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一  數學學習經驗問卷 

各位同學歡迎你參加 2002 寒假數學優質營，為了讓老師們了解

你的數學學習經驗，以作為未來輔導、研究與教學參考希望你能用心

的回答下列問題，這問卷將會對你有所幫助。謝謝! 

          祝  學習愉快!             

                                   建國高中數學科教學研究會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 

 

一、個人基本資料：請認真勾選或填答 

姓名：_______________   編號:______________ 

出生年月日：____年___月___日   就讀國中:_____________ 

□ 有參加 2001 國中盃數學競賽並榮獲金銀銅牌獎者 

□ 有參加 2001 國中盃數學競賽並榮獲佳作獲入選獎者   

□ 有參加 2001 國中盃數學競賽但未獲獎 

□ 未曾參加 2001 國中盃數學競賽 

1.性別:□男   □女 

2.目前就讀年級: □國一  □國二   □國三 

3.就讀班級：□普通班  □集中式資優班 □分散式資源班 

□其他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4.父親學歷：□國小或國中  □高中或高職  □大學或專科學校 

□碩士   □博士   □其他____________(請說明) 

5.母親學歷：□國小或國中  □高中或高職  □大學或專科學校 

□碩士   □博士   □其他____________(請說明) 

6.父親職業：□軍  □公教  □工人 □農、魚、牧  □商 

□自由業(如 醫師、律師、會計師、建築師等) 

□無  □其他____________(請說明) 

7.母親職業：□軍  □公教  □工人 □農、魚、牧  □商 

□自由業(如 醫師、律師、會計師、建築師等) 

□ 無 □其他____________(請說明) 

        8.家中排行：□老大  □老二  □老三 □老四  □其他_______ 

        9.兄弟姊妹人數 ：□無  □一位  □兩位   □三位 □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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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____________(請說明) 

  10.住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遞區號□□□   住家電話: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大哥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如果有的話) 

11.在國中階段，你的數學成績在原班級大致排名在: 

    □1~3 名 □3~10 名 □11~20 名  □20 名以後 

12.你參加過數學科學展覽嗎? 

           (a)校內科展  □0 次  □1 次 □2 次  □3 次  □4 次以上 

           (b)縣市(地區性)科展  □0次  □1次 □2次  □3次  □4次

以上    

           (c)全國性科展  □0 次  □1 次  □2 次  □3 次  □4 次以上 

        13.你參加過數學科學展覽共得獎幾次? 

           (a)校內科展  □0 次   □1 次 □2 次  □3 次  □4 次以上 

           (b)縣市(地區性)科展  □0 次  □1 次  □2 次  □3 次  □4

次以上    

           (c)全國性科展  □0 次  □1 次  □2 次  □3 次  □4 次以上 

        14.你參加過數學競試嗎? 

           (a)校內競試  □0 次  □1 次 □2 次  □3 次  □4 次以上 

           (b)縣市(地區性)競試  □0 次  □1 次  □2 次  □3 次  □4

次以上    

           (c)全國性競試  □0 次  □1 次  □2 次  □3 次  □4 次以上 

        15.你參加過數學競試共得獎幾次? 

           (a)校內競試    □0 次  □1 次 □2 次  □3 次  □4 次以上 

           (b)縣市(地區性)競試  □0 次  □1 次  □2 次  □3 次  □4

次以上    

   (c)全國性競試  □0 次  □1 次  □2 次  □3 次  □4 次 

16.你對數學的感覺如何? 

□很喜歡 □喜歡 □普通並無特別感覺 □討厭。 

勾選□普通並無特別感覺 □討厭 可直接跳過 17 題作答。 

17.你從何時開始喜歡數學? 

□尚未就讀國小時   □國小前三年  □國小後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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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一年級   □國中二年級   □國中三年級。 

        18.如果未來有資格申請進入大學數學系就讀，你會 

           □非常有意願   □考慮   □沒有意願   □尚未決定 

        19.你在國小階段最喜歡的科目是? 

           □國語   □社會   □自然   □數學   □電腦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20.在國小階段你最喜歡的休閒活動是? 

           □運動   □看電影電視   □下棋  □看漫畫  □打電動 

           □聽音樂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21.當你遇到數學問題時，會去主動探索尋求解答的意願程度如何? 

           □很高   □高   □普通   □低   □很低 

        22.當你完成數學問題後，覺得過程太複雜時，你是否會思考其他簡

易便捷的方法? 

           □經常會   □會   □有時會   □很少會   □不會 

        23.當你遇到不會解的數學問題時，你通常會？ 

           □請教老師  □自己想 □與同學朋友討論  □找相關資料          

           □請教父母  □請教手足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

明) 

        24.在學校正式課程外，你吸收數學知識的主要來源為? 

           □自行研讀   □師長提供  □同學   □網路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25.你覺得過去參加過哪一種活動?對你的數學學習最有幫助(可複

選) 

            □科學展覽  □數學競賽  □數學研習營  

□數學通訊徵答  □補習班  □其他_________________(請說

明) 

為什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6. 從小到大你在哪一階段跳級過?(可複選) 

            □幼稚園(提早入小學) □國小  □國中 

         27. 促成自己數學能力好的原因?(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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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身能力優異     □優秀教師引導 

             □ 父母及師長期許   □長期努力學習 

             □ 參加比賽獲得肯定  □有一群共同研究的朋友 

             □ 學校學習環境優異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28.在過去所參加數學的相關活動中，哪一個活動讓你印象特別深

刻請加以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9.在國小階段，你覺得自己的數學表現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30.在過去三年當中，你平均每年閱讀數學課外書籍約 

             □無   □1~5 本  □6~10 本   □ 10 本以上 

         31. 在過去一年當中，你每天在上學前及放學後平均花多少時間研

習數學? 

             □沒有  □0~1 小時   □1~2 小時  □2 小時以上   

         32. 在過去一年當中，你每天在上學前及放學後平均花多少時間上

網? 

             □沒有  □0~1 小時   □1~2 小時  □2 小時以上 

         33. 在國小階段，學校所提供的數學學習環境，你覺得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34. 在國中階段，學校所提供的數學學習環境，你覺得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35. 就許多數學競賽而言得獎者多半男生居多，就你從小到大觀察

你認為造成這個現象是因為? 

□ 男生對數學較有天份     □男生對數學較有興趣 

          □ 家長或社會期待造成     □學校對男生參加數學活動較

鼓勵 

          □ 不知道原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36.在家庭當中，哪一位成員對你的數學學習最有影響力 

           □父親   □母親   □兄弟姊妹   □祖父母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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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用心花幾分鐘的時間訪談這位成員並表達感謝之意 

以下是訪談要獲得基本的資料是  

          37.目前這位家庭成員的相關學經歷:  (可複選) 

□理工科系畢業(或在就學中)  □中小學老師 □商學院畢業

(或在就學中)  □醫學院畢業(或在就學中)  □大學教授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38.請這位家庭成員自我評估過去求學期間期數學表現自認為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39.這位家庭成員如何幫助你學習數學?  (可複選) 

            □經常指導你數學功課    □買數學書送給你 

            □尋求名師來教導你      □帶你參加許多活動 

            □經常給你加油打氣      □經常給你許多物質獎賞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40.這位家庭成員對你目前數學的學習表現感到?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請用 20~100 字描述你對數學學習的特別感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問題僅提供第二階段學校推薦同學填答   

            請問你被學校推薦的原因是因為 

            □數學能力全校最強捨我其誰     □老師強力推薦 

            □自己非常有意願積極爭取    □父母積極推薦 

            □學校教務處(或校長)主動推薦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感謝你耐心填完問卷，建中數學科教學研究會會根據你所填寫的

資料 

          進行追蹤輔導，如果未來有機會，你會願意進行訪談或輔導? 

            □非常有意願   □考慮   □沒有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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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數學學習經驗追蹤問卷(初試版) 

親愛的同學，您好！ 

臺北市立建國高中在 2001 承辦由台北市政府所主辦的國中數學

競賽，由於您曾參加該項數學競賽。為了了解兩年多來，在許多方面

的學習情況並想進一步了解您相關的數學學習經驗及對數學競賽之

看法、感受、建議與影響。以作為未來參加相關活動與輔導、研究與

教學參考。希望你能用心的回答下列問題。謝謝! 

          祝  學習愉快!             

                          臺北市建國高中教務處九十三年九月 

一、個人基本資料：請勾選或填答 

姓名：_______________   編號:______________ 

  就讀高中:_____________ 年級__________  

多元入學進入高中的管道 

□ 以申請入學方式進入高中   □以甄選入學方式進入高中 

□ 以分發入學進入高中       □以直升方式進入高中 

□ 其他_______________ 

我目前所就讀的類組：□一類組  □二類組  □三類組  □尚未

分組  □其他_______________ 

A.學習態度 

1.整體而言我目前對數學的感覺如何? 

□很喜歡 □喜歡 □普通並無特別感覺 □討厭。 

        2.最近 2~3 年當我遇到數學問題時，會去主動探索尋求解答的意願

程度如何? 

          □很高   □高   □普通   □低   □很低 

        3.最近 2~3 年當我完成數學問題後，覺得過程太複雜時，你是否會

思考其他簡易便捷的方法? 

          □經常會  □會  □有時會  □很少會  □不會 

4.我喜歡數學學習的原因(可複選) 

 □因為有天份   □有成就感 □有興趣  □父母師長鼓勵 

  □並無特殊原因         

5 在高中階段最喜歡的科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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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文科目   □自然學科  □數學 □社會學科  □藝能學科 

          □都喜歡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請填寫)  

         未參加國中數學競賽者請直接跳過 6.7.8.9 題不用填答： 

6.我在參加國中杯數學競賽後對你最大的影響是? 

□ 認識自己的興趣 □申請進入理想的高中 □非常喜歡數學 

□ 對數學學習產生興趣 □不喜歡數學  □體會學習數學方法 

□ 體認自己沒有數學天份  □幫助發展個人潛能 

□ 能力及努力被肯定 □幫助生涯規劃 

□學習壓力變大 □對自己更有信心  □其他_____________ 

7.在參加國中盃數學競賽後，是否有因此參加相關的學習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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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 

8.依自我的觀察與了解，參加國中數學競賽有哪些負向效果? 

□學校課業落後 □人際關係疏離  □壓力太大 □精疲力倦 

其他_____________ 

9.在參加國中盃數學競賽後，你認為未來參加類似數學競賽最大阻

力是 

□ 沒有興趣 □沒有天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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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業太忙，沒有時間  

□其他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10.自認為促成自己數學能力優異的原因?(可複選) 

          □本身能力優異     □優秀教師引導 

          □父母及師長期許   □長期努力學習 

          □參加數學競賽、科展獲得肯定 □有一群共同研究的朋友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11.目前我數學學習的方式最主要： 

          □以學校老師的教學進度與內容為主   □以自行研讀為主    

□ 配合老師教學進度，多看其他相關書籍 □參加校外補習為主 

□ 參加數學研習活動為主  □以同儕討論為主  □其他

_________ 

           12.在高中階段，對於課外數學知識(學校定期考試不考的範圍)學習 

          □非常感興趣   □感興趣   □還好   □不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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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我對於有興趣的數學研究題材進行獨立研究 

□經常如此   □有時如此  □偶爾如此  □完全不會 

14.最近 2~3 年我最喜歡的休閒活動是? 

          □運動 □看電影電視  □下棋  □看漫畫  □打電動 □看書 

□ 聽音樂  □東摸西摸浪費時間 □ 

□ 應付學校功課就差不多了 □其他_________________(請說

明) 

      15.最近 2~3 年我最喜歡的閱讀的書籍是屬於哪一類? 

         □自然科學類 □語文類 □數學類  □社會科學類 □一般休閒  

□其他_______________ 

         16.在過去一年當中，我每天在上學前及放學後平均花多少時間研習數

學(包括補習)? □沒有  □0~1 小時  □1~2 小時  □2 小時以上 

      17 就我覺得參與數學競賽會感受同儕之間的競爭壓力嗎? 

□經常如此   □有時如此  □偶爾如此  □完全不會 

      18.就我自己覺得班上同學 

□視我為異類   □對我一視同仁  □羨慕我但不排斥我   

□不了解別人怎麼想   □視我為英雄人物 

  19 就我自己覺得 學習壓力最主要是來自於 

□家庭  □老師  □自身□參加競賽 

□同儕  □其他______ 

20 從什麼時候開始，我發現自己對數學的學習有天份？ 

□學前  □國小一二三年級  □國中四五六年級 □國中 

21 我是否覺得老師在學習上給你很大的壓力？  

□經常如此  □有時如此  □偶爾如此 □沒有感覺 

22 我是否對自己表現有更高的期許(例如：希望獲得最佳名次 )？ 

□經常如此  □有時如此  □偶爾如此 □沒有感覺 

23 在參加數學競賽時，我如何面對比賽時的壓力、挫折？ 

□師長幫忙  □自行處理  □找同儕幫忙  □其他 

      24.我感覺自我的潛能在現階段發揮情形是？  

□完全未能發揮 □小部份發揮 □大部分發揮 □完全充分發揮 

25 就我自己覺得 家族手足中學習壓力最主要是來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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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姊妹  □堂(表)兄弟 □ 堂(表)姊妹  □無 

  □其他______ 

26 我是否覺得父母在許多學習上給你很大的壓力？ 

□ 經常如此  □有時如此  □偶爾如此 □沒有感覺 

 

B 成就表現 本大題的目的在於了解過去數學的成就表現，請你據實勾

選： 

1.我目前所就讀的班級是：□數理資優班  □一般班級  □其他_____ 

2.在目前求學階段，數學成績在班上的排名為 

□ 前十名  □中段  □後十名 

3.在我參加國中盃數學競賽後是否參加過縮短修業年限?(可複選) 

□ 沒有 

有 □免修課程 科目:______________ 

□ 逐科跳級科目:_____________  

□ 逐科跳級 科目:_____________ □各科同時加速 

□ 各科同步跳級 □提早選修高一年級課程 

□ 提早選修高一級以上教育階段之課程 

      4.最近三年我後一共參加幾次科學展覽? 

(a)校內科展  □0 次  □1 次 □2 次  □3 次以上   

題目分別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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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最近三年所參加過科學展覽共得獎幾次? 

           (a)校內科展  □0 次  □1 次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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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參與專題研究的主題來源來自於?(可複選) 

           □老師  □教授  □家長  □自己  □書上  □其他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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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最近三年，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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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次  □1 次  □2 次  □3 次  □4 次以上  

         8.(1)最近三年，你參加過幾次團隊數學競試? 

            校內競試  □0 次  □1 次 □2 次  □3 次  □4 次以上 

校外競試  □0 次  □1 次  □2 次  □3 次  □4 次以上 

          (2).最近三年參加過個人或團隊數學競試共得獎幾次? 

校內競試  □0 次  □1 次 □2 次  □3 次  □4 次以上 

           校外競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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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獲獎名次:________ 

競試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獲獎名次:________ 

競試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獲獎名次:________ 

競試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獲獎名次:________ 

        9.在參加國中基本學測中，你的數學成績所獲得最好的級分 

級分_______________ 

10 在三年內所發表數學相關論文或專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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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 

11.在高中求學階段你是否在數學上有其他特殊優良的表現？ 

□ 有，請具體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沒有 

12.我對我未來的成就感到 

□ 充滿希望 □有希望 □不太有希望 □沒有希望 □不確定 

        

   

C 數學支援系統 

1.我在高中求學階段曾參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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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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到目前為止，我覺得參加過的哪些活動?對你數學學習最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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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數學通訊徵答  □補習班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在我高中求學階段，誰的想法影響你最多？(可複選) 

□自己  □父母  □老師 □朋友  □手足  □同學 □其他____   

4 在我的家庭成員中，誰對數學相關的事物最感興趣？ 

□ 父親  □母親  □手足 □自己  □其他____   

5.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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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的父母對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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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參與許多競賽後，父母對我課業成績的期待變得 

 □非常高  □較高  □不變  □較低 

8.目前在學校正式課程外，我吸收數學知識的主要來源為? 

□自行研讀   □師長提供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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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老師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9.就我所就讀高中圖書館中，數學相關叢書是否足夠提供成長學習 

          □非常足夠  □剛好滿足我的需要  □不足夠  □不清楚學校有

哪些圖書及參考資料 

10.最近 2~3 年當我遇到不會解的數學問題時，你通常會怎麼辦？ 

          □請教老師  □自己想 □與同學朋友討論  □找相關資料          

□ 請教父母  □請教手足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請說

明) 

11.整體而言，我覺得班上同儕的數學學習氣氛感到 

□ 很滿意  □大致滿意  □不滿意 □很不滿意 

        12.整體而言，我對於班上數學老師的教學方法與內容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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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學會，挑戰性不大 □剛好適合 □太難了□非常不滿意 

 

13.整體而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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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滿意  □大致滿意  □不滿意 □很不滿意 

14.最近 2~3 年對於學校所提供的數學課程內容感到 

□非常滿意   □滿意   □還好   □不滿意   □非常滿意 

15.在學校中的數學老師是否常常與你談話，關心並解決我的學習問

題？ 

□經常如此  □有時如此  □偶爾如此 □沒有感覺 

16.我覺得父母親對我的教養態度分別是 

        □當我和父母因事爭執時，會用長輩的權威要求我遵從的人 

□會對我的言行、舉止及課業設立某種標準，並要求我達到 

□ 希望替我作主意作決定 

□ 能讓我信賴的人 

□ 能設法幫助我解決困難及消除我的煩惱的人 

□ 會干涉我個人生活及事物 

□ 在各方面均能了解我及接納我的人 

□ 父母親對我及兄弟姊妹在教育方式上有差異 

17. 家庭當中，哪一位成員對你的數學學習最有影響力 

           □父親   □母親   □兄弟姊妹   □祖父母   □無 

 

四、本大題的目的在於了解我對於數學學習的歷程的回顧省思，請

你據實勾選： 

1..如果未來有資格申請進入大學數學系就讀，你會 

□非常有意願   □考慮   □沒有意願   □尚未決定 

2.如果人生可以重來，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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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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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數學學習經驗追蹤問卷」專家效度評估參與之名單 

(依姓氏筆劃) 

專家學者 性別 專長 任教學校系所職務 

毛國楠 男 動機心理學  教育心理學  
學習心理學  教學策略研究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心輔系教授
兼系主任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心理測驗中
心主任 

李政貴 男 中學數學資優教育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數
理資優班資深教師 

林信安 男 中學數學資優教育 臺北市立建國高中數理資優班
資深教師 

陳昭地 男 分析、數學教育、資優教育

科學教育、中小學數學課程

國際數學奧林匹亞競賽 

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理學院
院長、科學教育中心主任、 

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
教授 

陳長益 男 資優教育、特殊教育教學設計台北市立師院特殊教育學系副
教授 

吳武典 男 諮商輔導、資優、行政、行為
情緒、殘障福利等 

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
院院長 

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
育學系教授 

張幼賢 男 偏微分方程 數學教育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教授
兼系主任 

張鎮華 男 圖論演算法、組合最佳化、

通訊網路理論 數學資優教育

國立台灣大學數學系教授 

教育部基礎人才培育計劃 

指導教授 

郭靜姿 女 資優教育課程設計、 

資優兒童心理與教育、 

特殊兒童認知與學習、 

後設認知教學、資優追蹤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
系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
心主任 

潘裕豐 男 資優教育、教材教法、創造力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
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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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數學學習經驗追蹤問卷(正式問卷)   

親愛的同學，您好！ 

為了解三年來，您的學習情況，並進一步想了解您對相關數學學

習經驗的感受。以作為未來進行數學學習活動的輔導與教學之參考。

希望您能夠據實的回答下列問題(特別需要說明的是，除題目附帶說

明外，其餘問題均為單選題)。這些資料僅作為團體分析之用，個別

資料完全保密，請放心填寫。謝謝! 祝  學習愉快!             

                         臺北市建國高中教務處九十三年十一月 

個人基本資料：請勾選或填答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女 
目前就讀  □高中 校名_______________   年級 □高一 □高二 □高三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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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 

曾否參加臺北市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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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學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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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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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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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   □高   □普通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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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   □高   □普通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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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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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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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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請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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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參加國中盃數學競賽對您最大的正面影響是什麼? 

□了解自己的興趣 □申請進入理想的高中 □對自己更有信心 □對數學學習產生非

常濃厚興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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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 

9.參加國中盃數學競賽對您最大的負面影響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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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 
10.您是否因為參加國中盃數學競賽後，而喜歡參加下列哪項相關的學習活動？ 

□無 

□數學研究性社團 □更喜歡和同學老師討論數學問題  □數學補習班   □數學營

隊活動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   
11.參加國中盃數學競賽後，您認為未來參加數學競賽最大阻力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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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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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認為自己數學成就優異的最大原因是什麼? 

□不認為自己數學成就優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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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您數學學習的主要方式是什麼? 

□以學校老師的教學進度與內容為主  □配合老師教學進度並多看其他相關書籍  

□以自行研讀為主 □參加校外補習為主□參加數學研習活動為主□以同學討論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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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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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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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一年中，您在課餘時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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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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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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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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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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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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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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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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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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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家族手足壓力 □其他

(請說明)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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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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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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目前所就讀的班級是屬於下列哪一類? 

□數理資優班  □一般班級  □其他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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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高中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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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 4.__________   

□逐科跳級 科目:1.____________2.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 4.__________ 

□逐科加速 科目:1.____________2.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 4.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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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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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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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參與科展或專題研究主題的訂定，主要是受誰的影響? 

□老師  □教授  □家長 □自己 □手足   □同儕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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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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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最近三年，若曾參加過個人或團隊學競試，得獎次數為?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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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試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獲獎名次:_______________。 

競試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獲獎名次:_______________。 

競試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獲獎名次:_______________。 

競試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獲獎名次:_______________。 

競試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獲獎名次:_______________。 

競試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獲獎名次: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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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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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 論文名稱_________地點(或期刊)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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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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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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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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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數學支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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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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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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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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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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父 □祖母 □兄  □姐  □弟  □妹  □其他(請說明)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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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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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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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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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學校正式課程外，你吸收數學知識的主要來源為? 

□自行研讀  □老師  □家長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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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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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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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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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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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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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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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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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父親 □母親 □祖父□祖母 □哥哥 □姊姊 □弟弟 □妹妹□其他(請說明)_______                   

感謝您的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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