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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探究活動流程表 

第五章  探究活動之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的第二階段研究主要就學生幾何論證學習現況的調查中

所發現的論證障礙，發展相關的探究活動，在合作學習的情境下經操

作、構圖等方式突破圖形所造成的論證障礙。本章主要探討探究活動

中，小組成員的學習歷程，包括圖形概念的瞭解過程以及突破附圖形

式所造成之幾何論證障礙的歷程。 

 

第一節  探究活動之流程 
 

研究中之探究活動有別於探究教學，研究者針對學習概況瞭解中

學生所表現之圖形迷思概念以及圖形對幾何論證造成障礙的情形設

計相關探究活動，經由小組合作學習方式，突破論證障礙，因此活動

中並沒有新知識的傳授，學生亦未建構出未學習過的數學知識，僅將

舊知識中的迷思概念重整、修正。 

活動進行方式主要以學生的討論為主軸，研究者僅提供一個開啟

討論的操弄活動或情境，並擔任一個中庸的參與觀察者角色，因此活

動前僅擬定啟動討論之活動內容，並沒有固定的教案，而是根據學生

的表現不斷地調整與修正，以作為下一活動之設計依據，表 5-1-1 為

探究活動之流程： 

 

日期 活動目標 活動流程 使用資源 

91.02.06 
活動一 

破除典型心像 

1. 以色紙剪裁不同之等
腰三角形，並黏貼或
描繪於學習本 

2. 討論剪裁及黏貼過程 
3. 於所有的三角形畫出
他的幾何元素、如中
垂線、角平分線 

色紙、剪刀、尺
規、學習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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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2.07 

 1. 剪裁出特例：正三角
形，並討論其方法及
過程。 

2. 討論三角形特例的種
類及分類方式 

色紙、剪刀、尺
規、學習本 

91.02.08 

1. 以色紙剪裁出不同之
平行四邊形，(以特例
分類)。 

2. 由學生對平行四邊形
所提出的性質出發，
討論性質間的因果關
係，進而形成最少條
件之定義。 

 

91.02.09 

活動二 
釐清圖形定義 

1. 討論分類的分法及完
備性 

2. 討論各個特例之間的
關係(發展圖形包含
概念) 

1.學習本 
2.原有平行四邊
形定義－ 
小嬅：二雙對邊

平形且等
長。 

阿翰：二雙對邊
平行且對
角相等。 

 

91.02.14 

活動三 
發展構圖能力
及察覺演繹證
明之一般性 

1. 根據結構證明能力問
內中第一題的題意，
畫出一個以上的圖。 

2. 討論不同圖形對論證
過程產生之影響。 

1.學習本： 
2.題目： G為

ABC∆ 的外心，連
接 GCGBGA         、、 ，
若 BCGACG ∠=∠  
試 證 ABC∆ 為 一
等腰三角形。 

91.02.15 
活動四 

發展證明能力 

1. 在不同附圖形式下擷
取相同已知條件。 

2. 在不同附圖形式下進
行論證，並比較演繹
證明之間之異同。 

1.學習本 
2.題目：平行四
邊形 ABCD中，作
DE 垂 直 BC 於
E、BF垂直 CD於
F，若 BFDE = ，
試 證 ABCD 為 菱
形。 

91.02.16 
活動五 
發展 

後設監控能力 

1. 批改偵錯問卷 
2. 討論偵錯問卷中錯誤
之處 

偵錯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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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充分操弄幾何圖形對圖形認知的影響 
 

    在第四章中研究者主要發現學生對於幾何基本圖形概念主要的

表現大致為 (1)概念心像具典型類型(2)圖形概念定義源自典型概念心

像，並非最少條件之形式化定義(3)不具圖形包含關係，因此在探究活

動的前半部主要利用充分操弄圖形及構圖的方式以釐清學生幾何圖

形的迷思概念： 

 

一、不同操弄方式衍生出不同圖形瞭解 

1.水平、鉛直典型心像之成因  

    在活動一中 6 位學生剪裁等腰三角形的方式不完全相同，主要分

為兩個方式： 

 

－阿忠、小葳（方法一）：隨意畫出兩條等長的邊， 再連接出底邊。 

－阿翰、阿智、小茹、小嬅（方法二）：將正方形

色紙沿對角線對摺再對摺，摺出互相垂直之兩

對角線，以其中一條對角線為三角形底邊，一

條為中垂線，由中垂線平分底邊之性質作出不

同之等腰三角形，如圖 5-1-1： 

 

  因此前二人使用了等腰三角形之定義來構圖，而後四人則使用了

等腰三角形底邊中垂線平分底邊之性質，因此這樣的差異之下討論出

出現水平、鉛直典形圖形的成因之一為先固定底邊，而先任意畫出兩

等腰的方式則可能會產生歪斜的底邊，但最後學生的結論是不論歪斜

與否均為等腰三角形，而中垂線平分底邊的性質其實可由較簡單的方

法一操弄得到，因此已有以定義形成其他性質的表現，但並非經過形

 
圖 5-1-1：方法二之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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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演繹，而只是以操作的方式由視覺來判斷 

 
(對話 5-2-1) 

060011 T 你們的方法好像不一樣，小葳的和阿智的不一樣 

06002 小葳  你那個很麻煩你知不知道。 

06003 阿智  那會啊…  

06004 阿翰  你 (指阿智 )好像跟我一樣的  

06005 阿智  嗯，你那樣畫會歪吧，下面不一定會是平的  

06006 小葳  會啦，這樣就是平的 

06007 阿智  那是你偷轉的，一開始這樣不可能是平的 

06008 阿忠  不一定是平的…  

06009 小葳  不是平的又沒關係，老師又不是 … 老師是說剪等腰三角形然

後亂貼啊，又不一定要平的 

06010 T 所以他的方法是先固定讓下面是平的，你的會不一定 

06011 阿忠  嗯  

06012 阿翰  可是他的好像比較簡單。  

06013 T 所以他的也是等腰嗎? 不平可以嗎 ? 

06014 阿翰  嗯 …  

06015 阿忠  畫了之後再對摺就像他那樣了 

06016 小嬅  下面好像也會一樣的 

 

2.由一般例形成特例之歷程  

(1)由不同圖形突破視覺造成的過度一般化現象 

在活動中，研究者要求學生畫出數個等腰三角形之三高、三中垂

線、及角平分線等元素，過程中，小葳的概念由原本的「三角形之一

邊中垂線必定經過相對之頂點」遷移至必須在特定條件下才會成立： 

 
(對話 5-2-2) 

06028 小葳  我這畫不準  

06030 T (略)⋯小葳，妳剛說什麼畫不準 ? 

06031 小葳  這不是要這樣嗎? (指 AC邊之中垂線必須經過 B)。  

06032 T 中垂線一定要通過頂點嗎 ?大家想一想吧 

06033 阿忠  不一定吧，等腰才行…  

06034 小葳  這不是等腰嗎? 

06035 阿忠  可是這兩個不等腰(指 AB和 BC ) 

06036 小葳  喔 … 對，所以要等腰才行 

06037 T 懂嗎 ?為什麼等腰才行知道嗎 ? 

06038 阿忠  嗯因為這樣這樣就會等腰(指中垂線至底邊兩端點等距) 

                                                 
1 探究活動對話編碼方式：前兩碼為日期，後三碼為流水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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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葳發現需在特殊條件下中垂線才會有較好性質的情況下，再

加上構圖的過程中，學生由圖形中不同的角度，以及各種不同類型的

圖形中，也發現了三角形任一頂點與外心連線之延長線未必為該頂點

對邊之中垂線(對話 06039-06045)，這亦將原先存在的過度一般化典

型圖形屬性的情形作了正確的修正。 

 

(2)由構圖過程發現圖形的特例：以三角形為例 

    研究者為了形成正三角形為等腰三角形之特例的概念，詢問學生

若以各自的方法剪裁等腰三角形的過程是否會恰好剪出正三角形，阿

智認為：「這滿難的  (07016)」，小嬅亦認為：「不想畫，因為正三角形很難

畫… (07019)」，但小葳則認為：「哪會啊… (07017)」，而呈正反兩面看法的

學生正好為畫等腰三角形時不同畫法的的兩群學生，而在後續的討論

中，先提出特例畫法的為使用方法一的阿忠和小葳，小葳提出以方法

一畫出正三角形的方法為「就是要用尺這樣去對 … 不過要先量底邊吧… 嗯

(07024)」，也就是先量出底邊長度，再以利用尺控制中垂線至底邊端

點的距離，而阿忠的方法則為：「用量角器的話先隨便畫一道，然後要量 60

度再畫。(07062)」可見具圖形定義的學生較容易由一般例的結構形成特

例圖形。 

    因此，在這樣的操弄的過程中，學生可體驗出，特例圖形是對於

一般圖形中的某個條件加以限制而來的，例如學生在上述討論中提到

正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中比較「龜毛」 (麻煩、囉嗦 )的，也就是必須

由等腰三角形再加以限制某些條件才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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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嬅 07134) 

(對話 5-2-3) 
07116 T 所以用你作等腰三角形的方法也可以畫出正三角形，只是要

多量一個角度嗎？  

07117 阿智  嗯，它比較龜毛，哈哈哈 …  

07118 T 所以正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中比較龜毛的，是嗎？  

07119 小嬅  哈哈哈，比較特別的啦，老師你被阿智污染了 

 

二、經由定義形成完備的特例分類 

    在瞭解特例是由一般例之定義加以限制某些條件而形成的之

後，學生進一步討論如何由一般例中的長度、角度等條件加以限制找

出所有的特例的類型，這部份由於阿忠在基本圖形概念問卷中就有很

好的表現，因此研究者鼓勵其他同學先發表意見，而阿忠則擔任了監

控的角色，圖 5-2-1 為找出等腰三角形特例的討論過程： 

 

兩腰等長                 一般例  

夾角為 o60 (阿忠 07062)     正三角形  

夾角為 o90 (阿智 07123)    等腰直角三角形  

夾角為銳角、鈍角         等腰銳角、等腰鈍角 

確定沒有特別角之後，考慮邊長 

三邊等長(小葳 07152)      正三角形  

 

 

    因此在這樣的過程中，學生發展出以一般例之定義加以限制圖形

的某些條件來找所有特例類型的能力，並破除了概念心像中不具特例

圖形的限制，且不同的圖形依循著特定的規則一一呈現，代表某一特

不一定看幾
度，可看什
麼角 (阿忠
07132) 

發現重複 
(阿忠 07132) 

圖 5-2-1：發現等腰三角形特例類型之推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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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小葳形成平行四邊形定義之歷程 

別屬性的圖形，圖形間呈現獨立的分類，不具包含關係。 

  

第三節 圖形定義的認知歷程 
 

本節主要就探究活動中學生以自行構圖的方式形成圖形定義的

歷程，以及在發展出具較完備之圖形定義之後，依據幾何證明題之題

意自行構圖的表現兩方面來討論。 

 

一、形成圖形定義 

由於菱形、長方形、正方形均為平行四邊形之特例，因此在此部

份圖形定義的認知歷程主要以平行四邊形的圖形概念為主軸來進

行，學生由原先的數個平行四邊形性質，經由討論之後發展出平行四

邊形最少條件之定義，並可由定義經演繹推論得出其餘的性質，將定

義時不必要的性質命題化；而主要的關鍵則是在構圖的過程中發現並

不需要檢驗太多的性質即可得到平行四邊形，而逐一刪除原先列出的

數個性質，以下以小葳和小智形成不同平行四邊形定義的過程： 

 

(1)小葳 

 
 

T及同儕之介入  小葳的操作過程  定義遷移歷程  
原有定義(08004) 二雙對邊平行且等長 二雙對邊平行且等長 

T詢問構圖過程(08027) 

 
先任意畫出 
 
 
→畫出下底，與
上底等長 

 
→ 右邊取和左邊等長之
線 段 連
接 

 

二雙對邊等長 (但構圖過
程其實並非經由兩雙對
邊等長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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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忠、阿智修正(08030、
08032) 

構圖時下底須與上底平
行且相等 

一雙對邊平行、二雙對邊
相等 

經 T 提問並觀察圖形
(08036 

發現右邊自然與左邊相
等 

一雙對邊平行且相等 

 

(2)小智 

   在活動二剛開始時，阿翰提出平行四邊形的條件為「對邊相等且對

應角(對角)相等 (08005)」，但在討論的過程中，學生發現構圖的過程中

並未測量角度，如小嬅提到「一個就可以了吧(意指一個條件即可)，因為你

剛根本沒量角多少，你有量嗎？(08059)」，以及小葳亦認為「因為對邊平行

且相等的話，角就會相等啦。(08061)」，形成了此條件可能可以刪除的可

能性，但並未加以說明原因，而在研究者追問理由的情形下，阿智則

嘗試以演繹證明來說明： 

 
(對話 5-3-1) 

08091 T 對啊。啊為什麼嘛。好吧，來一點提示吧，現在我如果這樣說，

這兩邊相等，這兩邊相等，我要怎麼說明這兩角相等。已經知

道這相等，這相等。可以說明嗎？不能說一定一樣喔，一定有

理由吧。 

08092 小嬅  證明喔？ 

08093 阿智  SSS、SSS啦 …  

08094 T 有人聽懂了嗎？你再講一次，可以寫在這裡。 

08095 阿智  我用我的三角形就可以了。 

08096 T OK 

08097 阿智  譬如這個三角形來看嘛，你們已經說兩邊了嘛，他等於他，他

等於他(兩雙對邊相等)，然後這相等(公共邊)，所以 SSS，全

等。  

08098 T 所以 …  

08099 小葳  角相等，所以只要邊一樣。 

  

接下來則進而發現在兩雙對邊相等的情形下，也可利用 SSS 全等

可證出內錯角相等，並推得兩雙對邊平行(08104-08125)，因此形成平

行四邊形定義且將其餘性質命題化的概念遷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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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阿智將平行四邊形之特例分類之過程 

 

 

 

 

二、圖形包含關係的瞭解 

    在釐清平行四邊形的定義之後，研究者要求學生在這個定義下仿

照第一節中尋找等腰三角形特例的方式尋找平行四邊形的特例，但一

開始學生並未由圖 5-3-1 中所形成的定義出發，反而認為平行四邊形

為兩個全等三角形組成，因此可先找出三角形之特例，然後再組成所

有平行四邊形之特例(09065-09076)，下表為阿智由三角形的特例而生

成的平行四邊形特例： 

 

三角形特例 組 合  方  式 
平行四邊形
特例 

直角三角形 
     

長方形 

直角等腰三角形 
       

正方形 

正三角形 
       

菱形 

    
菱形 

      
一般例 等腰三角形 

      
菱形 

……
 

      

 

 

對邊平行且等長、對應角相等 
只要對邊平行，則會等長且對
應角亦會相等 

圖 5-3-1：形成平行四邊形定義及性質命題化的認知遷移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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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3：小嬅將平行四邊形之特例分類之過程 

在這樣的分類方式下阿智發現會有「數不清種 (09153)」，且「因為

三角形太多種了，而且有的畫起來是一樣的 (09155)」，因此轉而開始討論小

嬅不同的方類方法，小嬅的方法即是以圖 5-3-1 中形成的定義－對邊

平行出發，開始加以限制相關條件以尋找特例，表 5-3-3 為小嬅的分

類方式以及大家參與討論的過程  

 

條件  平行四邊形類型  對話  
對邊平行 一般平行四邊形  

加上直角 長方形 

嬅：嗯，這兩個角比較特別。
是直角。(09190) 

嬅：先隨便畫一個，畫這個，
然後想若直角的話就變
長方形，然後正方形也
是平行四邊形。(09194)  

直角、四邊等長 正方形 

葳：正方形四邊等長啊，長
方形這兩個等長，這兩
個等長，這兩個等長。
(09209) 

嬅：因為其實正方形和長方
形都是一樣，都是長這
樣，而正方形只是剛好
四邊一樣長(09224)。 

   

在上述討論中均以直角來考慮，因此學生並未討論到任意角但邊

長相等的特例情形，因此並未討論到菱形，故研究者進而提問：「剛

剛講都是直角的，那平行四邊形中有沒有不一定直角，但是邊比較特別的。

(09251)」，因此阿智提到：「有啊，就畫等長就好 (09252)」、「菱形喔。對啦，

這樣看就是菱形，菱形四邊等長啊。(09262)」 

    因此在提出所有特例圖形的過程中，學生瞭解特例圖形是一般圖

形中較特別的一個集合，因此可瞭解圖形的包含從屬關係，如小葳提

到：「(特例圖形)都是從平行四邊形變來的(09322)」，因此圖形與圖形間不

再是獨立的關係，而具有彼此包含的關係。但過程中小葳仍對長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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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正方形的包含關係有不同看法，由於語義造成的影響，使得小葳認

為：「很奇怪，如果正方形也算長方形，那叫正方形幹嘛  (09230)。」、「可是長

方形不是就要這邊比較長嗎？剛好正正的就是正方形啊。(09232)」，但並不表

示小葳不具圖形包含關係，而是對長方形有不同的定義造成的。 

 

第四節   發展證明有效性瞭解及 
幾何證明能力之歷程 

 

    本節主要探討學生在經過充分的圖形操弄及對圖形定義的瞭解

之後，再進行幾何論證活動的表現為何，並探討學生經由自行構圖或

操弄既有圖形以其突破附圖所形成的障礙，發展論證能力之歷程。 

 

一、幾何構圖的表現 

    Hoffer(1981)所提出的五個學習幾何證明前所應學習的技能中，

繪圖技能也是重要的一個技能，而繪圖技能卻是在目前幾何證明教學

中較欠缺的；由上節的研究中發現學生可利用構圖的過程，來將多餘

的性質命題化以形成圖形的最少條件，Duval(1998)亦提到構圖是幾何

認知過程的一個重要元素，因此在活動三中，提供學生自行針對幾何

證明題構圖的機會，以期從構圖過程中抽象地擷取已知條件，發展幾

何證明之能力。 

    因此在這個部份，研究者要求學生畫出數個問卷三中題一的圖

形，在繪圖的過程中，學生依序畫出前一活動中所分類出的等腰三角

形特例，如正三角形、直角等腰三角形⋯等，不同的附圖形式，其中

亦包括了呈現非水平，鉛直的圖形，以下為學生的數個構圖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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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忠： 小茹： 

阿智： 

小葳： 

圖組 5-4-1：探究小組成員根據證明題題意所構出的不同附圖 

小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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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組 5-3-2 的構圖表現可以發現，學生嘗試以不同種類的三角

形來構圖，其中包含了特例圖形及非水平、鉛直的非典型圖形，演繹

證明和附圖不再是一對一的關係，因此這個構圖過程對於之後抽象化

證明過程及發展證明一般性信念將具有極大的助益。 

 

二、突破典型圖之限制發展一般性信念的歷程 

在上述的繪圖過程中，學生修正了原先因典型圖造成訂定出錯誤

推論目標的情形，其中的關鍵為學生均在研究者的要求之下，根據題

意畫出了「數個」圖形，因此小嬅畫出了如圖 5-3-2 中的圖形，(頂點

A不在上方 )，因而發現這樣的圖形和典型圖欲證的結果不同： 

 
(對話 5-4-1) 

14024 小嬅  A 如果不一樣，要證的就不一樣耶。你看這個是證這兩個

相等，這是要證這個兩個  

14025 小葳  不是一樣嗎 ?(指都是證兩側的腰) 

14026 阿智  不一樣，這是 AC、 CB ，這是 AB、 AC。  

     

也由此引動了學生討論同一個證明題是否有可能因圖形不同而

造成不同的結論 

 
(對話 5-4-2) 

14027 小葳  不行嗎?你畫不一樣當然會不一樣囉  

14028 阿忠  怎麼可能同一題證出不一樣的 

14029 阿智  為什麼不行，可能真的不一樣啊。 

14030 阿忠  不可能吧，我覺得是你這圖畫錯了，他說證等腰又沒說是

證這兩個相等，這個也是，沒人說是證這兩個 

14031 T 嗯，所以到底他們是要證哪個相等 

14032 小嬅  喔，我知道了，我們都想說要證這邊相等，那 A 不一樣的

話，就會換，如果我把 A 放在，說不一定又不一樣⋯真的

不一樣 

    

    雖然阿忠在證明有效性瞭解問卷中在圖形改變的情形下，曾表現

出原證明不具有效性的看法，但由於幾何思考層次較其他同學高，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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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2：變化較大的附圖 
(確認有效性瞭解) 

象思維能力也較強，在構圖的過程之

後，阿忠即表現了堅定的一般性信念，

認為在同一個已知條件下，不可能因為

圖形不同而改變結論，因此在討論中擔

任了一個監控的角色，引導同學思考，

而其餘成員也發現在所有的圖形之

下，證明的結論均為 AC = CB，並非典

圖形中視覺所呈現的 AB= AC，因此感到「被騙了 (14080)」，阿智也提到

「一開始就以為是要證 AB = AC，所以證不出來(14076)」，而研究者為進一

步確認學生是否的確發展出堅定的一般性信念，因此提出在證明有效

性瞭解問卷中影響學生最大的任意放大、旋轉、伸縮的圖形如圖

5-4-1，並詢問學生在這樣的圖形下，結論是否仍舊相同，在討論過後，

學生則可接受相同證明結論之有效性。 

 

(對話 5-4-3) 

14095 T 那我現在如果隨便畫一個像這樣的三角形，怎麼證，可以證嗎? 

14096 阿忠  應該是可以  

14097 T 證什麼 

14098 阿忠  看一下⋯ 

14099 小嬅  應該也是證 AC = CB吧，  

14100 小葳  老師你這超不準的耶⋯ 

14101 阿忠  這都是 x的話⋯  

14102 小葳  要注意不是證 AB = AC，老師又故意畫這樣的 

14103 阿智  還是 A A S 

14104 小嬅  只是很不像  

14105 T 所以證出什麼? 

14106 阿智  AC = CB，是這兩個等腰。夭壽差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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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破附圖形式發展幾何證明能力 

    在多元的附圖表徵下，學生不但能在圖形改變時瞭解原證明的有

效性，更發展出更完整的演繹證明一般性信念，而能瞭解演繹證明的

結論是不受到附圖形式而改變的，因此在另外一個幾何證明中，學生

能根據題意畫出一個以上的圖形，並任意選擇其中一個在視覺上易察

覺出結論的圖形作為參考附圖，進行演繹證明，如阿翰和及小葳作答

時，原先仍先畫出典型附圖，在發現不是很容易看出結論之後，則改

變附圖的形式，並完成演繹證明： 

 

 

 

<阿翰的作法> 

 

      <小葳的作法> 

 

題目：平行四邊形 ABCD中，作 DE垂直 BC於 E、 BF  垂直
CD於 F，若 BFDE = ，試證 ABCD為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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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行選擇一個附圖完成證明之後，研究者則進一步詢問學生

是否能以被捨棄的圖形作為參考完成證明，由於學生已經由觀察其他

不同的圖形確認證明之推論目標為何，因此學生亦能針對原先捨棄之

附圖形式作出演繹證明(15039-15055)，因此由這個過程突破了原先附

圖形式對於論證所造成的障礙。 

為了確認學生已不受到附圖形式的影響，能在任何附圖形式下做

幾何證明，研究者提出另一題目供學生討論，以確認障礙的解除，題

目如下： 

 

 

 

     若根據題意依照典型心像作圖，則可能造成

如圖 5-4-2 互相垂直之處落於平行四邊形之外，對

學來說可能造成困擾，且典型心像一雙對邊長於

另一雙對邊的特性也可能讓學生難以觀察出推論

目標，但研究者發現探究小組在本題中表出現論

證一般性的瞭解，在發現這個圖形可能造成視覺

困擾時，則立即調整圖形，以其他附圖形式來思考，表 5-4-1 為學生

調整後的圖形： 

 

  
 

小葳 阿智 小嬅 阿翰 小茹 

平行四邊形 ABCD中，作 DE垂直 BC於 E、 BF 垂直 CD於
F， 若 BFDE = ，試證 ABCD為菱形(請畫出圖形) 

E

F

DA

B
C

 
圖 5-4-2：學生可能繪

出之典型附圖  

表 5-4-1：探究小組成員將典型附圖調整後之各種附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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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忠則是在如圖 5-4-1 的圖形之下即可完成證明，其餘成員在以

自已構的圖為參考附圖完成證明之後，研究者進一步詢問若附圖為圖

5-4-1，結論是否相同，請並學生完成證明，而學生則表現出證明一般

性的瞭解，並亦能完全不受圖形之影響完成證明 

  (對話 5-4-4) 

15039 T 沒有人用這個圖嗎 ?你們覺得用這個圖的話可以證嗎? 

15040 小茹  可以吧，只是比較難一點  

15041 阿忠  不會  

15042 T 要不要試試看⋯ 

15043 阿忠  我作完了 

15044 T 那你先不要講喔⋯  

15045 小嬅  應該也是證 DCBC = ，想一下。 

15046 小葳  那應該也是證這兩個三角形全等⋯垂直  

15047 阿智  我想到了，這垂直這兩個相等，然後這裡有對頂角  

15048 小葳  這樣是什麼 ?RHS? 

15049 阿智  AAS 吧  

15050 阿忠  對，AAS。  

15051 T 所以這個圖也可以囉? 

15052 小嬅  嗯，但其實這個圖也不準，可能要畫一樣長。 

15053 阿智  廢話，本來就是要證一樣長。 

15054 T 所以以後在隨便圖形下都可以證了嗎? 

15055 阿智  大概可以⋯只要可以看出要證什麼 

 

三、後設監控能力的發展 

    在幾何證明能力問卷中，學生有過度一般化典型心像屬性的情

形，例如認為頂點至外心的延長線即為對邊之中垂線，因此藉由偵錯

問卷，以批改的方式進行，挑出各題證明步驟中的錯誤，因此需要後

設監控的能力，在逐項偵察的過程中，學生不但要知道錯誤點，且亦

須瞭解錯誤的原因，因此必須跳脫視覺的影響，不受到正確典型圖所

呈現的典型屬性影響，抽象的進行思考。 

    學生在大部份的題目中都能偵察出錯誤之處，如阿翰在第 5 題中

發現由於題目並未說明 AB〃 CF，故不能推得內錯角 43 ∠=∠ ，如下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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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2：偵錯問卷各題學生偵察錯誤之結果 

 

 

 

 

 

 

 

而少部份未偵察出錯誤的題型，也在後續的討論中，學生開始對

於圖形的處理表現出謹慎的態度，仔細考慮圖形表現出的性質中，那

些是已知條件，哪些不是，例如阿智在討論的過程中提到：「別被圖騙

了。要看題目有沒有講，沒講的都不行。(16157)」，又阿翰也提到：「圖有時

候會看起來很像，但其實不是，我也常被騙，應該要細心一點(16140)」，下表

是學生在各題的表現： 

 
 

 1. 2. 3. 4. 5. 6. 7. 8. 
阿翰 O O O ü ü ü ü ü 
小茹 O O O ü O O ü ü 
阿智 O ü ü ü O ü ü ü 
小嬅 O O ü ü O ü ü ü 

   ü：偵察出錯誤、O：未偵察出錯誤 
 

   其中爭議較大的為四人均未偵察出的第一題，由於已知和求證

均可為等腰三角形的定義，故學生並不認為兩個接近於原始定義的敘

述，其中有任何值得推論之處，因此均認為原題中的證明是正確的，

在討論中也很快的達成共識，但研究者以活動二中由平行四邊形定義

推得對角相等之經驗提問學生：「那如果我說因為對邊相等，所以是平行四

邊形，然後因為他又是平行四邊形，所以對角相等，你覺得這樣可以嗎？

(16075)」，小嬅則認為：「有點怪(16077)。」，阿智亦認為：「有說等於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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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79)。」進而開始討論兩者之間可能的因果關係，並進而以演繹推

論推得結果： 

 (對話 5-4-5) 

16100 T 好吧，我們先來看我們知道什麼，知道這兩邊相等嘛。沒有

了吧，那要看什麼，最後要證什麼。 

16101 阿智  這兩個角相等。 

16102 T 嗯，有沒有可能像剛剛一樣證兩個三角形全等。 

16103 小嬅  嗯 … 畫下來嗎？ 

16104 阿智  喔，畫成兩個三角形 

16105 T 畫下來，怎麼畫。  

16106 小嬅  畫直直下來。 

16107 T 直直？所以這個這個？ 

16108 阿智  垂直。 

16109 T 好，那現在這裡垂直，這裡相等，然後咧。  

16110 S3 公共邊嗎？  

16111 阿智  SSA… 不是，直角， R..HS？可以 RHS 嗎？我每次都搞不清

楚 RHS 是哪個。 

16112 T 嗯，所以全等嗎？  

16113 小嬅  對，所以就相等了。 

 

因此學生在偵錯問卷的討論之後，能將推論過程的焦點由附圖轉

為命題中的敘述，可以辨識哪些是命題中提到的已知條件，哪些僅是

附圖所顯示的視覺表徵，將附圖當作推論過程的參照，而非主體。因

此後設認知能力的發展亦為究破附圖造成之障礙的重要活動之一。 

 

第五節  探究活動之反思與討論 
 

本節針對探究活動的整個過程進行反思及檢討，並將整個探究活

動過程所主要表現的特性討論如下： 

 

一、避免過高之權威結構 

    以合作學習 (cooperative learning)的方式進行探究活動，是在

Vygotsky 的社會建構基模下，提供學生一個發表個人看法、及經由相

互質疑及提出疑問後以討論的方式達到共識的情境，因此知識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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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向的傳播，而是由學生在過程中修正、調整而來的。但在過程中研

究者也發現這樣的情境也會存在其侷限性，如其中學習成就較高的阿

忠和阿智扮演了較高的權威結構的角色，這樣的角色雖然可帶領整個

討論往目標前進，但若在討論的過程中彼此有爭議時，較具權威性的

學生所發表的看法通常較容易被接受，而導致其他學生的看法被壓

抑，如在整個活動中小茹幾乎是不發表意見的，僅止於聆聽，並接受

其他成員的意見，在這樣的情形下雖然也能得到學習，但卻失去了合

作學習的意義，因此過程中，如何適當地介入並鼓勵所有的學生都能

表達意見則是合作學習中重要的議題。 

 

二、圖形的瞭解對幾何論證的正向助益 

    在活動一之中對圖形進行的充分操弄對後續的活動有著極大的

影響，以色紙剪裁出的圖形可任意旋轉、修改的特性，增加了學習過

程的圖形表徵，對於概念心像的形成有正向的助益，亦可減少對於圖

形產生單一典型圖形心像的情形，而由構圖的過程則可幫助學生釐清

圖形的定義，由圖形的結構來辨識何者為圖形的定義，何者為定義所

衍生出的性質，而瞭解圖形的形式化定義則為進行形式幾何論證必須

具備的能力。 

 

三、突破附圖所造成的障礙發展形式幾何論證的能力 

    形式論證有別於測量、歸納、等驗證的方法，其最大的意義在於

形式論證具有抽象化及一般化的特性，如何讓學生將幾何證明題中附

圖視為一個視覺上的參照，抽象的進行推論，並能瞭解演繹證明結論

的一般性，是探究活動中最大的目的，而在對圖形充分的操弄及構圖

之後，學生形成形式化之定義，則由 van Hiele思考層次 2 躍昇至層

次 3，能由不同的圖形表徵擷取出相同的抽象概念進行演繹推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