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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探討一位中學數學教師指導國中學生進行

獨立研究之歷程分析，研究對象為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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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學生部分，於第一階

段選自臺北市立西湖國中七、八年級學生各十五名，第二、三階段從

此三十名學生中選出七、八年級各二名，研究採質性分析。由於本研

究採非結構式的觀察與個案學生學習過程第一手的放聲思考資料呈

現，配合獨立研究作品原件交錯。現就結果歸納如下，並提出進一步

研究建議以供未來研究參考。 
 
 

第一節  結論 
 

綜合本研究所探討的問題及重要發現，其主要結果依下列四點描

述如下: 
一、在教師引導階段（第一階段）中，實施「數學能力培養課程」之

教師教學情形 
「數學能力培養課程」教學的主要目的是在培養及充實學生的數

學能力及思考方式，以利於學生在進入獨立研究階段中能有所幫助，

而教師在此階段主要是扮演教學者的角色。從教師在此課程之教學情

形來看，我們可以發現： 
(一) 教師能隨著學生的表現而調整教學方式 

在一開始，教師發題目（即「多明諾骨牌」單元）給同學

時並未先解釋題意，由於部分學生對於題意產生誤解（如：有

部分同學以為對角相連的兩數也可以為一組），以致於阻礙及影

響解題的思考。有鑑於此，之後的單元（「佈放棋子」單元之後），

教師在發題目給同學時均會先行解釋題意，並確認每位同學均

以瞭解題意後才讓學生開始解題。至此之後，學生們在討論的

過程中對於題意不清而影響思考的因素逐漸降低。 
(二) 教師能給予學生們充分的思考時間之後再進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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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每一次上課的單元之講義，教師均能在前一次下課前

就發給學生，並能作策略示範教學，等到下一次上課時再進行

討論。對於課程如此安排，學生均覺得對於討論的問題能有充

分的思考時間，並覺得在不知解答的情況下，自己的想法會更

有價值。 
(三) 教師能不斷的引導學生說出想法 

由於學生們不太習慣對數學發表自己的看法，因此在討論

發表時語句均較為簡短，得需要教師不斷的引導才會有較為完

整的描述。 
(四) 教師的教學能搭配數學學習日記 

對於在課程中教師搭配數學學習日記，除了學生覺得可以

表達自己的想法，增加印象之外，同時教師也能藉此即時的瞭

解學生的學習情形，以利作為之後單元的教學參考。 
(五) 教師能循序漸進的引導學生具有數學思考的能力 

在課程進行中可以看出學生們在一開始不知如何思考或不

知為何如此思考的疑惑中（如：在「多明諾骨牌」單元中，部

分學生無法說明其圈選的理由；在「填數字遊戲」單元中，很

多學生均使用試誤法，只要將答案填出即可），在教師一再的鼓

勵及一次次的要求學生們應學習說出解題的理由之下，漸漸的

學生們慢慢熟悉思考方式及習慣，更學會應用在之後的單元上

（如：學生們將「一條龍」單元中學會的簡化問題應用在「大

象扭出來」單元上，即將問題縮小到 2～3 隻大象的小範圍來開

始思考），可見教師已能慢慢培養學生具有數學思考的能力。 
(六) 教師能重視學生們上課時討論的情境 

在上課討論中，不管同學是否解出問題，教師均會請同學

說明理由。對於解出問題的同學，老師請他說明解法；而未解

出問題的同學，教師也請他說明其解不出的想法，之後再將問

題留給全班同學來共同討論。如此訓練之下，學生們慢慢的能

從討論與辯證中更進一步獲得觀念的澄清。 
(七) 教師盡可能請同學發表 

由於上課時間有限，無法每次上課均能讓每位學生都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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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機會，但教師也都盡可能做到讓學生輪流發表。 
(八) 教師能反思其教材安排順序 

從「數學能力培養課程」課後問卷與課堂觀察中可發現：

在此課程中學生們對於動手操作的遊戲式單元（如：佈放棋子、

大象扭出來、一條龍......等）比非操作之思考性問題（如：填數

字遊戲、多明諾骨牌......等）較為感興趣，這也是學生在還未熟

悉上課方式的第一次課程中適合安排的單元。 
 

總之，在此階段中，教材方面教師依據 Krutetskii 提出的九項數

學能力因子設計了「數學能力培養課程」。其內容是以遊戲式數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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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數學思考方法的教材單元活動設計。而教師在此課程的教學過程中

我們亦可發現：除了能給予學生充分的思考時間與善用課堂上師生間

的討論之外，更重要的是教師能充分的讓學生透過實際操作，使學生

能有更深刻的記憶及更容易發現問題，因而對學習的重點能更有感

覺。不過無法讓每位學生均能充分的發表是其缺點。 
 

二、在獨立研究歷程（第二、三階段）中，教師之指導情形 
在獨立研究階段中，我們分為「確定研究主題與方向」、「尋找器

材與研究工具」、「研究歷程分析」、「成果發表」四部分。從教師在這

四部分的歷程與「結果與討論階段」之指導情形來看，我們可以發現： 
(一) 教師是催化者，不是主導者 

在獨立研究歷程的許多場景中均可以看出，教師在指導學

生的過程中，不管是找題目、研究過程中或是最後的成果發表

上，教師都能以學生為主，而自己扮演的是催化者的角色。過

程中不斷的提問、引導、解釋、強化與淡化學生們的問題，同

時也提供並成為學生諮詢與討論的對象。 
(二) 教師在各部分的指導比例逐漸下降 

郭靜姿（1993）對於教師在學生獨立研究中的角色認為：

從學生自我引導的能力來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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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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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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本次的獨立研究歷程中，一開始由於學生

們對於研究的環境不熟悉，因此教師扮演的角色為「引導者」

（如遊戲一）；而當學生們慢慢較能進入研究情境時，教師所扮

演的角色轉為「合作者」（如遊戲二、三）；到最後學生們能熟

悉且能慢慢掌握整個研究時，教師所扮演的角色又轉為「諮詢

者」（如遊戲四）。這可看出教師的角色隨著學生的表現隨時在

做轉換，而同時也可看出教師在歷程中各部分指導比例也逐漸

下降。 
(三) 教師協助研究進度的掌控 

由於本次作品是配合臺北市科展而有其時效性，因此在研

究的歷程中，幾次出現找不到規律性時（如：遊戲一的一般化

規律、遊戲三的 n 為偶數且 N1=n+3 之規律性、遊戲四的延伸

原則判斷法），教師都要學生們先暫告一段落，甚至遊戲二、三

教師也要同學們分組研究，這都是為了能掌控整件作品的研究

進度。 
(四) 教師協助研究方向的指引與修正 

在整個研究歷程中，不管是在一開始主題的尋找或是在各

部分的研究中，雖然有些曲折（如：在主題的尋找中，從一開

始找不到適當的題材、G1 對搶三十遊戲變形的堅持、找到的主

題以前有人研究過，到最後發現別人的研究是錯誤而終於確定

主題；又如遊戲一在一般化規律的尋求中，從樹狀分析、電腦

程式的設計、發現電腦程式執行結果與樹狀分析的結果有部分

不盡相同、偵錯，到最後找不出一般化的規律而只探討取數範

圍為 100 以內。），但從許多場景的觀察中可看出：在教師的指

引與修正下，學生們還是能順利的確定研究主題與順利的完成

研究。 
(五) 教師協助學生的分組 

教師在學生們有了遊戲一的研究經驗之後，希望學生們能

分組研究，一方面除了能縮短學生們的研究時間之外，另方面

也是不希望有學生遊手好閒或搭便車的情形，而能真正做到分

 163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工合作的地步。 
(六) 教師協助課外知識的補充 

在獨立研究的進行中，難免會碰到相關知識的不足，此時

教師會進行課外知識的補充（如：數學歸納法）。不過在補充的

過程中亦是以學生為主，利用學生們所蒐集資料，大家一起討

論辯證，共同來澄清所學的概念。 
 

總之，我們可以發現教師在整個獨立研究歷程中的角色是一個學

習的「教練」。其實「教練」的新角色是一個活動的輔助者，而不是

活動的主角與焦點所在（Means ＆ Olson，1995）。當學生遇到困難

時，教師能提供輔導，培訓學生相關的技能或進行一些活動以溫故知

新來協助獨立研究的進行。 
 

三、「數學能力培養課程」教學活動對整個獨立研究的影響 
教師設計的「數學能力培養課程」可說是整個獨立研究的預備課

程。我們發現不管是課程的設計或是教師的教學，其對整個獨立研究

而言有以下的影響： 
(一) 有助於熟悉獨立研究的環境 

在「數學能力培養課程」中，由於學生們常常需要分析思

考，相互討論及質疑辯證，這也是往後獨立研究中常常會遇到

的問題解決模式。由此次的獨立研究歷程來看，學生們在研究

之初能很快的進入研究情境，甚至在過程中能順利的解決問

題，這都與研究之前所上的「數學能力培養課程」有很大關係。 
(二) 有助於培養數學思考的能力 

在數學獨立研究中，數學思考的能力是不可或缺的，因此

對於在「數學能力培養課程」中所學習的數學思考是有助於數

學獨立研究的進行（如：「佈放棋子」的倒推分析法、「大象扭

出來」的特殊化到一般化的思考歷程...等），甚至是決定數學獨

立研究能否成功的要素之一。 
(三) 有助於同儕間建立一定的互動默契 

在「數學能力培養課程」中，由於同儕間常常要建立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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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討論的機制，在此同時也培養出同儕之間的互動默契。而在

之後的獨立研究中，可以從研究歷程的場景中看出，這對於需

長期進行的獨立研究而言是有很大的助益。 
(四) 有助於教師能從中熟悉學生的特質 

在課程的進行中，教師能慢慢熟悉每位學生的特質（如：

G1 的表達能力強、G2 的內斂成穩、B1 的富想像力及 B2 對於

操作式有感覺），這對日後獨立研究的分工與進行會更加順利。 
 

總之，對於「數學能力培養課程」，不管是課程的設計或是教師

教學策略，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引導學生們能熟悉獨立研究的環

境與學習相關的思考能力。就本次的獨立研究歷程而言，由於有了

第一階段「數學能力培養課程」的實施，因此學生們在獨立研究階

段中已經形成相互討論、質疑辯證以及資料的歸納整理能力；而研

究的過程中，更讓學生們能運用上課中學得的思考方式（如「佈放

棋子」單元的倒推分析法、「大象扭出來」單元的特殊化到一般化的

思考歷程）順利進行研究。因此第一階段「數學能力培養課程」的

實施，在整個獨立研究的指導歷程是有其必要的。同時也反應出建

構教學對於獨立研究學習活動的重要性。當然研究主題要能配合個

案學生們的認知背景，如此發掘問題，發現結果的意義，進而提出

研究成果，對國中學生而言是很重要的經驗和學習。 
 

四、在整個獨立研究中，影響教師指導學生的因素 
從整個獨立研究歷程中，我們可以發現，影響教師指導學生的因

素有： 
(一) 教師的經驗 

獨立研究是一種從無到有的探索之路，有經驗的教師可以

減少過程中的摸索期，讓獨立研究的進行更加順利。在此次的

研究歷程中，如：教師對於找到的題目，在決定是否為研究主

題之前，建議學生先著手試試看，看此題目是否有發展性再做

決定；又如：學生在研究中遇到阻礙時，教師會建議學生先做

反思，再向前攻擊。另外，在學生找不出一般化的規律性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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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建議學生以電腦程式來協助尋找規律...等，這都顯示教師

的經驗有助於獨立研究的進行。 
(二) 教師的耐心與愛心 

由於獨立研究是一個長時期的學習活動，而學生們也大都

是第一次接觸，因此教師的耐心與愛心的指導也成為獨立研究

成功的要素之一。在此次的研究歷程中，一開始由於學生們尚

未完全熟悉及適應此遊戲規則，因此常常會出現錯誤。此時教

師能有耐心的引導學生們透過實際操作及分析此遊戲，讓學生

們能慢慢的感受及適應此遊戲規則，進而對此遊戲有所感覺，

甚至能慢慢熟悉此遊戲。這從無到有的開始更能顯示出教師的

愛心與耐心對於獨立研究進行的重要性。 
(三) 教師的鼓勵與支持 

對於長時期進行的獨立研究而言，教師的鼓勵與支持也常

常成為學生們能否堅持到最後的重要因素。在此次的研究歷程

中，如：在找題目的過程，學生們發現找到的題目曾經有別人

做過而深感挫折時，教師會適時的鼓勵與支持學生，而對學生

說：「必須檢查清楚，搞不好你們會有機會的」；而當學生們檢

驗出過去的作品有錯時，教師更以「實在太神了！」等來鼓勵

與支持學生。 
(四) 學生的異質性 

數學獨立研究可以是一個小組合作的探究性活動。由於所

需的能力除了思考解題之外，資料整理、文字表達、電腦操作，

甚至是作品的口頭發表，均需由學生們合作來完成。因此一開

始形成獨立研究的合作小組時，若能考量到學生之間的異質

性，則所完成的獨立研究作品會更加多元而更有廣度。而在此

次的研究歷程中，也由於四位學生的異質性還算高（如：G1 的

表達能力強、能設計電腦程式；G2 的內斂成穩；B1 的富想像

力；B2 對於操作式有感覺），因此教師在指導的過程中對於作

品的完成度也較能掌握。 
(五) 同儕或師生間的互動 

由於獨立研究活動均需同儕間的相互合作與教師的有效指

 166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導，因此同儕或師生間的良好互動成為獨立研究能否成功的要

素之一。在此次的研究歷程中，B2 在遊戲三中能適時安慰沮喪

中的 B1、教師在指導 G1 進行成果報告時的師生互動、在遊戲

一中找不到一般化規律時學生對教師的信任...等，都顯示了師

生或同儕間良好的互動，這對於教師在指導學生進行獨立研究

時均會呈現正面的影響。 
 

總之，教師在指導學生進行獨立研究的歷程中，並非只要依循

著某種指導方式，則其指導的結果就都會相同。事實上，隨著在不

同的作品、不同的學生與不同的指導教師的組合之下，而其指導就

會有不一樣的結果。這主要的原因是在這當中均存在著一些影響教

師指導的因素，倘若能善加掌握這些因素，這對於教師在指導學生

方面必會得到相當大的助益。 
 

 
第二節  建議 

 
本節中研究者要根據本研究所得的結果，對數學教育以及未來的

研究提出幾點建議以供參考。  
一、 在數學教育上的建議 

(一) 在此次探討一位教師指導學生進行獨立研究的歷程分析後，對

於往後有志想指導學生進行獨立研究的教師們提出以下的建

議： 
1. 在實際進入獨立研究前，訓練課程的安排是有必要的 

由於教師在指導學生進行獨立研究中，其影響教師指導學

生的因素並非只是單一性，而是來自於多方面的，況且對於學

生們在進入一個與一般課程較為不一樣的學習環境中，難免會

有所生疏而產生陌生感。因此建議教師在指導學生進行獨立研

究時，一開始不需急著進入研究主題，先前的訓練課程之安排，

對於學生們在往後獨立研究中所需要的各項能力之培養才是進

入獨立研究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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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整個獨立研究過程中，環境的營造與學生們的心理建設是有

必要的 
獨立研究之路是為從無到有、從未知到已知的探索之路。

由於過程漫長，因此學生們在過程中難免會對於其他的學習產

生影響（如影響課業、與其他同學的互動...等），進而陷入「不

知為何而做」的迷惘，此時教師對學生們的心理建設就顯得格

外重要。另外，也由於過程艱辛，哪怕只有一絲絲的小結果，

都會讓學生們覺得欣慰，因此，請老師們多多營造快樂學習與

勇於表達的環境，隨時鼓舞學生，堅持走到最後，那種成就感

是學生一輩子難忘的經驗。 

(二) 建構教學在現行數學教育型態下具有效性和有效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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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材內容方面，提供學生運

用建構的過程進行解決問題的實作；在活動方式上透過交互教

學、問題實例、討論、發表、引發學生學習的興趣、讓學生在

生動活潑的氣氛中，逐漸擁有可行的建構經驗。是故，有志一

同的教育工作者，可參酌此套教材的架構與模式，繼續發展出

一系列更完美而可供長期教學用的建構教學設計，除可運用於

時間有限的現行數學教學型態外，並可有效增進學生的問題解

決甚至獨立研究的能力。  
(三) 鼓勵教師參與有關「建構教學」方面的在職進修 

在建構的教學過程裏，教師的角色提供鷹架式的支持，以

協助學生發展出有意義的認知技巧，在整個交互教學過程中，

教師提供教學支持的時機和引導的內容是教學是否成功的的關

鍵 ( Applebee，1993；Fleer，1993 )。亦即交互教學過程是學習

和教學並重，此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技巧會影響到整體學習

效果。因此，未來教師培育列入「如何應用建構理念進行數學

教學」應有其意義和發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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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未來研究上的建議 
(一) 本次研究中的獨立研究學習活動之研究主題主要是為遊戲類。

由於不同的研究題材會影響學生們的合作模式，相對的，教師

的指導歷程也會因而有所改變。因此，未來可以針對「不同類

型的獨立研究題目」之指導來加以進行研究。 
(二) 本次研究的對象，在學生部分第一階段為臺北市立西湖國中

七、八年級學生各十五名，第二、三階段從此十五名學生中選

出七、八年級各二名。由於不同的研究對象也會影響教師指導

獨立研究的歷程，因此，未來可以針對「具有不同數學能力的

學生」之指導來加以進行研究。 
(三) 本次研究的研究者與獨立研究的指導者均為同一人，因此在整

個歷程觀察與分析上難免會加進個人的主觀因素。因此，未來

可以針對「研究者與獨立研究指導者不為同一人」來加以進行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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