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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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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的歷程分析。全章共分五節，第一節研究參與者、第二節研究設計

與實施、第三節資料蒐集、第四節資料分析、第五節研究限制。 
 
 

第一節   研究參與者 
 
一、 研究參與者 
（一） 研究者的角色 

研究者現職臺北市立西湖國中數學科教師，已有數年指

導學生獨立研究的經驗，教育工作實際經驗十八年。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的角色為一個觀察者（第一觀察

者）、與分析者。本研究因研究者在第一階段中身兼教學者

的身份；第二、三階段中身兼指導教師的身份，所以研究者

用的是「參與者一如觀察者」的角色。 
 
依 Gold（1958）的說法，將參與觀察依參與程度和觀察

者角色分為「完全參與者」(completeparticipant)、「參與者一

如觀察者」( participant-as-observer)、「觀察者一如參與者」 
( observer-as-participant)、「完全觀察者」（complete observer）
四種方式。本研究中研究者所扮演的參與程度和觀察者角色

來看，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是屬於「參與者一如觀察者」

（participant-as-observer）的角色。 
 

（二） 第二觀察者 
現職為臺北市立西湖國中數學科教師，教育工作實際經

驗十七年。在整個研究歷程中，另一位協同者擔任觀察工作。

在第一階段中更協助收集課堂上的現場資料，課後隨即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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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意見交換。 
 

（三） 研究的對象 
本研究最主要是要瞭解一位中學數學教師指導國中學生

進行獨立研究之歷程，因此本研究的主要對象為教師（即研

究者），研究中我們也需透過學生的反應來觀察教師指導的

歷程。為使研究能順利進行，學生部分於第一階段中由七、

八年級各班數學學期成績前五名的學生自由報名參加，並從

中各選出十五名學生參加數學進階班（分七年級組、八年級

組兩班），進行「數學能力培養課程」。之後，經由研究者

觀察及測驗後，再從此三十位學生中選出七、八年級各二位

表現較好的學生來進行第二、三階段之獨立研究。以下為最

後選出的四位個案學生之背景資料： 
 
個案學生 G1，女生，八年級。在家中排行老大（家中有

一個弟弟），父母親均為某中小企業經理。最喜歡的科目是

理化，數學則排第二。 
個案學生，G2，女生，八年級。另有一個姊姊，父親母

親均從事金融保險業。最喜歡的科目是英文，數學也是排第

二。 
個案學生 B1，男生，七年級。另有一個姊姊，父親從事

化妝品業，母親則從事教職。最喜歡的科目是數學。 
個案學生 B2，男生，七年級。另有兩個妹妹，父親從事

電視後製，母親則是家庭主婦。最喜歡的科目也是數學。 
四人家境均小康，個案學生學習環境頗佳。 
 
 

第二節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的設計與實施是配合臺北市立西湖國中所實施的臥虎藏

龍計畫（請參閱附錄一），並以科學展覽競賽（請參閱附錄三）為誘

 4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因。整個研究歷程依 Doherty & Evans 提出的獨立研究三階段方式進

行獨立研究的指導。此三個階段為：第一階段教師引導階段、第二階

段獨立研究階段、第三階段獨立研究完成的結果與討論階段。 
 

第一階段 教師引導階段 
 
本階段主要是進行「數學能力培養課程」建構交互教學活動。

其目的是在於培養及充實學生的數學能力及思考方式，以利於之後進

入獨立研究。自 94 年 9 月 17 日至 94 年 11 月 9 日的十二次數學進階

班課程（請參閱附錄二）中，於每週三的晚上與每週六的早上各 90
分鐘的時間師生一起討論一系列的「數學能力培養課程」。此課程共

有十七單元，是依據 Krutetskii 提出的九項數學能力因子而自行設

計，其內容如表 3-1：（由於篇幅的關係，因此我們列舉與第二階段中

之獨立研究階段較為相關的單元 2、4、13 之教學活動設計及學生學

習教材，請參閱附錄五） 
 

表 3-1 「數學能力培養課程」上課內容及所培養之數學能力 
單元名稱 培養之數學能力 

1. 填數字遊戲 ◎邏輯推理的能力 

2. 多明諾骨牌 ◎邏輯推理的能力 ◎彈性思考的能力 

3. 一條龍 ◎形成問題的能力 ◎一般化的能力 

4. 佈放棋子 ◎逆向思考的能力 

5. 一子棋 ◎逆向思考的能力 

6. 上升的棋子 ◎彈性思考的能力 

7.  1.2.3.4 數字感 ◎彈性思考的能力 

8. 算式拼盤 ◎邏輯推理的能力 ◎彈性思考的能力 

9. 牛欄問題 ◎逆向思考的能力 

10. 跳棋 ◎彈性思考的能力 ◎簡捷思考的能力 

11. 摺紙求面積 ◎彈性思考的能力 

12.數字層疊摺紙遊戲 
◎空間概念的能力 ◎彈性思考的能力  

◎數學記憶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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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大象扭出來 ◎數學記憶的能力 ◎一般化的能力 

14. 數字排序 
◎彈性思考的能力 ◎一般化的能力  

◎數學記憶的能力 

15. 變臉 
◎彈性思考的能力 ◎一般化的能力 

◎數學記憶的能力 ◎空間概念的能力 

16. 滾動的立方體 ◎空間概念的能力 ◎彈性思考的能力 

17. 格子點上多邊形周長的探討 
◎形成問題的能力 ◎一般化的能力 

◎簡捷思考的能力 ◎彈性思考的能力 

 
「數學能力培養課程」的設計是以遊戲式數學為題材，在動手玩

數學的學習情境下，透過活動式的進行來呈現一種學習數學方法的教

材單元活動設計。此課程的設計主要是參考在建構式的教學法中，由 
Palincsar & Brown (1984)所發展的「交互教學法」 (reciprocal teaching 
method)，以及 Wheatley(1991)小團體互動合作建構的問題中心學習 
(Problem centered learning) 模式，所擬出的教學活動。在教學歷程

中，鼓勵學生透過教師的策略教學示範、同儕合作支持的社會互動，

以溝通討論的方式主動建構知識。教學方法係為下述四個階段： 
一、 教師提出策略教學示範，佈題並提出關鍵處，學生從旁觀察學

習。 
二、 學生自行練習並相互討論。 
三、 學生相互示範說出主要概念，教師從旁協助與輔導。 
四、 學生建構出知識的意義並執行內在計畫，使得學生完成學習責

任並主動運用所建構的進行解題。 
 

此課程的設計是由研究者自行蒐集相關資料改編或自編而定，

之後並諮詢教授及臺北市立西湖國中三位任教超過十五年的資深數

學教師後，再修正完成的，因此本課程設計具有專家效度。本課程的

學習著重在思考方式的培養，共分前、後兩期：前期的每個單元（單

元 1～11）主要均以某一種數學方法的學習為主。如：窮舉法、逆向

思維、唯一性、對稱性、奇偶性及不變性.......等數學方法。而後期的

每個單元（單元 12～17）則為較複雜的數學方法之應用。如：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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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到一般化的思考過程、數學模組化的運用、基本型架構複雜型.......
等數學方法的應用。教學過程中以問題呈現、分組討論、質疑辯證以

及歸納結論的方式來進行教學，目的在幫助學生透過此課程的建構交

互教學過程，以利於思考方式培養。 
 
「數學能力培養課程」建構交互教學原則： 
一、 教學過程中將各單元之概念細步化、組織化，使學生易於學習，

且根據建構論來教學。 
二、 教師以放聲思考的方式要求學生說出數學思考的概念。 
三、 在交互教學的程序中，由學生輪流扮演教學者角色練習使用概

念解題，同儕互相協助、評估、監控彼此學習運用概念解題的

情形。 
 

學生部分，我們希望在此課程中，學生對於教師所提供的問題

是先經過一定時間的思考後再來與教師及同學們共同討論與發表，因

此教師會利用前一次課程結束的同時，就將下次討論的問題發給學生

並做策略教學示範，再於下次上課時提出來，透過實作、觀察、討論、

發表等相互激盪的方式來學習在往後獨立研究的進行過程中較常會

使用到的思考方法。另外對於已討論過後的問題，也請學生以數學學

習日記的方式記錄問題解決的過程。 
 

數學學習日記（mathematics learning journal），有時又稱為數學

寫作（mathematics writing）（孫旭花，1997），是多位數學教育的

學者（Powell & Lopez，1989；Miller，1992；Morgan，1998；Whitin，
1998）倡導以寫作帶動學習（writing to learn）的數學學習法，將學習

和寫作都看成建造意義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使學習者把已知的知識

和正在學習的知識連結起來（Fulwiler，1982）。 
 
本研究中所採用的數學學習日記是參考孫旭花（2006）所提出

的反思型數學日記（數學日記大綱，請參閱附錄六）。其主要目的是

提高學生對數學學習計畫、檢查、補救的自我反思數學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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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教師部分，在發給學生下次要討論的問題時，也先將問題

的內容講解過，以免造成學生對於討論的問題產生不清楚或不必要的

誤解。另外，在師生共同討論時，教師盡可能讓每位同學都能發表對

問題思考後的意見或想法。學生若有解答出來，請他講解其解答的方

法；但學生若沒有解答出來時，也讓他發表為何沒有解答出來的理

由，將問題拋出而使其他同學也加進來討論。 
 

每個單元結束後，同時也進行反思，以為下一單元的研究提供

修正的訊息。而在整個課程結束後，也請學生們根據此次課程的安排

及教學做一回饋，因此做了「數學能力培養課程」建構交互教學後問

卷（請參閱附錄七）的填寫。同樣的，此問卷之設計也諮詢過指導教

授及臺北市立西湖國中三位任教超過十五年的資深數學教師後，再修

正完成的，因此本問卷也具有專家效度。 
 
第二階段 獨立研究階段 

 
有了第一階段的訓練工作後，接下來就是進入第二階段獨立研究

階段。此階段進行的時間自 94 年 11 月 11 日～95 年 5 月 15 日，每週

五晚上為師生共同討論時間，另外於週一～週五的中午為學生自行討

論時間。共分四部分：確定研究主題與方向、尋找器材與研究工具、

研究歷程分析及最後的成果發表。 
 
在此階段，主要是以學生為主，學生部分主要是透過分組討論的

模式來進行研究。另外，若有需要亦可以與教師共同討論，最後再將

討論的內容或結果寫成工作記錄。至於教師部分，主要為協助研究進

度的控制、研究方向的指引與修正、學生的分組、課外知識的補充、

提供並成為學生諮詢與討論的對象等。每個探討的部分，師與生均維

持如此的討論機制，並時時做反思來修正，以為下一次的討論提供更

適合學生的模式。在此階段進行的同時也進行錄影、錄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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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  獨立研究完成的結果與討論 
 
由於本獨立研究作品（請參閱附錄八）是配合臺北市中小學科學

展覽的比賽，而因本作品榮獲 95 年臺北市第三十九屆中小學科學展

覽會國中組數學科特優獎的鼓勵，因此作品還要再參加中華民國第四

十六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所以本階段有兩次的時間：第一次為臺北

市展後的自我過程研討（95 年 5 月 27 日～95 年 6 月 24 日）；而第二

次時間為全國展之教授評審的過程研討機會（95 年 7 月 24～28 日）。 
 
教師部分在賽前主要是請學生熟悉作品內容與講解，準備好各

項記錄、參考資料等，以便於現場與評審教授對談。更請學生們在比

賽時記錄與評審教授對談的內容，再於賽後與學生們做檢討的工作。 
 
 

第三節   資料蒐集 
 
由於本研究的晤談係採用放聲思考法（thinking aloud），一般學

生較不熟悉。因此在實施正式晤談之前，先由研究者示範，並提供學

生練習的機會直到學生熟練後才進行。 
 
本研究希望深入個案學生獨立研究的每一階段，進行實際觀察

和放聲思考，因此將告知個案學生及其家人，並使其充分瞭解研究目

的後，徵求同意並對研究有需要的資料接受完整資料提供。另外為求

資料更完整，徵求個案學生之同意，取得相關之筆記、工作記錄、札

記、作文、藉以輔助描述，以相互檢核和驗證資料。因此本研究資料

蒐集的來源包括：數學學習日記、問卷、工作記錄與成果報告書、錄

影與錄音及研究日誌。 
 

一、 數學學習日記 
此日記為第一階段「數學能力培養課程」交互教學後學生對於

該單元的解法與感想記錄資料，由於此日記是每個單元結束後的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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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上課時繳交，因此可以從中即時可看出學生們對該單元的學習狀況

及反應，以作為往後單元上課的修正依據。（以學生的學號來編碼，

如：學生 70101、學生 80406） 
 

二、 問卷調查 
本研究的問卷調查只有一次，即在第一階段課程結束後實施的

「數學能力培養課程」交互教學後問卷調查。其問卷主要目的是想瞭

解學生們在上了一連串的充實課程後，對整個課程的教材、教法及個

人學習狀況及感想。 
 

三、 工作記錄與成果報告書 
此資料為第二、三階段中教師指導學生實際進行獨立研究的過

程與結果之記錄文件。 
 

四、 錄影與錄音 
研究者為了要完整蒐集整個研究歷程的師生互動資料，以為研

究分析提供更真實的記錄，因此透過錄影與錄音的方式來記錄。在實

施正式錄影、錄音前，先提供學生練習與適應的機會直到學生熟練後

才正式進行。 
 

五、 研究日誌 
除了從錄影、錄音設備中蒐集整個研究歷程的資料外，研究者

也在整個參與的過程中隨時觀察並記錄在研究日誌上，以作為日後資

料分析的依據之一。 
 
 

第四節   資料分析 
 
基於研究的需要，本研究採用質的分析來探討教師指導學生解

決問題及獨立研究的指導歷程。透過觀察和放聲思考以及文件收集的

資料加以妥善整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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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資料中分成若干因素。 
二、 將每份資料歸類排列。 
三、 找出因素間的關係和脈絡。 
四、 資料分析要不斷比較分析和修正，以直觀、感覺和知識為判斷

依據，並兼顧彈性化原則，不斷的反覆省思加以整理和修正。 
五、 脈絡化後保留一致性的資料。 
六、 歸納整合。 
 

另外，在資料的分析過程中，我們也注意到信效度的問題： 
一、信度 

(一)外在信度 
為使本研究之外在信度不致太低，作法是： 

1. 選擇以彼此關係良好且互相信任者為被研究者(個案)。 
2. 讓被研究者瞭解本研究一些重要名詞的概念，以便其接受訪談

時的敘述能清楚明瞭。 
(二) 內在信度 

本研究之內在信度希望有一定水準，作法是： 
1. 配合錄音和文件，盡可能不做推論的描述，過程中並要不斷的

自省和檢核。 
2. 說明同一事項時，要不同資料來源之資料一致時才採用。 

二、效度 
(一) 外在效度 

本研究外在效度之考慮為： 
1. 重視被研究者和情境資料交互作用的客觀描述，尤其是資料描

述的正確性。 
2. 影響因素的分析和說明要充分的探討及合理的解釋。 

(二) 內在效度 
本研究之內在效度之考慮為： 

1. 本研究資料將是由現場所得的豐富且深入的資料進行深層描述

而避免單方面研究資料引用和結果呈現。 
2. 記錄和描述事實即給被研究者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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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料要進行不同方式間相同事件的交叉檢核：從多方面資料及

其解釋有一致性才保留和運用。 
 

在第一階段中，我們主要是透過三角檢核的方式來分析資料。 
由第一觀察者與第二觀察者在教學現場觀察的資料，再加上學生的數

學學習日記所呈現的解題記錄（以學生的學號來表示，如學生 70101、
學生 80406...等）一起來交叉檢核與分析歸納。第二、三階段中，同

樣的也利用學生的放聲思考資料呈現，再配合作品原件、工作記錄及

研究日誌等分析歸納。而在學生的放聲思考資料呈現中，對於學生們

在研究過程中不論是遇到阻礙或是能自行順利解決問題的情景，更是

透過「場景狀況」、「問題解決實錄」與「得到結果」來呈現在獨立

研究中教師指導的歷程，之後研究者再從中收集資料來進行觀察，最

後透過同一部分的場景資料觀察結果共同來作綜合分析。 
 
 

第五節   研究限制 
 
質性研究的目的在於發現，而其主要的活動是分析、詮釋以及呈

現發現的結果（吳芝儀和李奉儒譯，1995）。它的困難即在於，沒有

絕對的規準，來表達這些資料所揭示的內容。質性資料的分析，有賴

於研究者的分析能力和風格，因此人的因素在質性研究中既是偉大的

力量、又是根本之弱點所在（吳芝儀和李奉儒譯，1995）。所以，在

不可避免的限制下，以下為本研究提出的一些限制： 
 

一、 研究推論的限制 
本研究主要針對一位中學數學教師在指導學生進行獨立研究的

指導歷程。基於研究者本身即教師，直接涉入研究的觀察，因此會在

各階段中不自覺的呈現出個人的價值觀及個人習慣性的解決問題模

式。所以在資料的取捨、或是觀察的全記錄上會較為主觀，故本研究

不在推論上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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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樣本的限制 
因研究者能力、時間有限，故此次研究樣本在學生部分於第一

階段共有三十位國中學生，而在第二、三階段中僅以研究者的四位國

中學生為樣本。本應進一步納入更多個案，因人力與時間的限制而作

罷。因此本研究所得推論範圍亦有限制；一言之，未來更廣度的參與

與資料蒐集，有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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