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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幾何系統的概念工具

左台益副教授

O 團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

摘要

本文所討論之主要議題為動態幾何軟體(Dynamic Geometry Software, DGS)所提供之工

具概念與所呈現之圓形意義，以及此二者和數學意義的建構之間相互影響關條。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為數學教育研究的趨勢之一，也是數學教學實務發展重點之一。資訊

科技或由此研發之數學軟體(如DGS ， DAS或DSS) 均強調動態多媒體互動表徵的功能。妥

善運用資訊科技設計教學內容、學習工具與表徵形式為此積域實務與研究的三個主要元素。

此文即將以動態幾何軟體為例闡述此三要素的功能、意涵與建構數學概念的交互關條。

關鍵詞:動態幾何軟體、概念工具、動態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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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issu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conceptual tools and the figural meaning provided

by the dynamic geometry software 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nstructing mathematical

meaning and tool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its into teaching is one of the trends for mathematics education study.

It is also a focal point of the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Bo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Mathematics software generated from 泣， such as DGS , DAS , and DSS , are

emphasizing the functions of Dynamic Multimedia Interactive Representations. Us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perly to design teaching contents, learning tools and forms of representations are the

three key element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this field. This paper will take Dynamic Geometry

s。自ware as an example to express the functions and the meanings of the three elements, and also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above two and the construction ofMathematical concepts.

Keywords: dynamic geometry software, conceptual tools, dynamic represen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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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ture, sign or sound) 進展至語言的

心理學家Donald (1991) 在其著作

認知形式處理對社會互動及敘事性的文

貳、理論背景

一、認知發展的演化觀

以一些動態幾何的實例闡述雙方互動的進

路 (approach) 及交互作用下的幾何學習意

的虛擬夥伴(virtual partner) 。在本文中將

(episodic) 階段。

(二)直立人 (homo erectus) 時期(約1.5百萬

年前)其認知方法能以簡單的手勢工具

處理及表徵事件，稱為模仿(mimesis)

(一)原始人( primate , Ape-like) 時期(約3

百萬年前)以事件為主要認知方法，

但無表徵事件的方式，稱為脈絡片段

Origins of Modem Mind一書中論述人類認知

發展的長期演化是經由四個階段:

階段。此階段藉助手勢而非語言的能力

處理及溝通事件作為社會互動的基礎。

(三)現代人事件參照符號與語言發生時期

(約30萬年前) ，人類能以參照符號

環境下它迫使使用者激發出數學想法。這種

人與資訊科技的互動方式從人機主從關係可

能轉化成雙方各自具自主意識的雙向互動關

{系，且數學為其共同的溝通語言。在概念工

具與動態表徵觀念下的數學學習，如同增添

了一位運用數學語言溝通且相互激發想法

壹、簡介

動態幾何軟體(如Geometer Sketchpad 、

Cabri或GeoGebra等)所建構的學習環境，其

形( Computer-Recognized Figures) 性質所

節制。這種在電腦螢幕上呈現的動態影像同

時具有三重本質:虛擬實境的圖像元件、數

學理論的幾何圖形以及由電腦運算的動畫形

式。在本文中稱此具三重特質的動態影像為

動態表徵，此動態表徵除具有幾何圖形結構

亦內含代數運算的結果。

由於概念工具的操作及產生的動態表

徵均蘊涵數學概念及思維策略，因此在此一

工具本身內含數學概念，而且要有效地操作

此工具也需依數學概念與思維策略來執行動

作。例如，想要在動態幾何環境下作出一個

正方形，則需依正方形的概念思維作圖，否

則當拉動 (drag) 此正方形時，將失去正方

形的幾何結構與性質。這種同時具有數學概

叫。

念及需運用數學思維操作之工具，形成為概

念工具。在正方形的作圖例中，若依正方形

概念作圖，則拉動此圓形時，大小、位置可

能改變，但正方形結構不變，此即為概念工

作所作出幾何圖形而保持幾何概念的特徵，

展現特殊即一般，而--.-.-般亦特殊的圖形。

動態幾何環境F的概念工具所產生

或運作的物件是能保持數學結構的動態影

像。此動態影像除具有Fischbein (1993)

稱為的圖形概念 (figural concepts) 外，

尚受軟體設計者賦予的性質，Talmon及

Yerushalmy (2004) 所謂的電腦所認知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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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媒介的外部訊息儲存體。這些外部訊息的

儲存與處理是趨動我們現行文化發展的主力

工具。

二、資訊時代的虛擬文化

(1999) 認為我們正處

於資訊科技迅速變化的年代，資訊科技不

僅能作為外部訊息的儲存體，且能作為訊

息的外部計算 (external processing field)

體，它正迅速的改變人類認知思維的表徵

方式。他們延續Donald的四階段認知演化

觀，認為人類正朝向「虛擬文化」

culture) 的階段。他們陳述如下:"The

( virtual

化發展，稱為神話 (mythic) 階段。

(四)現代人外在表徵文字發生時期(約3萬-5

萬年前) ，文字的產生不僅促使表徵方

式的改變，且發展新的認知能力，稱為

理論文化( theoretic culture) 階段。由於

文字外部表徵的存在，使得人類藉助文

字記錄交互溝通並反思想法。文字累積

思想文化， Donald稱為「外部記憶體」

提供人類大量解析思維的脈絡空間。

Donald認為這些認知思維方式(片段、

模仿、神話、理論)同時存在於我們的心智

中，且如同流體移動方式彈性使用它們。他

從表徵的組合及轉移觀點稱此心智表徵應用

Shaffer及Kaput

creation of written symbols lead to ‘theoretical'

culture based on external symbolic storage.

Continuing the progression , we suggest that

the computational media are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a virtual culture based on the

extemalization of algorithmic processing."

為共存心智( hybrid mind) 。

從Donald的人類認知演化觀點，人類認

知思維方式主要經由四階段長期演化的結

果，且此依然共存於我們心智中統合及轉

移。我們正處於理論文化階段，社會互動與

文化發展主要依靠語言文字的思維表徵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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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A four million year timeline
(取自 Shaffer& Kaput, 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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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2點

從Shaffer與Kaput的虛擬文化觀點，則

賦予適當演算程式設計的電腦如同虛擬夥伴

般的外部心智處理計算工具。例如，電腦的

Word Processor 不僅儲存使用者的訊息，它

的處理工具spell-checker及grammar-checker'

如同工作夥伴作訊息的交互處理行動。

電腦作為虛擬夥伴，它與使用者互動

不僅作為外部訊息的儲存與處理體，同時也

產生新表徵形式的仲介體 (mediator) 。例

如， DGS 、 DAS 、 DSS等可以動態鏈結多重

表徵的形式展現數學概念及概念表徵間的統

合與轉移，強化Lesh所提多重表徵的觀念 o

這些新表徵形式可以使學生運用不同的認知

模式處理數學問題，也有助於學生從比較具

體的表徵進入抽象形式的思維。

依據Shaffer 與Kaput 的觀點， r理論文

化」階段，數學學習強調「做數學J '藉助

外部符號以紙筆的運算支助內在複雜的心智

處理。而在「虛擬文化」階段，虛擬夥伴的

資訊科技仲介體能減低符號運算的負荷，它

從生物心智 (biological mind) 的負荷部分

轉移至外部的科技運算體。這並不是意謂著

「做數學」的不重要性，反而強調「做數

學」的行動反思，外部科技運算體呈現結

果的意義化，亦即從「做數學」進一步至

「做數學的意義化J (making mathematical

meaning) 。

參、動態幾何實驗

動態幾何軟體(如Cabri， GSP) 內含歐

氏幾何作圖工具與知識元素。一般可分成

宜。中等教育第63卷第4期

( 1)綜合幾何(模擬尺、規作圖工具，作

出較精準的視覺化圖形供使用者操弄，以探

索幾何性質) ; (2) 解析幾何(提供直角

坐標系與極坐標系，供使用者繪製函數或參

數式圖形且能操弄函數或參數式中的常數，

觀察相對應的圖形變化) ; (3)變換幾何

(具有固定參數及變動參數的圖形變換，提

供平移、旋轉、鏡射基本保距變換元素及伸

縮變換以及可自定義的合成變換)。上述從

幾何知識內涵簡述動態幾何軟體及幾何學習

結構，而從幾何學習輔具觀點，動態幾何

軟體提供(1)拉動 (dragging) 的核心操

作的方式; (2) 動態行為關連物件之間的

關係變動;以及(3)軌跡或痕跡 (locus or

trace) 的呈現，輔助動態心像的外顯化及操

弄化。

動態幾何軟體所繪製的圖形為具幾何意

義的電腦認知的圖形(computer recognized

graph) 。外顯的幾何圖形(紙上或電腦螢

幕上)具有雙重性質，外在的圖形樣式元素

及內隱的幾何理論物件。Laborde (1993)

即區分理論物件的圖形(figure) 及特定具

體物質元素的草圖(drawing) 。然而，動態

幾何所產出的圖形它具有三重性質:外顯的

圓形、內隱的幾何性質，以及電腦所限制的

行為。一般應用動態幾何軟體於幾何教學研

究，多著重軟體提供的動態變化的輔具功能

(拉動、動態行為、軌跡/痕跡) ，較少從動

態幾何軟體本身蘊含的幾何知識結構，以及

所限制的行為探索學習者在動態幾何環境下

概念發展的進路(approaches) 。

由於概念工具的操作及產生的動態表



徵均蘊含數學概念及思維策略，因此它迫使

在此環境下的使用者需激發出數學想法。這

種人與資訊科技的互動方式從人機主從關係

可能轉化成雙方各自具自主意識的雙向互動

關係，且數學為其共同的溝通語言。在概念

工具與動態表徵觀念下的數學學習，如同增

添了一位運用數學語言溝通且相互激發想法

的虛擬夥伴( virtual partner) 。在本文中將

以一些動態幾何的實例闡述雙方互動的進路

( approach) 及交互作用下的幾何學習意涵。

肆、王具與表徵的操作實

例

一、概念性的工具:幾何原

本的歐氏圓規

有些學生在閱讀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卷

一命題二「作一線段等於一已知線段」的作

法中會發現原本的作法非常繁雜。直尺與圓

規是歐氏幾何的作圖工具，一般中學數學教

師在教綜合幾何時，都會提醒學生作圖所使

用的是一把無刻度的直尺。這說明歐氏幾何

作圖所使用的直尺與現代直尺的一個基本不

同點。在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中除了直尺

外，畫圓的工具和現代人所使用的機械圓規

構造上也是不盡相同的。為了方便說明，

Eva (1965) 稱幾何原本中的圓規為歐氏圓

規，現代人所使用的機械圓規為現代圓規。

歐氏圓規結構上有如一條繩子一端繫緊筆。

當要畫圓峙，一手拿著繫筆的一端置於圓上

點B' 拉緊此線另一端固定於圓心A後，轉

動態幾何系統的概念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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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繫筆一端一圈將此圓畫出。此圓我們以圓

(A，B) 表示。

學過中學幾何學的學生中，目前頗受

歡迎的電腦輔助教學繪圖軟體(動態幾何作

圖)在工具盒中亦提供類似畫圓的工具 O 細

心的使用者會發現此套軟體所提供的畫圓工

具與現代人使用的機械圓規也不同。主要在

於軟體所提供之畫圓工具僅能對給定圓心及

圓上→點作一圓通過給定的點，但對於給定

圓心及半徑卻無法直接以此工具做出此圓必

須藉助軟體所提供功能表中的作圓指令。

歐氏幾何原本中的公設 3敘述「以任意

點為心及任意的距離可以畫圓 J '這個公設

在說明圓的存在性是被公認的且有畫圓工

具。在原文中並無提及「半徑」二字。卷一

命題二是由一已知點(作為端點)作一線段

等於已知線段。此命題的意思是給定圓心及

半徑作此圓，以現代圓規我們只需一步即

可完成 O 在原本中作法如下(參考圖 2)

設A是已知點， BC 是已知線段。那麼，要

求由點A (作為端點)作一線段等於已知

線段BC 。由點A到點B連線段AB' 而且在

AB上作等邊三角形 DAB' 延長DA 、 DB成

直線AE 、 BF ，以B為心，以BC為距離畫圓

CGH 0 再以D為心，以DG為距離畫圓GKL 。

因為點B是圓CGH的心，故BC等於BG 0 且

點D是圓GKL的心，故DL等於DG 。又DA等

於DB' 所以餘量AL等於餘量BG 0 但已證明

了BC等於BG' 所以線段AL' BC的每一個

都等於BG 0 又因等於同量的量彼此相等。所

以AL也等於BC 。從而由已知點A作出了線段

AL等於已知線端BC 0

December,2012 Secondary Educatio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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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歐氏圓規作等線段

在原本卷一命題二的作圖中實質上說明

歐氏圓規結構上有如一條繩子一端繫緊筆。

當要畫圓時，一手拿著繫筆的一端置於圓上

點，拉緊此線另一端固定於圓心後，轉動繫

筆一端一圈將此圖畫出。命題二的證明過程

也說明了歐氏圓規等價於現代圓規。我們以

GSP 工具盒中的圓規(歐氏圓規) ，闡釋

等價於現代圓規的數學推理思維(參考圖

3)

圖 3 歐氏圓規等價現代圓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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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圓 (A，B) 及圓 (B，A) ，此二圖交於

D， E兩點。(卷一命題一)

2.作圓 (D，C) 及圓惘，C) ， 此二圓交於F

點。

3.作圓 (A，F) 即為所求。

這個使用GSP作圖過程中，簡化幾何原

本的方法，但展現原本的精神，運用了保距

變換基本元素鏡射變換的數學思維。此例說

明動態幾何軟體作圖工具符合歐氏幾何作圖

工具，它內最數學概念。在操作動態幾何工

具時，受數學思維所規範，因此，也容易激

發使用者的數學想法。在教學設計上，可善

用此概念工具的特性以佈置幾何情境來激發

學習者的數學想法以利於學習者白發性的建

構數學概念。例如，在本例中可結合數學史

設計問題，先讓學生閱讀文本幾何原本一

再要求學生使用現代ICT工具 動態幾何軟

體一探索卷一命題二，以強化或再認識圓及

作圓工具概念o

二、人機互動關係:電腦認

知的圖形

已知圓 (O， AB) 是圓心為0點，直徑

為線段AB的圓。在圓 (O， AB) 上取一動

點M' 作M點對直徑AB的垂足F ，再在線段

MF上任取一點To 請想像當動點M繞圖 (0，

AB) 一圈後 'T點的軌跡圖形為何?如果你

熟悉動態幾何軟體，也請你猜測在GSP環境

執行下，當M點繞圓一圈後，GSP呈現的軌

跡圖形為何?圖4是GSP呈現的圖形，你能解

釋為什麼T點軌跡是一精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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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動態、幾何軟體GSP 中， Ti點軌

跡為一欄圓

當我{間掌握著定值的意義時，我

們/我也許會回頭朝向Donald的認知演化的前

三階段，以比較具體的觀點解釋T點軌跡。

在本例T點軌跡的動態幾何作圖與展示過程

中，在具體操作 f' 不僅歷經Donald認知演

化的四個階段，提供學習者臆測、驗證的學

習經驗。透過動態幾何內部自主性的計算所

呈現的軌跡物件，或許會激發學習者白發性

的詢問為什麼會是如此(精圓圖形)。因而

形成歸因臆測:如果軌跡圖形為精圓，則很

MT
有可能芳77 為定值，進一步檢測此臆測的真

確性。此時，兩個方向進行，一方面經由數

學推理證明當為定值時，則T點的軌跡的確

定f酌，則1::... =I-r ' 亦即Y=I τL卜將其代
y \ l-r)

日 (X ， )2 , (y ,)2
入正 +l =1 '則可但τ「十一一--:2=

1" (l-r)
實說明了T點軌跡為一精圓。

在GSP 環境下，當我們量測萃的值

時，我們會發現:當拉動M點繞圓運動時，

張的保持莘為定值的特性(你不得不承

認，因為它的外顯行為的確如此表現)，那

麼我們又如何推論T點軌跡為精圖呢(它的

外表看起來像) ?這個在人機互動中，機器

(動態幾何系統)本身的白主性，有如虛擬

夥伴激發我們/我回頭朝向「理論文化」的符

號推算。引進適當的符號及推理，我們/我的

確可以證明在保持主王定值的條件下'T點
MF

軌跡為精圓。

不失一般性，可令0點在直角坐標系

上的原點 'A點坐標為(一 l可 0) , B點坐標為

(1, 0) ，此時圓 (0， AB) 為單位圓;其代數

表示式為正+l =1 0 設單位圓 (O， AB)

上的動點M坐標為怯， y) ，則壓縮圓上的對

萃的值為定值。當初T點是我們在MF任

MT
取的一點，並未要求--保持定值，也沒有

M

任何數學概念迫使M點移動時，華保持固

定的比值。那麼是誰迫使它如此的特性呢?

這是GSP系統設計者的演算法則賦予GSP的 A

功能，使GSP具有自主意識的自作主張的決

定。亦即， T點軌跡形成的精圓圖形(你認

為這是精圓嗎? )是電腦認知的圓形，非使

用者或數學理論所認知的。

假如我們認同GSP有自主意識，自作主

MT
為精圓;另一方面則由GSP工具，量度古77

MT
應點坐標為 (x'， y') ， 其中 x'= x 0 若古F 為 值，當M點移動時，此值維持不變，因而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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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智雄

OX OA
x= 一一 '0= 一一 ， y=x( α -x) ， 又回到了

OD OD

「理論文化」中，作出 y =I(x)的函數圖形

(參考圖5 )。這個動態的圖形同時具有三

重本質:虛擬實境的圖像元件、數學理論的

幾何圖形以及由電腦運算監控的動畫。

後，從變化功能表拿取旋轉工具，這個具有

數學概念且有自主意識的工具自然要問旋

轉幾度。 GSP幫我們把繩子圍成長方形了，

再請它幫忙算算面積吧!量量長方形的長

OX=4.65cm' 寬XA=5.77cm' 計算面積OX·

XA=26.86cm 2 ， 這是不是最大面積呢?拉動

x 看看，似乎不是。那麼畫出長和面積的關

係圖吧!選取OX為自變數x 'OX·XA 為應

變數y' 畫出 y= I(x)的函數圖形(此處，可

是運用了數學思維操作GSP)

如何在GSP上處理單位量的問題呢?還

是要往數學思維裡找，量量看GSP環境的坐

標系上的 l單位長。原來此時是2.08公分，

而不是 1公分。了得!有想法了吧!計算

00- 2.08cm

OX·XA - 28.8e "'"

QA-10.42 em

ox... 晶 m

XA- 5.77 em

A .

.x·2.77

y司‘.~.e.1e

x·2.23

.-s∞

圖 5 最大面積的動態表徵

口， X

三、動態表徵:固定周長最

大面積的探索

定臆測iZ為定值的真實性

最大面積問題["""已知一繩長為扭，若

用此繩圍成長方形，則長方形的一邊長為何

值時，可圍成面積最大的長方形? J 這是一

道國中數學教師通常用來說明二次函數極值

應用的情境題。

一個從「理論文化」階段的理論分析教學方

式.

令長方形的長為 x ' 寬為 α -x '

則長方形面積y=x(α -x) 。

利用配方法得y=_x2叫一(x-~J寸

因此，當 x=5時，有最大面積去。

問題解決了!?再多作幾題類似的練習吧!?

產生了數學意義嗎?那麼動態表徵下的操作

又會擦出什麼火花?

「虛擬文化」的探索之旅:

打開GSP的坐標系，將半長繩子一端放

在原點0' 另一端放在 x 軸正方向A點上 O

(不要忘記這是虛擬文化，具體的繩子並不

存在) ，我們要在OA這條半長繩子上取一點

x ' 使得OX為長方形的長 'XA=OA-OX 為

寬，然後，折成OXl-XA的部分長方形。我

們要如何要求虛擬夥伴GSP做這個動作呢?

GSP提供旋轉90度的概念工具，要怎麼

操作呢?依據平面幾何旋轉變化的定義，需 o

要決定旋轉中心及角度。 ~ti選旋轉中心x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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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參照「虛擬文化」的動態表徵與

「理論文化」的文字符號的外在儲存體，對

這個情境問題比較有數學意義了。它是否又

同時激發認知演化初期比較其體表徵呢?反

之，這些具體的模型是否對抽象推理產生些

啟思作用?

恆、結論

本文闡述動態幾何軟體三個基本功能:

概念工具、人機互動與動態表徵。以Donald

認知演化四階段與Shaffer及Kaput的虛擬文化

觀為基礎說明動態幾何軟體作為虛擬夥伴的

意義，由三個動態幾何軟體操作實例，提供

教學設計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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