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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究一位中學數學教師指導國中學生進行獨立研究

之歷程分析。本章主要目的在析述相關文獻，以作為研究之理論基礎

和基本架構。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數學教育建構論的相關理論，第

二節數學能力的意義與結構，第三節獨立研究的意義和內涵。 
 
 

第一節 數學教育建構論的相關理論 
 
一、 建構主義的背景 

建構論不是一個最近才興起的派典。正如：Bruner（1986）就曾

經指稱，Kant（1724－1804）的批判主義為建構主義的開端。由於

Kant 的批判主義企圖調解經驗主義和理性主義知識論的立場，並且

賦予認知者在知識論中的主體地位，強調認知個體的內在心智具有主

動建構知識的作用，因而被認為是當代建構主義的起源（朱則剛，

1994）。Von Glasersfeld（1984）卻認為 Giambattista Vico 才是建構

主義的先驅者，因為 Vico 在 1710 年就已主張「人的真理是人類行

為的建構和塑造而來的。」雖然 Vico 與 Kant 在發生認識論（genetic 
epistemology）中皆認為知識是人所建構的，均屬於建構論者，但就

知識是否存在而言，仍然看法歧異。Kant 認為知識有所謂先天形式

的存在，而 Vico 卻認為這一切均是由人所創建的，並無所謂先天的

存在，不過這些都只是假設性的宣稱，並無唯一的解答。  
 
建構主義大體來說可區分出二大派別：激進取向的根本建構主

義（radical constructivism）以及社會取向的社會建構主義（socia1 
constructivism）。根本建構主義者以 Von Glasersfeld 為代表，他主張

建構主義是一種知識的理論（theory of knowledge），甚至是致知的

理論（theory of knowing），他從 Piaget 的觀點來說明知識與外在世

界關係，強調人經由主體經驗來建構外在世界的知識，這些知識是當

前比較具存活能力（viability）而非真理（truth），只是主體其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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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理解及意義化（make sense）而已（Von Glasersfeld，1989）。社會

建構主義大體上與根本建構主義相似，但二者對社會有不同的認定，

Piaget 著重有機體本身的認知問題，雖不否認社會因素之影響，但卻

未特別突出社會因素之決定性的影響，反之，社會建構主義者如

Taylor & Campbell-Willms 主張依知識社會學觀點，強調人們的知識

建構是互為主觀的，並與他人進行社會互動且經協商達成共識，社會

互動及文化情境如價值觀、意識型態對人們知識建構有決定性的影響

（Jaworski，1994，P.24）。這種社會建構主義與根本建構主義之差

異正如同 Vygotsky 與 Piaget 之間的差別，Vygotsky 特別重視社會文

化及語言對學習的影響，尤其是師生互動之積極功效，Piaget 卻較重

視同儕互動的影響。  
 
另有二種建構主義也被人們討論，一是普通的建構主義（trivial  

constructivism）、另一是實在的建構主義（realistic constructivism），

前者主張人們的知識是主動建構而成，不是被動接受，後者對於建構

理論的看法與根本建構主義不同，它主張人們建構的知識仍應與外在

世界有一對應關係。實在的建構主義也往往不被認為是建構主義之一

員。 
 
至於，將建構主義應用於教育的研究，早在七十年代就有學者

大力提倡。但是在數學教育的領域，根據 Davis 等人（1990）的說法：

「在 1985 年左右，建構主義這個字幾乎很少聽見，後來才有許多的

學者共同逐漸地使用這一個理念，用以分析及處理數學教育上所面臨

的問題」，建構主義提出異於傳統客觀主義的看法，逐漸廣泛被接受

之後，國內八十年代，在數學教育界、科學教育界及教育科技界等方

面也抱以相當大的重視。  
 

二、建構主義的基本主張  
從 Vico 和 Kant 的說法，我們隱約地看到建構主義基本上就是強

調以人（或學習者）為本的理念，也就是在學習的歷程當中，學習者

必須靠自己主動的建構知識，而不是被動地接受。Ki1patriek（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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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Von Glasersfe1d（1989）就曾經分別針對建構主義的知識論，提出

兩個頗為類似的基本原則，且被廣泛引用，其一是「知識不是被動接

受或外在環境所給予，而是具有認知的個體主動構築的」；另一是「認

知的運作過程是一種調適的作用，並且作為用來組織其所經驗的世

界，而不是去發現既存的現實本體或獨立於個體之外的世界」。 
  
如上兩位學者所言，我們可以瞭解「知識是由學習者主動建構」

即是建構主義的最基本主張，至於上述的第二項主張，則涉及了建構

主義所探討的另一個重要的課題～即真理（truth）是否存在的問題。

由於建構主義主張我們僅能透過自身的經驗來認識這個世界，並無法

得知所謂的真理何在？因此，真理（或實體）一詞，是個不確定的假

設（elusive supposition），建構主義如何解決這一問題，仍然有許多

討論和爭議的空間（Wheatley，1991）。 
  
由此觀之，建構主義的精神內涵可以從兩方面來看，一個是人

的問題，也就是建構主義的主張是以人為本的，強調知識的建構必須

由認知者本身作起，無法假借他人之手，而且學習者認知的活動也必

須以自身的經驗為基礎，而不是架在空中樓閣之中學習，其二是知識

的問題，亦即知識並不是絕對存在的實體，知識也不能如物品般直接

傳遞給他人，而它必須透過人建構而來的。 
  
三、建構主義的哲學淵源  

從西方的哲學發展史來看，知識論（epistemology）的探究可說

已成為哲學思想研究的核心（李其維，1995；朱則剛，1994）。知識

究竟如何獲得？本質如何？在整個教育哲學史上，經驗論

（Empiricism）認為「一切知識都是建立在感官經驗之上」和理性論

（Rationalism）認為人類具有先天的理性可透過「直覺演繹出普遍的

真理」，兩家的看法就一直互有更迭，爭論不已，不過均難跳脫客觀

主義的色彩，也就是仍然認為這世界具有普遍客觀、真實永恆的真理

存在，只是獲取的方式不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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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Kant 以調和的觀點提出認識（episte）必須包含二個要素，即

主觀的先天形式，還有後天的內容，並且闡明人類認識的主體性和能

動性，加以企圖解決這一爭論，雖未完全成功，但卻對 Piaget 發生認

識論（genetic epistemo1ogy）的建立產生了深遠的影響，Piaget 繼承

了 Kant 的傳統，從活動（actions）的觀點出發，主張個體在活動的

發展過程當中，由於主、客體的交互作用使得認識得以實現（李其維，

1995）。  
 

因此，我們從 Piaget 發生認識論（Piaget，1970）當中瞭解到，

個體的知識是透過活動逐漸發展建構而來的，人類的知識也就是在活

動當中不斷的發展，不斷的再建構，沒有活動便沒有知識的產生，因

而更沒有預先存在的實體。而且個體會因經驗的差異而對活動的內容

產生不同的詮釋，所以建構的知識也有個別的差異，知識的本質也難

再有絕對、唯一或獨立於我們的經驗而存在的說法。  
 

於此，建構主義認識論的主張也對傳統的數學教學帶來了極大

的挑戰。因為，對一向採取傳統教學方式的數學教師而言，數學知識

本來就是存在的，只要輸入學生腦海中即可，但是建構主義認為知識

是無法直接傳遞的，必須由學生自己主動建構，而且建構論者也主張

在數學教室中，學生所建構的是學生所能經驗的數學知識，不是原來

課本的內容或教師心中所認為的數學知識。因此，教師所注重的不應

是心中所想的唯一解題途徑，而是應該尊重學生所建構的可行的解題

活動類型，才是數學教學的真正目的（甯自強，1993）。  
  
四、建構主義的心理學淵源  

從建構主義的心理學淵源加以探索，則可以獲知建構論對於知

識建構歷程的主張。依據 Confrey（1990）的看法：建構論對於知識

建構的定義乃是基於 Piaget 的心智適應的原理，是一種個人與環境互

換（exchange）的建構歷程。由此觀之，從心理學的觀點來看，人類

獲得知識的歷程與 Piaget 的認知發展理論關係甚為密切。Piaget 認為

認知（knowing）的基本方式並不是直接來自感官而是透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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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s）而來，這種認知活動乃是假設了認知主體的內在，預存著

一種認知的結構（structures）或基模（scheme），會主動地去組織（亦

即同化或調適）外在訊息的歷程。  
 
而 Confrey（1995）更在數學解題的研究上，具體地說明了學習

者內在的知識建構歷程，亦即認知者內在認知基模的運作情形，首先

必須要有一些激發物來引發學習者活動，在數學的學習活動中激發物

可以被稱為是數學的問題，Confrey（1995）特別指稱，這種數學問

題並不是教科書上的問題，而是解題者感覺有障礙（roadblock）的問

題。當學生在遇到問題時會藉著一些工具，以及原有的認知基模來組

織或同化（assimilation）問題，亦即產生解題的「活動」，假使原有

的基模一直都能夠成功解題，則學習者的認知結構跳離循環歷程而保

持平衡。但是，基模的組織活動並非一直是成功的，假如解題者遇到

了難題暫時解不出來，此時的難題便會對認知結構產生干擾

（perturbation），即出現 Piaget 所謂認知的不平衡（disequilibration）
狀態，於是認知者會再循環進入「活動」且產生與初期概念架構調適

（accommodation）的作用（Von Glasersfeld，1995）以解除干擾，然

後再進入「反省」，如此重複循環直到調適的結果呈穩定狀態（即解

題成功），並發展出了另一個新的基模，成為個體將來詮釋所經驗世

界的基礎。 
  
從以上這些學者的主張，不僅讓我們瞭解人類知識建構的內在

機制，更明白實際上基模就是學習者所具有的認知結構或認知實體

（entities），建構論所主張的，也就是知識是透過基模來組織我們的

外在世界的。因此，在基模理論的基礎之上，我們認為數學教師應當

多讓學生從事數學的解題活動，並且鼓勵他們反省這些活動，才能有

助於學生數學意義與概念的發展（Cobb & Steffe，1983）。 
 

五、建構主義的社會學根源  
建構主義在數學教育上的應用已有了豐碩的成果。然而，過去

的研究顯然傾向以學習者個別數學知識建構歷程的研究居多，較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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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學生在數學教學與學習活動當中，人際間的互動或社會文化層面的

影響。但是，這並不意味若在社會學領域缺乏建構論的主張，例如：

在社會學方面相當著名的學者 Berger 和 Luckmann（1967）在其所著

的「實體的社會建構」（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一書即揭

示了知識社會建構的主張，在科學史上有相當研究的 Kuhn（1970）
也曾描述科學社群（community），透過成員的對話（discourse）和

辯證的（dialectic）歷程，產生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一個新的典範

（paradigm）的歷程。 
 
雖然，Berger、Luckmann 和 Kuhn 所研究的領域並非與數學教

育有直接的關聯。然而，這些知識社會建構論者的主張對數學教育均

產生重要的啟示，例如：知識是社會建構的，是透過人際間的互動實

際一起去做（do together）和協商（negotiated）的對話 （dialogue）
歷程（Gergen，1985）。由於在對話當中，語言能夠使得彼此的經驗

客觀化，讓那些在同一社群中的個體得以分享，並且成為知識建構的

基礎（Berger & Luckmann，1967），因此，語言和社會環境在知識

的建構歷程中同樣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甄曉蘭，1995）。  
 
因此，學生的數學知識從何而來？單從認知的角度來剖析似嫌

不夠，例如 Cobb（1988，p. 213）即說過：「單獨分析個別學生的數

學知識的建構，只能道出精彩故事的一半。」他和同僚也發現以心理

學的建構論來詮釋數學教室的活動有其不足之處。因此，數學教育的

研究也有必要從更多的脈絡（如：社會學和人類學的觀點）來加以補

充（Cobb，1988）。 
  
從建構主義有關社會學淵源的探究裡，我們知道知識不僅僅是

個人主動建構產生，同時也是經由社會群體成員的互動共同建構，達

成共識而來。因此，數學教室中師生、同儕及人與環境間的互動也必

然是我們不得不重視的客體。而許多數學教育的研究者即調節了個人

（心理學）和社會（社會學）的層面，用以解決或詮釋數學教室中數

學知識的發展，稱之為社會建構論（social constructivism） （Si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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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社會建構論結合了個人經驗世界的發展和社會互動的觀點，認

為個人單一的主觀意義和理論建構是為了去適應物理世界，主要是透

過內化、語言習得以及社會的互動來達成。因此，社會建構論者除了

以 Piaget 的認知發展論為基礎外，更以 Vygotsky（1978）的認知起源

說為圭臬。  
 
總而言之，所有高層次的心理活動都是內化的社會關係，並藉

由社會協商（social negotiation）來達到與外在物理世界相容的目的。 
  

六、建構教學理念的內涵 
建構教學理念秉持「以學習者主動建構知識」的基本主張，並

不是意味著教師無法教導學生任何的東西，或任由學生在教室裡活動

就能「建構出」東西來（Simon，1995）。實際上，建構理念仍然需

要教學（Reigeluth，1992），只是教師在進行教學時，必須配合學生

的經驗或活動隨時對自己的教學作反省和調整，但其間並無一定之模

式或最佳的套裝方法（Pirie & Kieren，1992；梁淑坤，1996；甯自強，

1996；鍾靜，1996）。因此，建構式的教學乃需要靠教師「自行建構」，

亦即不斷的反省和整調才能實踐其理念。以下針對建構教學理念的內

涵加以探討。  
 
如前所述，建構主義是一種討論知識論的理論。結合了當代知

識社會學和科學的哲學對知識論的解釋，再加上擷取 Piaget 和 
Vygotsky 認知發展理論的重要主張，建構教學理念提出了異於傳統的

知識論觀點，對「教」與「學」產生了新的看法，認為知識是建構而

來，視學習者為能夠主動建構知識的認知主體，所以相當重視學習者

的自然想法與先備經驗。因學習是一個主動建構知識的過程，學習者

在學習歷程中，以自己既有的概念為基礎，建立學習意義，主動地參

與知識的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 of know1edge），而不是被動

地從教師那兒接受已結構好的知識包裹（甄曉蘭，1996；V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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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sersfeld，1995）。就本質而言，建構教學理念多少結合了一些人

本導向與批判導向的教學主張，為當前教學實踐提供有別於傳統教學

主張的「另類看法」（alternative views）。基於知識論的假設不同，

以及對「教」與「學」觀點的差異，使得出建構教學理念所衍生出來

的教學設計與傳統的教學設計也有極大的不同。國內學者朱湘吉

（1992）曾就教育科技的立場，比較過建構主義與傳統在教學設計上

的種種差異（如表 2-1）： 
 

表 2-1  傳統與建構主義教學設計比較〈朱湘吉，1992）  
傳統教學設計 建構主義的教學設計 
哲學基礎  ˙客觀論 

˙知識本身有恆真的價值 
˙建構論 
˙意義是經由社會協調而來 

學習內容  ˙適合學習動作技能、語文

資訊及具體概念 
˙簡化現實世界 

˙適合學習問題解決及認知策略等進階

知識 
˙呈現現實世界的真實面貌 

學習者    ˙可在教學過程中調整個別

差異 
˙重視學習者的起點行為 
˙被動接受知識 

˙學習者的先前知識影響學習結果 
˙強調學習者有自我管理的能力  
˙主動參與學習  

學習情境  ˙正式教學 ˙情境學習 
學習項目  ˙人造的 ˙真實的 
成果評量  ˙重視教學與成效 

˙以學習目標為評量標準 
˙重視學習的過程本身  
˙目標中立導向 

 
而徐照麗（1996）也曾經根據建構主義精神，歸納出下列幾點

教學設計的原則（如表 2- 2） 
  

表 2-2  建構主義教學設計原則（徐照麗，1996）  
建構主義教學設計 
學生經驗特質：以學生已具備的認知能力為進一步學習的基礎學習

目標：  
原則一：設計問題導向或認知層次較高的目標 
原則二：學習目標由教師輔導學生決定  
原則三：目標兼顧學習過程（如何）與學習內容（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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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內容：  
原則一：師生角色～由學生主導自己學習方向，教師輔導與支援學

習活動的進行  
原則二：豐富資源～安排一個學生可以自由運用器材或靈活運用資

源的環境  
原則三：合作學習～組織一個可以自由表達各人看法，相互溝通、

尊重的合作學習情境  
 

基於此，我們可以看出建構教學理念有以下幾點基本內涵：   
1. 就知識的性質而言：知識是建構而來。雖然如此，但並非所有

知識都要學習者建構。Piaget 曾將知識分為：物理的（physical）、邏

輯---數學的（logico-mathematica1）和社會的（social）知識，其中屬

社會的知識是可以藉由直接教學方式學習，並不需要透過建構的活動

來學習，而其餘兩者的教學則必須是以激發和協商的教學方式，代替

直接教導或灌輸（imposition）的教學方式，學習效果才會卓著、持

久（Bodner，1986）。 
 

2. 就教學目標而言：如前述建構教學理念的理論基礎所探討，學

習者的知識成長乃是產生一種「質」的改變。學習者所建構的知識已

無法再和原來一樣，換言之，每一次的建構歷程都可說又是一次知識

的創造或發明，而被認為有用的知識乃是有助於解決所面臨的問題。

因此，教學的目標應鎖定在協助學習者參與知識的創造與發明以及解

決問題能力的培養，而不只是知識的複製（knowledge reproduction）
與記憶而已（徐照麗，1996；Wheat1ey，1991）。 
 

3. 就教學的對象而言：建構教學理念將學習者視為能夠主動建構

的認知主體。因此，建構式的教學乃是以學習者為本位，重視學生主

動參與的學習，強調「發現學習」（discover learning）以及「解題」

（problem-solving）能力的培養（朱則剛，1996）。而這種以學習者

為中心的教學觀點，也相當重視學習者的自然想法以及學習者的先備

經驗。所以，教師從教材的選擇、情境的佈置乃至教學活動的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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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必須以學習者的觀點出發，時時掌握學習者最新的認知模式，以作

為教師反省教學和暸解學生的基礎（Cobb & Steffe，1983）。  
 

4. 就學習情境而言：建構教學理念相當強調「情境學習」（situated 
1earning）（參見朱湘吉，1992；朱則剛，1996）。本質上，建構取

向的學習情境是「自由的」、「開放的」，並且是「合作的」情境，

也是師生共同建構和維持的。此外，更是充滿刺激與挑戰、質疑與辯

證的學習情境，時常會安排醫學衝突情境發生，以刺激學生思考解決

之道。因其傾向多元的、非正式的教學，學生的學習空間、地點及學

習方式則可以視實際需要，或配合教學資源的取得而靈活調整（徐照

麗，1996；鍾靜，1996）。  
 

5. 就教學的活動歷程而言：一方面鼓勵學生反省；另一方面倡導

合作的學習方式（劉錫麒，1991）。如前所述，建構教學理念認為知

識的獲得不僅是個別心智建構的歷程，也是師生辯證、互動和協商的

社會歷程。因此，教師應多鼓勵學生發表自己的想法並且學習反省和

思辨，以及提供機會讓學生充分溝通意見，共同合作來從事學習的活

動。  
 

6. 就師生的角色而言：建構教學理念強調以學生為本位的教學，

尊重學生原始自然的想法，鼓勵由學生主動建構知識、創造知識，所

以在建構教學歷程中，學生是知識與意義的詮釋者、創造者與發明

者；也是問題的探究者或是教學歷程的掌舵者（徐照麗，1996）。教

師的主要角色則轉為問題情境的設計者、在學生互動協商過程中的居

間協調者，以及協助學生知識建構的促進者（NCTM，1991；Simon，
1995；鍾靜，1996）。  

  
七、數學學科的本質  

數學教育，作為教育學的一個分支，同樣也受到哲學以及心理

學基礎的影響。  
(一) 數學教育的哲學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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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數學的本質來講，數學究竟是客觀的知識，抑或是主觀的知

識？從客觀的（objective）觀點來看，數學知識以一種獨立的形式獨

自存在，不受任何人的影響，或是說不因人的不同而有所改變。而主

觀的（subjective）觀點則正好相反，主觀的觀點認為，數學知識的產

生，是依據人與環境互動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經驗為基礎。而這些經驗

的產生，必須依靠觀察與抽象思考的過程，因此數學知識無法獨立於

人的世界之外自己獨自存在。Dossey（1992）認為要探討數學的本質，

可以從兩個截然不同的觀點來探討，一個是柏拉圖的觀點，另外一個

是亞理斯多德的觀點。從柏拉圖的觀點來看，數學是一種客觀的知

識，而亞理斯多德的觀點則認為數學是主觀的知識。  
1. 柏拉圖的觀點  

柏拉圖認為數學是一種客觀的知識，它獨立於人的心智之外，

在外在的（external）世界中獨自存在。  
 

2. 亞理斯多德的觀點  
數學是一種主觀的知識，它的產生以人所經驗的實體

（experienced reality）為基礎，因此人類的數學知識的獲得，必須依

靠經驗（experimentation）、觀察與抽象思考。  
 
柏拉圖將人類的世界區分成「感官的世界」與「觀念的世界」

並且推崇觀念的世界的價值才是最真的。而亞里斯多德則綜合普羅塔

格拉司「人是一切事物的準則」、蘇格拉底「理智的認識才是真知識」、

柏拉圖的觀念論，從而提出內在的觀念論（immanent idealism），認

為人類知識的獲得，必須先經過感官的經驗，然後再經過理智的歸類

組合（陳俊輝，1991；鄔昆如，1992）。  
 
知識主、客觀的觀點，將影響教學的理論。主張知識是客觀的

學派，強調知識的客觀性，不受人類的影響而獨自存在，因此學習知

識的方法，就是將這些客觀的知識加以有結構的安排，讓人類有系統

的吸收。而主張知識具有主觀性的學派則認為，知識的獲得必須依據

人類的經驗而產生，而每一個個體所經歷的經驗與意義可能並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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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所以事物的意義，對個體而言具有主觀性。因此在學習的過程中，

應該重視學生與教材互動之後所產生的意義和個別差異。 
 

(二) 數學教育的心理學基礎  
心理學學者對人類學習行為的研究，一直是從事教育工作者的

指標，不同的學習觀主導著不同的教學行為。這一點我們可以從行為

主義與認知學派兩者清楚的看出，由於對人類學習行為觀點的差異，

導致了不同的教學觀點。受到行為主義的影響，教育學者強調課程安

排中行為目標的建立，與教師在教學工作時，必須強調學生行為的增

強與聯結。而受到認知學派的影響，課程的安排強調結構性與配合學

生的先備知識，教學過程中必須先強調學生學習的主動性與內發性

（張春興，1994）。  
 
在數學教育的領域中，心理學的研究同樣也深深的影響著數學

的教、學歷程。而近年來對數學教學影響最深的，應該是 Piaget 與蘇

聯心理學家 Vygotsky 這兩個人對人類認知發展的研究。以下分成兩

個部份介紹 Piaget 與 Vygotsky 兩人的認知發展理論。  
 

1. Piaget 的發生認識論（genetic epistemology）  
Piaget 的研究顯示，有機體能以其原有的認知結構，和社會環境

發生交互作用。在交互作用的過程中，擴大或改變自己的認知結構，

以便能順利適應環境。Piaget 認為知識是主體與對象之間的交互作

用，然而心智並非與生俱來就永久不變的，而是主體營建自身的知識

（劉玉燕，1994）。基模乃重複表現的行為型態，最初，它為與生俱

來的反射，以後基模發展為心理的基本架構，當人類在與環境交互作

用時的基本認知結構，為認知結構之單元（朱進先，1993）。  
 
個體在發展的過程中，追求心理平衡的傾向，促使個體以其原

有的基模與環境互動。倘若原有的基模無法適應環境，將產生心理失

衡狀態，此時追求心理平衡的傾向，將促使個體調適原有的基模，產

生新的基模以便能重新適應環境。適應是同化與調適之間的平衡（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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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燕，1994）。個體與環境互動的過程中，如果產生不平衡現象時，

必須仰賴同化與調適作用，才能產生平衡現象。不管是同化或調適作

用，都是有機體一種適應環境的機能。當個體與外在環境中的事物接

觸時，同化和調適作用能夠幫助個體對外在事物加以結構化，使原本

雜亂的訊息成為有秩序的結構。  
 
Piaget 的發生認識論較強調的是，個體知識的發生源於個體與物

理環境間的交互作用。個人建構主義者引用 Piaget 理論中同化與調適

概念，並且加入「可行性」的概念，認為在互動過程之中，個體其優

勢（priority）地位，在解決其所遭遇的問題時，會考慮其經驗的「可

行性」。 
 

2. Vygotsky 的學習觀  
Vygotsky 從歷史、社會和文化的角度探究心理現象的發生與發

展。他認為人類的意識發生在主體與客體的互動中，意識具有變動的

本質，受社會文化影響。低層次的心理能力，屬於生物的本能，而高

層次的心理能力則來自於個人在社會中與他人的互動過程中（陳淑

敏，1994；Wertsch，1985）。 
  
Vygotsky 將自發性的概念與真實的概念（true concepts）做了區

別，他認為真實的概念在成人以前很少發展出來，要發展真實的概念

必須特別借助社會中的語言。自發性概念是由兒童與外在物理世界交

互作用而得，而兒童真實概念的獲得卻需要與外在成人世界交互作用

才能得到。除此之外，Vygotsky 認為早期的概念有時可由他人獲得，

不像 Piaget 學派所堅持的必須藉由自己的經驗來獲得。Piaget 在自發

性概念的發展理論中強調：概念的產生是藉由對自己過去的經驗推論

而得。而 Vygotsky 卻添增了非自發性概念的看法。認為概念是從其

他人身上獲得的，尤其是教師身上。這種獲得概念的過程需要時間來

體驗我們所經歷的事物，並以我們舊有的知識為基礎而加以內化。

Vygotsky 視這種概念的獲得為一種雙向的運作，包括自發性概念的向

上過程（upward），和非自發性的向下過程（downward），兩者之

 19



第二章 文獻探討 

間相輔相成，且皆具有人類學習的特點。 
  
Vygotsky 從集體主義的觀點解釋人類學習中知識的分享，個體

經由分享集體的知識，進而促進本身知識的成長。而語言正是集體分

享和意識傳遞的工具（陳淑敏，1994）。此種說法激發了社會建構主

義，主張個體的認知歷程被包含於社會、文化歷程中。學生的學習歷

程受社會、文化、規範的限制，而語言在學習過程中，扮演傳達的角

色，將社會文化傳達給個人，並且影響個人對知識的建構。  
 
從上面的介紹我們可以發現，Piaget 與 Vygotsky 研究的結論並

不完全相同。相同的地方是兩個人都同時強調在人類認知發展的歷程

中，個體的主動性是很重要的。Piaget 強調，個體在認知發展的歷程

中，猶如一個有機體和環境不斷的進行互動，並且追求平衡。這與

Vygotsky 強調生物因素的看法很相近。然而 Vygotsky 對人類認知發

展的看法除了生物因素外，又加進了文化的因素，這也是 Piaget 所忽

略的。 
  
建構主義若不考慮各學派間的差異，單就共同的主張而言，有

下列三項共同的觀點：  
(1) 人們知識的形成是主動建構而產生並非被動的接受。 
(2) 人們的知識並非說明世界的真理而是個人經驗的合理化。 
(3) 人們的知識有其發展性、演化性並非一陳不變。 
 
就第一點主張來說，建構主義者一再強調認知主體的主動性與

重要性，並認為非經主體的主動建構，知識不可能由外人傳遞給認知

主體，認知主體也不會對他人傳送的知識照單全收。主動的關鍵就在

於認知主體對各種出現的知識現象會依據自己的先前知識、經驗來衡

量並賦予意義，從而轉化了他人提供的知識並以自己觀點詮釋現象。

而此也引伸出第二點主張，當我們只依據自己有限的知識、經驗來進

行詮釋意義時，我們無法確定，建構出的知識就是世界的終極寫照，

所以建構主義者迴避了真理的問題，並強調建構出的知識只是自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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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的合理化及實用化而已（Von Glasenfeld，1989）。由於每個人的

知識是自己主動建構而來且非最終真理，故知識也必然帶有變化的可

能，此正是第三點主張所強調的。知識既然是如此的包涵不同的知識

概念，對於超國界普遍化及絕對化的知識概念亦持著懷疑的態度。  
 
依據建構主義觀點，學者們認為數理教學應加以變革，目前強

調的重點，我們將之視為建構主義教學的主張。具體說明如下：  
(1) 學習。學習是靠認知主體依自已經驗主動建構知識的過程，

故學習非單純記憶知識或外顯行為改變。 
(2) 教學。教師運用各種方法促成認知主體主動建構之發生，但

傳統的教學方式如灌輸、講演、記憶、反覆練習被認為是不當的教學。  
(3) 教師。教師不再是教學活動中唯一的主角，甚而轉型成輔助

者、教學環境的設計者、教學氣氛的維持者、教材的提供者。教師不

再是操縱教學的決定者，亦不是支配學生學習的權威者，所以教師要

從以往高高在上的姿態調整成與學生尊卑差距較少的對等關條。教師

被要求要以更包容、開放的心胸、更圓融的溝通，以及更高超、卓越

的教學技巧來協助學生主動建構自己的知識概念。  
(4) 學生。由於重視學生自己的主動建構，所以學生成為教學過

程裡的主角，學生有責任就自己的經驗加以詮釋並依據自己對經驗賦

予的意義進行主動建構。因此教學過程裡學生應主動、積極的參與，

並就相關經驗看法與同儕或教師討論，從而深入反省思索自己原先的

知識並建構出新的更恰當的知識。  
(5) 合作。由於肯定同儕間互動及師生互動之重要，所以同儕的

合作學習方式被高度的肯定，教學時學生常被要求分成小組來學習，

在各小組內學生各自討論、發表意見、相互檢視及論辯，最後達成一

些共識，協議是不可免的，這也是合作學習的重要特質。在合作學習

時學生有義務提出自己觀點並與同儕進行合理的溝通，所以民主的素

養成了保障溝通進行的重要條件，合作學習也培養了學生的民主素養

（Wheathey，1991）。  
(6) 評量。早期實作評量方式，在考慮客觀性之後改成紙筆測

驗，但隨著人們對認知的理解，評量方式又轉向重視實作及其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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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內在認知變化的證據，於是所謂第四代的評量應運而生。第四代

評量的基本特點是評量者與被評量者及評量有關者之間進行協商，並

就評量活動之重點、程序及行動之解釋與主張以討論方式決定之

（Guba & Lincoln，1994），因此評量者並非評量的控制者而是協同

合作者，換言之評量者與被評量者亦處於均等的合作關係而非以往的

考核者與被考核者的關係。除了紙筆測驗外，學生日誌、檔案、觀察

與討論記錄、實作結果都是評量可採行的方式。  
 

八、建構論對數學教育實務運作的意義  
由於建構主義理念與教學設計本質上的歧異，許多學者均質疑

其對教學設計的實用性（Tobias，1982），Tobias（1982）更指稱建

構主義只是一個花俏的行話，並無實質意義。Cobb（1988）、Reigeluth
（1992）等人則認為建構主義最多只是一種學習理論，在課程的層面

較有意義，對教學設計而言則無實用性。此等指稱不盡合宜，因為其

討論均將建構主義限定為一種教學或學習的理論或策略，而其本質上

是一種哲學知識論立場。此 外建構主義對教學情境的安排及教學方

法，實有其規範性的意義。在此等立場上建構主義與情境學習的理念

原則上是相同的，均強調由教學設計轉向為「學習環境設計」（learning 
environment design），並強調該等學習環境應是真實化（authentic）
與互動式的學習情境。  

 
相對於前述質疑建構主義實用性的立場，許多學者則對系統化

教學設計的理念基礎及工作流程提出批判（例：Jonassen，1994；
Hannafin，1992），指出其根基於行為學派基礎，對現今教學設計導

向的不適用性。Kember 及 Murphey（1990）則批評線性的系統化教

學設計模式過於僵化的運作方式，強調在建構主義理念下，教學設計

模式應更具彈性（ felxible）、更動態（dynamic）、及更互動化

（interactive）。換言之，Kember 與 Murphey（1990）是主張以體系

化（systemic）模式，取代系統化（systematic）模式（朱則剛，1992）。

Laffey（1990）更宣告：「教學設計已死亡」，指稱已不應再作教學

設計，而只需要準備合宜的互動式學習環境（ILE - interactiv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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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inent）。站在相似的立場，Hannafin（1992）則是賦予教學設

計新的意義～學習環境設計。Hannafin 並不全然否定系統化教學設計

的價值，他強調該等模式對能明確預設學習目的的教學而言，仍有其

實用的意義。但他與 Merrill 等人（Merrill，Li & Jones，1990）均指

出傳統教學設計在本質上是化約導向的，集中於部份性而非整體性的

知識。而共同主張重新省思與調整教學設計的過程與方向，由強調單

元性個別知識獲得的設計取向，轉向為促使整體性知識應用與操弄

（manipulation）的方向。具體而言，建構主義與情境認知理念在教

學設計的實務運作上有幾項主要的意義（朱則剛，1994）:  
(一) 教學設計的內涵由教學活動設計的理念，轉向學習活動設計的

導向。設計安排學生如何透過教材（學習教學科技與媒體環境與資源）

的互動過程中，以及與其它學習者的互動中，達到某種預設的學習成

果。 
(二) 教學設計由傳統注重將知識分學科教授，並將知識分解成易於

學習者獲取的單元知識導向，轉而為注重學科整合的整體性知識的導

向。由於真實生活中的問題情境不可能是純然數學、或生物等學科性

的問題，而必然是綜合性的。因此結合不同學科的主要與相關概念，

融合設計共同的學習單元，有利於學習遷移。 
(三)  強調情境學習的重要性，由教學事件（events）的設計導向轉

化為學習環境設計的方向。並強調該等學習環境應是真實化的學習情

境，以利學習成果的遷移。  
(四) 強調學習者的主動性，重視主動參與式的學習。強調問題解決

式的學習活動，讓學生透過對問題情境的，思考、資料蒐集、分析、

設計解決方案、討論分享等活動，主動參與學習。  
(五) 由設計發展「智慧型教學系統」（intelligent instructional system）

的導向，轉向「智慧型學習者」的觀點，賦與學習者更大的自主權

（autonomy）或「學習者制控」（learner control）。換言之，導向更

為互動性的設計。 
(六) 教師或教學系統的角色由知識傳授者，轉而為學習的促進者或

教練的定位。更進一步的，有時該等學習促進者的角色更轉而由其它

的學習者扮演，從事同儕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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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強調「學習伙伴」（learning companion）的重要性，鼓勵小組

合作學習的學習模式。透過對同儕間對問題討論、溝通等社會協調過

程，達到意義分享，建立較客觀的學習成果。 
(八)  尊重學習者在學習成果上的個別差異，由成果導向的教學目

的，轉而為過程導向的教學目的。在此項觀點上，建構主義的立場與

情境學習的主張有些許的不同。情境學習論者仍相當強調明確學習成

果的獲得，只是重心由成效轉而為能力，強調真實生活與工作能力的

獲得。相對的，建構主義則較強調學習過程的重要性，並不刻意注重

特定成果，無論是成效或能力的獲得。  
 

九、建構論應用在數學教育的教學策略  
由於數學概念需要教學者完全了解及無誤之後再教給學習者，

目前較為廣泛應用的有（引自林志忠，1997）： 
(一) 交互教學法（reciprocal teaching method） 

交互教學法強調學習是一個透過社會互動而漸漸內化的過程之

教學法，係由 Palincsar & Brown（1984）所提出。這種方法在教學時，

首先由教學者示範如何使用策略，學習者扮演觀察的角色。漸漸地，

學習者參與的活動越來越多，逐漸能獨自使用這些策略，教學者所提

供的支持與協助也越來越少。當教學快要結束時，學習的責任也逐漸

完全轉移到學習者身上，學生也終於能夠使用這些策略。 
 
交互教學法是 Palincsar & Brown 參考 Vygotsky 所提出的「近側

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理論、Wood，Bruner，& Ross
所提出的「專家鷹架（expert scaffolding）」理論以及 Rogoff 和 Gardnar
所提出的「預期教學」（proleptic teaching）理論所設計的教學法。

依 Vygotsky 的觀點，認知功能剛開始都是源於社會的層次，後來才

漸漸發展至個人內化的層次。「學生在獨自下所能達成的表現」（個

人內化的層次）與「學生在專家（指父母、教師、或精於某項認知活

動的同儕等）協助下所能達成的表現」（社會的層次），二者間的差

距，即他所稱的「近側發展區域（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簡

稱 ZPD）」的概念。Wood，Bruner，& Ross 所指的「專家鷹架」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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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學生在學習的歷程中，先扮演觀察者的角色，藉由專家的示範而經

驗到某種認知的活動，接著，在專家的引導及矯正錯誤下學習，及逐

漸縮小近側發展區域，最後能獨自完成認知活動。而「預期教學」指

的是學生能力的預期（Palincsar ＆ Brown，1984）（引自林佩欣，

2003）。除了對能力的預期外，也鼓勵生手參與團體活動的情境，並

由專家給予支持，生手一方面從專家處觀察學習，一方面執行簡單的

工作，以發揮較高層次的能力（Palincsar ＆ Brown，1989）（引自

涂志賢，1998）。故良好的學習應是由外塑的學習發展為內發的學習。  
 

(二) 合作學習法（cooperative learning）  
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較個別學習或人際間競爭更有

助於學業，促進學業成就。合作學習的有效性研究包括了：文章學習、

數學、問題解決和寫作，均證實了其有效性。 
  
Stevens，Slavin，& Farnish（1991）指出，學習者的認知心理相

當複雜，學習者學習認知技巧時，在學習的過程中是扮演一「認知的

學徒」（cognitive apprenticeship）。指教師先開始教學、示範、訓練、

架構鷹架、及轉移責任。即學生學習認知活動時，先由教師示範、支

持，慢慢認知的支持縮減，學生逐漸的擔負更多學習的責任。是指在

認知學習環境中，學生相互模仿、互相支持及協助。在此環境下，觀

察其他人及練習，學習者可縮減社會化學習到獨立學習之間的差異，

使其認知功能內化。此外當學生合作地互動，他們以自己的語言對別

人解釋、作推敲、或為自己辯解時，可促進他們以新方法去評估、統

整、及推敲知識，使學生經歷高層次複雜的認知活動，更助益理解的

產生。 
  
合作學習除了在情意教育上，可消除種族歧視及增進人們和諧

的功能外，在認知教育上，依 Vygotsky 的理論，合作學習是相當符

合認知的發展，且對認知的成長相當有助益，值得大力提倡。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一位中學數學教師指導國中學生進行獨立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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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之歷程分析。而獨立研究活動是動態的，從問題的發生到問題的解

決，除要「動腦筋」思考外，還必須是要「動手」操作及「動口」說

明講解，請求自我的獨立思考，更必須與他人研討切確。因此，藉由

獨立研究的活動，可以鼓勵及推動學生做「活」的學問（黃啟淵，

1994）。這樣學習過程正與建構主義的教學模式不謀而合，因此本研

究以社會建構論中 Vygotsky 的社會文化取向之建構觀點為理論依據。 
 
 

第二節  數學能力的意義與結構 
 
一、能力的意義 

對於「能力」（ability）一詞有兩種定義（張春興，1989）： 
(一) 指個人在其遺傳或者成熟的基礎上，經由環境中的訓練或教育

而獲得的知識與技能。此類能力可以由行為上表現出來，作為與別人

比較高低的依據。像此類實際在行為上表現出來的能力，也稱為成就

（achievement）。 
(二) 指個人學習某物所具備的潛在能力。此種潛在能力，如採用廣

義的看法常稱之為能量（capacity）或者智力（intelligence）；如採狹

義的定義則稱為性向（aptitude）。 
 

在本研究中的第一階段所指的「能力」傾向第一種定義，即個人

在其遺傳或者成熟的基礎上，經由環境中的訓練或教育而獲得的知識

與技能；而第二、三階段所指的「能力」傾向第二種定義，即為個人

學習某物所具備的潛在能力。 
 
二、數學能力的定義 

對於數學能力的定義，以下提出數學教育研究者對於數學能力

的定義： 
 

Rogers（1974）區分數學能力為兩方面：再生的（與記憶功能有

關）和創造的（與思維功能有關）數學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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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心理學家韋爾德林（1985）發表了數學能力代表性的定義：

理解數學（和類似的）問題、符號、方法、證明的本質，並在記憶中

保持和再現他們，把他們與其它問題、符號、方法和證明聯繫起來以

及運用它們解決數學（類似的）課題的能力。 
 

Betz（1989）對數學能力所下的定義是清楚地認識數學關係的內

部聯繫和用數學概念正確思維的能力。 
 

綜合以上所述，數學能力為認識數學關係的內部聯繫，即理解

數學（和類似的）問題、符號、方法、證明的本質，並在記憶中保持

和再現甚至創造他們，再透過數學概念的正確思維，把他們與其它問

題、符號、方法和證明聯繫起來以及運用它們解決數學（類似的）課

題的能力。 
 
三、數學能力的結構 
    許多數學教育研究者與數學家，提出不同的數學能力結構（黃志

賢，2005）： 
Krutetskii（1976）從數學思考的基本特質中，提出九項數學能力

的因子： 
(一) 形成問題的能力。 
(二) 一般化的能力。 
(三) 以數字與文字符號運算的能力。 
(四) 邏輯推理的能力。 
(五) 簡捷思考的能力。 
(六) 逆向思考的能力。 
(七) 彈性思考的能力。 
(八) 數學記憶的能力。 
(九) 空間概念的能力。 
 

NAEP（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1999）在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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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所進行的數學科評量中，將數學能力分為： 
(一) 概念的瞭解 

1. 對於概念符號的正反例能加以辨識。 
2. 能利用模型、圖形及符號來表示概念。 
3. 辨識和應用原理原則。 
4. 知道和應用事實與定義。 
5. 能整合相關概念和原理原則，擴充原本的概念和原理原則。 
6. 能辨識和應用符號表示概念。 
7. 能詮釋概念間相關結論與關係。 

 
(二) 程序性的知識 

1. 正確地選擇和應用程序。 
2. 能對程序的運用加以說明及判斷其正確性。 
3. 擴充或修正程序，以處理問題中原有的因素。 

 
(三) 解題 

1. 在新的情境中能使用數學知識。 
2. 能確認及明確地陳述問題。 
3. 能運用策略、數據、模型及相關的數學。 
4. 能創造與使用程序並予以發展和修正。 
5. 能判斷解答的正確性與合理性。 

 
另包括三種數學力（Mathematical Power）：推理、連結及溝通。 
 
NCTM（1989）在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for School Mathematics" 的 
"Curriculum & Evaluation" 中指出數學的學習應強調： 

(一) 解題 
(1) 能利用解題探究及瞭解數學內容。 
(2) 能從日常生活及數學情境中形成問題。 
(3) 發展及應用策略解決不同的問題。 
(4) 能驗證及詮釋原本問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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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能將解答與策略一般化到新的情境。 
(6) 從有意義地使用數學中獲得信心。 

 
(二) 溝通 

(1) 能使用口語、書寫、具體、圖像、圖表及代數方法模式化情

境。 
(2) 能指出與數學想法相關的物理材料、圖像與圖表。 
(3) 能反思及闡明數學想法與情境。 
(4) 能指出日常語言與數學語言、符號的相關。 
(5) 瞭解表徵、討論、和讀寫數學是學習和使用數學不可缺少的

一部分。 
 

(三) 推理與證明 
1. 能察覺並應用歸納及演繹推理。 
2. 能使用模式、已知事實、性質及關係解釋自己的思考。 
3. 能解釋答案及解答過程。 
4. 能使用樣式和關係分析數學情境。 
5. 能創造並評估數學臆測與數學推論。 

 
(四) 連結 

1. 能連結概念與程序性知識。 
2. 能使用圖表、數值、代數和口語的數學模式或表徵探究問題及

描述結果。 
3. 能指出不同概念或程序的表徵之間的關係。 
4. 能察覺不同數學主題之間的關係。 
5. 能利用數學思考與模式解決其他課程領域或日常生活中的問

題。 
6. 能重視數學在文化與社會中的角色。 

 
近年美國國家研究院(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001)的研究報

告指出，學生的數學能力就如同五股相互交織的繩索，五種能力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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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地、統整地發展，方能成就其功能。五股數學能力包括： 
(一) 概念的理解：理解數學概念、運算及關係。 
(二) 流暢的運算能力：彈性地、準確地、有效地及適當地執行程序

技巧。 
(三) 選擇策略的能力：能形成、表徵及解決數學問題。 
(四) 適當的推理能力：邏輯思維、反思、解釋及辯證的能力。 
(五) 具生產力的數學性向：習慣性的傾向視數學是有知覺的及有價

值的。 
 
歐洲方面，丹麥數學家 Niss (1996)認為精熟數學就是擁有數學能

力，而數學能力是指能瞭解、判斷、實做，及能在各種不同數學情境

與脈絡的內外使用數學。由 Niss 主持的一項研究計畫「能力與數學

學習」，目的是為丹麥數學教育的改革創造一個平台，研究結果將數

學能力結構分成兩群：解題與工具的觀點，包括： 
(一) 數學思維 

1. 能提問有數學意義的問題，並能辨識何種答案為數學答案。 
2. 對於給定的概念，能清楚掌握其適用範疇。 
3. 透過抽象化與類化擴展數學概念的範圍。 
4. 辨識各類數學敘述（條件、定義、定理、假設、臆測、數量值

的敘述、案例）。 
 

(二) 擬題與解題 
1. 確認、提出及詳細說明不同類型的數學問題（純數的或應數的；

開放的或封閉的）。 
2. 能解自己或別人提問的不同類型數學問題。 
3. 如果合適，能以不同方法解題。 

 
(三) 數學建模 

1. 分析既有數學模式的性質與屬性，並評估該模式適用的範疇及

其效度。 
2. 轉化或解讀既有數學模式在現實問題中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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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給定情境中建立數學模型。 
(1) 結構場域。 
(2) 數學化。 
(3) 在模型裡工作，包括解決模型所產生的問題。  
(4) 模型內外的有效性。 
(5) 分析和批判模型。 
(6) 對模型及其結果進行溝通。 
(7) 監控整個建模過程。 

 
(四) 數學推理 

1. 能理解別人論證的條理，並能評估該論證是否有效。 
2. 知道什麼是數學證明，並能區分數學證明與直觀的不同。 
3. 能從論證的條理中找到基本的想法。 
4. 能將直觀論證轉化成有效的證明。  

 
(五) 數學表徵 

1. 能解讀、詮釋及辨識數學物件、現象、情境的各類表徵。 
2. 瞭解相同數學物件不同表徵間的關係，並掌握不同表徵的優勢

與限制。 
3. 可以在表徵之間進行選擇與轉化。 

 
(六) 符號化與形式化 

1. 解讀與詮釋符號的形式數學語言，並瞭解他們與日常語言的關

係。 
2. 瞭解數學語言的語意及語法。 
3. 日常語言與數學正式/符號語言間的轉換。 
4. 處理和操弄包含符號與公式的敘述與表示式。 

 
(七) 數學溝通 

1. 瞭解別人以書寫、視覺及口語所傳達的數學資訊。 
2. 能使用精確的數學語言表達自己的意思（口語的、視覺的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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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的）。 
 

(八) 工具的使用 
1. 知道已存的數學活動工具或輔具的性質，並清楚其功能與限制。 
2. 能反思地使用這些工具或輔具。 

   
TIMSS（Thir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1994-1995）將數學能力分為： 
(一) 知識記憶。 
(二) 表現一般程序性。 
(三) 使用複雜程序。 
(四) 解決問題。 

 
本研究所自行設計的「數學能力培養課程」，其目的主要是培養

及充實學生的數學思考與能力，因此是以 Krutetskii 從數學思考的基

本特質中提出的九項數學能力因子為依據來設計課程。 
 
 

第三節 獨立研究的意義與內涵 
 
一、獨立研究的意義 

自從實施九年一貫之後，獨立研究已不再是資優教育的特色。

以下摘錄國內外各學者對獨立研究的定義。 
 

Doherty & Evans（1983）認為獨立研究是學生獨自（或以小組

方式）進行某一研究之意，既是研究理所當然就比較講究方法，所以

它是一種研究方法與態度的訓練。目的是要學生學會自己找答案、自

己解決自己的問題。這種研究是根據學習者自己的興趣與能力來進行

的。 
 

楊曉白（1988）認為獨立研究應是由學生自己從發現問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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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然後自行設計實驗，進行實驗，觀察記錄，最後再利用科學方

法，歸納，推論而得到一個新的知識。  
 

蔡崇建（1988）認為獨立研究是指學生獨自或以小組的方式進

行研究。透過研究方法與態度的訓練，培養學生自己找答案、自己解

決問題的能力。獨立研究是根據學生的能力和興趣來進行，當學生有

這種需求，再配合高層次的學習技巧，就容易產生強烈的學習動機。 
 

鍾聖校（1987）認為獨立研究是由學生獨自（或以小組方式）進

行某一研究之意。它是一種研究方法與態度的訓練。 
 

龐春媛（1989）認為獨立研究又稱獨立學習，亦譯為「個別研

究」，乃指一個人或一組人針對生活中的一種發現問題、瞭解問題和

解決問題的過程。學生在教師、父母或專業人員的輔導下，根據興趣

選擇題目，從事研究。 
 

郭靜姿（1993）認為所謂獨立研究就是以個人或小組為單位，

真正的去關心問題、發現問題，而發展經營出一個研究計劃，並按計

劃進行一系列的蒐集、探討、研究等活動，再針對研究結果，予以析

辨、歸納、組織，最後產生一個新穎獨特、真正屬於個人或小組的結

論、發現或發明 。 
 

劉秋燕（1993）認為獨立研究活動是讓學生有機會從生活經驗

或學習過程中察覺問題，而進一步探究問題，讓學生成為實際解決問

題的探究者。而獨立研究是並非學生完全的「獨立」學習，也非由教

師的完全的「指導」，故教師在獨立研究角色與學生的互動關係，顯

得舉足輕重。  
 

黃啟淵（1994）認為獨立研究活動是動態的。從問題的發生到

問題的解決，除要「動腦筋」思考外，還必須是要「動手」操作及「動

口」說明講解，請求自我的獨立思考，更必須與他人研討切確。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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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專題研習或獨立研究的活動，可以鼓勵及推動資優學生做「活」

的學問。 
 

我們經常會混淆獨立研究與專題研究的意涵，黃啟淵（1994）
認為專題研究（subject project）和獨立研究（independent study project）
是有層次的不同。專題研究提供實驗的問題，而方法、步驟、答案均

不提供；獨立研究則是問題、方法、步驟、答案均未提供，讓學生自

己去思考設計實驗，去解決自己所面對的現象問題。由此可見，其不

同之處在於找尋題目、發現題目的層次。 
 

Herron 於一九七一年依 Schwab 的三個層次的科學實驗活動層次

分類法，再加上另一個層次，他稱之為零層次。所謂零層次的實驗活

動，即問題、方法步驟及答案均以提供給學生，學生只要按此步驟去

做實驗，驗證已知的結果而已（食譜式實驗）(黃啟淵，1994)。科學

實驗活動層次分類表如表 2-3 所示。  
 

表 2-3 科學實驗活動層次分類表 

層次水準 問題 方法步驟 答案 
0 給 給 給 
1 給 給 開放 

＊2 給 開放 開放 
＊＊3 開放 開放 開放 

(引自黃啟淵，1994) 
 

黃啟淵（1994）將「層次水準 2」界定為專題研習；「層次水準

3」界定為獨立研究。兩者的不同在於找尋題目、發現問題的層次。 
 

許素甘（1995）、李偉俊（1997）認為獨立研究就是以個人或

小組為單位，真正的去關心問題、發現問題，而發展經營出一個研究

計畫，並按計畫進行一系列的蒐集、探討、研究等活動，再針對研究

結果，予以析辨、歸納、組織，最後產生一個新穎獨特、真正屬於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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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小組的結論、發明或發現。  
 

毛連塭（1996）認為在整個活動過程中，學生必須學習像專家

一樣的行動和思考方式，利用原始資料，導出結論或歸納法則，而不

是借用別人現成的結論或資料。因此，活動過程中必須有具體的成果

而不只是空幻的構想。 
 

潘裕豐（1999）認為獨立研究應該是研究者在經由引導對主題

或專題有研究後，已經具有獨自從事獨自研究的能力時，能根據自己

的興趣選擇主題，訂定研究計畫，選擇適當的研究方法，有效的收集

資料、分析資料與解釋資料，進而形成研究結果的能力。  
 

劉貞宜等人（2001）認為獨立研究旨在於資優學生能利用現今

的資訊、設備或書籍等工具，探討相關文獻，就文獻中的優缺點加以

評析，然後決定自己將探討的問題，參考已有的資料，設計實驗方法，

推測可能的結果，以統計方法分析之，最後以書面或口頭方式，發表

重要的發現。 
 

陳育君（2002）認為獨立研究活動即是讓學生有機會從生活經

驗或學習過程中察覺問題、探究問題、成為實際解決問題的探究者。

而獨立研究並非完全由學生「獨立學習」、「獨自研究」也非由教師

「完全指導」、「完全捉刀」，故教師在獨立研究的角色與學生互動

的關係顯得舉足輕重。  
 

本研究所指的「獨立研究」係指學生的科展研究。即學生在為

期一年左右的時間裡，經由指導者（即研究者）引導對研究方法有概

念後，以小組為研究單位，尋找現實生活中有興趣的問題為研究主

題，透過師生的共同討論，選擇適當的研究方法，有效的蒐集資料、

分析資料與解釋資料，撰寫研究結果、進而發表研究成果的學習過程

（陳育君，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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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獨立研究的目的 
Doherty & Evants（1983）認為獨立研究的目的是要學生會自己

找答案、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 
 
毛連塭（1987）依據阮汝禮（Renzulli）三合充實模式，其第三

類型的教學活動「獨立研究」，明確指出整個學習活動中，學生是一

個問題發現者、資料蒐集者；或問題的探索者、研究者、生產者、解

決者。情意與認知分類模式（黃光雄，1983）也強調學習必須將許多

事實、資料加以組織、分析，形成原理原則，或歸納成為一個理論系

統。 
 

郭靜姿（1993）認為資優生的獨立研究可達到下列目的：(一)
培養研究的興趣與精神。(二)提供實際研究的經驗。(三)加強研究方

法的訓練；(四)培養獨立與自學的能力。(五)提高問題解決的能力。(六)
發展高層思考的能力。 
 

潘裕豐（2002）認為獨立研究的目的旨在培育四種能力：(一)
培養搜集資料的能力；查閱相關文獻。(二)培養閱讀文獻的能力；評

析文獻內容，發現有意義的問題。(三)培養寫研究計畫的能力；設計

實驗，解決問題。(四)培養發表的能力；與人分享發現的快樂。 
 

許素甘（1995）認為指導資優生獨立研究可達成五個目標：  
(一) 幫助學生利用適當的探究方法，對某一真正問題或主題實際進

行調查。  
(二) 提供機會讓學生積極去發展一種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 
(三) 讓學生轉換原始訊息，而不是直接報導或現成的結論。 
(四) 提供機會使學生的探究活動能真接獲得實際的成果。 
(五) 提供機會使學生能對真實情境從事思考及感覺，而非進行嚴謹

而呆板的練習。 
 

綜合以上所述，獨立研究強調透過教師適度的引導及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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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訓練，其過程能滿足學生的個別學習需求、激發高層次的學習技

能。而其結果能培養學生成為知識的生產者，解決實際生活中的問題。 
 
三、獨立研究的階段與步驟 

Cellerino .M（1983）曾提出以下十項獨立研究的步驟： 
(一) 評估學生的興趣。 
(二) 提供不同領域的學習活動機會。 
(三) 進行個別晤談。 
(四) 學生寫一份書面計畫。 
(五) 決定研究方向和訂定時間表。 
(六) 教師安排多種資源。 
(七) 腦力激盪出最後的結果。 
(八) 提供必要的方法協助。 
(九) 找出適當的聽眾。 
(十) 評鑑。 

 
Doherty & Evans（1983）提出獨立研究因強調學習的意義及經

驗，其過程可區分為三階段（引自郭靜姿，1993）:  
(一) 教師引導階段（3 週～1 年，視學生能力調整）  

1. 運用專題講座，提供不足的學科知識。 
2. 運用資源教室的充實活動，提供一般探索機會。 
3. 協助學生找出感興趣的研究領域，隨時計價可研究的題目。 
4. 提供研究能力訓練，如圖書館運用、觀察的能力、做筆記的能

力、晤談方法等。 
 

(二) 獨立研究階段（5 週～15 週，視學生能力調整）  
1. 選擇主題。 
2. 擬定工作進度表。 
3. 擬定初步的研究問題。 
4. 尋找資源。 
5. 記錄研究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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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擬定正式的計畫及研究問題。 
7. 進行師生討論會。 
8. 提出研究成果。 
9. 評鑑。 

  
(三) 專題討論階段（1 週～5 週，視學生能力調整） 

1. 提供過程研討的機會。 
2. 提供特定主題的研討。 
3. 計畫新的研究。 

 
郭生玉（1987）提出在一般獨立研究的過程中，以下八大步驟

為參考的依據：(一)選定研究問題；(二)閱覽有關研究文獻；(三)界定

研究問題；(四)建立假設；(五)擬定研究設計；(六)從事資料蒐集；(七) 
從事資料分析；(八)撰寫研究報告。 

 
蔡崇建（1988）認為獨立研究的進行程序大概可分為：從找題

目、確定問題、擬定計畫、研究的準備、收集資料、研究的過程，到

撰寫報告及 發表作品。 
 

在本研究中所指導的獨立研究，是以 Doherty & Evans 提出的三

階段為主。在第一階段教師引導階段中，我們設計了「數學能力培養

課程」，主要是要培養學生們研究及思考的能力；第二階段獨立研究

階段，主要分為：確定研究主題與方向、尋找器材與研究工具、研究

歷程分析及成果發表四部分進行指導；第三階段獨立研究完成的結果

與討論階段，主要是透過參加臺北市科展及全國科展的機會，提出學

生自我研討及與評審教授們的過程研討。 
 
四、教師在指導學生進行獨立研究中應注意的原則 

毛連塭（1987）指出教師在獨立研究中應肩負起以下任務： 
(一) 認同和使學生的興趣集中。 
(二) 給予學生展現作品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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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供學生方法上的協助。 
(四) 發展一個像實驗室的情境。 

 
郭靜姿（1993）認為依據學生的個別差異，教師引導的方式也應

有所不同，教師可參考以下三點： 
(一) 學生自我引導的能力 
    對於高度自我引導能力的學生，教師的角色是「諮詢者」；對於

略具自我引導能力的學生，教師的角色是「合作者」；對於缺乏自我

引導能力的學生，教師的角色是「引導者」。 
(二) 學生以往從事研究的經驗 
    對於已有研究經驗的學生，教師可讓其自主研究；對於以往沒

有研究經驗的學生，教師應先提供一般探索的機會，協助學生發現其

興趣領域。 
(三) 學生所具備的研究技能 
    對於已具有研究技能的學生，教師可鼓勵其多做研究；對於研

究技能尚不足的學生，教師需先提供研究技能的訓練。 
 
蔡典謨（1994）認為指導學生進行獨立研究的原則有以下幾項：  

(一) 獨立研究的進行，是基於學習者的興趣而開始的。 
(二) 獨立研究的成果並非一蹴可及，須經長期的努力而成。 
(三) 獨立研究的題目要有創意。 
(四) 獨立研究的進行過程中，需使用嚴謹的科學方法。 
(五) 獨立研究的進行過程中，需適切地使用文獻。 
(六) 獨立研究的成果，學習者能將其發表在適當的大眾面前。 

 
柯麗卿（2004）認為一位好的指導老師在引導學生進行獨立研究的

過程中應注意的原則為： 
(一) 獨立研究課程的設計採取整體規畫的原則：老師在設計獨立研究

課程時應視課程為完整的學科(教材)計畫、目標或經驗，並採團隊合

作，協調分工的方式，進而培養學生與人合作學習的態度。而獨立研究

課程的內容必須配合學生的特質與可能的社會角色做適切的調整，以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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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學習（高博銓，1999）。 
(二) 提高學生對研究的興趣，累積學生做研究成功經驗的原則：對於

剛接觸獨立研究學習的初學者，獨立研究課程設計的原則，首先要以提

高學生做研究的興趣為主，如果學生因為研究過程過於繁瑣而失去做研

究的耐性與興趣，是很可惜的。因此，教師指導學生進行獨立研究時，可

將研究過程分成數個小步驟，學生依序完成，從每一個小步驟的完成，

累積研究成功的經驗，讓每一個學生常保有成就感和信心，最後的研究

結果亦能有不錯的表現。 
(三) 對於學生的構想和決定應保持彈性、鼓勵的原則：在獨立研究活

動過程中，學生也許會有許多創新與想法，也可能因時因地會不斷的做

想法上的改變，指導老師對於學生的構想和決定應保持彈性的原則

（Swicord，1988），即使學生改變原來計畫的構想，想重新計畫，老師

在可接受的範圍內，也應該容許學生做調整或改變。 
(四) 對學生的表現抱持高度期待的原則：老師期待的高或低也會影響

學生獨立研究的投入程度（Swicord，1988），所以老師期待的原則以學

生所能表現的再高一些為標準，必能激發和鼓勵學生有更好的表現出

現。 
(五) 讓學生參與學習的原則：另一個成功的要件是由學生介入整個研

究計畫的學習，讓學生自己對未來的成功與否負責任（Swicord，1988），

而不是由老師全程操盤運作。 
 

總之，獨立研究不是「學生獨力」的研究，也不是「教師代替」

的研究，學生對於研究方法不瞭解，也經常使得學生的研究無法深

入，因此「教師的引導」在學生的獨立研究過程中非常地重要。但獨

立研究也不是「教師代替」的研究，否則就失去了培養學生探究技能

的目的（郭靜姿，1993）。 
 

依據以上的論述，本研究主要是以社會建構論中 Vygotsky 的社

會文化取向之建構觀點為理論依據，試著依 Doherty & Evans 提出的

獨立研究三階段方式進行獨立研究的指導。第一階段為教師引導階

段，是以 Krutetskii 提出的九項數學能力因子而自行設計出「數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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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培養課程」，輔以交互教學法及合作學習法的教學過程，進行建構

數學課程的教學。第二階段為獨立研究階段，主要分為：確定研究主

題與方向、尋找器材與研究工具、研究歷程分析及成果發表四部分進

行指導；第三階段為獨立研究完成的結果與討論階段，主要是透過參

加臺北市科展及全國科展的機會，提出學生自我研討及與評審教授們

的過程研討。在整個歷程分析中，提出教師指導的成效評估研究，以

提供日後數學獨立研究指導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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