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五節旨在說明本研究的研究設計、研究對

象、研究工具、以及整個研究之程序及資料處理與分析。

茲分節敘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以自編的「數學學習經

驗追蹤問卷」探討不同「國中盃數學競試」參賽經驗在學

習特質、學習環境與成就表現之差異比較，依據本研究的

目的與所欲探討的研究問題，建立本研究的架構，如圖

3-1-1 所示。  

而本研究採用縱貫的調查方式，針對研究對象進行

2002 年至 2004 年三年連續性的追蹤研究。表 3-1-2 則為

三年縱貫研究時間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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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研究樣本共計 120 位  
樣本一：參加 2001 年國中盃數學競賽獲金、銀  

、銅牌獎的國中學生 30 位 (29 男 1 女 ) 
樣本二：參加 2001 年國中盃數學競賽  

未獲獎的國中學生 30 位 (26 男 4 女 ) 
樣本三：參加 2002 年建中寒假優質數學研習營的  

國二男生 30 位  
樣本四：參加 2002 年建中寒假優質數學研習營的  

國二女生 30 位       

     數學學習經驗問卷     (自評 )  

 

     2002~2004 三年中學階段不同數學學習經驗  

                   

數學學習經驗追蹤問卷      (自評 )            

 
2004 追蹤問卷回收樣本 100 位依研究目的分組  

A 組：曾參加 2001 年國中盃數學競賽  
獲金、銀、銅牌獎 30 位高中生 (29 男 1 女 ) 

B 組：曾參加 2002 年國中盃數學競賽  
獲金、銀、銅牌獎 15 位高中學生 (12 男 3 女 ) 

C 組：參加 2001 或 2002 國中盃數學競賽均未獲得任

何獎牌的高中學生 30 位 (20 男 5 女 ) 
D 組：曾參加 2002 年建中寒假優質數學研習營的高二

學生 30 位 (14 男 16 女 ) 

              (統計分析 ) 

    學習特質、學習環境、成就表現差異比較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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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立研究方向 

 

   蒐集相關文獻   

 
                          

      設計數學學習經驗問卷  專家及資深教師諮詢 

 

      2002 建中寒假數學優質營            

      抽樣 120 位同學問卷調查 

 

不同數學學習經驗 

       

       設計不同數學學習經驗追蹤問卷     

                           

    進行試探性研究分析 

               問卷專家效度                      

     不同數學學習經驗學生追蹤問卷調查 

資料分析綜合歸納 

 圖 3-1-2 三年縱貫研究時間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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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原先的對象共計 120 人，皆為 2002 建中寒假優

質數學研習營的學員 (來自於台灣地區 45 所國中 )。主要抽

樣方式是依據研究目的，利用 2002 年 1 月辦理「2002 臺

北市立建國高中寒假國中優質數學研習營」的機會，邀請

2001 年 10 月參加國中盃數學競賽獲得金、銀、銅牌獎的

得獎學生 30 位參與研習。並以立意取樣方式抽樣營隊中

參加該項競賽，但未得獎之學生 30 位，及同時期參加寒

假優質數學研習營但未參加該項競賽的國二男生與女生

各 60 位成為研究樣本。並利用研習營期間，確立本研究

對象相關資料。  

2004 年 11 月根據 2002 年所建立的數學優質營的學員

資料，再分別以專函限時掛號方式將「數學學習經驗追蹤

問卷」寄給各受試，但礙於有些學生聯絡地址更替或是出

國留學及其他因素等，共計回收樣本 100 位，整體問卷回

收率為 83.3%。  

依據研究目的，將問卷回收樣本分成四大組群。其中

參加 2001 年第二屆國中盃數學競賽金、銀、銅牌 30 位為

A 組群；  B 組群為曾參與 2001 國中盃數學競賽未獲獎 (8

位 )或是未參加該次競賽，但在後來曾參加 2002 年國中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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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並獲獎 (7 位 )兩者合計 15 位；C 組群為參加上述數學

競賽未均未獲獎的 25 位國中同學。此外為參加 2002 年寒

假優質營中立意取樣的國二男生 14 人及國二女生 16 人共

計 30 位為 D 組群研究對象，表 3-2-1 為研究樣本分析。  

依目前調查受試 100 位學生中共有 75 位男生、25 位

女生，現均就讀台灣地區的高級中學。其中就讀高三者有

32 位、高二有 65 位，高一僅有 3 位。各組群就讀年級分

布統計如表 3-2-2，全體樣本目前就讀學校分配表如表

3-2-3 所示。  

表 3-2-1 研究樣本分析  

組群       不同數學學習經驗   人  數  

A 組群  

 

B 組群  

 

C 組群  

 

D 組群  

  參加 2001 年國中盃數學競賽  

獲金、銀、銅牌獎  

參加 2002 年國中盃數學競賽  

獲金、銀、銅牌獎  

參加 2001 或 2002 國中盃數學

競賽均未獲得任何獎牌  

參加 2002 年建中寒假優質數學

研習營的學員立意取樣  

30 位  

(29 男 1 女 ) 

15 位  

(12 男 3 女 ) 

25 位  

(20 男 5 女 ) 

30 位  

(14 男 16 女 )

合   計  上述學生均有參加 2002 年 1 月

建中寒假優質數學研習營並填

寫「數學學習經驗」問卷  

  10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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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全體樣本目就讀年級分布統計表 

全體樣本  

就讀年級 

 A 組 30 人  B 組 15 人 C 組 25 人 D 組 30 人   合計 

高 三   24     2    6    0   32 

高 二   5    11   19 30   65 

高 一   1     2    0    0    3 

表 3-2-3 全體樣本目前就讀學校分配表  
全體樣本  

就讀學校 

A 組 B 組 C 組 D 組 合計 

臺北市立建國高中 26 12 14 6 58

臺北市立第一女中 1 3 4 5 13

國立台灣師大附中 0 0 5 1 6

國立新竹實驗高中 1 0 0 0 1

國立台南一中 1 0 0 0 1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 1 0 0 0 1

臺北市立中山女高 0 0 0 1 1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 0 0 0 3 3

臺北市立中正高中 0 0 0 1 1

臺北市立和平高中 0 0 1 1 2

臺北市立麗山高中 0 0 0 1 1

臺北市立松山高中 0 0 0 2 2

臺北市立內湖高中 0 0 0 1 1

臺北市立大同高中 0 0 0 1 1

臺北市立景美高中 0 0 0 1 1

臺北市立大直高中 0 0 0 1 1

國立中和高中 0 0 0 2 2

台北縣立海山高中 0 0 1 0 1

私立華興高中 0 0 0 1 1

私立南山高中 0 0 0 1 1

私立延平高中 0 0 0 1 1

小計 30 15 25 3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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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工具  
 

首先依據研究目的與所欲探討的研究問題，蒐集國內

外數學資優學生相關追蹤研究文獻，進行分析探討與分析

整理。其次透過文獻分析與研究者多年實務經驗，據以設

計「數學學習經驗問卷」 (參見附錄一 )，並聘請臺北市立

建國高中資深數學教師五人及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

郭靜姿教授及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許志農教授進行問卷

審查及修定。  

其次依據國內外研究文獻，設計「數學學習經驗追蹤」

問卷。在追蹤研究問設計過程中除依據研究目的、問題，

以了解不同數學學習經驗在學習特質、學習環境與成就表

現之差異。除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並配合下列方式蒐集

問卷內容資料、據以編撰預試題目初稿。  

 

(一 )2002 年 1 月「數學學習經驗問卷」的樣本原始資料及

調查分析結果。  

 

(二 )2003 年 12 月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辦理 105 週年校  

慶系列活動「參與國際數理奧林匹亞學長回娘家」的實務

座談經驗，依據五場座談會所邀請近四年三十位建中國際

數理奧林匹亞參賽學長的現身說法，分享高中階段參賽與

學習成長經驗及研究者現場主持提問之回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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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數學學習經驗追蹤問卷」內容：包括追蹤三年

來數學學習表現及數學學習經驗，回溯性調查參加國中盃

數學競賽對其學習影響及調查家庭教養態度、自身學習特

質、自我管理能力、學習環境等相關學習問題。經與建中

資優班教師多次研商、並由指導教授郭靜姿博士修題、審

題後，擬定不同數學學習經驗追蹤問卷架構如表 3-3-1 所

示。其中包括問卷內容因素、變項、細項等。問卷分為四

部分： (1)個人基本資料， (2)學習態度問卷， (3)成就表現

問卷，(4)數學支援系統問卷。初步預試試題共計 60 題 (參

見附錄二 )，以利進行初試。  

個人基本資料含進入高中管道及是否參加國中數學

競試經驗。學習態度部分包括對數學喜歡程度、參加國中

盃數學競試感受，主要閱讀、休閒及學習方式、壓力來源

等；成就表現部分包括所參與的學科培育輔導計劃、參與

縮短修業年限的經驗、參加國內外數學競賽、科展參加次

數、得獎經驗及國中基本學測數學科成績，就讀班級類

型、班級數學成績名次等；數學支援系統部分包括學習資

源、家庭教養態度、重要他人、學校課程安排、班級學習

氣氛、師資教學等學習氛圍滿意度等。  

初試工作於 93 年 7 月間進行，以臺北市立建國高中

高二升高三數理資優班學生 10 位及 2003 年國中盃數學競

賽得獎 10 位國中學生作為初試，請受試者所就讀的國中

協助施測。待受試者填畢後，交由各國中寄回。在初試完

畢後，依整體答題狀況修正原先的問卷共包含 60 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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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專家意見進行效度考驗。研究者商請特殊教育、數學教

育專家學者及資深中學數理資優班數學教師共計 10 位 (參

見附錄三 )，以其專業知識及經驗為背景依據，將「數學學

習經驗追蹤問卷」進行內容效度之審核並提出修正意見如

表 3-1-2，最後編製成正式問卷 (參見附錄四 )。專家效度在

各題評估介於為 .80~1.00。  

最後並以臺北市立建國高中九十三學年度甄選入學

數理資優班 30 位、申請入學 30 位及登計分發入學 30 位

高一新生，共計 90 位同學進行問卷重測信度考驗。整分

問卷重測信度為 0.75。  
表 3-3-1 數學學習經驗追蹤問卷(初試版)架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素       變項       細項        題號                                  題數  

學習特質 學習態度   主動能力    A-2(主動尋求解答)   A-3(多元思考解法)        

                              A-12(課外數學學習)  A-13(主動獨立研究) 

                                C-10(尋求支援系統)                         5 

                    壓力來源    A-17(同儕競爭壓力)  A-21(師長壓力)       

                                A-19(學習壓力來源)  A-25(族兄弟競爭壓力) 

                  A-21(父母壓力)                             5 

自我管理  自我評估    A-1(對數學的感覺)   A-5(最喜歡的科目) 

A-24(潛能發揮情形)  A-11(自我學習方式) 

A-22(競賽自我期許) 

                    自信        A-4(喜歡數學原因)   A-18(同儕眼中互動) 

A-15(數學學習天份)  A-13(數學優異原因) 

B-12(對未來的成就)                          5 

        興趣與生涯規劃       A-16(研習數學時間)  A-14(主要休閒活動)   

A-15(喜歡閱讀書籍)  D-1(進入數學系就讀)  

D-2(參加數學競賽意願)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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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變項       細項        題號                                  題數 

學習環境  家庭                  C-5(家庭數學藏書)   C-6(父母教養態度) 

C-7 (父母課業期待)  C-16 (家庭教養方式) 

C-17(家庭重要他人)                          5 

學校                  C-9(學校數學圖書)   C-11(班級學習氣氛) 

C-12(老師教學方法)  C-9(數學師資環境) 

C-14(數學課程內容)                          5 

社會                  C-1(參與校外研習)   C-2(參與課外活動) 

C-15(良師引導模式)  C-3 (重要他人影響) 

C-8(學校外支援系統)                         5 

競賽                  A-6 A-7(參與競賽影響) A-8(競賽負向效果) 

A-9(參與競賽阻力)    A-23(競賽壓力調適)      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成就表現  競賽紀錄            B-7(參與個人競賽次數)  B-8(參與團隊競賽次數) 

B-8 (競賽共獲獎次數)   B-4 (參與科展次數)         

                    B-5(科展獲獎次數)                              5 

     學業成就及其他     B-2(班級學業成績)      B-3(縮短修業經驗) 

      B-9(基測數學成績)      B-11(其他數學表現)        

                              B-10(數學論文發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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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數學學習經驗追蹤問卷」專家效度評估修正意見彙整 
 

修正意見簡稱  吳院長武典(吳) 郭靜姿主任(郭) 陳昭地院長(陳) 毛國楠主任(毛) 

張鎮華教授(華)  張幼賢教授(張) 潘裕豐教授(潘) 陳長益教授(益)  

北一女李政貴老師(李) 建中林信安老師(林) 

初試

問卷

題號 

適

合 

% 

刪

除 

% 

修

正 

% 

修正意見 修正情形 

基 

本 

條 

件 

1 

70  30 以下「就讀年級」就夠了(吳) 

□ 男 □女(陳) 

建議刪除□大學(郭) 

 

 

 

姓名：__________性別：□男 □女

目前就讀 □高中 校名___________

就讀年級 □高一 □高二 □高三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 

基 

本 

條 

件 

2 

80  20 你目前就讀高中(或大學)那一年

級?(張) 

是否有補習班重考生或在家學生或

是其他(益) 

與上格合併 

基 

本 

條 

件 

3 

70  30 第一行「多元入學」刪除 第三行「分

發」改為登記分發(吳) 

建議改為「你是已下列何種方式進入

高中就讀」(張) 

是否考慮進入大學的管道(益) 

進入高中的管道 

□以申請入學方式進入高中   

□以甄選入學方式進入高中 

□以登記分發入學進入高中 

□以直升方式進入高中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 

基 

本 

條 

件 

4 

70  30 曾否參加台北市政府所舉辦的國中

盃數學競賽 

□未曾參加 

□曾參加    (吳) 

建議「曾參加與未參加位置對調」(毛)

建議第一行改為『你是否曾參加…』

(張) 

曾否參加台北市政府所舉辦的國中

盃數學競賽 

□ 未曾參加 

曾參加□200 第一屆(建國高中承辦) 

□2001 第二屆(建國高中承辦) 

□2002 第三屆(北一女中承辦)

□2003 第四屆(成功高中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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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學習

態度 

適

合 

% 

刪

除 

% 

修

正 

% 

修正意見 修改後的題目 

1 
80  20 應具體說明所謂「高、很高」之意義

否則填答者無法明確指出，以下各題

相同(潘) 

建議題幹中「你」改成「您」 

以下各題均相同(吳) 

1.整體而言，您目前對數學喜歡的程

度如何? 

□很高   □高   □普通   □低 

2 
80  20 題幹敘述改為「.最近二~三年，當您

遇到數學問題時，會主動去探索尋求

解答的意願之程度如何?」(吳) 

『會主動探索尋求解答的意願程度

如何?』(李) 

2 最近二~三年，當您遇到數學問題

時，會主動去探索尋求解答的意願之

程度如何? 

□很高   □高   □普通   □低 

3 
80  20 「最近二~三年，當您完成數學問題

後，覺得解題過程太複雜時，思考其

他簡易便捷的方法之頻率如何?」 

(吳) 

建議「是否會經常思考，刪除經常兩

字」(李) 

3.當您完成數學問題後，覺得解題過

程太複雜時，思考其他簡易便捷的方

法之頻率如何?  

□很高   □高   □普通   □低 

4 
80  20 改為「你對於課外數學領域(…)的學

習」(李) 

建議改為「在高中階段，你對於課外

數學知識(學校定期考試不考的範圍)

的學習興趣如何?」(吳) 

4.在高中階段，您對於課外數學領域

(學校定期考試不考的範圍)的學習感

興趣之程度如何? 

5 
70  30 數學研究題材改為「數學題材」(毛)

改為「你對於有興趣的數學題材進行

獨自進行探究的頻率如何?」(張) 

建議改為所付出之時間有多少?(李)

5.您對於有興趣的數學研究題材進行

獨立研究的頻率如何? 

□很高   □高   □普通   □低 

6 
70  30 選項一 修改為□有天分(陳) 

修改□並無特殊原因 為□其他

________(李)(益) 

增加□閱讀課外書籍(林) 

6.您喜歡數學的最大原因是什麼？ 

□有天分  □有成就感 □有興趣 

□父母鼓勵  □師長鼓勵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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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0  30 您在高中階段最喜歡的科目是什麼?

 □語文學科 □自然學科 □數學 

□社會學科 □藝能學科 □都喜歡

□其他 (請說明)____________(吳) 

有人喜歡很多科很難一定叫他選出

最喜歡之科目填寫(華) 

刪除□ 都喜歡(郭) 

7 您在高中階段最喜歡的科目是什

麼? 

□語文學科 □自然學科  

□數學 □社會學科  

□藝能學科  

□其他(請說明)_______ 

說明 90  10 修改為直接跳答 13 題(吳) 未曾參加臺北市政府所舉辦國中盃

數學競賽者，直接跳答 13 題。 

8 
60  40 建議修改 

參加國中盃數學競賽對您最大的影

響是什麼? 

□了解自己的興趣 □申請進入理想

的高中 □對自己更有信心 

□因此更喜歡數學 

□能力及努力被肯定 

□有助於生涯規劃 

□體會學習數學的方法 

□幫助發展個人潛能 

□體認沒有數學天分 

□學習壓力變大 

□因此不喜歡數學  

□其他(請說明)_____     (吳) 

修改□對數學學習產生非常濃厚的

興趣 刪除□幫助生涯規劃  (李) 

修改□覺得數學天分不高 (毛) 

建議將參賽經驗分成正面影響與負

面影響並增加□精疲力倦□壓力太

大 □挫折感太大□無負面影響(郭)

8.參加國中盃數學競賽對您最大正

面的影響是什麼? 

□了解自己的興趣 □能申請進入理

想的高中 □對自己更有信心 

□對數學學習產生非常濃厚的興趣 

□能力及努力被肯定 

□有助於生涯規劃 

□體會學習數學的方法 

□幫助發展個人潛能 

□無正面影響 

□其他(請說明)_____ 

增加一題 

9.參加國中盃數學競賽對您最大負

面的影響是什麼? 

□覺得數學天分不高 

□學校課業落後 □精疲力倦 

□壓力太大 □挫折感太大 

□學習壓力變大  

□因此不喜歡數學 □無負面影響 

□其他(請說明)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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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0 10 20 建議修改 

參加國中盃數學競賽後，你是否因此

參加下列相關的學習活動？ 

□是□數學研究性社團  

□自然科研究性社團 

    □數學補習班  

□數學營隊活動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 

□否                       (吳)

參加競賽活動與這些活動很難有一

定因果關係   建議刪除       (華)

建議刪除□數學補習班 (李) 

10.參加國中盃數學競賽後，您是否因

此參加下列哪項相關的學習活動？ 

□無 

□數學研究性社團  

□自然科研究性社團 

□數學補習班  

□數學營隊活動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 

    

10 
70  30 .建議修改為依您的觀察與了解，您覺

得參加國中數學競賽會有負向效果

嗎?□會□學校課業落後 

□人際關係疏離 □壓力太大 

□精疲力倦□其他(請說明)______ 

□不會            (吳)    

建議題幹修改為「產生哪些負面效

果」(李)(益) 

建議增加□信心受損 (林) 

建議與第 8 題一併考慮(郭) 

.修改為第 9 題 

11 
70  30 建議複選 (毛)(潘)(陳) 仍維持單選 

11.參加國中盃數學競賽後，您認為未

來參加數學競賽最大的阻力是什

麼？ 

□沒有興趣 □沒有天分  □怕失敗

□怕影響課業 □升學壓力 

□父母親反對  

□缺乏專業人士指導 □學校課業太

忙，沒有時間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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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70  30 如果人生可以重來，您會願意參加國

中盃數學競賽嗎?□很□恨願意 □

願意 □不願意      (吳) 

如果人生可以重來，參加國中盃數學

競賽的意願? 

□非常高  □考慮 □沒有意願 □

不知道                (毛) 

如果再給你機會，願意再參加國中盃

數學競賽嗎? 

□非常有意願 □考慮□沒有意願  

□不知道           (李) 

12.如果人生可以重來，您會願意參加

國中盃數學競賽嗎? 

□非常有意願 □考慮□沒有意願  

□不知道 

13 
80  20 .您認為自己數學成就優異的最大原

因是什麼? 

□本身能力優異 

□教師的引導與期許 

□父母引導與期許 □長期努力學習

□參加數學競賽、科展獲得肯定  

□有一群互相切磋琢磨的朋友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吳) 

□參加數學競賽或科展獲得肯定(陳)

13 您認為自己數學成就優異的最大

原因是什麼? 

□本身能力優異 

□教師的引導與期許 

□父母引導與期許   

□長期努力學習 

□參加數學競賽或科展獲得肯定 

□有一群互相切磋琢磨的朋友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 

14 
90  10 目前您數學學習的主要方式是什麼?

□老師的教學內容與進度 

□自行研讀    

□配合老師教學進度，閱讀其他相關

書籍  

□參加校外補習 

□參加數學研習活動 

□與同學討論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 (吳) 

14.目前您數學學習的主要方式是什

麼? 

□老師的教學內容與進度 

□自行研讀    

□配合老師教學進度，閱讀其他相關

書籍  

□參加校外補習 

□參加數學研習活動 

□與同學討論□其他(請說明)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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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80  20 建議修改最近二~三年您最喜歡的休

閒活動是什麼? 

□運動 □看電影電視 □下棋 

□看漫畫  □打電動 □看書 

□聽音樂  □忙著應付學校功課，沒

什麼休閒活動 

□其他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刪除□東摸西摸浪費時間  (吳) 

建議□東摸西摸浪費時間 改為□上

網聊天    (毛) 

15 最近二~三年您最喜歡的休閒活動

是什麼? 

□運動 □看電影電視 □下棋 

□看漫畫  □打電動 □看書 

□聽音樂  □忙著應付學校功課，沒

什麼休閒活動 □上網聊天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

 

16 
70  30 建議修改 

最近二~三年，您最喜歡閱讀的書籍

屬於哪一類? 

□自然科學類 □語文類 □數學類 

□社會科學類 □一般休閒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吳) 

建議題幹「哪一類」刪除 (毛) 

建議「屬於」刪除(李)  

16.最近二~三年，您最喜歡閱讀的書

籍屬於哪一類? 

□自然科學類 □語文類 □數學類 

□社會科學類 □一般休閒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 

17 
70  30 建議修改 

在過去一年中，您每天在課前 

及課後平均花多少時間研習數學 

(包括補習)? □沒時間研習 □0~1 小

時□1~2 小時  □2 小時以上 (吳) 

修改為「研習數學平均時間」(毛) 

是否需要考慮週末假日(益) 

17. 在過去一年中，您在課餘時間，

平均每天花多少時間研習數學 

(包括補習)?  

□沒時間研習 □0~1 小時 

□1~2 小時  □2 小時以上 

 

18 
70  30 建議修改 

您覺得班上同學對您的看法如何？ 

□對我一視同仁 □視我為異類   

□羨慕我但不排斥我  □不了解別

人怎麼想  □視我為英雄人物 □其

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吳)(益) 

這個問題的標地不是很明確(李)     

18.您覺得班上同學對您的主要看法

是什麼？ 

□對我一視同仁 □視我為異類   

□羨慕我但不排斥我  □不了解別

人怎麼想  □視我為英雄人物 □其

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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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50  50 建議修改 

從什麼時候開始，您發現自己對數學

的學習有天分？ 

□學前  □國小一二三年級  

□國小四五六年級 □國中 

□未發現自己在數學上有天分 (吳)

建議選項修改為 

□學前 □國小低年級  □國小中年

級 □國小高年級  □國中 (毛)(李)

建議加入 □進入高中以後 (張)(郭)

19.從什麼時候開始，您發現自己對數

學的學習有天分？ 

□學前  □國小低年級  

□國小中年級 □國小高年級 

□國中階段 

□進入高中以後 

□未發現自己在數學上有天分 

 

20 
90  10 建議修改 (選項對調) 

您覺得學習壓力最主要是來自下列

哪一方面? 

□家庭 □老師 □自身□同學□參

加競賽 □其他(請說明)______(吳) 

20.您覺得學習壓力最主要是來自下

列哪一方面? 

□家庭 □老師 □自身□同學□參

加競賽 □其他(請說明)______ 

21 
80  20 平時學習過程中，您會感受到同學的

競爭壓力嗎?□經常如此  □有時如

此 □偶爾如此  □完全不會 (吳) 

建議選項說明 (如經常  80% 有時

60% .偶爾 20%完全不會 0%)   (潘)

21 平時學習過程中，您會感受到同學

的競爭壓力嗎? 

□經常如此  □有時如此   

□偶爾如此  □完全不會 

22 
100  0 

 
22.您是否覺得老師在學習上給您很

大的壓力？  

□經常如此   

□有時如此 

□偶爾如此   

□完全不會 

23 
80  20 建議修改題幹敘述為 

「你是否對自己的表現有更高的期

許」  (吳) 

更高修改為很高……….(毛) 

23.您是否對自己表現有很高的期許

(例如：希望獲得最佳名次 )？ 

□經常如此 

□有時如此 

□偶爾如此  

□完全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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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90  10 建議修改 

您是否覺得父母在許多學習上給您

很大的壓力？ 

□經常如此  □有時如此   

□偶爾如此  □完全不會…….(吳) 

24 您是否覺得父母在許多學習上給

您很大的壓力？ 

□經常如此  □有時如此   

□偶爾如此  □完全不會……. 

 

25 
60 10 30 建議刪除(理由獨生子無法填)  (吳)

建議改為.您是否覺得家族手足帶給

您學習壓力□經常如此  □有時如

此  □偶爾如此  □完全不會  (毛)

選項建議為□兄姐  □弟妹  □堂

(表)兄姐□堂(表)弟妹  □無 □其他

______………..(益) 

修改□無 為□無家族手足壓力(郭)

25 您覺得家族手足帶給您學習壓力

主要是來自於下列哪一方面 

□兄姐  □弟妹  □堂(表)兄姐 

□堂(表)弟妹  □無家族手足壓力 

□其他(請說明)______ 

26 
70  30 建議修改 

參加數學競賽活動時，你如何面對當

時的壓力或挫折？ 

□師長的教導 □自行處理 □同學

的協助 □其他(請說明)____(吳)(毛)

□師長的教導改為師長的協助(郭) 

26 參加數學競賽活動時，您如何面對

當時的壓力或挫折？ 

□師長的協助 □自行處理 □同學

的協助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B 
90  10 建議修改為 這部分在於了解…(吳) B 成就表現這部分在於在於了解過去

數學成就表現，請您據實勾選。 

1 
80  20 建議題幹敘述為「您高中所讀的是哪

一種班級?」        (張) 

就讀的班級是下類哪一類？(郭) 

 

1.您高中所就讀的班級是下類哪一

類？ 

□數理資優班  □一般班級   

□其他(請說明)_____ 

 

2 
70  30 建議題幹「求學階段」改為「在高中

求學階段」(郭) 

刪除「程度」     (吳)(李) 

2.在高中求學階段，您的數學成績通

常在班上的排名為何? 

□前十名  □中段  □後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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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0  10 最近三年你是否曾有過縮短修業年

限? 

□沒有    

□有(可複選)  

□免修課程科目:1.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 

…            :3.____________ 

□逐科跳級 科目:1.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 

□逐科加速 科目:1.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 

 (吳)  

 

3.最近三年，您是否參加過縮短修業

年限?(可複選) 

□沒有    

□有(可複選)  

□免修課程 科目:1.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 

:               3.____________ 

□逐科跳級 科目:1.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 

□逐科加速 科目:1.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 

□逐科跳級 科目:1.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

□逐科加速 科目: 1.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 

□各科同時加速  □各科同步跳級 

□提早選修高一個年級之課程 

□提早選修高一級以上教育階段之

課程 

4 
80  20 建議題幹修改為 

最近三年您曾經參加幾次科學展覽 

(吳) 

建議加國際性   (益) 

4.最近三年您曾經參加幾次科學展覽

(a)校內科展 □0 次□1 次 □2 □3

次以上   

(b)縣市(地區性)科展 □0 次□1 次□

2 次□3 次以上      

(c)全國性科展□0 次 □1 次 □2 次

□3 次以上 

(d)國際性科展□0 次 □1 次 □2 次

□3 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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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 

修正意見 修正情形 

5 
80  20 建議題幹修改為 

最近三年曾參加過科學展覽共得獎

幾次?  (吳) 

建議加國際性   (益) 

5.最近三年曾參加過科學展覽共得獎

幾次? (a)校內科展 □0 次□1 次 □2

□3 次以上   

(b)縣市(地區性)科展 □0 次□1 次□

2 次□3 次以上      

(c)全國性科展□0 次 □1 次 □2 次

□3 次以上 

(d)國際性科展□0 次 □1 次 □2 次

□3 次以上 

6 70  30 建議修改 

題幹刪除「下列哪一方面」(毛)_ 

建議增加選項 

□升學主流價值 

□媒體或網路主題報導…….(益) 

建議刪除□書本  增加□手足□同

儕(郭) 

6.參與科展或專題研究的主題來源，

主要來自於下列那一方面? 

□老師  □教授  □家長 □自己   

□手足  □同儕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 

7 
90  10 建議加國際性   (益) 7.最近三年，您參加過幾次個人數學

競試? 

(a) 校內競試□0 次 □1 次□2 次□3

次□4 次以上 

(b)校外競試(包含國際性)□0 次□1

次 □2 次  □3 次  □4 次以上 

8 
90  10 建議加國際性   (益) 8.最近三年，您參加過幾次團隊數學

競試? 

(a) 校內競試  □0 次 □1 次 □2 

次  □3 次  □4 次以上 

(b)校外競試(包含國際性) □0 次  

□1 次  □2 次 □3 次 □4 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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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0  20 題幹敘述改為 

最近三年，若曾參加過個人或團隊數

學競試，共得獎幾次?       (吳) 

修改為「得獎次數為?」     (毛) 

9.最近三年，若曾參加過個人或團隊

學競試，得獎次數為?  

(a)校內競試□0 次□1 次□2 次□3 次

□4 次以上      

(b)校外競試(包含國際性)□次□1 次

□2 次□3 次□4 次以上    

競試名稱:____________ 

獲獎名次:________  

競試名稱:____________ 

獲獎名次:________ 

競試名稱:____________ 

10 
70  30 建議修改為 

在參加國中基本學測中，您的數學 

成績所獲得最好的分數為_____(毛)

建議增加數學基測滿分為 60 分的說

明           (張) 

的最好級分是………(吳) 

10.在參加國中基本學測中，您的數

學成績所獲得最好的級分為(請填 

寫)______________級分。 

11 
70  30 建議修改為 

在三年內發表數學相關論文或專題

報告嗎? 

□未曾發表任何論文 

□曾發表論文 

論文名稱___________地點(或期

刊)________            (吳) 

題幹刪除「專題內容」    (毛) 

是否增加年度          (益) 

11.在三年內您曾發表數學相關論文

或專題報告嗎? 

□未曾發表任何論文 

□曾發表論文 

論文名稱_________ 

地點(或期刊)________         

論文名稱___________ 

地點(或期刊)________ 

論文名稱___________ 

地點(或期刊)________ 

12 
90  10 答題選項互換 

□沒有 

□有，請具體說明__________(益) 

12.高中求學階段，您是否在數學上有

其他特殊優良的表現？ 

□沒有 

□有 

請具體說明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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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試

問卷

題號 

適

合 

% 

刪

除 

% 

修

正 

% 

修正意見 修正情形 

13 
80  20 建議修改為 

你感覺自我潛能在現階段的發揮情

形是如何？  

□完全發揮 □大部分發揮 

□小部分發揮 □幾乎沒有發揮 (吳)

選項部分建議修改 

□經常能發揮 □時常發揮 

□偶爾發揮 □幾乎沒有發揮   (潘)

13 您感覺自我潛能在現階段的發揮

情形是如何？  

□完全發揮 □大部分發揮 □小部

分發揮 □幾乎沒有發揮    

 

14 
80  20 建議題幹修改為 

您預測自己未來在數學的表現為何?

(吳)(毛) 

14. 您預測自己未來在數學的表現為

何? 

□非常有成就 □稍有成就  

□不確定 □不太會有成就 

15 
80  20 建議修改為 

未來申請進入大學數學系就讀， 

你的意願如何? □非常有意願  

□在考慮   □沒有意願   

□尚未決定  (毛) 

考試分發管道是否考慮     (益) 

 

15.未來申請進入大學數學系就讀，您

的意願如何? □非常有意願   □在

考慮   □沒有意願  □尚未決定 

c 100  0  

 

C 數學支援系統 

1 
90  10 選項修改 

□沒有 

□「高中數理學習成就優異學生輔導

計劃」，科目_________ 

□「教育部基礎人才培育計劃」，科

目_________         (益) 

1.您在高中求學階段曾參加下列計畫

嗎? 

□沒有 

□「高中數理學習成就優異學生輔導

計劃」，科目_________ 

□「教育部基礎人才培育計劃」，科

目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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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試

問卷

題號 

適

合 

% 

刪

除 

% 

修

正 

% 

修正意見 修正情形 

2 
90  10 到目前為止，您覺得參加過的活 

動，哪一項對數學學習最有幫助? 

□科學展覽  □數學競賽  □數學

研習營  □「高中數理學習成就優異

學生輔導計劃」  □「教育部基礎人

才培育計劃」□建中數學通訊徵答  

□補習班□其他(請說明)______(吳)

2.到目前為止，您覺得參加過的活 

動，哪一項對數學學習最有幫助? 

□科學展覽  □數學競賽  □數學

研習營  □「高中數理學習成就優異

學生輔導計劃」  □「教育部基礎人

才培育計劃」□建中數學通訊徵答  

□補習班□其他(請說明)___ 

3 
90  10 建議修改為 

在高中求學階段，影響你最大的人是

誰？ 

□父母 □老師 □同學 □朋友  

□兄弟姊妹□其他(請說明)____(吳)

建議不局限在高中階段   (李) 

3.在高中求學階段，影響您最大的人

是誰？ 

□父母 □老師 □同學 □朋友  

□兄弟姊妹□其他(請說明)____ 

 

4 
80  20 建議修改題幹 

家庭成員中，哪一位成員對你的數學

學習最有影響力的是？    (吳) 

建議增加□祖父 □祖母(郭) 

4.家庭成員中，哪一位成員對您的數

學學習最有影響力的是？ 

□父親  □母親  □兄  □姐  □

祖父 □祖母 □弟  □妹  □其他

(請說明)_______    

5 
100  0 

 
5.您個人目前擁有多少數學方面的課

外書籍？ 

□10 冊以下 □11-30 冊 □31-70 冊  

□70 冊以上 

6 
90  10 選項部分對調 

□民主  □放任 □權威 □保守  

□其他(請說明)_____  (吳) 

6 目前您的父親的教養態度大致採用

何種方式？□放任  □民主  □保

守□權威□其他(請說明)______ 

7 
90  10 選項部分對調 

□民主  □放任 □權威 □保守  

□其他(請說明)_____  (吳) 

7.目前您的母親的教養態度大致採用

何種方式？ 

□放任  □民主  □保守  □權威 

□其他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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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0  10 選項部分對調 

□民主  □放任 □權威 □保守  

□其他______(請說明) (吳) 

8.最近二~三年，父母對您的數學課業

成績的期待程度有何變化? 

□變高 □不變  □變低 □不確定 

 

9 
80  20 建議修改為 

最近二~三年，父母對您的數學課業

成績的期待程度有何變化? 

□變高  □不變  □變低 □不確定

(吳) 

 

建議增加□家長指導 

□師長提供 修改為老師 

刪除□家教老師 順序調整(郭) 

9.目前在學校正式課程外，您吸收數

學知識最主要的來源為何? 

□自行研讀 □老師 □同學 □家長

□網路  □補習班 □「高中數理學

習成就優異學生輔導計劃」□數學專

題演講□「教育部基礎人才培育計

劃」□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 

10 
90  10 建議修改為 

目前在學校正式課程外，您吸收數學

知識最主要的來源為何? 

□家長指導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吳) 

10.最近二~三年，當您遇到不會解的

數學問題時，通常會採用何種解決方

式？ 

□自己想 □請教老師□與同學朋友

討論□請教父母  □請教兄弟姊妹

□找相關資料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 

11 
80  20 建議修改為 

最近二~三年，當您遇到不會解的數

學問題時，通常會怎麼辦？ 

□自己想 □請教老師□與同學朋友

討論□請教父母  □請教兄弟姊妹

□找相關資料    □其他 ( 請說

明)_____________(吳) 

建議複選 (潘) 

11.就您所就讀高中圖書館中，數學相

關叢書的數量是否足夠提供自我學

習? 

□非常足夠 □剛好滿足我的需要  

□不足夠  □不知道 

12 
80  20 建議題幹修改為 

就您所就讀高中圖書館中，數學相關

叢書的數量            (毛) 

是否足夠提供自我學習?(張) 

12.整體而言，您對於班上同學整體的

數學學習氣氛感覺如何? 

□很滿意 □大致滿意  

□不滿意  □很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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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適 

合 

% 

刪 

除 

% 

修 

正 

% 

修正意見 C 數學支援系統 

13 
90  10 題幹中「感到如何」 改成「感覺如

何」  (吳) 

 

13.整體而言，您對於班上數學老師的

教學方法與內容感覺如何? 

□很滿意□大致滿意  

□不滿意□很不滿意 

14 
90  10 題幹中「感到如何」 改成「感覺如

何」  (吳) 
14.您覺得學校所提供的數學學習環

境(包括師資、考試與學習場所)感覺

如何? 

□很滿意□大致滿意  

□不滿意 □很不滿意 

15 
90  10 題幹中「感到如何」 改成「感覺如

何」  (吳) 
15.最近二~三年，您對於學校所提供

的數學課程內容感覺如何? 

□很滿意 □大致滿意  

□不滿意 □很不滿意   

16 
90  10 建議題幹修改為 

最近二~三年，您對於學校所提供的

數學課程內容感覺如何? 

□無 

□父親   □母親  □祖父 □祖母  

□哥哥  □姊姊  □弟弟 □妹妹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  (吳)

16.在家庭成員中，誰最能讓您信賴，

並能幫助解決困難及消除煩惱？ 

□無 

□父親   □母親  □祖父 □祖母  

□哥哥  □姊姊  □弟弟 □妹妹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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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依據研究設計共可分成八個研究步驟。底下為

研究步驟的進行程序 : 

(一 )蒐集研究相關文獻  

相關資料的蒐集，包括國內外資優學生追蹤研究及有

關數學與科學競賽學生等文獻及追蹤報告，以利本研究

「數學學習經驗追蹤問卷」之編製及相關因素分析探討。 

(二 )整理追蹤對象之基本資料。  

為使研究工作順利進行，透過臺北市立建國高中數學

科教學研究會的協助，首先先針對 2001 年參加國中盃數

學競賽優勝學生辦理 2002 年寒假數學研習營，建立參加

本研究對象最新通訊錄及基本資料。並利用「2002 數學學

習經驗問卷」以提供進一步追蹤研究對象等相關研究使

用。   

(三 )擬定「數學學習經驗追蹤問卷」架構並依據問卷架構

設計「數學學習經驗追蹤問卷」並進行修題、審題及初試

工作。  

(四 )進行問卷專家效度評鑑。  

(五 )訂定正式問卷。  

(六 )分析正式問卷信度。  

(七 )正式施測  

將問卷及答案紙、施測說明及注意事項，郵寄給原先

抽樣 120 位受試者，施測時間為 93 年 11 月 1 日至 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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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7 日止。其後更以個別電話聯絡，確核受試者回答

情形。並調查受試者所就讀高中，提供參加國中基本學力

測驗數學科成績、在高中階段在各種數學學習成就之表現

及各學期數學學期成績班級百分比以為檢核。問卷回收後

並依研究目的與所欲探究問題，重新進行分組。  

(八 )分析量化資料  

問卷正式施測後，全體受試者共計回收 100 份問卷，

依據重新分組後的填答結果編碼、登錄、輸入電腦並逐筆

檢查無誤後，透過 SPSS 統計軟體進行量的統計整理，並

根據內容因素、變項、細項等相關資料分析整理，進行各

題描述統計包括各題選項及百分比與研究假設統計考驗。 

。  

(九 )撰寫研究結果  

針對研究目的與代答問題，整理量化所得的結果，並

將研究發現與國內外的研究作一分析比較，最後撰寫研究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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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及分析  
   

全體受試者所填寫量表回收後，依據填答結果編碼、

登錄、輸入電腦並逐筆檢查無誤後，透過 SPSS 統計軟體

進行量化資料的統計整理與分析。並根據研究假設之內

容、因素、變項等進行各項統計考驗及因素分析。茲將各

項資料處理的過程與方法說明如下  

一、以次數、百分比統計問卷上的作答結果。  

 

二、以卡方考驗方式，對於參加 2002 年建中寒假數學優

質營的國二男生及國二女生兩組答題情形，進行性別

差異考驗。  

 

三、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組別得分的差異情形。  

 

四、以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數學喜歡狀況、學習壓力來

源及學校數學學習氛圍之相關情形。  

 

 

 

 

 
 
 

 77



 
 
 
 
 
 
 
 
 
 
 
 
 
 
 
 
 
 
 
 
 
 
 
 

 78


	第一節研究設計
	第二節研究對象
	第三節、研究工具
	第四節研究程序
	第五節資料處理及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