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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的結果 

 

本章依行動研究的持續發展循環精神，報導三階段的研究成果，內容包括學

生的認知面、情意面、及教師的教學面，即學生數學概念的理解、學習態度的表

現，以及個人面對的教學挑戰。 

 

第一節  準備階段研究的結果 

 

以下依據三種問卷(學習起點、概念理解、和學習態度)實際的施測結果，來

說明本階段中學生的學習起點狀況及個人教學概念(信念)和實作的調整。 

 

(一) 學生的概念學習和態度傾向 

 

1. 代數(函數)概念的學習 

 

(1)學習的起點行為 

 

以三個概念類型(數量關係、正負數的加減、等號的意義)及學生答對率，將

學生 25 個小題的填答情形分成三個層次，答對率分別為>85%、70%～85%、和

<70%，如表 4-1。完整的問卷分析結果，請參見附錄一.4。 
 
表 4-1  概念類型與學生答對率的層次分析表 

子概念 Level 1(>85%) 2(70%～85%) 3(<70%) 

數量關係 1(1)、4(1)、5(1)、5(2) 3、4(2)、6(1) 1(2)、2、6(2)

正負數的加減 8(1)、8(4)、9(2)、9(4) 8(2)、9(1) 8(3)、9(3) 

等號的意義 10(1)、10(3) 9(5)、10(2)、10(4) 7(1)、7(2) 

 

在數量關係類型的題目中，由第 1(2)題「2×100+3×50=(  )，(  )代表什麼

意思？」的答對率是 57.1%，得知學生說理部分的能力較不足。第 2題「把 8個

罐頭裝在 200 克重的盒子裡包裏郵寄，而一個罐頭重 100 克，那麼你會如何表示

這個包裏的重量？」與第 6(1)題「小可的儲蓄比大強的 3 倍多 5 元，如果大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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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20 元，請問小可存多少錢？」同屬相同數學結構的題目，而學生在第 2 題的

表現較差(61.4% vs. 78.6%)，原因可能與第 2 題之數字較大或題意的了解有關。

而第 6(2)題「小可的儲蓄比大強的 3倍多 5元，如果小可存 20 元，請問大強存

多少錢？」與第 1小題比較，是屬於關係的逆推，答對率只有 57.1%，且學生有

不少的錯誤類型，可見學生並不容易掌握關係的逆推。 

 

在正負數的加減類型的題目中，由第 8(3)題「(2-27)-(20-5)=？」的答對

率為 68.6%，得知學生「有括號的負數減正數」的概念較不足；及第 9(3)題

「-11+(32-7) □ (-11+32)-7，□內寫下>，= 或 <」的答對率為 68.6%，得知

學生「有括號的負數加正數」的概念較不足。而在「等號的意義」類型的題目中，

由第 7(1)(2)題「一包糖果有 20 顆，小可買了 5包，但貪吃的大強偷吃了 10 顆，

最後剩幾顆？有位同學這樣列式：20×5=100–10= 90(顆)，請問：他所列的式子

對不對？為什麼？」答對率分別為 60.0%和 55.7%，得知學生比較不容易掌握概

念的判斷和說理。 

 

學習起點行為問卷的結果指出，學生平均已具備七成以上(77.5%)學習文字

符號的先備知識；其中，說理能力及有括號的負正數加減能力較不足之外，關係

的逆推也是學生比較不容易掌握的部分；所以，應加強學生說理、閱讀以瞭解題

意以及關係的推理與表示的部分。另外，在負正數加減的相關代數單元，例如，

相等-式子的化簡和相等-等量公理的教學時，應適當地給予概念上的補救。 

 

(2)代數和函數概念的理解 

 

全班 35 位學生代數概念試題的表現(完整的問卷分析結果，請參見附錄

一.5(1))，在各層次的人數及百分比(依序為層次 0、1、2、3、4、？)分別為

5(14.3%)、7(20.0%)、8(22.9%)、8(22.9%)、1(2.9%)、6(17.1%)。6 個錯誤樣

本中，有 5 人為層次 0→層次 2 (均只差 1 題層次 1 的試題)，1 人為層次 0→層

次 3；6人都沒有通過第 5(2)題「3加 5n 等於？」屬於層次 1的試題，且其中有

5人沒有通過第 8大題「 xx −3 與下列哪個數相等？」仍為層次 1的試題。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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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的答題狀況來看，屬於層次 1試題的答對率大致都高於 80%，其中，就以上

述兩題的答對率最不符合原試題所屬的層次，分別為 51.4%和 28.6%，而其測驗

的子概念都是式子化簡的部分。另外，屬於層次 2試題的答對率大致都在 60%～

80%，除了第 11(1)題，屬於等量公理的試題「如果甲+2=丙，那麼甲+4=？」答

對率只有 40%。屬於層次 3試題的答對率大致都在 40%～60%，除了第 5(3)題「3

乘以 n+8 等於？」和第 7 大題「長方形 6(m+2)的面積為？」都屬於式子化簡的

試題，答對率分別為 8.6%和 5.7%。而屬於層次 4試題的答對率大致都低於 40%。 

 

以全班答對率的分析來看，似乎可以合理推測「錯誤樣本高達 17.1%，又有

相同的錯誤類型」可能是，這班七年級的學生從未接觸過代數式的化簡？當然，

也可能是由於研究者只抽取部分試題或與施測對象之地域特殊性有關。另外，6

題函數題中，學生的答對率分別為 71.4%、71.4%、28.6%、22.9%、20.0%、和 60.0%；

很明顯地指出，學生在兩數量關係的概念比較不足，例如，小明與爸爸年齡的關

係，輸出數字Δ和輸入數字□的關係，以及立方體長與寬的關係這三題。 

 

2. 學習態度的傾向 

 

由於，在試測時發現學生在填寫數學學習態度問卷時，會怕老師看到填答的

內容，所以，沒照實作答。因此，在正式施測時，個人在作答之前，先對學生說

明「雖然老師會看到填答的內容，但這與成績無關，只是想了解大家的想法，希望大家說實話，

盡情作答。」所以，學生在研究者的心理建設之後，多能認真安靜地填答。第一次

問卷填答的結果(完整的問卷分析結果，請參見附錄一.6(1))指出，學生對於數

學、數學學習、和個人教學方式的心理感受多為正向，這有可能是顯示出學生心

中對於這三方面的期待心理。另外，較為負面意見的小題有，第 11 題「我覺得

數學很簡單」的平均值為 2.8，第 20 題「我覺得數學就是有許多公式」的平均

值為 2.9，而第 5題「我會在黃老師的數學課裡發表自己的想法」的平均值為 2.9。

因此，似乎應該調整自己的教學法，加強學生在課堂上的發表活動。據此，個人

將順著多數學生的正面感受或期待，及平衡個別學生負面情緒，以認知面與情意

面雙向互動的方式，來調整下一階段的教學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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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教學概念和信念的挑戰 

 

雖然，個人非常讚同合作學習的精神且嚮往之，但是，始終不敢冒然地嘗試。

因為，不僅要設計適合學生討論、開放性、能引發不同思考、或能引起學生認知

衝突的教學活動之外，討論現場的秩序與時間的掌控對一位初任教師而言，更是

一大考驗。它相當地挑戰教師的專業、臨場反應，更是挑戰個人的教學信念

(Thompson,1992)。因此，在設計教學活動的當下，研究者不斷地反問自己：我

是不是能耐心地等待學生的回應或發展？等待學生探索、討論、發表、觀摩、反

省、提問、澄清、或形成共識，一連串蘊釀的過程，而不是快速地為他們作結論？

學生能不能在研究者的帶領之下，相互合作因而促進數學學習？況且，這次的新

嘗試、新經驗，是不是足以戰勝個人「深怕教太少」的焦慮呢？ 

 

(三) 準備期研究經驗的省思 

 

由於調查學生學習的認知面、情意面以及教師教學面的代數教學問題，讓個

人首次將學生的意見與自己的信念作連結與檢核，並反思數學教與學的信念及教

學型態。也藉由個人的教學反思，來檢驗實務並根據反思來作教學決定。另外，

由於初次使用行動研究法，因此，在設計研究問卷和教學活動時，個人仍以等待

的心情準備進入正式的教學活動，總是以為開始進行教學之時，個人的研究才開

始，在疑惑的當下，經由與指導教授的互動，才頓時發現，原來個人已在行動研

究中而不自知。 

 

在相等-等量公理的活動設計中，個人一直思索「如何以函數觀點引入等量

公理？」如果「以函數觀點引入等量公理」概念處理的不妥當，回到以往天平操

作模式，不就是以另一種教學模式呈現？最後，藉助閱讀文獻，為自己找到了一

個可行的思路，即「變動中的平衡」概念：原先的 x+10 為一個變動的數，由於

等號的出現，當 x+10 等於 60 時，x 就被固定了！當變動中的數值被固定了，x

值也被鎖定了；傳達出「未知數所代表的值，只是變動的代數值中的一個特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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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下階段教學活動的調整 

 

1. 強調以符號代表數與變數的概念 

 

在對數學教材和觀念還沒有通盤了解之前，就要求學生活用習得的概念，難

免造成強記公式，而個人在上述經驗反思的過程中，體驗到原本以為文字符號主

題的教學重點只是以符號代表數、式子化簡的規則、及解方程式，應該須要再加

入文字符號的「過程引導」的教學。亦即，應該重視在進入數學形式符號教學之

前的引導。在活動設計之時，更重新思考以符號代表數的「意義與內涵」為何？

以學生學習的角度，提出可能遇到的學習困難，例如：x為什麼可以當成一個未

知數，又可以當成一個可變動的變數？又要如何區分？而且，何時可以代表一個

數、任何數、或一個區間的數？或者，本來只有一個符號 x，又同時多了另一個

符號 y，這代表什麼意思？所以，個人決定，將在下階段的教學設計中強調以符

號代表「數」和以符號代表「變數」的概念。期望，將這樣的訊息藉由活動的設

計、教師的引導來傳達給學生。因此，希望下一階段的教學從著重例題演練和講

解轉為著重概念內涵的發展。 

 

2. 強調數學內涵的啟蒙例 

 

個人非常注重引起學習的動機，深信教學活動設計的好壞，不僅會大大地影

響學生的學習動機，也決定了教學的成敗。但是，以往均選擇趣味性高或具有挑

戰性的問題來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較不著重概念的啟蒙，忽略啟蒙例必須符合

發展性、代表性、易學性、及樂學性。經過這階段的教學蘊釀，個人將啟蒙例的

設計取向，轉為生活化、概念化。亦即，以學生所「熟悉且連貫的情境」出發，

讓學生能感受與連結此主題單元的數學概念內涵。 

 

為此，個人將在下一階段中加入了生活啟蒙例及閱讀文本，剛開始可能會讓

學生覺得，老師的教學活動與課本數學內容無關，而不覺得在上正課，且無法體

會這些活動就是學習的預備。為了讓學生作好學習的心理準備，預期數學課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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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到的數學內容有哪些？因此，動機的引起不該只在每節課的一開始，若是，只

在開始上課時先介紹今天要上的活動有哪些、相關的數學主題為何，這樣是不夠

的；而是，將活動內容放在「前一次的回家作業中」，讓學生先有一些預習的準

備、瞭解將要學習的目標，並能體會這些活動與所要學習的數學內容是相關的。 

 

3. 強調多元取向的合作學習 

 

根據學生學習起點行為和數學學習態度問卷的分析結果，個人即以師生間的

數學對話，以及學生之間的合作學習、討論、和發表來加強學生的說理能力，一

起學習閱讀以瞭解題意和學習關係的推理與表示。亦即，以認知與情意面雙向互

動的方式，來設計與改變自己的教學，決定在下一個階段的教學中，注入新的教

學元素「多元」，包括符號、關係、和想法的多元，說明如下： 

(1)符號多元：讓學生自行選用自己喜歡或多個文字符號，讓學生體驗文字符號

並不可怕，進而認識到，雖然每個人所使用的符號都不相同，但

卻不影響每個人的答案。 

(2)關係多元：包括關係的正推與逆推，其中，關係的逆推及其表示式，對學生

而言較難理解，例如，小可的儲蓄比大強的 3倍多 5元，如果小

可存 20 元，則大強所存的錢數可以使用圖示、加減互逆、和乘

除互逆來引導。 

(3)想法多元：採用合作學習法、分組討論、及學生發表的方式，提升學生的說

理能力。而(1)(2)兩項，都須藉由合作學習達成發展學生多元想

法的目標。 

 

第二節  試探階段研究的結果 

 

    以下依據文字符號主題實際課堂教學的觀察與反思，及學生在教學後的後

測、延後測、與個案晤談的結果，評估以函數觀點發展學生代數思維的成果；比

較學生在教學前、後學習數學的態度轉變；並探討，個人教學概念(信念)的澄清

和實際教學活動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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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生的概念學習和態度轉變 

 

1. 代數(函數)概念的學習 

 

在數學概念理解問卷前測、後測、和延後測的代數試題中，全班 35 位學生

分佈於各層次(依序為層次 0、1、2、3、4、？)的人數及百分比，請參見表 4-2-1

和圖 4-2-1。表 4-2-2 顯示，學生在三次測驗中進退階人數的比較，其中，前、

後測層次改變的情況，如表 4-2-3，後測、延後測層次改變的情況，如表 4-2-4。 

 

表 4-2-1  三次測驗的代數試題層次通過比較表   

層次 0 1 2 3 4 ？ 

前測層次通過人數 5 7 8 8 1 6 

層次通過百分比 14.3% 20.0% 22.9% 22.9% 2.9% 17.1% 

後測層次通過人數 3 3 8 15 3 3 

層次通過百分比 8.6% 8.6% 22.9% 42.9% 8.6% 8.6% 

延後測層次通過人數 1 7 6 14 7 0 

層次通過百分比 2.9% 20.0% 17.1% 40.0% 20.0% 0.0% 

備註：？表示錯誤樣本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0 1 2 3 4 ？
層次

百分比 前測通過率

後測通過率

延後測通過率

 

圖 4-2-1  三次測驗的代數試題層次通過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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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三次測驗的代數試題進退階人數表   

  前測、後測進階人數 後測、延後測進階人數 

  進階 相同 退階 ？ 進階 相同 退階 ？ 

人數(人) 20 11 2 2 9 19 4 3 

百分比 57.1% 31.4% 5.7% 5.7% 25.7% 54.3% 11.4% 8.6% 

 

表 4-2-3  代數試題前、後測進退階情形 

前測、後測 
進階數 

層次改變情形 
人數 小計 百分比

+3 ０→３ 1 

０→２ 1 
+2 

１→３ 1 

０→１ 2 

１→２ 5 

２→３ 4 
+1 

３→４ 1 

？→２ 1 

？→３ 2 

？→４ 1 
+？ 

２→？ 1 

20 57.1% 

０→０ 1 

１→１ 1 

２→２ 1 

３→３ 7 

0 

４→４ 1 

11 31.4% 

-1  0 

-2 ２→０ 1 

-？ ？→０ 1 

2 5.7% 

？→？ 1 
？ 

２→？ 1 
2 5.7% 

 
表 4-2-4  代數試題後測、延後測進退階情形 

前測、後測 
進階數 

層次改變情形 
人數 小計 百分比

０→１ 2 

１→２ 3 

２→３ 0 
+1 

３→４ 4 

9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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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 1 

１→１ 3 

２→２ 3 

３→３ 9 

0 

４→４ 3 

19 54.3% 

２→１ 2 
-1 

３→２ 2 
4 11.4% 

？→２ 1 
？ 

？→３ 2 
3 8.6% 

 

另外，前測、後測、和延後測中函數試題的答題情形，請參見表 4-2-5 和圖

4-2-2。 

 

表 4-2-5  三次測驗的函數試題答對率比較表   

填答情形    題號 13 14 15 16 17 18 

前測答對人數 25 25 10 8 7 21 

前測答對率 71.4% 71.4% 28.6% 22.9% 20.0% 60.0% 

後測答對人數 31 27 17 14 18 23 

後測答對率 88.6% 77.1% 48.6% 40.0% 51.4% 65.7% 

延後測答對人數 30 27 21 17 15 24 

延後測答對率 85.7% 77.1% 60.0% 48.6% 42.9% 68.6% 

備註：三次測驗的題目內容均相同題號順序不同，故以前測問卷的題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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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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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3 14 15 16 17 18

題號

百分比 前測通過率

後測通過率

延後測通過率

                 圖 4-2-2  三次測驗的函數試題答對率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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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2-1 和圖 4-2-2 可知，在後測時，學生在代數試題的層次 3和 4的通

過比例，分別由 22.9%上升至 42.9%、2.9%上升至 8.6%。六題函數試題的平均答

對率都提高了，其中，第 15、16、17 三題有關兩數量的關係的答對率仍為六題

中較低者，大約五成。二位個案學生表示「找關係、列式子的部分較弱，因為不理解(小

鵬)」；和「爸爸和兒子歲數的關係，題目看不懂(小安)」。由此可知，數量關係的比較

與表徵，仍是學生感到最害怕且困惑的部分；關係比較的先備能力會直接影響到

學生現階段表徵與列式的學習。從表 4-2-3 的進退階人數看來，在後測中層次進

階的有 20 位，層次相同的有 11 位，共佔 88.5%。而從學生在 24 小題代數試題

的答題表現(請參見附錄一.5(2))中，有 21 小題的答對率均上升了，只有 2小題

的答對率各下降 1人次、1小題的答對率下降 3人次。答對率下降的題目為，「橡

皮擦一個 a元，小可買了 n個橡皮擦，小可應付多少元？」、「鉛筆一支 6元，原

子筆一支 8 元。如果小可買了甲支鉛筆和乙枝原子筆，那麼 6 甲 + 8 乙的意思

是什麼？」、和「如果 26=+ yx ，那麼 =++ 3yx        。」三題。因為，

此階段大都只使用一個文字符號，似乎學生對於兩個文字符號的掌握尚有困難。 

    

另外，在延後測當天，當學生拿到問卷時，紛紛表示相同的試卷已經寫第三

次了，而有點不耐煩，因此，很快地填完學習態度問卷，但是，在概念理解問卷

的填答時間卻拉長，學生很小心、認真地回答問題。個人認為，學生雖然是第三

次作答，也因相隔兩個月的暑假，而對題目感到生疏。但是，由圖 4-2-1 和圖

4-2-2 的分析結果顯示，學生在代數試題的通過層次仍有保留及向上提升的趨

勢，函數試題中有四題答對率能保留或提升，表示學生對於兩數量關係的比較與

表徵能力，均有進步的趨勢。從學生在表 4-2-4 的進退階人數看來，層次進階的

有 9 位，層次相同的有 19 位，共佔 80.0%，學生似乎相當程度地保留了代數概

念，雖然，他們覺得測驗內容很生疏、很吃力，但是，能力似乎並未改變，甚至

更好。由些可知，大部分的學生能理解所學的數學內涵，而不是靠記憶和死背，

並能將所學隨著時間的累積與蘊釀，而繼續抽象化。 

 

個人認為，學生保留相當程度的概念，可能代表學生學習代數的能力與成熟

度更加提升，將是下階段代數學習的基礎，就如 Sfard(1995)所說，新概念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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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的內化階段，需要先備概念的物化。而從學生在 24 小題代數試題的答題

表現(請參見附錄一.5(3))中，有 9 小題的答對率下降，其中，以下降 3、6、5、

和 4 人次為最多。題目分別為，「鉛筆一支 6 元，原子筆一支 8 元。如果小可買

了甲支鉛筆和乙枝原子筆，那麼 6 甲 + 8 乙的意思是什麼？」、「甲魚每斤賣甲

元，丁香魚每斤賣丁元。如果我買了 3斤甲魚，2斤丁香魚，那麼 3甲 + 2 丁的

意思是什麼？」、和「求圖(a)、(b)的周長」四題。學生對於代數式意義的說明

能力比較不足，不能分清楚或者是沒細心去分辨符號代表數或物，更以日常用語

取代其數學意義。另外，學生似乎對於代數式的表示與化簡，容易混淆加號與乘

方，或是將不同類項合併。 

 

 

 

 

圖(a)                   圖(b) 

                  

在上述代數試題的前兩題，是測驗以符號代表數的概念，而且，個人在教表

示、相等-等量公理─等式、及文字題─生日 Party 教學單元時，都很特別強調 

此概念。例如，習作講解時，學生回答「一顆蘋果 = 二顆檸檬」，經由個人特 

別強調「是什麼相等？價錢嗎？重量嗎？」之後，學生均能特別注意。但是，卻 

在等量公理的形成性評量中，仍直接用 x 列式，未說明 x 代表什麼。例如， 

「x+50=2x+30」(小平)或「蘋+50=2 蘋+30」(鈺鈺)。當個人問到，為什麼老師 

要在考卷上寫「x是？」？請問 x是什麼？應更正為 x代表什麼？蘋果或是蘋果 

的價錢？此時，就有學生說「哦！我知道怎麼改了」。但是，學生在後測和延後測 

時的答題表現卻仍然下降，原因可能是，有關以符號代表物和以符號代表數兩個 

選項都選。即「買 6元的鉛筆甲支和 8元的原子筆乙支、買甲支鉛筆和乙支原子 

筆總共的錢」和「買甲魚 3斤和丁香魚 2斤、買 3斤甲魚和 2斤丁香魚的價錢」， 

或許學生不知道是以符號代表數，還是省略的結果。而這樣的試題設計真的能測 

出學生的認知嗎？ 

 

b

b

b

b 
g

gg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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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接著個人以晤談來了解學生心中的想法。結果有同學表示「用 x、y、z、

n 的原因是因為懶，可以方便寫算式、使計算式子更容易(小維)」、「符號可以代表數字、或

不知道的數(小平)」、「現在學的文字符號是代表數，老師上課有強調啊，代表一個不知道

的數，所以才用符號來表示(婷婷)」、而小元更認為符號所代表的意思包括，代表未

知數的符號、任意可代入的數字、及被固定住的數。晤談的摘要如下。 

 

T(爾後代表研究者)：你覺得文字符號 x 是什麼？有什麼意思？ 

S(小元)：未知數。 

符號，還沒算出來的符號。 

假如 x=3、y=2，那 x+y=3+2=5，x 和 y 代表數字。 

如果 2x=3x，那麼 x 不可能代其他數，因為都不會相等，x=0 最特別。 

x 和 y 有時候代表這個數，有時候代表那個數，也就是說他們可以代表很多數。 

x=2，y 就不能是 2。 

T：那如果 x=2 且 x=y，那 y 等於多少？ 

S：y=2。 

T：如果 x≠y 呢？ 

S：y≠2。 

T：那麼 x 到底可不可以等於 y？ 

S：可以，那就是 x=y=2。 

 

學生接受第二階段的教學之後，在代數概念學習方面，似乎對於符號的意義

更加清晰了，能區辨日常生活中的符號是為了簡記與方便，而數學上的符號當然

也承接了符號簡記的好處與優點：在應用問題裡，能代表那個待求的未知數，也

可一般化來表示某個數量，就是因為符號代表數，所以，才能拿來作四則運算。

學生能將符號類比為數字，當作可操作的物件。 

 

2. 學習態度的轉變 

 

35 位學生在數學學習態度問卷的三次測驗中，關於對數學的感受、對數學

學習的感受、和對黃老師教學方式的感受三部分資料的整理，如表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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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數學學習態度問卷三次測驗的態度轉變之人數比較表 

   前測、後測進階人數 後測、延後測進階人數

   上升 不變 下降 上升 不變 下降 

人數 4 25 6 4 29 2 
對數學的感受 

百分比 11.4% 71.4% 17.1% 11.4% 82.9% 5.7% 

人數 7 21 7 6 27 2 
對數學學習的感受 

百分比 20.0% 60.0% 20.0% 17.1% 77.1% 5.7% 

人數 4 30 1 2 20 13 
對黃老師教學方式的感受 

百分比 11.4% 85.7% 2.9% 5.7% 57.1% 37.1%

備註：因每部分各有 9題，若每部分的總得分數高於 5分以上，則代表態度上升； 

若總得分數低於 5分以上，則代表態度下降。 

 

為了更深入瞭解學生有關認知、情意、及教學面的一些感受與回饋，所以，

於後測結束時，個人依據上述代數概念理解層次和學習態度的改變情況，篩選七

位個案成為焦點群。接著，將對這七位個案進行後測的第一次晤談、下階段的前

測之前進行第二次晤談、及下階段的學習追蹤。篩選個案的相關資料，如表4-2-7。 
 
表 4-2-7  個案篩選及其表現說明表 

概念理解

層次轉變 

學習態度轉變 學習成就/課堂表現 姓名

上升 下/上課表現明顯進步 小鵬

不變(前測態度反應偏正向) 中 音音

不變 上 婷婷

上升 

下降 中上 豐滿

對黃老師教學方式的感受態度

上升，其餘不變。 

下/發表能力佳，但學習成就

不理想 

純純不變 

不變 上/上課表現佳，常有自己的

解法並請教老師 

小維

下降 對數學的感受態度上升，其餘不

變(前測態度反應偏負向) 

中 小元

 

在態度問卷的 27 個敘述中，9 個敘述為反向題，其餘為正向題，而分數越

高表示看法越正向(詳細記分方式請參見第三章第三節)。學生的詳細填答資料，

請參見附錄一.6(2)和一.6(3)。以下針對學習態度問卷的三個部分，分別討論學

生的反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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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數學的感受 
 
表 4-2-8-1  對數學的感受三次測驗之各題平均值比較表 

  前測 後測 延後測 前、後測比較後測、延後測比較

我喜歡數學 3.4 3.6 3.5 0.2 -0.1 

我覺得數學很無趣 3.8 3.4 3.6 -0.4 0.2 

我覺得數學很簡單 2.8 3.0 2.7 0.2 -0.3 

我不害怕數學 3.7 3.8 3.5 0.1 -0.3 

我對數學沒有信心 3.9 3.6 3.6 -0.3 - 

我覺得數學很重要 4.2 4.0 4.2 -0.2 0.2 

數學不會影響我的生活 3.1 3.2 3.7 0.1 0.5 

我覺得數學就是繁雜的計算 3.1 3.1 3.1 - - 

我覺得數學就是有許多公式 2.9 2.9 2.9 - - 

 

由上表可知，大部分敘述的平均值均在 3分以上，也就是說，學生對數學課

程的感受是偏向中立或正面的，而持較負面意見的敘述仍為「我覺得數學很簡單」

和「我覺得數學就是有許多公式」。在「我覺得數學很簡單」此敘述中，由學生

在上完教學活動之後的後測中，填答的平均值由 2.8 上升至 3.0，似乎能看出，

學生感覺此階段的數學課程內容不像以往的困難。但是，到了延後測，平均值反

而下降成 2.7。因此，個人即進行第二次的個案晤談，瞭解某些個案學生態度轉

變的原因。其中，婷婷表示「因為，暑假先學了二年級的數學，感覺壓力變大，也可以想

像這學期數學課會如何，所以，很懷念以前上課的情況」；音音對於「數學簡不簡單」此

敘述表示沒意見，因為，上課還沒有教，所以先保留，且「數學是不是繁雜的計

算」仍為沒意見，也是要等學了才知道。另外，「數學不會影響我的生活」此敘

述的平均值上升至 3.7 分，學生上了八年級、又是新學期的開始，或許是越來越

重視數學及其價值，學生的想法也同時反應在「對數學學習的感受」的數據分析

之中，顯示出對數學學習的期許。 

 

(2)對數學學習的感受 
 
表 4-2-8-2  對數學學習的感受三次測驗之各題平均值比較表  

  前測後測 延後測 前、後測比較後測、延後測比較

學好數學可以讓我考上好學校 3.9 3.7 3.9 -0.2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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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數學可以讓我更聰明 3.7 3.8 3.9 0.1 0.1 

學習數學可以增長我的知識 3.7 3.7 4.0 - 0.3 

學習數學可以提高我的思考能力 4.1 4.0 4.2 -0.1 0.2 

學好數學可以讓我找到好工作 3.6 3.4 3.7 -0.2 0.3 

我喜歡學習數學 3.5 3.5 3.5 - - 

我覺得學習數學很愉快 3.6 3.6 3.6 - - 

我有信心學好數學 3.6 3.7 3.8 0.1 0.1 

我有能力學好數學 3.7 4.0 3.7 0.3 -0.3 

 

學生越來越重視數學及其價值，同時也期許自己能在新學期中學好數學，紛

紛提出，若學不好數學，將對未來的生活有極大的影響。例如，個案學生音音，

覺得數學會影響生活，「因為，現在上二年級功課比以前更重要，如果學不好更會影響以

後的生活」；豐滿也表示「學好數學可以考上好學校，因為，大家的記憶力都相同，如果，

我自然與數學贏人家，總分才能贏別人。像在竹科電腦寫程式也要靠數學，所以，覺得學好數學

可以幫我找到好工作」。另外，小維在「學習態度延後測」中，對於數學學習的感

受下降了，他表示「現在對於學習數學愉不愉快沒有意見，因為，覺得以前比較有成就感，

可是二年級的數學數字繁雜，都在計算，雖然，比較有規律還是蠻單調的」。 

 

(3)對個人教學方式的感受 
 
表 4-2-8-3  對黃老師教學方式的感受三次測驗之各題平均值比較表 

  前測 後測 延後測 前、後測比較 後測、延後測比較

我會在黃老師的數學課裡發表自己

的想法 
2.9 3.3 3.1 0.4 -0.2 

上黃老師的數學課時，我可以用自

己的想法解題 
3.5 3.7 3.6 0.2 -0.1 

我喜歡上黃老師的數學課 3.5 3.7 3.0 0.2 -0.7 

我覺得黃老師上課的氣氛很輕鬆 3.9 3.9 3.2 - -0.7 

我能聽得懂黃老師教的數學內容 3.7 3.7 3.7 - - 

上黃老師的數學課時，我很少有自

己的時間可以思考 
3.5 3.5 3.3 - -0.2 

我覺得上黃老師的數學課壓力很大 3.8 3.6 3.3 -0.2 -0.3 

上黃老師的數學課時，我會很緊張 3.6 3.8 3.4 0.2 -0.4 

我覺得黃老師教的數學很難懂 3.6 3.7 3.4 0.1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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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會在黃老師的數學課裡發表自己的想法」此敘述中，學生在上完教學

活動之後的後測中，填答的平均值由 2.9 分上升至 3.3 分，由學生的上課反應和

個案晤談的結果也顯示，學生自己能感受到合作學習的方式，可以讓他們有較多

討論、發表意見、思考、和向別人學習的機會，可以訓練表達的能力與上台的勇

氣。另外，對「我喜歡上黃老師的數學課」和「我覺得，黃老師上課的氣氛很輕

鬆」兩個敘述的評價，仍能上升或維持不變；大部分的個案學生覺得分組的感覺

很不錯或很好玩，可以思考、互相討論和交流，但也承認，自己有時在上課時會

不專心、會偷懶。例如，豐滿表示「可以有不同的意見一起討論，我曾經跟小稚一起討

論出不同的算法，像是排出三角形數的題目」；小鵬認為「我喜歡現在的分組，因為，如果老

師直接教的話，遇到不懂的就不能馬上問別人，如果課比較趕又不會的，就沒有機會發問」，而

且「以前對數學沒有興趣，現在比較有興趣，覺得這次的數學比較簡單、好玩，對數學比較有

興趣，要靠腦筋想、比較像腦筋急轉彎，就像要設 x 啊，列一列、變一變，答案就出來了，不知

道的 x 就知道了」；令純純印象最深刻的是表示活動中，小可的外婆吃麥當勞的例

子；小維表示「不論是寫考卷、玩遊戲、看投影片，都很棒！我希望，老師能多教我們應用

一些怪招」；音音表示「因為，小考有考 100 分，還有學習單大部分都能解出正確的答案，所

以，為自己的學習打 90-95 分」；而在「數學學習態度」問卷多持反面意見的小元，則

表達「我在分組的時候有操作和提供意見，所以，為自己的學習打 80 分」。由此可見，研究

者所設計的學習單似乎能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也能促進學生的操作和思考。 

 

這種態度到了延後測時，在「我喜歡上黃老師的數學課」和「我覺得黃老師

上課的氣氛很輕鬆」兩個敘述的平圴值卻各下降了 0.7 分，個人覺得非常疑惑「為

何學生有如此大的態度轉變？」經由第二次個案晤談後得知，原因是，學生覺得

學習單太多、上課需要討論發表、並預設新學期必然也會這樣進行教學。例如，

純純表示「如果沒寫作業，就得抄罰寫﹝導師規定的﹞，所以，想到就覺得壓力很大」。而由

此學生的想法似乎能推知，「我覺得上黃老師的數學課壓力很大」敘述中，學生

在後測、延後測填答的平均值逐漸往負面發展的原因之一。由於，學生預設個人

必定會在新學期繼續請學生討論與發表，所以，學生在延後測中「上黃老師的數

學課時，我會很緊張」此敘述的平均值也因此下降了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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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於與下階段研究還相隔一次定期評量的教學，在這段時間，個人恢

復大班講述式教學，並要求學生練習抄筆記，而在教學中仍然明顯地感覺到學生

的討論與互動持續在進行，學生能主動發表與回應、師生互動與對談均增加，且

學習態度更積極認真了。個人認為，這是前一個階段建立討論文化的影響，可是，

也懷疑「學生是不是比較喜歡大班講述式教學？」再加上學生在「數學學習態度」

的延後測中，對多項敘述的評價都下降了。所以，更想在下個研究階段的教學前，

了解學生當時對數學的感受、對下階段合作學習的看法，便進行了全班的心得問

卷二及第二次的個案晤談(相關資料整理請參見附錄二.2)。 

 

在心得感想問卷關於對數學或數學課的感覺中，有 24 位學生均表示二年級

的課程比以前更難了，自己也比以前專心、用功。例如，小維更是表示「以前的

數學課簡單易懂，上課十分輕鬆；現在的數學課如果不好好專心聽課，還真無法了解其中的意思

呢！」22 號和 28 號同學認為「這學期有比較多的時間可以思考題目，也會利用空白時間寫

功課」；音音表示「因為課程變難了，須要多思考一些相關題目，我比以前沉默」。另外，

在關於老師上課的方式中，有 4位同學表示「以前的數學課大多不敢發問和問老師問題，

可是，現在比較敢跟老師互動和問問題；老師也會請同學上台做題目，並糾正我們的錯誤」；

而 2位個案表達了「以前分組比較好玩，這學期班上學習氣氛變比較嚴肅，雖然，班上同學

有變認真，每科成績變好了，但對我來說是不好的，因為，我喜歡上課有回應，聲音多一點才不

會太沉默(婷婷)」，及「以前可以和旁邊的人討論，現在必須要認真一個人來學習有點不習

慣，很容易發呆(豐滿)」。但是，也有 6 位同學表示「我比較喜歡這學期的數學課，因

為，上學期我們寫的幾乎都是老師自己印的講義，而且還多到不行，現在用抄的，聽老師講一次，

自己再抄一次，可以加深記憶」。而關於上課的氣氛中，有 7位同學認為，老師上課

變嚴肅了，例如，其中的小綸表示「在之前的數學課，老師會借助一些器材，但是現在

老師是以筆記做重點，上課較嚴肅和嚴格」。另外，對於「合作學習」的感受，小元認

為「如果分組的話，容易受其他人的影響，譬如別人做錯了，還以為他是對的，結果也跟著錯；

但如果不分組的話，大家就不能討論，我也比較聽不懂老師在講什麼」；小鵬表示「用分組

的學比較多，可以問同學、組長、老師，也可以學到比較多元的方法，但缺點就是會講話，比較

不專心。現在雖然只有老師教，卻比以前分組時有趣且踏實，因為，不會愛講話，秩序比較好，

所以，不一定要分組坐在一起，但有跟同學討論也不錯」；小維覺得「老師直接上課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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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好，可以不用分組，因為，分組耗時間，而且，現在要拼升學考試，不過分組可以知道別人的

想法，可以改成三節上課、一節討論，上完最後，再把大家的問題總合起來討論、解決」。 

 

學生接受第二階段的教學之後，在學習態度的轉變方面，有明顯的正向反

應，不僅覺得上課氣氛變得更活潑輕鬆，也有更多討論、發表、和思考的機會。

雖然，必須針對教師未曾教過的新主題，進行思考和自主學習；又得學習表達和

聆聽，才能進行討論和發表。所以，心理存有極大的壓力，但學生能漸漸克服面

對群體的心理障礙，也懂得把握機會向別人學習。可是，經過兩個月暑假的沉澱，

及參加課程的先修班，學生出現了「兩難的抉擇」。他們開始重新思考不同的教

學方式與自己學習的關係，及數學與自己的關係，而有了更積極正面的學習態度。 

 

(二) 教師教學概念和信念的澄清 

 

1. 更清楚概念啟蒙的教學意義，更相信啟蒙對概念學習的重要 

 

表示活動的教學過程中，學生在開始接觸此較為開放式的教材時，顯現出很

高的興趣，包括啟蒙例及學習單中的閱讀文本。大部份的學生，都能主動提供自

己的想法，使得每組所呈現的想法十分多樣，由學生自行選用代號、圖形或符號，

並由小組共同發表。每組設計出不同的圖形或符號，均是透過彼此的分享討論而

得，讓學生更能從中了解「以符號代表數的意義，並減低對符號的陌生與懼怕」。

其中，個人在三個啟蒙例的討論發表中發現，學生剛開始會使用文字或縮寫來代表

數量關係，例如，冷凍室+4℃=冷藏室、爸=強+12；在使用符號表示數量關係時，未

告知符號所代表的意義；使用的符號不只一個，例如，婷婷發表的分數問題、豐滿

發表的溫度問題(如下圖(1)和(2))。 

                         

 

 

 

 

圖(1)  婷婷發表的分數問題                    圖(2)  豐滿發表的溫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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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也從學生在第一堂課的概念啟蒙活動中的表現，更加確信概念啟蒙的重

要性，它似乎能引動學生的學習動機，所以，挑選合適的代表例更是引動教學的

關鍵。另外，在討論糖果屋問題時，是學生第一次遇到兩個文字符號的問題，學

生自行假設買了多少根棒棒糖和 QQ 糖須付的價錢，有學生問到「不同種類的糖果

需要用不同符號來表示嗎？」這似乎反應這些學生能感覺到，不同種類的糖果購買的

數量可以不一樣，所以，得用不同的符號來表示；而且，雖然是不同的符號，但

是，也可能有買相同數量的情形(x=y)；接著，學生也能解釋 x=3 與 y=10 所代表

的意思，計算出 20x+5y+10 的值，並判斷 x或 y不能等於
2
1
、1.5、或-1 等數值。 

 

2. 更清楚類比推理在代數教學的意義，更相信類比推理可以作為算術-代數思維

的過渡 

 

在相等-式子的化簡教學單元中，由同學的發表內容似能反應出配對遊戲的

教學成效，例如，學生發表「文字的」式子中的 x所代表的數就如同配對成功「數

字的」式子中的數字，如 10、-4、…等。另外，在學生理解「7ｘ+3ｘ=(7+3)x=10x，

因為 7倍 x加上 3倍 x，就會等於 10 倍 x」之後，當有學生提出 7+3×x=10x，其

他學生能幫忙偵錯，婷婷表示「因為，3×x 的單位是 x，而 7 的單位是 1，所以，它們是不

同類」。而在接下來的題目「7x+3x+5=10x+5」中，大家也較能接受 x 和 1 是不同

類的數，因為 x可以代表很多數、任何數。學生在理解這樣的概念之後，當面對

「
5
13

5
17 ×+× 、 ππ ×+× 37 、和 33 5357 −×+−× 」這些題目時，也就容易將其

類比成 10 倍的
5
1
、π、 3 5− 。 

 

3. 更清楚情境問題和函數觀點在代數教學的意義，更相信函數觀點的重要 

 

在等式的教學過程中，個人延伸學生熟悉的年齡問題，引入以文字符號列等

式；並以「3+x 和 3x 兩數的比大小」活動來引入利用等量公理解 x。因此，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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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正確判斷 3+x 化簡的結果不是 3x，及 3+x 和 3x 這兩個數會隨著 x值的不同而

有不同的大小關係。接著，學生很快地以嘗試代入數值法求出，當 x=
2
3
時，3+x

和 3x 會相等，再以天平對等式操作等量公理確認 x=
2
3
；解出 x之後，學生藉由

驗算來體會 x和原等式的關係、或 x和原兩數(3+x 和 3x)的關係。在批閱學習單

時發現，有些學生能符合此教學活動設計的原始意圖，例如，蘂蘂(如圖(3))能

以嘗試代入數值法求出小可和爸爸的年齡，而非一一代入數值。經由提示之後，

她能思考爸爸年齡 x+24 必大於 24，則 3x 必大於 24，x 大於 8，所以，x由 2直

接跳到 9來代入。又如鈺鈺(如圖(4))在求解「當 3+x=3x 時，x=？」時，更是嘗

試以 x=1、x=2 分別代入 3+x 和 3x 兩個代數式中，能表示出「x=1 時，3+x>3x；

x=2 時，3+x<3x」，接著，她推測當 x在 1和 2之間時，3+x=3x。當個人追問，

「那你怎麼知道 x 的答案是 1.5？」她說「因為，4 比 3 大 1，5 比 6 小 1，那 3+x 和 3x

的值就會分別在 4 和 5 之間及 3 和 6 之間，應該就是 4.5 吧！而且驗算也對啦！」 

 

 
                    圖(3)  蘂蘂的解法 
 

 

                       圖(4)  鈺鈺的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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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婷婷與音音在年齡問題中，也能使用二元一次聯立方程式的想法，例如，

婷婷的作業表現(如圖(5)和(6))。圖(6)是婷婷在習作中展現出「多個符號的解

題想法」，為確認她的真實解題想法，個人與其對話的片段如下： 

 

 

圖(5)  婷婷在「年齡問題」之解法 

 

 

圖(6)  婷婷在習作呈現之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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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習作這一題，你用 x 代表蘋果、y 代表檸檬、N 代表柳丁，你用 3 個符號來代表

三個不同的數，當初，你怎麼會用 3 個符號來列式呢？這是你第一次嘗試這樣

作嗎？ 

S：對啊！其實一開始，我是先用數字舉例來算，像圖一我是先把蘋果(x)假設成 2

克，就總共有 4 克，又因為有四個檸檬，所以，每個檸檬就 1 克。可是，因為

這些數字是舉例的，而 x、y、N 都可以代表一個數，所以，我就把數字換掉成

一個未知數。 

T：那你覺得，用一個符號或兩個符號有沒有什麼差別？或是說哪一個比較方便？ 

S：一個符號容易。通常我都會把題目中的符號推到只剩一個未知數，依照題目意

思一個一個把它推出來。 

 

而音音在分組上課時，均能踴躍發言、並有自己的想法與解題策略，下課又

常來問「老師，我這樣想對不對？」她曾問及「用 x+24=y 的式子來表示小可的年齡加上 24

歲等於爸爸的年齡 y，想法應該沒錯，但還是解不出來啊？」以下是個人與她的對話摘錄： 
 

T：你設爸爸年齡叫 y，小可年齡是 x，然後列出等式 x+24=y，為什麼你會這樣想？  

S：因為，這兩個(年齡)都不知道，父親的年齡比她大，我想說既然兩個都不知道，

一個設 x，一個設 y，小可的年齡加上 24 歲等於 y 的年齡，就是爸爸的年齡。 

T：為什麼會設兩個符號？ 

S：如果一樣的話，我沒辦法分辨；都用 x 會搞混，所以，就一個用 x，一個用 y。 

T：你後來有解出這一題嗎？ 

S：有！我自己花了一個多小時才解出來的！ 

T：很好，你自己想出來的，那你是怎麼想的？ 

S：y= x+24，和 y=3x，那麼 y 比 x 多 24，又是 x 的 3 倍，那 x 就是
3
1

倍的 y，所以，

多出來的 24 就是
3
2

倍的 y(T 在一旁幫她將敘述寫成數學式子，即 xy
=

3
；

yyy
3
2

3
1

=− ， 24
3
2

=y )，那
3
1

倍是 12，1 倍就是 36。 

T：啊？！能不能再說一次？ 

S：就是 y= x+24=3x，就可以解出 x 等於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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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音音的討論過程中，個人有了「音音的思考過程可能會是很好的教學素

材」這樣的靈感，並進一步思考「如何幫助學生由一元一次方程式 x+24=3x，躍

升到二元一次聯立方程式 x+24=y 且 3x=y 的學習？」所以，就在第一次晤談中，

繼續追問其他個案學生是否能接受這樣的想法？而能夠比較自然地將符號由一

元擴充至二元的學習。個人與小維的對話片段如下： 
 

T：你有沒有試過用兩個文字符號？例如：x+y=3。 

S：沒有。那答案不是有很多種？除非題目中有特殊提示，這樣才會算的出來。  

T：你記得「年齡問題」嗎？「爸爸的年齡是小可的三倍，也比她多 24 歲」能不

能把改成用兩個符號來表示，寫成 y=x+24 和 y=3x，這樣寫有沒有問題？ 

S：應該沒有，這樣解得出來嗎？ 

T：對啊，這樣怎麼解出 x 和 y？  

S：我知道，如果不要看 y 的話，就可以列等式變成 3x=x+24 相等。 

T：很好，那如果 y=3x 和 2y=x+24，可不可以算出 x 和 y？ 

S：2y=x+24=6x，6x 都和他們一樣，那就先不要看這個 2y，先算出 x，然後再把這

個 x 套進去，加 24，再除 2。 

 

學生能有「一元」擴展至「二元」的自然想法，促使個人決定以學生的想法

作為數學教學的決策，也繼續反思「如何以個別學生的想法，在學生一元至二元

的 ZPD 上架起學習的鷹架，促進學生學習二元的新概念？」並且，修正了原有的

預設教學軌道(HTT)，再次預想教學的可能路徑。 

 

另外，在等量公理之數學寫作中，學生對於「x=y」的假設之接受度蠻高的。

雖然，它是使用兩個文字符號，但是，學生仍能清楚明白地解釋「x=y」所代表

的意思；x和 y的關係為 x變、y就跟著變(即研究者強調的兩個變動的數仍相等

或變動中的平衡)；和 x 與 y 可以代表的數是任何數(0、負數、正數、整數、分

數、小數)。其中，有三位同學提到，國小的數學題目，同一題中很多的某數都用

“□＂來表示，容易造成學習上的混淆，不像國中「不同的數就用不同的符號來

表示」。例如，□+□=10，1+9 就是其中一組答案，□是左邊的 1 也是右邊的 9，

國中則改寫成 a+b=10，a、b 代表兩個不同類的數。以瑄瑄和亞亞的心得為例，

說明如下(如圖(7)和(8))，而詳細的學生資料，請參見附錄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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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瑄瑄的心得 

 

 

圖(8)  亞亞的心得 

 

而在此單元的教學結束之後，個人曾以簡單的應用問題實施形成性評量，結

果發現學生主要的解題策略有三種：其一是，使用算術方法者有 9人，佔 25.7%；

其次是，使用天平圖示操作者有 9人，佔 25.7%；第三是，以文字符號列等式者

有 17 人，其中又有 1 人是用嘗試代入數字的解法。另外，有 8 人沒有假設文字

符號(x)為何，也有 5 人假設符號 x 為物或直接用文字來表示。有 2 位學生在解

題過程中出現 x和 y兩個符號。例如，小浩與小綸以二元一次聯立方程式來解「姊

姊比妹妹大 3歲，兩人共 25 歲」，列出「x=y+3 和 25=x+y，得 25=x+(x-3)，25=2x-3，

28=2x，x=14」，所以，姊姊 14 歲，妹妹 11 歲。而小元則利用嘗試代入數字、

表格列舉的方法，找出姊姊和妹妹的年齡，如圖(9)所示： 
 

 

 

 

 

 

→ 14-11=3，14+11=25 

         圖(9)  小元的解法                               

姊 妹

4 1 

6 2 

12 9 

13 10

1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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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而言，學生在開始面對應用問題時，不習慣以文字符號列等式和等量公

理來求解，仍會選用自己所熟悉的算術方法嘗試解題，或是使用天平具體圖像和

視覺化來操作等量公理，並藉由記錄操作過程中的式子來解出答案。事後個人問

及「為什麼你們考試時，知道要畫圖呢？」很多學生的回答是「因為，不知道怎麼

算，所以，就畫圖啊！」、「因為，不知道怎麼列式，所以，就畫圖啊！」 

 

4. 更清楚數形關係和函數觀點在代數教學的意義，更相信合作學習的重要 

 

在文字符號概念的教學中，包括表示、相等-式子的化簡、和相等-等量公理

三個單元，個人感覺似乎不太能把握學生學到了什麼？但是，學生似乎有反應而

概念又好像很模糊？這也讓個人重新思考：教學的目標應該傾向學生能多元且複

雜的思考？還是單一形式的答案？為了檢視文字符號教學的成效，及試探學生對

數學的喜好與認同，促使研究者以文字題和數形關係兩個屬於問題導向的教學單

元，探討學生應用文字符號的能力。 

 

數形關係活動是由先前的純代數活動轉為圖形樣式規律的觀察，讓學生有換

換口味的感覺。另外，因為學生已學過表示、相等-式子的化簡、和相等-等量公

理三個單元，已經會以列表的方式及以代數式，來表示正方形個數與火柴棒總數

兩個量之間的關係，並由給定火柴棒總數來逆推可以排出的正方形個數、以及剩

下的火柴棒數目。希望學生，能以列表及代數式來呈現出函數對應之關係，也能

連結數與量和代數；能回溯文字符號的概念；以及能做應用和綜合練習。在實際

教學活動中，由於，學生觀察樣式規律的角度各有不同，各組所呈現的解法也不

同。例如，小組發表時，共找出四種方法來推出 n 個正方形所須的火柴棒總數，

純純提出有 4+(n-1)×3 根火柴棒；豐滿將 4+(n-1)×3 加以化簡成 3n+1，並發表

1+3+3+…=1+3n；婷婷說明「當 5 個正方形時，先排橫的 5×2 根，再排直的 5+1 根(一個正

方形配一根直的，但另外一邊則又多一根)」；而個人再提出補充說明「當 n 個正方形時，

共須 n×2+n+1=3n+1 根火柴棒」；最後，小稚以列表的方式，說明純純的排法為「當增

加 1 個正方形，就增加 3 根火柴棒，所以，共須 4+3(n-1)根火柴棒」，並將其化簡(如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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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教學活動中，學生對於數形關係很有興趣，學生能用自己的語言來詮釋自

己的解題過程，例如，全班口訣大接力「一根獨立、三根繼續、四根努力、前仆後繼、

實在有力」。而且，在推規律至一般式的過程中，均能順利引入文字符號來表示

數量關係、化簡代數式。但是，在「先給火柴棒根數，請問可排出幾個正方形？

還剩幾根火柴棒？」的逆推問題中，學生多以算術方法來求解，較少使用一元一

次方程式的解題想法。 
 

正方形個數 1 2 3 … n 

火柴棒根數 4 7 10 … 4+3(n-1)=4+3n-3=3n+1

圖(10)  小稚對於「正方形個數與火柴棒總數兩量之間的關係」的解法 

 

另外，藉由分析學生在數形關係的作業表現，發現學生多能「自行以函數的

觀點和列表的方式」，找出兩數量之間的關係或推出其規律，並用符號表示一般

式，以蘂蘂的解題方法為例，如圖(11)所示。  

 

圖(11)  蘂蘂的解法 

 

個人也發現，學生在文字題單元中，多能先自行解題，再透過合作討論，學

習更多元的算法；在數形關係單元中，也有熱列的反應與表現；更相信能藉由解

題和討論的過程，讓學生充分地應用前面所學的概念。所以，將在下一個研究階

段中，延用這樣的教學策略，讓學生在課程開始時，即能發散思考、盡量想像；

並於課程結束時，讓學生收斂聚焦、應用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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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試探期研究經驗的再省思 

 

1. 合作學習與教學功力的關係 

 

此階段的教學活動開始時，在尚未教導學生合作學習的互動方式、合作模

式、及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個人就冒然地讓學生討論與發表。因此，由於學生不

習慣小組討論發表的方式，所以，活動進行時，大部分學生都不知如何與組員討

論和發表自己的意見，而討論起來也難免忘了時間和控制音量。所以，教室的秩

序與常規是研究者面臨的第一個問題。然而，過了幾節課的調適與教師帶動氣氛

之後，學生開始會互相討論解題的方式，也能知道討論與發表時間的掌握，由剛

開始的拖拉與推拖，轉為自動與主動，寫好答案之後，就馬上貼到黑板上，並分

派好發表人，形成了師生之間與學生同儕之間的合作默契。由於，學生發表的頻

率越來越高，發表的音量也越來越大，發表的內容也由解法的重述轉成解題的想

法與原因。個人相信，這是合作學習的教學方式發揮了一定的功效。但是，小組

討論的模式卻慢慢地形成固定由某些角色來擔任，小組代言人的產生又是接著面

臨的問題，個人意見容易變成全組的意見，這也有可能是分組討論的時間過短或

隨機座位安排之故。 

 

另外，雖然小組討論的方式讓上課氣氛較為輕鬆、學生較能發表自己的意

見、並有向同儕學習的機會，但相對地，學生笑鬧、聊天的機會也會增加了。從

上課情形中發現，越是屬於「偏遠地區」的學生(坐位離教師較遠的)，越無法跟

著個人的步調上課；要是一不注意，這些學生便容易分心。幾位個案學生在第二

次晤談時，也提及「選擇的兩難」，而當問到「你比較喜歡分組上課，還是由老師直

接教？」他們並沒直接回答這個問題，而是說「各有各的好處」，並分析比較了兩

者的優、缺點。所以，抓住學生的注意力及減少學生不專心的機會，是下階段仍

需加強改進之處。這也同時，再次挑戰個人的數學教學能力。 

 

2. 教學內容與討論時間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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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學習單好多哦！」這是平時認真學習的學生，曾在下課時對研究者所

說的話。雖然，學生們都很聽話，也不曾有抱怨，但是，當回想這段研究期間，

不僅上課時要求學生動腦想、動手寫、動口說，也要求學生如期完成不同於以前

的講義式的回家作業，因為，這就是下一節數學課必須學習與討論的題材。這樣

的安排，是不是給學生太大的壓力？是不是如同往常一樣，深怕教得太少？回想

在這階段的教學中，因為，學生和教師都是第一次採用合作學習，在彼此都還在

學習與適應的情況下，討論與發表的時間實在難以掌握。個人雖然事先有預想到

這一點，學生會因而少了很多課堂練習的機會，所以，將練習當作學生的回家作

業。另外，也由於討論題數與討論時間安排的不盡理想，使得討論、發表與教師

回饋的時間太過於緊迫，也很少有讓學生重新思考及填寫、修正學習單的時間。 

 

3. 教學理念與教學實作的互動 

 

在此階段的教學過程中，個人不斷地找尋學生一切有關的表現，探索學生的

學習成效是否因教學介入而提升？但是，從學生形成性評量的表現中，似乎無法

立即感受到學生的學習成效，雖然，反應出當時學生的困難與迷思，但是，個人

並沒急著、也沒時間幫忙解答學生的問題，只是請學生們先自行討論、自己試著

解決問題。這讓個人持續反思：這樣的教學安排，對於低學習成就者，有些什麼

幫助？是否能符合高成就者的學習需求？學習的成就是否來自個人的教學介

入？還是學生本來就會？還是會的就會，不會的仍就不會？加上，第三次定期評

量時間越來越逼近，而校內其他數學教師已經陸續完成進度、已開始進行複習工

作的雙重壓力下，促使個人再次反思：個人的教學理念是什麼？是承認學生的概

念發展是不完整的，可折回、也可往上躍升，能允許學生有自我的學習進度與步

調？還是急著總結學生的問題，確定學生的概念發展完全之後，再接著學習？ 

 

(四) 下階段教學活動的再調整 

 

1. 以此階段的學生反應和教學題材，啟動下階段的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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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學生對課程的反應中，可以看出二元符號的自然出現情形，因此，個人思

考：是不是由一元符號到二元符號的出現，甚至是多元符號的出現，對學生而言

都是自然的想法？如何引導學生，由階段二的舊經驗順利地躍升到下個階段的新

學習？例如，如何以音音對年齡問題的想法為基礎，由「x+24=3x」的一元一次

方程式過渡至「x+24=y 和 3x=y」的二元一次聯立方程式？所以，個人決定，下

個階段將以此階段中學生的反應作為教學的起點與啟動的素材，並嘗試一再回

溯、重複利用學生所提出的原始想法，即 Simon(1995)的 HLT。 

 

另外，將學生對開放性問題的表現與回答，編製成下階段的教學題材，是希

望試探學生想法(Student Thinking)成為教師教學資源的可行性？例如，將學生

在此階段的年齡問題、溫度問題、雞兔問題、和看圖解題活動中的答題表現、提

出的疑問、其他的作業表現、或對開放性問題的解法和想法，變成下個階段的教

學素材，讓學生討論並比較各種解題想法的異同，並選最喜歡、最容易的解法。

另外，亦由晤談個案得知，學生有時不太理解在上課時、學習單、或考卷上所使

用的語言。所以，個人決定回顧並瞭解學生所使用過的解題想法和自然口語，當

作下階段的教學活動設計的基礎。 

 

2. 以此階段的教學省思和學生意見，調整下階段的教學策略 

 

此階段的合作學習教學，雖然有了初步的成效，但是，仍存在一些缺失。例

如，如何增進學生同儕(起動者、促進者、等待者、觀察者各個角色)間的合作、

互動及討論的實質效果？因此，決定在下一個階段中，修正合作學習的模式，除

了分組時考慮到責任的劃分之外，更能讓學生在討論之中，輪流扮演不同的角色

而有不同的學習；並應善用提問的技巧，適時提出問題刺激學生的思考與相互的

討論。另外，晤談個案的資料反映出，每個人都應參與討論與發表，才能發現每

個人與自己不懂的地方；簡單的題目，老師一教就懂，如果分組的話，就會比較

浪費時間又討論不出什麼東西；但是，較難的題目可用討論的方式，找出大家多

元的想法或不懂的地方，再請老師講解。就如小鵬所說「如果較難的題目由老師直接

教，我們需要時間來理解和消化，且無法馬上找出不懂的地方，老師又繼續往下教，沒有機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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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了」。或許，個人應給較少發表意見的小組或個人更多的機會發言或上台解題，

並多給正面的鼓勵，使學生不會因猶豫自己的意見是否合理而不敢表達，也能刺

激各組呈現不同答案或解法，進行更深入的比較與討論活動。所以，為了讓小組

活動更順利，分組方式將由隨機分組改成異質分組，座位安排如圖 4-2-3。其中，

代號○3 和○4 號為獨立學習者，代號○1 和○2 號為高學習成就者，代號○5 和○6 號為低

成就者。 

 

 

 

 

 

 

3. 讓學生有充分的思考時間 

 

學習態度問卷後測與個案晤談的結果顯示，學生覺得學習單好多、數學課的

壓力好大、討論內容雖豐富，但是，討論時間卻很短。這也許反應了，個人「深

怕給學生太少」的教學信念。所以，個人將減少下個階段的學習單張數和題數，

由細緻深入的討論取代眾多的題型，轉而讓學生發展「印象深刻的主題式學習」。 

 

第三節  整合階段研究的結果 

 

由於前一個階段的學習態度問卷延後測的分析結果、講述教學期間的課間觀

察、及全班的心得感想問卷填答的狀況，使得個人陷入了兩難的教學困境。雖然，

猜想學生可能覺得合作學習的教學方式可以和同學互相切磋學習，但是，卻可能

對於聆聽同學不確定的解法或想法，或太少的課堂練習，產生不踏實的感覺。晤

談學生之後，個人了解到產生負面態度的因素有，課程的加深及對課程的沒把

握。Boaler(2002)所謂的學生身份(Student Identity)指的是，學生心中所認同

的數學學習是什麼？與數學的關係為何？學生對合作學習與講述教學以及討論

的多元性與抄筆記的充實感之間的難以抉擇，似乎也透露了「合作學習的不踏實

感」及「理想與實際之間的矛盾」。雖然，個人調整了教學策略與內容，但是，

 

講台

3            4 

1            2 

5            6 

圖 4-2-3  個案學生座位安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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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學習慣性卻不是短時間內可以改變的。學生喜歡討論分享的感覺，又覺得

數學應該要多算幾題才學得紮實。基於，以函數觀點來貫穿代數的學習、質疑學

生在前一個階段的延後測中學習態度轉變的原因、及在大班講述式教學中對學生

表現產生的疑惑等三個理由，而發展出階段三的教學行動研究循環，以再次確認

和檢視個人教學概念(信念)的轉變。 

 

(一) 學生的概念學習和態度轉變 

 

1. 代數(函數)概念的學習 

 

7 位個案學生在數學概念理解問卷前、後測的表現中，代數試題部分的通過

層次及其層次改變的情況，如表 4-3-1；而函數試題的答題情形，如表 4-3-2。

詳細的個案填答資料，請參見附錄一.5(4)和一.5(5)。 

 

表 4-3-1  前、後測之代數試題個案通過層次比較表 

  前測 後測 層次 

座號 姓 名 通過層次 通過層次 進退階 

3 小元 0 3 +3 

8 小鵬 1 1 - 

10 豐滿 3 3 - 

19 小維 3 3 - 

24 婷婷 4 4 - 

26 音音 3 3 - 

29 純純 1 2 +1 

 

表 4-3-2  前、後測之函數試題答對率比較表    

填答情形      題號 1 2 3 4 5 6 

前測通過人數 5 2 1 2 4 2 

後測通過人數 5 4 2 3 2 4 

前、後測通過人數比較 - 2 1 1 -2 2 

備註：二次測驗的題目內容均相同題號順序不同，故以前測問卷的題號為準。 

 



第四章  研究的結果 

 110

由表 4-3-1 和表 4-3-2 的分析結果顯示，7位個案的概念理解層次均能維持

或向上提升；且函數試題的答對率多能進步，只有第 5題下降了 2人次。這是問

「小明今年 12 歲，小明的爸爸今年的年齡是小明的 4 倍，則下列哪一個選項正

確？」個案填答錯誤的選項為，同時選「爸爸年齡–小明年齡=36」和「(爸爸年

齡+1)=4(小明年齡+1)」，或只選後者。個人認為，學生較無法比較分析數量關

係的異同，及其表徵式的異同與使用時機，例如，有時兩數量會同時具備多類關

係，則會有多類表徵式，今年爸爸的年齡是小明的 4倍，且仍具有差不變的關係，

學生較無法掌握「到了明年，則父子的年齡仍維持差不變的關係，但年齡不會仍

成 4 倍」。另外，從 7 位個案學生在 16 小題代數試題的答題表現(請參見附錄

一.5(4)和一.5(5))中，有 12 小題的答對率均上升了，而有 3小題的答對率各下

降 1人次，1小題的答對率下降 2人次。這四題是，「 aa 2+ 可以簡寫成 a3 ，請

盡可能化簡 ( ) =+− aba4 ？」、「甲魚每斤賣甲元，丁香魚每斤賣丁元。如果我

買了 3斤甲魚，2斤丁香魚，那麼 3 甲 + 2 丁的意思是什麼？」、「設 3+= vu ，

如果 1=v ，那麼u 是什麼？」、和「一座花園裡有 x個花床，共種了 y 棵玫瑰花。

每一個花床上的花都一樣多，那麼每一個花床上有多少花?」個案在後測時填答

迅速，而不像前測時那樣謹慎地思考，因此，對於兩個數或量的關係，認為自己

能夠掌握，而致使思考不夠嚴密粗心錯誤。 

 

學生接受第三階段的教學之後，在代數概念學習方面，能了解當一個符號不

夠用時，就有使用多個符號的需求性，也能區辨不同符號代表的不同意義。同時，

學生也能比較一元和二元的異同，及之間的轉換關係。也由於了解一元與二元之

間的轉換關係，學生似乎也越來越能掌握以兩個符號來表示數量關係。 

 

2. 學習態度的轉變 

 

7 位個案學生在此階段教學活動結束之後，進行態度問卷第二次延後測(詳

細的個案填答資料，請參見附錄一.6(4))，而大部分填答敘述的平均值均在 3分

以上。也就是說，此研究焦點群在本階段的教學活動中(小組的合作學習)，對數

學、數學學習、和個人教學方式的感受是偏向中立或正面的。另外，傾向負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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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的小題有，「我覺得數學很簡單」填答的平均值為 2.9，「我覺得數學就是繁

雜的計算」的平均值為 2.7，和「我覺得數學就是有許多公式」的平均值為 2.6。 

 

表 4-3-3  兩次延後測的態度轉變說明表 

座號 姓 名 對數學的感受 對數學學習的感受 對黃老師教學方式的感受

3 小元 - - - 

8 小鵬 下降 - 上升 

10 豐滿 - 上升 - 

19 小維 上升 上升 上升 

24 婷婷 - - - 

26 音音 - - - 

29 純純 上升 - - 

備註：因數學、學習、和教學每部分各有 9 題，若每部分的總得分數高於 5 分以上，

則代表態度上升；若總得分數低於 5分以上，則代表態度下降。 

 

與教學前的第一次延後測比較，關於對數學的感受、對數學學習的感受、和

對黃老師教學方式的感受三部分資料的整理，如表 4-3-3。另外，由態度問卷兩

次延後測之各題平均值比較表（請參見附錄一.6(3)和一.6(4)）中，在對數學的

感受部分，「我覺得數學很無趣」的平均值由 3.1 分上升至 3.9 分，「我對數學

沒有信心」的平均值由 3.4 分上升至 3.9 分；在對數學學習的感受部分，「我覺

得學習數學很愉快」的平均值由 3.1 分上升至 3.7 分，「我有能力學好數學」的

平均值由 3.7 分上升至 4.3 分；在對個人教學方式的感受部分，「我覺得黃老師

上課的氣氛很輕鬆」、「上黃老師的數學課時，我很少有自己的時間可以思考」、

「我覺得上黃老師的數學課壓力很大」、和「上黃老師的數學課時，我會很緊張」

的平均值也上升了 0.5 分以上。個人推測，經由合作學習的教學，似乎讓 7位個

案學生的學習態度更往正向發展。 

 

另外，「我會在黃老師的數學課裡發表自己的想法」的平均值由 3.6 分下降

至 3.3 分，讓個人不解的是，為何有關「發表」的學習態度不升反降？回顧本階

段上課的情形發現，學生的個人思考重於舉手發表，其中，女生會比較專注於思

考與討論，所以，答案也會比較完整，而男生會想到什麼意見便舉手發表，或上

台發表者多為男生。經由個案晤談，豐滿表示「因為，未接觸過二元一次，所以，就



第四章  研究的結果 

 112

先不發表，想先學好再說，而且，發表的想法常常和自己或組內的不同，所以，想先看、先聽、

和了解別人的想法，可是，等自己較有把握的時候，就沒有分組，所以，都沒發表」；音音表

示「有些男生會開玩笑地取笑同學的答案，所以，她比較不敢上台發表了，不過都有在台下回

答老師的問題」，而且，個人觀察發現，她在此階段中，的確比較專注於思考問題。 

 

另外，從學生在接受教學後所填寫的心得問卷(請參見附錄二.3)，也可感受

到學生偏向喜愛本階段的上課方式。學生的意見可以分成以下兩類： 

 

(1)喜歡課程的內容：有些學生認為，上課的內容有趣、好玩，例如，8 號、19

號、35 號認為二元一次方程式的題目相當地有趣；1 號、23 號更是指出「對

【表示活動】中，大家一起想物品代號和討論分享答案時的印象很深刻」，且 32 號也認

為「第五組畫的圖(所使用的符號)讓大家的印象都很深刻」。27 號、28 號最喜歡的是

【糖果屋問題】，因為，是第二次解題，很能理解，也很有趣。15 號表示「在

【雞兔問題】中，自己用思考就能想出來，感覺很深刻」，而 26 號印象最深刻的是「老

師把上學期學習單的答案印好給我們討論」。15 號、16 號、21 號、28 號、29 號、

30 號則對【看題解題活動】中，大雞、中雞、和小雞的問題，印象最深刻。

21 號的如如表示「因為，老師請了很多人上台寫不同的算式，大家都 learn a lot about 

Math」。由此可知，部分學生對於所接觸的活動或例子持正面反應，也能感受

活動與生活的連結。 

 

(2)喜歡分組討論的方式：有些學生表示，喜歡分組討論的方式，例如，1 號、

14 號、22 號、34 號、36 號同學認為「分組上課、討論題目比較好」；25 號表示

「我會和其他人討論，並提出問題」；29 號表達「自己有不足的地方，不過也有上台報

告」；31 號同學表示「自己一有問題，會問同學、老師或家人，且發現和大家一能討論，

比自己一個人想東想西還要有幫助」；24 號認為「討論的時候，雖然一開始大家的作法

不一樣，但最後還是可以統整出一個做法」；25 號也稱讚「21 號的如如，每次上課都會

問小邦『會不會做？』如果他不會，她就會教，我們有問題，她也會幫我們解決」。另外，

6號、8號、9號、10 號、11 號、12 號、13 號、14 號、15 號、33 號、34 號

也都承認「上課有時會不太認真，但會跟同學討論、幫忙如何解題，可以吸收很多」；



第四章  研究的結果 

 113

而 4 號同學表示「因為在討論時，我有融入於整組的討論，提供自己的意見、答案，找

自己的缺點、吸收別人的優點，但是有時會講話」。這些學生的感受，似乎可以減少

個人先前對於合作學習的疑慮，也確認了學生對於合作學習的認識。 

 

另外，也有些學生認為二元一次方程式的題目挑戰性高(26 號)，14 號、32

號、5 號同學表示「解二元一次方程式時，有些步驟跳的太快」。22 號覺得「如何把一

元一次方程式改成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並解出答案，很困難」。25 號同學表示，我最不

會的是「什麼和什麼之間的變動關係，因為，我覺得那很複雜，有時想得太複雜，就全部都亂

了」。35 號同學則不懂兩數量的範圍如何找。由此可知，學生能在學習的當下或

沉澱之後，感知並提出自己的學習困難。 

 

學生接受第三階段的教學之後，在學習態度的轉變方面，不僅有正向的轉

變，似乎更能將焦點轉向數學的學習。另外，個案學生也多了自我反思的部分，

能充分且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感覺與需求，包括，對於合作學習與自我學習和合作

學習與同儕關係的感覺。 

 

(二) 教師教學概念和信念的轉變 

 

1. 可以用函數觀點來貫穿代數思維的概念學習，相信數學高觀點對教學是有用的 

 

在三個研究階段中，持續以函數觀點來串連代數思維的教學，似乎已有部分

的成效。以下就以貫穿階段二和階段三中，有關函數觀點的教學題材為例，報導

學生的答題轉變。例如，個人使用二維表格(Spreadsheet)來解文字題，如階段

二之「相等-等量公理--等式」、「長方形的長與寬」問題，階段三之【糖果屋問

題】、【年齡問題】；而學生也會自然地使用這種方法來解題，如階段二之等量公

理形成性評量中，小元能利用表格列舉的方法來找出姊姊和妹妹的年齡(如之前

的圖(9))，及如如在【雞兔問題】中，也以表格列舉的方法找出雞和兔各有幾隻，

如圖(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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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2)  如如的解法 

 

另外，在「a+b=6」中，學生在階段二的表現如(1)，階段三的表現如(2)至

(4)；以學生的素材來連貫及延伸教學，並看出學生連續的學習表現與其中的轉

變，這讓個人相信，學生的學習能力是累積與漸進的，會隨著時間或是心智年齡

而慢慢成熟，思考也逐漸嚴密與擴充。以函數觀點引起學生對於「a+b=6 中，a

和 b兩數」的探討，讓學生不僅要考慮 a和 b所代表的數，會受到 a和 b兩數關

係的影響；也要再考慮 a和 b兩數不只是學生熟悉的正整數。而在整個教學過程

中發現，學生要能正確且獨立完成此題，並不容易；所以，合作學習更是讓學生

能充分討論的最佳學習方式，藉由群體力量來完成解題，也透過同儕之間的討

論，來帶動其他能力較低的學生跟上腳步。 

 

(1)在階段二教學中，由小浩在表示評量單與數學寫作的反應中(如圖(13))顯

示，他認為 a 和 b 既然寫成不同符號，就要代表不同的數字，不同的符號不

可以代表相同的數，所以，他認為 a≠b(a 不能等於 b)。晤談中的師生對話

摘錄如下：  

 

                                  圖(13)  小浩的解法 

T：「a = b」代表什麼意思？ 

S(小浩)：a 和 b 不能相等，如果他們相等，就要寫成相同的符號。 

T：a 和 b 代表兩“類”的數或兩“個”數，而他們所代表的數可能相等。 

S：？？(一臉疑惑？) 

T：「a+b=6」的解有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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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很多個，可以一個一個下去代出來。 

T：那 a 和 b 的解(答案)有沒有可能一樣？ 

S：(猶豫了一下…) 

T：你自己說一個一個代數字 a=0，b=6；a=1，b=5；a=2，b=4；…。a 能不能等於 b，都是 3？ 

S：那只有題目特別說明 a=b 才會等於 3。 

T：那它的答案中有沒有可能 a=b =3？(T 心想，可以用他會的「解二元一次聯立方

程式」來說明)，像你會的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a=b，且 a+b=6，那麼 a=？b=？ 

S：a=b=3。 

T：那如果題目只有寫「a+b=6」時，a 和 b 的答案有沒有可能相等？ 

S：有，都是 3。 

(2)在階段三的前測中，七位個案在「c+d=10，c<d，c=？」此題的答對率為 0，

而不同的錯誤答案有 c=4，c=1、2、3、4，c=0、1、2、3、4，和 c=10-d 四種。 

(3)在階段三的教學中，以第二組小維和第三組亞亞的作業表現為例，如圖(14)

和(15)所示。詳細的個案學生回家作業表現，請參見附錄四.3。 

 
      圖(14)  小維的解法 

 

 
                              圖(15)  亞亞的解法 

在第 5(1)小題中，學生原本最直接的答案，就是表示出 a 和 b 的關係，即

a=6-b，b=6-a。但是，由第 5(2)小題的提示，讓小組內的討論越來越熱烈，學

生的意見也越來越多元，由學生討論、發表的過程，及學生在學習單中的表現中，

可將學生的解題策略分成下列幾種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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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可以表示出 a和 b的關係(a=6-b，b=6-a)，未表示出 a和 b各為何數。(瑄瑄) 

b. 可以正確表示出 a和 b各為任意數，未表示出 a和 b的關係。(小維) 

c. 只能寫出 a和 b都為整數，且符合 a+b=6。(柔柔) 

d. 忽略 a和 b都可為負數，則 a和 b兩數都只能小於或等於 6。(如如) 

e. 可以表示出 a 和 b 的關係，且正確表示出 a 和 b 各為何數，即表示「a 和 b

各為任意數，但 a=6-b，b=6-a」。(亞亞和音音) 

在各組發表完後，個人問「a+b=6 是幾元幾次方程式？它的解有幾個？」希

望幫學生作統整和回憶，而能了解二元一次方程式的解有無限多，但是，要符合

式子所表示的關係。而到了第 5(3)小題的討論時，學生往往只考慮到「和為 6、

任意數、大小關係、或整數、…等」中的某些關係或條件，所以，此大題是學生

都感到困難的題目。另外，個人追問「a+b=6 是二元一次方程式，那 a和 b有什

麼關係？」學生回答「a 和 b 的和是 6，a 越大，b 就越小」；再問「如果 a+b=6，且 b=10+a，

請問 a=？b=？解有幾個？」學生回答「兩個二元一次方程式聯立的話，答案就會被限制

住了」。 

(4)在階段三的教學中，小組學生對於「a+b=6，a<b，a=？」曾有熱烈地討論，

但是，「c+d=10，c<d，c=？」此題的後測結果顯示，7 位個案只有 1 人答對。

即，小維的答案由前測的「c=10-d」變成「c=無限多解，但 c<5，且也可為

小數、分數、正負整數」；晤談中，他表示「應該是 c<5 的任意數，因為，一個大於

5，一個小於 5，加起來才可能等於 10，而且沒規定正、負、整數、小數，所以，c<5 的任意

數都可以」。在錯誤的答案中，有 3位的答案仍為「c=10-d」；其他 3位個案的

答案比前測的答案範圍更擴大了，小鵬由「c=1、2、3、4」變成「c=1、2、3、

4、-1、-2、-3、-4」，婷婷由「c=0、1、2、3、4」變成「c 只要小於 d 皆可，

但與 d 相加要等於 10」，純純由「c=4」變成「c=0～4，一定要 5 以下」。在

晤談的過程中，個案紛紛表示「這一題很難，考慮的條件都會不完全，而且懂它的意

思，但不會表達，不會以數學式子來表達溝通」。 

 

在討論的現場中，個人一再追問問題，學生覺得很有挑戰性，且各組呈現不

同的解題類型，課堂裡充滿了對話、質疑、與辯護：學生一旦有了新的想法，就

必須舉例來支持自己的答案，再經過其他同學確認或質疑，不斷地修正、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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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修正、再檢驗，直到發現較完整的答案，這樣的思維歷程一直不斷地發生。個

人認為，這就是學生自己學習釐清問題的重要關鍵。 

 

2. 可以用生活啟蒙例來更貼近數學概念的內涵和學生的先備經驗，也能引動學

習的經驗與動機 

 

在「-x 的生活啟蒙例」的生活常規成績表中，以不知每支小功和小過的分

數為例，希望學生以前一個階段中，熟悉的文字符號 x的概念出發，擴充為「-x」

的概念。而課堂的對話過程顯示出，學生嘗試以學習過的符號經驗來表達自己的

想法，已突破上一階段中「有想法，但不知道如何表達」的困境。並且，學生不

再怕說錯或怕說的不夠完整而不敢表達，這是因為，會有其他同學幫忙再將自己

的想法或答案完整化。這樣便能引起全班討論的共鳴。而其中第 1-3 小題之師生

對話摘錄如下，並以第二組的婷婷之課堂討論原案為例，如圖(16)所示。 
 

 
圖(16)  婷婷的解法 

第 1 小題： 

T：小強忘了小功和小過的分數，只知道他們正或負的分數部分是相同的，那

你會如何表示小功和小過的分數？ 

小忠：就用「？」。 

小翰：設？為 x。 

T：不過兩個都用「x」嗎？ 

邱小瑋：設？ 為 x。(設？的絕對值為 x) 

         T：然後怎麼算？(全班停住…) 

婷婷：設 x、y。(有學生說：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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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那 x 和 y 有什麼關係？ 

小稚：一正、一負。 

T：誰正？誰負？ 

小稚：都可以、隨便。 

T：還有什麼關係？ 

婷婷：數字部分相同。 

   T：一正一負、數字部分相同，有什麼關係？ 

鈺鈺：相反數。 

T：那關係式怎麼寫？ 

凌凌：x + y = 0。 

    T：x + y = 0？ 

T：設 x、y 的舉手？(婷婷、豐滿舉手)。那大多數的人不設 x、y，你們怎麼設？ 

小稚：設 x、-x。 

    T：設 x、-x 的舉手？(幾乎全班) 

    T：好，那誰是 x？誰是-x？ 

全班：小功 x、小過-x。     

小稚：其中 x>0。 

T：好。當 x 是 5 時，-x 是？ 

全班：-5。 

T：當 x 是 2 時，-x 是？ 

全班：-2。 
------------------------------------------------------- 

第 2 小題： 

T：那使用符號的用途是什麼？ 

小稚：因為不知道怎麼算。 

其他人：不知道什麼數。 

為了解出符號的數。 

能代替未知數。 
------------------------------------------------------- 

第 3 小題： 

T：那你們設的符號 x 可以是什麼數？  

S(全班)：任意數。 

T：想一想，你們設的 x 可以是任意數？ 

S：正整數，小功是加分，所以負整數不行。 

T：那 x 可以是 2.5 嗎？ 

S：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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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那 x 是什麼數？ 

S：正數。 

T：那-x 是什麼數？ 

S：負數。 

 

另外，在自行命名的【表示活動】中，因為，題目的設計是以較有趣、誇張

的日用品，所以，也較能引動學生的歡樂氣氛。這和前一個階段表示單元中的表

現相比較，感覺學生更有創意、更無拘束了。而各組能使用自創符號發表，課堂

討論原案或作業表現，如圖(17)、(18)、和(19)所示。其中，婷婷代表第二組發

言「我們組更特別的是，混合用了符號和圖案來表示不知道的數量」；經由這個啟蒙活動

來引動表示的概念之後，在回家作業的檢討中發現，學生能使用多種符號或是自

創符號來表示，不再限定於使用 xyzabc 等符號了。 
 

 
圖(17)  第三組的柔柔 

 

圖(18)  第二組的小維 



第四章  研究的結果 

 120

 

圖(19)  第二組的音音 

 

由發表的結果，對照出學生的想法是「以符號代表數或物」。學生常會以符

號代表「物」，這已是前一個階段一再強調的概念了，但是，也有可能是學生偷

懶的想法。這似乎能與個人觀察學生在學習單中的表現，得到的現象不謀而合，

學生似乎有特別的傾向，想將兩數量之變動情形的冗長文字敘述，用簡短的符號

來表示。個人認為，學生有這樣的想法，一方面是想以符號代替文字敘述更方便，

一方面也必須不害怕文字符號，才敢做這樣的嘗試。例如，第二組的小維和第五

組的瑩瑩在【年齡問題】第 2 小題「y=3x」中說明，「y=x+x+x，所以，如果 x 增加 1，

則 y 就增加 3 歲，即 x+1，則 y+3」；小維在【溫度問題】中，將冷凍室和冷藏室溫度

變動的情形以「x+4+2=y+2」來表示，且小維表示「不會怕符號，如果，我不想寫那麼

多東西，就可以用符號來表示，例如什麼的平方、立方啊，就直接寫成符號，就可以節省時間」；

亞亞在「a+b=6」題目中，以「a+1 則 b-1，a-1 則 b+1」來表示 a 和 b 兩個數的

變動關係。由於，個人想進一步了解小鵬對於文字符號的感覺，因此，有以下的

晤談片段： 
 

T：符號會不會讓你很害怕？為什麼？ 

S(小鵬)：不會。數字的話，加來加去、減來減去，比較容易出錯。 

T：可是 x 也要加加減減啊？ 

S：可是數字容易粗心算錯，而有 x 的加減乘除的答案直接寫就可以了。 

T：你的意思是說：100-45=？可能會算錯，可能會寫成(多少)5。  

S：譬如 65。可是「100-x=？」，就直接寫 100-x。 

 

符號在學生心中，不再是可怕的怪物，而是可操作的數，就像算術中的數字，

可以拿來作運算，而且也符合運算的規則，並不是須要死背的規則與程序。學生

的想法與感覺，似乎和個人的期待相符：符號對於學生，不再那麼抽象與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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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以用學生的原始想法啟動數學教學和發展教材 

 

本階段回溯前一階段的教學題材是希望，運用學生想法當作教學素材與資

源，例如，音音的年齡問題「可不可以用兩個符號來表示小可和爸爸的年齡？」因此，

在本階段中自然就不必制止學生能有二元的想法。而在個案晤談中，也曾追問學

生的想法，以學生提及的概念或延伸學生的經驗和想法，而設計本階段的教學活

動，例如，編織音音提出「年齡問題 y=3x 和 y=x+24」的解法和小維提出「y=3x

和 2y=x+24」的解法，設計【年齡問題】，讓全班學生能有熱烈的討論與發表。

另外，函數觀點與一元一次式、二元一次方程式有相當程度的相關，因此，以函

數觀點設計的題目是有發展性及擴展性的。潛藏於不同教學單元中的函數觀點，

可以淡化一元和二元的區別，在前一個階段時已預先計畫學生會自行使用二元，

而在本階段有關二元的教學時，也繼續啟用學生使用過的想法。所以，在前一個

階段中佈下較有延伸性、開放性的問題，試探學生的解題策略與想法，並預測學

生會如何將其原始想法在本階段中過渡並躍升成二元的概念。在本階段的教學

中，個人運用學生的解法與解釋，讓學生討論和比較其中解法的異同，並選取學

生最喜歡的、看得最懂的解法當作題材。例如，【溫度問題】、暑假作業中的【雞

兔問題】和【看圖解題活動】、作業單二之「比大小」、作業單四之「長方形的

長與寬」問題。希望藉此連結相似的概念間的數學結構，注意教材數學結構的邏

輯序列之連貫性，並利用舊經驗來對比、擴充新概念，讓學生能折回也可以繼續

往前學習。 

 

而學生在本階段教學活動中的綜合表現，簡述如下。 

 

(1)【糖果屋問題】(以第二組音音的作業表現為例，如圖(20)，詳細的小組發表

原案及個案學生回家作業表現，請參見附錄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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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  第二組的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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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小組都能討論出，代表棒棒糖根數及 QQ 糖粒數的 L 和 S 兩數量之範圍與

限制，必須為正整數或 0；第一組和第三組也能同時發表，「不管小可買了多少根的

棒棒糖和 QQ 糖(即不管 L 和 S 是多少)，都會使得結帳的總錢數 20L+5S+10 的尾數必為 0 或 5(即 5

的倍數)，尾數不可能有 1 出現。」而全班在討論「20L+5S+10=100 時，共有幾種買法？」

時，由於各小組的答案不一，有 4 種、5 種、好多好多種…等不同的答案，而引

發熱烈的討論。大多的組別都認為，有 4種買法，因為，未考慮「可以不買棒棒

糖的買法」(即 L可以為 0的情況)。經過大家熱烈討論之後，全班一起討論為什

麼會有五種買法？也知道「如果少買一根棒棒糖，則可加買 4個 QQ 糖」，學生能

夠比較這些變數的值，當 L減少，S 就增加；以及他們改變的程度(S 快)。最後，

個人追問「可以不買棒棒糖，那可不可以不買 QQ 糖？為什麼？」學生多能正確

回答。例如，音音表示「不可能，因為，100 元減去 10 元包裝費，剩下 90 元，但 90 不能被

20 整除，剩下的 10 元要買 2 個 QQ 糖，所以，小可至少要買 2 個 QQ 糖」，而婷婷表示「不可

能，因為買糖果的錢就是 90 元，即 20L+5S=90，如果不買 QQ 糖(S=0)，那 20L=90，L=
2
9

=
2
14 ，

但糖果不能買半根(L 不能是分數)，所以，我的結論是不可能」。 

 

(2)【年齡問題】 

 

在第 1小題中，各小組共發表了三種解法，其中，二種屬於一元一次方程式

的解法，例如，第二組的小維設小可的年齡為 x歲，第六組的小綸則設爸爸的年

齡為 x歲，而第三組的亞亞則以文字列出二元一次聯立方程式，詳細的課堂討論

原案及學生作業表現，請參見附錄四.3。 

 

在第 2小題中，是由提問「用 y=3x 這個式子來表示爸爸和小可年齡的關係，

對不對？」讓學生討論兩個問題：○1可以用 y=3x 這個式子來表示爸爸和小可的

年齡嗎？若可以，x 和 y 兩個數各代表什麼意思？各別的範圍與限制為何？○2 x

和 y 兩數的變動關係。學生經由熱烈討論之後，均能勇於寫出自己的想法，不怕

自己的想法錯誤而不敢發表，所以，各組也呈現出三種不同的答案(對、不對、

和不一定)，如圖(21)、(22)和(23)所示。其中，答案為「對」的組別繼續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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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3x 中的 x 為小可的歲數，y 為爸爸的歲數；且 x 和 y 都是正整數，y 是 3 的倍數，x>0、y≥ 3」。

答案為「不對」的原因包括，第二組及第五組認為「如果 x 增加 1，則 y 就增加 3 歲；

即 x+1，則 y+3；但年齡不會一年就加 3 歲」，第一組及第三組認為「不知道 x、y 是誰的歲

數，即題目沒有寫清楚 x、y 是什麼」。而第六組的課堂討論原案中，似乎也告訴我們，

若以「y=3x」表示成爸爸和小可的年齡關係，則其中一組解 x=0、y=0 並不符合

實際情境；並且，也少了第二個條件「爸爸比小可多 24 歲」，無法算出爸爸和小

可的實際年齡。另外，對於「x 和 y 兩數的變動關係」，所有組別都能討論出「x

增加，則 y 跟著增加」。但是，當追問「x 和 y，哪個數增加的比較快？x 增加 1 時，

則 y 會增加多少？」多數組別認為「y+1=3x+1，即 x 增加 1，則 y 增加 1」，只有少數

學生能正確說出 x 和 y 的變動關係。其中，亞亞發表「如果 y=3x 不是表示年齡關係

的話，y=x+x+x，x 增加 1，則 y 會增加 3」，個人感受到學生的接受度不太高，概念似乎

有點模糊。 
 

 

                          圖(21)  第一組的如如 

 

 

                          圖(22)  第六組的小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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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3)  第四組 

 

而在第 3小題中，個人由第 2小題引導到第 3小題，兩段主要的師生對話摘

錄如下：  

T：「y=3x」中的 x=？，y=？ 

S(全班)：太多答案了。 

  T：那只有「y=3x」這個式子有辦法解出小可幾歲？爸爸幾歲嗎？ 

  S：沒辦法。 

  T：為什麼？ 

S：條件不夠，因為沒有說出爸爸比小可多 24 歲的條件。 

      T：那怎麼辦？要多加什麼條件？ 

  S：y=x+24。 
--------------------------------------------------------------------------------------------------------- 

T：「y=3x」和同時「y=x+24」，要如何算出 x=？，y=？ 

小維：y 就是 3x，所以就把第二個式子「y=x+24」中的 y 換成 3x，就變成 3x=x+24 

  T：這樣能不能解 x 了？ 

S：可以。 

T：這個式子變成了幾元？ 

S：一元。 

T：就是一元一次方程式。那解出 x 之後，y 要不要解？ 

S：要，就是 3 倍的 x，或把算出來的 x 加上 24。  
 

學生的發表內容與解題想法顯示，他們能設兩個文字符號，將一元一次方程

式拆出二元一次聯立方程式；也能自行發現解題策略，將二元一次聯立方程式組

合成一元一次方程式，即使用代入消去法；並能比較二元與一元的關係和異同。

就如豐滿表示「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的算法比較快，而且，二個方程式較短，感覺簡單許多，

而一元一次方程式的算式就很長，而且，有時一元會不夠用」。相同地，在下一個題目【y=3x

與 2y=x+24】中，學生也能再次應用相同的概念。另外，學生也能了解二元一次

方程式「y=3x」的解有無限多，但要符合式子所表示的關係，且兩個符號(x、y)

所代表的數，要符合題意而有其範圍與限制；而當兩個二元一次方程式聯立的

話，x和 y的答案就會被限制住了。 



第四章  研究的結果 

 126

 

(3)【y=3x 與 2y=x+24】(以第三組的亞亞和柔柔之課堂討論原案及個人引導的片

段為例) 

圖(24)  亞亞                                  圖(25)  柔柔 
 

T：這兩個式子和【年齡問題】中的「y=3x」和「y=x+24」兩個式子有什麼不同？ 

S(全班)：倍數關係，2 倍，y 變成 2y。 

T：那兩個式子連在一起，是什麼意思？  

S：第一個式子中的 x 就是第二個式子中的 x，而第一個式子中的 y 就是第二個式子中的 y。 

T：那怎麼解 x=？，y=？ 

S：一倍的 y 是 3x，那二倍的 y 就 6x，所以 2y 是換成 6x，6x = x+24。 

T：這是什麼樣的式子？  

S：一元一次方程式。 

T：對！二元換成一元，就可以換成你最會解的一元一次方程式了。 

 

(4)【溫度問題】(以第二組的小維之課堂討論原案及各組解題狀況分析為例) 
 

 

                      圖(26)  第二組的小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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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題 

x 與 x+4  或  x+4=y 

(凍) (藏)    (凍) (藏)

第(4)題 

「y=x+4」 

(藏)(凍) 

第(5)題 

「y=x-4」 

(凍)(藏) 

第一組 一個符號    

第二組 一個符號    

第三組 二個符號    

第四組 一個符號    

第五組 一個符號    

第六組 二個符號    

備註： 代表答題正確； 代表答題錯誤。 

表(27)  各組解題狀況分析 

 

在第 1(4)題「y=x+4」和第 1(5)題「y=x-4」中，學生錯誤的原因大概有二：

不知道表示冷凍室與冷藏室之關係式中的 x和 y的大小關係；或者是冷凍室與冷

藏室這兩個名詞可能會干擾題意，致使學生一時無法分清楚「冷凍室與冷藏室哪

個溫度高」。在訪談第二組的想法及當初寫錯的原因時，小維用以下課堂討論原

案說明他的作法和想法： 
 

 
                         圖(28)  小維 

 

因為想太快了，且很少遇過這種題目，而且不太會比較 1(4)和 1(5)這種題目，因

為，以前沒有訓練過「比較」，例如，差幾差幾的「關係」。而現在已經想清楚了，

例如，「y=x+4」是因為，x 加上 4 之後比較大，所以，x 是比較低的冷凍室溫度，

x+4 就是 y，它是比較高的冷藏室溫度。我覺得這種「比較關係」很重要、要多

訓練，因為，如果循這種模式，變化性可以有很多種，例如，差異、倍數、比例

的關係，就可以用加減乘除的方法或關係來轉換式子，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要小

心、想清楚再作答。 

 

(5)【雞兔問題】 

 

原本預計使用學生不同的算法來延伸教學的活動，由算術方法到一元一次方

程式，進而學習二元一次聯立方程式。不特別強調「二元一次聯立方程式」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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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是將它融入解決情境問題之眾多方法之一。第二組的婷婷上台發表「二元

一次聯立方程式」的解題方法，小平則使用一元一次方程式，而詳細的課堂討論

原案及暑假作業表現，請參見附錄四.2。在課堂上，個人也讓學生討論三位同學

在暑假作業中的特殊解法如下： 

 

○1  如如使用一數不漏代入法，與組員討論原始的解題想法，並能上台解說。 
 

 
                 圖(29)  如如 

 

○2  瑩瑩使用假設法，與組員討論原始的解題想法，並上台解說；先假設 8 隻動

物都是雞，但會多出 10 隻，而一隻兔比一隻雞多 2隻腳，所以，可以知道 8

隻動物中，有 5隻兔，3隻雞。 
 

 

                         圖(30)  瑩瑩 

 

○3  小維也使用算術方法，與組員討論原始的解題想法，並上台解說；先看 26 隻

腳最多能有 6隻雞，但多 2隻腳，所以，假設有 5隻雞，共有 20 隻腳，剩下

6隻腳，剛好能有 3隻兔。 
 

 

        圖(31)  小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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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的如如認為自己的方法最笨，所以，學生也猜測這是最古早的解法；

藉由解題方法配合數學史演進的介紹，學生可以推測各種解法發展的先後順序，

是由算術方法到代數方法中的一元一次方程式、二元一次聯立方程式；也能體會

由於文字符號的不敷使用，文字符號的個數才會越用越多，所以，當場有學生反

應「那也可以用三個、四個、多個符號囉！」 

 

(6)【看圖解題活動】 

 

學生在暑假作業中的解題方法非常的多樣(也多「元」)，有算術方法、代數

方法，代數方法也有用一元、二元和三元的，詳細的暑假作業表現，請參見附錄

四.2。此題對學生來說是較困難的題目，再加上思考時間有限，所以，在教學進

行討論時出現了一些困難與停頓，小組共發表了三種解法，多以算術方法及一元

一次方程式來表示。 

 

○1  先算出三雞總重量，例如第三組的亞亞的算術方法，如圖(32)所示： 

 

 

             

 

 

 
 圖(32)  亞亞 

 

第六組的小綸以代數方法(但未設符號，而用文字)發表，如下：  

 
      圖(33)  小綸 

 

此時，研究者讓學生比較這兩位同學的算法，學生多能觀察並表示，這兩種算法

是相同的想法，只是，前者使用國小算術方法，後者使用國中的代數方法。 

中+大=10.6 

小+大=8.5 

小+中=6.1 

大+大+中+中+小+小=10.6+8.5+6.1=25.2 

大+中+小=25.2÷2=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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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大雞重 x公斤，例如第一組的小儒發表： 
 

 

圖(34)  小儒 

 

○3  設三雞共重 x公斤，是經由個人的提示之後，很多組都嘗試著用此方法解題，

而由第二組的小維發表： 
 

 

  圖(35)  小維 

 

兩種特別的算術解法，分別由第二組的婷婷和音音的作業表現中提出，請參

見附錄四.3。另外，在比大小和長方形的長與寬問題，學生在階段二和階段三中，

都有相關概念的表現，例如，比大小問題中，學生能由一元的比較，推理至二元

的比較。而長方形的長與寬問題，學生在階段二中能有多元的解題想法，包括算

術方法、一元一次方程式、和二元一次聯立方程式，個人便利用學生的解題想法，

設計成階段三的長方形的長與寬問題。希望，讓學生學習「周長為 30 的長方形

有很多個，但是，再加上第二個條件，長是寬的 2倍，則長方形的長和寬就被固

定了，只有一個」，即二元一次方程式的解有無限多，但是，二元一次聯立方程

時，解只有一組。以下分別舉例說明學生的解法和想法。 

 

○1  比大小問題中，小維在階段二和階段三的作業表現，如圖(36)和(37)所示： 

由題目中的圖一，中雞重(10.6-x)公斤 

由題目中的圖二，中雞重(8.5-x)公斤 

由題目中的圖三，小+中=6.1=(10.6-x)+(8.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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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6)  小維在階段二的作業表現 
 

 
                        圖(37)  小維在階段三的作業表現 

 

○2  長方形的長與寬問題 

 

(a)在階段二中，亞亞使用算術方法；而她的想法是，一個長方形有四個邊，所

以，40 要除以 4，然後，寬比長少 4，所以，要減 2，因為，寬減 2，長就加

2，這樣就差 4了；如圖(38)所示： 
 

 

 

 

 

 

 

 
圖(38)  亞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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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階段二中，小維使用一元一次方程式求解，如下： 
 

 
                        圖(39)  小維 

 

(c)在階段二中，小浩使用二元一次聯立方程式求解，如下： 
 

 

                       圖(40)  小浩 

 

(d)在階段三中，第一組的如如代表發言，如下： 
 

 

                     圖(41)  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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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在階段三中，第五組的小稚同學代表發言，如下： 
 

 

                        圖(42)  小稚 

 

上述【年齡問題】、【y=3x 與 2y=x+24】、【溫度問題】、【雞兔問題】、和【看

圖解題活動】的設計，都是根據學生在前一個階段的答題表現或提出的疑問，編

織而成。所以，個人由初期時只注意自己的教學內容、技巧與步驟，漸漸地轉向

注意教材的邏輯序列發展，而且，把焦點轉到以學生的學習狀況為主軸來發展教

學；注意到數學學習的趣味與啟蒙，由關心自己轉向關心學生和教材的內涵。個

人認為，由「考慮教材如何呈現」到「教學搭配學生的學習認知程度」，這樣的

轉變可以慢慢地解決先前「到底是我教會了學生？還是學生本來就可以授之地學

會？」的疑惑。這也使得個人更貼近學生的學習經驗與認知，更知道學生的能力

與潛力。 

 

4. 可以透過團體互動的合作學習歷程來學習數學，相信它能增進學習的成效與

信心 

 

合作學習，是三個研究階段中共同的教學概念之一。在此階段中，經由分組

教學方式的調整，個人發現，以小組整體表現來加減分的方式，使得學生私下講

話的情況減少了；小組能主動對答、討論、與請教；經由全組討論的共識，讓學

生對討論而得的結果更有信心，躍躍欲試、表現變得更多元；而組長更會主動帶

領全組對答、討論、並指派同學上台發表。這些都是合作教與學的特質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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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項教學概念和信念的轉變，也從本校數學領域定期評量各班的平均成

績中，獲得相當程度的支持。表 4-3-4 的學習成就評量結果顯示，本班的數學學

習成效並未顯著地降低。這顯示出，雖然，個人的數學教學的焦點改變了，但是，

學生在標準化測驗的數學成績並沒有降低。也就是說，在個人「概念理解」更甚

於「習題演練」的概念之下，學生的認知學習成效並未因此而下降，似乎更多了

情意面的正向態度轉變，而引動了學生學習的興趣及討論的文化。更有可能的

是，因此引動了學生自我學習的動機與態度。 

 

表 4-3-4  數學學習成就評量成績表 

 92 年度下學期 93 年度上學期 

班級 第 1次 第 2次 第 3 次 第 1次 第 2 次

1 68.6 75 65.7 51.9 64.9 

2 61.6 72.5 61.8 49.6 63.6 

3 72.3 84 77.3 59.8 73.5 

4 66.2 79 66.2 54.5 66.3 

5 66.5 77.3 69 53.2 63.4 

6 64.9 80.3 67 47.1 62.4 

7 75.6 84.6 74.6 58.2 72.2 

8 69.1 82.6 72.9 57.1 68.1 

9 63.4 74.4 64.6 50.9 61.4 

10 68.7 82.4 68.2 54.1 67.6 

11 72.3 82.4 72.8 53.5 66.4 

12 64 75.5 63.1 50.5 59.9 

13 67.1 76.8 68 49.5 60.3 

14 66.8 82.8 67.3 51.8 59.2 

15 66.1 77 70.2 49.4 60.1 

16 71.9 82.2 74.1 55.3 70.2 

17 68.1 79.7 69.5 54.4 67.6 

18 63.5 76.2 64.9 50 58.1 

排名 4 7 3 4 3 

備註：1. 階段二的研究屬於 92 年度下學期第三次評量。

2. 階段三的研究屬於 93 年度上學期第二次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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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合期研究經驗的再省思 

 

7 位個案焦點群的討論發表情況中，以獨立於第三組的小鵬發表情形如同往

常般地踴躍，也常舉手發言或在台下應和；而主要觀察的六人小組平常都是具有

較喜歡思考、會發言發表、且說話聲音大、且較不害怕發言等特質的學生。但是，

在分組討論時的狀況卻反應不佳，反而是六組裡面最安靜的一組，討論不熱烈。

個人的課堂觀察發現，第二組的討論發表情況特殊，寫發表答案時是每人分配寫

一小題，較不像其他組由一個人統一執筆與代言，導致每次都是最慢完成寫作與

公佈答案的小組。況且，這小組的成員可以不經過討論而發表自己的想法，因此，

經常有個別的表現。例如，婷婷在【糖果屋問題】中，針對老師問「為什麼要用

兩個符號，而不都用 x？」回答「因為，他們買的數量可能不相同，可是，也有可能相同

啊？相同了再說，就是 x=y」，而小維和音音的情況也是如此，豐滿則選擇在台下發

聲，純純可能是因為對自己的答案較無把握，所以，也較會與組員討論，並發表

其他人的答案與想法。此六人小組中，有三位學生是比較願意動腦想的，個人在

批閱全班的學習單時，並未特意注意焦點群的作業表現，但是，找到較不同於上

課發表、講解的解法，也是第二組居多。只是，他們選擇不在課堂上發表，只會

下課時，跑來跟老師說「老師，我有不同的解法！」例如，【看圖解題活動】中，跟

全班不同解法的兩位學生都是第二組的個案，詳細的學生作業表現，請參見附錄

四.3。 

 

另外，六人小組內似乎有敵對及排擠的現象，即組內有過動傾向及被全班排

擠的兩位特殊學生。經由晤談後得知，個案學生對於此次分組的情形不太滿意。

例如，小維表示「因為，發表可以加個人的分數，比較有衝勁，而團體討論加分就比較沒興

趣」，而音音表示「如果討論時有發現錯誤，可能是同年紀的關係、或是信任的問題，同學

說話會比較衝，感覺很不好」。豐滿則需要跟好朋友在一起才討論得起來。所以，個

人認為「團體營造」是分組時首要的考量，就如同小維說的「每個人都有不同想法，

須要統合、協調」，並不如個人原先認為的「只要是同班同學，分組之後就直接能

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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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教學行動研究的持續循環 

 

    雖然，以函數觀點引入國中生代數思維的三個研究進程已經結束，但是，研

究者仍然擔任本班級的數學教師，可繼續觀察學生的學習是否因研究者長達九個

月的介入而持續下去或又有轉變。現在將目前觀察到的現象，匯整如下。 

 

(一) 師生教室互動的氣氛可以更活潑 

 

本班的學生一直以來都很乖、也很配合，所以，一開始聽不見學生內心的聲

音與感受。例如，在階段一的數學學習態度問卷前測及數學寫作中，學生多給予

正面的回饋，個人猜測這是所謂的「面子效應」，也怕被老師貼標籤。但是之後，

漸漸得到學生的信任，較能聽見學生的意見，例如「老師，學習單好多哦！」或「老

師，我們錄影要錄到什麼時候，好不自在哦！」在數學學習態度問卷後測中，學生也不

怕寫出真實的感覺，例如「上黃老師的數學課壓力變大了」、個案晤談中也有幾

位同學說出自己不喜歡分組上課的真實感覺、及提出對分組上課的建議。另外，

在數學寫作中，學生藉由給同學勉勵的話，寫出自己學這個單元的想法與困難，

並將其轉化成正面情緒來勉勵自己；也讓學生自我反思，承認自己上課不認真、

愛講話，需要改進；也有些同學談到自己上數學課的感覺，例如，音音表示「學

習單蠻好玩的，不會像一般學習單一樣那麼正式，你出的學習單很生活化」、小浩表示「從每

張講義上來看，更是了解到老師的用心」。小浩也給了個人一些上課的建議，如下： 

 

 

                     圖(43)  小浩 

小浩的小小建議，也許反應了部分高學習成就的學生，對於合作學習討論與分享

意義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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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認為，目前上數學課的氣氛更輕鬆自在了，且與學生的互動更為融洽，

上課時更是動靜分明，不僅能踴躍地舉手發言、上台解題，學生也變得敢問問題、

思考新解法並與老師討論、糾正老師上課時的錯誤、或願意給老師建議與回饋。

另外，學生也能直接地表達自己對課程與學習的感覺「老師，這個好難哦！聽不懂！

再講一次！」或「老師，你說的不夠白話、你出的考卷有些我們不容易看懂！」所以，個人

可以藉由學生的討論與發表，了解其溝通語言和理解方式，持續調整教學以促進

更雙向和活潑的教學互動。 

 

(二) 師生間的討論文化可以更自然 

 

    雖然，三階段的教學行動研究已經結束，但是，學生上課前仍排好分組座位

等老師來上課，也常有學生跑來問「今天要分組嗎？」而且，當個人在發學習單時，

有學生問「怎麼不分組啊？」現在他們不僅上課更認真，且頻頻舉手想發表或上台

解題，即使個人沒請學生發表，學生也會在台下大聲跟著說或回答，且當有同學

發表的意見錯誤時，馬上有其他同學加以糾正或補充。個人認為，可能是學生已

經習慣分組上課，或喜歡分組上課、討論發表的感覺。所以，只要單元教學結束

後還有空白時間，都會留一些時間給學生互相討論，用相近的理解方式和溝通語

言來解決彼此的問題，而在教室裡巡視的過程中，也聽見有同學說「這樣，你聽得

懂嗎？」音音更是其中一位連續在兩堂課中，對自己發現的新解法躍躍欲試，也

對個人提出「老師，我有不同的解法，要不要寫在黑板上？」或「老師，最後的時候，可不

可以請同學上去算？不然，只有老師一個人好無聊哦！」所以，個人須要多給學生發表與

分享的機會，除了讓學生發展自己的數學思維之外，個人也可以藉此學習並預想

學生更多元的解題想法，促進更自然和有深度的討論文化。 

 

(三) 個人可以如何再發展教學概念與信念 

 

個人持續反思教材的設計與內容、教室的管理、討論的文化、及學生思考的

時間，也繼續擴展和調整自己的教學概念和信念。該如何從和學生的教學互動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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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中，學習如何教數學？例如，在教學概念上，個人須要更積極地思考函數觀點

對發展後續代數主題教學的可行性；在教學信念上，繼續發展自己的合作學習的

教學功力。這些仍是個人必須不斷努力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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