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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臺灣數學教育期刊》以發行高品質數學教育研究論文為宗旨。本期刊

支持從不同觀點探討數學教育；因此，無論是實徵性研究成果或具批判創發

思考之立場論文，只要為原創性論文均為本刊鼓勵發表之文章。本期刊為增

進論文高品質，每篇進入審查程序之文章均有一位責任編輯從中輔導協助

作者修訂，期使每位投稿者皆能在過程中獲得適當正面意見。 

數學學習是高認知需求的活動。通常經由具體經驗在心智中形成影像

基模，再以此為中介建構抽象數學物件。國中數學正是從小學具體操作轉化

成具象運算與抽象推理的學習階段。因而，國中生數學學習歷程中認知困難

及其因應的教學策略皆是急待研究與理解的議題。 

本期所刊登的三篇論文均是探討國中階段的數學教與學，分別是七年

級的代數、八年級的空間幾何與九年級的機率，值得教學研究與實務的參考。

第一篇是呂鳳琳、李健恆與蕭淑娟共同發表之「運用動態表徵強化七年級學

生理解線型函數的意義」。第二篇是由李佳竹與袁媛共同發表「不同幾何思

考層次的國中生判別正立方體透視圖邊長關係之研究」。第三篇是由單維彰、

許哲毓與陳斐卿共同發表之「以學前診測與自由擬題探討九年級學生的自

發性機率概念」。 

本期刊得以維持高品質的刊登數學教育研究論文，皆有賴於編輯與審

查委員的把持，以及臺灣數學教育研究社群的投入，特此致謝。期盼各界秉

此初衷繼續支持，踴躍賜稿。 

 

 

《臺灣數學教育期刊》主編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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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Dynamic Representations to Strengthen Understanding 

of Linear Functions among Seventh Graders 

Feng-Lin Lu 1    Kin Hang Lei 1    Shu-Chun Hsiao 2 
1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 Wanhua Junior High School, Taipei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computer-assisted learning when used by students in the seventh 

grade to learn the linear function y = mx + b. The proposed instructional approach is based on the dynamic linking of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The aim of this linking is to provide clarification of the mathematical structure of linear 

functions and the meaning of parameters m and b. We adopted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involving two classes 

from a junior high school in Taiwan. None of the students possessed prior knowledge of linear functions. The 

experiment group was exposed to linear functions within a digital learning environment, whereas the control group 

was subjected to the conventional paper and pencil approach. Results from pre-tests and post-tests reveal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both groups; however, the experiment group significantly outperformed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In fact, the experiment group obtained higher scores on a delayed posttest than on the initial posttest. 

This is a clear demonstration of the benefits of computer-assisted learning in terms of concept retention. 

Keywords: computer aided instruction, dynamic representations, linear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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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動態表徵強化七年級學生理解線型函數的意義 

呂鳳琳 1    李健恆 1    蕭淑娟 2 
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 

2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 

本研究旨在闡明七年級學生學習線型函數 y = mx + b時，電腦輔助學習對其理解線型函數意義的效果。學

習環境主要依據動態鏈結多重表徵之特色，以幫助學生釐清線型函數的數學結構與參數m和 b的意義。

研究設計是以兩班七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準實驗研究。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分別採數位學習和傳統

紙本兩種不同教學形式學習線型函數。整體而言，實驗組學生在後測與延後測的答對率均高於對照組。更

進一步來說，前、後測結果顯示不同教學形式對兩組學生在概念建構的立即效果均具有顯著幫助。此外，

由前測與延後測結果顯示，實驗組學生在延後測的答對率顯著優於對照組學生，由此可見在電腦輔助學

習中善用動態表徵有助於學生概念保留的長期效果。 

關鍵詞：電腦輔助教學、動態表徵、線型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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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Functions are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concepts in mathematics, and are generally studied 

between grades 6 and 8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2000). Numerous researchers 

(Hitt, 1998; Wilson, 1994) have investigated the difficulties students face when tasked with developing 

a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of functions. When presented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functions, it is not 

uncommon for students to form misconceptions and have difficulty in differentiating them (Leinhardt, 

Zaslavsky, & Stein, 1990). Sfard (1991) posited that mathematical concepts possess operational-

structural duality. The operational aspect of a function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computing using the 

function, whereas the structural aspect refers to sets of ordered pairs. In Taiwan, linear functions are 

often the first topic covered in the study of functions. Instruction in the use of linear functions is meant 

to develop the algorithmic and abstraction skills that form the basis of higher-level mathematics. This 

learning process does not require that students form connections with other concepts. Rather, the 

learning objectives center on understanding, analyzing, and contrasting the properties of linear functions 

using tables, graphs, and/or equations. The operational aspect of linear functions may be derived from 

tabular and/or diagrammatic processes. However, it can be challenging for beginners to develop a solid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various representations in the study of algebra. 

Moschkovich, Schoenfeld, and Arcavi (1993) posited that variables x and y and parameters m and b 

must be recognized as mathematical entities in the linear function y = mx + b. Students also have 

difficulty comprehending the initial value and variations in linear relations. Bardini and Stacey (2006) 

examined the misconceptions held by students with respect to parameters m and c in the standard form 

y = mx + c. In the current paper, we build on that work by analyzing how the representation of concepts 

affects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and retention.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Numerous researchers (Ainsworth, 2006; Even, 1998; Janvier, 1987) have described the 

effectiveness of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in facilitating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Lesh, Post, and Behr 

(1987) identified five types of representation used in mathematics and problem solving: real scripts, 

manipulative models, static pictures, spoken language, and written symbols. Translation between these 

modes of representation is importa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standing. Advances in multimedia 

technology have opened the door to numerous new types of representation. Van Labeke and Ainsworth 

(2002) used a multi-representational simulation environment to display the Lotka-Volterra model.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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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ed 8-10 representations in each unit, and the pre-test/ post-test material included domain concepts, 

interpreting specific representations, and multi-representational questions. They report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orrect answers for conceptual questions and improvements in multi-

representational understanding. Wong, Yin, Yang, and Cheng (2011) developed a computer-assisted 

learning environment with five representations of geometry proofs integrated on a single page. After 

examining the problem description and static figures, the students wer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drag 

dynamic geometric objects in order to observ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nditions and figures. Reading 

the proof tree enabled students to comprehend the process of deduction and develop a formal proof of 

the proposition. The linking of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can help to clarify concepts in the minds of 

students. Moschkovich et al. (1993) posited that the ability to move effortlessly between structural and 

operational concepts is important to developing an understanding of linear functions and their 

mathematical meaning. 

Linear functions can be presented in tabular, graphical, and algebraic forms. The underlying 

objective is to illustrat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m; however, change regularity is determined by 

parameters m and b. This means that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is relationship can be used to illustrate the 

core concept of linear function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parameters must be well understood in order 

to describe factors of variation. These mathematical representations are complex and somewhat abstract 

for novices; therefore, students require concrete representations as a knowledge base from which to 

develop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According to Dutch mathematician Hans Freudenthal, mathematics 

instruction should be based on problem situations that students can imagine or are relevant to their daily 

lives. Pierce and Stacey (2011) claimed that dynamic geometric representations make it possible to bring 

the real world into the mathematics classroom. They also designed a variety of tasks that allow students 

to move between the five forms of representation. This is meant to allow students to develop the concept 

of optimization using authentic situations and dynamic geometry-related simulations as well as 

numerical, graphical, and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 Accordingly, Bardini and Stacey (2006) identified 

context and dynamic simulations as the core representations of linear functions, thanks to their 

usefulness in mapping concepts from the real world within the world of mathematics. Students also need 

to underst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three intra-mathematical representations (Bardini & Stacey, 2006). 

Figure 1 illust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presentation of linear functions and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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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Representations of linear functions 

Multimedia applications provide considerable flexibility in the formulation of representations. True 

learning occurs when students develop internal representations of mathematical ideas by reflecting on 

the extern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same abstract structures. Thus, educators involved in the design of a 

digital learning environment should consider implementing demonstrations based on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Tso (2001) pointed out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multi-media technology in learning 

systems for mathematics can enrich existing conceptual structures, assist in the reorganization of prior 

knowledge, prompt learners to revise entrenched presuppositions and beliefs, and facilitate the creation 

of their own representations. In this study, we put together a learning environment using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that are dynamically linked. We then examin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system in 

assisting students engaged in learning linear functions. 

Design framework for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Ainsworth (2006) proposed the DeFT (Design, Functions, Tasks) framework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in a learning system. The effectiveness of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can be explained using the cognitive theory of multimedia learning (Mayer, 1997) as 

well as cognitive load theory (Sweller, van Merrienboer, & Paas, 1998). Both theories focus on the 

nature of working memory and the underlying modality-specific subsystems of limited capacity 

(Ainsworth, 2006). Ainsworth recommended that course designers and instructors pay greater attention 

to the cognitive load experienced by students when involved in learning activities based on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Sweller (2010)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element interactivity for use in analyzing the 

complexity of learning tasks and then used it to explain the various effects that cognitive load can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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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tudents. The underlying objective is to prompt learners to perform cognitive tasks while interacting 

with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It is no longer necessary to illustrate problem scenarios using concrete representations. Software 

can be used to illustrate a variety of situations and the geometric principles governing them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dynamic simulations and contextual descriptions. By dynamically linking geometric systems, 

mathematical representations can be presented in tabular, graphical, and symbolic forms in order to 

present information pertaining to parameters m and b. The primary objective in studying linear functions 

is to gain an apprecia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parameters. The organization of learning sequence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ognitive tasks that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perform.  

Situated representations are used to present objects encountered in the real world. Contextual 

descriptions and dynamic simulations complement one another in helping students to translate situations 

into mathematical forms (mathematization). Numerical representations express a discrete image of 

linear functions. Graphical representations present a continuous picture aimed at eliciting a sense of 

variation. Algebraic representations present global situations using mathematical symbols. All of these 

mathematical representations are constrained by parameters m and b. It is by means of the 

complementary functions and constraining functions that learners come to understand and construct 

translations between mathematical representations. 

Previous findings 

Yerushalmy and Schwartz (1993) insisted that graphic representations should be presented after 

numerical and symbolic manipulations, due to the difficulties involved in relating a formula to its graph. 

Moschkovich et al. (1993) claimed that students should not regard the predetermined values of m and 

b as parameters or y = mx + b as an object, as this would interfere with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s 

played by each of the elements when dealing with problems involving a linear function. Bardini and 

Stacey (2006) and Rubio, del Castillo, del Valle, and Gallardo (2008) used realistic problems to guide 

students through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m and b. Their analysis revealed that many students disregard 

the value of b or mistake b as a starting value, rather than a fixed value. Bardini and Stacey (2006) also 

discovered that students can be confused when the values of m and b vary in contextual situations. These 

findings make it clear that m and b should be linked using a variety of representations when studying 

linear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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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tudy 

Bardini and Stacey (2006) designed a learning environment that features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based on graphing calculators. They also developed a series of tasks based on real-world situations to 

facilitate discussions pertaining to the properties of linear functions. In this study, we designed a learning 

environment that features dynamically-linked representations, which were made interactive via 

JavaScript using the software package GeoGebra. The cognitive tasks that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perform were derived from real-world situations. Students must comprehend the context of the problem, 

solve the first task related to a single mathematic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n translate their approach to 

other problems in a progressive series of exercises. We also conducted experiments aimed at elucidating 

the degree to which students comprehend the meaning of parameters m and b as well as their retention 

of the concepts when retested several months after completion of lessons. 

Methods 

Experiment design 

An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proposed learning environment could help 

students to learn the basics of linear functions, including the co-variation of variables x and y, and the 

meaning of parameters m and b. We adopted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was 

the approach to instruction (dynamic learning environment vs. conventional paper-pencil instruction), 

and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post-test and delayed post-test scores indicating the students’ 

intellectual grasp of parameters m and b as well as their total score. The pre-test score was the co-variate. 

Table 1 presents the experiment design employed in this study. 

Table 1 

The experiment design in this study 

 

Pre-test Intervention Post-test 

Delayed 

post-test 

Experiment group T1 dynamic learning environment T3 T5 

Control group T2 conventional paper-pencil approach T4 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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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s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we recruited 59 students in the seventh grade from two classes in a 

public school in Taipei, Taiwan. The two instructional approache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two 

classes. One class (N = 29) was instructed within a dynamic learning environment, whereas the other 

class (N = 30) was taught using a conventional paper-and-pencil approach. Both groups were taught by 

the same teacher using same learning activities within the same time-frame.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activities 

The dynamic mathematics software GeoGebra was used to create an inter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featuring multiple dynamic representations. Table 2 summarizes the main features of each 

representation. The proposed learning environment allows the selection of any number of different 

representations, and the quantities and graphs are dynamically linked. Figure 2 presents a screenshot 

showing the overall learning environment. Three tasks were designed for use in instruction. 

Table 2 

Five dimensions of m and b 

  m b 

Situated 

representations 

Context Meaning of m in real-world 

situation 

Meaning of b in real-world 

situation 

Dynamic 

simulation 

Change in volume in water tank 

when water is added 

Initial condition of the water 

tank 

Intra - 

mathematical 

representations 

Table Ratio of Δy / Δx Value of y when x=0 

Graph Gradient of the graph of 

y = mx + b 

y-intercept of the graph of 

y = mx + b 

Formula Coefficient of x in y = mx + b Constant term of y = mx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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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The screenshot above was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Figure 2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teaching linear functions 

Activities were presented in the form of workshee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aught with using 

computers in computer room, whereas the control group was taught using a whiteboard and markers in 

a classroom. All students were taught by the same teacher. Task 1 presents the initial value and variations 

from a real-world situation aimed at illustrating the meaning of parameters m and b. Students were then 

assigned task activities involving the development of tabular, graphical, and algebraic representations. 

This task featured four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same real-world situation. Activity 1-1 illustrates 

variations in m and the initial value of b in situated representations. Activity 1-2 illustrates the meaning 

of parameters m and b within a tabular representation. The underlying objective was to enable students 

to express the parameters of situated representations in tabular form. Activity 1-3 illustrates the meaning 

of parameters m and b within algebraic representations. The underlying objective was to enable students 

to learn about coefficient m of term x and the constant value b. Activity 1-4 illustrates the meaning of 

parameters m and b within graphic representations. Figure 3 presents a number of example learning 

activities associated with Tas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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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Example learning activities in Task 1 

In Task 2, students were instructed to change a given linear function formula (y = mx + b) into a 

corresponding table and graph. The adjustability of the m and b values was meant to clarify the meaning 

of the parameters in the tabular and graphical representations. In Task 3, students were presented with 

graphical representations of real-world situations. Students manipulated the elements of the graph in 

order to observe variations in m and b, and in so doing integrate the meaning of the various 

representations. The activities were designed to elucidate the meaning and structures of linear functions 

by having students translate among the various representations. 

Measurements 

To characterize the impact of the proposed dynamic learning environment on learning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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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drew up a series of mathematical problems that would indicate whether the students grasped the 

concepts associated with linear functions. The problems were organized according to purpose. We first 

evaluated th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co-variation (x and y) and the meaning of the parameters (m 

and b). We then evaluated the students’ ability to translate among representations. The test included a 

total of 18 questions divided into 3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included 4 questions on the meaning of 

parameter m using the various representations (context, table, graph, and formula). For example, the 

students would be shown the formula y = f(x) = 4x – 7 and asked to derive the value of parameter m. 

The second section included 4 questions on the meaning of parameter b using the various representations. 

For example, the students would be shown the formula y = f(x) = 4x – 7 and asked to derive the value of 

parameter b. The third component included 10 questions involving the coordin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representations. Students were asked to make algebraic generalizations based on a given graph or other 

representation. Students were also required to formulate their own translations among the various 

representation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retest reliability was assessed according to internal consistency. We obtained the following 

Cronbach’s α values: parameter m (0.90), parameter b (0.91), and total score (0.92). The tests were also 

evaluated in terms of content validity. The test questions were drawn up and revised by one 

mathematician, two mathematics educators, and one in-service mathematics teacher. 

Scoring 

Each item on the test was scored as follows: 0 (omitted or wrong response) or 1 point (correct 

answer). Thus, the maximum score for parameter m and parameter b and the comprehension of linear 

functions was 18 points. 

Procedure 

Prior to the experiment, pre-test scores were obtained from both groups of students. The experiment 

group underwent instruction using the proposed dynamic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the control group 

underwent instruction using a conventional paper-pencil approach. Both groups underwent instruction 

in two 45-min sessions from the same mathematics teacher. The students took a post-test on the day 

after completion of the experiment. Approximately 10 weeks after completion of the experiment, the 

students took a delayed post-test using the same content that was used in the post-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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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able 3 presents the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in the pre-test, post-test, and delayed post-test 

scores in the experiment and control groups. Prior to the experiment, the students in the two groups had 

similar background knowledge pertaining to linear functions and the associated parameters. Nonetheless, 

in the pre-test, the mean scores of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ligh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experiment 

group. The results of two-sample independent t-tests failed to reveal 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roups (t(57) = 0.11, 0.86 and 0.80) in terms of the scores for parameter m, b, or the total score (ps 

>.05)). 

Table 3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for scores obtained on pre-test, post-test and delayed post-test 

  Parameter m Parameter b Total 

Group Time M SD M SD M SD 

Experimental 

(N = 29) 

Pre-test 2.03 1.21 2.48 1.27  9.97 4.70 

Post-test 3.34 0.81 3.10 1.08 13.72 4.37 

Delayed Post-test 3.45 0.91 3.28 1.00 14.31 4.22 

Control 

(N = 30) 

Pre-test 2.00 1.26 2.17 1.53  8.87 5.81 

Post-test 2.87 1.31 2.97 1.33 12.33 5.70 

Delayed Post-test 2.37 1.19 2.57 1.48 11.13 5.89 

Both of the instructional methods were shown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on of linear functions 

and their parameters. However, on the delayed post-test, the scores in the experiment group presented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compared to the post-test results), whereas the scores in the control group 

dropped. This interesting finding prompted us to exa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wo methods in greater 

detail. 

Learning effects on post-test 

In this section, we compare the two approaches to i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arning 

effects. We employed the pre-test scores as covariates and applied one-way ANCOVA to the post-test 

scores. Prior to the ANCOVA analysis, it was observed that the scores for parameter m clearly violated 

the homogeneity of the within-class regression coefficient: F(1, 29) = 4.42, p < .05. The scores for 

parameter b and the total scores met this basic assumption: F(1, 29) = 1.10, 1.15; p = .30, .29. We 

therefore applied the Johnson-Neyman method in our examination of results pertaining to the meaning 



  13 

of parameter m. The scores for parameter b and the total scores were also analyzed using one-way 

ANCOVA. 

Figure 4 presents the regression intersection point a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oint for the post-test 

scores pertaining to parameter m, which did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among the students who obtained 

pre-test scores between 2.06 and 4. Among students with pre-test scores below 2.06, those in the 

experiment group achieved higher post-test scores than did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is means that 

the dynamic learning environment was particularly beneficial in helping students with low pre-test 

scores to comprehend the meaning of parameter m. 

 

Figure 4  Regression lines pertaining to test scores for the meaning of parameter m: experiment and 

control groups 

Even after accounting for differences in pre-test scores, we did not observ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erms of scores for parameter b or total scores: F(1, 57) = 0.01, 0.46; p = 

0.91, 0.50. This means that the two approaches to instruction are similar in terms of their usefulness in 

clarifying the meaning of parameter b and overall comprehension. 

Retention effects on delayed post-test 

The pre-test scores were used as covariates and one-way ANCOVA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scores 

obtained on the delayed post-test. The homogeneity of within-class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scores for parameters m and b as well as the total score. The scores for parameter m, 

parameter b, and the total score met this basic assumption, as follows: F(1, 29) = 3.75 (m), 2.45 (b),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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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p = .06 (m), .12 (b), .29 (total). After excluding the scores for parameter m in the pre-test, we 

observe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in terms of the scores for parameter m in the 

delayed posttest (p < .001, η2 = .225).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in terms of the scores for 

parameter b and the total scores also reached the level of significance (ps < .05, η2 = .096, .085). This 

means that dynamically-linked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are superior to conventional paper-pencil 

methods in terms of knowledge retention with regard to linear functions and the meaning of the 

associated parameters. 

Summary and Discussion 

Our results obtained from pre-tests and post-tests revealed that dynamically-linked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and conventional paper-pencil instruction are both effective in conveying the meaning 

of linear functions. Following completion of instruction, the students in both of the groups wer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concept of linear functions as well as the meaning of the associated parameters. 

These methods also proved effective in reinforcing the students’ ability to construct equations and 

translations among the various representations. Dynamically-linked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proved 

particularly beneficial for lower-level students struggling with the meaning of parameter m. 

Furthermore, students who were presented with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also exhibited superior learning 

effects and retention. For example, in the delayed post-test, the experiment group present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over their scores in the post-test, while maintaining their performance in algebraic and 

tabular representation. In contrast, th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made by the control group in algebraic 

and tabular representations were largely lost by the time they took the delayed posttest. 

Sweller (2010) claimed that the simultaneous processing of different representations in working 

memory can promote interactivity among elements. In cases where students are unable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parameter m, subsequent learning is likely to be hindered by cognitive overload. 

However, in cases where students ar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parameter m, element 

interactivity is reduced, which frees up cognitive resources, thereby making it easier for the student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various representations. This means that dynamically linking the 

various representations makes it possible for students to focus on the variations between representations. 

Conventional paper-pencil instruction methods make it more difficult to observe variations between 

representations. Thus, students who undergo conventional instruction are less likely to develop a solid 

understanding of the associated parameters or develop the skills required to translate betwe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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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ation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dynamically-linked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make it easier to 

grasp the meaning of parameter m, thanks to the multi-faceted representation in contextual, tabular, 

graphical, and/or algebraic forms. Conventional paper-pencil instruction allows for representation using 

only tabular and/or algebraic forms. 

We also found that students who were presented with dynamically-linked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were able to reta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linear functions and the meaning of parameters for at least two 

months. Students taught using conventional paper-pencil instruction retained little of what they learned. 

This wa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parameter m. It is crucial that students grasp the 

mathematical structure of parameter m in order to fully comprehend its meaning; however, this is no 

doubt a complex task. Students need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units, such as ∆x and ∆y, and also to 

deal with formulations among the elements; i.e., m = ∆y/∆x. Moreover, due to the dynamic nature of 

parameter m, many students who are not presented with a proper schema would be unable to grasp its 

invariance. Students with multiple elements interacting in their working memory would be more likely 

to gain insight into this fact. This type of insight requires high-level element interactivity, which imposes 

a higher cognitive load. One’s working memory is often unable to deal with the demands placed on it 

when performing learning tasks that involve a high degree of interactivity among conceptual and 

procedural elements. This can greatly interfere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cognitive structures (Sweller 

2010). 

We found that the presentation of dynamically-linked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can help students to 

construct the meaning of parameter m under a variety of representations, while simultaneously linking 

the representations to attain deeper understanding.  

The means by which dynamically-linked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assist students in translating 

representations has yet to be fully elucidated. Furthermore, the learning effects afforded by these 

methods require further exploration. In the future, our research will focus on identifying the modes of 

representation that are best-suited to grasping the meaning of parameters m and b. We will also be 

applying these methods to the analysis of topics that involve mathematical structures of greater 

complexity, such as quadratic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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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explored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solving questions related to a cube represented in a plane and discu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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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幾何問題的解題過程中，學習者常常需要在腦海中建構或操作相關的幾何心像，在這個

過程中，學習者可能會出現錯覺中的「錯視」現象。「錯視」是指經由眼睛產生的錯覺，通常發

生在視網膜接收到外界刺激後把訊息傳給中樞神經的過程，使視知覺對訊息的判斷與原本的認

知產生誤差。因此，錯視圖形所傳達的並非真實的訊息或造形的本質。如圖 1(a)，圖中所展現的

是一個正立方體的透視圖，當學生看到圖形時，可能因為看到圖形呈現長度上的差異，而認為

FG 比 DH 還要長；若將同一正立方體旋轉後再次呈現如圖 1(b)，則本來認為 FG 比 DH 還要

長的學生，可能會因此認為 FG 比 DH 還要短。這顯示學生在面對平面中呈現的立體圖形時，

會因圖形呈現方式的不同而出現錯視現象，因此有了不同的判別結果。 

 

圖 1  正立方體旋轉前後透視圖 

荷蘭數學教育家范希樂（Van Hiele）夫婦在 1957 年根據完形心理學的結構論及皮亞傑的認

知發展理論，研究學生幾何思考層次的發展，共同提出學生在幾何概念學習上的五個發展層次，

分別稱為：視覺的層次（Visualisation）、描述的層次（Analysis）、理論的層次（Informal deduction）、

形式邏輯的層次（deduction）以及邏輯法則本質的層次（Rigor），各層次的幾何思考特徵（Van 

Hiele, 1986）如表 1 說明。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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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Van Hiele幾何思考層次特徵 

層次 特徵 

層次 0：視覺的層次（visualisation） 學生透過圖形外觀辨識圖形，解題策略是基於

直觀而非推理。 

層次 1：描述的層次（analysis） 學生透過圖形的性質辨識圖形，能說出及分析

圖形的性質，但無法說出這些性質間的關係。 

層次 2：理論的層次（informal deduction） 學生能確認一個概念成立的充份與必要條件，

能了解圖形的定義並對推理結果進行非正式的

論證。 

層次 3：形式邏輯的層次（deduction） 學生能在一個公理系統內建立理論，並能了解

一個定理的充份必要條件。 

層次 4：邏輯法則本質的層次（rigor） 學生能了解不同幾何系統的關係，並進行比

較、分析及論證。 

但 Van Hiele 的幾何思考層次理論，主要值基於平面幾何系統的研究，Gutiérrez（1992）後

來延伸 Van Hiele 的幾何思考層次理論，並以 Van Hiele 層次為基礎去分析學生在比較與移動立

體形體的解題行為。他的研究發現，處在 Van Hiele 幾何思考的前兩個層次，學生對問題的反應

主要值基於對立體形體的視覺觀察結果，而在第三層次之後，學生才能進行非正式的論證及推

理。由於過去針對學生立體幾何思層次所做的研究，並未有像 Van Hiele 等人發展出適當的評估

工具，因此在立體幾何思考的研究也多依據 Van Hiele 的層次論去進行探討居多。故本研究認為，

在面對前述各種不同的立體形體透視圖時，不同幾何思考層次的學生會因思考特徵的不同，而

出現解題表現上的不同，此成為本研究的動機。 

另一方面，Kondo（2015）在其研究中，以 93 位國小五、六年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

國小學生對立體幾何圖形的推理表現，他的研究發現，當正立方體以平面表徵呈現時，只有約

一半的六年級學生能正確判讀正立方體透視圖邊長間之關係，且很明顯地學生的判斷易受圖形

的平面表徵所影響，但他的研究並未基於學生的幾何思考層次給予進一步的論述。因此，本研

究除了以 Kondo 的研究為基礎，探討國中學生的解題表現外，並進一步探討學生判讀正立方體

透視圖邊長關係的能力是否與其幾何思考層次有關。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依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學生判別正立方體透視圖邊長關係之表現情形，

並進一步探討其解題表現是否與 Van Hiele 理論層次有關。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主要探

討下列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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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中學生判別平面中呈現正立方體透視圖邊長關係之表現情形為何？ 

二、不同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的國中學生，對於平面中呈現正立方體透視圖邊長關係的判別

情形是否有顯著差異？ 

貳、文獻探討 

一、影響學生判讀立體圖形的因素 

生活中各種事物的結構千變萬化，不管是在二維或三維空間上的呈現，其基礎皆是在二維

平面上表現。學習者在學習幾何時，通常會先經由視覺的接觸，將形體在二維平面上的表現投

射至其腦海中形成心像，當心像中的圖形性質經由進一步的邏輯分析與討論，這些性質關係將

逐漸形成語意表徵。而在腦海中建構及操作相關的心像是學習幾何時經常需要的，這可視為一

種空間能力，這種空間能力又可分為空間視覺化與空間定位兩類，且在空間視覺化的過程中，

錯視為較常出現的學習現象。因此，以下將就「錯視」與「空間定位」進行探究。 

（一）錯視 

由於點構成線、線構成面、面構成體，因此要了解物體形狀及大小的表現，必須先具備點、

線、面、體的概念。而經由物體表面上的各點反射出來的光線，投射到一個平面上所構成的像，

稱為此物體的「投影」（王照明，1997）。簡而言之，投影是將立體空間的圖形表現在平面空間

上。 

人類的視覺作用，是由視網膜上二維空間的成像獲取三維空間的訊息，在三維空間投射到

二維平面的過程中，將是一種遺漏訊息的轉換過程，因此，大腦需要透過某些線索，來彌補探

索空間深度的立體（深度）知覺時所需之訊息（洪明顯，2014）。錯覺是指外界的物質現象與內

在的心理現象產生差異的知覺歷程，即個人由感覺經驗所得之物象與實際物象互異的現象（三

民書局新辭典編纂委員會，2000）。因感覺來源的不同，錯覺有錯視、錯聽、錯觸等區別。在幾

何的學習與解題過程中，學習者經常需要在腦海中建構及操作相關的心像，在這過程中，學習

者可能會出現錯覺中的「錯視」現象。而「錯視」是指經由視覺（眼睛）而產生的錯覺，通常發

生在視網膜接收到外界刺激後把訊息傳給中樞神經的過程時，視知覺對訊息的判斷與原本的認

知產生誤差，例如：大小、移動、形態、長度、恆常、明度、位置等誤差，造成視覺心理的不安

定。 

綜而言之，錯視即造形心理學上形的辨識，而錯視圖形所傳達的並非真實的訊息或圖形的

本質，這將使學習者無法正確判讀平面所呈現的立體圖形組成要素之間的關係。 

（二）空間定位 

學習者在學習立體幾何時，必須具備一些想像力或藉助立體模型教具來了解其在空間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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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位置。因此對一般缺乏訓練的學習者而言，要了解形體中組成要素間的相對位置及特性，

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研究指出，當立體圖形呈現在二維平面時，這立體與平面之間的轉換，

立體圖形上的直角與邊長位置的轉換，都會造成學生學習時的盲點（程柏豪，2006）。Parzysz（1988）

曾指出立體圖形的平面表徵在幾何的教學中可能會給學生帶來學習困擾，且會對學習者產生不

同的影響，例如學習者不僅喜歡平行透視（其中平行線被繪製為平行線），他們更喜歡斜向平行

透視（即正立方體是以一個面作為正方形來繪製），如圖 2，然而這種表現方式會讓特定的幾何

關係看起來是明顯的，而使學生產生模稜兩可的理解，妨礙了幾何推理以最適當的方式發展。 

 

圖 2  正立方體的斜向平行透視圖 

在學習與解題的過程中，學習者在腦海中建構及操作相關的心像可視為一種空間能力，左

台益與梁勇能（2001）曾提到空間能力是以知覺為基礎的心像表徵，在概念基模中存取外界空

間的訊息至工作記憶區進行心像的運作，而此空間心像的形成及運作與其幾何思維的推理交互

影響。學生在學習幾何概念時，需要辨識幾何圖形、探索結構間的關係及其所蘊含的幾何性質，

顯示學生空間能力與幾何學習的交互影響性。因此，二維平面與三維空間互相轉換的空間能力，

在幾何學習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即在二維平面表徵中，建構與處理三維空間心像的能力，

對立體幾何的學習是必要且重要的。 

王學武、蔡佳穎、陳宜均與賴蕙慈（2011）實際訪談國小教師後發現，教師認為現在學生的

空間能力普遍不佳，而傳統教材以平面來呈現立體圖形，對於空間能力較差的學生而言，難以

想像圖形背後「看不見」的部份；洪明顯（2014）提到，由於「觀察視角的差異性」，學生在學

習繪製正投影視圖時，容易對紙張上的空間知覺與現實的視覺知覺感到困惑而產生學習恐懼；

鄭美玲與陳光勳（2015）在其研究提到，空間關係的視覺化及推理能力是相當重要的，例如當

立體圖形呈現在二維平面時，常常有許多學生因為忽略了看不到的面（即物體的隱藏面），而在

學習上產生了困難和盲點；王毓婕與陳光勳（2016）探討二年級學生以 Cabri 3D 幾何軟體與實

體積木融入空間旋轉概念教學之後，發現多數學生會先以直觀的方式做判斷，找出整體結構類

似的立方塊，接下來大多會使用心像旋轉的解題策略來確認答案，並再以整體或是切割立方連

塊、進行分析比對來做確認，也有部分學生以直觀方式做判別後，並未做心像旋轉，因此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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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容易出現鏡射形體迷思。 

綜上所述，學習者在面對立體圖形的平面表徵時，受錯視及空間定位的影響很大。當視覺

感官接受訊息後，若受錯視的影響，學習者將無法正確判讀平面所呈現的立體圖形之元素關係，

而陷入「眼見為憑」的假象之中，形成錯誤的判斷，或進一步形成錯誤的心像，在進行操弄後而

形成錯誤的判斷。因此，學習者在判別立體形體透視圖的困難是否與學習者的幾何思考方式有

關，成為本研究的一個探究方向。 

二、立體幾何能力與學生的立體幾何思維 

Pittalis、Mousoulides 與 Christou（2010）根據相關文獻整理有關立體幾何能力（3D Geometry 

Ability）的研究，發現目前研究的內容多在探討與學校課程有關的學生能力，他將這些研究所探

討的立體空間能力區分為五大類：畫出立體形體的能力、辨識及建構展開圖的能力、計數立體

積木數的能力、辨識立體形體的屬性（properties）及比較立體圖形、計算立體圖形的體積及面

積。由於學校教科書多以平面表徵立體形體，學生較少有機會自行將立體形體繪製出來，因此

學生會有錯誤解讀平面表徵圖的現象（Parzysz, 1988）。Battista（1999）也指出，有關立體幾何

學習內容一直為學校數學課程所忽視，即使有學生也只限於在平面表徵下進行探索，因此目前

針對學生的立體幾何思維，我們所知仍不多。 

過去針對平面幾何系統的研究，主要值基於 Van Hiele 的幾何思考層次理論（Lawrie, Pegg 

& Gutiérrez, 2000），該理論提出學生幾何思考發展的階段論，因為該理論並未涉及學生立體幾何

思維的探討，因此後續有一些學者以這些層次為基礎，將 Van Hiele 的理論拓展至立體幾何思維

的層次，即在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的各階段加上立體幾何思維的特徵。例如，在 Van Hiele 提

出幾何思考層次之後，Hoffer（1981）首先嘗試針對立體幾何進行幾何思考層次的分析研究，他

的研究描述了幾種幾何技能（視覺、語言、繪圖、邏輯和應用技能），並對每個技能和 Van Hiele

的五個層次作呼應。這個研究雖然提供了一些例子加以說明，但沒有像 Van Hiele 層次的分析一

樣給予各層次立體幾何思維的具體說明。 

Gutiérrez（1992）則在給予學生立體形體的比較與移動活動中，分析學生的解題行為，並進

一步將這些行為表現對應至 Van Hiele 的幾何思考層次。他指出在第一個層次，學生從一個整體

的觀點（global perception）去比較立體形體，能看到形體的形狀及特定組成元素，如面、邊及頂

點，但未能注意到像角、邊長及平行等性質，當這些數學的特徵出現在他們的答案中時，只是

視覺的結果；在第二個層次，學生仍停留在整體的觀點去比較立體形體或元素，但能從觀察或

立體形體的名字去檢驗單一的數學性質差異，例如：能比較一個形體中兩個角度的大小，但他

們的說明仍是基於觀察；第三層次的學生能分析立體形體及其元素，他們的回答能針對單一的

數學性質進行非正式的論證，而這些性質可能是經由觀察形體表徵而來，或經由先前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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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層次的學生能不透過操弄進行分析，他們的推理是值基於立體形體或元素的數學結構，

甚至能經由定義或其它的性質推導出另外的性質。在其研究中，指出立體幾何的教學或學習涉

及空間能力，特別是空間可視化能力的發展程度，會影響學生在立體幾何的學習成就。在

Gutiérrez 提出在空間可視化領域中對應 Van Hiele 層次的立體幾何思維的行為描述後，較少有人

再基於 Van Hiele 層次來研究立體幾何，唯有在 Gutiérrez、Pegg 與 Lawrie（2004）後續的研究

中，他們調查學生的思考層次和涉及棱鏡問題的證明能力，其結果顯示較低層次的表徵為基於

圖紙的簡單描繪，而在較高層次的學生才開始使用更多的推理分析。 

近年來，Kondo（2015）在其研究中，以 93 位國小五、六年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國

小學生對立體幾何圖形的推理表現，他比較了作答情形並分析學生所選的錯誤答案，他將學生

的解釋歸類為以下五個類別：（1）沒有回應；（2）解釋結果是根據圖形的外觀或測量；（3）解釋

中並未說明他們判斷結果的理由；（4）解釋中說明了一些判斷結果的理由（然而，它是不恰當

的或不足的）；（5）解釋中說明了一個正立方體和／或一個正方形某些性質作為判斷結果的理由。

他的研究發現，當立體形體以平面表徵呈現時，只有約一半的六年級學生能正確判讀圖形中的

邊長關係，且很明顯地學生的判斷易受圖形的平面表徵所影響，但他的研究並未基於學生的幾

何思考層次給予進一步的論述。 

目前，在學生幾何思維的層次判定上已有 Usiskin（1982）發展出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測

驗工具，且多數研究者針對學生立體幾何思考層次的研究也都值基於 Van Hiele 的理論。例如：

過去 Gutiérrez 的研究是以 Van Hiele 的幾何思考層次為基礎，加上各層次學生的立體幾何思考

特徵，顯見學生的立體幾何思維也有層次之分，並可和 Van Hiele 的理論層次有所呼應。另一方

面，由於 Kondo 只做小學生表現的調查研究，因此本研究和 Kondo 的不同，在於本研究進一步

想探討這個能力和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的關係，且因為國中生的發展層次可到層次三，故取

國中生為研究對象。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方便取樣方式，選取新北市土城區一所國中的學生為研究對象。該校位於工業區

中，全校約五十班，屬於中型學校，70%的學生家長之社經背景為基層勞工，有 30%的學生來自

弱勢家庭。學校為常態編班，但實施英文及數學領域的分組教學，約有一半的學生有數學學習

上的困難。本研究以該校六個二年級班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其中男生有 78 人，女生有 68 人，

共 146 人，施以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測驗及立體圖形組成要素關係判別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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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一）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測驗 

本研究所採用的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測驗是研究者直接翻譯自 Usiskin（1982）根據 Van 

Hiele 幾何思考理論所編製而成的試題，所設計的題目是選擇題的形式，每個層次上各有 5 題，

各題答對得 1 分，答錯得 0 分，每個層次總分 5 分。試題原本共有 25 題選擇題，每個層次上各

有 5 題，是 Usiskin 根據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的行為特徵所命題的，但他根據施測結果，提

到對於第五個層次的存疑，認為可能不存在或是無法測出，加上本研究中的受試者為國二學生，

可能無法達到第五個層次，故在本研究中只選擇前四個層次，共 20 題來進行施測。為求能較準

確的評估學生的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根據 Usiskin 的 Van Hiele 測驗，本研究以較嚴格的標

準（各層次 5 題對 4 題以上），若未達層次 1，則判定為層次 0。此翻譯後試題經一位大學教授

及三位數學教師加以檢核以獲致專家效度，再以新北市某所國中之二級學生共 26 位為施測對象

進行預試，得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78。各層次試題示例如下： 

1. 層次 0 問題 

下列三個圖中，哪些是正方形？ 

 

（A）只有 K 

（B）只有 L 

（C）只有M 

（D）只有 L和 M 

（E）全部都是 

2. 層次 1 問題 

若 PQRS是一個正方形，則下列哪一個選項是正確的？ 

 

（A）PR和RS一樣長 

（B）QS和PR垂直 

（C）PS 和QR垂直 

（D） PS 和QS一樣長 

（E）∠Q比∠R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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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層次 2 問題 

什麼性質是所有的長方形皆有而平行四邊形沒有的？ 

（A）對邊等長 

（B）對角線等長 

（C）對邊平行 

（D）對角相等 

（E）以上皆非 

4. 層次 3 問題 

以下有三個有關平行線性質的描述： 

（1）兩直線垂直於同一直線則平行。 

（2）A線垂直於兩條平行線之一也會垂直於另一條直線。 

（3）如兩線的距離相等，那麼它們是平行的。 

在下圖中，已知直線 m 垂直直線 p，直線 n 垂直直線 p。請問可以依據上述哪些描述說明直

線 m平行直線 n？ 

 

（A）只有（1） 

（B）只有（2） 

（C）只有（3） 

（D）（1）和（2） 

（E）（2）和（3） 

（二）立體圖形組成要素關係判別測驗 

本測驗主要是參考 Kondo（2015）的研究問題設計，主要探討的立體圖形組成要素關係是

界定在判斷正方形邊長關係、對角線與正方形邊長的關係及正方形的對角線相等關係，因此本

測驗的主要目的在檢測學生是否能判別正立方體透視圖上所見的邊長關係。 

因為本研究的測驗對象為國中生，其應可由題目中已知正立方體的說明得知邊長都一樣的

條件，為探討不同呈現方式對學生解題的影響，在設計問題時是以正立方體的各視角去設計平

面視圖，且錯視圖是本研究的重點，因此在設計上會把透視圖的視角放在邊差異較大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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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視角呈現圖形略為偏向長方形是刻意想了解學生是否具有跳脫視覺圖形影響而進行推理的能

力。在平面圖形的呈現上，為呈現不同的視圖結果，本研究將透視圖的邊長與實際結果一致的

問題，歸類為視覺線索與答案一致的問題，如第 1 題；將透視圖的邊長與實際結果不一致的問

題，歸類為視覺線索與答案不一致的問題，如第 3 題。本測驗有選擇題 8 題及填充題 2 題，共

有 10 題，各題答對得 1 分，答錯得 0 分，總分 10 分，測驗試題見附錄。本測驗經一位大學教

授及三位數學教師加以檢核以獲致專家效度，再以新北市某所國中之二年級學生共 26 位為施測

對象進行預試，得內部一致性信度為.82。原設計在各題最後請學生寫出理由，作為分析學生推

理想法的資料，但因非硬性要求，學生多未在此部分作答，故這部分的資料並未進行分析。 

（三）資料分析 

根據研究問題需要，依序的統計分析方法說明如下： 

1. 以描述統計來分析國中學生判別平面呈現正立體透視圖邊長關係之表現情形，以探究研究問

題一。 

2. 以變異數分析來檢驗不同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的國中學生，對於平面中呈現正立方體透

視圖邊長關係的判別情形是否有顯著差異；若有差異，則進行事後比較來瞭解在哪些層次之

間有差異，以探究研究問題二。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國中學生在平面呈現正立方體透視圖邊長關係之判別情形 

表 2 顯示全體施測樣本 146 人，在立體圖形組成要素關係判別測驗各問題的答對人數、答

錯人數、答對率。其中，第 1 題、第 2 題、第 6 題和第 7 題可以透過使用正立方體各邊的長度

都等長的概念來解決；而第 3 題、第 4 題、第 8 題和第 9 題需要知道正方形的對角線比邊長長，

並配合正立方體各邊的長度都等長的概念來解決；最後第 5 題和第 10 題則需要連接 AH 及知道

正立方體的表面為六個全等的正方形，其對角線長度皆等長的知識，並應用到正三角形的形成

條件及一內角等於 60°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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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立體圖形組成要素判別測驗施測結果摘要表（總人數146人） 

 題目屬性 答對人數 答錯人數 答對率 

第 1 題 邊等長，與視覺一致 104 42 71.23% 

第 2 題 邊等長，與視覺不一致 59 87 40.41% 

第 3 題 對角線比邊長長，與視覺不一致 93 53 63.70% 

第 4 題 對角線比邊長長，與視覺一致 99 47 67.81% 

第 5 題 正方形對角線等長，正三角形 38 108 26.03% 

第 6 題 邊等長，與視覺不一致 58 88 39.73% 

第 7 題 邊等長，與視覺不一致 57 89 39.04% 

第 8 題 對角線比邊長長，與視覺一致 110 36 75.34% 

第 9 題 對角線比邊長長，與視覺一致 114 32 78.08% 

第 10 題 正方形對角線等長，正三角形 36 110 24.66% 

第 1 題、第 4 題、第 8 題和第 9 題的圖形所呈現的視覺線索與答案是一致的，因此，要答

對此四題除了具備解決題目相關的知識及猜測外，憑藉視覺所得到的線索也是有機會答對的，

故此四題的答對率為全部測驗題目的前四名。為了確認各題答對率百分比的差異性，本研究進

一步以百分比同質性檢定這四個試題答對率的差異性，獲得 χ2(3) = 25.412，p < .207，顯示這四

個問題的答對率並未具有統計上的差異。 

第 2 題、第 3 題、第 6 題和第 7 題的圖形所呈現的視覺線索與答案是不一致的，因此，若

不具備解決題目相關的知識，只憑藉視覺所得到的線索是無法答對的，故此四題的答對率均較

低於前述四題。進一步以百分比同質性檢定這四個試題答對率的差異性，獲得 χ2(3) = 4.556，p 

< .001，顯示這四個問題的答對百分比具有顯著的差異，進一步以信賴區間進行兩兩試題比較，

發現第 3 題的答對率顯著高於第 2、第 6 題和第 7 題。為了解學生在這四個問題的答題反應，

表 3 呈現學生在這四個問題的反應分析表，我們可以發現在第 2 題、第 6 題和第 7 題中，分別

有較高比例的學生選擇了直觀比較的結果，分別為 74 人、75 人及 78 人。第 3 題是屬於這四題

中答對率較高的問題，答對率有 63.70%。從題目的呈現及表 3 的學生作答反應來看，有可能這

個問題的線段差異不像其它三個問題明顯，因此分別有 17 人選了看起來 FG 略長及 26 人選了

看起來略為相等的直觀答案。另一方面，在四個與對角線比較的問題中，我們可以發現答對率

分別為 63.70%、67.81%、75.34%、78.08%，也可能和學生具備正方形的對角線比邊長長的心像

有關，因此造成學生在第 3 個問題較能察覺並作出正確的判斷，而出現較高的答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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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樣本學生在四個視覺線索與答案不一致問題的作答反應分析表 

題目 選答 A 選答 B 選答 C 選答 D 未作答 總計 

第 2 題 74** 59*  4   4 5 146 

第 3 題 17** 26** 92*  7 4 146 

第 6 題 3   58*  75** 6 4 146 

第 7 題 2   57*  78** 5 4 146 

註：*為正確答案，**為直觀答案。 

而第 5 題和第 10 題的答對率較低，都在 30%以下，進一步分析第 5 題及第 7 題(前 8 題最

低的一題)的答對率差異，以百分比同質性檢定這兩個試題答對率的差異性，獲得 χ2(1) = 5.632，

p = .018，達到.05 的顯著水準，表示第 5 題的答對率顯著低於第 7 題。而第 5 及第 10 題的百分

比同質性檢定結果為 χ2(1) = 0.72，p = .788，顯示第 5 及第 10 題對學生而言是一樣的相對困難，

這可能和解決這兩個問題所需具備的解題知識及過程較其他八題更為繁複有關。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學生在圖形所呈現的視覺線索與答案一致時，都有較高

的答對率（六成以上），而在視覺線索與答案不一致的問題上，就出現較低的答對率（四成以下），

至於涉及較多概念的應用問題，則表現更不理想，只有不到三成的答對率。Fischbein（1993）指

出，我們所見的幾何圖形同時具有概念的及圖形的性質，而一個圖形雖然可見與可觀察，但其

所具有的圖形概念（figure concept）通常是抽象的、一般的、理想的、單純的及邏輯決定的，且

呈現的圖形受到表徵上的限制，多無法把這些圖形概念一一的具體表現出來，例如：數學上定

義扇形為兩個半徑及圓上的弧所形成的封閉圖形，當我們畫出一個扇形時，它的幾何性質包含

了扇形弧上的點到端點的距離都是半徑長這個性質，但圖示並不能明顯的看出，這需要由數學

定義去推想。在本研究中，雖然題目很清楚地寫出各題中的透視圖為正立方體，但學生可能根

本沒有注意到這個訊息或直接看圖作答，再加上本研究的視圖可能讓學生誤認為長方體，所以

在視覺線索與答案不一致的問題上，學生受視覺影響多於連結到數學定義或性質來做判斷。正

如 Fischbein 所言，許多學生在進行幾何推理時所犯的錯誤可解釋為圖形概念中概念與圖形間的

分裂（split）或欠缺一致性，他們未能掌握圖形的概念性質，而受到受限的圖形表徵影響，因此

以實際所見的資訊來作為解題的判斷依據。 

從 Kondo（2015）的研究結果來看，國小五、六級學生在與本研究相對應的問題 1、3 中達

到近 9 成、6 成的答對率，而本研究國二學生卻只有 7 成、6 成的答對率，這可能和本研究選擇

視角較像長方體的視圖平面表徵有關，因此出現較低的答對率，顯示視覺線索的確會影響學生

對問題結果的判讀，本研究並非有意比較兩群體的表現差異。但本研究與 Kondo 的研究發現一

致，即在視覺線索與答案不一致的問題上，不論國小或國中學生都有較多的困難，顯示學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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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正立方體透視圖邊長關係的判別問題時，可能多以視覺線索判別，而非依題意中的正立方

體條件去進行推理判別。本研究除了和 Kondo 在研究對象的年齡有所不同之外，Kondo 的研究

還以訪談方式將學生的解題想法加以探討，並分為五類的解釋表現，說明了學生多以形體外觀

或不知道如何有效說出其想法，較少涉及圖形的性質進行判斷，而本研究並未對學生的解題想

法進行探討，只以測驗結果加以解讀學生的表現，但從表 3 的試題作答反應分析，本研究也發

現學生在視覺線索與答案不一致的問題上，作答錯誤學生多選擇視覺上直觀的結果作為答案，

與 Kondo 的訪談結果一致。但 Kondo 並未進行學生的解題表現與其幾何思考層次關係的探討，

是本研究與 Kondo 最大的不同。 

二、不同幾何思考層次的國中學生對於平面中呈現正立方體透視圖邊長關係的之判別

情形 

本研究以國二學生在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測驗的結果判定其幾何思考層次，分析結果顯

示不符合各層次歸類的人數有 22 人，另外層次 4 只有 3 人，人數過少，故在進行各層次學生的

統計分析時，將不採用這 25 人的資料，僅以 121 人作為分析資料，表 4 呈現各層次學生在立體

圖形組成要素判別測驗上的表現情形。依據表 4，可以看出 Van Hiele 層次越高的學生，其在立

體圖形組成要素關係判別測驗的成績也越高。 

表 4 

各層次學生在立體圖形組成要素判別測驗上的平均數與標準差統計結果摘要表 

Van Hiele 層次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層次 0 29 3.45 1.975 

層次 1 31 3.77 1.978 

層次 2 31 6.55 2.656 

層次 3 30 6.73 2.803 

總計 121 5.14 2.806 

而由變異數分析結果可知，各層次學生在立體圖形組成要素關係判別測驗成績的 F 值達到

顯著水準（F = 16.304; p < .001），也就是立體圖形組成要素關係判別測驗的成績會因為受試者 

Van Hiele 層次的不同而有所差異，進一步以謝費法作事後比較，得到層次 0 與層次 1 並無顯著

差異，且層次 2 與層次 3 也無顯著差異，但層次 0 及層次 1 的表現顯著低於層次 2 及層次 3。

這個結果呼應了 Gutiérrez（1992）對學生立體幾何思維層次的描述，在 Gutiérrez 的研究中，屬

於 Van Hiele 前兩個層次的學生在面對立體幾何問題時，多依賴視覺的觀察結果，因此在本研究

的問題中，即使已告知圖形為一正立方體，學生仍受圖形表徵的影響而無法正確地利用圖形的

定義或特徵去進行推理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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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了進一步了解不同層次的學生在立體圖形組成要素關係判別測驗的各題表現是否有顯

著差異，本研究進一步以 Van Hiele 幾何層次為自變項，各題的成績表現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各層次學生在立體圖形組成要素關係判別測驗的第 1 題（F = 3.025; p = .032 < .05）、

第 2 題（F = 11.625; p = .000 < .001）、第 3 題（F = 5.100; p = .002 < .01）、第 4 題（F = 6.142; 

p = .001 < .01）、第 5 題（F = 3.329; p = .022 < .05）、第 6 題（F = 11.187; p = .000 < .001）、第

7 題（F = 8.496; p = .000 < .001）及第 10 題（F = 2.958; p = .035 < .05）有達顯著水準，進一步

以 LSD 法作事後比較，得到第 1 題（層次 0、層次 1＜層次 3）、第 2 題（層次 0、層次 1＜層

次 2、層次 3）、第 3 題（層次 0、層次 1＜層次 2、層次 3）、第 4 題（層次 0、層次 1＜層次

2、層次 3）、第 5 題（層次 0、層次 1＜層次 2）、第 6 題（層次 0、層次 1＜層次 2、層次 3）、

第 7 題（層次 0、層次 1＜層次 2、層次 3）及第 10 題（層次 0＜層次 2、層次 3）。 

至於未出現差異的第 8 題和第 9 題，主要判讀的是邊長和對角線之長短關係，學生可能存

有對角線比邊長長的心像，且其圖形所呈現的視覺線索與答案是一致且明顯的，對於比較低層

次的學生，可能一部分會只依靠視覺所得到的線索來進行判讀，一部分知道對角線（斜邊）比

較長的結果來進行判讀，所以無論層次高低，答對的機會都很大，各層次的表現差異不大。第 2

題、第 3 題、第 6 題和第 7 題的圖形所呈現的視覺線索與答案是不一致的，比較低層次的學生，

只憑藉視覺所得到的線索是無法答對的，而第 5 題和第 10 題所需具備的解題知識及過程較為繁

複，比較高層次的學生較有機會答對，所以各層次的表現會有明顯差異。 

因此，不論是以整體或是以各題來看，不同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的國中學生，對於平面

中呈現正立體透視圖形邊長關係的判別情形，是有差異存在的，特別是視覺線索與結果不一致

的問題及較複雜的問題，顯示了不同幾何思考層次學生的表現差異。本研究資料顯示，在解決

正立體透視圖形邊長關係的判別問題時，受測學生可以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大分為兩組，即

層次 0 和層次 1 一組，而層次 2 和層次 3 一組。因此，學生在視覺線索與結果不一致問題的解

題策略，可能是不同立體幾何思考層次的特徵表現，未來可進一步分析與探討。未來或許可以

利用相關問題的設計，發展判別學生立體幾何思考層次的工具。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探討 146 位國中二年級學生對於正立方體以平面表徵呈現時，其判別圖形邊長關係

的情形，並進一步探討其解題表現與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的關係。研究結論如下： 

（一）國中學生在「視覺線索與答案一致」的問題表現優於「視覺線索與答案不一致」的問題 

對於求解視覺線索與答案一致的問題，學生除了具備解決題目相關的知識，憑藉視覺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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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線索也是有機會答對的，但對於視覺線索與答案不一致的問題，若不具備解決題目相關的

知識，只憑藉視覺所得到的線索是無法答對的，所以國中學生在視覺線索與答案一致的問題之

答對率高於視覺線索與答案不一致的問題。在視覺線索與答案不一致的問題中，學生的答對率

多在 50%以下，這個結果也顯示國中學生在解決平面呈現的正立方體透視圖形問題時，的確受

到錯視及空間定位的影響。對於國中學生而言，在告知所呈現的圖形為正立方體時，理想上學

生應該能反應正立方體的外觀是六個相等的正方形，即使不看圖形也應能正確判讀圖形中的邊

長相等關係。然在視覺線索與答案不一致的問題上，由於呈現的平面圖形並非真實的訊息或造

形的本質，而使學生對原本的認知產生誤差，並對訊息做了錯誤的判斷（Fischbein, 1993）。另一

方面，可能國內學生在數學課程的學習一直少有繪製立體圖形的經驗，因此對於立體圖形的空

間定位經驗不足，所以容易造成學習的盲點及困擾。 

（二）不同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的國中學生在「視覺線索與答案不一致」的問題出現表現

上的差異 

由於視覺線索與答案一致的問題，學生憑藉視覺所得到的線索也是有機會答對，所以各幾

何思考層次學生的表現差異不大；但對於視覺線索與答案不一致的問題，只憑藉視覺所得到的

線索是無法答對的，所以各層次的表現會有明顯差異。本研究發現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 2 及

層次 3 的學生，在測驗結果的表現顯著優於層次 0 及層次 1 的學生，特別是在視覺線索與答案

不一致的問題上。幾何思考層次較低的學生，其解題策略大多是採用視覺的方式來判別，不論

解題時是否有利用幾何性質進行推論或是在腦中操弄心像，層次較低的學生易受視覺得到的訊

息所影響；而幾何思考層次較高的學生，其解題時大多利用形體的幾何性質來進行推論，甚至

可以不依靠圖示來解決問題。 

二、建議 

依據研究結論，本研究提出教學及未來研究建議如下： 

（一）教學設計宜幫助學生善用視覺能力以降低錯視的困擾 

本研究中發現，學生對於正立方體透視圖邊長關係的判別情形，大致上與 Van Hiele 幾何思

考層次的行為描述是符合的，所以除了依據學生的幾何思考特質來安排適當的教學活動外，學

生在判別正立方體透視圖邊長關係時所使用的策略，也能作為另一個教學時的考量。教師對於

判別表現較弱的學生，除了利用黑板上的平面圖形表徵外，尚可以利用立體教具的演示，如組

成要素的分解、不同角度的擺設方向等，呈現不同的視覺結果，幫助學生了解 3D 圖形使用二維

表徵時，可能造成的視覺差異，透過增加認知衝突的經驗，並配合投影幾何知識的教學，幫助

學生能夠善用視覺能力，降低錯視的困擾，建立操弄心像的基礎。另一方面，教師教學也要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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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二維表徵 3D 圖形的侷限性，因此必須抽象思考幾何意義，以培養學生能由直觀的判讀策略提

升至非直觀的判讀策略。 

（二）擴充研究的母群體及進行長期的追蹤研究 

本研究在研究設計上只是以新北市某國中的二年級學生為研究樣本，未涉及其他不同屬性

地區之國中學生及不同年段的學生，且本研究是以一個時間點進行資料收集及探究，較難獲致

學生對圖形元素判別及解題能力的發展情形。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者，可以嘗試以其他不同

屬性地區及不同年段之國中學生為研究樣本，並可針對同一群研究樣本做長時間的追蹤探討，

以獲致更豐富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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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立體圖形組成要素關係判別測驗 

1.右圖為一正立方體，請比較FG 和 AB的大小？並說明為什麼。 

（A） FG ＞ AB  

（B）FG ＝ AB  

（C）FG ＜ AB  

（D）無法判斷 

 

2.右圖為一正立方體，請比較FG 和DH 的大小？並說明為什麼。 

（A） FG ＞DH  

（B）FG ＝DH  

（C）FG ＜DH  

（D）無法判斷 

 

3.右圖為一正立方體，請比較FG 和DE的大小？並說明為什麼。 

（A） FG ＞DE  

（B）FG ＝DE  

（C）FG ＜DE  

（D）無法判斷 

 

4.右圖為一正立方體，請比較FG 和 AH 的大小？並說明為什麼。 

（A） FG ＞ AH  

（B）FG ＝ AH  

（C）FG ＜ AH  

（D）無法判斷 

 

5.右圖為一正立方體，∠AFH＝     度。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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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右圖為一正立方體，請比較 FG和 AB的大小？並說明為什麼。 

（A） FG ＞ AB  

（B）FG ＝ AB  

（C）FG ＜ AB  

（D）無法判斷 

 

7.右圖為一正立方體，請比較FG和DH的大小？並說明為什麼。 

（A） FG ＞DH  

（B）FG ＝DH  

（C）FG ＜DH  

（D）無法判斷 

 

8.右圖為一正立方體，請比較 FG和DE的大小？並說明為什麼。 

（A） FG ＞DE  

（B）FG ＝DE  

（C）FG ＜DE  

（D）無法判斷 

 

9.右圖為一正立方體，請比較FG和 AH 的大小？並說明為什麼。 

（A） FG ＞ AH  

（B）FG ＝ AH  

（C）FG ＜ AH  

（D）無法判斷 

 

10.右圖為一正立方體，∠AFH＝     度。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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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機率知識；再從學生所擬題目來分析，發現他們能展現機率概念的每一個層次。本文因而建議機率課

程可提早於八年級開始，並宜注意各種機率類型的均衡發展，亦可在九年級導入獨立性與餘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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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students exhibit some knowledge of probability before they have formally been taught. For example, in Taiwan, 

probability is not taught until the ninth grade, but Taiwan’s eighth graders perform above average in the probability 

category of the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his fact inspired the authors to investigate 

ninth graders’ spontaneous conceptions of probability. In the present study, two activities were designed for data 

collection: a pop pretest and free problem posing. Two-dimensional analysis was employed to identity the 

spontaneous concepts demonstrated in the activities. Analysis was based on three probability types: subjective, clas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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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y, and conditionality.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more than 70% of the students could solve single-event 

classic probability problems before they were formally taught relevant methods. Additionally, the students’ 

spontaneous concepts extended to all conceptual levels. We therefore suggested that the introductory probability 

curriculum can be implemented in grade eight, and independency and complementary-events could be taught in 

grade nine. 

Keywords: free problem posing, spontaneous probabilistic concepts, probability concepts levels, probability types 

 



  41 

 

壹、前言 

機率與統計，和代數、幾何、數與量並列，是我國中小學數學教育的四大主題，但是在課程

的規劃上，後三個主題都有機會在數學課程中循序發展，惟獨機率與統計之中的機率主題，向

來顯得較為孤立。仔細地說，自從民國 92 年版的九年一貫數學領域課程綱要實施以來，機率課

程即遲至九年級才首次出現（各版教材皆將其安排在第二學期）。有學者主張機率思維並不簡單，

不宜太早學習（翁秉仁，2016）；然而國家教育研究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數學領域綱要內容

之前導研究〉報告（林福來、單維彰、李源順、鄭章華，2013），提出八大項數學領域學習內容

修改建議，其中第一項就是關於「不確定性與數據處理」，文中指出美國和中國皆在小學階段就

有機率內容，並認為我國太晚進入機率主題。顯然，太早或太晚的主張並存，這是一個值得議

論的課程重要決策。 

部分證據顯示九年級學生已經具備機率概念。相對於數學課程在九年級才進入機率內容，

至少有兩條線索，顯示學生可能在未經正式機率教學的條件下，就具備了某些機率思維能力，

亦即本文所謂的「自發性機率概念」。其一是自然領域安排在七年級的生物遺傳課程，已經用到

機率，而這樣的課程持續進行著。其二是 TIMSS（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國際評量的成績，民國 100 年度接受 TIMSS 評量的我國八年級學生，在民國 97 或 98 年

就讀六年級，當時已經採用九年一貫的 92 課綱，所以應試時尚未正式學習機率。但是，他們在

所有數學主題（包括機率）皆表現優異，遠超過 TIMSS 量尺中心點的 500 分（林陳涌，2014）。 

本研究有雙重目標：一是以「機率學前診測」與「機率自由擬題」兩項活動蒐集資料，設計

機率類型與機率概念層次兩個向度的分析規準作為研究工具，探究九年級學生自發性機率概念

的發展程度；二是建基於前述實徵研究發現，並參照國外教材以及研究結果，探究臺灣數學教

育應該包含哪些適切的機率內容？機率課程又該如何規劃，以兼顧認知上的循序發展、跨領域

的呼應協作、以及連結生活經驗與解決實際問題的素養目標？以作為制訂課程綱要與設計教材

教法的佐證。文章結構的鋪陳上，本文於第貳章之末列出研究問題，第肆章揭露本地實徵研究

之發現，並於第伍章提出機率課程設計的建議。 

貳、文獻探討 

相對於大多數教育領域聚焦於學生受教後的學習成效，本研究聚焦於學生未經教學而自發

的機率概念。文獻探討分為五節：首先探討直觀的機率思維；而後，為準備研究工具之需，我們

探討機率類型與其概念層次的兩類文獻；接著回顧擬題活動之相關文獻，並以 TIMSS 試題和成

績作為本研究之合理動機；最後，為準備提出課程規劃的建議，我們回顧臺灣數學課程綱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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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率主題的沿革，以及某些「他者」的機率課程。 

一、直觀的機率思維 

所謂自發性機率概念，亦即未經正式機率教學就具備的機率概念，只能說是來自於直觀。

心理學界在 1950 年代即開始研究直觀的機率思維，確認這種認知型態的存在（Cohen & Hansel, 

1956）：那是人們為了在不確定的環境中做出適當的決定，必須運用一種與生俱來或是從經驗中

養成的認知型態，而如此的認知結果是不證自明的（Konold, 1991）。 

在數學教育領域，直觀機率思維的專門化研究，一般認為始於 1975 年 Fischbein 的專書

（Fischbein, 1975），他表明直觀思維是機率概念的最初雛形，不論機率概念的對與錯，都將成為

學童面對問題時，最自然產生的想法。後續的研究表明，生活中所經歷之態度、信念、經驗、語

言，都會影響自身機率思維的發展（Amir & Williams, 1999; Bognár & Nemetz, 1977）。 

本研究認為自發性機率概念之存在，乃以前述文獻作為基礎。但是，許多關於直觀思維的

研究偏向機率迷思概念的產生，及其對於教學產生的干擾（例如 Shaughnessy, 1977），而引伸至

教學的因應設計（例如 Fischbein, 1987）。本研究並不關注直觀導致的迷思概念，而是試圖發掘

直觀思維對於課程設計的可能助益。 

二、機率類型 

本研究將以機率類型作為分析自發性機率概念的第一個向度。本節從應用的觀點，強調機

率類型是指「獲致機率數值的方法」，而不是各自不同的機率理論。本文採用 Shaughnessy（1992）

統整各家之言所做的四種類型：古典機率（classical probability），頻率機率（frequentist probability），

主觀機率（subjective probability），和形式機率（formal probability）。 

（一）古典機率 

古典機率以數量的比值計算機率。此類型的前提是：能窮舉隨機試驗的所有可能結果（稱

為樣本空間），且發生每種結果的可能性均等。在此前提下，如果樣本空間有 n 個元素，則每 

個元素發生的機率定為 1

n
。法國數學家巴斯卡（Blaise Pascal）和費馬（Pierre de Fermat）在 1654 

年討論一個上流社會因賭博而產生的問題時，作出古典機率的定義（Borovcnik, Bentz, & Kapadia, 

1991）。因為古典機率必須接受「可能性均等」的前提，所以也稱為理論機率或先驗機率。 

（二）頻率機率 

頻率機率以重複試驗的相對次數當作機率。在彼此「獨立」的前提下，重複一個隨機試驗

無窮多次，將某事件發生之相對次數（即「頻率」）的極限，作為該事件的機率。人們當然無法

執行無窮多次的實驗，因此實際上乃是根據有限的執行結果而決定機率的估計值。頻率機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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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發生於 17 世紀末葉，一般以瑞士數學家伯努利（Jacob Bernoulli, 1655-1705）於 1713 年出

版的遺作《猜測的藝術》（Ars Conjectandi）作為此概念的濫觴。因為頻率機率以實驗結果為依

據，所以也稱為實驗機率。 

（三）主觀機率 

主觀機率以個人信念或既有經驗而決定其值，它是直觀機率思維的一種表現：直觀地認知

不確定的狀態，而主觀地評估其可能性。在應用上，主觀機率的數值並非一成不變，它可以隨

著新訊息的出現而調整其判斷，而後者又可以用來解釋人們獲得新資訊之後，如何合理化自身

信念的形成和改變（Borovcnik et al., 1991; Fischbein, 1975）。如前述，主觀機率的研究始自 1950

年代，1957 年 11 月還登上了《科學人》（Scientific American）雜誌的封面。相對於主觀機率，

古典機率和頻率機率又統稱為客觀機率。 

（四）形式機率 

形式機率先擬定機率的分布，從機率質量函數或者機率密度函數來計算機率。這是蘇俄數

學家柯莫戈洛夫（Andrey Kolmogorov, 1903-1987）開創的理論架構，他以純數學的算術和幾何

公設系統作為典型，從所謂的機率公設出發，以定義和定理證明，發展出數學上嚴謹的機率論。

形式機率得以處理具有連續可能結果的隨機試驗。因為它需要微積分，所以通常不屬於中學課

程，而後文也將不再討論此類型。 

在教學上清楚辨識機率類型，應該有助於減少學習過程中的困惑。機率的教學應以數學模

型的觀點（a modeling point of view），讓學生能察覺與辨識適當的機率類型（Shaughnessy, 1992）。

傳統上，中學機率課程以古典機率為主，但許多國家的課程已經開始重視提供主觀機率和頻率

機率的學習經驗（Watson, 2005）。靈活搭配各種機率類型的能力，實為運用機率解決不確定性

問題之數學素養。 

三、機率概念層次與適學年齡 

本研究將以機率概念層次作為分析自發性機率概念的另一個向度，而各層次的適學年齡亦

將作為我國機率課程規劃的建議依據。本節綜合回顧 Piaget 與 Inhelder（1975）、Bognár 與 Nemetz

（1977）和 Jones、Langgrall、Thornton 與 Mogill（1997）等三組學者的研究結果：他們將兒童

或青少年的生理發展階段，次第對應於各層次的機率概念。前兩組學者的研究，支持九年級學

生具備自發性機率概念的可能性，第三組學者的研究，支持本研究採用兩個向度來分析機率概

念。 

在皮亞傑認知發展論的「運思階段」架構中，Piaget 與 Inhelder（1975）認為沒有證據顯示

前運思期（二至七歲）之兒童，具備不確定性的概念。但是在具體運思期（七至十一歲），Bogná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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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Nemetz（1977）作出細緻的發展描述：七至八歲可以分辨確定事件、不可能事件及互斥事件；

九至十歲可以細分頗有可能的事件、不太可能的事件，並能夠按照可能性將事件排序。按此理

論，三或四年級的學童，開始具備初始的主觀機率概念。 

本研究所關心的學生年齡，屬於青少年時期的形式運思期（十一至十六歲）。Piaget 與 Inhelder 

（1975）認為這個時期的青少年能列舉實驗的所有可能結果，並且瞭解相對次數之極限（引自

劉秋木，1996）。也就是說，九年級學生大約已經能夠自發地列舉樣本空間，因此準備好了學習

古典機率，並且具備頻率機率概念。而 Bognár 與 Nemetz（1977）更細緻地指出：十一至十二歲

可理解相對次數（relative frequencies），這就是頻率機率的先備知識。以上研究表明不同類型的

機率概念最早發生於哪個認知發展階段，支持本研究將「機率類型」當作一個分析的向度。 

機率概念還有類型以外的另一個向度，例如前面指出的互斥事件概念，並不限定於主觀機

率，在古典機率和頻率機率也都需要互斥概念來思考問題。Jones 等人（1997）和 Jones、Thornton、

Langrall 與 Tarr（1999）也支持這個觀點，他們以機率情境（probability situation）和機率思維

（probabilistic thinking）兩個向度，分析三年級兒童的機率認知發展。機率情境的細項包括樣本

空間、單一事件、機率比較和條件機率，而機率思維的細項和定義，列於表 1。Jones 等人的研

究確認了二個分析向度的必要性：不論何種機率情境，兒童均表現出有序性的思維層次發展，

而且在不同的情境上，（在三年級）達到不同的思維層次。 

表 1 

Jones團隊所建立之「機率思維」分析向度的細項與定義（整理自謝佩宜，2008；Jones et al., 

1999） 

機率思維 主觀 過渡 非主觀 數值化 

定義 兒童多以個人的

主觀意識或喜好

來處理機率問題。 

兒童思考介於主

觀和質樸的量化

思考之間，但其思

考結果最後往往

又會回到主觀的

想法。 

兒童已能做量化

思考，但尚未具備

足夠的數量概念。 

兒童可完全使用

生產性策略來描

述結果，並能用數

字完整的表現出

數量的推理。 

Jones 等人（1999）的結果支持本研究採用二個向度來分析學生的自發性機率概念，但是其

機率思維的向度，並不適用於本研究。那是因為 Jones 等人的研究對象為三年級學生，他們的機

率概念主要屬於主觀類型，表 1 之「機率思維」所謂的非主觀與數值化，著眼於學童將可能性

從自然語言轉換成機率數值。相對地，本研究的對象是九年級學生，他們的認知能力不限於主

觀機率，於是本研究將使用機率類型取代機率思維，作為一個分析的向度，而以機率概念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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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機率情境，成為另一個向度。兩個向度的概念細項，詳如後面的表 4 和表 5。 

四、數學擬題 

數學的學習若長期注重解題能力的強化，可能造成學生在數學思維發展上的限制，進而影

響其學習態度。為平衡以解題為主的教學活動，國內有些學者提出了擬題活動的建議（陳斐卿、

江家瑋、張鐵懷、黃佩岑、單維彰，2015；Leung, 2016）。數學擬題活動讓學生以數學知識和經

驗為基礎，基於其自身經驗或特定情境，創造出有意義的數學題目（Stoyanova & Ellerton, 1996）。

改革導向的美國和中國數學課程，也強調擬題活動可發展新世紀所需的創意思維與創新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國小數學教科書在西元 2000 年後顯著增加了「不確定性」主題的擬題活

動（Cai & Jiang, 2017）。 

相對於國內學者所做的擬題研究關注於學習動機、學習成效與擁有感等議題，本研究認為

擬題活動能探掘學生的直觀思維，讓學生主動呈現其機率概念，故將它當作探索自發性概念的

工具。Silver（2013）也支持此想法，他指出擬題是一個將知識個人化的過程，因此擬題有利於

蒐集學生之想法或概念，藉以分析學生的思維是否與生活經驗結合，或是對尚未學習的知識有

哪些自發性的概念。 

在擬題活動的設計上，依據結構情境限制的多寡，分為「結構擬題」、「半結構擬題」與「自

由擬題」（Stoyanova & Ellerton, 1996）。「結構擬題」給定一個條件不足或多餘資訊的題目，讓學

生進行修改，期望在過程中理解其數學概念。「半結構擬題」則限定一個半開放的情境，例如限

定某課程單元或給定部份題幹，讓學生據以擬題。而「自由擬題」則毫無限制，例如不限擬題的

時間點、答案已知或未知、活動情境素材，以及教師的涉入等等（Bonotto, 2013）。自由擬題是

比較晚近被使用的研究工具，例如國外有 Şengül 與 Katranci（2012）對數學師資生在「集合」

課題上的認知與能力研究，以及 Azlina、Amin 與 Lukito（2018）對小學生做認知類型與創造力

的關係研究，國內則有陳斐卿等人（2015）對國小四年級學生的研究。 

「自由擬題」原本應該毫無限制，但本研究的擬題活動限定了「機率」的大方向，要求學生

出一道含有不確定性之機率題。因為除了「機率」大方向以外，皆無所限制，故仍可視為「機率

的」自由擬題活動。 

五、TIMSS 的機率試題 

研究者從 TIMSS 1999、2003、2007 與 2011 年公佈之「數據與機率」試題中，辨識出 14 道

機率試題。在機率類型上，有 13 題屬於古典機率，1 題頻率機率。在機率概念層次上，分辨出

古典機率的單一事件 8 題、複合事件 1 題、獨立性 2 題、與條件機率 2 題。作者分享全部的

TIMSS 機率試題於網路檔案（單維彰、許哲毓，2014），此處僅舉 2011 年之複合事件試題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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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袋子中裝有 10顆紅色鈕扣，8顆藍色鈕扣，以及 4顆白色鈕扣。從袋中取出一藍色鈕

扣或白色鈕扣的機率有多少？」這是一道典型的古典機率單一事件試題。 

臺灣八年級學生在「數據與機率」主題之平均量尺分數，自 2003 年以來依序為 568、566、

584，保持一定的水準。以上資訊顯示學生對於「數據與機率」主題並不陌生或恐懼，因此本研

究猜想學生具有自發性的機率解題能力，甚至達到獨立性的層次。但是前述成績是「數據與機

率」主題的統合分數，而且本研究意欲探討九年級學生在教學前對現行機率課程的解題能力，

故不能以 TIMSS 成績作為本研究的資料。 

六、臺灣的機率課程發展脈絡 

在臺灣，「機率」於民國 53 年首度進入數學課程（教育部，1964），當時僅置於高中，亦稱

「概率」。當時的機率課程有以下兩項特點：（1）以嚴謹的「集合」來表示樣本空間與事件，（2）

將機率作為「排列組合」的後續課題。而這樣的觀點影響至今。 

民國 60 年代，高中數學課程延續民國 53 年版的全部內容，包含古典、頻率與形式機率（以

隨機變數的形式呈現）這三種類型，並且增加了貝氏定理（教育部，1971）。在這段時期，國小

階段也引進了機率（教育部，1975），國中階段則有基本的統計而沒有機率。 

民國 70 年代，高中數學課程刪除了頻率、主觀、與形式機率，僅只教導古典機率此一類型。

而國中階段則首度加入了機率，在類型上包括頻率機率（稱為實驗機率）與古典機率（不涉及

樣本空間與排列組合），在解題的方法上採用樹狀圖作為主要手段（陳冒海，1989）。國小階段

的機率課程沒變，因此本時期在國小、國中以及高中都有安排機率。 

民國 80 年代，臺灣數學教育界興起「建構式數學」的思維，但是對機率內容的影響不大。

然而，89 年的九年一貫數學領域暫行課程綱要，在國小階段還繼續留著「可能性」，到了 92 年

起之正式綱要，國小階段的機率課程就被刪除了。從那時起，機率課程即首度出現於九年級，

而且不再有頻率機率的觀念，僅有古典機率。 

由以上回顧，可知我國機率課程曾經涵蓋三種機率類型的綜合學習，但是在最近十六年，

從九年級下學期才開始教導機率，並在類型上獨尊古典類型，且以單一事件為主。前述發展，

簡化整理於表 2。我國的機率課程現況，顯然不吻合本計畫回顧的機率認知發展與適學年齡研究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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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機率在數學課程中的發展時程 

民國 

階段 

50 年代 60 年代 70 年代 80 年代 90 年代 100 年代 

國小  首次出現 百分比與機率 89 暫綱留

下可能性 

  

國中   首次出現，有頻

率機率、古典機

率，有樹狀圖 

內容同左 僅存古典

機率 

同左 

高中 首次出現，

需要集合和

排列組合 

古典、頻率

與形式機

率，新增貝

氏定理 

僅存古典機率，

其他類型皆被刪

除 

同左 同左 同左 

七、其他國家或其他領域課程中的機率 

此節簡述美國與英國的數學課程綱要，在七至九年級的機率課程規劃，以及我國現行自然

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中，使用機率的狀況。 

美國在 2010 年首次規劃了全國各州的共同核心課程標準（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CCSS）（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Initiative, 2010）。雖然美國憲法使其不能強制執行，但僅

有少數的州政府不採用。根據 CCSS，美國七年級在「不確定性」主題有八項目標，其中機率和

數據處理各占一半，而機率部分的目標如下： 

1. 了解機率是表示事件發生之可能性的數，它的值介於 0 與 1 之間。其值越接近 1 表示越可能

發生，越接近 0 表示越不可能發生，而 1/2 附近的值難以決定的可能性。 

2. 透過收集數據和長時觀察來估計不確定事件之機率，並在給定機率的條件下預測該事件的相

對次數。 

3. 發展機率模型並用以發現事件的機率。將模型推論的機率與實際觀察到的頻率做比較；如果

模型的預測效果不好，解釋差異性的可能原因。 

4. 運用有系統的列舉、表格、樹狀圖或模擬，求得複合事件的機率。 

英國將十一年的國民義務教育分成四個關鍵階段（key stages），其中對應於國中七至九年級

的是第三階段（KS3）。英國的數學課程在第三階段關於機率的指標有以下四條（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4）： 

1. 能記錄、描述和分析隨機試驗之各種結果的發生頻率，能用適當的語言和 0 與 1 之間的機率

尺度，表達公平性以及相等或不相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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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解所有可能結果的機率總和為 1。 

3. 能有系統地使用表格、網格和文氏圖來計數集合以及聯集和交集的元素個數。 

4. 能為單一或複合事件產生互斥且出現機會相等的樣本空間，並據以計算它們的理論機率。 

注意英國所謂的「理論機率」就是本文的「古典機率」。而且，美國和英國的「複合事件」

都不是一般性的，而是餘事件和彼此互斥的和事件。由以上簡述，可見美國和英國在國中階段

的機率課程，在知識和技能方面的教學規劃，皆多於我國。然而，雖然我國的數學課程在九年

級才正式開始機率教學，但是在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的課程，從七年級的「遺傳」主題就

開始應用機率概念了，而且還涉及獨立性概念。本文擷取南一版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的內容為

例，如圖 1。在「遺傳」的具體情境下，學生並沒有使用機率的困難，因此學生可能具有自發性

的機率概念。 

  

(a) 解釋機率概念 (b) 建立頻率機率的概念 

圖 1  七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郭重吉，2016：52、55）有關機率的概念 

上述美國和英國的數學課程綱要，以及我國生物課程中的機率，皆是本研究可以在九年級

第一學期進行「學前診測」與「自由擬題」活動的支持性證據，也是研究團隊做自發性機率概念

研究的根據。 

綜合本章所述，本研究提出的問題有二： 

1. 透過機率學前診測，未經機率教學之九年級學生在解題活動中展現的自發性機率概念類型

與層次為何？ 

2. 透過機率自由擬題，未經機率教學之九年級學生在擬題內容中展現的自發性機率概念類型

與層次為何？ 

最後，建基於實證研究結果，本文對我國課程綱要在機率主題上之規劃、以及機率課程是

否應較早開始，提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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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為探究九年級學生之自發性機率概念，本研究運用兩種活動：機率學前診測與機率自由擬

題，來分別收集學生在解題與擬題方面的實際資料。從解題活動獲得的資料，可以探究學生在

教學前對現行課程之機率內容的解題能力﹔從擬題活動獲得的資料，可以探究學生在現行課程

範圍之外所具備的機率自發概念。 

活動完成之後，再以文獻探討中提出的機率類型和機率概念層次，作為分析學前診測試題

與學生擬題的兩個向度，並搭配學前診測的解題表現，評判學生展現的自發性機率概念類型與

層次，以對我國的機率課程提出建基於實證的規劃建議。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田野設定在臺北市一間中型國民中學，全校約 20 多個班級。九年級面臨升學考試，

願意接受研究的班級不多，故以方便取樣。我們在前述國中選取 A、B 兩個九年級班級的學生，

實際參與活動者 A 班 30 人（男生 12 人，女生 18 人），B 班 29 人（男生 14 人，女生 15 人），

共 59 人。 

研究時程選在九年級上學期。現在（97 課綱）各版教材的機率內容都安排在九年級下學期，

所以自發性機率概念的測量時機，可以選在八年級甚至七年級。儘管如此，為了保守評估學生

之自發性機率概念，故選在九年級上學期收集資料。但九年級恰是學生面臨升學壓力之時，故

活動的設計需要更為謹慎，以避免影響正規學習，也不因為額外壓力而影響收集資料的品質，

詳述於下一小節。 

二、活動設計與資料收集 

（一）機率學前診測 

本研究之「學前診測」的意義類似未告知學生而忽然執行的突擊測驗（pop-quiz），但不同

的是：學前診測實施在教學前，而突擊測驗通常於教學過程中實施。但是學前診測又跟前測不

同，前測通常會對應一個後測以檢視學習成效，而本研究並不安排後測。換句話說，「學前診測」

是教學前的突擊測驗，也是沒有對應後測的前測，故其英文應為 pretest without posttest，但本文

使用 pop-pretest。所謂「機率學前診測」是指一份測驗目標為機率概念的學前診測。學前診測的

目的並非測試學生的機率知識與能力，而是期望從中獲得學生自發性機率概念的資料。本研究

之學前診測，在九年級上學期的第二週，以彈性學習時間的一節課實施，學生事先毫不知情。

學前診測由兩班學生的班級導師（同時也是數學教師）開場，說明測驗的意義。測驗中，導師及

研究人員在教室內巡視，隨時鼓勵學生認真作答。收卷的方式，是請學生答畢舉手，由監試人

員當面檢收。實際測驗時間約為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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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機率學前診測活動收得 59 份答案卷，平均成績為 9.73 分，標準差 2.64 分。其中最高成

績為滿分 15 分，最低為 4 分，而有 33 卷的成績高於平均，表示成績分布具有些微的負偏態。 

（二）機率擬題 

機率擬題安排在第五週，以連續兩節課的時間實施。為考量研究對象皆無自由擬題的經驗，

故於第一節課集合兩班之學生，由 A 班導師以數位簡報（PowerPoint）展示範例並解說，歷時約

30 分鐘；接下來學生可以自由互相交談，然後在第二節課擬題。 

前述自由擬題之範例來自前導研究（陳斐卿等人，2015）以小學四、五年級學生的擬題作

品，示範題目如何與生活經驗結合，而非限定於課本或考卷之題型。它是 104-106 科技部計畫成

果之正式出版品（陳斐卿、單維彰，2014），其內容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亦是現場教師執行擬

題活動時的參考範例（沒有年級的限制）。五年級與九年級在數學知識上有落差，九年級學生可

從範例獲得擬題「型式」的啟發，五年級的範例題目沒有機率題目，不會在機率「內容」上受到

暗示。 

第二節課擬題的時間約為 45 分鐘。過程中，教師與研究人員不會指導學生任何機率知識。

此外，為了盡可能連結學校課程，研究者之一（數學教授）在擬題活動兩週之後入班，以兩節課

時間綜合講解擬題結果，讓學生有所收穫，作為下學期機率課程的前置經驗。 

從機率擬題活動亦收得 59 份題目，平均字數為 83 字，標準差 48 字。其中最多 212 字，最

少 9 字。將所擬之題依班級和座號之順序編碼，如 A 班 1 號編碼為 P1，依此類推，而 P31 恰為

B 班 1 號，最後一題為 P59。活動設計的流程與機率課程的相對關係，示如圖 2。 

 

圖 2  機率自發性概念研究之活動流程與機率正式課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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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工具 

（一）機率學前診測之測驗卷 

本研究之機率學前診測共有 15 題，依序記作 T1 至 T15。其中 T1—T4 為概念性的是非題，

不需要計算；接著 2 題為概念性的填充題，不需要寫出過程；後面 T7—T15 是 9 道計算題，須

寫出過程。測驗卷每題 1 分，滿分為 15 分。測驗題目的出處，包括近年基測、會考或符合 97 課

綱之課本例題。為了利於分析學生的概念，針對少數題目，有題型上的更動，像是將選擇題轉

換成是非題或計算題，或是將測驗目標較為多元的非選題轉換成簡答題，但是絕未變更題幹。

僅有 T12 為了簡化問題使其聚焦於獨立性概念而修訂了題幹，如表 3。 

表 3 

學前診測試題T12之原題與改題對照 

原題 改題 

一袋子中有 4 顆球，分別標記號碼 1、2、3、

4。已知每顆球被取出的機會相同，若第一次

從袋中取出一球後放回，第二次從袋中再取出

一球，則第二次取出球的號碼比第一次大的機

率為何？【96 年基測一】 

一袋子中有 4 個圓球，球上分別標記號碼 A、

B、C、D。已知每一個球被取到的機會相等，

若自袋中任取兩次球（一次一球，取後放回），

則取出的兩球號碼依序是 A、B 的機率為何？ 

（二）分析規準：機率類型與機率概念層次 

學前診測的題目和擬題的作品，都採用同一套分析規準，以比較學生在解題表現和擬題表

現上，各自能呈現的概念類型與層次。因為擬題較能揭露自發性概念，不像解題相對受到題意

的限制，所以用同一套分析類目比較解題和擬題之間的表現差異，有助於分辨兩者的差別。以

下介紹兩個向度概念細項的分析規準。 

1. 機率類型 

本文採用 Shaughnessy（1992）所彙整之機率類型作為機率類型之概念細項（不含形式機率）。

但是對於擬題作品，為使機率歸類更契合研究對象之表現，增加「沒有機率」細項。最後決定在

分析擬題內容時，將「機率類型」分成四個細項：沒有機率、主觀機率、古典機率、頻率機率；

而分析學前診測試題時，刪除「沒有機率」細項。各細項的定義和舉例，請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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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機率類型」向度之概念細項定義與舉例 

概念細項 定義說明 題型舉例 

沒有機率 不需要機率思維解題之題目 今有 100 顆蘋果，每小時吃 10 顆，試問 6

小時後剩下 30 顆之機率為何？ 

主觀機率 指一個事件發生的機率由某人決定，

包括設計上的安排設定，或者根據相

信的程度而猜測。 

小明平時很常踩到狗大便，試問今天上學

踩到大便的機率為何？ 

古典機率 假設樣本空間S中的每一個樣本出現

機會均等，則事件 A 發生的機率 P(A) 

= 
𝑛(𝐴)

𝑛(𝑆)
，其中 n(*)表示樣本個數。 

擲公正骰子 1 次，出現點數為奇數的機率

為何？ 

頻率機率 由觀察重複試驗之相對次數而來，用

實驗設計之觀察結果當作事件發生

的機率。 

某工廠試做一天，生產 1 萬件玩具，該工

廠品管部對當天生產的每件玩具做不良品

測試，發現 400 件不良品。以後該工廠每

天正式生產 10 萬件玩具，試問依此測試結

果，預估此工廠生產不良玩具的機率為

何？ 

以下舉一例說明規準之使用。擬題 P11：「誠凜高中即將對戰洛山高中。誠凜派出先發 5人，

火神、黑子、木吉、日向、依月。洛山則派出赤司、葉山、根武谷、實渆、黛千尋這 5人上場。

若火神在前 30 分鐘就進入 zone 的機率為 15%，最後 10 分鐘才進入 zone 的機率為 90%。請問

火神在最後 20 分鐘能進入 zone 的機率是多少？」此題是相當好的生活（漫畫）情境題，反應

學生對不確定現象的複雜直觀。 

題目並未交代 15%和 90%這兩個機率數據的來源，而題目的情境顯然不屬於古典類型：因

為「進入」和「不進入」的發生可能並不均等。在真實世界，上述數據可能來自過去歷次比賽的

統計，也就是頻率機率。可是此題的情境是想像的，而非真實世界，所以更可能是動漫或遊戲

設計者規定的。在此考量之下，此題歸類為主觀機率類型。 

2. 機率概念層次 

本研究調整 Jones 等人（1997, 1999）的機率情境向度，參照 Bognár 與 Nemetz（1977）對

青少年機率概念發展的研究，以及我國近年機率課程之安排（含高中階段），決定將「機率概念

層次」分成四個細項：單一事件、複合事件（餘事件、和事件、積事件）、獨立性、條件機率。

因為概念的發展經常是漸進的，所以機率概念層次向度的各概念細項並沒有互斥性，反而有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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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包含的關係，例如餘事件包含單一事件，而獨立性又包含餘事件。各細項的定義和舉例，請

見表 5。 

表 5 

「機率概念層次」向度之概念細項定義與舉例 

概念細項 定義說明 題型舉例 

單一事件 問題中僅涉及一個事件。 擲公正骰子 1 次，出現點數為奇數的機率

為何？ 

小明平時很常踩到狗大便，試問今天上學

踩到大便的機率為何？ 

複合事件 涉及事件及其餘事件的機率，或者需

考慮兩事件之交集或（互斥的）聯集。 

今天有抽獎活動，分為頭獎、二獎與普獎，

抽中頭獎的機率是 0.4，二獎與普獎的機

率相等，試問抽中普獎之機率為何？ 

獨立性 兩事件互不影響時，各自或皆同發生

的機率。 

一對夫妻，第一胎生男嬰，試問第二胎再

生男嬰之機率為何？ 

條件機率 兩事件彼此影響時，已知其一的前提

下，求其二發生的機率；或求二者先後

發生的機率。 

企鵝班有 45 人，國文考試及格率為 60%，

其中有 14 人數學亦即格，試問在國文及

格的人中，隨機抽出一位學生，數學及格

者之機率為何？ 

沿用前面的擬題 P11 作為此向度之規準使用範例。此題難以運用國中階段的知識解決，但

研究者依據我國高中階段的機率知識，賦予可解的條件：假設比賽每節 10 分鐘，火神在前三節

各節進入 zone 的機率相等，每場比賽僅能進入一次。然後，運用複合事件與條件機率概念，可

得火神在最後 20 分鐘進入 zone 的機率約為 81%。因為機率概念的細項層層包含，本研究選其

最高層次代表此向度，是故此題被歸類在條件機率層次。 

（三）學前診測試題的雙向類目表 

為了從學前診測試卷的各題答對率，分析學生在解題活動表現的自發性概念，在此將試題

按照前述規準分類至雙向類目表，如表 6。分析的信度與效度，詳於後面第五小節。結果顯示學

前診測的試題以單一事件的古典機率為主，這固然是選題來源的限制所致，但也符合本研究之

目的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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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機率學前診測之雙向類目表 

 單一事件 複合事件 獨立性 條件機率 總計 

主觀機率 T1 --- --- --- 1 

古典機率 T2、T3、T4、T5、 

T6、T7、T8、T9、 

T10、T11、T13、T14 

--- T12 --- 13 

頻率機率 T15 --- --- --- 1 

總計 14 0 1 0 15 

屬於主觀機率與頻率機率的學前診測試題，分別出自依據 83 年課程標準和 89 年暫行綱要

的試題，它們不在現行課程綱要的範圍內。因為民國 94 年是接受九年一貫一綱多本課程學生之

第一次參與基測，所以教育部（2005）特別審慎地提前公佈了參考題本，以下是這兩題的題目。 

（T1）投擲一枚圖釘，釘尖朝上、朝下的機率一樣。（是非題）【92 年基測一】 

（T15）某工廠連續五天、每天生產100件玩具，該工廠品管部對當天生產的每件玩具

做不良品測試，下圖為五天內所測試的結果[圖略]。以後該工廠每天正式生產

1000件玩具，試問依此測試結果，預估此工廠生產不良玩具的機率為何？（計

算題）【94年基測參考題本】 

四、資料分析 

（一）機率學前診測 

根據研究對象在學前診測試題的答對率，以及試題所屬的機率類型與概念層次，將可探討

學生在未經正式機率課程前，解決機率問題的能力狀態。每一題答對人數除以受測人數，定義

為該題之答對率；屬同一類目的各題平均答對率，定義為該類目的答對率。 

（二）機率自由擬題 

為了從研究對象的自由擬題內容，分析學生的自發性機率概念，研究者先按照機率類型規

準，將題目 P1—P59 分類。以下透過六個例子，呈現如何根據擬題內容進行機率類型與機率概

念層次的分類。 

1. 古典機率類型與單一事件概念層次 

一副撲克牌有54張牌，如果不算鬼牌，以亂洗的方式把牌一一排在桌子上，那要抽

出兩張數字一樣但花色不一定一樣的牌，機率有多少？（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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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題內容即以有限母體與事件所組成，鬼牌以外的 52 張牌為母體數量，從題意可以窮舉事

件的數量，而計算機率。 

2. 主觀機率類型與單一事件概念層次 

有一天，老皮走在路上，錢幣不小心掉了出來，已知水溝蓋洞口的寬度分別為2cm、

2mm，錢幣的直徑為1.8cm，厚度為1.8mm，請問錢幣掉進水溝概的機率是多少？

（P52） 

本題在真實的生活情境中呈現不確定現象與機率概念，但此題不符合古典機率的前提，也

沒有多次試驗的結果可查詢，所以僅能依照經驗或是個人信念作答，屬於主觀機率。 

3. 頻率機率類型 

人類的細胞有23對46條染色體，請問細胞少一條或多一條的機率？當父親或母親其

中一方患有唐氏症。（P31） 

本題內容雖然不夠專業，但明顯屬於遺傳疾病的科學情境，學生可能在七年級生物課學過。

因為唐氏症（染色體異常）並非完全由遺傳而來，也沒有演繹的估算方法，僅能根據醫學與公

衛文獻中的發生次數予以估計，因此屬於頻率機率。又因為唐氏症有自發（突變）機率，而受父

親或母親遺傳影響的程度也不同，所以此題的概念層次屬於條件機率。 

4. 複合事件概念層次 

六福村為中秋舉辦票價優惠方案，凡身份證字號號碼內有2個2以上，票價為200。

902班班上有30人為（台北市人），男生有14人，女生有16人，班上準備班遊去六福

村。請問能得優惠價200元的人機率為多少？（P41） 

此題不是問班上有人獲得優惠的機率，而是問遊客獲得優惠的機率為何，所以其實與男生

和女生的人數無關。因為女生的身分證字號第一位數必定是 2，所以獲得優惠的機率與性別有

關，但評分者會商後，判定學生未必知道前述事實，所以此題的旨趣無關於條件機率。此題聲

明「兩個 2 以上」獲得優惠，顯示擬題者應該是從負面列舉來思考的：扣除身分證後 8 碼沒有

2 或僅有一個 2 的情況，所以研究者將此題的概念層次定為複合事件；更精確地說，是餘事件。 

5. 獨立性概念層次 

瓶蓋抽獎活動，假如一箱有100罐，那河馬要買幾罐中獎機會才會是23%？（P2） 

此題雖然條件不足，但學生欲表達的不確定現象，卻相當清晰。若補上每箱有 5 罐中獎且

發生在每一罐的機會均等之前提，則此題可解。解題過程雖然需要餘事件概念，但是「n 罐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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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的機率就需要獨立性概念了，所以此題的概念層次定為獨立性。 

6. 沒有機率概念 

阿公今天的頭髮有84%是黑的，其餘皆為白的，他每天掉325跟頭髮，黑白掉得機率

一樣，今天他發了一頓大脾氣，比平常多掉了70根，這70根其中有56%是白髮，已知

阿公今天00:00有7800根頭髮，則阿公明天的00:00有多少根頭髮？明天阿公掉320根

頭髮的機率是？（P37） 

此題相當精緻，學生雖然寫出「機率」一詞，卻沒有意識到根據條件可以算出確定的結果，

並不涉及機率思維。學生嘗試擬出一道包含機率思維的題目，可是表現出來的卻是未能辨識不

確定現象。 

五、信度與效度 

（一）機率學前診測試題品質 

機率學前診測之試題，有 10 題選自民國 92 年至 104 年之間的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

（含 94 年參考題本）與國中教育會考，有 5 題選自符合 97 課綱之 104 年版國中數學課本（三

個版本），所以試題品質皆具國家考試的水準，或經由教科書審查通過。 

（二）機率學前診測與自由擬題的題目分類 

本研究以機率類型和機率概念層次兩個向度，將學前診測之試題與自由擬題的題目予以分

類，結果如表 6 和表 10，此處敘述分析的信度與效度。此分析以「題」為內容之最小單位，分

為學前診測試題 15 題，與學生擬題 59 題。由於題目屬於質性資料，為避免分類的疏漏，故邀

請三位具備數學專業者參與評分：大學教授 A、博士生 B、碩士生 C。分類過程經歷 6 次討論，

每次 2 小時。 

（三）確立分析架構 

依據機率類型與機率概念層次，建立機率雙向類目表，共有 12 項類目。分析的程序是：將

研究樣本的「題」加以編碼，根據前述規準，紀錄在機率類型與機率概念層次表格上，其中機率

類型之概念細項保持互斥，但機率概念層次之概念細項為有序性層次，而以最高層次做歸類。

每道「題」只屬於唯一類目。 

（四）建立評分者信度 

將機率類型、機率概念層次各概念細項之定義與規準發給每位評分者，並說明分類的原理

與方法。各評分者對「題」進行分類。若初步發生不同的歸類，則邀請評分者彼此討論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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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再次歸類。本研究使用評分者一致性信度檢驗（余民寧，2011）。對於學前診測試題，機率

類型之信度為 0.98，機率概念層次之信度為 0.96；對於學生擬題，機率類型之信度為 0.96，機

率概念層次之信度為 0.94，詳見表 7。可見最後的分析結果皆達到高度一致性。 

表 7 

機率學前診測與自由擬題的評分者信度表 

機率學前診測 

評分者 A B 評分者 A B 

B 1  B 0.93  

C 0.93 0.93 C 0.87 0.87 

機率類型之平均

相互同意值 

P = 0.95 R = 0.98 機率概念層次之平均

相互同意值 

P = 0.89 R = 0.96 

機率自由擬題 

評分者 A B 評分者 A B 

B 0.92  B 0.85  

C 0.88 0.85 C 0.83 0.80 

機率類型之平均

相互同意值 

P = 0.88 R = 0.96 機率概念層次之平均

相互同意值 

P = 0.83 R = 0.94 

（五）建立效度 

本研究根據文獻理論與教學實務經驗，建構雙向類目表的概念細項。分類過程中，採用三

角校正以避免研究者主觀意識影響結果。若遇到歸類有疑慮時，則進行思考定義與討論，進而

達成共識。經由上述程序，達成資料分類之專家效度，使得後續的分析與解讀，能夠更客觀公

正。 

肆、研究結果 

一、學前診測呈現的自發性概念 

依據學前診測試題在雙向類目表的分佈（表 6），15 道試題僅分布在 4 個類目之內，故表 8

僅呈現這些類目的答對率。學前診測試卷共有 12 道單一事件的古典機率問題，表 8 顯示研究對

象對於這些試題展現七成以上的平均答對率。表 8 之中主觀機率、獨立性與頻率機率這三個類

目，各僅有一道試題，而平均答對率依序為 60%、12%和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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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機率學前診測各類目試題之答對率 

答對率 主觀機率 古典機率 頻率機率 

單一事件 60% 72% 44% 

獨立性 --- 12% --- 

二、自由擬題呈現的自發性概念 

研究對象之自由擬題內容，在機率類型的分析結果如表 9。表 9 顯示接近六成學生在擬題

內容展現古典機率概念，並有超過三成半學生擬出具有主觀機率概念的題目，但是僅有 1 題被

歸類為頻率機率。 

表 9 

機率自由擬題之類型分布 

機率類型 沒有機率 主觀機率 古典機率 頻率機率 總計 

題數 3 21 34 1 59 

百分比 5% 36% 57% 2% 100% 

59 道擬題之中，有 3 題被判定沒有機率，故不討論它們的機率概念層次。將含有機率概念

的 56 道擬題，分類至雙向類目表的結果如表 10。表 10 顯示有 77%的擬題內容屬於單一事件概

念層次，有 21%達到或超過獨立性概念層次，但是僅有 1 題恰屬於複合事件概念層次（P41）。

有些擬題具備餘事件、互斥和事件的概念，例如前面介紹過的 P11 和 P31，但是因為含有更高

的概念，所以被分類在條件機率。 

表 10 

機率擬題之雙向類目表（已扣除沒有機率的三題） 

 單一事件 複合事件 獨立性 條件機率 總計 

主觀機率 18 0 2 1 21 

古典機率 25 1 7 1 34 

頻率機率 0 0 0 1 1 

總計 43 1 9 3 56 

百分比 77% 2% 16% 5% 100% 

三、學前診測與自由擬題呈現的自發性概念之異同 

透過學前診測與自由擬題兩種途徑，機率的自發性概念有若干相同之處。學前診測結果顯

示，未正式學習機率課程的九年級學生，超過七成能夠解出古典機率的單一事件問題，有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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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對主觀機率問題。事實上，高分組學生（學前診測成績在前 27%者）在此類目試題的答對率

甚至超過九成。擬題類型也呈現類似的發現：有 93%的研究對象能夠想像主觀機率與古典機率，

並能在情境中想像它們的應用。在含有機率概念的擬題中，有超過七成的擬題內容屬於單一事

件。 

以上數據表明，未經正式機率課程的九年級學生，不論在傳統試題的解題或者在自我展現

的擬題上，都顯示大致具備主觀機率與古典機率的概念，也大多具備解決單一事件機率問題的

能力。 

不論從解題還是擬題的資料來看，研究對象都顯得缺乏頻率機率的認知：學前診測的一道

頻率機率試題，未達一半的答對率；而擬題活動也僅有一題被歸類為頻率機率。此結果表示，

未獲教導前，較難自發產生頻率機率的概念。 

透過學前診測與自由擬題兩種途徑，機率的自發性概念也有若干不同之處。因為機率學前

診測的試題原則上來自基測與會考，所以在機率概念層次上顯得侷限。但是研究對象在自由擬

題時，卻展現出多層次的機率概念。雖然單一事件的概念層次佔了擬題內容的大多數，但還是

有 24%呈現更高的概念層次：複合事件、獨立性與條件機率。學生表現的最高自發機率概念層

次，可達條件機率，但是就數量而言並不普遍（僅 5%）。 

根據擬題內容的分析，本研究認為一般的九年級學生有可能自發地理解機率的獨立性概念。

學前診測結果顯示學生缺乏解決獨立性機率問題的能力，但是此結果與前述結論並不矛盾，學

生可能在教學之後，便能解決獨立性的機率問題。 

四、小結 

根據機率「學前診測」與「自由擬題」兩項活動所收集之資料的分析結果，本研究發現：尚

未正式學習機率課程的九年級學生，已經自行發展了主觀與古典類型的機率概念，但沒有顯示

頻率機率的概念。研究對象幾乎都具備單一事件的概念層次，雖然最高可達條件機率層次，但

較易達到獨立性層次。 

在研究方法上，自由擬題確實可以用以探究自發性概念，且能發覺更多質性的提示。若搭

配學前診測，則有機會針對同一項學習目標，分辨概念理解和程序執行的不同層次。 

綜而言之，本研究發現未經正式機率課程的九年級學生： 

1. 大致具備主觀機率與古典機率之機率類型概念； 

2. 也大致具備處理單一事件問題的機率概念層次； 

3. 頻率機率之概念薄弱； 

4. 很可能具備獨立性層次的機率概念，但是沒展現解決獨立性問題的能力； 

5. 部分學生能夠達到條件機率概念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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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很少呈現恰處於複合事件層次的概念。 

伍、結論與建議 

本文自發性機率概念的研究結果顯示，九年級開學初期的學生，就已經大致掌握了現行九

年級下學期的機率內容：古典類型的單一事件機率課程。所以，現行課程規劃雖然有減輕學習

壓力的優點，但是在配合學生認知發展的妥適性，以及在數學支持其他學科學習和解決生活問

題的素養目標方面，都值得商榷。本研究獲得的結果，不違背 Piaget 與 Inhelder（1975）以及

Bognár 與 Nemetz（1977）的認知發展與適學年齡研究，顯示古典機率之單一事件內容，至少可

以提前至八年級學習。 

但是機率概念不只有古典機率這一種。臺灣的數學課程偏重古典機率，雖然它具有「正確

答案」與「數學嚴謹」的好性質，但是仍然值得提供學生其他機率類型之學習經驗。前一段引述

的兩份機率概念認知發展文獻，以及我國過去的機率課程規劃，都包含主觀機率與頻率機率。 

在學生創造的擬題中，我們觀察到主觀機率與古典機率的有意義搭配。主觀機率不僅用於

評估可能性，也用於設計。從學生的擬題中，我們看到商業、電玩或動漫情境，例如前面介紹過

的 P2、P11、P41 等。在這些客觀資訊不足的不確定情境裡，古典機率只能提供部分資訊，必須

彌補主觀機率才能完整地解決問題或者做出理性的猜測。既然本研究已經表明學生自發地具有

主觀機率概念，而且自然地搭配古典機率使用，所以若在課程中予以支持和導引，應可發揮事

半功倍的效果。 

關於獨立性，本研究顯示九年級學生缺乏解決獨立性機率問題的方法，但是並不缺乏獨立

性的概念。因為解題的方法僅為機率相乘，所以缺乏的關鍵也不是計算，而是對於獨立性的概

念理解。學生的擬題表現（如表 10），搭配 Bognár 與 Nemetz（1977）指出十三至十四歲可辨識

獨立（independent）或相關（correlated）的實驗或事件，本研究認為九年級學生已經準備好獨立

性機率概念的學習。當學生在熟悉的獨立性情境之下，學習了獨立性的機率概念和計算原理，

就能具備解題的方法了。 

此外，表 10 的分析顯示：將複合事件安排在獨立性之前，很可能是不自然的，不符合學生

的認知發展。事實上，Jones 等人（1999）的三年級機率概念細項並沒有「複合事件」（表 1），

Bognár 與 Nemetz（1977）對青少年的機率概念認知發展研究，也沒有特別述及一般性的複合事

件；此外，Watson（2005）回顧 6 至 9 年級學生機率思維的研究文獻，也指出複合事件的困難

性以及它通常需要伴隨獨立性的概念。本研究將複合事件列入概念細項，並且將它列在獨立性

之前的理由，是為了搭配我國傳統的高中階段機率課程規劃。然而，從表 10 可知：幾乎沒有恰

好處於和事件、積事件概念層次的擬題。證據顯示九年級學生可能會先發展餘事件與獨立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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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而一般性的複合事件，對他們來說反而可能比較困難。 

根據本研究發現的結論，作者建議將現行九年級的機率課程移到八年級，九年級可以進行

「獨立性」與複合事件之中「餘事件」的學習。但是九年級的機率教學不宜包含一般的複合事

件，即所謂和事件與積事件，因為「餘事件」是語言上容易理解的概念，並不需要先理解「差

集」和「補集」之一般性集合概念，更不需要集合運算（聯集、交集）的先備知識。此外，本研

究雖然顯示部分學生能夠達到條件機率概念層次，但證據不足以顯示學生準備好在九年級學習

條件機率。綜合而言，本文建議臺灣的機率課程學習內容宜規劃如下： 

1. 六年級：主觀機率的概念及生活中的應用。 

2. 八年級：單一事件概念層次的主觀機率與古典機率。 

3. 九年級：餘事件與獨立性，並在真實情境中學習兩種機率類型的搭配運用。 

4. 十年級：條件機率與一般性的複合事件。 

在未來工作方面，本研究發展的「機率類型」與「機率概念層次」兩向度之分析規準，應有

助於分析機率課程與教學的設計與實施，但是「複合事件」的適當位置，還有待更精緻的釐清。

而自發性概念的研究，有助於適學年齡的探索，也可以作為課程規劃的參考，值得持續關注。 

雖然 Piaget 與 Inhelder（1975）認為形式運思期的青少年能具備頻率機率概念，但本研究顯

示頻率機率較難由直觀而發生。這或許意味著：若無教導，學生難以自行發覺統計數據可以當

作機率使用。但是頻率機率確有實用及學理上的重要性，實應納入學習目標。關於頻率機率的

教學內涵與課程規劃，應為值得研究的問題。 

本研究認為九年級可進行獨立性的教學，但並不是將高中教材提前到國中實施的意思。適

合國中階段的機率表徵之一，應為「在樹枝上記錄機率的樹狀圖」（許哲毓、單維彰、劉柏伸，

2016）。此表徵可提供解決獨立性機率問題所需的算法，並且不需要先學習集合概念。國外教科

書的比較研究，以及國內的教學實驗，將有助於確認這種表徵的教學效果。 

最後，本研究保守地選擇九年級上學期的學生作為研究對象，而且因為是初步探討，故研

究對象的人數與地域性都較為侷限。又或許因為自由擬題與學前診測的時間靠近，使得診測的

試題或許對擬題產生提示效應，導致擬題內容以古典機率類型為最大多數，都是本研究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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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繁體中文文書軟體處理。除另有規定外，中文字型一律採用新細明體，英文字型一

律為 Times New Roman。 

壹、 撰稿格式 

一、投稿除需要附上作者基本資料表檔案外，中文稿件內容依序為中文摘要頁（含關鍵

字）、英文摘要頁（含關鍵字）、正文（包括圖、表、附註、誌謝、參考文獻）以

及附錄（若無必要可省略）；英文稿件之撰寫順序相同，唯中英文摘要頁位置對調。 

二、稿件版面以單欄版面橫向印列的A4規格紙張，上下左右各留2.5公分空白，除基本

資料表頁外每頁需加註頁碼。文稿字數（包含摘要、正文、圖表、附註、參考文獻、

附錄等）中文以20,000字為上限，英文以10,000字為上限。 

三、中文摘要頁內容包括論文題目（粗體20級字、置中）、摘要（不分段，限500字以

內）、與關鍵字（以五個為上限，並依筆畫順序由少到多排列）。 

四、英文摘要頁內容包括論文題目（bold, 20 pt, central），並附英文摘要（不分段，限

300字以內）及英文關鍵字（字詞及順序須與中文關鍵字相對應）。 

五、除各項標題、表之註記與另起一段之引文外，內文不分中英文均為12級字，單行行

距。 

六、除另有規定外，中文字型一律採用新細明體，標點符號及空白字為全形字；英文字

型一律為Times New Roman。 

三、本期刊為雙向匿名審查，除基本資料表外，不得出現作者姓名或任何足以辯識

作者身份之資料。匿名的參考格式為： 

(一) 若本文引用作者已發表之文章，須以「（作者，西元年）」或“(Author, Year)”；

若引用作者已發表之文章不只一篇，則以「（作者，西元年a）、（作者，

西元年b）、……」或“(Author, Year a)、(Author, Year b) 、……”的中文作

者姓氏筆畫順序以及外文作者姓氏字母順序排列。 

(二) 若在參考文獻中則以「作者（西元年），期刊刊名。」或「作者（西元年），

書名。」、「作者（西元年）。編者，書名。」或“Author (Year). Title of Periodical.”



表示。 

引用文獻中包含一位以上的投稿文章作者，其所有著作皆須遵守上述規範。 

範例1：「林妙鞠、楊德清（2011）。故事融入小一弱勢學生之補救教學研究。

台灣數學教師(電子)期刊，25，1-16。」一文的作者欲引用該文，文中

應以「（作者，西元年）」表示，參考文獻則以「作者（西元年）。

台灣數學教師(電子)期刊。」表示。 

範例2：「李源順（2009）。三階段輔導模式 - 以數學學習領域為例。收錄於

鍾靜和楊志強（主編），優質實習輔導教師的增知賦能（pp.141-157）。

臺北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一文的作者欲引用該文，文中應以「（作

者，西元年）」表示，參考文獻則以「作者（西元年）。收錄於鍾靜

和楊志強（主編），優質實習輔導教師的增知賦能。」 

範例3：“Chang S. L., & Lin, F. L. (2006). Investigations into an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strategies of advancing children’s mathematical thinking. Taiwan 

Journal of Mathematics Teachers. 5, 21-34.”的作者應以“(Author, Year)”

引用該文，參考文獻則以“Author (Year). Taiwan Journal of Mathematics 

Teachers.”表示。 

貳、 正文 

一、正文原則上包括「緒論」、「文獻探討」、「方法」、「結果」、「討論」與「參

考文獻」等六部分，「緒論」含研究動機與目的、假設或研究問題等內容。前述格

式為原則性規定，作者可依論文性質斟酌改變。 

二、標題的層次、選用次序與字體為： 

 

壹、16級字、粗體、置中 

一、14級字、粗體、靠左對齊 

(一)12級字、粗體、靠左對齊 

1. 12級字、粗體、靠左對齊 

(1)內縮1.5字元、12級字、粗體、靠左對齊 

A.內縮1.5字元、12級字、底線、靠左對齊 

http://www.wunanbooks.com.tw/publisher.aspx?uid=C245


1. 第一級標題為「緒論」、「文獻探討」、「方法」、「結果」、「討論」與「參考

文獻」等，各層次標題選用次序為：壹、一、(一)、1、(1)、A 最多以六個層次

為原則。 

2. 第一、二、三、四、五層次標題請使用粗體。 

3. 第一層次標題使用 16 級字，第二層次標題使用 14 級字，其餘 12 級字。 

4. 第一層次標題置中，其餘靠左對齊。 

5. 第一、二、三層次標題為單行間距，並與前後段距離均為 1 行；第四、五、六

層次標題為 12 點最小行高，並與前後段距離均為 0.5 行。 

6. 第五、六層次標題內縮 1.5 字元，而第六層次標題加上底線。 

7. 標題請用字簡明，勿用句號或冒號。若逢頁尾最後一行，應移至次頁首行。 

三、英文統計符號須用斜體字，例如F(1, 53) = 10.03, t, F, M, SD, N, r, p等。希臘字母則

不要斜體，例如：α, β, ε, η。 

四、資料分析結果的有效位數須全文一致。恆小於「1」的數值，例如KR20, α, p等統計

數值的個位數字「0」請省略。 

五、文獻資料的引用一律採取文內註釋。引用文獻時，必須有作者姓名（中文作者姓名

全列，英文作者僅列姓氏）及論文年份（中文文獻及英文文獻均使用西元年份）。

相同作者在同一段中重複被引用時，第一次須寫出年代，第二次以後，在不造成混

淆的情況下年代可省略。若在不同段落中重複引用時，則仍須完整註明。本文中引

用之文獻必須在參考文獻中列出。文獻引用格式於下： 

1. 當作者為一人時，格式為作者（年代）或（作者，年代）、Author (Year)或(Author, 

Year)。 

2. 當作者為二人時，每次引用均須列出全部作者，在行文中，以「與」連接；在

括號和參考文獻中，中文以頓號「、」，西文以“&”連接。格式為作者 1 與作者

2（年代）或（作者 1、作者 2，年代）、Author 1 與 Author 2 (Year)或(Author 1 

& Author 2, Year)。 

3. 當作者為三至五人時，第一次引用時所有作者均須列出，第二次以後僅需寫出

第一位作者並加「等」字或“et al.”。在同一段落中重複引用時，第一次須完整

註明，第二次以後僅需寫出第一位作者再加「等」字或“et al.”，可省略年代。

若在不同段落中重複引用，則僅需寫出第一位作者再加「等」字或“et al.”，但

仍需註明年代。 

4. 當作者為六人以上時，每次引用都只列第一位作者並加「等」字或“et al.”。 

5. 當作者或作者之一為機構時，第一次引用應寫出機構全名，並以中括號註明慣

用之簡稱，第二次之後即可使用簡稱替代，並依上述一至四點處理。例如：行

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科會，2011）或（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科會]，2011）、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NSC, 2011)或(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NSC], 2011)。 



6. 當文獻為翻譯作品時，以原作者為主要作者，中文翻譯的文獻須註明原著出版

年代，接續註明譯者姓名與譯本出版年代，作者與譯者之人數及其引用格式的

規範與一般作者相同。英文翻譯文獻則僅須註明原著出版年代和譯本之出版年

代，中間以斜線區隔，不須註明譯者姓名，作者人數及其引用格式的規範與一

般作者相同。例如：Skemp (1987/1995)。 

7. 當西文作者同姓時，須引用全名，且採「名在前姓在後」方式書寫。例如：A. J. 

Bishop (1985)和 E. Bishop (1970) 都認為……。 

8. 在同一括號內同時引用多位作者的文獻時，依作者姓名筆畫（英文用字母）排

序；若同時有中英文作者，則先列中文作者。不同作者之間用分號分開，相同

作者不同年代之文獻用逗號隔開年代。 

9. 在文章中引用同一作者在同一年的多篇著作時，應在年代後加註 a, b, c……以茲

區別。 

10. 當引用文獻需標出頁數時，西文單頁為“p.”、兩頁以上為“pp.”，中文則以「頁」

表示。例如：（洪萬生，2006，頁 167）、(Dubinsky, 1991, p. 102)、(Heath, 1956, 

pp. 251-252)。 

11. 當引用之觀念或陳述，來自第二手資料時，應將原始資料和第二手資料同時註

明。在括號中首先列出原始作者與年代，接續中文以「引自」，西文以“as cited 

in”註明第二手資料之作者與年代，並說明出處頁碼。例如：（Garner, 1988，引

自蘇宜芬、林清山，1992，頁 246）、Peirce (1968, as cited in Sáenz-Ludlow, 2002, 

p. 289) 

12. 引文超過中文 80 字（西文 40 字），則須另起一段，並改為標楷體 10 級字，左

右縮排 2 字元，與正文間前後空一行，且在引文前後無需用引號。例如： 

 

Schoendfeld (1992, p.335) 有一段話可以用來討論： 

 

數學從其創生之始就是一種社會活動，在此活動中一群訓練有素的實踐者（數

學科學家）從事組型的科學──基於觀察、研究和實驗，有系統地試圖要決定

一個公理化或理論化之系統中的規律的性質和原理（此為純數學），或者從實

在世界物體中抽象出來之系統的模式（此為應用數學）。數學的工具是抽象、

符號表徵、和符號操作。然而學會運用這些工具，其意義乃謂一個人以數學方

式思考而非如一個工匠使用工具。以數學的方式思考就是：（1）形成數學觀

點──珍視數學與抽象的歷程，並偏愛其應用，（2）發展此學科的工具的能力，

並應用這些工具以協助我們理解結構──數學的建構意義（mathematical 

sense-making）。 



六、圖與表格： 

1. 圖下方應置中書明圖序及圖之標題；表格上方應置中書明表序及表名，圖表序

號均使用阿拉伯數字，且圖表序與圖名之間空一個中文字（或 2 個英文字母）。

各圖表之標題及說明宜精簡，但不宜精簡至看正文才能知此圖的訊息。 

2. 表格之製作以簡明清楚、方便閱讀為原則，頂端與底端採用粗線(1.5pt)繪製，中

間與兩邊不必畫線。表序須配合正文以阿拉伯數字加以編號，並書明表之標題。 

3. 每一個圖表的大小以不超過一頁為原則，如超過時，須在續表之表序後加上（續）

/ (continued)，但無須重現標題，如：表 1（續）或 Table 1 (continued).。 

4. 圖與表格應配合正文出現，與前後段空一行間距。圖及表格內容若有解釋的必

要，可作註記。註記與圖表之左邊界切齊，列在圖、表之下方，每註另起一行，

按編號順序排列。 

七、誌謝與附註： 

1. 誌謝應力求簡短扼要，置於正文之後。誌謝二字為 16 級字、粗體、置中。誌謝

文另行起、第一行內縮 2 字元、12 級字。 

2. 附註應置於參考文獻之前，每項附註均另起一行，並以阿拉伯數字編號，依順

序排列。 

參、 參考文獻 

一、正文中引用過之文獻，必須全部列舉在參考文獻內，且不得列出未引用之文獻，接

受刊登之論文，作者應另提供中文參考文獻之英譯資料。 

二、每個作者第一行由第一格開始寫，第二行中文內縮三個字；英文內縮六個字母。中

文參考文獻先寫作者姓名（年代），再用「。」接續「篇名」，「。」後再寫「期

刊名稱」或「書名」以及「頁碼」。中文參考文獻「書名」或「期刊名及卷數」以

粗體表示，其餘（含期數）維持標準樣式。英文參考文獻先寫作者姓名（年代），

再用「.」接續「篇名」，「.」後再寫「期刊名稱」或「書名」以及「頁碼」。英

文參考文獻「書名」或「期刊名及卷數」以斜體表示，其餘（含期數）維持標準樣

式。即： 

作者（年代）。文章篇名。期刊刊名粗體，卷粗體 (期若無則可省略)，xxx-xxx。 

Author, A. A. (Year).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Periodical斜體, volume斜體 (issue若無則可省略), 

xxx-xxx. 

三、各種不同形式的中英文參考文獻的格式如下： 

1. 期刊 

中文格式：作者（年代）。文章篇名。期刊刊名，卷 (期)，xxx-xxx。 

英文格式：Author, A. A. (Year). Title of article. Title of Periodical, volume(issue), 

xxx-xxx. 



 

2. 書籍 

中文格式：作者（年代）。書名（版次若有須註記）。出版地：出版者。 

英文格式：Author, A. A. (Year). Title of book (Edition). Location: Publisher. 

3. 編輯著作：中文編輯著作以編者之姓名起始，其後以「編」、「編著」等標示

其著作方式，以資區別。英文編輯著作以編者之姓氏起始，其後則為編者名字

的縮寫，再加上“Ed.”、“Eds.”、或“Comp.”，以資區別其著作方式。 

中文格式：編者編（年代）。書名（冊次若無則可省略）。出版地：出版者。 

英文格式：Editor, A. A. (Ed.). (Year). Title (Volume若無則可省略). Location: Publisher. 

4. 翻譯作品 

中文格式：原作者（譯本出版年）。翻譯書名（譯者譯）。出版地：出版者。

（原作出版於xxxx年） 

英文格式：Author, A. A. (Year). Title (B. B. Translator, Trans.). Location: Publish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Year). 

5. 書中的文章 

中文格式：作者（年代）。文章名稱。收錄於編著姓名（編著），書名（冊次若

無則可省略，頁xx-xx）。出版地：出版者。 

英文格式：Author, A. A. (Year). Title of article. In B. B. Editor (Ed.), Title of Book 

(Edition若無則可省略, pp. xx-xx). Location: Publisher. 

6. 研究計畫報告：若引述的報告是取自 ERIC (the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或 NTIS (the National Technical Information Service)，則在最後須以括號註

明 ERIC 或 NTIS 的編號。 

中文格式：作者（年代）。報告名稱（報告編號若無則可省略）。出版地：出版者。 

英文格式：Author, A. A. (Year). Title of report (Report No.若無則可省略). Location: 

Publisher. 

7. 研討會發表之論文（未出版） 

中文格式：作者（年，月）。論文標題。發表於會議名稱。會議地點：舉辦單

位若無則可省略。 

英文格式：Author, A. A. (Year, month). Title of pap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itle 

of the Symposium. Location, Country. 

8. 未出版之學位論文 

中文格式：作者（年代）。論文名稱。未出版之博／碩士論文，學校暨研究所

名稱，大學所在地。 

英文格式：Author, A. A. (Year). Title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master thesi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master thesis, Name of 



University, Location. 

9. 網路資源 

中文格式：作者若無則可省略（年月日若無則可省略）。網頁標題。檢自URL。 

英文格式：Author, A. A. (Year, month day若無則可省略). Title of webpage. Retrieved 

from URL. 

 

  



《臺灣數學教育期刊》投稿基本資料表 

篇名 
(中文)  

(英文)  

總字數 稿件全文 (含中英文摘要、正文、參考文獻、附錄等) 共         字。 

關鍵詞(最多五個) 
(中文)  

(英文)  

頁首短題 

(running head) 

(請以不超過15個中文字或40個英文字元為原則。) 

 

通

訊

作

者

資

料 

姓名 (中文)  (英文)  

職稱  

服務單位 

(或就讀校系) 

(中文)  

(英文)  

E-mail  

通訊地址  

電話 
辦公室：(   )               分機 

行動電話： 

如為共同著作，請詳填以下共同著作人欄位，非共同著作則不需填寫。(以下欄位不敷填寫時請自行增加) 

共同著作人 姓名 服務單位(或就讀校系) 職稱 

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中文) (中文)  

(英文) (英文) 

第二作者 

（□通訊作者） 

(中文) (中文)  

(英文) (英文) 

第三作者 

（□通訊作者） 

(中文) (中文)  

(英文) (英文) 

作者註 

(可複選) 

□ 本篇論文為碩、博士論文改寫，指導教授為              。 

□ 本篇論文曾於              發表。 

□ 本篇論文獲國科會補助，計劃編號：              。 

1.茲保證本論文符合研究倫理。 

2.茲保證所填基本資料正確，文稿未曾以任何方式出版或發行，且無一稿多投、違反學

術倫理，或違反著作權相關法令等事情。 

3.茲瞭解並同意貴刊著作權授權規範，並保證有權依此規範進行相關授權。 

4.茲保證文稿已經所有作者同意投稿至《臺灣數學教育期刊》。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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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同意投稿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與台灣數學教育學會共同發行的《臺灣數學教育

期刊》之一文，名稱為： 

                                                                           

立書人聲明及保證本著作為從未出版之原創性著作，所引用之文字、圖表及照片均符合

著作權法及相關學術倫理規範，如果本著作之內容有使用他人以具有著作權之資料，皆

已獲得著作權所有者之（書面）同意，並於本著作中註明其來源出處。著作人並擔保本

著作未含有毀謗或不法之內容，且絕未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並同意無償授權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數學系與台灣數學教育學會於本著作通過審查後，以論文集、期刊、網路電

子資料庫等各種不同方法形式，不限地域、時間、次數及內容利用本著作，並得進行格

式之變更，且得將本著作透過各種公開傳輸方式供公眾檢索、瀏覽、下載、傳輸及列印

等各項服務。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與台灣數學教育學會並得再授權他人行使上述發

行之權利。惟著作人保有下列之權利： 

1.本著作相關之商標權及專利權。 

2.本著作之全部或部份著作人教學用之重製權。 

3.出版後，本著作之全部或部份用於著作人之書中或論文集中之使用權。 

4.本著作用於著作人受僱機關內部分送之重製權或推銷用之使用權。 

5.本著作及其所含資料之公開口述權。 

著作人同意上述任何情形下之重製品應註明著作財產權所屬，以及引自《臺灣數學

教育期刊》。 

如果本著作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下列簽署之著作人已通知其他共同著作人本同

意書之條款，並經各共同著作人全體同意，且獲得授權代為簽署本同意書。如果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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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03 編審委員會會議通過 

壹、 《臺灣數學教育期刊》（以下簡稱本刊）之審查包括預審、正式審查兩個階段： 

一、預審：檢視來稿是否符合本刊稿約之宗旨、論文品質以及進行論文格式之審

查； 

二、正式審查：審查委員與投稿者採雙向匿名方式進行。主編就審查委員的回覆意

見及論文品質決定接受或拒絕文稿，或是需要作者修改後再進行審查或檢核。

需要「修正後再審」之稿件，交原審查委員或委由主編委任進行再審。所有文

稿最後須經編輯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方能刊出。 

稿件之最終審查決定以投稿後六個月內完成並通知作者。 

貳、 審查委員針對稿件之學術原創性、正確性及價值等條件從嚴審查，以確保所刊文稿

的品質。審查委員可提供作者具建設性的修改建議，以利文稿的修正及品質提昇，

並以下列其中一種的刊登建議回覆： 

一、「同意刊登」：論文不需要修改可作原稿刊登。 

二、「修正後刊登」：通知作者依審查意見修改或答辯後刊登。 

三、「修正後再審」：要求作者依審查意見修改或答辯，修正稿由編輯委員會送原

審查委員或委由主編委任進行再審。 

四、「不宜刊登」：通知作者退稿。 

稿件審查的時間以三週為限，若超過期限，編輯委員會將去函提醒審查委員儘速審

查，若逾六週審查者仍未寄回審查意見，則編輯委員會得再聘請另一位審查者取代

之。每位審查者皆為無償審查，但會在每年第二期期刊中列名致謝。 

參、 本刊主編、副主編或編輯委員如投稿本刊，該委員應迴避推薦審查委員名單、參與

審查結果決定之討論或經手處理與個人稿件有關的資料(包括審稿者資料、推薦審

查委員名單、審稿意見等)。 

肆、 本刊預計每年四月和十月出版，稿件刊登順序由主編原則上依文稿性質與投稿時間

之先後次序決定之，而第一作者的文稿以一篇為限，超過篇數之稿件留至下期刊

登。 

伍、 本刊稿件之編審流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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