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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國小數學學習困難學童之心理數線表徵發展及其數線估

計能力表現，研究指出，「數字在數線位置估計作業」所探討的心理數線表徵發

展與數線估計能力（以估計誤差量作為指標）是研究學童數感能力的方式之一，

然本研究以電腦化方式進行施測，得以進一步分析數線估計速度表現，並以三種

方式進行分析，團體、個別、嘗試次。所有國小二年級與四年級的受試者都經過

兩次數學與閱讀測驗，結果均低於百分等級 35 以下所篩選為數學學習困難合併閱

讀困難、單純數學學習困難、單純閱讀困難、以及正常發展等四組學童。研究結

果指出，有數學學習困難之學童在國小二年級時，其心理數線表徵仍依賴模糊表

徵（介於對數和線性表徵之間），然無數學學習困難之學童已依賴線性表徵；到

了國小四年級，四組學童均已依賴線性表徵，顯示國小二年級數學學習困難學童

之心理數線表徵有發展遲緩現象，但是到了國小四年級則能跟上同儕的發展。至

於估計誤差量與估計速度之數線估計能力，在國小二年級與四年級有數學學習困

難學童之表現均顯著低於無數學學習困難學童，顯示隨著年級發展，有數學學習

困難學童之數線估計能力仍顯著低落，此能力似乎為其核心缺陷。據此，本研究

針對數學學習困難學生的數感能力研究、診斷與教學提出具體的建議。

關鍵詞： 心理數線表徵、數字在數線位置估計作業、數線估計能力、數學學習

困難、閱讀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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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一、心理數線表徵及其發展

數字背後所代表的數量（quantity），

在心理上是如何表徵、如何編碼的呢？對

此，國外已有不少研究指出，數字在心理

上的表徵具有連續性質的由小至大以及空

間性質的從左至右之特性，稱為心理數線

表 徵（mental number line representation）
（Berteletti, Lucangeli, Piazza, Dehaene, & 
Zorzi, 2010; Brysbaert, 1995; Cappelletti, 
Kopelman, Morton, & Butterworth, 2005; 
Dehaene, Bossini, & Giraux, 1993; Fias, 2001; 
Fias, Brysbaert, Geypens, & d’Ydewalle, 
1996; Fischer, Castel, Dodd, & Pratt, 2003; 
Hubbard, Piazza, Pinel, & Dehaene, 2005; 
Ratinckx&Brysbaert, 2002; Ruiz Fernández, 
Rahona, Hervás, Vázquez, & Ulrich, 2011; 
Shaki, Fischer, & Petrusic, 2009）。數字的

心理表徵具有空間性質，主要是來自於二個

實驗研究的發現，其一稱為「距離效果」

（distance effect），亦即在進行數字的大小

判斷時，兩個數字之間的距離較大時（如 8
和 3），會比兩個數字之間距離較小時（如

8 和 6），在反應時間上較為快速；另一稱

為「數字大小效果」（magnitude effect，
或稱 numerical size effect），亦即在進行

數字的大小判斷時，在兩個數字的差距相

同之下，小數字比較（如 3 和 4）的反應時

間會比大數字比較（如 8 和 9）來得快速

（Moyer & Landauer, 1967）。大腦神經科

學的研究也進一步發現，個體在進行數字相

關的實驗作業時，會牽涉到大腦頂葉後側區

域（posterior parietal areas）的活化，此一

腦區同時也與空間知覺和空間注意力的運作

有關（Hubbard et al., 2005）。此外，左視

野忽略症的病人（hemispatial neglect）在進

行物理線段和心理數線的中間點判斷作業

時，顯示了相同的空間注意力偏誤，亦即病

人在判斷物理線段的中間點時，由於左視野

忽略症的關係，其知覺到的中間點會比實際

的中間點更往右側偏移，同樣地，在強調不

計算的情況下，要立即判斷二個數字之間的

中間數字為何（如 3 和 9 之間的中間數字

為何？），其判斷的數字會比實際的中間

數字還大，也有往右側偏移的現象（Zorzi, 
Priftis, & Umilta, 2002）。因此，左視野忽

略症病人在進行物理線段和心理數線的中間

點判斷作業時，均同時呈現左視野空間忽略

現象，而造成中間點往右的空間偏誤型態。

上述兩個大腦神經科學的研究進一步證實數

字的心理表徵具有空間性質。

心理數線是以數字由小到大、從左

至右的方向性加以表徵之證據，主要是

來 自 於 SNARC 效 果（Spatial-Numerical 
Association of Response Codes effect，簡稱

SNARC effect）的研究發現，受試者在進行

數字是奇數或偶數的判斷作業時，利用左手

判斷小數字（例如：1 至 4）或利用右手判

斷大數字時（例如：6 至 9），其反應速度

會比反過來的情形（以左手判斷大數字或以

右手判斷小數字）更為快速，原因在於以身

體的中央軸線作為區分下，受試者利用左手

判斷小數字或右手判斷大數字，其數字對應

和心理數線是由小到大、從左至右的方向排

列一致（Dehaene et al., 1993）。研究也發

現，在螢幕中央呈現小數字時，會加快左視

野刺激的偵測速度，同樣地，在螢幕中央呈

現大數字時，則會加快右視野刺激的偵測速

度，此現象說明了數字的大小會造成內隱性

的空間注意力轉移，亦即小數字會觸發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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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往左移，而大數字會觸發空間注意力

往右移，因此加速與數字大小同方向性之刺

激的偵測（Fischer et al., 2003）。

上述研究支持數字的心理數線表徵具

有由小到大、從左至右的空間與方向性之

性質，然而，心理數線表徵是以何種數量

尺度來進行編碼，不同的學者抱持著不同

的假設。有學者認為心理數線是以壓縮性

質的（compressive）對數函數（logarithmic 
function）尺度加以表徵（後續簡稱為「對

數表徵」），亦即數字變大時，個體心理上

會感覺數字與數字之間的空間距離愈來愈小

（Dehaene, 2003; Dehaene & Mehler, 1992; 
Piazza, Izard, Pinel, Le Bihan, & Dehaene, 
2004）；相對地，也有學者認為數字是以等

距性質的線性函數（linear function）尺度加

以表徵（後續簡稱為「線性表徵」），亦即

橫跨整個數線，數字之間的距離在心理感受

上是等距的（Brannon, Wusthoff, Gallistel, 
& Gibbon, 2001; Gallistel & Gelman, 1992, 
2000; Whalen, Gallistel, & Gelman, 1999）。

兩種尺度的表徵模式整理如圖一，以西方

一般成人為對象的研究發現，有些研究結

果顯示他們會依賴對數表徵來進行實驗作

業（Longo & Lourenco, 2007; Piazza et al., 
2004），但有些研究結果則顯示他們會依賴

線性表徵（Dehaene, Izard, Spelke, & Pica, 
2008; Fischer & Campens, 2009; Siegler & 
Opfer, 2003），這兩種尺度的表徵模式各有

其研究證據支持。

相對於上述非此即彼的表徵模式看法，

有學者認為個體的心理數線表徵是採取彈性

的表徵模式，亦即個體同時存在對數和線性

表徵，會依據不同的作業要求彈性地加以運

用，此觀點主要源自於兒童心理數線表徵發

展的研究發現。研究者透過「數字在數線位

置估計作業（number-to-position task）」，

並以不同的數線長度（包括 0 ～ 10、1 ～

20、0 ～ 100 和 0 ～ 1000 等數線）進行實

驗，發現研究對象（從學前、小學階段到成

人）的心理數線表徵發展均是從對數轉換

到線性表徵（Berteletti et al., 2010; Booth & 
Siegler, 2006; Siegler & Booth, 2004; Siegler 
& Opfer, 2003），而且相同年齡的兒童在面

對小的數線長度和大的數線長度時，會運用

不同的表徵模式進行判斷，亦即小的或熟

悉的數線長度會運用線性表徵，遇到大的

或不熟悉的數線長度，則轉為運用對數表

徵（Berteletti et al., 2010; Siegler & Opfer, 
2003）。最近以成人為對象的研究也發現

對數和線性表徵有共存的現象，利用「數線

中點判斷作業」（numerical bisection task）
進行實驗研究，受試者在進行此作業前，會

先請他們看著螢幕並記住一組數字，接著進

行數線中點判斷作業，最後再請他們回憶並

說出剛剛在螢幕出現過的數字，記憶的數

字分為小數字（1 ～ 9）和大數字（101 ～

109）。結果顯示，如果要回憶的數字為一

組小數字，則會促發受試者的心理數線依賴

圖一　心理數線的對數函數尺度與線性函
數尺度之表徵模式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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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數表徵，如果要回憶的數字為一組大數

字，則會促發他們依賴線性表徵，數字大小

的不同記憶要求，導致同一個體出現不同的

表徵模式（Lourenco & Longo, 2009）。

上述的研究顯示，在學前、小學和成人

的研究對象上均發現心理數線的彈性表徵模

式，但是對數表徵和線性表徵，究竟哪一個

才是生物個體預設的表徵模式呢？ Dehaene
等人（2008）的研究指出，心理數線之先

天預設模式為對數表徵，隨著文化語言與學

校教育經驗的累積，個體會逐漸依賴線性

表徵。他們以南美洲亞馬遜河流域的土著

Munduruku 族成人為研究對象，其語言裡

和數字有關的辭彙不多，能指稱的數量範圍

很小，而且沒有受過任何正式的學校教育，

研究者利用 1 ～ 10 和 1 ～ 100 以點的方式

呈現「數字在數線位置估計作業」，研究結

果顯示 Munduruku 族成人在這兩個範圍的

數線均採取對數表徵，而西方接受正式教育

的成人則均採取線性表徵（Dehaene et al., 
2008），表示未經正式教育經驗的成人在進

行此作業時，會以先天預設的對數表徵進行

判斷，呼應兒童透過學校教育經驗的累積，

其心理數線表徵會從對數函數轉換至線性函

數的發展軌跡。

探討數線估計能力與其他數學能力關

係的研究指出，數線估計能力與標準化的數

學成就測驗有顯著正相關（Booth & Siegler, 
2006; Siegler & Booth, 2004），甚至與學校

的整體數學成就表現也有顯著正相關（袁

媛、王淑芬、陳國龍，2016；Schneider et 
al., 2009）。當學童的心理數線發展至線性

表徵，其準確的數線估計能力會與計算相關

的能力有正相關，除了與數量大小比較能

力（Laski & Siegler, 2007）和算術計算能

力（Booth & Siegler, 2008; Fischer, Moeller, 

Bientz le ,  Cress ,  & Nuerk ,  2011;  Link, 
Moeller, Huber, Fischer, &Nuerk, 2013） 有

正相關之外，也能進一步預測其算術文字題

的解題能力（Booth & Siegler, 2008）。綜

合數線估計能力與數學能力之研究，以及心

理數線表徵的發展是從對數轉換至線性表徵

之研究結果，可據以推論如果學童的心理數

線未穩定發展至線性表徵，亦即未能準確地

進行數字數量判斷，可能導致學童在學習與

計算相關的數學學習範疇時會面臨挑戰，甚

至影響整個數學成就的表現。

二、心理數線表徵的分析方法

目前探討心理數線表徵的研究主要是

以「數字在數線位置估計作業」和「數線中

點判斷作業」作為實驗工具，而且不同的研

究者針對心理數線表徵模式提出了不同的分

析程序，整體而言，可區分為團體（group 
analysis）、個人（individual analysis）和嘗

試次（trial-by-trial analysis）等三個分析層

次。

（一）團體層次的分析

此層次的分析又依據不同的統計概念，

可再細分為二種分析方法，分別說明如下：

1.  第一種是從群組資料之最佳迴歸公

式是適配對數或線性函數來分析，以

「數字在數線位置估計作業」為例進

行說明。首先計算三個數據，第一個

數據是所有研究對象在每個目標數字

所得之實際估計值的中位數（後續稱

為「estimated median」），第二個數

據是根據線性函數公式計算每個目標

數字的預測值（後續稱為「predicted 
value-by-linear」），第三個數據是

根據對數函數公式計算每個目標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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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預測值（後續稱為「predicted 
value-by-log」），接著計算每個目

標數字的「estimated median」分別

和「predicted value-by-linear」 以 及

「predicted value-by-log」之間差異

的絕對值，分別稱為「絕對距離 1」
（absolute distance 1） 和「 絕 對 距

離 2」（absolute distance 2）， 最

後以成對樣本 t 考驗檢定「絕對距

離 1」和「絕對距離 2」的差異顯著

性，如果呈現顯著差異，則以解釋

量（R2）最高的迴歸公式當作該群組

的最佳心理表徵模式，若未達顯著差

異，則表示未明確採取對數或線性表

徵（Berteletti et al., 2010; Siegler & 
Booth, 2004），類似 Geary、Hoard、
Byrd-Craven、Nugent 與 Numtee
（2007）所稱的介於兩者之間的模糊

表徵模式。

2.  第二種分析方法則是從估計誤差量

是否隨著目標數字的增加而逐漸增加

的概念來分析，以圖二進行說明。如

果個體的心理數線採取的是對數表

徵，那麼他的估計誤差量會隨著數字

的增加而增加，如果個體所採取的是

線性表徵，那麼他的估計誤差量橫跨

整個數線都是相同的，不會隨著數字

增加而增加。據此，研究者先計算兒

童的估計誤差量，以「估計誤差絕

對值百分比（percentage of absolute 
error，後續簡稱為 PE）」作為指標，

依據底下的公式進行計算（Siegler & 
Booth, 2004）：

例如：學生所要估計的目標數字是

71，而他在數線上實際的估計值是在 85 的

位置上，那麼他的 PE 值就是 14%（│ ( 
85 － 71 ) ÷ 100 │ × 100%）。最後，將

每位兒童在每個目標數字之 PE 值，對目標

數字進行迴歸，如果斜率達顯著的話，表示

隨著目標數字的增加，其誤差量也隨之增

加，亦即採取對數表徵；若斜率未達顯著，

則表示採取線性表徵（Longo & Lourenco, 
2007; Lourenco & Longo, 2009）。

 
（二）個人層次的分析

將個別受試者所得之實際估計值針對目

標數字，分別計算對數函數和線性函數之迴

歸公式，當兩個公式均達顯著時，則以解釋

量（R2）較大者當作他的最佳表徵尺度，如

果只有其中一個函數公式達顯著，則以該函

數作為他的最佳表徵模式，若兩個函數公式

均未達顯著，則表示該學童尚未形成清楚的

表徵尺度（Berteletti et al., 2010; Siegler & 
Booth, 2004）。每位受試者均會被標示為未

形成表徵、對數表徵或線性表徵等三種模式

圖二　心理數線表徵採取對數表徵或線性
表徵尺度在估計誤差量表現所造成
的不同效果

註： 對數表徵：誤差量 A ＜誤差量 B；線性

表徵：誤差量 C ＝誤差量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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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中之一。

（三）嘗試次層次的分析

先以群組裡所有研究對象在每個目標

數字所得之實際估計值的中位數對目標數字

進行迴歸，分別取得線性函數公式和對數

函數公式，然後以這二個公式為基準計算

該群組在每個目標數字之預測值（同上述的

predicted value-by-linear 和 predicted value-
by-log），然後再檢視每位受試者的每個嘗

試次（亦即在每個目標數字）所得之實際估

計值比較接近哪一個預測值，就以該預測值

的函數公式作為該嘗試次的最佳表徵模式，

如果實際估計值與兩個預測值的差異分別都

在 ±5 之間，則將此嘗試次歸類為模糊表

徵（Geary, Hoard, Byrd-Craven, Nugent, & 
Numtee, 2007）。如此，所有受試者在每個

嘗試次均會被標示為三種表徵模式之一，分

別為對數表徵、模糊表徵和線性表徵。

三、�數學學習困難學生心理數線表徵
及其數線估計能力之研究現況

數學學習困難（mathematical learning 
disabilities, MLD）是學習障礙的亞型之

一，美國精神醫學會（American Psychiatry 
Association）的心理疾患統計診斷手冊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於 2013 年新出版

的 DSM-5 以數感（number sense）判斷和數

學事實提取（math facts retrieval）的顯著困

難之核心缺陷作為 MLD 之診斷標準（APA, 
2013），本研究僅針對數感能力進行探討。

數感是指與生俱來的數量表徵能力，個體

能據以進行數量的操作與比較（Feigenson, 
Dehaene,  & Spelke,  2004;  Izard,  Sann, 
Spelke, & Streri, 2009）。當個體學到數字

符號後，就會與其天生的數量表徵系統進

行對應（Barth, La Mont, Lipton, & Spelke, 
2005; Mundy & Gilmore, 2009），因此推論

MLD 學童在數字數量的表徵能力有顯著缺

陷（Butterworth, 2005）。後續的研究指出，

MLD 學童在數字符號和／或非數字符號

（如圓點陣列）的數量比較作業之準確度和

速度，比正常發展學童的表現較差（Landerl, 
Fussenegger, Moll,  & Willburger, 2009; 
Mazzocco, Feigenson, & Halberda, 2011; 
Mussolin, De Volder,  Grandin, Schlögel, 
Nassogne, & Noel, 2010; Mussolin, Mejias, 
& Noel, 2010; Piazza, 2010）。除了數量比

較作業外，「數字在數線位置估計作業」的

數線估計能力及其所反映出的心理數線表徵

能力，也是數感能力研究的重點。目前針

對 MLD 學童的心理數線表徵能力所進行的

研究指出，剛進入國小一年級的 MLD 學童

比正常發展學童在嘗試次層次的分析下，較

依賴對數表徵，而且其估計誤差量也顯著較

高（Geary et al., 2007），該組研究者持續

追蹤研究對象至小學二年級，結果發現國小

一年級的 MLD 學童在團體與個別分析的層

次下，較依賴對數表徵，而正常發展的學童

則依賴線性表徵，而且估計誤差量亦有顯著

差異，MLD 學童顯著高於正常發展學童；

到了國小二年級結束時，MLD 學童與正常

發展學童使用線性表徵的頻率以及估計誤差

量雖然均有改善，但 MLD 學童使用線性表

徵的頻率顯著低於正常發展學童，而且估

計誤差量仍顯著高於正常發展學童（Geary, 
Hoard, Nugent, & Byrd-Craven, 2008）。

從上述 Geary 等人的兩篇研究可以看出

分析學童心理數線發展時，需同時考量團

體、個人與嘗試次等三個分析層次，經三個

層次的綜合評估後，才能對學童的心理數

線發展是依賴對數、線性或模糊表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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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清楚的了解與推論（Geary et al., 2007; 
Geary et al., 2008）。此為筆者為何整合心

理數線發展的相關文獻後，強調應按部就班

分析三個層次的原因。

四、�臺灣學童心理數線表徵發展及其
數線估計能力之研究現況

相較於國外對心理數線表徵研究之進

展，臺灣的研究仍相對缺乏。筆者以心理數

線、數字估計或數線表徵等關鍵字進行華文

資料庫文獻搜尋時，發現臺灣和中國大陸各

有三篇文獻。臺灣的研究指出，國小二年級

學童在 0 ～ 100 數線已發展至線性表徵（王

淑芬，2015；林寶玲，2012；袁媛等人，

2016），而且和數學學習成就有顯著正相關

（王淑芬，2015；袁媛等人，2016），超過

100 以上至 100000 以內的數線心理表徵，

國小四年級、國小六年級和國中二年級學生

也已發展至線性表徵（林寶玲，2012）。中

國大陸的研究則指出，在 0 ～ 100 數線上，

從幼稚園至國小三年級兒童，其心理數線有

從對數發展至線性表徵之發展軌跡（李曉

芹，2008；周廣東、莫雷、溫紅博，2009；
莫雷、周廣東、溫紅博，2010），其中一篇

研究結論指出，國小一年級學童處於對數和

線性表徵之間的模糊表徵階段，其理由為小

一學童面對 0 ～ 100 數線雖採取線性表徵，

但面對 0 ～ 1000 數線仍採取對數表徵，表

示線性表徵未穩定運用在不同的數線上，

到了國小二年級，在 0 ～ 100 和 0 ～ 1000
數線均已穩定採取線性表徵（莫雷等人，

2010）。

臺灣在心理數線表徵的研究雖已有初

步的成果，但是，學童何時從對數轉換至線

性表徵之研究仍然缺乏，也難能與國外文獻

所指出的發展軌跡進行比較。此外，上述六

篇研究在分析學童的心理表徵模式時，都只

在團體層次的第一種方法進行分析，亦即僅

分析群組資料之最佳迴歸公式是適配對數或

線性函數來加以判斷，未能在團體層次的第

二種分析方法，以及個人層次和嘗試次層次

進行完整且系統性的分析。此外，中國大陸

的研究指出，國小一年級學童的心理數線是

介於對數和線性表徵之間的模糊表徵階段，

其理由是因為面對不同的數線長度時，分別

依賴不同的表徵模式，但研究指出兒童面對

小的或熟悉的數線長度時會運用線性表徵，

遇到大的或不熟悉的數線長度時則轉為運用

對數表徵（Berteletti et al., 2010; Siegler & 
Opfer, 2003），此現象適合說明不論是兒童

或成人均同時存在且會彈性運用這兩種表徵

模式，亦即面對不同情境要求，會採取不同

的表徵模式，不適合用來證明在固定長度

的心理數線處於模糊表徵階段，想要證明線

性表徵是否穩定，應採用不同層次的分析，

綜合判斷是否穩定一致使用線性表徵而定。

最後，不管是臺灣或中國大陸的研究，其研

究均未探討數學學習困難學生的心理數線表

徵的發展趨勢及其與正常發展學生之間的異

同。

基於上述原因，筆者最近利用 0 ～ 100
長度之「數字在數線位置估計作業」進行研

究，並使用電腦化版本以獲得反應時間的數

據，綜合心理數線表徵的三個層次（包括團

體、個別與嘗試次等）、估計誤差量以及估

計速度之分析，藉以探討國小一、二和四年

級學童的心理數線表徵模式及其發展情形，

並釐清臺灣學童的心理數線表徵發展與西方

學童之異同。研究結果發現，臺灣國小一年

級到四年級學童有從對數表徵發展至線性表

徵的發展趨勢，國小一年級學童是介於對數

和線性表徵之間處於模糊表徵的階段，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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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二年級和國小四年級學童則已穩定依賴線

性表徵，即使臺灣學童在 0 ～ 100 數線的

心理表徵和美國學童一樣有從對數發展至線

性表徵的趨勢，但是，臺灣學童心理數線表

徵發展的成熟度高於美國學童一個年級的水

準，而且估計誤差量顯著低於美國相對應

年級的學童，甚至臺灣國小一年級學童的估

計誤差量比美國二年級學童更低。此外，臺

灣國小四年級所有學童的心理數線均依賴線

性表徵，而且其最佳線性函數公式中的斜率

為 1.01，表示臺灣學童到了國小四年級階

段，其心理數線表徵已發展至符合真實的數

學數線單位；就心理數線的估計速度而言，

隨著年級增加，估計速度也隨之變快，然國

小一、二年級學童的估計速度未達顯著差

異，而國小四年級學童的估計速度則顯著比

國小一、二年級學童快速，又國小一年級學

童的估計誤差量顯著高於國小二年級學童，

但國小二年級學童的估計誤差量和國小四年

級學童沒有顯著差異，在估計速度上卻達顯

著差異，這種現象類似計算正確性與計算速

度之間的關係，計算先求正確性的表現，等

正確性穩定後再求計算速度的提升（Lien & 
Hung, 2017）。

此外，研究上探討心理數線表徵能力

與數學成就之間的關係時，多採取同時蒐集

學童的數學成就或特定數學表現進行研究，

較少採取正常發展學童和數學學習困難學童

在相同數線之心理數線表徵及其數線估計能

力的差異比較來進行探討。又文獻指出，

MLD 常 與 閱 讀 困 難（reading disabilities, 
RD）合併出現，兩者共同發生的比例高

達 57% 至 64% 之 間（Barbaresi, Katusic, 
Colligan, Weaver, & Jacobsen, 2005）。 因

此，本研究的目的是以國小二年級和四年級

學童為對象，分別於國小一年級和三年級

時，依據上、下學期末共兩次的數學和閱讀

成就測驗結果，將學童分為數學學習困難合

併閱讀困難組（MLD-RD 組）、單純數學

學習困難組（MLD-only 組）、單純閱讀困

難組（RD-only 組）和正常發展組（normal 
achievement，簡稱 NA 組）等四組，比較這

四組學童在 0 ～ 100 長度的數線估計能力及

其心理數線表徵發展之異同，並藉以探討心

理數線表徵能力與數學能力，以及文獻上較

少探討其與閱讀能力之間的關係。

文獻上研究「數字在數線位置估計作

業」時，多以紙本的方式進行實驗，無法獲

得受試者在執行該作業時的反應時間。研究

指出，學童在進行數學相關的作業或測驗

時，除了考量其正確率之外，處理速度也是

關鍵的能力指標（Geary, 2004），因此本研

究以電腦化呈現的方式進行實驗，得以進一

步探討學童心理數線表徵速度之議題。

透過上述實驗設計，據以提出下列研究

假設：

（一） 有數學學習困難之學童（包括 MLD-
RD 組和 MLD-only 組），其心理數線

表徵發展相較於無數學學習困難之學

童（包括 RD-only 組和 NA 組）較為

緩慢。

（二） 有數學學習困難之學童，其數線估計

能力（包括估計誤差量和估計速度的

表現）相較於無數學學習困難之學童

較差。

（三） 若 MLD-RD 組和 MLD-only 組學童之

間，或者 RD-only 組和 NA 組學童之

間有顯著差異，表示數線估計能力及

其心理數線表徵發展除了受到數學能

力的影響外，也會受到閱讀能力的影

響，或者是受到數學與閱讀能力更高

層次的共同核心認知能力之影響；若



•37•國小數學學習困難學童之心理數線表徵發展及其數線估計

彼此之間無顯著差異，表示僅和數學

能力有關，不受閱讀能力的影響。

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徵求臺灣北部二所及東部一所小

學參與，分別於國小一年級和三年級實施二

次數學成就測驗和閱讀能力測驗，施測時間

分別為上學期的 1 月和下學期的 6 月，據以

進行學童 MLD-RD 組、MLD-only 組、RD-
only 組和 NA 組之篩選。確認分組後，各組

學童分別於國小二年級和四年級參與「數字

在數線位置估計作業」。本研究針對 MLD
和 RD 之篩選原則與使用之測驗分述如下：

（一）篩選原則：

研究指出，以數學成就測驗篩選 MLD
學童，不宜以一次施測結果是否低於切截

分數就加以決定（Geary, Hamson, & Hoard, 
2000; Jordan & Hanich, 2003; Jordan, Hanich, 
& Kaplan ,  2003;  Mazzocco ,  & Myers , 
2003），又 MLD 和 RD 常合併出現，據此，

本研究篩選 MLD 和 RD 的標準為二次施測

結果均低於百分等級 35 以下之學童，亦即

兩次測驗的結果均落入學習低成就水準作為

篩選學習困難之標準。

（二）篩選工具

1.  數學成就測驗：由洪碧霞編製之數

學成就測驗（洪儷瑜、洪碧霞、陳淑

麗、秦麗花，2008），分為國小一年

級上、下學期和國小三年級上、下學

期共四個版本，國小一年級上、下學

期題本各有 20 題，國小三年級上、

下學期題本各有 25 題。其中，國小

一年級上、下學期兩版之信度為分別

為 .85 及 .82；國小三年級上、下學期

兩版之信度分別為 .84 及 .67。國小一

年級之測驗內容包括順序、加減法、

連加連減、幾個一數、時間、量與實

測、幾何和統計圖表等。國小三年級

之測驗內容則包括順序、位值、加減

法、乘除法、估算、分數小數、時間、

量與實測、幾何、統計圖表等。

2.  閱讀能力測驗：國小一年級上、下

學期施測洪儷瑜、陳秀芬與陳美芳

（2006）編製之低年級閱讀能力測驗，

包括句意理解和篇章理解共計 20題，

分為 A、B 兩版，並分別於上、下學

期施測，信度分別為 .70 和 .78；國小

三年級上、下學期施測柯華葳與詹益

綾（2006）編製之國民小學閱讀理解

測驗，測驗內容包括句意理解和篇章

理解等部分，亦分為 A、B 兩版，分

別於上、下學期施測，信度分別為 .70
和 .94。

國小一年級（三校合計 121 人）和國小

三年級（三校合計 143 人）學童經由上述篩

選程序後，於國小二年級篩選出 MLD-RD
組學童 12 人、MLD-only 組學童 8 人、RD-
only 組學童 13 人，以及 NA 組學童 14 人；

於國小四年級篩選出 MLD-RD 組學童 11
人、MLD-only 組學童 25 人、RD-only 組學

童 15 人，以及 NA 組學童 26 人。

二、研究工具與程序

本研究所進行之「數字在數線位置估計

作業」乃參考 Siegler 與 Booth（2004）以

及 Geary 等人（2007）所設計之實驗方法與

程序後，利用 Visual Basic 軟體轉換為電腦

化的施測版本，如圖三。電腦螢幕呈現長度

為 25 公分的數線，數線左端標示為 0，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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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標示為 100，距離數線中央上方 5 公分處

呈現目標數字，當目標數字出現後，請學童

估計該目標數字會落在數線的哪一個位置，

利用滑鼠在螢幕的 0 ～ 100 數線上點選該位

置，將點選的數線位置轉換成實際數線上的

數字後，就是受試者的「實際估計值」，轉

換的公式為「（受試者點選的位置與 0 的距

離）÷25 ×100」。目標數字共有 24 個，

分 別 為 3、4、6、8、12、17、21、23、
25、29、33、39、43、48、52、57、61、
64、72、79、81、84、90 和 96，以隨機的

方式呈現，本實驗沒有時間限制，但學生進

行測驗時，會由電腦記錄其反應時間，亦即

目標數字出現到受試者按下滑鼠的時間，作

為學童估計速度的指標。

三、研究資料的分析與統計方法

本 研 究 參 考 並 綜 合 Siegler 與 Booth
（2004）、Geary 等人（2007）和 Dehaene
等人（2008）之「數字在數線位置估計作

業」研究，以及 Lourenco 與 Longo（2007, 
2009）之「數線中點判斷作業」研究的分析

程序與統計方法，進行下列分析：

（一） 心理數線表徵發展分析：分別從團體、

個人和嘗試次等三個層次進行心理數

線表徵分析，其分析程序請參考文獻

探討之說明。

（二） 估計誤差量分析：以「估計誤差絕對

值百分比（PE）」作為每位學童在每

個目標數字的估計誤差量之指標，然

後運用 one-way ANOVA 進行組間差異

的比較。為避免極端值的影響，以所

有學童 PE 值的中位數進行統計考驗。

（三） 估計速度分析：以每位學童在每個目

標數字出現到按下滑鼠所需的反應時

間作為估計速度指標，然後運用 one-
way ANOVA 進行組間差異的比較。為

避免極端值的影響，以所有學童的估

計速度指標之中位數進行統計統驗。

研究結果

一、�MLD-only 組、MLD-RD 組、RD-
only 組和 NA組之心理數線表徵
發展分析

（一）團體層次分析的結果

1. 群組資料之最佳迴歸公式適配對數或線

性函數的分析結果

就國小二年級學童而言，MLD-RD 組

線性函數公式所得之預測值（predicted 
value-by-linear）與估計值中位數的差異絕

對值（亦即絕對距離 1），和對數函數公式

所得之預測值（predicted value-by-log）與

估計值中位數的差異絕對值（亦即絕對距離

2），兩者之間的差異達顯著（t (23) = 4.33，
p ＜ .001），而且線性表徵的 R2 較高（R2lin 
= 97.5%，p ＜ .001；R2log = 80.2%，p
＜ .001），因此 MLD-RD 組學童的心理數

線採取線性表徵。MLD-only 組的絕對距離

圖三　「數字在數線位置估計作業」電腦
化施測版本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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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和絕對距離 2 之間的差異達顯著（t (23) 
= 3.93，p ＜ .01）， 而 且 線 性 表 徵 的 R2

較 高（R2lin = 98.6%，p ＜ .001；R2log = 
85%，p ＜ .001），因此 MLD-only 組學童

採取線性表徵。RD-only 組的絕對距離 1
和絕對距離 2 之間的差異達顯著（t (23) = 
4.08，p ＜ .001），而且線性表徵的 R2 較高

（R2lin =98.1%，p ＜ .001；R2log =83.4%，

p ＜ .001），因此 RD-only 組學童採取線性

表徵。NA 組的絕對距離 1 和絕對距離 2 之

間的差異達顯著（t (23) = 5.95，p ＜ .001），

而且線性表徵的 R2 較高（R2lin = 98.7%，p
＜ .001；R2log =81.2%，p ＜ .001），因此

NA 組學童採取線性表徵。

就國小四年級學童而言，MLD-RD 組

的絕對距離 1 和絕對距離 2 之間的差異達顯

著（t (23) = 6.46，p ＜ .001），而且線性表

徵 的 R2 較 高（R2lin = 98.8%，p ＜ .001；
R2log = 78.7%，p ＜ .001），因此 MLD-RD
組學童的心理數線採取線性表徵。MLD-
only 組的絕對距離 1 和絕對距離 2 之間的

差 異 達 顯 著（t (23) = 6.92，p ＜ .001），

而且線性表徵的 R2 較高（R2lin = 99.1%，

p ＜ .001；R2log = 80.1%，p ＜ .001），因

此 MLD-only 組學童採取線性表徵。RD-
only 組的絕對距離 1 和絕對距離 2 之間的

差 異 達 顯 著（t (23) = 6.35，p ＜ .001），

而且線性表徵的 R2 較高（R2lin = 98.5%，

p ＜ .001；R2log =79.5%，p ＜ .001）， 因

此 RD-only 組學童採取線性表徵。NA 組的

絕對距離 1 和絕對距離 2 之間的差異達顯

著（t (23) = 7.47，p ＜ .001），而且線性表

徵的 R2 較高（R2lin = 99.6%，p ＜ .001；
R2log =81.5%，p ＜ .001），因此 NA 組學

童採取線性表徵。

2. 群組資料的估計誤差量是否隨著數字增

加而增加之迴歸分析結果

國小二年級和四年級之 MLD-RD 組、

MLD-only 組、RD-only 組和 NA 組學童，其

迴歸線的斜率均未達顯著（小二 MLD-RD 組

之β =- .01，t (23) = -.641，p ＝ .522；MLD-
only 組之β =.005，t (23) =.309，p ＝ .758；
RD-only組之β =.029，t (23) =1.652，p＝ .1；
NA 組之β =.015，t (23) =.93，p ＝ .353；小

四 MLD-RD 組之 β=- .006，t (23) = -.626，
p ＝ .532；MLD-only 組 之 β = .012，t (23) 
=1.625，p ＝ .105；RD-only 組之 β= .009，
t (23) =.908，p ＝ .365；NA 組之 β = .008，
t (23) =.934，p ＝ .351），如圖四所示，表示

國小二年級和四年級學童不論是否有數學或

語文的學習困難，其估計誤差量均不會隨著

數字增加而增加，表示這些學童的心理數線

均採取線性表徵。

（二）個人層次分析的結果

國小二年級和四年級的四組學童在未形

成表徵、對數表徵和線性表徵等三種模式所

占的百分比整理如表一。研究指出，MLD
學生在概算、數學事實提取及多位數計算

等與計算有關之表現顯著低於 RD-only 組

和 NA 組學生，MLD 學生合併 RD 後，在

多位數計算和文字題解題能力的表現則顯

著低於 MLD-only 組學生，而 RD-only 組

學生在文字題的表現則顯著低於 NA 組學

生（連文宏、洪儷瑜，2017；Geary et al., 
2000; Jordon & Hanich , 2003; Jordan et 
al., 2003），據此，數學學習困難的程度

有 MLD-RD 組、MLD-only 組、RD-only
組至 NA 組學生依序遞減的趨勢。利用

Spearman 等級相關來檢定國小二年級組別

（將組別依數學學習困難程度加以等級化，

MLD-RD 組標示為 1、MLD-only 組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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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國小二年級與四年級四組學童之目標數字與估計誤差量之迴歸分析散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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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RD-only 組標示為 3、NA 組標示為

4）和表徵模式（將表徵形式依發展加以等

級化，未形成表徵標示為 1、對數函數表

徵為 2、線性函數表徵為 3）之間的相關，

結果達顯著差異（rs =.304，p ＝ .038），

意味著數學學習困難程度從 MLD-RD 組至

NA 組，其心理數線有從對數表徵轉換到

線性表徵的趨勢，但是到了小學四年級，

四組學童則均已發展至線性表徵，如表一

所示。

（三）嘗試次分析結果

國小二年級和四年級的四組學童在對

數表徵、模糊表徵和線性表徵等三種模式所

占的百分比整理如表二。利用 Spearman 等

級相關來檢定國小二年級組別（將組別依數

學學習困難程度加以等級化，MLD-RD 組

標示為 1、MLD-only 組標示為 2、RD-only
組標示為 3、NA 組標示為 4）和表徵模式

（將表徵形式依發展加以等級化，對數表徵

標示為 1、模糊表徵為 2、線性表徵為 3）

表一　國小二年級和四年級學童不同組別在個人層次分析之表徵模式百分比

年級與組別 表徵模式百分比（%）

未形成表徵 對數表徵 線性表徵

二

年

級

MLD-RD 組（n ＝ 12） 8 16 76

MLD-only 組（n ＝ 8） 0 12 88

RD-only 組（n ＝ 13） 0 7 93

NA 組（n ＝ 14） 0 0 100

四

年

級

MLD-RD 組（n ＝ 11） 0 0 100

MLD-only 組（n ＝ 25） 0 0 100

RD-only 組（n ＝ 15） 0 0 100

NA 組（n ＝ 26） 0 0 100

表二　國小二年級和四年級學童不同組別在嘗試次分析之表徵模式百分比

年級與組別 表徵模式百分比（%）

未形成表徵 對數表徵 線性表徵

二

年

級

MLD-RD 組 14 40 46

MLD-only 組 17 38 45

RD-only 組 15 31 54

NA 組 14 31 55

四

年

級

MLD-RD 組 10 31 59

MLD-only 組 5 36 59

RD-only 組 5 30 65

NA 組 5 31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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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相關，結果達顯著差異（rs = .066，
p ＝ .03），意味著數學學習困難程度從

MLD-RD 組至 NA 組，心理數線有從對數

表徵轉換到線性表徵的趨勢；到了國小四年

級，Spearman 等級相關統計結果未達顯著

差異（rs = .007，p ＝ .78），表示國小四年

級的四個組別之嘗試次已離開依賴對數表徵

而發展至依賴線性表徵。

二、�MLD-only 組、MLD-RD 組、RD-
only組和NA組學童在心理數線估
計誤差量與估計速度之差異比較

就估計誤差量而言，以學童在每個目標

數字的 PE 值之中位數作為集中量數，結果

顯示國小二年級 MLD-RD 組學童的平均估

計誤差量為 7.20（標準差為 2.74），MLD-
only 組 學 童 為 6.92（ 標 準 差 為 2.18）， 
RD-only 組學童為 5.14（標準差為 2.24），

NA 組學童為 4.85（標準差為 1.55）；國小

四年級 MLD-RD 組學童的平均估計誤差量

為 3.07（標準差為 2.50），MLD-only 組學

童為 3.30（標準差為 2.64），RD-only 組學

童為 2.50（標準差為 1.65），NA 組學童為

2.37（標準差為 1.68），利用二因子變異數

分析方法檢定年級與組別因子是否會影響

估計誤差量的表現，結果如圖五。年級（F
＝ 103.42，p ＜ .05）與組別（F ＝ 6.70，
p ＜ .05）主要效果達顯著差異，而無顯著

的交互作用效果（F ＝ 1.57，p ＝ .197），

利用 Bonferroni 法進行主要效果的事後比

較。就年級而言，國小四年級學童的估計誤

差量顯著低於國小二年級學童；就組別而

言，有數學學習困難學童（包括 MLD-RD 組

和 MLD-only 組）的估計誤差量顯著高於沒

有數學學習困難學童（包括 RD-only 組和

NA 組）（MLD-RD ＞ RD-only，p = .022；

MLD-RD ＞ NA，p = .005；MLD-only ＞

RD-only，p = .026；MLD-only ＞ NA，p = 
.006）。其中 MLD-RD 組和 MLD-only 組，

以及 RD-only 組和 NA 組彼此之間沒有顯著

差異。整體而言，不管是國小二年級或四年

級，有數學學習困難的學童會顯著增加數線

估計誤差量，合併閱讀困難似乎不會再增加

估計誤差量，而且閱讀困難學童的表現和正

常發展學生無顯著差異，因此單純閱讀困難

本身不會影響數線估計誤差量。

就估計速度而言，以各組所有學童在

每個目標數字的反應時間之中位數作為集

中量數，結果顯示，國小二年級 MLD-RD
組學童的平均估計速度為 5.64 秒（標準差

為 1.13），MLD-only 組學童為 5.55 秒（標

準 差 為 .71），RD-only 組 學 童 為 4.49 秒

（標準差為 2.20），NA 組學童為 4.37 秒

（標準差為 .48）；國小四年級 MLD-RD 組

學童的平均估計速度為 4.63 秒（標準差為

1.03），MLD-only 組學童為 5.01 秒（標準

差為 .90）， RD-only 組學童為 3.99 秒（標

準差為 .70），NA 組學童為 4.05 秒（標準

差為 .40）。利用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方法檢

定年級與組別因子是否會影響估計速度的表

現，結果如圖六。年級（F ＝ 14.278，p ＜ 

圖五　二個年級四組學童在估計誤差量之
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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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與組別（F ＝ 13.309，p ＜ .05）主要

效果達顯著差異，而無顯著的交互作用效果

（F ＝ .871，p ＝ .457）。利用 Bonferroni
法進行主要效果的事後比較，就年級而言，

國小二年級學童的估計速度比國小四年級學

童顯著較為緩慢；就組別而言，有數學學習

困難學童（包括 MLD-RD 組和 MLD-only
組）的估計速度比沒有數學學習困難學童

（包括 RD-only 組和 NA 組）顯著較為緩慢

（MLD-RD ＞ RD-only，p ＜ .001；MLD-
RD ＞ NA，p ＜ .001；MLD-only ＞ RD-
only，p ＜ .001；MLD-only ＞ NA，p ＜ 
.001）。其中，MLD-RD 組和 MLD-only 組

以及 RD-only 組和 NA 組彼此之間則沒有顯

著差異。整體而言，不管是國小二年級或四

年級，有數學學習困難的學童會顯著延緩數

線估計速度，合併閱讀困難似乎不會更加延

緩估計速度，又單純閱讀困難學童之表現和

正常發展學童無顯著差異，因此單純閱讀困

難本身不會影響數線估計速度。

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數學學習困難或

閱讀困難對數線估計能力及其心理數線表徵

發展的影響。就心理數線表徵發展而言，學

童的心理數線表徵發展是依賴對數、線性或

介於之間的模糊表徵，強調須整合三個層次

的分析結果做綜合研判，目前國內外研究者

多僅根據團體層次的分析即予以判斷是依賴

對數或線性表徵，可能會有所偏頗，據此，

團體層次的兩種分析方法發現國小二年級的

MLD-RD 組、MLD-only 組、RD-only 組和

NA 組學童均依賴線性表徵，但是在個人與

嘗試次層次的分析則發現，國小二年級學童

的數學學習困難程度從 MLD-RD 組、MLD-
only 組、RD-only 組至 NA 組學童，其心理

數線表徵有從對數往線性表徵發展的趨勢，

再加上先驅研究指出國小二年級正常發展的

學童在這三個層次的分析均已依賴線性表

徵，因此綜合這些研究資料研判國小二年級

具有數學學習困難的學生，其數線表徵的發

展應未如團體層次所分析之結果已依賴線性

表徵，而是處於模糊表徵階段較為合理。然

而，到了國小四年級，則不受數學學習困難

程度的影響，三個層次的分析均指出四組學

童已發展至線性表徵。整體而言，雖然國小

二年級數學學習困難學童的表徵發展有遲緩

的現象，但是到了國小四年級，已能跟上正

常同儕而發展至線性表徵。就數線估計誤差

量的能力表現而言，國小二年級和四年級有

數學學習困難之學童（不論有無合併閱讀困

難），其估計誤差量顯著高於單純閱讀困難

和正常發展學童，此研究結果與國外研究結

果一致，國外研究指出國小一年級和二年級

數學學習困難學童之估計誤差量顯著高於正

常發展學童（Geary et al., 2007; Geary et al., 
2008）。本研究的貢獻則進一步將研究對

象增加至國小四年級學童，同時也首次指出

閱讀困難本身似乎不會影響估計誤差量的表

現。就數線估計速度的能力表現而言，結果

與估計誤差量的分析一樣，國小二年級和四

圖六　二個年級四組學童在估計速度之二
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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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有數學學習困難之學童（不論有無合併

閱讀困難），其估計速度顯著緩慢於單純閱

讀困難和正常發展學童，而且估計速度也不

受閱讀能力影響。由於國外無估計速度的相

關研究，故本結果則是另一項貢獻。

整體而言，數學學習困難學童從國小

二年級發展至四年級，其數線估計的精確度

與估計速度的差異並未隨著年級增加而消

失，似乎存在顯著缺陷，而前文討論的心

理數線表徵，隨著年級能跟上同儕發展，故

數學學習困難學童之心理數線表徵似乎是發

展遲緩。另外，本研究之數學學習困難的篩

選是基於兩次數學成就測驗，數學困難與非

數學困難在數線估計能力之差異再次驗證國

內外研究所指出的數線估計能力和數學成就

之關係（袁媛等人，2016；Booth & Siegler, 
2006; Schneider et al., 2009; Siegler & Booth, 
2004）。然而，本研究所得數學困難學童在

估計誤差和速度未能隨年級增長而消失之結

果，可進一步推論數線估計能力是數學學習

障礙之核心缺陷。

目前學習障礙學生的鑑定趨勢是以診

斷學生的核心能力缺陷為何，如果該能力在

持續一段時間的補救教學介入後仍難有反

應者，則該生在此能力可能有其發展上的

障礙，若補救後能跟上同儕的發展，可能

是因學習經驗所致，而非數學學習障礙，

即所謂的教學反應（respond to intervention, 
RTI）。筆者於 2017 年的研究發現國中數

學學習障礙學生從國小開始，持續數學補救

課程至國中八年級或九年級，仍存在加法和

減法事實提取困難，表示加法與減法事實提

取困難為其核心缺陷，但乘法事實提取能力

到了國中階段則無顯著困難（連文宏、洪儷

瑜，2017）。本研究指出，MLD 學童的數

線估計能力在估計誤差量與估計速度有顯著

缺陷，確認了核心缺陷為何之後，應據此提

出設計與調整教學方案之建議，例如：於國

小低年級教學時，持續提供豐富的具體視覺

可操作之數線估計活動，並搭配具體視覺可

操作之數量多寡操弄活動，以逐步建構數字

背後所代表的數量之數感能力，到了較高年

級在進行重要數學概念的介紹時，則應避免

使用「大數字」或「非整數」的數字作為範

例進行教學。

本研究所用之「數字在數線位置估計作

業」可作為數學學習障礙之數感能力的診斷

工具之一，據以診斷學童是否有數感缺陷。

由於心理數線表徵是依賴對數、線性或模

糊表徵的分析方式相當複雜，對於數感發展

之研究確實可以參考，但是對於診斷數學困

難，其表徵能力在國小二年級以後可能就沒

有差異，因此不建議採用此標準，而建議採

用估計誤差量與估計速度兩項數線估計能力

作為診斷依據。

最後，本研究的限制在於研究對象的

選取，數學學習困難與閱讀困難的篩選標準

是依據兩次數學或閱讀成就測驗均低於百分

等級 35 以下者，主要是根據 Mazzocco 與

Myers（2003）的建議：數學學習成就表現

並不穩定，不宜以單一次的測驗資料來決定

數學學習困難，數學成就在兩次的測驗之穩

定度僅有 65%（Mazzocco & Myers, 2003），

因此研究多建議採取比較寬鬆的兩次測驗百

分等級 35 以下作為篩選標準（Jordan et al., 
2003; Mazzocco & Myers, 2003）。有些研究

以單次設定百分等級 25 以下、甚至是百分

等級 15 以下者，是否這些學習困難的研究

對象在研究結果上會有不同，建議作為本研

究的重複驗證。又目前數學學習障礙的診斷

採取數感和數學事實提取困難之核心缺陷標

準，數學學習障礙學童在數線估計能力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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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與心理數線表徵發展是否與本研究結果雷

同，值得再進一步驗證。此外，本研究採取

橫斷法探討發展之議題，其缺點在於因果推

論受限與同群期（cohort）差異可能造成之

影響，因此建議未來研究採取縱貫法，以驗

證本研究所得之結果。最後，本研究之「數

字在數線位置估計作業」所得之各項能力與

其他數感評量的關係，或是與數學事實提取

能力的關係，也值得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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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numbers is considered to possess not only 
quantitative but also spatial properties; therefore, researchers have designed various 
tasks to estimate it. Mental number line representation, derived from the Spatial-
Numerical Association of Response Codes effect, compresses large numbers as 
logarithmic functions, according to Dehaene (1993). The linear function becomes 
dominant as children grow. Therefor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development of mental 
number line representation and number line estima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who have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MLD). These types of representation 
and estimation assessed with the “number-to-position” task have been recommended 
as indicators of number sense in the literature. Methods: A computerized number-to-
position task was designed using the Visual Basic program, and performance and speed 
were recorded when participants indicated the positions of numbers in lines shown 
on the screen. Four groups of students in the second and fourth grades were screened. 
Standardized mathematical and reading tests were administered. A cut-off score of <35th 
percentile for 2 consecutive years was used as the screening criterion for classifying 
the students into one of the following four groups: MLD with reading difficulties (RD) 
(MLD-RD), only MLD (MLD-only), only RD (RD-only), and normal achievement (NA). 
All students were tested using the computerized number-to-position task, and the data 
were examined through group, individual, and trial-by-trial analyses.Results/Fi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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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performance in the group and individual analyses, the mental number line 
representation of second-grade students with MLD (with/without RD) depended on 
ambiguous representation (falling between the logarithm and linear representation), and 
that of the students without MLD depended on the linear representation. However, in all 
groups of fourth-grade students, the mental number line tended to depend on the linear 
representation. This result indicated the developmental delay in terms of mental number 
line representation in second-grade students with MLD. As they progressed to higher 
grades, the students with MLD caught up with their typically developing peers in terms 
of their development of mental number line representation, as proven by the results of 
the fourth-grade students with MLD. In terms of estimation error and spee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tudents with MLD (including the MLD-RD and 
MLD-only groups) and those without MLD (including RD-only and NA groups) in both 
grades. This result indicated that number line estimation ability is the core deficit in 
students with MLD. Conclusions/Implications: The mental number line representation 
deficit decreases with progression to higher grades. Students with MLD catch up with 
their peers without MLD by the fourth grade. However, they still differ in terms of 
errors and speed. Accordingly, the metal number line presentation is defined as students’ 
number sense and is recommended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number 
sense or for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vention. 

Keywords:   number-to-position task, mental number line representation, number line 
estimation ability,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reading diffi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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