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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章有四節，第一節討論問題解決的歷程與策略，第二節說明影響幾何解題的

因素，第三節分析幾何解題過程中應用動態幾何軟體所可能產生的影響，第四節說

明本研究觀察幾何解題歷程之模型架構。 

第一節  數學解題的歷程 

本節分成兩部分，第一部分回顧數學解題文獻，描述多位學者提出的解題模

型，並以此說明解題歷程中循環的特質，第二部分說明影響解題歷程的因素。 

一、解決歷程的循環特質 

問題解決是從起始狀態開始，排除障礙，最終邁向目標的歷程(鄭昭明，2006；

Mayer, 1992)。問題的產生是因為起始狀態與目標狀態產生衝突與差異(鄭昭明，

2006)，而解題就是從起始狀態出發，排除障礙，尋找一組達到目標的過程(Mayer, 

1992)。 

數學的問題解決簡稱為數學解題。數學解題的歷程是一個複雜的心智活動

(Goldin,1992)，大致可分成四個步驟(Polya, 1957；Glass & Holyoak, 1986；Carlson & 

Bloom, 2005)：理解問題、擬定計劃、執行計劃及回顧。其中理解問題階段可細分

為閱讀問題、分析問題與探索問題等三個子階段(Schoenfeld, 1985)。 

許多研究者指出數學解題的歷程並非是線性的，而是在猜測、證明與反駁中循

環進行，直到解題者所擁有的知識能夠用以解決問題為止(Lakatos, 1976；Mason et 

al., 1982；Carlson & Bloom, 2005；Nunokawa, 2005)。Mason 等人(1982)認為解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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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是進入(entry)問題、攻擊(attack)與回顧(review)的循環，解題者在過程中將面臨僵

局與驚喜經驗，需善用所擁有的知識與技能，在猜測、證明與反駁中循環前進，直

到解決問題為止。Carlson 與 Bloom(2005)認為解題過程中有四個步驟：定位、計

劃、執行及檢查，解題者在擬定解題計畫時要經歷猜測─檢驗─評估的小循環，在

整個經題過程中反覆經歷計畫─執行─檢查的大循環，直到問題得以解決為止。

Nunokawa(2005)認為解題歷程是解題者透過知識及各種技能逐步理解問題情境，排

除障礙的過程，過程中的初始階段，通常要喚起相關知識並依題意繪製草圖或閱讀

題目所附帶的圖形以理解問題，使用各種啟思法(heuristics)與推理技能以探索問題

情境(圖 2-1-1 之 1)，擬定解題計畫並執行之，在執行解題計畫時，會從中獲得有關

問題情境的訊息(圖 2-1-1 之 2)，如果沒有順利解題，則重新回頭尋找相關知識以探

索問題情境(圖 2-1-1 之 3)，如果解題者確認某些有用訊息，新訊息將和解題者原有

知識進行整合，以利於再次探索問題情境(圖 2-1-1 之 3’)，或以新的觀點或方法重

新喚起相關知識參與解題活動(圖 2-1-1 之 4)，直到解題者的知識能以例行性程序來

處理問題時，這個問題就不再是問題了(Schoenfeld, 1983)。 

 

 

 

 

 

 

 

 

圖 2-1-1：循環前進的解題歷程 (譯自 Nunokawa, 2005, p.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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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解題歷程的因素 

影響解題過程有諸多因素，可分成下列五個向度討論：解題資源、啟思法的使

用、監控行為、信念與情意的因素以及實務問題(Schoenfeld, 1985, 1992)。 

解題資源指的是解題者的認知結構，包括解題者所擁有的數學知識以及這些知

識儲存、連結與獲取的方式。數學知識包括非正式與直覺的數學知識、定義、定理

(數學事實)、例行性程序與數學領域中用以論述的規則知識(Schoenfeld, 1992, 

p.349)。在認知結構中，知識被分類儲存成數個類型(知識基模)，遇到問題時，解題

者將提取相關知識基模用以表徵問題(Anderson, 1990)，表徵問題的方式則有文字符

號、口語符號、圖象、實物操作及真實情境等方式(Lesh, Behr & Post, 1987)，即使

承載等價的資訊，表徵方式的不同將影響資訊處理的速度(Larkin & Simon, 1987；

Tabachbeck-Schijf & Simon, 1996)，因此表徵的適切性將影響解題過程與結果(Silver, 

1987)；在解題過程中，解題者亦需善用各種知識執行解題計畫並監控過程。 

解題者能否有效使用知識，將影響解題成效。Schoenfeld(1992)整理八十年代早

期解題文獻發現學者們將學生解題失敗的原因歸結於無法有效使用知識，認為：『不

是你知道什麼，而是何時, 如何及是否使用它(p.355)』。Lawson 及 Chinnappan(1994)

估算相關知識在解題過程的使用情況，發現僅有三分之一的相關知識，在解題過程

中被使用到。解題過程中，必須活化相關知識，理解問題，進入問題情境，擁有較

豐富基模的解題者，較能夠喚起相關知識，知識結構連結性強，能主動延伸更深層

資料，觸及問題結構，增加解譯向度。因此知識能否被有效利用，端看兩個原因：

一、擁有較豐富的知識基模，能觸發相關知識；二、知識基模連結性高且知識管理

能力較佳，能適當提取知識參與解題(Resnick & Ford, 1981； Chi, Hutchinson & 

Robin, 1989；Prawat,1989；Anderson, 1990；Schoenfeld, 1992；Lawson & Chinnappan, 

1994,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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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解題過程中，具有探索與發現功能的一般性原則稱為啟思法(Polya, 

1957)。在 Polya(1957)所著的《如何解題》(How to solve it)一書中介紹這個核心觀

點，他提供這些具有探索與發現功能的啟思法，是希望讀者能用之於發現問題的解

答，同時，應更進一步將這些幫助解題的一般性原則內化到個人思維，成為思考的

習慣。Polya 所介紹的啟思法有：畫個圖、變化問題、特殊化、類比、分解與合成、

逆向解題(working backward)等。啟思法是一般性的解題策略，有效應用啟思法對於

解題是有幫助的(Polya,1957；Schoenfeld, 1979)，以特殊化為例，在證明過程中，可

利用特例推翻命題；如果透過特例來審查命題而得到與命題一致的結果時，可以從

中得到某些解題的暗示。 

有別於啟思法，演算法(algorithm)指的是解題過程中特殊的解題策略，演算法

指的是一組特殊規則，如果在某些前提下使用這些規則，必定能解決問題(鄭昭明，

2006)。使用啟思法與執行演算法是解題過程主要的戰術行為(Schoenfeld, 1981)，解

題初期，以啟思法探索問題情境，變化問題，直到解題者的知識能夠排除起始狀態

與目標狀態之間的障礙時，便能夠以演算法來處理問題而順利解題。 

啟思法是有益於解題的，但解題過程中只靠啟思法是不夠的，還要加上監督與

控制等自我校正的行為(Schoenfeld, 1992)，解題者只注意過程的執行面向是不夠

的，還應注意執行前的計畫、過程中的監控以及執行後的評估 (Garofalo & 

Lester,1985)。監控是解題過程中的管理行為，也是後設認知的一部分(Garofalo & 

Lester, 1985；Schoenfeld, 1992)，後設認知可分成兩個獨立但卻相互關聯的兩個部

分：一、對認知現象的知識和信念，包括對於個人、任務與策略的知識和信念；二、

對認知活動的控制與調整，包括選擇合適的策略以理解問題及執行解題計畫、在思

路分岐時，選擇往那一個方向走、決定是否要放棄某一個解法、從某些放棄或失敗

的嘗試中，決定那些概念或策略還有剩餘價值可供後續使用以及監控啟思法的使用

與演算法的執行(Garofalo & Lester, 1985)。在遇到頓挫時，解題者若能有效管理解

題行為，能以不同方式探究相同資訊，而非立即重新找尋資訊，則多能展現解題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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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增加成功解題的機會(Taplin, 1995)。高解題成就者則展現更多毅力(Lawson & 

Chinnappan,1994)，五分鐘是一般學生解題時間的底限(Schoenfeld, 1992)，超過五分

鐘之後，多半放棄解題。 

數學解題過程中監控活動將影響認知資源及啟思法的使用，也會影響解題者對

於解題歷程的敏感性與執行的效率(Schoenfeld, 1985)。監控等後設思維所展現的具

體行動是解題過程中的一種趨力，不但影響過程中任何一個階段的認知行為，也和

非認知因素(如：信念與態度)有所關聯(Lester, 1994)。 

許多研究者從信念與情意面向探討解題歷程(McLeod, 1988, 1992；Schoenfeld, 

1992；Owens, Perry, Conroy, Geoghegan, & Howe, 1998)，情意面向的反應(affective 

response)可分成情緒與態度兩個次類別，情緒是解題過程中因為解題受阻(get stuck)

或頓悟(Aha experience)所產生的密集而短暫的正面或負面反應(Mason et al., 1982；

McLeod, 1988)而態度是長期且一致的反應(McLeod, 1988)。 

解題過程中所產生的正面與負面反應會對於解題歷程產生雪球效應(snowball 

effect)，可能造成解題的鼓舞或放棄(Owens et al., 1998)。解題初期的成功或解題頓

悟而產生的驚喜經驗將支持解題者進行更進一步的嘗試(Mason et al., 1982)；但對於

沒有經驗的解題者，會因解題受阻而放棄解題。事實上解題受阻是解題過程中的常

態，並非放棄的訊號(McLeod, 1988, p.138)，解題者應面對解題受阻的事實，重新

探索問題(Mason et al., 1982)。 

解題長期受挫的學生對於解題感到厭煩，產生消極與排斥的態度，以記憶或公

式得到答案之後，即不願意摸索任何可能答案，不論這些答案是多麼不合理(Wagner, 

Rachlin & Jensen, 1984，引自 MeLeod, 1992)。曾經從解題過程中得到樂趣的學生，

則願意參於解題活動，以解題為樂，更因此發展出個人的認知策略與偏好(Krutetskii, 

1976)。 

信念影響行動，某些信念對於解題有負面影響，例如：學生認為數學問題都只

有一個正確的答案；只有唯一方法來解任何數學題，而這個方法，通常是老師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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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方法或規則(Lampert, 1990，引自 Schoenfeld, 1992)。以「一題一解」的信念為

例，這樣的信念會對於解題行為產生影響，使得只有很少學生會反思以及從錯誤的

嘗試中學習，大多數學學生在解題失敗後均會回到起點，以一種完全不同的方式重

新另起爐灶，很少察覺到底他們原有的解法離解答有多近(Brady, 1991)。多數學生

抱持著素樸實驗主義(naïve empiricism)的信念(Schoenfeld, 1986)，而此信念響解題歷

程：以問題的表面特性來表徵問題，以嘗試錯誤方式解題，解題過程是「猜測與檢

驗」的迴路(guess-and-check loop)。他們不是以數學思維為主，並不期望了解數學，

只是希望把老師教的背起來，將它應用在解題上。 

從上述分析可知，為了要超越例行性問題的範圍，成功解題者必須具備較深的

數學知識與較強的推理能力，擁有監控與啟思策略知識並彈性使用，同時，有益於

解題的信念與態度(Stacy, 2005)。除此之外，情境脈絡與個人特質亦將會影響解題

表現。 

解決問題的方式是受限於情境脈絡的(Nunes, Schlieman & Carraher, 1993；

Jardak & Shalin, 2000，引自 Jardak, 2000)。Nunes 等人(1993)研究巴西街頭的小販，

發現其販賣椰子時所使用的計算方式和學校所使用的乘法不同，顯示解題問題的策

略將視問題情境而定，不同的情境下，將發展不同的解題策略；Jardak 與 Shalin(2000)

研究鉛管工人與學生在兩種不同的社會情境下的解題行為，發現鉛管工人的解題方

式較為具體實際，而學生則在過程中使用較多的符號與公式，符號與實體之間的轉

換頻率較高。 

解題者的個人特質亦影響解題表現，如：具場地獨立特質的解題者能從題目敘

述中抽出相關訊息，切重題旨，主動利用其內在的參考架構來重組訊息，賦予訊息

結構，增進訊息處理的效率並能以分析解題策略來因應問題空間的轉換因此數學成

就較好(楊坤原，1996)。如果需要處理大規模的問題，則必須要有與人溝通及共事

合作的能力(Stac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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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決的歷程是一個複雜的心智活動(Goldin, 1992)，解題者需應用知識與各

種技能將題目中的語意進行轉換以形成合適的問題表徵，建立解題的目標與次目標

的建立，應用各種啟思法與輔助工具(如：符號)探索問題情境，對於問題情境進行

深層理解，等到解題者的知識能夠排除已知條件與目標間的障礙時，即可以演算法

處理問題。同時，解題者要監督推演的正確性，評估策略的適當性，而解題是一個

反複循環的過程，解題者需要面臨僵局與頓悟的考驗，並且展現毅力。完形心理學

派主張把問題情境看成是一個整體，而解題任務則是理解問題情境裡部分與部分之

間的關係，然後重新知覺部分與部分的關係，如此可增加問題解決的機會(鄭昭明，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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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影響幾何解題的因素 

回顧幾何解題文獻(Lawson & Chinnappan, 1994, 2000；Nunokawa, 1994, 1997, 

2004)，幾何解題歷程亦需反複經歷理解問題、擬定計畫、執行計畫與回顧四個階

段，在幾何解題初始階段，解題者需要將題目中語意敘述轉換成圖，透過草圖呈現

題目中所涉及的幾何概念與配置關係(Nunokawa, 1994；Cheng, 1996)，因此需要更

多的視覺思考與推理技能以探索問題情境。在幾何解題過程中，需要喚起相關幾何

知識，然而，幾何知識有圖形與概念的雙重面向，圖形與影像部分能指引解題的思

考方向，而概念與概念所形成的邏輯結構則和推理過程的形式與嚴密性有關

(Fischbein, 1993)。而草圖在解題過程中有重要的功能：能夠減少解題時的認知負

荷、觸發解題時所需的相關知識、輔助組織解題資訊及促進問題情境的理解(請見

本節討論)，所繪製的草圖將隨著解題者對問題情境結構的逐步理解，而隨之改變，

在 Nunokawa(1994)的研究中，解題者一共畫了十九個圖之後，才順利解出題目，這

顯示草圖的演變過程即呈現解題歷程。因此，將在本節中詳細說明幾何知識、視覺

思考與推理技能及草圖對於幾何解題的影響。 

 

一、幾何知識對於幾何解題的影響 

幾何解題的知識可分成三類(Greeno, 1980)：第一類是用以幾何推論的定義、公

設、性質、定理與規則；第二類是用以辨認相關幾何形體視覺模式(visual patterns)

的知覺概念(perceptual concept)，第三類是用以建構證明時作為建立目標與計畫時的

策略原則(strategic principles)。而這些知識至少都可從空間視覺與圖象的面向及邏輯

與概念的面向來探索(Hershkowitz et al., 1990)，圖形與概念的共生現象(symbi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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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幾何知識特殊之處，幾何知識中圖形與影像的部分能指引思考方向，而概念與概

念所形成的邏輯結構則和推理過程的形式與嚴密性有關(Fischbein, 1993)。 

幾何定義常常是幾何推論確證的依據之一(Fischbein, 1993)，然而，幾何定義是

多重的(De Villiers, 1994；De Villiers, 2004；Linchevsky, Vinner & Karsenty, 1992)，

即有數個正確而同時並存的定義可供推理使用。以正方形為例，至少有兩個定義：

一、四邊等長且四角相等的四邊形；二、對角線等長、相互平分且垂直的四邊形。

學生傾向在解題過程中使用操作容易且具演繹簡約性(deductive-economical)的定義

(De Villiers, 2004, p.720)，不同定義喚起不同的知識，形成不同的表徵，則產生不同

的解題歷程，採取另有定義可能產生新的結果(De Villiers, 1994)。 

幾 何 學 中 的 概 念 通 常 伴 隨 著 圖 形 (Fischbein, 1993)與 心 象 (Vinner & Tall, 

1991)，Fischbein(1993)稱之為圖象概念 (figural concept)，圖象特質有助於形成心象

(Presmeg, 1986)，能指引解題的思考方向；而概念與概念所形成的邏輯結構則和推

理過程的形式與嚴密性有關(Fischbein, 1993)。幾何學中的圖像雖然可由實體觸發而

辨認出，但有別於實驗科學，幾何學中圖形和真實世界之間並不存在對應實體，它

是受制於定義與概念的影像，如果僅是以視覺的觀點對於圖像部分進行解譯，而忽

略從定義、公設與定理層面進行檢驗或推理，則可能產生錯誤(Fischbein, 1993；Duval, 

1998)。 

除了僅進行視覺直觀推論而忽略形式推理的嚴密性之外，學生無法完成幾何證

明，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則是缺乏有關證明的知識(Weber, 2001)。幾何解題的策略知

識可細分成三類(Weber, 2001)：一、專業領域中特效證明技巧的知識；二、證明特

殊定理或議題所需要的重要事實與定理；三、何時能使用與不該使用符號操作的策

略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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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視覺思考與推理技能對於解題的影響 

從 van Hiele(1986)的幾何思考層次理論與 Duval (1998)的幾何認知過程來看，

視覺(visualization)是幾何思考最基礎的層次，也是誘發推理初始過程，因此本節介

紹視覺思考與推理技能，目的在於探討視覺思考與推理技能在幾何解題過程中如何

處理與應用各種和圖形有關的視覺資訊。本節將回顧 van Hiele 的幾何思考層次理

論與 Duval 的幾何認知過程以及從 Duval 的幾何認知過程說明讀圖過程，以探討視

覺思考與幾何解題的關係。 

（一）Van Hiele 的幾何思考層次理論 

Van Hiele 的幾何思考層次理論是由荷蘭的數學教育學家 Dina van Hiele- Geldof

和她的丈夫 Pierre Marie van Hiele 在 1959 年提出。他們將學生在幾何概念學習上的

發展層次分為：視覺層次、分析層次、非形式演繹層次、演繹層次以及嚴密系統(Rigor)

等五個層次(Hoffer, 1981; van Hiele, 1986)，依序由視覺辨識的基本層次發展至高層

次的嚴密邏輯推理系統。各層次如下所述(整理自 Hoffer, 1981; Clement & Basttita, 

1992)： 

1. 視覺(Visualization)：學生根據外觀，辨認並操作各種形狀的圖形及幾何構

圖。學生將幾何概念視為整體的物件，不能明確確認圖形的性質； 

2. 分析(Analysis)：學生能根據圖形的組成要素及這些要素間的關係分析圖

形，並能使用術語描述之，能依據操作經驗來建立某類圖形的特性，並用

這些特性解決問題，但無法理解圖形類別或性質間的關係； 

3. 非形式演繹╱抽象(Informal Deduction/Abstract)：學生能形成並使用定義，

能夠接受定義的等價形式，能夠透過簡短的演繹推理將圖形的性質進行邏

輯排序，並能理解圖形之間的關係(如：類別包含關係)，但是不能掌握公

理化演繹的意義(如：不瞭解定義及基本假設的需要)，不能區分命題與逆

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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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演繹(Deduction)：學生能在公設系統下以建立定理以及定理網絡間的相互

關係，能理解演繹的重要性，並能理解公設、定理與證明的角色，學生確

信幾何定理或是結論需要經由正式的邏輯推演而建立； 

5. 嚴密系統(Rigor)：學生在不同的公設系統下嚴謹地建立定理並且分析、比

較這些系統。學生能將幾何抽象出來，因此幾何在此階段是被視為抽象的。 

從 van Hiele(1986)的幾何思考層次理論可知幾何認知發展過程是從具體到抽象

的、整體到部分、直觀到嚴密，其顯示幾何思考發展層次是有次序性與階層性的，

必須精熟低階的基本能力之後，才能發展至更高階層的思考。解題者的幾何思考層

次影響幾何解題與證明表現，視覺層次的學生將圖形視為一個整體，無法以分析思

維看待圖形的個別部分(Yerushalmy & Chazan, 1990, p.201)，解題表現將受影響；在

van Hiele 幾何認知階段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學生不會懷疑實驗觀察的效力，他們

認為所有事實都呈現在眼前，直接和事實接觸，比證明更令人信服(De Villiers, 

2004)。 

（二）Duval 的幾何認知過程 

Duval(1998)將幾何認知過程分成三個階段，分別是：視覺(visualization)過程、

構圖(construction)過程及推理(reasoning)過程，這三個過程可分開操作卻緊密連結，

相互支援。分述如下： 

1.  視覺過程 

對於圖形表徵的認知，包括單純表象圖形(線條與形狀的組織體)的辨認、幾何

意義(平行、垂直、等距、等積、共圓等)的洞察，或是根據文字敘述所進行的圖形

再現，即本文中所述「草圖的繪製」，都必須先經過這個過程。 

當圖形呈現在眼前時，即喚起知覺性瞭解(perceptual apprehension)，先確立形

體的維度(dimension)，須判斷形體是 2D 圖形還是 3D 物體在 2D 上的呈像，必要時

需改變維度(dimension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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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圖形的維度確立之後，要更進一步理解圖形組織的原則，透過操弄性瞭解

(operative apprehension)的方式以不同方式更改圖形以獲得解題靈感，理解圖像帶給

視覺者可能的暗示，變更圖形的方式可為：(1)分解組合圖形(張景中，1996)；(2)

放大縮小圖形；(3)平移旋轉圖形等，這三種方式可在心靈中操作，也可實際地變動

它。當區分和辨識出圖形與子圖形之間的關係時，可從中思考可能的解題方式。例

如：圖 2-2-1 之圖甲為平行四邊形 ABCD，E,F 為邊上中點，則圖甲至少有兩種不

同的子圖 A 與子圖 B(Duval, 1998, p.41)。 

 

 

 

 

 

圖 2-2-2：圖與子圖之間的關係(引自 Duval, 1998, p.41) 

每個子圖形都被錨定在某些特定陳述上，例如：圖 2-2-2 之子圖 A 為三角形，

子圖 B 為平行四邊形，則三角形與平行四邊形即為錨定於子圖 A 及子圖 B 的陳述。

當解題過程中發現某個子圖可能更有益於解題，則需改變注意焦點，進行圖形改變

(figural change)，如將子圖 A 改變至子圖 B，則錨定的陳述與概念亦隨之改變

(anchorage change)，解題者利用各種論證的方式對於錨定的合適性進行反複辯証，

直到問題解決為止。 

2.  構圖過程 

當我們在構圖過程或是描述該圖形的結構時必須理解圖形的結構(構成方式)，

根據作圖工具對圖形再製過程中，通常有助於學生去發現圖形中的幾何意義以及其

中涉及的原理及關係。在構圖過程中，圖形的不同單位元件則會依序的浮現，更能

夠認清圖形與子圖形間的關係。 

圖甲 A子圖 子圖B 

A

F

E

B C

D



 21

3.  推理過程 

俗語說的：眼見為憑，「眼見」指的是「知覺性瞭解」，但是必須接受「論述性

理解」才能為憑。幾何概念必須起源於知覺性的瞭解，即對圖形之命名與假設進行

瞭解，但是在幾何表徵中，對於其幾何性質的辨認仍然必須建立在敘述的基礎上，

經過演繹的過程來決定這個幾何性質能否被接受，即是論述性理解。推理過程即是

進行論述過程，例如說明、證明等。論述性理解有兩個層次，一是自然論述過程，

即使用一般用語進行描繪、解釋與論證；二是理論論述過程，即透過演繹法進行理

論論述(Duval, 1998, p.45)。 

視覺、構圖與推理三個認知過程是相互支援的，如果解題者只憑視覺結果而沒

有以定義、公設與定理進行推理，則容易導致錯誤(Presmeg, 1986；Fischbein, 1993)；

解題者能透過圖形局部再製過程中(構圖)，發現相關的原理與關係，新訊息的產生

將促使後續的視覺與推理活動，直到從圖中所獲得的訊息能夠解決問題為止。 

（三）讀圖的過程 

從圖中獲取並解譯訊息的過程稱為讀圖 (Friel, Curcio & Bright, 2001；Shah & 

Hoeffner, 2002；Roth & Bowen 2003)，Duval(1998)幾何認知過程即是解題者讀圖的

過程：解題者啟動視覺機制之後，從圖形所帶來的暗示中，區別與辨認圖形與子圖

形之關係，從對於圖形(局部)再製過程中(重新畫圖)，發現其中的幾何意義及牽涉

的原理與關係，透過操弄理解圖形組織原則及論述確認之，從讀圖過程中所得到的

資訊將應用於解題，直到已知條件與目標之間的障礙得以排除為止。有充分操弄圖

形的經驗才有可能發展出圖形論證能力(Duval, 2002)。 

每一個圖形都有一組可供理解與解譯的四元參數關係：內容、符號、情境脈絡

與規則(Roth & Bowen, 2003)，讀圖過程即是對於圖形找到一組合適的解譯參數，並

應用於相關情境中，如：解題。以圖 2-2-3.為例，先將圖中的圖象資訊進行解譯(Bishop, 

1989)：該圖形是由六條線以及四個英文字母等符號所組成，六條線中的三條線構

成一個三角形，另外三條線則是內部一點 P 與三個頂點所連成的線段，四個英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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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

B
C

母則用於三角形與內部點的命名；尤其是 P 點位置，呈現特定的數學內容、概念脈

絡與規則，因此讀圖者需要將非圖象資訊轉換成圖象資訊(Bishop, 1989)，必須針對

P 點不同的特殊性，提取不同資訊並進行判讀。若 P 的位置正好使得 PA、PB 和 PC

三條線段相等，則 P 點有特殊命名(外心)，有固定作圖方法可以獲得，有許多數學

事實和這個圖形有關：如 P 點是過 A,B,C 三點的圓心。若 P 的位置正好使得 APB△ 、

BPC△ 和 CPA△ 面積相等，則 P 點可能顯示出其他命名、作圖與數學概念，圖形

內容將錨定於相關的概念脈絡(Duval, 1998)。讀圖者缺乏對特定表徵、規約與情境

脈絡的理解或是無法彈性解譯時，將無法從圖中獲取有用的解題資訊，必須要重新

尋找有用的解譯四元參數(框架)。 

 

 

 

 

 

圖 2-2-3.圖的內容、符號、情境脈絡與規則之範例 

 

有些研究指出文字與圖象的思考是個人的偏好(Krutetskii, 1976；Clement, 1982a, 

1982b；Bishop, 1989)，如 Krutetskii(1976)研究指出在解題時使用視覺支援(如：畫

圖或從思考幾何意義等)是個人的偏好與傾向，並將參與研究的資優生分成三種數

學資優能力：1.以語文─邏輯成分為主的解析(analytic)型；2.以視覺─圖象成分為主

的幾何(geometric)型；3.平衡使用語文邏輯與視覺圖象成分的調和(harmonic)型。

Clement(1982a, 1982b)將學習者個人特質分成三種：視覺型(visualizers)、語文型

(verbalizers)與混合型(mixers)，混合型指的沒有傾向視覺或語文任何一方的人，而

混合型的出現意謂著分類的困難度(Zazkis, Dubinsky & Dautermann,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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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中獲取資訊的過程是反複辯証的且視覺與邏輯推理過程應相互呼應

(Bishop, 1989；Zazkis et al.,1996；Duval, 1998；Roth & Bowen,2003)。Bishop(1989)

認為讀圖過程即是在解讀圖象資訊過程(interpretting figural information，IFI)：即將

圖象資訊轉換成為非圖象資訊的過程與視覺處理過程(visual processing，VP)：將非

圖象資訊轉換成為圖象資訊的過程之間反複變化與轉換，直到解決問題為止。Zazkis, 

Dubinsky 及  Dautermann(1996) 提 出 視 覺 ─ 解 析 模 式 ， 即 強 調 視 覺 思 維

(V1,V2,V3,V4,V5,)與解析思維(A1,A2,A3,A4,A5,)是交錯發生的(如圖 2-2-4)，為了增進

數學概念的理解，必須同時呈現與整合視覺與解析思維(Presmeg, 1992)。在初期，

視覺與解析思維還可以被觀察者區分，越至後期(至三角形頂端)，則越難以區分。

Duval(1998)認為讀圖過程即是在視覺、構圖與推理三個相互支援的認知過程中，反

複循環前進，直到從圖中獲得的訊息能夠解決問題為止。Roth & Bowen(2003)認為

讀圖過程重複進行兩個重要部份：結構化與解譯(Roth & Bowen, 2003, p. 239)，結構

化的目的在於找尋一組適合解譯的四元參數組，在找尋合適的四元參數失敗或是先

前所顯露的符號、內容與推論和個人現存的認知相衝突時，讀圖者會反複結構化的

動作，回頭找尋具有意義的新元素，直到四元參數能夠合理解譯為止。 

 

 

 

 

圖 2-2-4：視覺／分析模式(引自 Zazkis, Dubinsky 及 Dautermann, 1996, p.447) 
V1,V2,V3,V4,V5 指的是視覺(visual)思維，A1,A2,A3,A4,A5 指的是解析(analytic)思維 

 

許多學生無法順利解幾何問題，即是因為思考僵化(Hoz, 1981)，無法從圖形中

提取更深入的解題資訊而導致解題失敗(Presmeg, 1986)。因此嘗試各種可能的變化

(Polya,1957；Bishop, 1989)，保持解譯的彈性(Roth & Bowen, 2003)，將有助於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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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解 譯 。 以 Polya(1957) 的 想 法 為 例 ， 解 題 時 應 該 不 斷 變 化 問 題 (variation of 

problem)，輪流考慮各方面，嘗試不同的組合。經常對問題作各種修改，必須一再

地改變它，重新敘述它，直到最後成功地找到某些有用的東西(Polya, 1957, p.171)。

變化問題可能是元素的分解與重新組合，可能是代數形式的變化：設未知數或進行

等價化簡等，也可能是幾何形式的變化：圖形增補或切割(Yerushalmy & Chazan, 

1990)，更可能是解題觀點的變化：特殊化、一般化等。透過不斷地變化，重新組

織新資訊，才能在頓挫中燃起幫助解題的新火花(Mason et al., 1982)。在轉移注目焦

點的同時也會改變思考方向，思路就不會受困於複雜圖形中，便容易跳躍出來(鄭

昭明，2006)。 

以阿貝爾公式的證明為例： 

44321433213221211

44332211

)())(())(()( baaaabbaaabbaabba
babababa

++++−+++−++−=
+++

 

(張景中及曹培生，1996, p.23)  

如果透過觀點轉換：將符號換成圖形，則能產生新的解題契機。等式的成立是

針對同一個圖形進行兩次不同方式的切割，第一次直的看(如圖 2-2-4)，第二次是橫

著看(如圖 2-2-5)，最後再將圖形切割的結果轉譯成符號，即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圖 2-2-5：以改變知覺方式證明阿貝爾公式(一) (引自張景中、曹培生，1996，p.22) 

1b

1a 2a 3a 4a

2b

3b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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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b b−

1a 2a 3a 4a

2 3b b−

3 4b b−

4b

圖 2-2-6：以改變知覺方式證明阿貝爾公式(二) (引自張景中、曹培生，1996，p.23) 

 

重新畫圖是幾何解題重要的啟思法之一(Polya,1957；Yerushalmy & Chazan, 

1990；Lawson & Chinnappan,1994)，也能夠使得解題者在讀圖過程中更容易找尋合

適解譯的四元參數(Roth & Bowen, 2003)，圖的簡約性─只列重點，維持視覺清晰，

避免連結不相關資訊，使得表徵與解釋更具威力(Lowe, 1994)，在讀圖嘗試失敗之

後，舊的資訊陳列在圖形上，如果不以重新畫圖或是擦去這些舊資訊，解題者可能

無法迅速從這個受到干擾的圖中提取新的訊息，或可能因此連結錯誤訊息而導致解

題失敗(Presmeg, 1986)。 

Polya(1962)以對話(解題者和心中的對話)方式提供一個解題實例，為了符合本

文理論框架：說明視覺與分析思維交互使用時，解題者所繪之草圖變化以及牽動的

視覺策略、啟思策略與反思行為的改變，作者稍作修改，以表 2-2-1 呈現解題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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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視覺分析策略與後設思維的交互使用(整理自 Polya, 1962, p.283-286) 

問

題 
如果半徑相等的三個圓經過一點，試証過另外三個交點的圓的半徑和前面三個圓

的半徑相等 

分

析

過

程 

圖形的變化 視覺策略 啟思策略 反思行為 

畫圖，引入符號：

三個圓 k、l、m 有

相同半徑 r，經過

同一點 O，A、B、

C 為兩兩交點。 

 

重新敘述： 

什麼是圓呢？

圓上各點到圓

心距離相同。 

執行： 

畫出圓心，並

將圓心與圓周

上的點連起來 

評估： 

畫圖之後。感

覺好像還缺少

什麼，有些重

要的東西好像

沒 有 考 慮 進

去。 

 

 

難以實施視覺策

略除非重新畫圖 

 

分析題意： 

圖中線條太多

太亂。有直線

又有弧線，使

我們很難一眼

看清圖形。 

評估： 

能不能重新找

出另一個有利

於解題的圖形

呢？ 

 

 

重新畫圖： 

讓整個圖形是由

等長線段所組成。

發現新資訊： 

等長線段中形成

有多組菱形。 

提取知識： 

菱形有什麼性

質？  

形成新問題： 

九條線段都等

於 r，可能存在

E，使得 EA= 
EB=EC=r? 

評估： 

菱形性質對於

解題有用嗎？ 

回顧： 

這個圖形使我

們想起某些熟

悉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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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續）：視覺分析策略與後設思維的交互使用(整理自 Polya, 1962, p.283-286) 

分

析

過

程 

圖形的變化 視覺策略 分析策略 後設思維 

 

維度改變 

這是一個正立

方體 12 條稜的

投影圖。 

 

這 3 條長度為 r
的線段是從看不

見的第 8 個頂點

(如圖中的 E)所

作出的。 

 

回顧 

把 圖 看 成 是

正 立 方 體 的

投 影 就 更 清

楚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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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草圖對於幾何解題的影響 

幾何學是數學中用到視覺符號最多的領域(Skemp,1987)，許多解題文獻常建議

解題者『畫個圖』以瞭解題意，畫個圖是幾何解題中重要的啟思法之一(Polya, 1957；

Schoenfeld, 1979, 1980；Mason et al.,1982；Nunokawa, 1994, 2004)，不管是解題者

在解題時自行繪製的草圖，或是題目所給的附圖，在解題過程中均扮演重要的角

色，Parzysz(1991, p.591)更直言：有效的解題方式即是和圖形進行沒有耗損或扭曲

的訊息交流。草圖是解題者反應問題情境的外在表徵，亦是研究者理解受測者解題

歷程的主要資料之一(Nunokawa, 1994, 2004)，解題活動中繪製草圖至少有下列四種

功能：一、減少解題時的認知負荷；二、觸發解題時所需的相關知識；三、促進問

題情境的理解；四、輔助組織解題資訊。分別論述之： 

 

(一) 減少解題時的認知負荷 

幾何問題多以文字敘述題意，畫圖的目的在於轉換成比較容易處理的表徵

(Carney & Levin, 2002)；Larkin 與 Simon(1987)指出和資訊等量的序列表徵相較之

下，圖對於解題更有效率，原因是圖象資料展佈於平面，每個元素都可任意相互連

結；而文句資料是以序列的方式呈現，每個元素間僅和相鄰元素相連結。 

畫圖另一個目的是具體化問題(Nickerson, Perkin & Smith, 1985；Markovits, 

1986)，一旦圖形被畫出來時，解題者便能夠透過感官過程記住問題，同時，問題

的視覺表徵能夠使得某些沒有被注意到的部份關係更加明顯。尤其是需要逐步審查

題目中的細節時，無法單靠想像，Polya(1957)建議畫張圖，因為無法同時想像所有

細節，而且想像的細節可能會忘記，畫在紙上的細節可以保留，能省去重新回憶的

各種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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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觸發解題時所需要的相關知識 

圖有傳遞訊息的功能((Parzysz 1991)，幾何解題時常需要呈現題目中幾何物體

的配置關係(如：垂直、四點共圓)，而圖能夠呈現這層關係(Cheng, 1996)，有利於

同時掃描大部分的資訊(Parzysz, 1991)，圖形是一種輔助邏輯聯繫的工具(Polya, 

1957, p.84)，圖及符號和數學思維有密切的聯繫，它們的使用有助於思維，能觸發

解題時所需要的相關知識 (Polya, 1957, p.109)。 

每一個圖都有多種不同的情境脈絡，在每一條脈絡下，將觸發相關的知識，當

圖形改變時，就必須設定新的架構以理解新的情境脈絡，開啟新的解題途徑。需要

謹慎的是，幾何活動中雖然能由圖形或實體所引發的心象辨認出幾何物件與觸發相

關知識，不過還是要透過定義、概念與推理活動來確認(Fischbein, 1993)。 

 

(三) 促進問題情境的理解 

解題活動中，解題者所畫的草圖有雙重意義，畫圖能增進問題情境的理解，有

助解題 (Bishop, 1989)；同時，圖也是一面鏡子，草圖是其對於問題情境的外在表

徵(Nunokawa , 1994；Carney & Levin, 2002)，它反映了解題者對問題情境結構的理

解，透過逐步理解題意或是掌握題目中之關係後，解題者所繪的圖形便隨之逐漸改

變(Nunokawa, 1994, 1997, 2004)，因此，草圖成為研究者(教師)理解受測者(學生)解

題進程的工具。 

Nunokawa(1994)將草圖分成三類。第一類的圖是對問題結構的自然(naïve)反

應，顯示解題者在閱讀問題後將文字敘述直接轉譯成圖(如圖 2-2-7A)；第二類的圖

是解題者自行從題目中建立關係後所畫的圖，顯示解題的進展，解題者已經從問題

敘述中的等積關係自行推出平行關係(如圖 2-2-7B)；第三類的圖顯示解題者已經理

解問題情境並能推廣，將原來的五邊形看成『一組平行線間的兩個等積三角形』加

上『一個”帽子”』(如圖 2-2-7C)。解題者在解題時所畫的草圖，反應解題者對於問

題情境的理解，從結果來看，三個草圖幾乎一樣，應從原案與錄影帶中考察畫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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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B

方式及順序才能區辨。在他的研究中，解題者一共畫了十九個圖之後，才順利解出

題目。 

 

 

 

 

圖 2-2-7：草圖的分類(修改自 Nunokawa, 1994, p.35) 

 

(四) 輔助組織解題資訊 

解題受阻時，有必要重新理解問題 (Mason et al., 1982)，解題者必須再度從幾

何圖形中辨認出某些熟悉的特徵或資訊，當新的、可能有用的知識被活化並應用到

題目中，能對問題產生新的理解，進行重新建構，為了再次理解問題，必須分別考

慮每一個已知條件，然後把各部分重新統一起來，當作一個整體來考慮，力圖同時

看到問題所需要的各種聯繫 (Polya, 1957)。在此，圖扮演輔助組織資訊的角色，如

果沒有把圖畫在紙上，解題者幾乎不能分開處理與重組上述所有細節。 

解題受阻時，亦可考慮重組視界與增添輔助線 (Polya, 1957；Yerushalmy & 

Chazan, 1990)，重組視界與增加輔助線的目的在於對於原圖產生新的理解，辨認出

圖中各種元素之間一些尚未觀察到的關係。為了更好地組織問題，必須捨棄一些曾

一度被認為是與題目有關的東西 (Polya, 1957, p.296)。 

 

前述內容說明圖形對於幾何解題有正面的助益，但是，有可能因為某些原因使

得圖形無法在解題活動中發揮功能，可能的原因有三，說明如下：一、無法理解圖

的特殊性；二、受標準圖形的影響以致無法以各種觀點讀圖；三、圖的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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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法理解圖的特殊性 

圖包含社會與文化的規約 (Parzysz, 1991, p.586)，例如：美國國旗中星星與橫

條的數目有其歷史文化的意涵 (Moore & Dwyer, 1994, p.140)；某些專業領域(如:熱

力學)的圖之封閉曲線面積與循環的方向性有其專業領域上的特殊意涵(Cheng 

1996)，許多圖即使視覺特性相近，各有其獨特的概念脈絡。無法讀圖的原因是不

能理解圖中的特殊規約與情境脈絡 (Yerushalmy & Chazan, 1990；Roth & Bowen, 

2003)，圖形的視覺呈現應與解題者的心智模式相容 (Cheng, 1996)。 

在解題過程中，圖扮演聯繫邏輯的工作，啟發相關幾何知識與定理 (Polya, 

1957)，解題者需擁有足夠知識才能理解圖中的特殊規約與情境脈絡 (Yerushalmy & 

Chazan, 1990；Roth & Bowen, 2003)；專業知識用於理解圖中特殊規約與情境脈絡

以及解題者理解圖的內容之後，將喚起的知識應用於解題過程之中；圖的辨認並不

是解題成功的主要關鍵，解題成功的關鍵在於能否從圖中得到更多的啟發與應用

(Lawson & Chinnappan, 2000)，因此雖然部分學生能夠畫出正確圖形但無法進行視

覺及思路之間的連結，仍無法成功解題 (Presmeg, 1986)。 

 

(二)受標準圖形的影響以致無法以各種觀點讀圖 

標準圖形的心象容易導致幾何思考僵化與非標準圖形的辨認(Hoz, 1981；

Presmeg, 1986；Bishop, 1989；Yerushalmy & Chazan, 1990)；阻礙了對新圖形的瞭解

(Presmeg, 1992) ，甚至可能與不相同的因素相連結，提供錯誤資料(Presmeg, 1986)。 

常見標準圖形的心象有：角一定要有一條水平射線；直角三角形的直角一定要

在底邊；三角形的高必定要和底連在一起(Clement & Battista, 1992, p.422)，受到『三

角形的高必定要和底連在一起』標準圖形的心象影響為例，解題者不容易發覺出鈍

角三角形外部的高或是直角三角形斜邊上的高。 

無法以各種觀點讀圖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受到標準圖形的影響以致幾何思考僵

化與無法辨認非標準圖形(Hoz, 1981；Presmeg, 1986；Bishop, 1989；Yerushalm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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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zan, 1990)；有一部分原因是限於幾何思考的成熟度，例如：以 van-Hiele 幾何

發展層次看，視覺(Visualization)層次的學生將圖形視為一個整體，無法以分析的思

維看待圖形的個別部分(Yerushalmy & Chazan, 1990, p.201)。 

  

(三)圖的誤用 

研究顯示不成功的解題者所畫的草圖通常都是錯的 (Doishita et al., 1986, 引自

Nunokawa, 1994)，圖形能否被正確使用影響解題(Hembree, 1992)。圖的誤用有兩種

情況：一是誤將圖中不相關的資訊，甚至是錯誤資訊連結至正確資訊(Presmeg, 

1986；Yerushalmy & Chazan, 1990)或是由視覺或其他因素產生誤判(劉繕榜，2000)，

都可能導致解題錯誤；二是誤把圖形中未經證實的發現當做解題或證明的證據，推

導出錯誤的結論(Dvora & Dreyfus, 2004)。 

以著名的悖論為例：所有的三角形皆為等腰三角形(圖 2-2-8，引自凡異出版社，

1991，p.54)，即是巧妙地利用圖形上故意畫得不準確之處，而導致矛盾的結論。悖

論也可視為解題者誤把圖形中未經證實的發現當做解題或證明的證據，進而推導出

荒謬的結論。 

 

 

 
 

 
圖 2-2-8：悖論：三角形一定是等腰三角(修改自凡異出版社編, 1991, p.54) 

這個悖論的關鍵就在圖 2-2-8 中 O 點的位置，O 點是 ABC∠ 之內角平分線與 AB

之中垂線的交點，如果”真的”以尺規作圖或是幾何軟體重新畫圖，就不會得到這個

圖，事實上，這個交點並不會在三角形的內部，而會是在三角形的外部，這個不正

確的圖，導致荒謬的推論，使得某些解題者渾然不覺。這個例子提醒幾何解題的解

題者必須審慎使用圖形中所獲得的訊息，它必須經過定義、幾何概念與演繹邏輯的

仔細驗證(Fischbein,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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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動態幾何軟體與解題 

和幾何學習有關的軟體可分成三類(Glass & Deckert, 2001)：互動式幾何環境

(interactive geometry environments)、靜態作圖環境(static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s)

與以 Logo 為基礎的環境(Logo-based environments)。其中互動式幾何環境允許使用

者移動頂點或邊等成分，改變原來物件在螢幕上的形狀或位置，當這些物件改變

時，相關作圖、轉換或計算的結果也會在螢幕上自動更新，Cabri Geometry 與本研

究所使用的 GSP 即屬於這一類型的幾何軟體，在文獻上，常以動態軟體(dynamic 

software)(Santos-Trigo & Espinosa-Perez, 2002)或動態幾何(dynamic geometry)(De 

Villiers, 2004)稱之。不論互動式幾何環境、動態軟體或動態幾何，在本研究中，將

以動態幾何軟體統稱之。 

以動態幾何軟體 GSP 為例，使用者利用滑鼠點選螢幕上方的功能欄位中的指

令與左方的工具箱中的工具，繪製幾何圖形，並且能夠對於顯示指定幾何量的測量

與計算結果。螢幕左方的工具箱中有六個，最上方『箭號』(選取工具)箭號有指定

與選取功能，透過滑鼠操作能夠選定圖形；依序『點』(點工具箱)、『圓』(圓規工

具箱)與『線』(直尺工具箱)具有放置點、畫圓與連線的功能，後兩者具有圓規與尺

的功能；『A』(文字工具箱)具有賦予符號(annotation)；最後一個為一般工具箱，目

的在為加掛附屬程式所欲留的操作指令(圖 2-3-1)。螢幕上方的功能欄位有九個，其

中【作圖】、【變換】與【測量】功能與本研究的幾何作圖有關，【作圖】的功能包

括兩點間連線(線段、射線與直線)、中點作圖、角平分線作圖、垂直作圖、平行作

圖與圓的作圖等歐氏幾何中的基本作圖，還包括作出過三點的弧、標示區域的內部

點及軌跡作圖。【變換】的功能包括平移、旋轉、鏡射與縮放等幾何變換作圖，以

及迭代(iteration)功能圖。【測量】的功能包括長度、角度、面積與比例的計算與測

量，以及顯示座標、斜率與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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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GSP 執行視窗與主要功能展示 

       

除了作圖、計算與測量之外，拖曳(dragging)是動態幾何軟體中相當重要的功能

(Marrades & Gutierrez, 2000；Holzl, 2001；Mariotti, 2001；Leung, 2003；Lopea-Real 

& Leung, 2006；Sedig & Sumner, 2006)。不同的拖曳方式顯現不同的功能，如：漫

遊拖曳(wandering dragging)具有對比的功能，能顯示被拖曳物件是否滿足某些性質

(Arzarello et al., 1998)；無聲軌跡拖曳(dummy locus dragging)能夠找出在某些拖曳程

序下有效的軌跡位置，目的是為了一般化推廣 (Arzarello et al., 1998；Leung, 2003)；

拖曳檢驗(dragging test)常用以檢驗幾何性質，確認某些作圖中的元素關係，是否在

拖曳狀況下保持不變(Arzarello et al., 1998；Holzl, 2001；Lopea-Real & Leung, 2006)。 

解題者透過操作軟體所提供的指令與拖曳策略能和電腦展開對話與互動(Sedig 

& Sumner, 2006)，對話與互動過程中能提供解題與學習上的協助，動態幾何環境不

測量 

計算 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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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猜測與實驗工具(Balacheff & Kaput, 1996；De Villiers, 2004；Hadas et al., 

2000)，更是一個概念工具(conceptual tool)，能幫助學習者形成數學概念(Lopea-Real 

& Leung, 2006)，惟解題者應具備和視覺數學表徵有關的先備知識以及熟知系統所

提供的指令，才能順利對話與互動(Sedig & Sumner, 2006；Yerushalmy & Chazan, 

1990)。 

統整相關研究，詳述動態幾何軟體的功能與限制如下： 

一、動態幾何軟體的功能 

動態幾何軟體的功能有四點：(一)、提供動態探索情境結構之媒介，提供解題

時猜測與確認之平台；(二)、有助於正確表徵題意，提取解題資訊之平台；(三)、

理解困難的幾何概念，重現古典幾何的平台；(四)、增加情意上的支持與回饋。 

（一）提供動態探索情境結構之媒介，提供解題時猜測與確認之平台 

在 GSP 環境中引進座標，將代數與幾何做結合並進行動態模擬與測量，往往

有意想不到的發現(謝哲仁，2001)。動態幾何軟體 GSP 提供測量與計算角度、長度、

弧度、弧長與區域面積的結果，能確認圖形性質，進行探究、猜測與驗證(Santos-Trigo 

& Espinosa-Perez, 2002)。透過拖曳頂點、測量與計算，幾何性質變成了實驗場地中

可觀察的幾何現象，拖曳幫助解題者尋找性質、特例與反例，探索滿足問題條件的

可能位置並將此連結至猜測或檢驗(Holzl, 2001；Lopea-Real & Leung, 2006； 

Marrades & Gutierrez, 2000)，拖曳一個幾何物件能夠使得解題者檢驗對於整類屬性

猜測的不變性是否成立，可使得解題者相當容易且迅速得到確信(Hadas et al.,  

2000)，拖曳檢驗能夠檢驗幾何性質，確認某些作圖中的元素關係，是否在拖曳狀

況下保持不變(Holzl, 2001；Lopea-Real & Leung, 2006)，將拖曳、測量與計算結果

立即直接呈現在螢幕上，有助於解題或證明過程中的猜測與檢驗(Balacheff & Kaput, 

1996； De Villiers, 2004；Hadas et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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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態幾何環境中，透過提問，將觸發後續探索(Nunokawa & Fukuzawa, 2002)，

動態幾何環境中呈現某些特殊的幾何現象，引發解題者的疑問，在回應疑問中，可

能產生新的問題，因而繼續探索，找尋更多的解釋，在「提問─找解釋」的反覆過

程中，解題活動便進展開來。誠如上述研究中受測學生所說：「在解題過程中，剛

開始對於太多測量結果感到困擾，後來發現，只要量必要的部分即可 (Nunokawa & 

Fukuzawa, 2002, p.41)。」 

（二）有助於正確表徵題意，提取解題資訊之平台 

動態幾何軟體透過精確作圖，幫助學生理解數學命題，察覺命題的意義，發現

新的數學性質(Hanna, 2000)。透過軟體作出滿足題意的例子，有助於理解題目所呈

現的幾何關係(Hadas et al., 2000)。動態幾何軟體提供更換粗細、顏色的功能，有益

於視覺上的區辨，軟體所提供隱藏、剪貼與刪除物件的功能，使得不重要或不相關

的資訊暫時消失，避免干擾，均有利於透過操作以理解圖形各部分之間的關係

(Duval, 1998)；具有復原與重作的功能，能利於重畫與回顧(Polya,1957)；具有放大

物件的功能，能夠顯示出幾何物件結構的細節(Sedig & Sumner, 2006)，善用軟體所

提供多種視覺操弄的功能：換色、換粗細、剪貼、刪除、隱藏、復原、重做與放大

等功能夠使得作圖結果清晰且精要，使得表徵與解釋更具威力(Lowe, 1994)。 

（三）理解困難的幾何概念，重現古典幾何的平台  

在教學中使用動態幾何軟體能夠有效拓展數學理解(Hanna, 2000)，GSP 中有許

多功能鍵，能提供動態圖象的方式使得學生直接與物件互動，形成動態連結的內在

表徵而獲得「第一手經驗」的理解(左台益、蔡志仁，2001，p.26)。因此，教師在

GSP 的教學情境中如果能預留若干個操控點，讓學生觀察對應圖形變動的情況，以

詮釋抽象或動態的概念，則能幫助學生理解困難的幾何概念，重新探究數學定理創

造的過程(謝哲仁，2001)。如利用 GSP 的「痕跡」(trace)及「動作」(animate)等功

能鍵，便能在數學課堂上示範摺紙、剪紙等數學概念(謝哲仁，2001)。透過操作 GSP

的功能鍵，選擇圖形局部放大觀察(zoom in)、旋轉或是放大，這種特殊的示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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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教室中僅利用黑板進行靜態示範而無法達成的(左台益、梁勇能，2001；林保

平，1996；謝哲仁，2001，2002)。 

在動態幾何環境下，有助於動點軌跡問題的學習(Yerushalmy & Chazan, 1990；

Santos-Trigo & Espinosa- Perez, 2002)，以 Santos-Trigo 及 Espinosa- Perez(2002)為

例，研究指出動態幾何是一個觀察與探索數學關係的重要工具，尤其是軌跡問題，

缺乏動態軟體的協助下，學生很難想像與描述題目所談到的軌跡是什麼，但在動態

軟體的協助下，學生便很容易知道軌跡是什麼。左台益及蔡志仁(2001)利用 GSP 環

境具有動態、視覺與連結的特性，設計幾何學習模組，進行橢圓教學實驗。  

許多學者嘗試讓傳統歐氏幾何的定理能在動態幾何環境中重新詮釋或重新定

義，讓學習者能夠從在動態環境下學到傳統公設形式的歐氏幾何(林保平，2004；

謝哲仁，2001；De Villiers 2006；Lopez-Real & Leung, 2006)。De Villiers (2006)利

用 GSP 的工作環境，重新發現九點圓定理與尤拉線的結果，並將結果推廣至橢圓

的情況。林保平(2004)利用 GSP 環境探討延伸的歐氏平面(extended Euclidean plane)

上兩圓在外離、外切、相交於兩點、內切、內離等五種狀況的公切圓之圓心軌跡；

學習者透過滑鼠拖曳與按鈕操作，可觀察到各類幾何關係的視覺變化及退化情況，

整體理解兩圓與其公切線、公切圓的關係。 

（四）增加情意上的支持與回饋 

動態幾何軟體 GSP 不僅提供精確的幾何作圖，並且能夠紀錄作圖過程，能提

供師生教學互動、適時回饋的機會，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動機(林保平，1996)。

透過拖曳能讓學生在數秒鐘中能夠看到數個必要的例子且提供視覺回饋，是傳統紙

筆教學無法達到的效果(Dixon,1997；Marrades & Gutierrez, 2000)。利用動態幾何軟

體探索問題，開啟學生探究動機與好奇心，對於「一個簡單作圖所產生各種可能的

圖形竟然需要花整節課來檢驗」而感到驚訝(Santos-Trigo & Espinosa-Perez,2002, 

p.47)。新點子的創發常伴隨正面情緒，解題受阻的負面情緒可能導致學生心煩或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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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Owens et al., 1998)；動態幾何軟體對於猜測有正面的回應時，對於解題是一個鼓

舞。 

二、動態幾何軟體的限制 

雖然動態幾何軟體能夠幫助學生聚集論點，透過檢證(justification)賦予合理地

位，但研究也指出透過動態幾何軟體進行幾何學習與解題可能對於證明的書寫產生

排擠的效果，而缺乏嚴格的證明 (De Villiers, 2004；Galindo, 1997；Glass, & Deckert, 

2001；Hadas et al., 2000；Laborde, 2000；Lange, 2002；Pandiscio, 2002)，原因有四：

學生認為呈現事實就是證明、動態幾何軟體直接提供答案，沒有證明的必要、學生

的先備知識不足無法證明以及其他心智活動排擠證明。 

（一）學生認為呈現事實就是證明 

如果學生接受數個例子即是證明(multiple examples as proof)，操作完軟體之後

所得到的回饋，即是最終答案，則沒有發展形式證明的動機(Galindo, 1997；Glass & 

Deckert, 2001；Pandiscio, 2002)。原因可能是幾何思考並未成熟所致，De Villiers(2004)

指出在 van Hiele 幾何認知階段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學生不會懷疑實驗觀察的效

力，他們覺得証明「那些明顯的事」是沒有意義的(proving the obvious)，因為所有

事實都呈現在眼前，直接和事實接觸，比證明更令人信服，學生此時所體驗的証明

僅是嘗試結果的驗證。呈現事實就是證明的想法不僅影響中學生，也可能影響教

師，以 Pandiscio(2002)的研究為例，他針對四位職前教師在 GSP 的環境下進行幾何

解題的研究中發現，動態幾何軟體對於幾何證明的價值產生兩難的張力，一方面他

們認為證明是幾何課程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雖然他們亦同意『再多

的例子也不能取代證明』，但從互動式軟體所提供的許多精確、快速的例子，相較

之下，過去教學中所談到的(兩欄式)證明就顯得那麼不重要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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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態幾何軟體直接提供答案 

動態幾何軟體能夠幫助學生形成心象，但反而使得學生跳過演繹推理的過程，

直接得到結論(Mason, 1991, 引自 Hanna, 2000)，利用軟體解題者雖能輕易看出數學

性質，但可能因此扼殺證明的需求或是發展證明的學習機會(Laborde, 2000)。以

Hanna(1995)的觀點來看，動態幾何軟體直接呈現測量與計算的結果，只解決了”什

麼是對的”(what is true?)的問題，並沒有解釋”為什麼它對”(why it is true?)，對於理

解問題助益可能不大。 

（三）先備知識不足無法證明 

動態幾何軟體雖然能幫助學生確認圖形的各種性質，不過，需要具備相關的先

備知識，才能夠證明或解釋這些性質(Santos-Trigo & Espinosa-Perez, 2002；Sedig & 

Sumner, 2006)。例如在 Santos-Trigo 及 Espinosa-Perez(2002)的例子中，有學生表示

看到的軌跡是橢圓，但說不出來為何是橢圓，他們建議教師應連結學生過去經驗以

妥善使用動態幾何軟體，在教學時應提醒學生注意和軟體互動後產生的各種特殊行

為(如：不變性)，並要求更進一步的解釋或證明。 

（四）心智活動的排擠 

學生專心利用動態幾何軟體進行觀察與發現時，無暇他顧，因此排擠書寫證明

的活動，Lange(2002)認為：「如果學生正致力於找尋和他們觀察有關的解答時，他

們如何能被寄望寫出定理的猜測？(p.337)」。因此 Lange(2002)提醒幾何教師利用動

態幾何軟體進行教學時，應將觀察、猜測與證明等三個重要成分連結起來，應繼續

發展將動態幾何軟體融入教室的教學活動，幫助學生學習推理與寫下猜測，如同數

學家所做所為一樣。 

動態幾何軟體除無法協助學生產生嚴格證明之外，其效能還受限於解題者對工

具的熟悉程度，而且對專家而言此工具有可能是解題的阻礙。操作不熟練的解題者

將耗費更多心神在操作動態軟體的動作技能上，對於解題思考造成某種程度的排

擠，因此本研究的受測者必須具備操作的熟練度，才能避免這個問題。專家表徵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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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方式與生手不同，透過特有的專家知識，可以不需要經過表徵問題的階段，直

接執行解題計畫，因此工具對專家而言，可能是解題上的阻礙。 

三、結語 

從上述文獻中得知，動態幾何軟體具有迅速與精確作圖的功能，提供隱藏、剪

貼、換粗細、換色、放大等功能維持視覺清晰可辨的特質，利於形成表徵與解釋，

提供拖曳、測量與計算的功能，能對於解題或證明過程中的猜測進行立即檢驗，具

有輔助解題的功能；動態幾何軟體能以動態的外在表徵，詮釋抽象或動態的概念，

是現代教學與學習中的新工具；惟對於形式推理與證明結果的書面表達，可能有排

擠的效果，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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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幾何解題歷程之要素：表徵、策略與反思 

依據第一及第二節文獻所述，解題歷程是解題者試圖理解問題情境的過程，主

要包括表徵的形成與轉換、解題策略的產生與執行以及對於前兩者的反思，解題者

不斷在表徵、執行與反思的循環中理解問題情境，直到解題者所擁有的知識技能足

以解決問題為止，此歷程如圖 2-4-1 及圖 2-4-2 所示。 

 

 

 

 

 

 

圖 2-4- 1：本研究觀察解題者解題歷程之架構模型 

 

 

 

 

 

 

 

圖 2-4- 2：解題歷程：解題者利用各種能力與操弄理解問題情境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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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題初期，解題者對於問題情境的理解和問題情境本身是不一致的，具備各

種能力的解題者將透過各種嘗試與操弄，逐步理解問題情境，在圖 2-4-2 中，解題

者的理解所代表的圓會逐步變形且接近問題情境本身所代表的圓，當兩個圓合而為

一時，即表示兩者之間不再有差異，問題已被解決。過程中，解題者需要具備幾何

知識及相關過程技能，包括 Schoenfeld (1992)所談到的解題資源及 Greeno(1980)所

指的幾何理論、規則、知覺概念及策略原則，在紙、筆、尺規或電腦軟體等工具協

助下，運用各種啟思法及解題策略，使用空間視覺能力以解讀圖象資訊並及對圖象

進行各種視覺操弄(Duval, 1998)，不斷改變知覺，尋找合適的問題表徵以便理解問

題情境，執行各種檢驗，在透過猜測、反駁與證明的過程，對於問題情境進行結構

性的理解，同時運用後設思維監控過程，以維持執行過程的正確與合理，針對檢驗

與操弄之後的結果，進行評估並進行次一回合的循環『表徵─策略─反思』，直到

問題解決為止。 

解題者透過繪製草圖以理解幾何問題情境，逐步理解題意或是掌握題目中之重

要關係後，將對草圖進行增刪，以符合問題情境(Nunokawa,1994, 1997, 2004)。純粹

以紙筆解幾何問題時，只能在紙上操弄圖形，紙成為記錄表徵與解題過程的工具，

同時是檢驗與實驗猜想的場所，為了避免視覺上的干擾，解題者需要不斷重新畫圖

(Nunokawa, 1994, 1997；Polya, 1957, 1962)；當動態幾何軟體成為幾何解題時的輔

助工具，對於理解問題的方式、圖形操弄與過程檢驗等方面將產生影響，本章第三

節文獻中顯示動態幾何軟體在解題時可能造成的雙刃效應。 

動態幾何軟體能精確作圖，有助於表徵問題，避免圖形不夠精確造成無法提取

解題資訊的缺憾，同時，態幾何軟體具有測量與計算的功能，能對於解題過程中的

猜測進行立即檢驗(Balacheff & Kaput, 1996； De Villiers, 2004；Hadas et al.,  

2000；謝哲仁，2001)，如果檢驗呈現正向結果，可能強化解題者的信心(Owens et al., 

1998)，若呈現負面結果，則迫使解題者必須及早調整解題策略並且重組問題(Polya, 

1962)；動態幾何軟體直接呈現預測結果，對於推理過程不見得有幫助(H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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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解題者必須從其他方式補強證據或是向後思考(backward thinking)，才能說

服自已(Mason et al., 1982)；動態幾何介入解題過程，造成心智活動的排擠，降低證

明書寫的嚴謹性(Lange, 2002)。動態幾何軟體的介入使得解題過程產生變化，其影

響不容小覷。 

基於以上論述，本研究旨在探討動態幾何軟體對於幾何解題歷程的影響，對幾

何解題歷程中之表徵、解題過程的執行與反思三個要素做更進一步的闡述如下： 

一、問題表徵 

問題的表徵係指解題者「理解問題的狀態與方式」，表徵轉換指的是「對問題

產生新的理解方式」。本研究透過解題者所繪製的圖形(或草圖)、使用的數學符號

與算式以及口語資料之演繹陳述等三種資料作為推論解題者問題表徵之依據(Lesh 

et al., 1987; Tabachbeck-Schijf & Simon, 1996)。 

根據 Mayer(1992)對於解題的相關理論(詳情請見本章第一節)，解題者一開始對

於問題的表徵稱為「起始狀態」(starting state)；在此一階段解題者嘗試解讀問題所

提供的各種資訊，數學生手依賴表面特性來表徵問題，嘗試搜尋記憶中與訊息相關

的公式或參數以解決問題(Roth & Bowen, 2003)；數學專家會題目進行結構性的理解

之後(Lester, 1994)，再做細部處理，當專家能以例行性的程序來解決此問題時，這

個問題就不再是問題了(Schoenfeld, 1983)；如果專家一時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他會

以一連串反複疊代(iterative)的過程來完成任務(Carlson & Bloom, 2005)。 

在認知結構中，知識被分類儲存成數個類型(知識基模)，遇到問題時，解題者

將提取相關知識基模用以表徵問題(Anderson, 1990)，表徵問題的方式則有文字符

號、口語符號、圖象、實物操作及真實情境等方式(Lesh et al.,1987)，在幾何解題中，

草圖經常是解題者對於問題情境的外在表徵(Nunokawa , 1994；Carney & Levin, 

2002)，但即使承載等價的資訊，表徵方式的不同將影響資訊處理的速度(Lark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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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 1987；Tabachbeck-Schijf & Simon, 1996)，因此表徵的適切性將影響解題過

程與結果(Silver, 1987)。 

解題者透過對於問題的表徵方式臆測問題的目標或是子目標，這裡所謂的子目

標是指等價問題或是部份問題(Polya, 1957)，例如題目要求證明狀態 A(如證明兩個

等底的三角形面積相同)，轉變為證明狀態 B(證明其高相同)。而這類的轉換經常是

伴隨著定理或是關係式而來的(例如等底同高的兩個三角形，根據三角型面積公

式，其面積相同)。除了透過數學關係或定理之外轉換之外，表徵系統之間亦可以

相互轉換((Lesh et al., 1987; Tabachbeck-Schijf & Simon, 1996)。 

動態幾何軟體有助於正確表徵題意(詳見本章第三節)，解題時使用動態幾何軟

體與僅用紙筆作答的情境差異所造成表徵問題的影響則是本研究關心的重點。 

 

二、解題過程的執行 

本研究觀察解題者進行幾何解題的過程，包括表徵的轉換及解題策略的產生、

修訂與執行。 

解題的心智過程複雜(Goldin, 1992)且反複循環(Carlson & Bloom, 2005)，需要展

現毅力(Lawson & Chinnappan,1994)，解題者一旦訂出了目標，解題者一旦訂出了目

標，會進一步組織或嘗試可能的解題策略與應用各種啟思法，如果無法擬出解題策

略，解題者將嘗試用不同的問題表徵方式來重新猜測問題的子目標。 

本研究探討啟思策略、符號策略、視覺策略與 GSP 所使用的特殊策略等解題

策略在兩種不同情境下，所造成的執行差異。其中啟思策略包括：嘗試錯誤、特例

檢驗、猜測、使用專家知識、使用演繹邏輯與逆推。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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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手以嘗試錯誤的方式解題，嘗試錯誤指的是在沒有目標的情況下摸索解題目

標(Schoenfeld, 1986)；專家在解題過程中不是單獨使用啟思法，而是彈性搭配和問

題內容相關的解題策略(Geiger & Galbraith, 1998)，並展現較多的監控行為(Lester, 

1994)，在本研究中，將使用專家知識定義為使用內容相關的知識以致於成功解題

之特殊知識的使用。 

猜測與檢驗是解題過程中常見啟思策略(Polya, 1957；Mason et al., 1982；

Schoenfeld, 1986)，生手的解題活動則是猜測與檢驗的迴路(Schoenfeld, 1986)。動態

幾何軟體能夠提供測量、計算與拖曳功能對於特例與猜測進行檢驗(Balacheff & 

Kaput, 1996)，透過拖曳能幫助解題者尋找性質、特例與反例，探索滿足問題條件

的可能位置並將此連結至猜測或檢驗(Holzl, 2001；Lopea-Real & Leung, 2006； 

Marrades & Gutierrez, 2000)。對於紙筆解題者而言，特例檢驗可能需要用到更多的

數學知識與直覺(Polya, 1957；Fischbein, 1987)，特例檢驗可能不容易發生；對於使

用 GSP 的解題者而言，雖然猜測與檢驗所得到的結論仍使得問題停留在表面層次，

但動態幾何軟體的介入，使得猜測與檢驗得以不斷進行，延續解題活動。 

紙筆解題時依賴演繹邏輯為主的思維，演繹推理的過程中，解題資訊的發現與

確認是緊扣的，新資訊必須在舊資訊為前提的基礎下，透過演繹邏輯的推論而得

到。然而，GSP 能提供大量豐富的幾何資訊，某種程度上使得幾何事實的發現與確

認過程分離，在 GSP 環境中可能出現前提與結果錯置的論證方式。在許多例子中，

解題者必須在假設答案存在的情況下，探求數種合理的可能解釋(逆推)，演繹推理

即成為理解及解釋其何以成立的工具(Hershkowitz, 1998)。 

視覺策略則包括：畫圖與重新畫圖、增補部分圖形、圖形的調整與圖形樣式改

變。圖的表徵與解釋的威力在於它的簡約性(Lowe, 1994)，在紙筆解題過程中，紙

成為記錄表徵、視覺操弄、書寫解題過程及猜想檢驗的實驗場所，因此產生許多舊

資訊，如果不除去這些舊資訊或重新建構，解題者可能無法迅速從這個受到干擾(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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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圖中找到新的元素，也可能導致訊息錯誤連結(Presmeg, 1986)，因此許多專家

建議解題者需要適當重新畫圖(Polya, 1957, 1962；Nunokawa, 1994, 1997；Lawson & 

Chinnappan, 1994)。 

解題受阻時，有必要重新理解問題(Mason et al., 1982)，解題者必須再度從幾何

圖形中辨認出某些熟悉的特徵或資訊，才能對問題產生新的理解，進行重新建構，

因此必須保持解譯彈性(Roth & Bowen, 2003)、重組視界與增添輔助線(Polya, 

1957；Yerushalmy & Chazan, 1990)。 

在紙筆解題的過程中，以擦去或增補線段作為重組視界之用，以加深線段顏色

以強調視覺焦點；在動態幾何環境中，具有「換色」、「隱藏」、「復原」及「重

做」等功能，能作為視覺操弄的輔助工具，例如：透過「隱藏」的功能，將不必要

的線段擦掉，避免引起視覺干擾，透過「換色」的功能，突顯或降低某些線段的特

殊性，使得圖形呈現合適的解譯框架。 

GSP 特殊策略則包括：拖曳、測量與計算。在本研究中將討論拖曳檢驗(dragging 

test)與無聲軌跡拖曳(dummy locus dragging)。拖曳在 GSP 環境中最主要的功能是確

認與探索(Marrades & Gutierrez, 2000；Hadas et al., 2000；Holzl, 2001；Lopea-Real & 

Leung, 2006)，幾何性質需要通過拖曳檢驗，確認某些作圖中的元素關係，是否在

拖曳狀況下保持不變(Holzl, 2001；Lopea-Real & Leung, 2006)，拖曳一個幾何物件

能夠使得解題者檢驗對於整類屬性猜測的不變性是否成立，可使得解題者相當容易

且迅速得到確信(Hadas et al.,2000,p.129)，拖曳幫助解題者尋找性質、特例與反例，

探索滿足問題條件的可能位置並將此連結至猜測或檢驗(Holzl, 2001；Lopea-Real & 

Leung, 2006； Marrades & Gutierrez, 2000)。無聲軌跡拖曳的目的是為了一般化推

廣，能夠找出在某些拖曳程序下有效的軌跡位置(Leung, 2003)。 

GSP 環境中能夠提供測量角度與長度等功能，並加以計算；測量與計算功能利

於猜測與檢驗，動態幾何環境是幾何實驗的場地(Balacheff & Kaput,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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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GSP 環境中也提供命名的功能，換色或更改粗細亦具有標記的功能，因

此本研究亦考慮命名、標記與運算等三個符號策略。 

解題者透過各種相關能力進行表徵轉換、執行解題策略及反思，其中解題者的

幾何知識能力透過樣本的篩選得以部分控制，雖然透過質性分析可以比較不同受試

者間能力的差異，但是兩種解題情境差異所造成之解題策略所造成的影響更是本研

究所關心的重點。 

三、反思行為 

Lester(1994)指出後設思維所展現的具體行動是解題過程中的一種趨力，不但影

響過程中任何一個階段的認知行為，也和非認知因素(如：信念與態度)有所關聯；

解題過程中的反思行為則是後設思維的具體表現，解題過程中的反思行為包括：行

為的監控、過程的反省與策略的評估(Mason, et al., 1982；Garofalo & Lester, 1985；

Lester, 1994； Schoenfeld, 1992；鍾聖校，1990)，本研究將對自己、對解題任務與

對策略的認知也列在反思行為當中，因其足以對解題過程與表徵方式造成影響(鍾

聖校，1990)。 

Mason, et al.(1982)認為反思通常是解題受阻時反應的行為之一，需要回頭檢驗

原來的想法與過程，評估與修正，如：重新表徵問題、重新執行、重新計算與進行

偵錯行為；Beyer(1987)指出錯誤或障礙的發現是解題過程中較具體的監控行為；並

指出對於思考過程的評估行為包括：1.評估解題目標的完成；2.評估結果的正確性

與適當性；3.評估解題程序的合適性；4.評估障礙或錯誤的處理；5.評估計畫和執行

的效率。  

彙整前述文獻，並參考 Wilson 與 Clarke(2002)的分類方式，將反思行為分成三

類：覺知(awareness)、評估(evaluation)及校正(regulation)。其中覺知可細分成個人

覺知、任務覺知及策略覺知。評估包括預見、質疑、回顧及策略比較等四項，前三

者以時間點作為劃分的依據，「預見」是對於未發生的探索活動進行評論，「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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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針對已發生行為進行評論，「質疑」是對於當下結果的正確性或適當性產生懷疑；

「策略比較」強調兩種或兩種策略的比較，在改變策略之前後，往往需要進行策略

的比較。校正包括產生偵錯行為、嘗試另類解法(一題多解)與重新改變作法三類。 

動態幾何軟體提供解題時猜測與確認之平台，具有立即回饋的特性，是否對於

策略評估與偵錯行為造成影響？其精確作圖與動態表徵的特性是否降低偵錯行為

的頻率，進而對於解題的正確性造成影響？以上議題皆是本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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