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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根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本章依序說明研究對象、研究設計、研究工具、

實驗程序與資料處理的方法。本研究以「數學態度量表前測得分」、「多向度幽默

感量表前測得分」、「新編創造思考測驗前測得分」、「第一次段考數學成績」為共

變項，組別（實驗組或對照組）為自變項，依變項為「數學態度量表後測得分」、

「多向度幽默感量表後測得分」、「新編創造思考測驗後測得分」、「第二次、第三

次段考數學成績」依變項，進行研究。研究架構如下圖 3-1-1所示。 

 

 

 

 

 

 

 

 

 

 

 

 

 

圖 3-1-1 「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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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北市一所市立國民中學進行實驗教學，此國中成立至今二十年，

為工商混合區。該校在九十三學年度班級總數共 29班，每班人數約二十五至三

十名，男女合班，其編班方式採 S型常態編班。 

此次實驗教學以國一學生為對象，研究者在考量學校行政措施與研究倫理，

在研究者任教的國一與國三兩個年級中，選取國一學生為研究對象，其中一班為

對照組，另外兩班為實驗組，實驗組包含一班普通班，一班美術班，表 3-1-1為

本研究樣本分配，實驗組兩班以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進行教學活動，另一班對照

組接受一般數學課程教學活動，兩組均由研究者擔任教學者。 

表 3-1-1 本研究樣本人數 

組別 男生 女生 總數 

實驗組普通班 14 9 23 

美術班 5 22 27 

對照組 16 13 29 

合計 35 4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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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的目的在考驗「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對國中生數學學習成效與創造

力之影響，在實驗設計上採「不等組前測-後測」設計，以學校現有班級進行實

驗分組。實驗教學前，實驗組、對照組學生均接受「數學態度量表」、「多向度幽

默感量表」、「新編創造思考測驗」之前測，實驗組接受「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

對照組接受一般數學課程教學，待實驗結束後，兩組學生進行「數學態度量表」、

「多向度幽默感量表」、「新編創造思考測驗」之後測，以分析學生數學學習成效

與創造力改變的情形。本研究實驗設計，如下表 3-2-1所示。 

表 3-2-1 本研究實驗設計 

組別 前測 處理 後測 

實驗組 1Y 1X  3Y  

對照組 2Y  2X  4Y  

 

1Y 、 2Y ：表示學生在「數學態度量表」、「多向度幽默感量表」、「新編創造思考測驗」前測分數，

及「第一次段考數學成績」。 

3Y 、 4Y ：表示學生在「數學態度量表」、「多向度幽默感量表」、「新編創造思考測驗」後測分數，

及「第二次、第三次段考數學成績」。 

1X ：表示「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的教學方式。 

2X ：表示一般數學課程教學。 

將本研究自變項、依變項及控制變項說明如下： 

一、自變項 

本研究的自變項為「組別」，分別為接受「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實驗組學

生，及接受一般數學課程教學的對照組學生。 

 



48 

二、依變項 

本研究依變項為學生的數學學習成效、幽默感與創造力的表現包括： 

（一）數學學習成效：數學學習成效包括：對數學的態度與段考數學成績。

以受試者在「數學態度量表」與「段考數學成績」之得分為指標，得分越高

表示數學學習成效越好。 

（二）幽默感：以受試者在「多向度幽默感量表」之得分為指標，得分越高

表示幽默能力越佳。 

（三）創造力：創造力包括：語文創造思考能力與圖形創造思考能力。以受

試者在「新編創造思考測驗」之得分為指標，得分越高表示創造力越高。 

三、控制變項 

（一）主試者因素：以研究者擔任三個班的數學授課教師，在教材上與進度

上的掌握容易控制，以達到實驗的假設，並於實驗進行時有協同研究者從旁

觀察，研究者修習過幽默心理學的課程，排除產生影響實驗效度的因素。 

（二）情境因素：實驗組、對照組教學單元相同、教學場地皆在該班教室，

避免不同情境影響實驗結果。為控制實驗處理效果，實驗組學生只有在數學

課時接受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其他領域任課教師大多相同，如語文領域（本

國語文）、社會領域、藝術與人文領域、綜合領域，避免其他課程對實驗教

學產生干擾。 

（三）評分者因素：兩組學生接受所有測驗、量表及訪談皆由研究者擔任，

在相同的時間內實施。為去除不同評分者產生影響實驗信度的因素，新編創

造思考語文測驗的評分均由一名教師擔任，新編創造思考圖形測驗的評分由

另一名教師擔任，雖然新編創造思考語文和圖形測驗各由一位教師評分，但

是創造力會受到主觀評分的影響，為求實驗的嚴謹，本研究再邀請一位專家

擔任評分者，評閱十份學生測驗後，進行 Pearson積差相關統計，求得各項

評分者信度係數皆達.90，表示新編創造思考測驗評分者間的信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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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研究工具包括：「數學態度量表」、「多向度幽默感量表」、「新編創造

思考測驗」、「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三次段考數學測驗」、「學生數學態度訪談大

綱」、「課程回饋問卷」、「研究者省思日誌」及「課堂觀察紀錄」等，以下依序敘

述。 

壹、數學態度量表 

數學態度量表由吳元良（民 84）所編製（附錄一），量表相關內容如下所述： 

一、原始量表 

（一）測驗內容 

數學態度量表，包含「學習數學的信心」、「數學的有用性」、「數學探究

動機」、「對數學成功的態度」、「重要他人的數學態度」、「數學焦慮」六個分

量表，共 55題，採五點量表答法，每個分數代表分量表的得分，得分越高

代表個人數學態度越積極。本研究只採「學習數學的信心」、「數學的有用

性」、「數學探究動機」、「對數學成功的態度」、「數學焦慮」五個分量表作為

研究工具，因「重要他人的數學態度」所測出的是父母對受試者數學態度的

關心程度，並不在本研究的範圍內，所以刪除此分量表。 

（二）適用對象：國小學生。 

（三）測驗時間：無限制。 

（四）信度 

1.再測信度：數學態度量表十天再測信度為.79。 

2.內部一致性信度：各分量表 Cronbach a 係數：「學習數學的信心」為.84；

「數學的有用性」為.75；「數學探究動機」為.85；「對數學成功的態度」為.78；

「重要他人的數學態度」為.84；「數學焦慮」為.87；總量表為.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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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效度 

數學態度量表使用「最大變異法」（varimax rotation）作正交轉軸，進

行因素分析，建立建構效度，六個分量表可解釋變異量的 49﹪。 

二、修訂過程 

（一）信度 

因吳元良所編製的數學態度量表適用對象為國小學生，本研究為國一學

生，所以將數學態度量表進行信效度的檢驗，對象為國一至國二學生，共

199位，結果如表 3-3-1所示：1.信度：內部一致性信度：各分量表 Cronbach 

a 係數：「學習數學的信心」為 .90；「數學的有用性」為 .83；「數學探究動機」

為.92；「對數學成功的態度」為.87；「重要他人的數學態度」為.85；「數學

焦慮」為.91；總量表為.82。整體而言，數學態度量表的內部一致性良好。 

表 3-3-1 數學態度量表各分量表之內部一致係數摘要表 

（二）效度 

本檢定抽取四個班級，由該班數學教師選定對數學興趣高與數學興趣低

學生，數學興趣高共 10位，數學興趣低共 10位，使用獨立樣本 t檢定，比

較數學興趣高低在數學態度量表上是否有顯著差異的情形存在。結果如表

3-3-1顯示數學興趣高比數學興趣低的得分，在數學態度量表的「學習數學

的信心」、「數學有用性」、「數學探究動機」、「重要他人的數學態度」、「數學

焦慮」與總量表上有顯著差異存在，只有「對數學成功的態度」未達顯著差

向度 題數 a值 

學習數學的信心(N=188) 11 .9014 

數學有用性(N=196) 9 .8265 

數學探究動機(N=194) 9 .9181 

對數學成功的態度(N=199) 7 .8710 

重要他人的數學態度(N=186) 12 .8468 

數學焦慮(N=197) 7 .9084 

總量表(N=169) 55 .8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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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從題目來探討可能的原因如下：「對數學成功的態度」的分量表題目為：

第 30題假如我的數學很厲害，別人會向我學習；第 31題我覺得數學好，是

一件很棒的事；第 32題假如我的數學是全班最好的，我會很快樂；第 33

題數學得到優等是很光榮的事；第 34題數學考得好，是值得高興的事；第

35題我的數學若是很好，我會喜歡別人稱讚我；第 36題我喜歡別人說我的

數學很優秀。此分量表的題目皆是假設性的問題，屬於自評式的題目，數學

興趣高與數學興趣低的學生無法透過數學教師比較出差異，因此本量表的差

異性未達顯著水準。但其他量表皆達顯著水準，可見本量表的效度良好，可

以作為了解國中學生的數學態度的研究工具。 

表 3-3-2 數學興趣高低在數學態度量表的平均數、標準差與 t 檢定 

註：*p ＜.05；** p ＜.01；***p ＜.001 

貳、多向度幽默感量表 

本測驗由陳淑蓉（民 91）所編製（如附錄二），本量表相關內容如下所述： 

一、測驗內容 

多向度的幽默感量表，包含「幽默理解能力」、「幽默創造能力」、「社

向度 數學興趣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學習數學 
的信心 

興趣高 

興趣低 
10 
10 

4.48 
2.69 

.39 

.47 
9.36 .000*** 

數學 
有用性 

興趣高 

興趣低 
10 
10 

4.27 
3.17 

.48 

.56 
4.74 .000*** 

數學 
探究動機 

興趣高 

興趣低 
10 
10 

4.11 
2.20 

.71 

.54 
6.77 .000*** 

對數學 
成功的態度 

興趣高 

興趣低 
10 
10 

3.83 
3.77 

.71 

.65 
.19 .853 

重要他人 
的數學態度 

興趣高 

興趣低 
10 
10 

4.11 
3.30 

.60 

.53 
3.19 .005** 

數學焦慮 興趣高 

興趣低 
10 
10 

4.49 
2.50 

.44 

.83 
6.65 .000*** 

總量表 興趣高 

興趣低 
10 
10 

4.21 
2.94 

.44 

.35 
7.1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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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情境中的幽默能力」、「幽默因應能力」、「對幽默的態度」及「笑的傾

向」等六個分量表，可以運用此量表來瞭解學生的幽默感。 

二、適用對象 

此份量表原先設計適用於高中，不過亦有其他研究者將其運用於國中

（林小麗,民 93）。 

三、測驗時間：無限制，總共 57題，包含 3題重覆題。 

四、信度 

總量表之α 值為.95，各分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係數分別是：「幽默理解

能力」為.5812；「幽默創造能力」為.8417；「社交情境中的幽默能力」為.9204；

「幽默因應能力」為.8336；「對幽默的態度」為.8219；「笑的傾向」為.7514。

其中「幽默理解」因題數較少因而α值不高，只有.58之外，其餘分量表的

α 值皆界於.75至.92 之間，本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尚稱滿意。 

五、效度 

與同儕互評的分數求相關，得相關為.32，達.01顯著水準；在建構效度

上使用驗證性因素分析、對照組差異及內部同質性考驗皆達顯著水準。 

參、新編創造思考測驗 

此測驗由吳靜吉、陳甫彥、林偉文、劉士豪、陳玉樺等人於民國 87年

根據 Guilford和 Torrance之理論為基礎，分別編製語文創造思考與圖形創造

思考測驗，以下敘述此份測驗內容、適用對象、測驗時間、信度及效度。 

一、測驗內容 

新編創造思考測驗分別以「竹筷子的不尋常用途」編制「語文創造思考

測驗」，可得出流暢力、變通力與獨創力三項指標；以「人」字圖形編制「圖

形創造思考測驗」，可得出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與精進力四項指標。 

二、適用對象：國小至大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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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測驗時間 

新編語文創造思考測驗、新編圖形創造思考測驗測驗時間皆為十分鐘，

加上指導語說明，測驗大約需要三十分鐘。 

四、信度 

（一）評分者一致性信度以不同評分者評二十份測驗之結果求得肯得爾和

諧係數（Kendall coefficient of concordance）做為評分者信度指標，在語文

創造思考測驗的信度分別是流暢力.96，變通力.97，獨創力.93；圖形創造

思考測驗的信度分別是流暢力.98，變通力.97，獨創力.94，精進力.79。 

（二）再測信度以台灣地區中小學及大學研究生為對象，前後兩次施測的

相隔時間三至四個月，所求得在語文創造思考測驗的再測信度為流暢

力.46，變通力.44，獨創力.34；圖形創造力測驗的再測信度為流暢力.60，

變通力.54，獨創力.42，精進力.52。 

五、效度 

以「拓弄思文字創造思考測驗乙式」中的「空罐子」活動為「語文創造

思考測驗」的效標，兩者相關為：流暢力.70、變通力.62、獨創力.08；以及

「拓弄思圖形創造思考測驗甲式」中的「線條（平行線）」活動為「圖形創

造思考測驗」的效標，兩者相關為：流暢力.75、變通力.50、獨創力.57、精

進力.39。 

 

肆、九十三學年度第一學期三次段考數學測驗 

本校三次段考試題由任教該年級數學教師命題，三次段考命題教師皆不

同，段考結束後，由該班數學教師批改試卷。段考試題雖未經過信效度檢驗，但

是各班教師秉持公正原則閱卷，且研究者避免產生主觀因素影響，閱卷完後再由

實習教師進行校對工作，因此實驗組與對照組的段考成績具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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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生數學態度訪談大綱 

為深入了解實驗組學生對幽默融入數學課程的看法和感受，參考林奕宏（民

89）的「多元智能與問題解決整合型教學模式」對國小學生數學學習表現之影響

的實驗組學生數學態度訪談大綱，並徵詢專家意見，由研究者根據本研究之研究

架構、目的、假設，編製而成訪談大綱（如附錄三）。受訪者的選取以實驗組依

第二次段考數學成績與第一次段考數學成績進退步排名取進步最多的五人與退

步最多五人，進行訪談，兩班實驗組訪談學生共十人。 

陸、課程回饋問卷 

為了解實驗組學生對幽默融入數學課程教學的反應，參考郭雅惠（民 93）

創造思考教學融入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對國中生創意表現影響之研究的「課程回饋

問卷」及林小麗（民 93）幽默融入國中綜合活動幽默感、情緒適應和幽默人際

因應之影響的「期末問卷」，依據本研究需求編製成課程回饋問卷（如附錄四），

課程回饋問卷共有十四題敘述題、一題複選題。十四題敘述題由教學方式、課程

設計、個人感受等三部分敘述句組成，採 Likert四等量表勾選方式；一題複選題

針對教師在課程中所使用的幽默策略勾選喜歡的策略；課程回饋問卷諮詢學者、

專家之意見以建立效度。 

柒、研究者省思日記 

研究者在每次教學結束後填寫，提供研究者個人沉澱與再深入思慮的線

索，紀錄表參考郭雅惠（民 93）「創造思考教學融入綜合活動領域對國中生創意

表現影響之研究」的省思日記格式改編而成。 

仈、課堂觀察紀錄 

為協助研究者了解學生學習狀況及研究者教學過程、教學及學習氣氛，經

實驗組學生同意，研究者進行實驗教學過程架設攝影機進行錄音錄影，以利教學

後就影片內容進行紀錄，並作為教學歷程回饋檢討、研究者教學省思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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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程序 

 

壹、實驗處理前階段 

（一）蒐集相關文獻，並確定研究主題、擬定研究架構。 

（二）蒐集並選取適合的研究工具，並作「數學態度量表」的信效度檢驗。 

（三）編寫「幽默融入數學創意教學」的教學方案。 

研究者徵詢幽默專家和數學教師意見，深入討論融入教學時可能遇到的問題

與解決策略。 

（四）編寫課程回饋問卷、教學省思日記表。 

（五）研究樣本的選取。 

本研究以國一學生為對象，自台北市某市立國民中學一年級研究者任教的三

個班級為研究樣本。為避免教學效果受教學個人能力、特質等因素干擾影

響，兩組皆由研究者擔任教學工作。 

貳、實驗處理階段 

（一）進行測驗 

1.在實驗教學開始前一週，兩組學生接受「數學態度量表」、「多向度幽默感

量表」與「新編創造思考測驗」。 

2.實驗組、對照組施測新編創造思考測驗後，避免受到不同評分者的標準不

同，而影響測驗結果，由研究者與另一名教師分別進行語文創造思考測驗與

圖形創造思考測驗評分。 

（二）進行「幽默融入數學創意教學」實驗教學 

實驗組接受「幽默融入數學創意教學」課程，對照組接受一般數學教學課程。

自民國 93年 10月開始實施，至 94年 1月完成實驗教學課程，實驗組接受

共 29節課的實驗課程，每週 5節課，每節課 45分鐘。在實驗教學期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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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在每堂課後撰寫教學省思日記，紀錄課堂中重要事件，進行省思。 

參、實驗處理後階段 

（一）實施測驗 

在實驗教學結束前一週，對兩組學生實施「數學態度量表」、「多向度幽默

感量表」、「新編創造思考測驗」，此外，實驗組學生填寫「課程回饋問卷」。 

（二）進行訪談分析 

從實驗組學生中選出在第二次段考與第一次段考進退步最多的五名學生

進行訪談，以了解實驗教學對實驗組學生的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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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 

 

壹、統計分析 

本研究以「數學態度量表」、「多向度幽默感量表」、「新編創造思考測驗」進

行量化研究的工具，資料分析採用，SPSS for Window中文版 10.1的統計套裝轉

體，進行統計分析，以組別為自變項，以學習數學的信心、數學有用性、數學探

究動機、對數學成功的態度、數學焦慮、幽默理解、幽默創造、社交幽默能力、

幽默因應、對幽默的態度、笑的傾向、語文流暢力、語文變通力、語文獨創力、

圖形流暢力、圖形變通力、圖形獨創力，及圖形精進力前測得分為共變項，後測

為依變項，探討「幽默融入數學創意教學」對學生的數學學習成效、幽默感與創

造力是否具有提升效果。 

（一）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 

在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前，進行組內迴歸同質性考驗，考驗實驗組對照組

的迴歸係數是否達顯著，若未達顯著則表示兩組同質性假設成立，可以進行單因

子共變數分析（林清山,民 86）。 

（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本研究以單因子共變數分析考驗假設二、假設三、假設四、假設五，考驗實

驗組與對照組在數學態度量表、多向度幽默感量表、新編創造思考語文與圖形測

驗得分的差異情形。 

（三）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以二因子變異數分析考驗假設一，考驗實驗組與對照組在七上三次段

考成績平均的差異情形。 

（四）描述統計 

以描述統計分析「課程回饋問卷」中，學生對教學方式、課程設計、個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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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等三方面的填答百分比。 

 

貳、內容分析 

研究者就實驗組學生的課堂學習成果、實驗組學生訪談資料、教學省思日記

等，針對上述資料的內容作統整分析，探究實驗組學生在實驗教學課程進行時的

創意表現和對課程的反應。 

一、學生課堂學習成果 

學生的課堂學習成果分成幽默技巧與創造力兩部分分析，幽默技巧分成「諧

音」、「變奏法」、「說故事」、、「比喻」、「誇大」、「雙關」、「改編歌曲」、「重新解

釋」、「聯想」、「自創謎語」；創造力部分以 Besemer（1998）提出新穎（Novelty）、

問題解決（Resolution）及精進及統合（Elabortion與 Synthesis）三個向度，新穎

（Novelty）包含：原創、驚奇、幽默感；問題解決（Resolution）向度包含價值

性、邏輯性、實用性、可了解性；精進及統合（Elabortion與 Synthesis）包含：

組織性、雅致性、巧妙，共十個指標加以分析，以了解學生經過幽默融入的教學

後在幽默技巧及創造力的成果。 

二、實驗組學生訪談資料 

以實驗組依第二次段考數學成績與第一次段考數學成績進退步排名取進步

最多的五人與退步最多五人，進行訪談，根據訪談時的回饋進行分析。 

三、教學省思日記 

在教學省思日記方面分析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個人及專業上的成長，並探討

學生在實驗教學進行過程中的學習情形，以及研究者在幽默融入的過程中遭遇的

困難及解決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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