文字（靜態組）等不同表徵呈現方式來展現代數式的運

算律與演算過程，並藉由前、後測與數學學習感受問卷來評量七年級學生在實驗

介入前後的學習成效與學習感受。 

在實驗二與實驗三中，接著探討直接操弄數學物件對學生學習多項式乘法的

影響。因此，在實驗二中，我們分成直接操作（操作組）、動畫展演（動畫組）

與圖像示意（示意組）三組不同表徵操作方式來展現多項式乘法的演算過程，同

時也藉由前、後測與數學學習感受問卷來評量八年級學生在實驗介入前後的學習

成效與學習感受。在實驗三中，我們採用同樣的實驗設計與實驗流程，但將研究

對象從原先的八年級學生換成七年級學生。 

二、研究對象 

參與本研究之實驗對象係以方便取樣方式而得。各實驗之研究對象描述如下： 

實驗一之研究對象為臺北市萬華區某國中的七年級學生，共計 163位。在取

得學生家長同意後，依據學生先前的數學段考成績分為高、低學習成就兩類並平

均分派到各組進行代數式運算律單元主題的自學。經剔除未完整參與實驗過程、

前測結果顯示受試對象已具備代數式運算律的相關知能以及學習動機低落無法

配合實驗進行等無效樣本後，實驗一的各組有效樣本人數分布情況如表3-1所列。 

表 3-1 

實驗一各組有效樣本數分布 

 整體 高學習成就 低學習成就 

手勢組 31 14 18 

動畫組 34 17 16 

示意組 32 13 18 

靜態組 33 1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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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二之研究對象為臺北市中正區某國中的八年級學生，共計 137位。在取

得學生家長同意後，依據學生先前的數學段考成績分為高、低學習成就兩類並平

均分派到各組進行多項式乘法單元主題的自學。經剔除未完整參與實驗過程、前

測結果顯示受試對象已具備多項式乘法的相關知能以及學習動機低落無法配合

實驗進行等無效樣本後，實驗二的各組有效樣本人數分布情況如表 3-2所列。 

表 3-2 

實驗二各組有效樣本數分布 

 整體 高學習成就 低學習成就 

操作組 25 12 13 

動畫組 23 10 13 

示意組 20 8 12 

實驗三之研究對象為臺北市中正區某國中的七年級學生，共計 142位。在取

得學生家長同意後，依據學生先前的數學段考成績分為高、低學習成就兩類並平

均分派到各組進行多項式乘法單元主題的自學。經剔除未完整參與實驗過程、前

測結果顯示受試對象已具備多項式乘法的相關知能以及學習動機低落無法配合

實驗進行等無效樣本後，實驗三的各組有效樣本人數分布情況如表 3-3所列。 

表 3-3 

實驗三各組有效樣本數分布 

 整體 高學習成就 低學習成就 

操作組 43 24 19 
動畫組 40 22 18 
示意組 39 23 16 

三、研究工具 

（一）代數式運算律 

實驗一採用之研究工具有代數式運算律數位學習模組以及代數式運算律評

量工具。根據自變項的不同，數位學習模組又分為手勢組、動畫組、示意組及

靜態組，如圖 3-1至 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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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手勢組 

 
圖 3-2 動畫組 

 
圖 3-3 示意組 

 
圖 3-4 靜態組 



11 

在評量工具部分，主要包含文數字表示、基本題、近遷題、遠遷題及迷思概

念題等四類問題。文數字表示是指 𝑥 × (−3) = −3𝑥 這類問題。基本題則是有 𝑥 +

𝑥 + 𝑥 + 𝑥 + 𝑥 = 5𝑥 或  3𝑥 + 2𝑦 + 5𝑥 + 𝑦 = 8𝑥 + 3𝑦 這類問題。近遷題則是如 

3𝑥 + 2𝑦 + 4𝑥 − (−3𝑦) = 7𝑥 + 5𝑦 這類除了包含基本的文數字運算外，在運算過

程中還帶有另外一個運算概念（如負數減法運算）。遠遷題則是如多項式乘法運

算 3(2𝑥 + 4𝑦) − 2(𝑥 + 2𝑦) = 4𝑥 + 8𝑦 此類問題。迷思概念則是詢問學生 3𝑥 +

2𝑦 是否等於 5𝑥𝑦 的問題。 

（二）多項式乘法 

實驗二與實驗三採用之研究工具有多項式乘法數位學習模組以及多項式乘

法評量工具。根據自變項的不同，數位學習模組又分為手勢組、動畫組與示意

組，如圖 3-5至 3-7所示。 

 

圖 3-5 操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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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動畫組 

 

圖 3-7 示意組 

在評量工具部分，前測主要包含文數字分配律、基本題 A等兩類問題。後測

則是包含基本題 A、基本題 B以及進階題等三類問題。其中，基本題 A與基本

題 B的差別在於基本題 A是指前、後測都有的題型，如一次式乘積、一次式乘

二次式、二次式乘一次式等問題，而基本題 B則是僅在後測出現的題型，如常數

項乘一次式、一次項乘二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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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驗過程 

實驗進行方式分為前測、實驗介入及後測兩大階段。前測進行時間約 20分

鐘，在完成前測後，則進行 30分鐘的實驗介入，並於實驗介入的最後請受試者

填答數學學習感受量表。最後再立即進行後測檢測實驗介入對學生產生的學習效

果。 

  



14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手勢呈現對七年級學生學習代數式運算律之影響 

表 4-1為實驗一中的四組學生在進行代數式運算律單元的前、後測答對率與

數學學習感受之敘述統計結果。從表 4-1中可知，四組學生在實驗介入前，對於

代數式運算律所需的預備知識（文數字表示）均有八成左右的答對率，且在基本

題、遷移題與概念題部分的答對率平均不到三成的答對率。針對四組學生在前測

各類問題的答對率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四組學生對於前測各類問題

的作答正確性並無顯著差異 F(3, 126) = 0.09、0.32、1.48、0.43、0.09，p值均大

於.05。此結果顯示參與實驗一的受試學生對於學習代數式運算律單元具有足夠

的預備知識且尚不熟悉代數式運算律的概念及程序運算法則，且四組學生在前測

中的學習表現相近。 

表 4-1 

七年級學生在代數式運算律單元的成就測驗表現與數學學習感受 

 手勢組（人）  動畫組（人）  示意組（人）  靜態組（人）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前測答對率            

預備知識 77.3 24.1  80.3 27.1  80.2 31.3  80.1 27.9 

基本題 24.1 25.8  29.1 24.5  26.5 18.7  24.7 21.2 

近遷移 15.6 36.9  33.3 47.9  16.1 37.4  29.4 46.2 

遠遷移 6.6 17.7  3.8 8.5  7.7 17.3  5.5 12.0 

概念 26.0 33.6  23.2 24.3  22.6 29.0  23.5 30.2 

後測答對率            

預備知識 94.5 13.4  95.5 12.8  92.3 15.7  89.0 19.9 

基本題 54.7 24.2  53.6 24.2  47.1 23.7  50.3 25.6 

近遷移 31.3 35.4  43.9 39.5  27.4 35.0  34.6 44.4 

遠遷移 16.9 24.3  12.1 14.9  10.3 20.6  11.5 15.0 

概念 47.9 32.7  44.4 33.0  40.9 34.1  36.3 33.2 

學習感受            

認知感受 4.33 .64  4.35 .53  4.17 .60  4.18 .68 

信心 4.66 .87  4.79 .82  4.58 1.09  4.44 1.19 

自我效能 4.51 .71  4.61 .68  4.28 .93  4.25 1.12 

學習策略 4.83 .71  4.89 .79  4.47 1.08  4.43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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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意 4.30 .97  4.35 .83  4.16 .91  4.19 1.07 

主動性 4.17 .77  4.18 .74  3.83 .93  3.82 1.07 

首先，從成對樣本 t檢定比較四組學生的前、後測答對率差異。結果顯示除

了示意組學生在遠遷題的前、後測答對率未具有顯著差異（t(30) = 1.47，p = .153）

外，四組學生在其他類問題的前、後測答對率均達到顯著差異之水準（t(30) = 3.91、

10.51、2.72、6.04，p = .000、.000、.011、.000；t(33) = 4.11、7.95、2.51、5.19、

4.52，p = .000、.000、.017、.000、.000；t(31) = 6.16、18.27、4.46、4.73、7.69，

ps < .001；t(32) = 4.59、13.64、2.44、4.03、7.48，p = .000、.000、.021、.000、.000）。

經過 30分鐘的實驗介入後，針對四組學生在前、後測答對率的改變進行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四組學生在預備知識、基本題、近遷題、遠遷題與概念題

上 依 序 為 F(3, 126) = 2.10 、 5.12 、 2.44 、 2.74 、 2.15 ， p 值 分 別

是 .108、.003、.072、.050、.098。經事後比較可發現：在預備知識部份，手勢組

與靜態組的答對率達邊際顯著差異之水準（p = .093 < .1）；在基本題部份，手勢

組的進步會顯著高於示意組（p = .002 < .01）且與動畫組的差距具有邊際顯著差

異水準（p = .074 < .1）；在近遷題部份，手勢組與靜態組之間具有邊際顯著差異

（p = .06 < .1）；在遠遷題部份，手勢組與示意組之間會有顯著差異（p = .045 < .05）；

在概念題部份，手勢組與動畫組均和靜態組之間具有顯著差異（p = .026, .037 

< .05）。此結果表示學生在自主學習過程中，在代數式運算律的學習材料上呈現

分配律、交換律與結合律等手勢動作有助於學生學習代數式運算律的概念與演算

法則，甚至可能強化此單元所需的預備知識（文數字表示）。此外，動畫的呈現

亦有助於提升學生對代數式運算律的概念理解。 

在數學學習感受部份，根據學生在數學學習感受問卷回報的數據結果顯示，

四組學生以自學方式學習代數式運算律單元時，其認知感受、信心、自我效能、

學習策略、情意等向度均有正面的感受（平均值大於 4）。在主動性此一向度，手

勢組與動畫組同樣具有正面感受，示意組與靜態組則是介於正面感受與負面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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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接著同樣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四組學生在數學學習感受的六

個向度上的統計量分別是 F(3, 126) = .52、.56、.29、.12、.82、.18，皆無顯著差

異（ps > .05），表示學生的數學學習感受並未因學習材料呈現方式的不同而產生

影響或改變。 

表 4-2為實驗一中的四組高學習成就學生在進行代數式運算律單元的前、後

測答對率與數學學習感受之敘述統計結果。由表 4-2中的前測答對率可知，四組

高學習成就學生在文數字表示問題的作答上，同樣有八成以上，甚至到九成左右

的正確性。而在基本題、遷移題與概念題部分，答對率雖有較高，但平均仍不到

五成。同樣針對四組高學習成就學生在前測各類問題的答對率進行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結果顯示四組高學習成就學生對於前測各類問題的作答正確性並無顯著差

異 F(3, 56) = 0.42、0.97、0.58、1.35、0.66，p值均大於.05。此結果顯示參與實驗

一的四組高學習成就學生對於學習代數式運算律單元具有足夠的預備知識且尚

不熟悉代數式運算律的概念及程序運算法則，且四組高學習成就學生在前測中的

學習表現相近。 

表 4-2 

七年級高學習成就學生在代數式運算律單元的學習成就與數學學習感受 

 手勢組（14人）  動畫組（17人）  示意組（13人）  靜態組（16人）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前測答對率            

預備知識 85.7 20.1  83.8 22.0  91.3 14.8  85.2 18.4 

基本題 35.7 28.2  36.5 22.3  36.9 18.4  33.1 19.9 

近遷移 21.4 42.6  41.2 50.7  30.8 48.0  43.8 51.2 

遠遷移 14.3 24.9  5.1 9.9  16.3 23.6  10.2 15.3 

概念 38.1 38.9  25.5 25.1  38.5 35.6  35.4 33.3 

後測答對率            

預備知識 99.1 3.3  99.3 3.0  97.1 5.5  94.5 9.1 

基本題 67.1 25.8  58.2 23.0  65.4 22.2  65.6 24.5 

近遷移 50.0 29.4  61.8 34.4  53.8 35.1  51.6 45.2 

遠遷移 33.6 27.1  21.2 13.2  24.6 26.0  21.3 15.9 

概念 57.1 35.6  49.0 35.6  53.8 42.0  50.0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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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七年級高學習成就學生在代數式運算律單元的學習成就與數學學習感受（續） 

 手勢組（14人）  動畫組（17人）  示意組（13人）  靜態組（16人）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學習感受            

認知感受 4.66 0.53  4.59 0.51  4.31 0.54  4.50 0.61 

信心 5.00 0.78  5.12 0.70  4.77 1.01  4.81 0.75 

自我效能 4.90 0.65  4.67 0.76  4.51 0.63  4.38 0.78 

學習策略 5.14 0.69  4.79 0.83  4.77 0.75  4.56 0.98 

情意 4.40 1.02  4.55 0.98  4.23 0.71  4.29 0.64 

主動性 4.31 0.86  4.46 0.85  4.08 0.87  4.00 0.80 

首先，透過成對樣本 t檢定來比較四組高學習成就學生在前、後測答對率的

差異。結果顯示除了示意組在文數字表示部份的前、後測答對率具有邊際顯著差

異外（t(12) = 2.14，p = .053 < .1），四組高學習成就學生在其他類問題的前、後

測答對率均達顯著差異之水準（ t(12) = 14.90、 3.86、 2.46、 3.21， p 

= .000、 .002、 .03、 .008； t(15) = 2.54、 5.28、 2.61、 12.56、 3.42， p 

= .023、 .000、 .02、 .000、 .004； t(13) = 2.69、12.39、5.55、11.30、4.16，p 

= .019、 .000、 .000、 .000、 .001； t(16) = 3.04、9.44、4.20、8.11、6.20，p 

= .008、.000、.001、.000、.000），表示高學習成就學生在實驗介入後，對於代數

式運算律的概念和演算程序均能有明顯的進步表現。接著同樣對四組高學習成就

學生在實驗介入後的答對率變化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四組高學習成

就學生在預備知識、基本題、近遷題、遠遷題與概念題上依序為 F(3, 56) = 1.22、

3.03、3.45、7.16、0.96，p值分別是 .32、.04、.02、.001、.42。從事後比較結果

可知：在文數字表示部份，由於高學習成就學生在前測已有相當高的答對率，四

組間可能因此產生天花板效應而未具有顯著差異；在基本題部份，手勢組學生會

顯著優於動畫組學生（p = .04 < .05）；在近遷題部份，手勢組與示意組的學生均

顯著優於靜態組學生（p = .003, .031 < .05），動畫組學生與靜態組學生之間則是

達邊際顯著差異之水準（p = .052 < .1）；在遠遷題部份，手勢組會顯著優於示意

組和靜態組（p = .042, .002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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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學學習感受部份，根據高學習成就學生在數學學習感受問卷回報的數據

結果顯示，四組高學習成就學生以自學方式學習代數式運算律單元時，其認知感

受、信心、自我效能、學習策略、情意與主動性等向度均有正面的感受（平均值

大於 4）。接著同樣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四組高學習成就學生在數

學學習感受的六個向度上的統計量分別是 F(3, 56) = 0.30、1.55、0.41、0.32、1.65、

0.70，皆無顯著差異（ps > .05），表示高學習成就學生的數學學習感受並未因學

習材料呈現方式的不同而產生影響或改變。此外，從事後比較結果發現，手勢組

的高學習成就學生在自我效能向度上會顯著高於靜態組的高學習成就學生。 

表 4-3為實驗一中的四組低學習成就學生在進行代數式運算律單元的前、後

測答對率與數學學習感受之敘述統計結果。由表 4-3中的前測答對率可知，四組

低學習成就學生在文數字表示問題的作答上有七成左右的答對率。而在基本題、

遷移題與概念題部分，答對率平均不到三成。接著對四組低學習成就學生的前測

各類問題的答對率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四組高學習成就學生對於前

測各類問題的作答正確性並無顯著差異 F(3, 66) = 0.12、0.29、0.93、0.25、0.61，

p值均大於.05。此結果顯示參與實驗一的四組低學習成就學生對於學習代數式運

算律單元尚具有基本的預備知識且尚不熟悉代數式運算律的概念及程序運算法

則，且四組低學習成就學生在前測中的學習表現相近。 

表 4-3 

七年級低學習成就學生在代數式運算律單元的學習成就與數學學習感受 

 手勢組（人）  動畫組（人）  示意組（人）  靜態組（人）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前測答對率            

預備知識 70.8 25.4  76.6 31.9  72.2 37.5  75.7 34.2 

基本題 15.0 20.1  21.3 25.0  18.9 15.3  17.2 19.9 

近遷移 11.1 32.3  25.0 44.7  5.6 23.6  16.7 38.3 

遠遷移 0.7 2.9  2.3 6.8  1.4 5.9  1.4 5.9 

概念 16.7 26.2  20.8 24.0  11.1 16.2  13.0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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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七年級低學習成就學生在代數式運算律單元的學習成就與數學學習感受（續） 

 手勢組（人）  動畫組（人）  示意組（人）  靜態組（人）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後測答對率            

預備知識 91.0 17.0  91.4 17.5  88.9 19.6  84.0 25.3 

基本題 45.0 18.2  48.8 25.3  33.9 14.2  36.7 18.1 

近遷移 16.7 33.2  25.0 36.5  8.3 19.2  19.4 38.9 

遠遷移 3.9 10.4  2.5 10.0  0.0 0.0  2.8 6.7 

概念 40.7 29.3  39.6 30.4  31.5 24.2  24.1 31.9 

學習感受            

認知感受 4.07 .61  4.09 .42  4.07 .64  3.90 .63 

信心 4.39 .85  4.44 .81  4.44 1.15  4.11 1.41 

自我效能 4.20 .62  4.54 .61  4.11 1.08  4.15 1.36 

學習策略 4.58 .65  5.00 .75  4.25 1.24  4.31 1.48 

情意 4.22 .94  4.15 .60  4.11 1.05  4.09 1.36 

主動性 4.06 .69  3.89 .47  3.66 .95  3.67 1.26 

首先，同樣先比較四組低學習成就學生在前、後測答對率的表現。根據成對

樣本 t檢定的結果顯示，四組低學習成就學生在文數字表示、基本題與概念題部

份的答對率具有顯著差異，在近遷題與遠遷題部份的答對率則無顯著差異。這表

示實驗一所設計的學習素材對四組低學習成就學生在有關代數式運算律的預備

知識（文數字表示）、基本運算以及概念理解上均有明顯的學習效果。但對近遷

移或遠遷移的問題則未能產生明顯的學習效果。接著對四組低學習成就學生在前、

後測答對率的變化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根據統計結果可知，四組低學習成就

學生在文數字表示和基本題兩部份具有顯著差異（F(3, 66) = 3.09、8.78，p 

= .04、.000），在近遷題、遠遷題與概念題三部份則無顯著差異（F(3, 66) = 0.25、

0.98、2.01，p = .86、.41、.12）。進一步從事後比較結果可以發現：在文數字部

份，手勢組的低學習成就學生在答對率的進步幅度會顯著優於靜態組的學生（p 

= .025）；在基本題部份，手勢組學生的進步幅度會顯著高於示意組和靜態組學生

（p = .000, .006 < .05），動畫組學生的進步幅度會顯著優於示意組（p = .007 < .01），

與靜態組學生則是具有邊際顯著差異之水準（p = .088 < .01）；在概念題部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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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組學生與靜態組學生具有顯著差異（p = .02 < .05）。此結果表示對低學習成就

學生而言，在學習素材中以手勢動作呈現代數式運算律有助於提升低學習成就學

生在代數式運算律的文數字表示與基本運算等基礎技能，但對於代數式運算律的

概念理解與遷移應用能力部份的學習效果則是有限。此部分仍有待後續研究探討

引入其他學習策略來幫助低學習成就學生在概念理解與遷移能力的提升，例如提

供低學習成就學生實際操作經驗以強化學生對代數式運算律的概念心像。 

在數學學習感受部份，根據低學習成就學生在數學學習感受問卷回報的數據

結果顯示，四組學生以自學方式學習代數式運算律單元時，其認知感受、信心、

自我效能、學習策略、情意等向度均有正面的感受（平均值大於 4）。在主動性此

一向度，手勢組在平均值上具有正面感受，動畫組、示意組與靜態組則是介於正

面感受與負面感受之間。由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四組學生的數學學習感受之差

異，結果顯示四組低學習成就學生在數學學習感受的六個向度上的統計量分別是

F(3, 66) = 0.30、1.55、0.41、0.32、1.65、0.70，皆無顯著差異（ps > .05），同樣

顯示低學習成就學生的數學學習感受並未因學習材料呈現方式的不同而產生影

響或改變。此外，從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動畫組的低學習成就學生在學習策略向

度上會顯著高於示意組的低學習成就學生。 

二、可操作數學物件對八年級學生學習多項式乘法之影響 

表 4-4為八年級學生在多項式乘法單元的前、後測作答表現與學習感受之

描述統計結果，從表 4-4的前測答對率可知，八年級學生對於以文數字分配律

作為預備知識及多項式乘法的基本題型（單項式乘一次式、兩個一次式乘積、

一次式與二次式乘積）的答對率均達八成至九成，顯示學生在實驗介入前，對

於多項式乘法單元所需掌握的分配律概念及基本運算具有高度的學習準備與學

習表現。針對三組學生在前測的預備知識和基本題 A的答對率進行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比較，結果顯示三組學生在預備知識和基本題 A部份的答對率並無顯著



21 

差異（F(2, 65) = 0.90、0.05，p = .41、.95）。這表示三組學生在實驗前對於多項

式乘法的預備知識及基本題的學習表現相近。 

表 4-4 

八年級學生在多項式乘法單元的學習成效與學習感受 

 操作組（25人）  動畫組（23人）  示意組（20人）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前測答對率          

預備知識 94.3 8.1  90.5 13.8  90.4 12.2  

基本題 A 86.0 21.6  84.7 19.2  84.1 21.2  

後測答對率          

基本題 A 95.8 9.7  89.6 16.3  87.6 18.7  

基本題 B 94.6 8.9  91.9 11.9  89.8 14.1  

基本題 95.3 9.2  89.8 12.4  87.9 13.8  

進階題 77.4 21.1  66.8 19.3  68.1 18.9  

學習感受          

認知感受 4.18 0.80  4.17 0.77  4.21 0.94  

信心 4.92 1.12  4.91 1.56  5.25 0.91  

自我效能 4.31 1.25  4.23 1.54  4.33 1.28  

學習策略 4.56 1.09  4.46 1.41  4.40 1.36  

情意 4.52 1.28  4.09 1.61  4.07 1.09  

主動性 4.19 1.20  3.97 1.64  3.89 1.20  

在確認三組學生在前測中的預備知識和基本題 A 的答對率部份未有顯著差

異後，接著比較三組學生在實驗介入後，對於前、後測都有的基本題 A之答對率

進行成對樣本 t檢定。結果顯示操作組和動畫組學生在後測的答對率均顯著高於

前測的答對率（t(24) = 3.44，p = .002 < .01；t(22) = 4.22，p < .001），示意組學生

在後測的答對率與前測的答對率則是具有邊際顯著差異之水準（t(19) = 2.05，p 

= .054 < .1）。此結果顯示雖然八年級學生在實驗前對於多項式乘法具有一定程度

的學習表現，但透過實際操作代數符號物件或是以動畫展演代數物件的動態運算

過程更能強化學生在多項式乘法的基本概念與演算技能。接著從三組學生在前、

後測基本題 A 的答對率差異來檢驗組別間的效果。由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

示，三組學生在基本題 A的答對率差異上具有邊際顯著差異之水準（F(2,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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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p = .093 < .1），表示不同組別的學生在基本題 A的前、後測答對率的變化

具有接近明顯不同的學習效果。經事後比較發現，操作組學生在基本題 A 的進

步幅度顯著高於示意組學生（p = .043 < .05），與動畫組學生則是具有邊際顯著差

異之水準（p = .098 < .1）。此結果顯示學生在學習多項式乘法時，實際動手操弄

代數物件的演算過程會比用箭頭符號等圖像示意方式更能幫助學生精熟多項式

乘法的基本運算。此外，從三組學生在後測基本題 B的答對率、基本題平均答對

率和進階題平均答對率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發現，三組學生在基本題平均

答對率部分具有顯著差異（F(2, 65) = 4.09，p = .03 < .05），在基本題 B和進階題

部分則未達顯著差異（F(2, 65) = 0.98、0.14，p = .38、.14）。從事後比較結果來

看，操作組學生在後測基本題的平均答對率顯著高於示意組學生（p = .025 < .05），

與動畫組學生則是在基本題和進階題的平均答對率上達邊際顯著差異之水準（p 

= .082、.07 < .1）。 

在數學學習感受部份，根據受試的八年級學生在數學學習感受問卷回報的數

據結果顯示，三組學生以自學方式學習多項式乘法單元時，其認知感受、信心、

自我效能、學習策略、情意等向度均有正面的感受（平均值大於 4）。在主動性此

一向度，操作組在平均值上具有正面感受，動畫組與示意組則是介於正面感受與

負面感受之間。由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三組學生的數學學習感受之差異，結果

顯示三組學生在數學學習感受的六個向度上的統計量分別是 F(2, 65) = 0.01、0.51、

0.03、0.09、0.85、0.31，皆無顯著差異（ps > .05），顯示受試的八年級學生在數

學學習感受上並未因學習材料呈現方式的不同而產生影響或改變。 

表 4-5為八年級高學習成就學生在多項式乘法單元的前、後測作答表現與學

習感受之描述統計結果，從表 4-5的前測答對率可知，八年級學生對於以文數字

分配律作為預備知識及多項式乘法的基本題型（單項式乘一次式、兩個一次式乘

積、一次式與二次式乘積）的答對率在九成以上，顯示學生在實驗介入前，對於

多項式乘法單元所需掌握的分配律概念及基本運算具有高度的學習準備與學習

表現。針對三組學生在前測的預備知識和基本題 A 的答對率進行單因子變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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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比較，結果顯示三組學生在預備知識和基本題 A 部份的答對率並無顯著差

異（F(2, 27) = 2.15、0.21，p = .10、.81）。這表示三組學生在實驗前對於多項式

乘法的預備知識及基本題的學習表現相近。 

表 4-5 

八年級高學習成就學生在多項式乘法單元的學習成效與學習感受 

 操作組（12人）  動畫組（10人）  示意組（8人）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前測答對率         

預備知識 98.6 1.9  96.3 3.0  96.5 4.1 

基本題 A 92.7 4.5  93.8 4.3  92.6 4.2 

後測答對率         

基本題 A 95.9 4.4  95.6 5.8  95.1 2.9 

基本題 B 98.6 3.3  96.7 5.4  95.8 5.8 

基本題 97.2 2.6  96.0 5.8  94.7 3.8 

進階題 94.8 4.5  83.1 6.4  88.4 2.4 

學習感受         

認知感受 4.25 1.01  4.45 0.76  4.00 0.81 

信心 5.17 1.27  5.60 0.70  5.38 0.92 

自我效能 4.00 1.56  4.43 1.11  4.38 1.19 

學習策略 4.50 1.40  4.65 0.91  4.06 1.24 

情意 4.14 1.59  4.27 1.27  4.04 0.95 

主動性 3.98 1.55  4.10 1.34  3.80 1.21 

在確認三組高學習成就學生在前測中的預備知識和基本題 A 的答對率部份

未有顯著差異後，接著比較三組學生在實驗介入後，對於前、後測都有的基本題

A之答對率進行成對樣本 t檢定。結果顯示三組高學習成就學生在後測的答對率

均顯著高於前測的答對率（t(11) = 3.20，p = .009 < .01；t(9) = 2.48，p = .035 < .05；

t(7) = 3.06，p = .018 < .05）。這表示高學習成就學生透過實驗二提供之數位模組

學習多項式乘法時，均能在多項式乘法的基本概念與演算技能上有顯著的進步。

接著從三組學生在前、後測基本題 A 的答對率差異來檢驗組別間的效果。由單

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三組學生在基本題 A 的答對率差異上並無顯著差異

（F(2, 27) = 0.60，p = .556），表示三組學生在不同實驗介入下，對多項式乘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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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和演算技能所產生的學習效果是相近的，並無明顯不同。此外，從三組

高學習成就學生在後測基本題 B 的答對率、基本題平均答對率和進階題平均答

對率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發現，三組高學習成就學生在進階題平均答對率

部分具有顯著差異（F(2, 27) = 13.71，p < .001），在基本題 B和基本題平均部分

則未達顯著差異（F(2, 27) = 0.98、1.27，p = .40、.31）。從事後比較結果來看，

操作組的高學習成就學生在後測進階題的平均答對率顯著高於動畫組與示意組

的高學習成就學生（p = .000, .007 < .01）。  

在數學學習感受部份，根據受試的八年級高學習成就學生在數學學習感受問

卷回報的數據結果顯示，三組高學習成就學生以自學方式學習多項式乘法單元時，

在認知感受、自我效能、學習策略、情意等向度均有正面的感受（平均值大於 4），

而在信心此一向度上均顯現非常高度的把握，平均值均在 5以上。在主動性此一

向度，則是動畫組在平均值上具有正面感受，操作組與示意組則是介於正面感受

與負面感受之間。由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三組學生的數學學習感受之差異，結

果顯示三組學生在數學學習感受的六個向度上的統計量分別是 F(2, 27) = 0.58、

0.50、0.34、0.55、0.06、0.10，皆無顯著差異（ps > .05），顯示八年級的高學習

成就學生在數學學習感受上並未因學習材料呈現方式的不同而產生影響或改變。 

表 4-6為八年級低學習成就學生在多項式乘法單元的前、後測作答表現與學

習感受之描述統計結果，從表 4-6的前測答對率可知，八年級學生對於以文數字

分配律作為預備知識的答對率均達八成以上，在多項式乘法的基本題型（單項式

乘一次式、兩個一次式乘積、一次式與二次式乘積）的答對率亦有七成以上，但

未達八成，顯示學生在實驗介入前，對於多項式乘法單元所需掌握的分配律概念

及基本運算具有高度的學習準備與基本的學習表現。針對三組學生在前測的預備

知識和基本題 A 的答對率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結果顯示三組學生在預

備知識和基本題A部份的答對率並無顯著差異（F(2, 35) = 0.38、0.02，p = .68、.98）。

這表示三組學生在實驗前對於多項式乘法的預備知識及基本題的學習表現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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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八年級低學習成就學生在多項式乘法單元的學習成效與學習感受 

 操作組（人）  動畫組（人）  示意組（人）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前測答對率         

預備知識 90.3 9.6  85.9 14.6  86.5 16.6 

基本題 79.9 28.8  77.8 23.2  78.4 26.0 

後測答對率         

基本題 A 95.6 13.1  84.9 20.3  82.6 23.1 

基本題 B 90.9 10.9  88.2 14.2  85.7 16.7 

基本題 93.6 6.0  85.0 14.1  83.3 16.2 

進階題 61.2 16.9  54.3 16.1  54.5 10.5 

學習感受         

認知感受 4.12 0.58  3.96 0.74  4.35 1.03 

信心 4.69 0.95  4.38 1.85  5.17 0.94 

自我效能 4.59 0.84  4.08 1.83  4.31 1.39 

學習策略 4.62 0.77  4.31 1.73  4.63 1.45 

情意 4.87 0.82  3.95 1.87  4.08 1.22 

主動性 4.38 0.79  3.88 1.88  3.95 1.24 

在確認三組低學習成就學生在前測中的預備知識和基本題 A 的答對率部份

未有顯著差異後，接著比較三組低學習成就學生在實驗介入後，對於前、後測都

有的基本題 A之答對率進行成對樣本 t檢定。結果顯示三組低學習成就學生在後

測的答對率均顯著高於前測的答對率（t(12) = 3.24，p = .007 < .01；t(12) = 4.16，

p = .001 < .01；t(11) = 1.48，p = .17 > .05）。這表示操作組和動畫組的低學習成就

學生透過實驗二提供之數位模組學習多項式乘法時，均能在多項式乘法的基本概

念與演算技能上有顯著的進步，但對示意組的低學習成就學生而言，則未能看到

顯著的進步效果。接著從三組低學習成就學生在前、後測基本題 A 的答對率差

異來檢驗組別間的效果。由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三組低學習成就學生在

基本題 A的答對率差異上達邊際顯著差異之水準（F(2, 35) = 3.07，p = .059），表

示三組低學習成就學生在不同實驗介入下，對多項式乘法的基本概念和演算技能

可能會造成不同的學習效果。從事後比較結果發現，操作組的低學習成就學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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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題 A的進步幅度明顯高於示意組的低學習成就學生（p = .02 < .05），與動畫

組學生則是達邊際顯著差異之水準（p = .08 < .1）。此外，從三組低學習成就學生

在後測基本題 B 的答對率、基本題平均答對率和進階題平均答對率進行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比較發現，三組低學習成就學生在基本題平均答對率部分具有顯著差

異（F(2, 35) = 2.37，p = .05），在基本題 B和進階題部分則未達顯著差異（F(2, 

35) = 0.43、0.91，p = .66、.41）。從事後比較結果來看，操作組的低學習成就學

生在後測基本題的平均答對率會與動畫組及示意組的低學習成就學生具有邊際

顯著差異（p = .05, .09 < .1）。  

在數學學習感受部份，根據受試的八年級低學習成就學生在數學學習感受問

卷回報的數據結果顯示，操作組的低學習成就學生以自學方式學習多項式乘法單

元時，在認知感受、自我效能、學習策略、情意、主動性等向度均有正面的感受

（平均值大於 4）。而動畫組與示意組的低學習成就學生則是在信心、自我效能、

學習策略等向度上具有正面感受，在認知感受、情意與主動性等向度上則是介於

正面感受與負面感受之間。由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三組低學習成就學生的數學

學習感受之差異，結果顯示三組低學習成就學生在數學學習感受的六個向度上的

統計量分別是 F(2, 35) = 0.76、1.10、0.43、0.22、1.69、0.51，皆無顯著差異（ps 

> .05），顯示八年級的低學習成就學生在數學學習感受上並未因學習材料呈現方

式的不同而產生影響或改變。 

三、可操作數學物件對七年級學生學習多項式乘法之影響 

表 4-7為七年級學生在多項式乘法單元的前、後測作答表現與學習感受之描

述統計結果，從表 4-7的前測答對率可知，七年級學生對於以文數字分配律作為

預備知識的答對率在接近六成左右，在多項式乘法的基本題型（單項式乘一次式、

兩個一次式乘積、一次式與二次式乘積）的答對率僅有兩成，顯示學生在實驗介

入前，對於多項式乘法單元所需掌握的分配律概念及基本運算僅具有接近及格的

學習準備，但對於多項式乘法的基本概念和演算程序算是相當陌生。針對三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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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前測的預備知識和基本題 A 的答對率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結果顯

示三組學生在預備知識和基本題A部份的答對率並無顯著差異（F(2, 119) = 1.08、

0.09，p = .34、.92）。這表示三組學生在實驗前對於多項式乘法的預備知識及基

本題的學習表現相近。 

表 4-7 

七年級學生在多項式乘法單元的學習成效與學習感受 

 操作組（43人）  動畫組（40人）  示意組（39人）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前測答對率         

預備知識 58.7 14.8  54.2 15.9  57.6 12.8 

基本題 21.4 20.5  22.5 20.3  20.6 18.7 

後測答對率         

基本題 A 75.6 19.5  65.2 15.1  59.7 18.7 

基本題 B 79.5 13.2  71.2 14.2  69.1 19.3 

基本題 77.1 17.4  67.5 15.5  63.3 18.1 

進階題 25.0 16.4  20.0 13.9  14.7 10.1 

學習感受         

認知感受 4.47 0.80  4.48 0.74  4.33 0.70 

信心 4.74 1.16  4.83 0.90  4.90 0.97 

自我效能 4.64 0.77  4.60 0.99  4.69 0.85 

學習策略 4.87 0.79  4.74 1.01  4.87 0.59 

情意 4.43 1.01  4.42 1.23  4.62 1.07 

主動性 4.07 0.91  4.04 1.07  4.33 0.92 

在確認三組學生在前測中的預備知識和基本題 A 的答對率部份未有顯著差

異後，接著比較三組學生在實驗介入後，對於前、後測都有的基本題 A之答對率

進行成對樣本 t檢定。結果顯示三組學生在後測的答對率均顯著高於前測的答對

率（t(42) =21.11，p < .001；t(39) = 19.29，p < .001；t(38) = 17.10，p < .001）。這

表示三組七年級學生透過實驗三提供之數位模組學習多項式乘法時，均能在多項

式乘法的基本概念與演算技能上有顯著的進步。接著從三組學生在前、後測基本

題 A 的答對率差異來檢驗組別間的效果。由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三組

學生在基本題 A的答對率差異上達顯著差異之水準（F(2, 119) = 11.13，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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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三組學生在不同實驗介入下，對多項式乘法的基本概念和演算技能學習效果

具有明顯不同的學習效果。從事後比較結果發現，操作組學生在基本題 A 的進

步幅度明顯高於示意組學生（p < .001）和動畫組學生（p = .001 < .01）。此外，

從三組學生在後測基本題 B 的答對率、基本題平均答對率和進階題平均答對率

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發現，三組學生在基本題 B、基本題平均及進階題的

答對率上均具有顯著差異（F(2, 119) = 5.60、7.07、5.67，p = .005、.001、.003），

表示三組學生在後測的基本題 B、基本題平均以及進階題部分的學習成效會因為

不同的實驗介入而有不同的效果。從事後比較結果來看，操作組學生在後測基本

題 B的答對率會顯著高於動畫組學生（p = .021 < .05）及示意組學生（p = .017 

< .05）。 而三組學生在後測所有基本題的答對率上，同樣發現操作組學生的答對

率顯著高於動畫組學生（p = .012 < .05）及示意組學生（p < .001）。在後測進階

題部分則是發現操作組學生在進階題的答對率顯著高於示意組學生（p = .003 

< .01）。 

在數學學習感受部份，根據受試的七年級學生在數學學習感受問卷回報的數

據結果顯示，三組學生對於採用自學方式學習多項式乘法單元時，其認知感受、

自我效能、學習策略、情意、主動性等向度均有正面的感受（平均值大於 4）。由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三組學生的數學學習感受之差異，結果顯示三組低學習成

就學生在數學學習感受的六個向度上的統計量分別是 F(2, 119) = 0.46、0.23、0.11、

0.37、0.39、1.12，皆無顯著差異（ps > .05），顯示七年級學生在數學學習感受上

並未因學習材料呈現方式的不同而產生影響或改變。 

表 4-8為七年級高學習成就學生在多項式乘法單元的前、後測作答表現與學

習感受之描述統計結果，從表 4-8的前測答對率可知，七年級的高學習成就學生

對於以文數字分配律作為預備知識的答對率平均都有六成以上，但未到七成。在

多項式乘法的基本題型（單項式乘一次式、兩個一次式乘積、一次式與二次式乘

積）的答對率僅有三成左右，顯示七年級的高學習成就學生在實驗介入前，對於

多項式乘法單元所需掌握的分配律概念及基本運算僅具有及格的學習準備，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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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多項式乘法的基本概念和演算程序算是仍算相當陌生。針對三組高學習成就學

生在前測的預備知識和基本題 A 的答對率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結果顯

示三組高學習成就學生在預備知識和基本題 A部份的答對率並無顯著差異（F(2, 

66) = 0.59、0.12，p = .56、.89）。這表示三組學生在實驗前對於多項式乘法的預

備知識及基本題的學習表現相近。 

表 4-8 

七年級高學習成就學生在多項式乘法單元的學習成效與學習感受 

 操作組（24人）  動畫組（22人）  示意組（23人）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前測答對率         

預備知識 67.1 11.6  63.8 12.0  64.1 11.1 

基本題 33.8 16.5  35.1 18.3  32.7 14.6 

後測答對率         

基本題 A 91.1 5.9  73.8 11.7  71.8 12.2 

基本題 B 89.4 5.6  80.2 9.0  82.2 8.5 

基本題 90.4 4.6  76.3 10.5  75.8 7.3 

進階題 37.9 8.3  29.6 10.3  20.5 8.8 

學習感受         

認知感受 4.68 0.74  4.66 0.73  4.41 0.66 

信心 5.17 1.09  5.00 0.98  5.17 0.83 

自我效能 4.90 0.81  4.65 1.16  4.67 0.85 

學習策略 5.15 0.77  4.82 1.12  4.89 0.56 

情意 4.58 1.06  4.58 1.33  4.71 1.01 

主動性 4.27 1.02  4.03 1.13  4.34 0.85 

在確認三組高學習成就學生在前測中的預備知識和基本題 A 的答對率部份

未有顯著差異後，接著比較三組高學習成就學生在實驗介入後，對於前、後測都

有的基本題 A之答對率進行成對樣本 t檢定。結果顯示三組高學習成就學生在後

測的答對率均顯著高於前測的答對率（t(23) = 16.13，p < .001；t(21) = 11.84，p 

< .001；t(22) = 11.95，p < .001）。這表示三組七年級學生透過實驗三提供之數位

模組學習多項式乘法時，均能在多項式乘法的基本概念與演算技能上有顯著的進

步。接著從三組學生在前、後測基本題 A的答對率差異來檢驗組別間的效果。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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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三組學生在基本題 A 的答對率差異上達顯著差異

之水準（F(2, 66) = 10.10，p < .001），表示三組學生在不同實驗介入下，對多項

式乘法的基本概念和演算技能學習效果具有明顯不同的學習效果。從事後比較結

果發現，操作組學生在基本題 A的進步幅度明顯高於示意組學生（p < .001）和

動畫組學生（p = .001 < .01）。此外，從三組學生在後測基本題 B的答對率、基

本題平均答對率和進階題平均答對率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發現，三組學生

在基本題 B、基本題平均及進階題的答對率上均具有顯著差異（F(2, 66) = 8.98、

27.16、21.25，ps < .001），表示三組學生在後測的基本題 B、基本題平均以及進

階題部分的學習成效會因為不同的實驗介入而有不同的效果。從事後比較結果來

看，操作組學生在後測基本題 B的答對率會顯著高於動畫組學生（p < .001）及

示意組學生（p = .002 < .01）。 而三組學生在後測所有基本題的答對率上，同樣

發現操作組學生的答對率顯著高於動畫組學生（p < .001）及示意組學生（p < .001）。

在後測進階題部分則是發現操作組學生在進階題的答對率顯著高於示意組學生

（p < .001）與動畫組學生（p = .003 < .01），且動畫組學生在後測進階題的答對

率顯著高於示意組學生（p = .001 < .01）。 

在數學學習感受部份，根據受試的七年級學生在數學學習感受問卷回報的數

據結果顯示，三組學生對於採用自學方式學習多項式乘法單元時，其認知感受、

自我效能、學習策略、情意、主動性等向度均有正面的感受（平均值大於 4）。由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三組學生的數學學習感受之差異，結果顯示三組低學習成

就學生在數學學習感受的六個向度上的統計量分別是 F(2, 119) = 0.99、0.23、0.52、

0.97、0.10、0.60，皆無顯著差異（ps > .05），顯示七年級學生在數學學習感受上

並未因學習材料呈現方式的不同而產生影響或改變。 

表 4-9為七年級低學習成就學生在多項式乘法單元的前、後測作答表現與學

習感受之描述統計結果，從表 4-9的前測答對率可知，七年級的低學習成就學生

對於以文數字分配律作為預備知識的答對率均不到五成。在多項式乘法的基本題

型（單項式乘一次式、兩個一次式乘積、一次式與二次式乘積）的答對率亦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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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顯示學生在實驗介入前，對於多項式乘法單元所需掌握的分配律概念及基

本運算未有足夠的學習準備，且對於多項式乘法的基本概念和演算程序亦相當陌

生。針對三組學生在前測的預備知識和基本題 A 的答對率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比較，結果顯示三組學生在預備知識和基本題 A 部份的答對率並無顯著差異

（F(2, 50) = 1.73、0.68，p = .19、.51）。這表示三組學生在實驗前對於多項式乘

法的預備知識及基本題的學習表現相近。 

表 4-9 

七年級低學習成就學生在多項式乘法單元的學習成效與學習感受 

 操作組（19人）  動畫組（18人）  示意組（16人）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前測答對率         

預備知識 48.1 11.3  42.4 11.6  48.3 8.5 

基本題 5.8 13.1  7.0 8.3  3.2 5.1 

後測答對率         

基本題 A 56.1 11.2  54.8 11.9  42.4 11.1 

基本題 B 66.8 8.1  60.2 11.3  50.2 14.0 

基本題 60.2 11.9  56.9 14.1  45.4 13.2 

進階題 8.6 5.9  8.4 7.0  6.2 4.3 

學習感受         

認知感受 4.21 0.80  4.25 0.70  4.22 0.76 

信心 4.21 1.03  4.61 0.78  4.50 1.03 

自我效能 4.32 0.58  4.54 0.77  4.73 0.89 

學習策略 4.53 0.68  4.64 0.87  4.84 0.65 

情意 4.25 0.94  4.22 1.10  4.48 1.17 

主動性 4.00 0.68  4.06 1.03  4.33 1.03 

在確認三組低學習成就學生在前測中的預備知識和基本題 A 的答對率部份

未有顯著差異後，接著比較三組低學習成就學生在實驗介入後，對於前、後測都

有的基本題 A之答對率進行成對樣本 t檢定。結果顯示三組學生在後測的答對率

均顯著高於前測的答對率（t(18) = 13.96，p < .001；t(17) = 19.08，p < .001；t(15) 

= 12.52，p < .001）。這表示三組七年級的低學習成就學生透過實驗三提供之數位

模組學習多項式乘法時，均能在多項式乘法的基本概念與演算技能上有顯著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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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接著從三組低學習成就學生在前、後測基本題 A 的答對率差異來檢驗組別

間的效果。由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三組低學習成就學生在基本題 A 的

答對率差異上達顯著差異之水準（F(2, 50) = 3.27，p = .046 < .05），表示三組低

學習成就學生在不同實驗介入下，對多項式乘法的基本概念和演算技能學習效果

具有明顯不同的學習效果。從事後比較結果發現，操作組的低學習成就學生在基

本題 A的進步幅度明顯高於示意組的低學習成就學生（p = .02 < .05）。此外，從

三組低學習成就學生在後測基本題 B 的答對率、基本題平均答對率和進階題平

均答對率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發現，三組低學習成就學生在基本題 B、基

本題平均及進階題的答對率上均具有顯著差異（F(2, 50) = 9.07、5.95，p 

= .001、.005），表示三組低學習成就學生在後測的基本題 B與基本題平均部分的

學習成效會因為不同的實驗介入而有不同的效果。在後測進階題的答對率則無顯

著差異（F(2, 50) = 0.82，p = .45）。從事後比較結果來看，操作組學生在後測基

本題 B的答對率會顯著高於示意組學生（p = .001 < .01），動畫組學生與示意組

學生在後測基本題 B的答對率則是具有邊際顯著差異（p = .08 < .1）。 而三組學

生在後測所有基本題的答對率上，同樣發現操作組學生的答對率顯著高於動畫組

學生（p = .002 < .01）及動畫組學生的答對率也顯著高於示意組學生（p = .014 

< .001）。 

在數學學習感受部份，根據受試的七年級學生在數學學習感受問卷回報的數

據結果顯示，三組學生對於採用自學方式學習多項式乘法單元時，其認知感受、

自我效能、學習策略、情意、主動性等向度均有正面的感受（平均值大於 4）。由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三組學生的數學學習感受之差異，結果顯示三組低學習成

就學生在數學學習感受的六個向度上的統計量分別是 F(2, 119) = 0.14、0.87、1.34、

0.81、0.30、1.42，皆無顯著差異（ps > .05），顯示七年級學生在數學學習感受上

並未因學習材料呈現方式的不同而產生影響或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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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從數學本質與認知面向解析國中生在代數運算與學習過程中可能產

生的困難因素在於許多學生對於以文數字符號來代表一般數、未知數或是變數的

概念經常混淆，會將文字符號視為某一特定數處理而產生代數運算上的認知困難。

事實上，代數運算中所進行的文數字運算可視為小學階段學習數的四則運算的延

伸。因此，在代數式運算律或是多項式乘法等使用大量文數字運算的單元中，對

高學習成就學生來說並不會造成太大的困難，不論是提供操作或是動畫形式呈現，

高學習成就學生都能很容易掌握這些單元的基本概念與演算程序。但在進階題或

遷移題上則是能看到手勢或操作等形式的呈現讓高學習成就學生在此類問題產

生較為顯著的學習效果。但對低學習成就學生來說，雖然手勢或操作未能顯著幫

助他們在進階或遷移題上的表現，但對他們在掌握代數運算的基本概念與演算程

序等基本題上則是能看到相對較好的學習效果。從認知面向來看，形如 (𝑎𝑥 +

𝑏)(𝑐𝑥 + 𝑑) = 𝑎𝑐𝑥 + (𝑎𝑑 + 𝑏𝑐)𝑥 + 𝑏𝑑 這類代數演算式子的呈現，在教科書等靜

態媒體上並無法有效展現其動態連續且具結構性的運算過程。本計畫透過互動式

動態視覺化（如手勢或互動操作）來提供學生可能因靜態媒體特性的侷限所造成

的訊息不足。從本計畫三個實徵實驗結果中，也都看到在數位學習材料中提供手

勢互動操作確實能有效幫助不同學習成就學生在基本題或遷移題上的學習表現。 

從本計畫的實驗結果可證實手勢互動操作能有效幫助學生掌握代數運算的

基本概念與演算法的意義，進而形成過程概念。然在三個實驗中，由於有效樣本

人數偏少，造成在進行高低學習成就分組後，各組的樣本數過少，建議在後續研

究中能擴大樣本數，以強化研究結果的信度。此外，對於演算程序較為複雜的代

數運算單元，如配方法、二次函數、一元二次方程式等單元，或是幾何單元，如

幾何推理，手勢操作能否提供類似的學習效果，有待後續研究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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