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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透過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對提升國中

數學學習成效及數學學習態度的影響。本研究針對新北市某國中八年級

兩班學生共 38 人，每週進行五節，總計為六週之數學教學實驗。本研究

採準實驗研究設計，自變項為教學模式，在實驗組以動態評量回饋系統

融入學習之數學教學課程而在對照組使用一般傳統教學方法進行數學評

量及回饋課程。依變項為「數學學習成效測驗」、「數學學習態度量表」，

共變項為八上三次段考平均。以單因子共變數分析與二因子重複量數混

合設計變異數分析進行統計分析，研究結果如下: 

一、在數學科學習成效方面：以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數學教學，能提

升數學科學習成效。 

二、在數學學習態度方面：在數學學習態度分向度之「外在動機」向度

上，實驗組與對照組有顯著差異，證實以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數學教

學，能提升數學學習態度之外在動機。在數學學習態度整體面向並未有

顯著差異，證實以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並未能提升數學整體學習

態度。  

三、學生對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的回饋： 

1、學生普遍具有正向、積極的反應。 

2、學生願意多花時間來加強數學的學習。 

綜上所述，本研究針對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提供教學設計、數學

教學及未來相關研究之參考。 

 

關鍵字:動態評量回饋系統、數學學習成效、數學學習態度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wofold. Firs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supporting junior high school math curriculum using a Dynamic Assessment 

and Feedback (DAF) system. Second,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the DAF system 

influences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and learning attitude. The overall 

investigation process is designed as a quasi-experiment, where two classes of 

eighth-grad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New Taipei County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either the experimental or the control groups. It took totally six weeks, 

and there were five classes per week to perform the instructional experiments. 

One of the two classes, which has 18 students, was assigned 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other, which has 20 students was assigned to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experiment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and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Test and 

Mathematics Learning Attitudes. The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include 

Questionnaire for Mathematics Learning Attitudes,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Test, and Questionnaire for Students’ Perception of Mathematics Instruction with 

DAF system. 

 After completing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a comparison of learning 

achievements and learning attitudes were mad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students’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Test,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one-way ANCOVA. By conducting t-test for the 

scores of the math learning attitude measurement, the analysis of math learning 

attitude was carried out by the two-way Mixed ANOVA. 

After analyzing the data,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summarized below:  

1.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cored higher in 

the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test than the control group did. 

2. Mathematics Learning Attitudes:  No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eaching methods was found in attitude for learning Mathematic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ir extrinsic motivation for Mathematics Learning Attitudes.  

3. The students’ feedback after the (DAF) system mode:  

I. Most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did enjoy the DAF system. 

II. Most students were willing to spend more time using the DAF 

system to practice Mathematics. 

Finally,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study proposes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school administrators, teachers in junior high school math curriculum and future 

research a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 ： Dynamic Assessment Feedback system,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Attitude toward mathematics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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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是以建構動態之評量回饋系統，並利用學習評估報告建構學

習的動態迴圈，探究學生數學學習成效是否有顯著進步。 

本章共分為四節，分別為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研究

問題，第三節、名詞及變項定義，第四節、研究限制。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教育為國家百年大計，傳授知識是學校教育眾多功能之一，傳統的

教學方法多數為講述為主，學生僅是被動地吸收知識，雖然對於此種教

學方法已開始有各種不同的變化，例如佐藤學的學習共同體、教育部的

合作學習、學思達、各種翻轉教學均是為了改變教學成效而起，各式各

樣教學方式的改變無非是希望學生學習成效能有所提升，學習成效的檢

核則有賴於學習評量，目前國中數學的評量方式仍多停留在靜態評量的

形式上。 

傳統靜態評量(static assessment)是教師最廣為使用的評量方式，其施

測方便、快速，能量化學生能力，且客觀結果亦能讓教師及學生進行各

方面的比較（洪于婷，2009）。但是以分數呈現學生的學習表現，較難發

現學生之錯誤類型，接著回到上課、評量的循環，學習變成老師不停地

教，學生不停地學，貌似動態循環的過程持續進行，但是學生在學習過

程中產生迷思概念時，學生的問題不一定會被發現、被解決，在無法根

據學習者的成效調整教學的合適性下，許多學生會選擇從學習的循環中

逃走。這樣的教學循環對於教學與學生的學習成效都只會呈現學習成效

不彰的樣態，消磨教師之教學熱忱、折磨學生對學習的信心與專注。大

部份學生學習不好常常是因為不知道自己哪裡不會，因此建立一套系統

讓學生知道自己哪裡不會、知道可以如何改進為本研究的研究動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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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國際教育學習成就調查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 Achievement，簡稱 IEA）主辦的「國際數學

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rends in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2011，簡稱 TIMSS 2011）公佈之調查結果可看出來，我國八年級

學生數學平均成就為 609 分，名列第三，相較過去之平均成就(TIMSS 

1999、2003 和 2007)來看有顯著進步。雖然數學平均成就成績不錯，但

我國八年級學生在數學學習興趣與學習自信上都顯著低於國際平均，甚

至對數學有高評價的人數百分比更是國際排名倒數第二(僅 13%)。 

PISA 2012 學生數學素養調查結果中顯示，OECD (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平均為 494，臺灣平均為 560，名列第四，僅次於上海(613)、新加

坡(573)、香港(561)，而略高於韓國(554)。臺灣在數學素養的平均數表現

從 2006 年的 549 到 2009 年的 543，雖略為下降，但到 2012 年又提高至

560，整體表現雖然優秀，但是個別差異的幅度卻也越趨嚴重。2006 年

之標準差為 103，排名世界第三，2009 年標準差為 105，已躍居第一

名，2012 年的標準差更擴大到 116，明顯大於第二高的國家（105），由

此可見臺灣學生「成績分布雙峰化」（Ｍ型化） 的現象是個警訊。 

由 TIMSS 與 PISA 的成績表現來看，臺灣在名列前茅的同時，落後

的學生比例卻也逐漸升高，如何在學習成效兩極化的情形下提升數學學

習成效也是教師面臨的一大挑戰。 

教育部為弭平學習雙峰化的差距，自 2006 年開始開辦「攜手計畫－

課後扶助」方案，於課餘時間提供弱勢且學習成就低落國中小學生小班

且個別化之免費補救教學(教育部，2006)。目的就是希望能達到九年一

貫課程實施的精神：帶好每一個孩子，2009 年起，更加入洪碧霞教授研

發的網路能力檢測系統，透過線上檢測，評估學生參加攜手計畫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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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為配合十二年國教更將「教育優先區計畫－學習輔導」與「攜手

計畫－課後扶助」整合為國中小補救教學計畫，將學習成就低落學童納

為必需接受補救教學的對象，於 2013 年全面實施（教育部，2012）。自

2011 年已來，已全面推動補救教學篩選及成長測驗，以標準化之評量系

統來篩選需被補教教學之弱勢低成就學生，並個案列管每年施以 2 次之

成長測驗，以追蹤其補救教學之學習進展狀況。 

教育部針對全國中小學全面實施之標準化之評量系統，可用來評估

學習成效，篩選出需追蹤列管之學習低成就學生，學生在評量過後可以

在系統上看到自己的評量結果，系統會產出每位學生的測驗結果報告，

並在每個知識點呈現出該知識點的書面教材，學生得到的回饋除了

「對」「錯」之外，還多了錯誤知識點的教材呈現，雖然學生透過檢測得

到的回饋不只是分數，但是若學生在檢測完後就不再有任何學習，線上

檢測的評量分析結果仍失去提升學習成效的作用。故利用現有之教學評

量、線上學習教材建構出一個動態性之評量回饋系統為本研究之研究動

機之二。 

綜上所述，本研究目的旨在瞭解動態之評量回饋系統對學生在數學

學習成效與學習態度上的影響。 

第二節  研究問題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透過動態評量回饋系統產出之學習評估報

告，是否能提升學生數學學習成效。本研究的研究問題陳述如下： 

一、 瞭解學生在評量回饋系統之介入情形下，在數學領域學習成效上

是否提升。 

二、 瞭解學生在評量回饋系統之介入情形下，在數學領域學習態度的

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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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旨在以動態評量回饋系統提升數學學習成效，透過動態之評

量回饋系統，提供給學生評量分析報告以供補救教學之用，利用學生在

教學活動結束後之測驗結果與數學學習態度量表之施測結果，分析動態

之評量回饋系統對於數學學習成效提升之效益。本研究針對補救學、動

態評量回饋系統、數學學習成效及數學學習態度之定義如下： 

一、補救教學 

教師者根據學習教材，事前分析、了解學習低成就者的學習困難，

並採取適當教學活動以提升其學習成效，針對不同學習狀況的學生給予

不同層次的學習支持，將教材內容經過教學設計及編排成小單元之後，

幫助學生達到精熟學習，助其解決學習困難。 

二、動態評量回饋系統 

本研究參考教育部補救教學診斷系統及普度大學課程訊號系統，建

立一個結合線上教材連結、評量檢測與分析、學生預警系統，在教學過

程能讓施測者提供有意義的互動與回饋教學予受試者，結合「評量－教

學－再評量」的方式，著重個別的學習歷程，主要不僅在鑑定受試者能

力等級，希望透過評量回饋系統學生改變的潛能，幫助學生表現出最大

的潛能（黃淑津、鄭麗玉，2004），並能讓教學、評量與學生學習呈現動

態之循環。 

三、數學學習成效 

根據本研究架構自編之數學成就測驗，學生在教師的數學單元授課

完畢後，在評量回饋系統中「數學成就測驗」的得分即為數學學習成

效。 

四、數學領域學習態度 

數學態度指學生在學習數學後，對於數學的喜好程度或看法，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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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對數學的一種持久且又一致的行為傾向（魏麗敏，1989）。本研究

「數學學習態度量表」參考 Tahar、Ismail、Zamani 與 Adnan 等人

（2010）所編製的「數學態度量表」修正而成，Tahar 等人（2010）希

望透過此量表能瞭解學生對數學的態度，進而提供給教師教學參考，提

供不同的學習技巧讓學生面對自己的負面想法。分成五個層面，分別為

數學興趣、自我概念、自我效能、數學焦慮與外在動機五個層面。採五

點李克特式（Five-point Likert Scale）量表的計分方法，得分愈高，表示

其數學態度愈積極、正向；反之，得分愈低分則愈消極、負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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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之希望透過評量回饋系統幫助學生找出學習迷思概念並透過

此動態之評量回饋系統提升數學學習成效，因此本章將分為三節，分別

為第一節、迷思概念，第二節、動態評量，第三節、課程訊號系統。茲

分述如下： 

第一節  迷思概念 

一、迷思概念的意義 

任何概念的形成，如果與其社群專家所接受的概念不相符合，與專

家概念有所出入，所形成的概念便是「迷思概念」（Mariana ＆ 

Hewson，1985）。劉子鍵與林怡均（2011）整理學者對於迷思概念不同

的描述，有人以「兒童科學」（children’s science）、「先前概念」 

（preconceptions）來命名，亦有人稱之為「錯誤概念」（erroneous 

ideas）或 「另有概念」（alternative conceptions）。 

迷思概念一詞是原文為「misconceptions」，mis 在英文字義裡有

「誤」「錯」的含義，將 misconceptions 譯為「迷思概念」，在意義上偏

向將「迷思概念」視為包含錯誤的概念。主要的原因在於迷思概念與普

遍廣受接納的學者專家所認定的科學知識有所衝突，通常來自於學生接

受了正式的教育課程後卻因理解與內化的不當而產生誤解，而對大多數

學生而言往往無法意識到自己的概念認知是有偏差，反而會認為自己的

解釋與看法是對的。 

綜合各方定義，本研究將迷思概念定義為：學生對於數學課程的概

念認知，在接受學校課程教育後或透過日常生活經驗、其他途徑所習得

的概念的認知，與一般數學課程中所同認定的正統概念意義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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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二、迷思概念的成因 

迷思概念形成的原因很多，有學習者自身學習習慣的問題、環境影

響以及兩者交互作用下而產生。以下整理學者對於迷思概念產生的原

因。 

Head(1986)對於迷思概念的原因，提出以下五種看法：  

1、日常生活的直覺經驗與觀察：年幼兒童藉著操作身邊的物體，來

認識周遭的環境並發展經驗，這些似是而非的生活體驗會在他們學習新

事物時產生觀念的混淆，而這些不正確的第一印象會嚴重地阻礙了日後

的正常學習。  

2、從類比所產生的混淆：許多科學概念的解釋都是利用學生熟悉的

知識來說明，到抽象的概念，教學上多以舉例的方式來引導學生。在類

比的過程有其限制，任何比喻都不可能完全地比擬一個概念或現象，有

些概念的轉換不容易被類比出來，教學過程中對於這類型，學生教師必

須選擇較不易產生誤解的類比來輔助教學。  

3、字義模糊不明產生的混淆、生活用語或隱喻字眼的使用： 教師

在隱喻式的言談中亦會牽涉到類比，由於某些字眼在日常生活和科學中

太過平常，以致於不易避免。例如自然科課程中提到電池的電力耗盡

時，會用電池「沒電」來形容，導致學生認為電池是能量供應者的迷思

概念。  

4、同儕文化與社會文化、來自同輩之間的學習：學生的想法是團體

信念的一部份，知識的社會結構及同儕文化賦予了維持非正式觀念方面

的重要性。在同儕社會中，同儕所允許和意見及鼓勵的信念會加強學生

的錯誤觀念，進而會抗拒正確觀念的接受。  

5、出自個體本能性的意念、來自固有的觀念：學生天賦有與環境互

動的能力，但這些固有的想法，和專家的科學概念有很大的差距，它們



8 

自成系統，這些想法或許能應付生活中的普通問題，但如欲深入探究科

學的問題，這些概念便顯得支離破碎，不堪應用（鍾聖校，1995）。 

郭重吉(1988) 認為學生的迷思概念可能和學生的生活經驗、日常生

活用語和科學用語的混淆，對理想化情境的生疏和誤解與學生自我中心

和擬人化的觀點有關。針對學生的迷思概念歸納以下幾點：1、學生在學

校教學之前，對於一些常見的自然現象的形成原因，有他們自己的一套

想法。2、學生對於學習內容的想法常常有異於學校所要教的正統科學概

念。 3、學生對於自然現象的想法常可經由推測其來由而歸納成為有限

的幾種類型。4、學生傾向於保護他們原有的想法，導致學生原有的想法

成為學習的干擾與障礙。因為學生在學習時是以其先入為主的觀點來解

釋所見所聞，因此他們所得的結論和解釋很可能會和老師或課本所要教

的不同。 

鍾聖校（1994）認為迷思概念是種錯誤概念，意指模糊的、不完全

的、錯誤的理解事物所產生的結果。以學生的思維與對概念理解的結果

可以將錯誤概念分成兩種層次，一種是對「特殊內容」思考過後的結

果，另一種則是有關「因果推理」的思維方式。以結果來看之錯誤概

念具有個別性、不穩定性，這種特性對改善個別學習狀況具有參考價

值，而因思維方式產生之錯誤概念具有普遍性，此種特性則有建構或

修正理論的學術價值。 

戴政吉與劉曼麗（2001）則認為迷思概念的形成在於一般人在日常

生活的體驗中，自然會有自發性概念的產生，而這些自發性概念中有些

與科學家想法不相容，即稱為迷思概念。 

Driver 等人提出學生迷思概念的七種特徵，這可能也是迷思概念產

生的源由： (一)受感覺所支配的思考，學生在推理問題時常將焦點置於

可見的事務上 (二)焦點有限，把注意力集中於感官所見的明顯特徵。 

(三)焦點集中在改變而非固定的情況。 (四)使用單純的線性因果做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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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五)未分化的概念，易誤用名詞。 (六)情境的依賴性。 (七)受先前

概念所支配。 

綜合上述，研究者對於迷思概念之成因，可歸納為三個面向，分別

由學生、教學兩方面及其交互作用來看： 

(一)學生方面： 

1、從生活背景與個別文化而來：受到日常生活親身經驗觀察與干擾

之影響 、學科知識背景不足以偏概全的影響。 

2、與生俱來自我中心的觀點：同時事件的干擾、不當的認知或是腦

海中存有的記憶造成的混淆。 

3、對問題的考慮不夠周詳。  

4、望文生義的結果名詞的影響：受到原有迷思概念的影響。 

5、同儕文化及媒體干擾影響。 

(二)教學方面： 

1、過份強調講述法。 

2、教師未發掘學生對於學習可能產生的迷思概念。 

3、教師教學過程用語不當造成的影響。 

4、以教科書知識為基礎的不當推論（教科書呈現的概念）。 

迷思概念的成因，主要和學生的預備知識及生活經驗，老師的教法

及書上的敘述有關，為了避免學生迷思概念形成及固著，教師在教學時

應先了解學生的先備概念是否正確，對教材的陳述方式，老師要先行了

解是否有容易造成學生誤解之處，而提醒學生注意，而課前的預習及測

驗也可以減少迷思概念的產生。本研究將學習教材之迷思概念分析後，

將可能易造成迷思概念之題目放入在評量回饋系統之題庫，並透過評量

回饋評估報告以協助學生釐清學習迷思概念。 

三、迷思概念的特性： 

關於迷思概念的特性，可歸納如下幾點（戴政吉、劉曼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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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聖校，1994)： 

1、過程性：迷思概念是在概念發展或概念學習的過程中出現的。若

以一直線表示概念發展的連續體，則錯誤概念是出現在此連續體中的任

一點。 

2、不完備性：在各類迷思概念研究的晤談資料中，可發現大量的受

訪者，其回答不夠完整，而且這種不完整的答案，並不是表達能力的問

題，而是對問題的思考 不夠細密與周全，以致說出的概念也失之片面或

零碎不夠完整。 

3、規律性：  

規律性還可細分為標準化與個別化兩種，「標準化」的規律性，其特

徵是「人雖異而行相同」，相當有系統性，通常可以找出正確的理論解釋

之。個別化錯誤的規律性是屬於個體獨有的，必須觀察個體回答一連串

問題的反應後，才發現學生是如何運作。因為學生常是以自己的想法，

將外在訊息內化，再以自己的經驗建構事物意義而產生的，所以其概念

具有相當的個別性。 

4、頑固性：雖然有些迷思概念很容易經過教學或解說，就得到改

變，但仍有些錯誤的概念，經過教師一再提出大量證據或口舌講解，仍

然一再出現，不得承認其根深柢固存在的事實。 

5、不穩定性：迷思概念在學生缺乏概念的情形下，是相當不穩定

的，容易出現，也容易拋棄。例如學生會在晤談前後，發生迷思概念不

一致的情形，因沒有正確的見解，想法易變，顯為不穩定。 

6、思考性：由於迷思概念是一種陳述出來的內容，但也含有概念思

考的成分，這些概念可能是利用直覺、錯誤的類比、不正確的推理、不

成熟的運思等思考方式所造成的結果。 

7、普遍性：從教學的過程，同樣的迷思概念在教學的前、中、後出

現的消長情形看來，可證實確有普遍性的存在。例如學生在一元一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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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簡，往往會出現如3 − = 3這一類型的答案。 

8、非正統性：學生的迷思概念與專家知識有相當的差距，屬於非正

統性的概念。 

9、歷史性：指有些迷思概念具有歷史慣例 (historical precedence)，

也就是說學生所發生的迷思概念在過去的學生身上亦曾發生過。 

迷思概念不論是被視為錯誤的或其他的概念，都具有以下之特徵

（劉子鍵、林怡均，2011；劉俊庚，2001）： 

1、普遍擁有、不容易被偵測與發覺。 

2、具有穩定之認知結構，不易被改變。 

3、持有與專家不同之概念。 

4、強烈影響後續對學科學習的架構。 

5、對學生來說是應該要克服或排除的。  

張秀美、曾仁佑、陳斐卿與鄭凱天（2014）的研究中也指出，迷思

概念的存在並不代表學習沒有發生。當迷思概念出現了，代表學生的學

習遇到困境，這個學習困境可以在同儕合作下被重新建構。也就是說學

生對知識概念的理解可以進行翻新、調整、擴展等，重新建構學習 

(Scardamalia & Bereiter，2006)。 

綜上所述，迷思概念最大的特色就是：普遍擁有、具有其特殊認知

架構且會影響後續學習架構需要克服、排除之的概念。表 2- 1 針對迷思

概念在國中小學科研究的整理： 

表 2- 1 近五年國中小迷思概念研究對象與主題整理 

作者 年代 研究主題 
國

中 

國

小 

數

學 

自

然 

其

他 

王仁禹 2012 擴增實境對月相盈虧概念學習暨迷思

概念改變之影響 

 ✔  ✔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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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代 研究主題 
國

中 

國

小 

數

學 

自

然 

其

他 

王群元 2012 以動態評量為基礎之數位學習環境對

不同認知風格國小六年級學生速率迷

思概念改善之研究 

 ✔ ✔  

 

何梅芳 2012 國小學童對星象迷思概念之研究—以

新竹地區某國小高年級學童為例 

 ✔  ✔  

吳佩珊 2015 臺中市國中學生學習策略與地理科氣

候迷思概念關係之研究 

✔    ✔ 

吳建頤 2013 運用二階段診斷式測驗對國小六年級

學童奈米迷思概念之探究 

 ✔  ✔  

李千慧 2015 國中生幾何圖形迷思概念測驗之發展 ✔  ✔   

李宜頻 2013 國小學童新生態典範與海洋迷思概念

之研究 

 ✔   ✔ 

沈咏佳 2014 改變國中生對光合作用迷思概念之教

學實驗 

✔   ✔  

林志成 2013 線型函數的迷思概念與補救教學策略

研究 

✔  ✔   

林美蓉 2014 透過數學教學案例討論支持國小教師

對學生的分數迷思概念認知知識 

  ✔   

林琬婷 2013 數學建模教學對國三學生數學學習態

度、機率迷思概念及機率學習成就之

影響 

✔  ✔   

柏昱丞 2014 國中生「二段式光學迷思概念診斷測

驗」發展與應用 

✔   ✔  

翁靖婷 2011 POE 教學策略對國中學生光學迷思概

念影響之研究 

✔   ✔  

徐敏媛 2012 國中生在二次函數概念上的主要錯誤

類型及其補救教學之研究 

✔  ✔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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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代 研究主題 
國

中 

國

小 

數

學 

自

然 

其

他 

張文馨 2015 發展與應用二段式診斷測驗工具探討

國中學生壓力之迷思概念 

✔   ✔ 

 

張瀞云 2014 國小二年級學童長度測量迷思概念之

編製與調查 

 ✔ ✔   

許育銘 2013 基於迷思概念分類的虛擬教具資源庫

之研製－以國小中年級數學單元為例 

 ✔ ✔   

陳正宗 2013 表徵轉譯融入探究教學在力矩單元對

國中生迷思概念改變之研究 

✔   ✔  

陳見發 2012 九年一貫課程國小學童因數學習表現

及迷思概念之探討 

 ✔ ✔   

陳品文 2015 探究國一天氣因子迷思概念與概念轉

變教學設計 

✔    ✔ 

陳郁淇 2015 互動式電子白板輔助教學應用於國小

六年級學生澄清節能減碳迷思概念之

研究 

 ✔ ✔   

黃晉益 2013 國中生「摩擦力」迷思概念之補救教

學研究-以精熟學習觀點 

✔   ✔  

葉子菁 2013 澄清學童水資源迷思概念之行動研究  ✔   ✔ 

葉基倫 2011 融入 5E 學習環的補救教學對低成就

國三學生光學迷思概念影響之研究 

✔   ✔  

劉映秀 2015 再探究國小五年級學生對自然領域之

通路迷思概念之研究 

 ✔  ✔  

蔡裴伶 2013 基隆市國小高年級學童海洋迷思概念

與海洋環境行為之研究 

 ✔  ✔  

蘇世舜 2014 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師在電學

上的迷思概念之研究─以新北市汐止

區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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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1 可以看出研究迷思概念主題多數圍繞在科學與數學學科

上，而在近五年內這 27 篇論文中，研究對象為國中數學的迷思概念研究

多達 10 篇，但上述研究主題著重在瞭解學科的迷思概念或者是希望能透

過迷思概念的澄清，改變學生概念進而提升學習成效的研究。主要都是

著重在於補救教學的應用上，也就是教師必須在透過教學活動才能澄清

學生之迷思概念，但是在教學現場受限於教學時間、師生比等因素可能

無法利用一般教學時間完成教學活動與迷思概念的澄清，因此本研究希

望透過動態之評量回饋系統就能讓學生辨別自己的迷思概念並透過線上

教材的學習澄清迷思概念。 

四、 數學迷思概念 

喻平與馬再鳴（2002）指出學生學習的新概念時，新概念的應用必

須對原有概念進行重新組織和加工，以滿足解決當前問題的需要。數學

概念的學習是一個包含聯結與認知因素的訊息加工過程，其過程是由概

念形成、概念同化以及數學語言學習去獲取概念意象，再經過知覺水平

應用與思維水平應用，逐步形成概念域和概念系，因此這一連串的整合

應用過程中，教師更應小心避免學生在此過程產生數學迷思概念。 

有關中小學數學的迷思概念，針對教材內常見的錯誤類型整理成以

下三類（李青春、胡學誠，2009；郭輝煌，2014，郭正仁、謝哲仁，

2003；葉寶玉，2010；蔡淑裕，2014）：  

(一) 算術運算的錯誤類型。 

(二) 代數運算的錯誤類型。 

(三) 文字題或圖形題所造成的錯誤類型。 

在算術運算時，學生常出現的錯誤類型會有如錯用直覺，前後次序

未分明等， 

表 2- 2 為常見之算術運算錯誤類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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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算術運算的錯誤類型 

研究者 研究發現之錯誤類型 

Brown 與

Burton

（1978） 

小學階段在做直式減法時，會直覺地用大數減小數，例如 85－

39=54，不論個位數或十位數皆是以大減小來計算得之。 

Benander 與

Clement

（1985） 

1、 除法上會犯前後次序的錯誤，例如 3÷2 應寫成 3/2，會將次序

顛倒成 2/3。 

2、 負數運用錯誤：例如「負負得正」是指負數乘以負數等於正

數，誤用於加減法運算上，如－3－5＝8。另外還有負號的分

配錯誤，例：－（A＋B）＝－A＋B。 

劉天民

（1993） 

1、 將「乘方」當作乘法。例如：3
2
應為 3×3，但是學生會算成 3×

2=6。 

2、 誤用運算符號。看到 4＋2 會想到九九乘法表中口訣的 42 得

8，直接寫成 4＋2 = 8；8 ÷ (1/2) 會直接算成 8 × (1/2) = 4。 

3、 次方的概念混淆，未將括號一併考慮，例如－3
2
＝（－3）

2
。 

4、 帶分數化成假分數的錯誤。會將整數部份直接與分子乘起

來，如（－2 又 2/3）之化簡會直接將－2 與 2 相乘得到－4/3。 

Booth

（1984） 

1、 分數運算時，會將分子與分母各自獨立運算，例如 1/5 + 2/3

算成 3/8。 

2、 除法法則，常會認定是大數除以小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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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 為在代數運算的錯誤類型整理，學生會有不當之外推法，或是對

於名詞之認知意義混淆等，整理如下： 

表 2- 3 代數運算的錯誤類型 

研究者 研究發現之錯誤類型 

Matz（1982） 學生喜歡使用不恰當的外推法。例如 a + b = + 或 1/a 

+1/b=1/(a+b) 

張素鎔

（1987） 

學生認為答案通常是「數字」，如果不是，最好也是單項式，與

Kieran (1989 )的研究中對於等號認知錯誤型態是相同的。 

Kieran (1989 ) 對於「等號」的認知意義造成之混淆。 

例如在小學的數字運算上 2 + 5 = 7。這裡的等號是將 2 與 5 相

加之後的結果，到了國中之代數運算時，會將「=」視為要算

出個數字才是結果，例如（x+1）+（x+3）= 2x + 4，學生在此

時會將 2x+4 再算出結果為 6。 

郭汾派

（1991） 

1、 係數文字分別處理。 

2、 單項式才是答案。 

3、 不同類項直接合併。例如 3a＋5b＝ 8ab。 

4、 去括號運用錯誤。例如 5（x＋2）＝5x＋2。 

陳國雄

（2006） 

1、 未以括號判斷計算的先後次序。 

2、 乘除之運算符號使用方式錯誤。 

3、 錯誤之表徵列式。 

4、 乘法結合律的基模知識缺乏。 

5、 未依四則運算的約定方式完成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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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研究發現之錯誤類型 

陳昭蘭

（2007） 

1、 等量公理觀念不清楚，誤用移項法則。 

2、 題意解讀錯誤或不了解題意而無法解題。 

3、 無法將題題轉化成數學算式與符號。 

蔡淑裕

（2014） 

1、 不了解文字符號代表數的意義。因此造成錯誤使用省略運

算符號的時機，且會認為不同的文字符號代表不同的數。 

2、 以文字符號列出代數式的錯誤。列式時數量之間關係搞

錯，逆運算時加減乘除的先後關係混淆。 

3、 去括號及分配律使用的錯誤。例如－（a + b）=－a + b 或

者是 2（2x+5）= 4x + 5。 

4、 代數式與數的加減運算錯誤及化簡錯誤。例如分數型代數

式的加減運算，學生會以等量公理方式乘上分母的倍數，化

成沒有分數型的代數式再做加減運算。 

 

三、文字題或圖形題所造成的錯誤類型 

文字題是對多數學生而言都容易產生錯誤概念的題型，主要是受到

題目的複雜度、未知數的多寡、符號及式子組合的影響。學生在面對文

字題時常常由左到右，逐字翻譯題意後直接設定未知數。Kieran (1989)

稱為這是表面結構(surface structure)的句型錯誤(syntactic error)（引自李

青春、胡學誠，2009）。張景媛（1994）研究發現國中生在語言知識上的

錯誤有：較長的題目立即放棄思考、關鍵字不瞭解；在基模知識上的錯

誤是：憑直覺或關鍵字做反應、使用習慣的基模；在策略知識上的錯誤

為：未能瞭解已知和未知條件的關係、所有的條件全部使用；在程序性

知識上的錯誤是：移項與代入公式時的錯誤。在幾何圖形題上，葉欣怡

（2011）將學生的錯誤類型分成以下六大項：1、粗心疏忽。2、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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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意。3、基本觀念不足或錯誤。4、公式使用錯誤。5、猜測或無懼的推

理。6、自認為題目條件不足。 

以上錯誤類型都有迷思概念的特性，學生在數學解題的過程中，不

論是數字、代數或數字與代數式混合的四則運算都會有一樣的錯誤類型

出現，說明學生的數學錯誤還是要建立在正確概念的釐清才能避免數學

錯誤的出現。因此在本研究中的數學成效測驗題目中也會挑選學生可能

出現的錯誤類型，以幫助學生釐清數學觀念。 

表 2- 4 為國內針對數學迷思概念之相關研究，國小數學迷思概念的

研究多著重在小數、分數及文字符號上，針對國中數學迷思概念的研究

更增加了多項式運算、一元一次方程式及幾何圖形的部份。 

表 2- 4 數學迷思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題目 
研究對象/

主題 
研究結果摘要 

區國良、

吳銘哲、

黃孟文與

張家榮

（2007） 

輔助教師分析國

小學生小數學習

迷思概念及教學

策略支援系統 

 

國小中高

年級/小數 

建構具有小數迷思概念之題庫，

且結構化呈現之。 

學生受測後能幫助教師判斷學生

學習及迷思狀況。 

成功根據學生背景，模擬教師決

策過程做出個別專家決策樹，以

協助教師選擇適性化課後輔導教

學策略。 

蔡職鴻與

劉曼麗

（2012） 

對國小三年級數

學低成就學童在

分數迷思概念之

探討 

國小三年

級數學低

成就學生/

分數 

歸納出兩類錯誤類型，第一類型

是受分子的影響，第二類型則是

混淆口訣的意義。 

學生不易掌握分數概念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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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研究題目 
研究對象/

主題 
研究結果摘要 

整體」關係。 

學生對於在分數的不同表徵之間

進行轉換極容易出現問題。 

郭正仁與

謝哲仁

（2003） 

國二生多項式四

則運算錯誤類型

之調查研究 

國中八年

級學生多

項式四則

運算 

錯誤類型可分為以下三類：問題

結構的表徵錯誤、定義公式等基

模知識的認知不足及舊經驗的不

當類推。 

不論研究主題設定是數的運算或代數、幾何等，研究目的都是希望

能釐清學生在數學學習上會出現的迷思概念並澄清之，讓學生有更好的

表現，讓教師能有更多機會明瞭學生學習狀況，但是多數研究對象仍僅

限於數學低成就的學生，然而就迷思概念的特性來看，它是普遍擁有的

特質，也就是說在群體的高分組或低分組都同樣會有迷思概念，因此本

研究所建立之動態評量回饋系統是針對全體學生為研究對象，希望能建

構一個有效、動態之評量回饋系統，在本研究之動態評量回饋系統產出

之評估報告中，指引學生錯誤之知識點並透過線上教材影片與練習，協

助學生澄清迷思達到有效能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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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動態評量 

動態評量( dynamic assessment， DA)，或稱「協助式評量」

( assisted assessment)，是指給予受試者中介協助的評量方式，結合教學

試探、診斷評量與學習於一體的評量程序（許家驊、邱上真與張新仁，

2003）。而大部份文獻對於評量的討論主要著眼於如何正確測量學生的學

習成就、分類與排名，現在的評量則更關心如何運用評量來促進學習，

讓評量扮演回饋的功能，用來瞭解學生學習成果及調整或擬訂教師的教

學策略，以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歐滄生，2002）。 

教育部在 2005 年修正公布的「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

則」第二條中明確指出:「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旨在了解學生學習情

形，激發學生多元潛能，促進學生適性發展，肯定個別學習成就，並作

為教師教學改進及學生學習輔導之依據。」其中，強調評量的設計應以

激發學生多元的潛能，促進學生適性發展。許多學者也都提及，評量是

用來支持學習的，而不是僅用來指出學生現在或過去的成就而已。評量

應用來激勵學生的學習，透過評量引導學生有更佳的表現，使其具備更

多的能力。 

江文慈（2007）在探討評量與學習的關係時發現兩者關係愈趨密

切，且有更多的交融，可歸納為以下三種取向，分別為「對學習的評

量」、「促進學習的評量」以及「評量即學習」等。也就是過去在教育現

場中，多將焦點放在「對學習的評量」，而今則轉為關注「促進學習的評

量」。從著重學習成果的總結性評量，逐漸走向強調寓評量於學習之中的

形成性評量。不論何種功能或特性的評量，目的都希望能對教學有所助

益，因此本研究採取的是動態的評量回饋系統，期望此動態的評量回饋

系統能達到對學習的評量功能亦能促進學習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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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動態評量(DA) 

動態評量是近年來極為重要的評量形態，此概念最早是源自於

Vygotsky(1978)所提之可能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觀點，

Vygotsky 認為學習是動態改變的歷程之觀點，強調學生的學習潛能，以

及中介學習經驗(mediated learning experience) 與認知結構改變(structural 

cognitive modifiability)間之關係，主張上述互動之經驗越早且越頻繁，則

認知能力改變可能性也越大（王文伶等人，2014）。因此施測者在評量時

應該主動地介入，以提供有意義的互動或回饋，促進受測者的學習和誘

導其主動的參與及其潛能表現。分析此種充分互動歷程，以持續評估學

生對中介教學的反應與學習歷程，剖析教學前後認知能力的發展與改

變，進而提供發展或改變所需的教學介入評量方法。由此可見動態評量

乃是一種結合教學與診斷的評量模式，不僅是重視結果，更著重於歷程

評量，同時也企圖瞭解受測者是「如何」達到目前的水準，以及最大的

可能表現水準。 

動態評量和靜態評量的區隔在於動能評量企圖去評量一個改變中的

歷程，同時也在評量中達到教學之目的（Haywood & Brown， 1990）。

莊麗娟、邱上真、江新合(1997)指出「動態」有兩層涵義：一是連續應

用「測驗–教學–測驗」的程序與跨越多個時間點觀察受試者的進步與

改變情況；二是施測者與受試者在答題過程中大量的互動。結合多位學

者的觀點（Haywood & Brown， 1990；Lidz， 1995；朱經明、蔡玉

瑟，2000），動態評量的主要特色為主動的介入(intervention) 和可塑性

(modifiability) ，另外還有下列特性： 

1、前測—中介—後測的評量過程，結合評量與教學。 

2、兼重鑑定、診斷與處方。 

3、探究學習者的認知發展，重視評量過程甚於結果。 

4、由評量中發現個體認知改變所需介入的程度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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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別於傳統標準化評量只重視既有成果的表現，動態評量是在促

進個體的潛能發展，評量個體的最佳表現。 

6、充分的互動、適時的協助。 

7、著重於個別學生學習歷程的確認與評量，而非同儕間的能力比

較。 

由以上特性說明了動態評量在評量過程中還兼顧了學習者的歷程改

變，並建構有系統的架構協助學習者發展最佳表現的潛能，這有系統的

架構就是動態評量的介入模式。透過介入模式的不同達到教學與評量之

效，林素微（2002）與洪于婷（2009）皆對這六種不同評量模式討論其

應用情境與條件，整理如表 2- 5： 

表 2- 5 不同動態評量模式之應用情境與條件 

學者評量模式 評量目的 研究結果發現 

Budoff 

學習潛能評量

(Learning Potential 

Assessment，LPA) 

區辨出錯誤分類的心智發

展遲緩兒童以及在特殊班

級中可從最佳課程和教學

安排中能夠進步的學生 

高分者以及獲益者能在測

驗中獲得較佳的獲益 

Feuerstein  

學習潛能評量設計

(Learning Potential 

Assessment Device，

LPAD) 

找出個體認知功能缺陷，

並評量個體對於教學的反

應程度。 

經作業組織及適當的訓

練，個體能運用中介學習

經驗應用到新問題情境，

使個體獲得更高的行為表

現水準；而表現遲緩認知

功能有缺陷的個體，在輸

入及輸出階段的困難高於

思考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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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評量模式 評量目的 研究結果發現 

Carlson 與 Wiedl 

極限評量模式(Testing 

the Limits Assessment) 

找出個體能力上限的最佳

方式，並提供一般智力能

力訊息的敏銳指標。 

口語說明及精緻回饋的測

驗情境，能夠使個體有更

高的表現水準 

Campione 與 Brown 

漸進提示評量模式

(Graduated Promoting 

Assessment) 

找出具學習失敗高危險的

學童，並發展對學習能力

有效的評量方式，來改善

評量分類的適切性。 

對學習的估計及遷移有較

正確的評做，發現受試者

本身能力高低對學習及遷

移歷程的不同影響。 

Embretson  

心理計量動態評量模

式(Psychometric 

Approach) 

發展適當的心理計量模式

來測量認知改變，並提供

特定能力較佳的估計。 

透過動態評量測驗介入，

能力有顯著的進步，而前

後測間的改變分數，可預

測其他能力的表現。 

Bransford， 

Delclos， Vye， 

Burns， & 

Hasselbring（1987）

連續評量模式(A 

Continum of 

Assessment) 

檢視不同介入方式的效

益，並確認有效介入的成

分。 

動態評量程序的中介提示

成分比漸進提示技術對個

體遷移有更大的效果，而

且受試者在動態評量過程

中表現比靜態評量好。 

Budoff 的學習潛能評量模式介入方式是採標準化教學，Feuerstein 則

是發展 LPAD 這種非標準診斷程序來區辨個體在學習技巧上所受的損

害，包含中介的協助並結合評量程序，採用非標準化的臨床介入，

Carlson 與 Wiedl(1978)用智力和人格因素去解釋訓練中個體訊息處理的

差異，直接將介入安排在測驗的情境過程中，介入方式是採用「訓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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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的方式，以標準化介入，採用口語化、精緻性的回饋等，包含測

驗程序本身的變化。Campione 與 Brown(1987)根據 Vygotsky(1978)社會

認知發展理論，強調評量中的協助與互動，介入方式是以工作分析詳細

安排標準化、固定的暗示或提示，依照「一般」、「抽象逐漸變為具體」、

「特定而具體」的順序安排，主要目的不在於評估受試者獲益情況，而

是在評估欲達到某一個特定標準，受試者需要多少協助量，透過標準化

的提示系統來分別偵測學習量數(即學習階段時的提示量)及遷移量數(在

遷移階段時所需的提示量)。Embretson(1987)的介入方式是以標準化的介

入方式，提供具體圖板，讓受試者經由具體操作去處理空間技巧問題。

Bransford 等人（1987）結合 Feuerstein 的中介評量模式與 Campione 和 

Brown 所提出的漸進提示評量而發展，該模式特色是評量中包含後設認

知的技術，如計畫和監控等，並以計畫性的教學程序方式實施。他們假

設有效的中介學習是促成認知發展的條件。介入方式是將標準化及臨床

介入二者並用，包括熟悉材料，強化基本認知功能及教導特定技巧及回

饋。 

以上六種評量模式之中介教學方式大致區分為「標準化」與「非標

準化」兩種，除了非標準化的學習潛能中介模式是採非標準化的介入、

連續性評量模式是結合標準化與非標準化的介入之外，其餘動態評量模

式皆是採用標準化介入的方式。其中又以標準化漸進提示模式

(graduated prompting assessment)最為常見，其介入教學是運用標準

化的方式，以事先設計之提示量漸增階層來作為實施及計分的核心，明

確的將所使用的中介提示系統，依照提示量與教學上的明顯程度，組成

一個由少到多的協助(許家驊，2003)。  

綜合上述六種模式，雖然核心理念、評量目的及方式等有所不同，

但各模式間相同點是都強調中介訓練，為緊密結合評量與教學，各種動

態評量模式之實施程序皆以「前測－中介／教學－後測」為主，提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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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式的教學支持給受試者，以了解其認知發展情形，將教學和評量連

結，區分學生學習困難、提供一個可預測的測量發展過程中的能力、以

提供有效的教學訊息。 

 

四、動態評量相關研究 

動態評量相關研究始於 1970 年代初期，以一般認知能力的研究為

主，而 1980 年代部份學者漸將作業內容轉移至學業領域，將動態評量

與學科作業相結合，表 2- 6 為國內數學科之動態評量相關研究整理。 

表 2- 6 數學科之動態評量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題目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摘要 

王文伶等

人

（2014） 

非標準化學習潛

能中介模式動態

評量對國中資源

班學生數學學習

成效初探 

國中資源

班數學 

資源班學生的數學學習立即成

效及延宕成效明顯優於對照

組，，非標準化學習潛能中介

模式是一個能同時兼顧評量與

鷹架學生數學潛能的方法。 

朱經明、

蔡玉瑟

(2000) 

動態評量在診斷

國小五年級數學

障礙學生錯誤類

型之應用成效 

國小五年

級數學學

習障礙學

生 

應用數學動態評量工具對於 

47 位國小五年級數學學習障

礙學生作教學介入，發現動態

評量教學介入對於 67%的學生

有效，其評量方法可初步診斷

數學障礙學生之錯誤類型。數

學學習障礙學生在動態評量協

助下，有 33%的仍然完全不

會，其原因為不會計算，故補

救教學時應加強基本計算之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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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研究題目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摘要 

習。另外有 30%的學生基本計

算並無問題，因此如何以更有

助於理解的圖形、教具、或實

物及其他具體操作、生活化、

趣味化的方式促進語言理解與

注意力較弱的數學障礙學生將

題目轉換為數學式，是具有意

義和挑戰性的 

林素微

(2002) 

國小高年級學童

數感特徵暨數感

動態評量發展之

探討 

五年級學

生 

動態評量系統對於學生具有協

助與區辨的效益，而且動態評

量系統對於學習表現的預測力

比靜態測驗高。 

許家驊、

邱上眞、

張新仁

(2003) 

多階段動態評量

對國小學生數學

學習促進與補救

效益之分析研究 

國小數學 多階段動態評量確實具有促進

個體數學學習成就與潛能、消

弭學習問題、提昇解題歷程運

作效能的功能實效。 

許家驊

(2005) 

開展個體數學解

題檢核能力之動

態評量研究 

國中七年

級數學 

個體檢核與解題表現間具中度

正向關聯，處理組解題表現有

隨檢核學習進步而呈現正向改

變之現象。 

陳桂霞、

陳惠謙

(2007) 

電腦化動態評

量在學習與遷

移效益分析-

以國小數學時

間的計算單元

為例 

國小五年

級學生 

電腦化動態評量對低成就學生

有良好的協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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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研究題目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摘要 

黃珊紋

(2002) 

以解題動態評量

組做為補救教學

介入的試用資源 

國小五年

級數學學

習不利學

生 

實驗組學生數學能力的後測差

異尚未達顯著水準，但數學學

習動機則略優於對照組，透過

動態評量補救資源的運用，不

利學生數學解題能力的提昇較

為緩慢，學生數學學習動機則

有較立即顯著的改善。 

 

從以上有關研究結果可看出，大部分的實徵研究都支持動態評量能

區辨學生的數學能力，診斷其學習數學的困難點，提供教師實施補救教

學的資訊，對學生數學能力的提升有很大助益，在前人之研究中發現動

態評量不僅對提升數學學習成效有幫助，亦能提升學習動機，是可以兼

具形成性評量、診斷性評量及補救教學功能的評量方式（許家驊等人，

2003）。但動態評量的介入設計是耗時且耗費人力，對於一般教學之班級

在運用上有困難，而且多數研究是建立在「補救教學」或「資源班」學

生的基礎上，對於一般數學教學來說仍是個需要著力的面向，一般教學

現場不僅希望能將補救教學結合至一般性的教學與評量，更希望評量系

統能發揮評量與學習作用。因此本研究希望將動態評量中介的效果建置

在評量回饋系統的架構中，透過教學後之評量結果產出之分析報告來建

置動態之回饋系統，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並能在學生有困難時能

預先警示並有所策略地因應，使得評量回饋系統成為一個動態之教學與

評量回饋兼具之系統，運用在數學學習的補救教學，幫助學生做更有效

的學習。 

 



28 

第三節  課程訊號系統 Course Signals(CS) 

課程訊號系統起源於普度大學，結合線上課程教學系統與學校豐富

的數據用來提供給師生有意義之訊號，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主動學習

的態度。 

一、課程訊號系統背景 

課程訊號系統(CS)是由美國普度大學研發之系統程式，就是用來取

代父母的角色，最終期望提高學生畢業率。這套系統自 2007 年開始啟

用，是一個讓教師能根據預測之模型，提供給學生有意義之回饋的學生

學習系統。課程訊號系統的前提很簡單：利用學校豐富的數據，包括教

學工具收集的數據，可以判別出哪些學生在課程的學習狀態屬於高風險

狀態。目的是希望通過大量數據分析及統計，產生可操作的情報，引導

學生透過適當的資源與分析，並解釋如何使用它們，藉以提升學生通過

課程的比率（Arnold & Pistilli，2012）。 

二、課程訊號系統運作模式 

「課程訊號系統」是綜合資料探勘(data-mining)及分析功能的程式，

利用普度大學自行開發之「黑板」(Blackboard)課程管理系統，擷取 20

項資訊點，如學生是否完成線上閱讀？是否看完線上授課影片等等，然

後與測驗或作業成績作比較。每位學生可以登入如圖 2- 1 所示之課程訊

號系統頁面，學生修課狀態在此課程訊號系統中透過資訊分析可以顯示

學生之學習狀態，如圖 2- 2 所示之綠、黃或紅燈「訊號」，了解自己在

每門課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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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 普度大學課程訊號系統學生端頁面 

 資料來源：http://er.educause.edu/articles/2010/3/signals-applying-

academic-analytics 

 

圖 2- 2 普度大學課程訊號系統學生學習成效訊號示意圖 

資料來源：http://er.educause.edu/articles/2010/3/signals-applying-

academic-analytics 

Arnold 與 Pistilli（2012）指出學習燈號發送前是透過資料庫的資料

探勘(data-mining)並依普度大學自行開發之「預測學生成功的演算法」

(SSA，student success algorithm)，將之轉換成風險等級告知學生，而這

風險等級報告包含支持系統的說明。預測學生風險的演算法包含了四個

元素： 

1、學習表現(到目前為止在課程的得分比)。 

2、學習付出：在課程系統上的互動、與同儕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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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過去學業的資訊：包含學業準備、GPA、標準化測驗成績。 

4、人口特質：如居住地區、年紀、信用貸款。 

每個元素都會有各自之加權比重並放入演算法裡以計算出每個學生

的結果。根據 SSA 的結果，每個學生在自己課程系統首頁上可以看到自

己的學習燈號。紅燈指的是極有可能不成功；黃燈則是若要成功通過該

堂課程有潛在的問題；綠燈則是在這門課程成功的可能性極高。教師接

著也會執行干預計畫，例如：告知學生課程燈號；寄電子郵件告知或提

醒學生；訊息；推薦課程助教或學習資源；與教師直接討論。 

利用這套系統，教師們可以在登入系統後，清楚掌握學生的學習進

度，包括閱讀多少材料、花了多少時間在課程互動以及看了多少線上授

課。除了教師能夠清楚學生學習狀態之外，這套系統會依據學生投入與

資料庫數據作分析，然後採取干預措施，讓教師能「發出訊息」

(voice)，用電子郵件傳到學生的信箱，當學生收到這項訊息的回饋時，

感受到教師對他們個人的關懷及指導，備受鼓舞，有些學生還能到教師

辦公室與教師約定個人指導，教師再針對學生指點可以加強的部份或者

解開錯誤的觀念，進一步加強教與學的成效。學生透過系統管理適時提

醒他們，便能推動他們的學習動機(高等教育紀事報，2015)。 

三、課程訊號系統運作成果 

這套系統自 2007 年啟用後，超過 23,000 名學生在不同的 100 的科

目中使用過，根據普度的資料顯示，至少註冊一門使用「課程訊號系

統」課程的學生，相對於從未使用此系統課程的學生而言，確實有較高

的畢業率，至少選 2 門以上「課程訊號系統」課程的學生，在 6 年內畢

業的比例高出 21.48%；而且繼續課程而不退選的學生留置率(retention 

rates)，也比都沒有選的對照組高。在系統運作結果可發現系統之預警分

析系統之預測性是可以被運用的，在系統分析中發現當系統發出 3 個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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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給學生，而學生卻未有相對回應動作(例如依照建議和老師約定時間討

論等)，這類型的學生往往是在這門課無法如期完成修業的（Arnold & 

Pistilli， 2012）。 

普度大學教學科技專家 Matt Pistilli 表示，學生對於這套系統反應非

常地好（Winston， 2013），學生在「課程訊號系統」課程上學習到的讀

書習慣及技巧，也會被學生延伸應用在其他非「課程訊號系統」課程

上，「課程訊號系統」所作的事，就是「提供一個讓學生了解及追蹤該作

些什麼的平台，然後讓他們自己想清楚要作什麼。」，透過這樣一個系

統，學校端可以更快速地發現需要幫助的學生，並適時地提供可用的協

助資訊，學生端也因學習情形被關注，反而提高學生主動積極的學習態

度。 

四、課程訊號系統相關研究 

國內目前對於課程訊號系統之相關研究尚少，不過為了提升學習成

效，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革命正以翻轉教育之名排山倒海而來，例

如：日本佐藤學的學習共同體，教育部推展的「教室裡的春天－合作學

習」，台北市中山女高張輝誠老師發展的學思達，南投爽文國中王政忠老

師發展之 MAPS 教學法，第一位在 Coursera 平台開設華語課程的台大電

機系葉丙成教授，及他所帶領的團隊發展之 PaGameO 遊戲，最早是在

2014 年 3 月用在大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 (MOOC) 上，成為第一個把 

MOOC 與遊戲結合的課程， PaGameO 這款遊戲可以讓小朋友同時享受

打電動、玩 RPG 的快感，又可以兼顧國、英、數、理、社等一般學科

之學習，並在 2014 年年底勇奪全球第一屆教學創新冠軍。 

如上所述之教學革命的終極目標皆是為了學生的學習成效能有所提

升，這些不同類型的教學改變中相同的是學習成果的設定。為了協助學

生達到學習目標，將學習目標對應到不同大小範圍的學習成果(如表 2- 

7)，再佐以不同之形式輔助，協助學生達到學習成果。銘傳大學亦因應



32 

教育趨勢，成立「學習評量小組」以評量學習成果，期望能落實 Dr. W. 

Edwards Deming 之 PDCA(Plan, Do, Check, Act)循環概念(Johnson， 

2002)，利用此學習成果導向之評量機制，形塑不斷改進的良性循環（王

金龍，2015）。該校 Moodle 教學平台自開始使用至今，已累積有近 4 千

6 百萬的登入人次、6 萬多門的課程量，以及數以億計的學生活動日誌，

如此龐大學生之學習成效及課程資料，透過系統的資料探勘，將以往的

課程學生當成樣本模組，對現行的課程學生進行學習行為特徵分析和結

果預測，結果顯示確實能藉由學生投入（engagement）學習的程度預測

出學生學習成效，不僅能幫助教師辨識有潛在學習困難的學生，更能在

學期初的四至六週即能做出準確的前期學習預警，提供學生個別化學習

建議與輔導，有效減少輟學和退學率（何希慧，2015）。 

表 2- 7 銘傳大學電腦與通訊工程學系學習成果評量方法與評量標準對照表 

學

制 
核心能力 學習成果 評量方法 

評量標準 

測驗

藍圖 

評量

尺規 
證照 其他 

大

學

部 

運用數學、

科學以及工

程知識的能

力 

具備數理運算推導

之能力，並能運用

數學模式以解決工

程領域相關問題 

資訊數學

會考 
◎    

組織、分析

與處理問題

的能力 

能分析研究問題、

歸納整理資料及設

計方法、實現及驗

證系統成效 

畢業專題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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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制 
核心能力 學習成果 評量方法 

評量標準 

測驗

藍圖 

評量

尺規 
證照 其他 

設計元件與

系統之能力 

能設計元件，並能

驗證元件及系統的

設計正確與否 

通訊網路

及電子儀

器 

檢定取得

證照 

  ◎  

資料來源：王金龍 （2015）。 銘傳 Moodle 大數據分析與學生學習成效。評鑑雙月

刊（56），頁 22-27。  

四、課程訊號系統對本研究之啟示 

普度大學自 2007 年以來，透過校內學生學習數據分析，啟用課程訊

號系統協助學校、教師及學生都能有及早的預備、干預及更佳的學習效

果。現今教學現場所需的不僅是教師積極活化教學，更重要的是學生也

需建立起主動學習的態度，因此普度大學課程訊號系統的「警示」帶來

的成功經驗是本研究希望能達成的目的。 

本研究重點在於結合「燈號」「線上回饋」功能，而非線上教材之發

展，國內現階段教學現場所面對之學生所處的學習環境已有許多發展完

備之線上教學課程可參酌使用，例如均一教育平台等。而周雅釧、黃志

勝、施淑娟與郭伯臣（2009）在適性補救教學研究上也結合線上診斷評

量系統，研究發現線上診斷測驗，可以節省教師在批改試卷與試卷分析

的時間，教師可以利用學生評量診斷結果針對學生因材施教，但是評量

診斷結果的利用與結果報告是否能激發學生主動學習，則是本研究所發

展之動態評量回饋系統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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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救教學評量系統中，學生施測後皆會有一份診斷結果報告

如圖 2- 3 教育部補救教學評量系統之個人診斷結果報告，在這份報告書

中學生可以看到測驗後的分數及通過與否。報告書中並在每一題後面有

回饋訊息。 

 

圖 2- 3 教育部補救教學評量系統之個人診斷結果報告 

學生在自己的診斷報告中可以隨意檢視任一題施測後之回饋訊息，

回饋訊息的內容如圖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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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學生可以在線上檢示該題之能力指標與補救教學之建議。 

  

圖 2- 4 教育部補救教學評量系統之施測後回饋訊息 

除了回饋訊息外，下方尚有提供「學習教材」(如圖 2- 5 所示)，學

生可以下載使用，或直接在線上觀看書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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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5 教育部補救教學評量系統中診斷報告提供之學習教材 

本研究之動態評量回饋系統不同於教育部補救教學評量系統之處在

於針對錯誤知識點之分析不同，教育部補救教學評量系統之知識點分析

很清楚，但少了學生常見迷思概念之指引，回饋訊息對學生而言是無感

的。本研究擬以課程訊號系統之警示系統為主，透過線上檢測後依學生

之評量結果佐以燈號系統作為警示，提醒學生自行注意自己的學習狀

態。在學生的學習評估報告中，佐以文字敘述指出學生評量過程中可能

之迷思概念，並提供相對應之線上教學影片及練習題，協助學生釐清迷

思概念並精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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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討論動態之評量回饋系統對於學生數學學習成效提升的

結果。採用準實驗設計法，運用線上檢測、學習態度量表及學生段考成

績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本章共分為 5 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與設計、

第二節為研究對象、第三節為研究工具、第四節為研究流程、第五節為

資料蓃集與分析。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設計 

一、研究架構 

研究者確定研究問題，透過相關文獻蒐集與探討後，建置動態之評

量回饋系統，進行教學活動，介紹動態評量回饋系統登入與使用方法，

評估報告由教師依學生錯誤類型給予文字回饋，並指定線上教材與練習

(此部份利用均一教學平台之資源)。教學活動結束進行評量與問卷，蒐

集相關資料與分析。 

 

 

 

 

 

 

 

 

 

圖 3- 1 研究架構圖 

 

自變項(教學方法) 

<實驗組> 

使用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 

 

<對照組> 

一般性紙筆評量教學 

依變項 

<前測>1 數學學習態度量表 

      2 數學學習成就測驗 

<後測>1 數學學習態度量表 

      2 數學學習成就測驗 

(共變項：八年級上學期 

三次段考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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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設計 

基於實際學校行政上的考量，無法對研究對象作隨機抽樣與分派。

因此以現有情境做最有效的控制，將自然形成完整團體的隨機受試者，

分派實驗處理的設計，稱為準實驗設計（王文科，1993）。本研究採用準

實驗不等組前後測設計，不等組前後測設計意指實驗組接受實驗處理，

對照組不接受實驗處理，本實驗設計模式如表 3- 1。 

表 3- 1 不等組準實驗設計 

 前測 實驗 後測 

實驗組 

(使用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數學科教學) 
   

對照組 

(一般數學科教學) 
   

代號說明: 

:表示實驗組數學學習成就前測成績與數學學習態度量表前測。 

:表示對照組數學學習成就前測成績與數學學習態度量表前測。  

:使用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數學科教學。 

:未使用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數學科教學。  

:表示實驗組學習成就後測評量成績與數學學習態度量表後測。  

:表示對照組學習成就後測評量成績與數學學習態度量表後測。 

本實驗的自變項為「教學方法」，實驗組的學生在單元課程結束後會

在電腦教室使用評量回饋系統進行線上檢測。對照組學生，在單元教學

結束後以傳統紙筆測驗進行施測，教學時間共四週，每週五節課，所使

用的教材為數學教科書、習作與施測的評量試卷。實驗組與對照組的數

學學習成就之前後測，為經過預試分析後自行編製之學習成就測驗。 

依此實驗設計，本研究之自變項、依變項及控制變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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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變項：教學方法 

本研究的自變項為教學方法，實驗組在單元課程教授完畢後會進行

線上評量回饋系統施測，並依據評量結果產出之評估報告予以時間進行

線上自我練習或補救教學，對照組則以傳統式的單元課程講述完畢後進

行一般紙筆測驗即結束。 

(二)依變項：  

1、數學學習成效測驗：本研究在相同教材之下，經過不同評量回饋

模式的實驗設計之後，檢視學生在實驗前及實驗後的學習成效。 

2、學習態度量表：前測在實驗開始前針對兩組學生施測，經過評量

回饋系統輔助教學後，為檢視實驗組學生在數學學習態度上是否有改

變，一樣針對兩組學生做數學學習態度量表的後測。 

(三)共變項： 

本研究僅在數學學習成效測驗上，採取八年級上學期三次段考平均

數做為共變數，以達到控制污染的目的。 

 (四)控制變項 

為因應其它干擾本實驗效果的因素，本研究採取下列措施: 

1、教學時間：每一單元教學時間為 4 節課，施測 1 節課，共 5 節，

總教學時間進行 6 週，共 30 節。 

2、教學內容：實驗組與對照組的教材皆以康軒版課本為主，按照教

案內容上課，主題單元、上課時間皆相同。每週單元結束後，會與校內

另一位數學教師確認教學進度與下個單元內容。 

3、授課教師：由研究者擔任兩班授課教師，校內另一位資深教師擔

任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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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準實驗設計法，實驗組接受評量回饋機制之教學介入，

對照組則僅提供學習單並鼓勵學生自行練習。為避免對照組知道這是教

學實驗，將引起其與實驗組比較而特別努力所造成的強亨利效應 (The 

John Henry effect)，也要防止實驗組產生的霍桑效應 (Hawthorne 

effect)，造成實驗組與對照組因為知道正在參與實驗而有異於實際或在

一般水準之上的表現，研究者將新北市一所國中的八年級兩班學生皆納

入研究對象，以班級來區分實驗組與對照組。實驗組人數共計 18 人，對

照組為 21 人，對照組與實驗組使用康軒版之數學課本，且對照組的學生

亦於直接教學後施測。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共有「動態評量回饋系統」、「數學學習成就評

量」、「數學學習態度量表」三項，茲分述如下： 

一、動態評量回饋系統 

動態評量回饋系統為本研究之重要研究工具，透過將此系統融入學

習迴圈，學生可隨時透過各式資訊裝置(包含電腦、平板或智慧型手機)

取得學習狀況歷程報告，包含特定課程單元的所有學習燈號與教師的評

估與建議。在燈號顯示發現學習成效待加強或不佳時，學生亦可藉由此

系統，透過教師給予之評量回饋，發現自己的迷思概念，進而利用教師

建議的學習資源連結，修正迷思概念或補強未精熟的概念。以下將介紹

本研究建構的動態評量回饋系統架構設計與實作。 

(一)系統開發方法 

本系統採用物件導向方法進行分析與設計，物件導向近年來已成為

系統開發的主要思維，此類方法主要以「物件」概念來描述系統，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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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抽象化，透過將封裝(Encapsulation)、繼承(Inheritance)、多形

(Polymorphism)的觀念（Larman，2002）融入於開發中，設計建構出彈性

的軟體系統。物件導向方法最主要的優點包含接近人類思維方式、系統

元件具有易於重複使用、易維護與易擴展的特性（Booch、Rumbaugh 與

Jacobson 等人，2005）。 

此外，由於本系統需要由程式人員(資訊專業)與領域專家(教育專業)

密切合作共同開發，因此本研究選定 RAD(Rapid Application 

Development)做為系統開發模式。RAD 開發模式最早由 James Martin 在

1991 年所提出（Ruparelia，2010），主要著眼於早期瀑布式(waterfall)方法

所開發的專案幾乎都面臨專案失敗或延遲的問題，而其失敗的主要原因

都是太晚才發現所開發的軟體不符合業主(stakeholder)的需求。RAD 主

張在專案早期就產出可運作的原型，在開發過程中和業主透過此原型的

討論，逐步增加其功能，最後演進為完整的系統，因此又稱為演進原型

法(Evolutionary prototype)。藉由使用此開發模式，領域專家在很早期就

可以看到初步的動態評量回饋系統，並及時給予修正與回饋。 

(二)系統需求 

當代軟體工程一般會透過 UML 中的使用案例圖(Use case diagram)與

使用案例相關文件，由使用者的角度來呈現需求(requirement)。使用案例

觀點不會展現系統功能或實作方法，而是著重在呈現使用者會透過系統

所要完成的目的（Jacobson，1992）。使用案例圖基本構成元素包含了參

與者(Actor)，也就是系統使用者(如圖 3- 2 中火柴人形)以及使用案例

(Use case)。使用案例如圖 3- 3 中所示的的楕圓形，代表著一連串 Actor

與系統的互動，而這些互動會導致對使用者來說「有價值」、「看得到」

的結果，「有價值」代表符合使用者的需求，「看得到」代表系統輸出可

以被具體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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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 使用案例圖：教師觀點 

 

圖 3- 2 呈現了動態評量回饋系統的使用案例圖，教師對於此系統的

需求包含了管理學生資料(Manage profile)與提供學生課程動態回饋

(Provide feedback)，課程動態回饋又包含了歷次評量成績輸入、課程訊

號的設定、學習回饋與建議參考外部資源。同理，學生對此系統的需求

(如圖 3- 3)也包含了管理個人資料(Manage profile)與查閱教師所給予的課

程動態回饋，包含了歷次評量成績、課程訊號、學習回饋與建議參考外

部資源，其中老師與學生在評量成績、課程訊號、學習回饋與建議參考

外部資源三個使用案例中透過系統具有密切的互動。最後，本系統設定

學生的親人(例如父母)也可以透過系統登入，共同參與學生的學習歷

程，其使用的功能和學生相同，因此本系統使用了一個代表「繼承」功

能的空心三角型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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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 使用案例圖：學生觀點 

 

(三)系統設計 

根據使用案例圖與相關需求文件，首先萃取出文件中重要的領域名

詞，如老師、學生、評量、課程燈號等等，接下來透過 CRC 卡分析法

(Class-Responsibility-Collaborator)（Beck & Cunningham，1989），過濾掉

在系統中沒有特定責任的名詞，並找出類別之間初步的數量關係

(cardinality)後。CRC 卡分析法主要進行方式為在多張紙卡上填寫類別名

稱(Class)、責任(Responsibility)與協同合作類別名稱(Collaborator)，通常

一個重要領域名詞會以一張卡片來記錄，最後可得出如圖 3- 4 的領域物

件模型。圖 3- 4 同時顯示了幾個本系統重要的核心概念，首先，可看出

一個課程(Course)包含多個單元(Unit)，而一個單元包含多個概念

(Concept)。通常一個單元會包含進行一到多次的評量(Test)，每個評量可

能測試一到多個概念。教師(Teacher)會針對每次評量提供一個評量報表

(Test report)，包含燈號(Signal)、建議(Comment)與一到多個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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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通常學生修習一門課的過程中，針對每個單元會接受多次評

量並收到多次評量報表。 

 

圖 3- 4 領域物件模型 

根據上述分析結果，就可以設計 E-R(Entity-Relationship)資料模型，

將領域物件模型對映到關連式資料庫使用的 E-R 資料模型。這部份主要

依循圖 3- 4 所得出的物件名稱與數量關係，考量關連式資料庫的特性，

逐一建立資料表(Table)、主鍵(Primary key)與關連用的外來鍵(Foreign 

key)。本研究主要使用 Barker（1990）提出的 E-R(Entity-Relationship)模

型來規畫設計，結果如圖 3-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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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 資料庫 E-R(Entity-Relationship) 模型 

 

(四)系統實作與佈署 

圖 3- 6 顯示了本研究所開發的動態評量回饋系統實作與佈署架構。

整個系統分為客戶端與伺服端，在客戶端方面，為了同時支援手機、平

板及電腦等多種不同平台，採用 Web 介面和 Bootstrap 框架來實現

Marcotte 與 Keith（2014）建議的 RWD(Responsive Web Design)設計方

式，使畫面具有自適能力，可在不同顯示裝置中自行排版為合適的顯示

模式，客戶端透過網際網路與伺服器連結。本研究採用以 JavaScript 語

言為基礎的 Node.js 平台（Cantelon、Holowaychuk、Harter 與 Rajlich

等人，2013）結合 Express 框架（Hahn，2015）來實作 Web 伺服器。

Express 框架是架構在 Node.js 的 HTTP(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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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用來簡化 Web 開發的應用程式框架，主要特色為採用軟體工程上經

常採行的 MVC(Model-View-Controller)架構樣式（Buschmann，1996）來

實現 Web 應用程式，將網頁的顯示邏輯(View)、領域物件與資料的存取

(Model)及程式流程(Controller)分離，使得程式易於維護與擴充。此外，

本研究採用 MySQL 做為資料庫，為了簡化 Express 應用程式對資料庫的

存取，本研究額外設計了一個 Data Access Object(DAO)介面，主要用來

封裝對資料庫下達查詢的 SQL 指令及將結果從集合(Set)轉換為物件

(Object)的邏輯。如同圖 3- 6 所顯示的，所有對資料庫的存取均透過

DAO 物件進行，在修改儲存邏輯時，只要針對 DAO 修改即可，使得資

料邏輯較容易維護。 

 
圖 3- 6 元件佈署圖 

資料庫建置完成後，教師在動態評量回饋系統中輸入學生之評量結

果，給予相對應之燈號以及學生之迷思概念澄清，學生端登入畫面如圖

3- 7 所示，教師在教學活動前，建置好系統登入之連結，使學生方便自

行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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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7 動態評量回饋系統學生端登入畫面 

學生登入系統後，可以在圖 3- 8 之個人主畫面看到根據教學進度所

安排之課程，並可在檢視課程選項中，檢視教師為學生之評量結果所提

供之個人學習評估報告，如圖 3- 9 所示。 

 

圖 3- 8 動態評量回饋系統學生端主頁面 

 

圖 3- 9 動態評量回饋系統學生端學習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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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學學習成效測驗  

本研究之數學學習成效測驗自行編製題目，希望透過學習成效測驗

之施測，瞭解學生在實驗前後的學習成效的差異性。 

(一) 成就測驗內容及計分方式 

本研究以康軒版國中數學第四冊的課本與習作為參考素材，編撰前

測、後測題目與學習單題目。後測與前測題目皆相同，僅在題目順序上

做改變，為支持其內容效度，題目皆經過兩位數學教育專家審閱（一位

為高中數學老師，一位為國中數學老師），範圍為 4-1 平行與 4-2 平行四

邊形，共 25 題，每題 4 分，總分為 100 分。 

 (二)預試分析及建立信度與效度 

選定校內九年級一個班的學生做試題之預試，以預試結果之難易度

與鑑別度做為試題挑選之參考。 

根據預試結果，鑑別度達 0.3 以上的試題則保留，而難度則保留

0.3~0.8 的試題，第一單元「平行」的預試卷中，第 1、5、8、21、24 題

鑑別度太低，予以刪除，第一單元題目保留 20 小題。第二單元「平行四

邊形的」題目中，第 5、7、11．16、17、19、21、22 題鑑別度太低，予

以刪除，保留 14 小題。兩份試卷保留題目共 34 題，在確認兩個單元預

試題目之難易度與鑑別度之後，再以雙向細目表之測驗架構為選題依

據，選出 25 題做為正式之前後測試卷，正式試卷之難易度及鑑別度結果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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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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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正式試卷單元難易度、鑑別度結果 

題號 高分組答對率 低分組答對率 難度 鑑別度 

1 0.80 0.20 0.50 0.6 

2 1.00 0.20 0.60 0.8 

3 1.00 0.40 0.70 0.6 

4 1.00 0.00 0.50 1.0 

5 0.80 0.20 0.50 0.6 
6 0.83  0.167 0.50 0.7 

7 0.60 0.20 0.40 0.4 

8 1.00 0.20 0.60 0.8 

9 1.00 0.40 0.70 0.6 

10 1.00 0.20 0.60 0.8 

11 0.80 0.40 0.60 0.4 

12 1.00 0.00 0.50 1.0 

13 1.00 0.20 0.60 0.8 

14 0.80 0.00 0.40 0.8 

15 1.00 0.20 0.60 0.8 

16 1.00 0.20 0.60 0.8 

17 1.00 0.40 0.70 0.6 

18 0.50 0.17 0.34 0.3 

19 1.00 0.33 0.67 0.7 

20 1.00 0.33 0.67 0.7 

21 1.00  0.167 0.58 0.8 

22 1.00  0.167 0.58 0.8 

23 0.83 0.33 0.58 0.5 

24 0.83 0.33 0.58 0.5 

25 0.67 0.17 0.42 0.5 

 

選題方式則依以 Bloom 所提的認知領域六個教學目標依據：知識、

理解、應用、分析、綜合、評鑑。本預試題目之挑選考慮到偏鄉學校學

生學習程度之落差，因此題目分佈僅在知識、理解、應用、分析、綜合

五個目標，並著重在知識、理解與應用層面，如表 3-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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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正式試卷之雙向細目表 

認知目標/單元名稱 平行 平行四邊形 合計 

知識 1、2、7、10、12 18、19 7 

理解 8、9、11 15、16、17、20 7 

應用 3、4、5 6、21、23、24、25 8 

分析 13 22 2 

綜合 14  1 

合計 13 12 25 

 

三、數學學習態度量表     

本研究「數學學習態度量表」參考 Tahar 等人（2010）所編製的

「數學態度量表」修正而成，Tahar 等人（2010）編製此份數學態度量

表起因於 2007 年 4 月時該學程有 48 位學生輟學，其中 75%的學生在第

一學期的商用數學就已經不及格，2007 年 10 月時有 67 位學生輟學，其

中 75%的學生商用數學不及格，他們希望能在學生修習課程時發現困

難，能夠即時介入、回饋，甚至是在學程課程前藉由學生數學學習態度

之施測，即早發現學生學習態度的盲點，提早預防更多學生免於不及格

的危險。透過數學學習態度量表施測，找出在數學學習態度上持負面態

度之學生，進而給予學習的支持，引導學生完成學習，與本研究的精神

相符。 

本研究希望透過量表施測瞭解國中學生數學科的學習態度，並瞭解

在透過動態評量回饋系統介入後，學生在數學學習態度上的差異。以下

就數學學習態度量表之內容、計分方式及量表預試之因素分析等相關內

容介紹。 

(一)量表內容及計分 

本量表分成五個層面，分別為數學興趣、數學焦慮、自我效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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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概念及外在動機五個層面，共 21 題，各分層面及題號對應如表 3- 4

所示。此量採五點李克特式量表（Five-point Likert Scale）的計分方法，

分成非常同意 5 分、同意 4 分、沒意見 3 分、不同意 2 分、非常不同意

1 分，其中第 1、2、7、9、18、19、20、21 題為反向計分題。得分愈

高，表示其數學態度愈積極、正向；反之，得分愈低分則愈消極、負

向。 

表 3- 4 數學態度量表計分方式與題次分配 

數學態度層面 
題次分配 

正向計分 反向計分 

數學興趣 6、8、10、11、13  

自我概念  1、2、7、9 

自我效能 3、14、15、16、17  

數學焦慮  18、19、20、21 

外在動機 4、5、12  

 

(二)預試分析及建立信度與效度 

選定國中八年級學生 147 位作為量表的預試對象，本量表刪題標準

以各試題與量表總分之相關是否達顯著水準，以及刪除該題後，量表整

體 Cronbachα係數相對提高者做為刪題之依據。以 Cronbachα係數考驗

其內部一致性信度，測得總量表之 Cronbach α係數為.913，「數學興

趣」分量表.844；「自我概念」分量表.810；「自我效能」分量表.840；

「數學焦慮」分量表.800；「外在動機」分量表.762，顯示本量表信度為

佳。 

由表 3- 5 可以看出 KMO 係數為 0.84> 0.5，球形檢定呈現顯著性，

適合作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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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 數學態度量表之 KMO 與 Bartlett 檢定 

Kaiser-Meyer-Olkin 測量取樣適當性。 .84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 大約 卡方 1805.86 

df 210 

顯著性 .00 

因素分析的結果如表 3- 6 所示。主成分分析與直交轉軸分析量表因

素，選取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並根據陡坡圖決定抽取五個因素，以因

素負荷量大於.35 為選題標準，發現各題均符合選題標準，且累積解釋變

異量為 68.73%，最後將轉軸後的成分矩陣將各題分別歸類後，重新加以

命名。 

本研究所使用之數學態度量表總信度為.91，顯示本量表之信度尚

佳，本量表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皆大於.35，在各向度之解釋變異量分別

為：數學興趣 37.41%，自我概念 11.65%，自我效能 7.66%，數學焦慮

6.20%，外在動機 5.82%，累積解釋變異量達 68.73%，顯示本量表為一

份建構效度良好的量表。 

各向度之題數不盡相同，因此在數學態度量表分向度的資料呈現將

每一向度的得分除以該向度的題數，數學態度量表總分也將原始總分除

以總題數 21 題來呈現。 

表 3- 6 數學態度量表各向度之因素分析表 

各向度及包含題項 
因素負

荷量 

特徵值 解釋變

異量(%) 

向度 1-數學興趣  (α=.844)  7.86 37.41 

我在學校通常喜歡上數學課 .70   
我覺得上數學課比上其他課快樂 .67   
在基本的數學要求外，我願意上更多數學課 .73   
在學習過程中，我願意盡可能地上更多數學課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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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向度及包含題項 
因素負

荷量 

特徵值 解釋變

異量(%) 

上更多數學課對我不會有困擾 .70   

向度 2-自我概念  (α=.810)  2.45 11.65 

學習數學讓我覺得緊張 .82   
在數學課時，我總覺得有一股壓力 .70   
數學是枯燥和乏味的 .56   
我希望以後唸書能避免用到數學 .68   

向度3-自我效能  (α=.840)  1.61 7.66 

解決數學問題對我不會有太大困難 .54   
在數學測驗時，我通常覺得很安心 .70   
上數學課時，我通常覺得很安心 .61   
我通常不擔心我解決數學問題的能力 .78   
我在數學測驗時幾乎不會緊張 .78   

向度4-數學焦慮  (α=.800)  1.30 6.20 

我在數學測驗時會很緊張 .73   
當我想到要解數學難題時，會有莫名的壓力 .84   

  做數學時，腦袋會變成一片空白而且無法清楚 .69   
數學令我不安與困擾 .49   

向度5-外在動機  (α=.762)  1.22 5.82 

數學在日常生活中是重要的 .82   
數學是大家學習的重要科目之一 .82   
不論我以後想學什麼，國中的數學課都很有用 .38   

總信度α=.91 
總解釋變異量為 68.73% 

 (三)正式施測 

量表施測時間二十分鐘。前測施測時間為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實

驗進行前；後測施測時間為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實驗結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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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流程 

實驗過程分為三個階段，依序為前置階段、實驗階段、最後為分析階段

(如圖 3- 10)。

 

圖 3- 10 研究流程圖 

一、前置階段 

本階段進行時間為 105 年 3 月 1 日至 105 年 5 月 15 日，在前置階

段將要實驗階段的數學後測與實驗流程中之作業單題目審閱（見研究工

具）並由九年級學生先行預試，以供修正確定題目。第三週起先進行前

後測－試題及量表施測 

資料分析 

撰寫研究報告 

評量回饋系統使用意見調查 

前測－試題及量表施測 

實驗組教學 控制組教學 

評量回饋系統試用及修正 

前後測試題編修 

試題及量表預試分析及修正 

評量回饋系統建置 數學態度量表預試 

訂定計畫主題 

文獻蒐集 

前
置
階
段 

實
驗
階
段 

分
析
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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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設計階段，所有研究者皆參與研究對象的直接教學，實驗組利用每

週二的課程時間，進行系統使用以熟悉系統介面操作。 

兩組學生亦在此階段分別接受數學態度量表前測，施測時間為半節

課共 20 分鐘。兩組學生在實驗開始前有數學成就前測測驗，施測時間為

40 分鐘。前測的分數將與實驗結束後施測之分數做分析，以瞭解學生接

受動態評量系統輔助數學教學與一般數學教學後，學生數學學習態度與

數學學習成就的差異情形，並瞭解學生在接受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數

學教學後數學學習態度與數學學習成就上的改變。 

二、實驗階段 

本研究之處理階段為 105 年 5 月 16 日至 105 年 6 月 24 日，為期六

週之數學教學（第三次段考前）。實驗組與對照組平時在每一周正常進度

的直接教學後進行中介前測 (實驗組之測驗方式是利用動態評量回饋系

統) 。緊接著於每週的星期二，進行實驗組中介前測之學習成效回饋分

析或對照組學習單（與中介教學內容一致）之自行練習。 

三、分析階段  

經過學習成效回饋分析後或自行練習之後研究者立即實施後測，本

後測題目與前測題目相同，僅題目順序做改變，透過前後測的分數來比

較實驗組與對照組成績差異，進一步討論動態評量回饋系統對學生的數

學學習成效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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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搜集與分析 

本研究以統計套裝軟體 SPSS22 版為資料分析的工具，虛無假設的

顯著水準訂為 0.05。資料來源有數學學習成效測驗之前後測及數學學習

態度量表之前後測，在實驗結束後，為瞭解動態評量回饋系統對學生的

數學學習成效及學習態度的影響，分別就數學學習成效及數學學習態度

進行不同之統計。 

本研究以自編之「數學學習成效前測」成績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

藉此比較兩組學生在數學學習成效前測成績上是否達顯著差異，以此判

斷兩組學生之起點表現是否相同。統計結果如表 3- 7 所示，變異數同質

性檢定未達顯著(F=.06，p= .81 > .05)，表示兩組樣本的離散情形無明顯

差別，由 t 值發現考驗結果未達顯著(t=.26，p= .79> .05)，因此確認兩組

的起點行為一致。 

表 3- 7 兩組學生之學習成效前測成績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摘要表 

組別 
實驗組(n=18) 對照組(n=21) 

t p 
M SD M SD 

實驗前測 36.44 20.62 34.67 21.29 .26 .79 

 

學生數學學習成效部份，以數學學習成效之前測成績確認起點行為

一致後，在實驗進行後所測得之數學學習成效後測成績為依變數，另外

以八年級上學期三次段考平均分數為共變數(以下簡稱「八上段考平

均」)，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以瞭解動態評量回饋系統對學生的數學

學習成效之影響。 

數學學習成效除了實驗前後各一次測驗的實施外，在實驗過程中另

外有兩次針對數學學習成效的形成性評量，以及在實驗結束後一周的總

結性評量(期末考)。在表 3- 8 可以看到兩組學生在動態評量回饋系統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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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教學前與動態評量回饋系統介入後之成績表現。 

表 3- 8 不同時間之數學學習成效摘要表 

組別 實驗組(n=18) 對照組(n=21) 

測驗名稱 M SD M SD 

八上段考平均 55.69 19.80 58.11 22.91 

實驗前測 36.44 20.62 34.67 21.29 

第一次後測 63.39 24.95 68.90 29.26 

第二次後測 62.22 25.33 50.48 29.79 

第三次後測 65.89 21.39 72.05 16.10 

第四次後測 55.94 23.97 46.05 30.80 

第五次後測 67.33 21.83 58.29 31.26 

數學學習態度則以實驗前與實驗後所測得之前後測分數做為學習態

度之重複量數，進行二因子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以瞭解動態評量回饋

系統之介入對學生的數學學習態度是否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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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主要的內容是根據研究工具收集的資料進行量化分析，以回答

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並討論其分析結果，本章共分為三個小節，分別為

第一節數學學習成效分析；第二節為數學學習態度分析；第三節為動態

評量回饋系統使用之分析。 

第一節 數學學習成效分析 

 

本研究中的數學學習成效來自於自編數學學習成效測驗前測與數學

學習成效測驗後測二種資料，採用統計軟體 SPSS 22 版進行統計分析工

作，採用資料分析之統計方法計有描述性統計及單因子共變數分析，以

下資料之分析處理會將 α值（顯著水準）設定在 0.05。本節將數學學習

成就後測評量的成績，進行統計分析。希望能了解透過動態評量回饋系

統輔助教學的實驗處理，與傳統評量回饋方式之教學，兩組在數學學習

成效上是否產生差異。 

為瞭解不同教學處理對數學學習成就表現有無差異，本研究以教學

方法作為因變數，數學學習成效後測成績作為依變數，並以「八上段考

平均」為共變量，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研究設計的共變量原訂為數

學學習成效之前測，惟本研究實驗階段之教學單元對學生而言為全新內

容，前測題目對學生而言相對難度較高，測驗成績普遍偏低，無法較為

客觀反應學生在數學學習成就表現之差異是否來自於實驗處理之結果。

因此相對於學生能力表現而言，前測成績與總結性評量結果相比，以總

結性評量結果較能穩定呈現學生能力表現。因此採取八上段考平均成績

取代前測成績做為共變數。 

為瞭解動態評量回饋系統是否能有效提升國中數學習成效，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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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如表 4- 1 所示，在共變數分析前先進行組內迴歸係

數同質性檢定，由考驗結果可知教學方法與八上段考平均成績無顯著之

交互作用，故可將八上段考平均成績作為共變量，進行共變數分析。 

表 4- 1 兩組學生在「數學學習成效」之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共變量(八上段考平均) 16841.48 1 16841.48 55.93*** 

教學法*八上段考平均 132.18 1 132.18 .44 

教學法 198.58 1 198.58 .66 

誤差 10538.87 35 301.11  

全體 27998.97 38   

***p ＜ .001     

為瞭解動態評量回饋系統是否能有效提升國中數學習成效，本研究

先以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確認教學方法與八上段考平均無顯著交互

作用後，採用共變數分析，考驗結果如表 4- 2 所示，排除共變量（八上

段考平均）對依變項（後測評量）的影響力後，自變項（教學方法）對

依變項所造成的實驗處理效果，其 F =.31，p = .58 > .05，未達顯著水

準。表示實驗組接受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與對照組接受傳統講

述式教學，兩組學生在學習成就後測成績沒有因為教學方法的不同，而

產生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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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兩組學生在「數學學習成效」之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共變量(八上段考平均) 17033.05 1 17033.05 57.46*** 

教學法    92.75 1    92.75 .31 

誤差 10671.04 36   296.42 
 

全體 27998.97 38 
  

  *** p＜.001 

本研究共有五次後測，在第一次後測之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確

認教學方法與八上段考平均無顯著交互作用後，進行共變數分析，結果

顯示自變項（教學方法）對依變項所造成的實驗處理效果未達顯著水

準。 

為確認第二次後測至第五次後測之實驗處理效果，本研究在第二次

後測至第五次後測之共變數分析前先進行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表

4- 3 為第二次後測至第五次後測之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 

第二次後測 F = .11，p = .74 > .05；第三次後測 F = .37，p = .55 > .05； 

第四次後測 F = .60，p = .44 > .05；第五次後測 F = 1.32，p =.26 > .05。

第二次後測至第五次後測皆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兩組間迴歸之斜率相

同，符合共變數分析的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之假設，可進行共變數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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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3 兩組學生第二至五次後測成績之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摘要 

 第二次數學學習成效後測評量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教學法*八上段考平均 38.67 1 38.67 .11 .74 

 第三次數學學習成效後測評量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教學法*八上段考平均 85.97 1 85.97 .37 .55 

 第四次數學學習成效後測評量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教學法*八上段考平均 197.01 1 197.01 .60 .44 

 第五次數學學習成效後測評量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教學法*八上段考平均 270.25 1 270.25 1.32 .26 

* p＜.05 

 

在第二次後測至第五次後測之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結果顯示教

學方法與八上段考平均無顯著交互作用，排除共變量（八上段考平均）

對依變項（第二次後測至第五次後測評量）的影響力後，自變項（教學

方法）對依變項(第二次後測至第五次後測)所造成的實驗處理效果分別

如表 4- 4 所示： 

第二次後測 F= 5.77，p = .02 < .05；第三次後測 F=1.01，p= .32 > .05； 

第四次後測 F= 4.53，p = .04 < .05；第五次後測 F=6.40，p=.02 < .05。 

實驗組學生在接受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後，除了第三次後測未達

顯著水準外，第二次後測、第四次後測及第五次後測皆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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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 兩組學生第二至五次後測成績之單因子共變數分析摘要 

 第二次數學學習成效後測評量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教學法 1929.80 1 1929.80 5.77* .02 

 第三次數學學習成效後測評量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教學法 230.06 1 230.06 1.01 .32 

 第四次數學學習成效後測評量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教學法 1465.92 1 1465.92 4.53* .04 

 第五次數學學習成效後測評量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教學法 1318.21 1 1318.21 6.40* .02 

  * p＜.05 

為瞭解動態評量回饋系統是否能有效提升國中數學習成效，本研究

先八上段考平均作為共變量，教學方法為自變項，並以第一次後測至第

五次後測為依變項所進行之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結果顯示實驗組學生在

接受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後，除了第一次與第三次後測未達顯著

水準外，第二次後測、第四次後測及第五次後測皆達顯著水準。 

此部份與馬婉菁（2003）所得之網路教學與傳統教學兩種補救教學

法在數學成就上並無顯著差異，及張逸婷（2002）、宋明忠（2004）所得

之網路教學和傳統教學對於學生的數學學習成效沒有顯著差異之研究結

果不一致。與陳世銘、李淑娟、施淑娟與吳任婕（2008）所得之線上補

救教學的學習成效明顯優於傳統補救教學、劉建巖（2012）所得之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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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數學教學模式的教學方式的學生在數學成效表現優於控制組、陳育

㨗（2015）所得之透過翻轉教室的教學設計及均一教育平台的學習工

具，學生之數學學習成效能有效提升、王文伶等人（2014）所得之非標

準化學習潛能中介模式動態評量能有效提升學生數學學習成效之研究結

果一致。 

第二節  數學學習態度之分析 

為瞭解動態評量回饋系統對數學學習態度之影響，本研究採二因子

重複量數混合設計，在進行二因子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前，先針對「數

學學習態度」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藉此比較兩組學生在數學學習態度

前測上是否達顯著差異，以此判斷兩組學生之起點表現是否相同。統計

結果如表 4- 5 所示，變異數同質性檢定未達顯著(F= -.16，p= .87> .05)，

表示兩組樣本的離散情形無明顯差別，因此確認兩組的起點行為一致。 

表 4- 5 兩組學生之學習態度前測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摘要表 

組別 
實驗組(n=18) 對照組(n=21) 

t p 
M SD M SD 

實驗前測 64.39 4.57 64.95 13.90 -.16 .87 

 

確認兩組學生的學習態度起點一致後，以教學方法為自變項，數學

學習態度前測與後測為依變項，進行二因子重複量數混合設計變異數分

析，分析結果如表 4- 6 所示，針對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在數學學習態度

總量表上前後測表現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結果顯示兩組學生在教學方

法的介入下，數學學習態度上沒有顯著的差異(F=.35，p=.56>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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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6 教學方法與測量階段在數學學習態度總量表上之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

數分析摘要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受試者間 9010.39 38   

教學方法 A 85.10 1 85.10  .35 

S/A 8925.29 37 241.22  

受試者內 1687.37 39   

測量階段 B .21 1    .21  .01 

測量階段×教學方法(A×B) 137.03 1 137.03 3.27 

  測量階段×S/A 1550.13 37  41.90  

全體  77   

 * p < .05  ** p < .01    

以教學方法為自變項，依變項為數學學習態度分量表「數學興趣」

之前測與後測，進行二因子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4- 7 教

學方法與測量階段在數學興趣分量表上之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摘

要所示，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在在教學方法的介入下，數學學習態度分

量表－數學興趣之前後測沒有顯著的差異(F=1.6，p=.21 > .05)。 

表 4- 7 教學方法與測量階段在數學興趣分量表上之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

析摘要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受試者間 27.05 38   

教學方法 A  1.12 1 1.12 1.60 

S/A 25.93 37  .70  

受試者內  7.26 39   

測量階段 B   .18 1  .18 1.00 

測量階段×教學方法(A×B)   .45 1  .45 2.49 

  測量階段×S/A  6.63 37  .18  

全體  77   

 * p < .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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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學方法為自變項，依變項為數學學習態度分量表「自我概念」

之前測與後測，進行二因子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4- 8 教

學方法與測量階段在自我概念分量表上之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摘

要所示，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在在教學方法的介入下，數學學習態度分

量表－自我概念之前後測沒有顯著的差異(F=.04，p=.83 > .05)。 

表 4- 8 教學方法與測量階段在自我概念分量表上之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

析摘要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受試者間 39.86 38   

教學方法 A   .05 1  .05  .04 

   S/A 39.81 37 1.08  

受試者內 46.44 39   

測量階段 B   .07 1  .07  .27 

測量階段×教學方法(A×B)   .40 1  .40 1.57 

測量階段×S/A  9.35 37  .25  

全體  77   

 * p < .05  **p < .01    

以教學方法為自變項，依變項為數學學習態度分量表「數學焦慮」

之前測與後測，進行二因子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4- 9 教

學方法與測量階段在數學焦慮分量表上之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摘

要所示，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在在教學方法的介入下，數學學習態度分

量表－數學焦慮之前後測沒有顯著的差異(F=1.90，p=.18 > .05)。 

表 4- 9 教學方法與測量階段在數學焦慮分量表上之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

析摘要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受試者間 46.14 38   

教學方法 A  2.26 1 2.26 1.90 

   S/A 43.88 37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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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受試者內  8.83 39   

測量階段 B   .03 1  .03 .14 

測量階段×教學方法(A×B)   .03 1  .03 .14 

測量階段×S/A  8.77 37  .24  

全體  77   

 * p < .05  **p < .01    

以教學方法為自變項，依變項為數學學習態度分量表「自我效能」

之前測與後測，進行二因子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4- 10

教學方法與測量階段在自我效能分量表上之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

摘要所示，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在在教學方法的介入下，數學學習態度

分量表－自我效能之前後測沒有顯著的差異(F=.26，p=.61 > .05)。 

表 4- 10 教學方法與測量階段在自我效能分量表上之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

分析摘要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受試者間 18.00 3   

教學方法 A    .13 1 .13  .26 

   S/A  17.87 37 .48  

受試者內   8.82 39   

測量階段 B   .48 1 .48 2.13 

測量階段×教學方法(A×B)   .04 1 .04  .16 

測量階段×S/A  8.30 37 .22  

全體  77   

 * p < .05  **p < .01    

以教學方法為自變項，依變項為數學學習態度分量表「外在動機」

之前測與後測，進行二因子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4- 11 教

學方法與測量階段在外在動機分量表上之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摘

要所示，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在在教學方法的介入下，數學學習態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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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外在動機之前後測呈現顯著的差異(F=10.82，p=.003 < .05)。 

表 4- 11 教學方法與測量階段在外在動機分量表上之二因子混合設計變異數分

析摘要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受試者間 43.38 38   

教學方法 A  9.82 1 9.82 10.82** 

S/A 33.56 37  .91  

受試者內 36.17 39   

測量階段 B  3.74 1 3.74 5.42* 

測量階段×教學方法(A×B)  6.93 1 6.93 10.05** 

測量階段×S/A 25.50 37  .69  

全體  77   

 * p < .05  **p < .01    

 

以教學方法為自變項，依變項為數學學習態度及五個分量表之前測

與後測，進行二因子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分析結果顯示實驗組與對照

組學生在在教學方法的介入下，數學學習態度總量表、數學興趣、自我

概念、數學焦慮、自我效能之分量表前後測沒有顯著的差異，在外在動

機之分量表前後測則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此部份與林永裕（2011）所得之以互動電子白板融入教學的學生在

「數學態度量表」的表現上與一般教學的學生沒有顯著的差異存在之研

究結果一致，與張逸婷（2002）所得之使用電腦輔助學習對數學態度後

前測差異在整體而言，沒有顯著影響之研究結果一致。 

實驗組學生在接受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活動之後，整體學習

態度雖未達顯著，但就前後測的得分差異而言有正面提升(前測總分

15.45，後測總分 16.42)。另外在學習態度分向度「外在動機」有顯著差

異，得分由前測的每題平均數 3.35 提升到後測的 4.39，顯示利用動態評

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雖然未能提升整體數學學習態度，但是透過六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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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介入下，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確實帶給學生不同的學習感受

且有效提升學生的外在動機。 

在各分量表的表現上，實驗組學生在自我效能表現變差(前測

M=2.93，SD=.41，後測 M=2.73，SD=.63)。自我效能的題目為：解決數

學問題對我不會有太大困難；在數學測驗時，我通常覺得很安心；上數

學課時，我通常覺得很安心；我通常不擔心我解決數學問題的能力；我

在數學測驗時幾乎不會緊張。 

推測可能原因為實驗組學生對於使用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

後，需要再使用電腦登入查閱自己學習成果與評估報告，而使用評量回

饋系統對學生來說是一個新的評量回饋與學習方式，學生需要適應系統

的使用並利用系統幫助自己檢核評量結果與複習，對於習慣的評量與回

饋方式有了完全不同的改變，可能因此造成學生的自我效能下降。 

由上述分析，實驗組學生除了在「自我效能」得分下降外，「數學焦

慮」分向度得分不變，其他分向度「自我概念」、「數學興趣」、「外在動

機」等得分皆有提升。可知一般學生對於數學學習上較容易產生焦慮，

對自己缺乏信心，而影響學業成績，但認為學數學對自己是有幫助的，

而且認為學習數學所帶來的成功可增加自己學習信心與增加學習興趣。 

此研究結果與以下一些研究結果頗為一致，皆為學習數學没有信心

與自我概念不好。蘇義郎（2004）研究發現，一般國中生對學習數學較

沒有信心；葉麗珠（2006）研究發現，大部份國中生對數學學習欠缺主

動學習，其態度與數學學業成效上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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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動態評量回饋系統使用之分析 

本節旨在瞭解動態評量回饋系統使用之滿意度與學生回饋之意見，

分為兩大部份，一為系統使用情形之統計分析結果，二為學生回饋之意

見整理。 

一、 動態評量回饋系統情形調查 

針對動態評量回饋系統的使用滿意度採用五點李克特式量表（Five-

point Likert Scale）的計分方法，分成非常滿意 5 分、滿意 4 分、沒意見

3 分、不滿意 2 分、非常不滿意 1 分，分析如表 4- 12。 

學生在動態評量回饋系統的使用上，除了介面感受之平均數低於 4

以外，針對系統功能、操作便利性、使用流暢度與整體滿意度均高於

4，而且沒有不滿意的學生。 

表 4- 12 動態評量回饋系統使用滿意度平均數 

 系統功能 操作便利性 使用流暢度 介面感受 整體滿意度 

平均數 4.25 4.00 4.05 3.85 4.20 

標準差 .716 .973 .826 .875 .696 

表 4- 13 可以發現動態評量回饋系統可以促進學生的自主性，實驗

進行中研究者未指定學生課後需登入系統使用，仍有 61.1%的學生會自

主地登入系統使用。 

表 4- 13 自主使用動態評量回饋系統時間調查表 

 

為瞭解自主使用系統時間對數學學習成效的差異情形，進行變異數

課後使用時間/人數與百份比 次數 百分比 

1小時以下 5 27.8 

1小時以上 6 33.3 

沒有使用 7 38.9 

總計 1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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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one-way ANOVA)。表 4- 14 為自主使用系統時間對數學學習成效的

變異數分析結果。自主使用系統時間的不同對「數學學習成效」之差異

達顯著性(F=8.01，p=.004 < .05)，再經雪費事後比較法(Scheffé)，發現自

主使用系統時間超過 1 小時的學生得分高於使用 1 小時以下的學生，自

主使用系統時間超過 1 小時的學生得分亦高於沒有自主使用系統的學

生。 

表 4- 14 自主使用系統時間對數學學習成效之變異數分析 

自主使用系統時間 人數 M SD F 多重比較 

a、1小時以下 5 65.60 24.76 8.01** b>a 

b、1小時以上 6 87.33  9.27  b>c 

c、沒有使用 7 51.43 13.15   

總計 18 67.33 21.83 
  

 ** p<.01    
  

 

為瞭解自主使用系統時間對數學學習態度的差異情形，進行變異數

分析(one-way ANOVA)。表 4- 15 為自主使用系統時間的不同對數學學習

態度的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自主使用系統時間的不同對「數學學習態

度」之差異未達顯著性(F=.42，p=.67 > .05)。 

表 4- 15 自主使用系統時間的不同對數學學習態度的變異數分析 

自主使用系統時間 人數 M SD F p 

1 小時以下 5 63.80 4.66 .42 .67 

1 小時以上 6 67.33 15.00   

沒有使用 7 68.86 4.91   

總計 18 66.94 9.18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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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6 為實驗組生在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使用後之意見調

查，採用五點李克特式量表（Five-point Likert Scale）的計分方法，分成

非常同意 5 分、同意 4 分、沒意見 3 分、不同意 2 分、非常不同意 1

分。實驗組同學在「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對於自己在學習數學上

有幫助」、「動態評量回饋系統的「建議教材連結」對我有幫助」與「動

態評量回饋系統的「建議練習」對我有幫助」的平均數高於 4，在「動

態評量回饋系統的「回饋訊息」對我有幫助」以及「建議在課程上增加

動態評量回饋系統的使用時間」的平均數也超過 3，顯示學生在動態評

量回饋系統使用後對於學習的幫助是持肯定態度的。 

表 4- 16 實驗組學生在動態評量回饋系統使用後之意見調查 

選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對數學學習有幫助 4.17 .38 

2、動態評量回饋系統的「回饋訊息」對我有幫助 3.83 .79 

3、動態評量回饋系統的「建議教材連結」對我有幫助 4.33 .49 

4、動態評量回饋系統的「建議練習」對我有幫助 4.11 .47 

5、建議在課堂上增加動態評量回饋系統的使用時間 3.78 .88 

 

二、 動態評量回饋系統學生使用之回饋意見 

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介入後，實驗組學生在問卷統計對於動

態評量回饋系統的接受度高，除了問卷統計外，還針對系統中各項功能

整理學生的意見回饋，以下將針對學生在系統整體使用上的意見回饋與

學生對於系統提供功能之「回饋訊息」、「回饋燈號」及「建議教材連結

與練習」的回饋分述如下： 

  (一) 系統整體使用上的意見回饋 

1、 系統功能部份： 

s06：「不用，已經很好了。」s08：「非常好」不用了，我覺得已經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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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s13：「增加一些用數學來做的小遊戲。」 

s19：「可以有一些關於課程的遊戲。」 

s07：「希望能再給更多影片(數學)和題目，要有難易度。」 

2、 操作便利性： 

s04：「可以有系統教學怎麼使用的按鈕嗎?」 

3、 使用流暢度： 

s04、s21：「轉換的速度太慢。」 

s11：「再快速，動態改觀。」 

4、 介面感受： 

s04：「不要只有黑白兩色。」 

s03：「可以把畫面用的生動一點，會更吸引人。」 

s16：「增加美感、小遊戲。」 

由學生的意見可以發現動態評量回饋系統對於學生來說是有用的，

但是在畫面上可能需要多一點的視覺修飾與課程(遊戲)的連結，會更能

吸引學生自主使用。 

(二)系統提供功能之意見回饋 

1、「回饋訊息」的功能： 

i.學生認為「回饋訊息」的部份可以幫助自己更了解題目(s06)。 

ii.知道自己的問題點、錯誤類型以及發現自己不懂的地方(s09、

s19)。 

iii.透過回饋系統，能將自己學得不好的地方再補強(s03、s04、

s16、s17)。 

iv.能透過回饋系統將自己不會的學好外，甚至能精熟自己已經會

的部份(s03、s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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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饋燈號」的功能： 

i.學生覺得以「紅」「綠」「燈」燈號呈現自己在該單元的學習成

果很有創意、很有趣(s02、s06、s15)。 

ii.燈號顯示能讓自己清楚單元的學習狀況(s05、s08、s09、s10、

s17)。 

iii.燈號顯示提高自己對學習成果的成就感與警覺性，因為如果是

「綠燈」就會覺得受到鼓勵，若拿到「黃燈」就會提醒自己該

再努力(s04、s05、s07、s09)。 

iv.燈號顯示增加動力希望自己程度變好，希望能將自己的燈號改

變(s14、s17)。 

3、「教材連結及練習」功能： 

i. 學生對於系統回饋所提供之「教材連結及練習」功能，普遍認

為對自己很有幫助(s24、s11、s12) 。 

ii. 評量回饋系統所提供之連結可以重覆看、多練習與複習(s01、

s04、s08)，對於自己需加強或已經學會的都還有很多教材及練

習可以參考，很方便(s05、s07、s10)。 

 

三、 對動態評量回饋系統的其他意見或想法 

學生提出對往後進行動態評量回饋系統的看法，整理如下： 

1、 在家學習非常的方便，學數學變得輕鬆了。 

2、 這次的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讓數學變簡單易學了。 

3、 練習的進度可以自我控制，可以依照自己不夠熟練的加強，不必

按照老師的速度。 

4、 希望可以增加多一點上網學習的時間。 

5、 可增加更多的題目類型，有更多練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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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希望使用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的時間可以再長一點。 

7、 希望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可以不只應用在評量後的回饋，

也可用來敎新的學習進度。 

綜合學生對於動態評量回饋系統的填答意見，發現同學對於此次的

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皆有極高學習動機及興趣，透過學生的回饋

不難發現，動態評量回饋系統的設計的確發揮功用。因動態評量回饋系

統輔助教學在回饋訊息的部份可以根據個人學習狀況給予參考學習進

度，又可針對個人學習困難及錯誤的題型部分做迷思概念之澄清，給予

適當地文字回饋，幫助學生釐清迷思概念，並針對題型的迷思概念給予

相對應的線上教材連結，視學生情況指定影片複習或練習題以達精熟之

路。學生在接收到回饋訊息後，檢視教師提供之迷思概念澄清之解說、

影片連結與作業練習，自主地複習與練習，進而再進行測驗。學習的迴

圈在這裡開啟了動態的循環，透過動態評量回饋系統的協助，成功地在

課程裡建構起有效、主動的學習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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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目的為使用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策略，進行國中八

年級數學課程教學設計，探討在不同教學策略下，對學生數學科學習動

機與學習成效的影響。透過準實驗研究法設計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經

相關文獻分析與探討後設計六週實驗課程，以此實驗結果做為未來數學

教育研究者之參考。本章就研究的發現與結果進行分析，歸納出結果，

並據此提出相關的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依據文獻資料以及「數學科學習成效測驗」與「數學科學習動機量

表」前後測的資料，分析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動態評量回饋系統介入與否

學生在學習成效與學習動機的差異，並且根據研究目的綜合歸納出下列

結論。 

一、在總結性評量上，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有助於提升數學

科學習成效 

在六週教學實驗介入下，以八上段考平均為共變數，實驗組和對照

組在數學科學習成效測驗後測分數為依變數之單因子共變量分析，研究

結果發現兩組在教學實驗後總體學習成效趨勢上有顯著效果，但在過程

中沒有一致性的顯著差異，建議加長系統使用時間，使實驗效果更為明

確。 

二、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有助於提升外在動機 

在學生數學學習態度方面共有 5個分量表，本研究發現動態評量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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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系統輔助教學對於數學學習態度雖沒有顯著差異，但是在「外在動

機」分量表上有顯著差異，從各項統計資料的分析結果得知以下結論。  

(一) 實驗組學生接受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之後，在學習態度後

測的總量表得分與未接受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的對照組學生並沒

有呈現顯著的差異。 

(二) 實驗組學生接受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之後，在學習態度

的「數學興趣」、「自我概念」、「數學焦慮」、「自我效能」這四個分向度

上與未接受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的對照組學生沒有顯著的差異。 

(三)實驗組學生接受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之後，在學習態度

的「外在動機」分向度上與未接受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的對照組

學生呈現顯著的差異。 

第二節 建議 

依據研究結果與發現提出以下建議，期能提供國中數學老師作為數

學科教學上的參考，並作為未來研究之參考依據。 

一、實施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策略教學之建議 

建議使用具有數學教育輔助功能之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策

略，經由教學實驗證明，實驗組學生使用「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

學」策略，其學習成效明顯提升，此教學策略優於一般傳統教學法，藉

由教學策略的改變，讓師生都能獲得教學的協助，而提升其教學能力與

學習能力，因此老師和學生一樣，可多嘗試新的方法於教與學，此結果

鼓勵從事教學工作的現場老師們，於產生相同的教學困難時，可採行的

教學設計參考。 

實驗組學生使用「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策略，其學習動機

和學習成效都明顯的提升，且有助於改善教學現場常態班級普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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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峰現象，因此建議國中數學老師在學習有落差的班級上，避免同學對

數學失去信心，產生挫敗感，適時採用「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

是值得一試的教學策略；建議國中數學老師可以利用「動態評量回饋系

統輔助教學」，適當的加入其他學習策略，例如：差異化之補教教學、分

組合作學習搭配系統使用，強化學生自主學習動機，提升學生的學習成

效。由於數學科相關概念的延續性，補足先備知識的不足，才能更進一

步，因應後續課程進行，讓學生能培養解決數學問題的能力，維持其學

習動機，讓孩子保持對數學不放棄的態度，才是能進步的動力，尤其以

研究者任教之偏遠學校來說，一般常態班級學生數學程度早已產生相對

落差，隨著學生年段越來越高，不少學習低成就的同學對數學科早已進

入放棄狀態，可預期會產生無學習動機的情況，以本研究之「動態評量

回饋系統輔助教學」能提供學生多元之學習方式，同時亦能搭配補救教

學教材進行補強。因此面對數學科無學習動機的預期，先備知識不足之

補強策略，教學方法的改變是勢在必行的，因此「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

助教學」策略實施能越早進行越好。 

 

二、對未來研究者之建議 

一、教學設計可運用在更多不同的數學單元 

本研究是以第四冊第四章，分別是「4-1 平行」與「4-2 平行與四

邊形形的心」兩個單元進行教學實驗，根據九年一貫課綱，國中數學領

域尚包括「數與量」、「代數」、「幾何」、「統計與機率」、「連結」等不同

的主題，研究者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就幾何的相關主題或單元來進行實

驗，進一步也可考慮推及到其他主題單元課程，未來可持續觀察其學習

動機與學習成效之延續，或是運用於數學科外的其他科別，以期動態評

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的教學策略能增加其應用的科別與單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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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上加入改變 

本研究依據「數學學習態度量表」與「數學科學習成效測驗」前後

測的資料做量化的分析，考慮到受試學生在作答測驗卷當時的生理或心

理因素，或許有影響結果的因素，因此建議可加入質化資料，例如:訪談

紀錄、課堂觀察表、教師日誌等等，以協助解釋研究結果和發現量化無

法測驗的變數，以幫助研究推論能更謹慎與正確。 

三、研究工具上可加入不同選擇 

本研究因為考量學生使用系統的熟悉度以及使用習慣，因此利用在

學校課後輔導的時間登錄系統的方式進行回饋系統之輔助教學課程，建

議未來如果在系統上調整使用載具，可以讓學生也能使用手機登錄系

統，增加學生回家後自主使用率，效果能更加強化。 

四、可探討使用「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後數學學習態度和

學習成效之間的關係 

研究結果發現，實驗組在學習成效上顯著提升，對於動態評量回饋

系統的滿意度與回饋都偏高，但是在數學學習態度除了「外在動機」分

向度上的表現有顯著差異外，其餘分向度均未呈現顯著差異。在研究時

間僅有 6 週的實驗時間下做後測，實驗組學生的學習態度後測結果推測

學生的學習態度是有正向成長的空間，卻沒有顯著差異，推測可能受限

於研究時間與樣本數，因此建議未來可以在時間上或是樣本數做調整，

以探究「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後學習態度和學習成效兩者間的

關係，讓整個研究結論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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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數學學習成效測驗卷 

平行與平行四邊形前測卷  

<本卷為課前前測，不計入平時分數，請同學盡量完成本卷> 

 

1. （  ）如圖，已知 L//M，若∠1＝75°、∠2＝40°，則∠ABC＝？  

  (A)50° (B)60° (C)65° (D)75° 

 

2. （  ）下列各圖中，何者的直線 L 不平行直線 M？ 

   (A)

   

(B)

    

(C)

   

(D)

 
 

3. （  ）如下圖，已知 L1//L2，△ABC 為一直角三角形，∠1＝20°，則∠2＝？ 

(A)80° (B)70° (C)60° (D)50° 

                  

4. （  ）如下圖，已知 L1//L2，L3 L2，∠2＝40°，則∠1＋∠3＝？                     

(A)130° (B)150° (C)180° (D)190° 

5. （  ）如下圖，已知 L//M，求∠1 的度數為多少？ 

(A)47° (B)110° (C)127° (D)133° 

                    

6. （  ）平行四邊形 ABCD 中，∠A＝(3x＋5)°，∠B＝(10x－20)°，則∠D＝？ 
      (A)50° (B)60° (C)120° (D)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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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對於同一平面的相異直線，下列四個敘述何者錯誤？ 
      甲：一直線垂直於兩平行線中的一直線，則必垂直於另一直線。 
      乙：垂直於同一直線的兩直線必互相垂直。 
      丙：平行於同一直線的兩直線必互相平行。 
      丁：平行的兩直線並不相交，而且他們之間的距離是處處相等。 
      (A)甲 (B)乙 (C)丙 (D)丁 

8. （  ）如下圖， AC // EB ，若∠CAB＝103°，∠ACB＝55°，∠E＝35°，則∠FDB
＝？(A)90° (B)68° (C)35° (D)22 ° 

                          

9. （  ）如右上圖所示，已知 L//M，則∠2＝？(A)80° (B)70° (C)60° (D)50° 

10. （  ）如圖，直線 L//M，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2＋∠3＋∠4＝180°  (B)∠1＝∠5    

(C)∠3＝∠1＋∠5   (D)∠3＝∠2＋∠4 
11. （  ）臺南縣政府準備做水利規劃，靠近高雄縣的地方有兩條平行水道 L1、L2，且

在 E 點交會，若∠1＝83°，∠A＝117°，則∠B＝？ 

    (A)146° (B)97° (C)63° (D)34° 
 

12. （  ）如圖， AE // BD，C 在 BD上。若 AE ＝4， BD＝7，△ABD 的面積為 21，則

△ACE 的面積為多少？ 

      (A)10 (B)12 (C)15 (D)28 
 

13. （  ）如圖，直線 L 平行直線 M，且∠1＝120°，∠2＝35°，則∠BAC＝？ 

         (A)70° (B)80° (C)85° (D)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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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如圖， AB 平行 DE ，∠A＝120°，∠D＝32°，且∠BCD 的補角是 113°，求∠

B 的角度為多少？ 

           (A)35° (B)34° (C)25° (D)24° 

15. （  ）已知平行四邊形 ABCD，則下列何者不一定成立？ 

        

(A)∠A＋∠B＝180°   (B)∠B＝∠D   (C) AD ＝CD    (D) AD // BC  

16. （  ）平行四邊形 ABCD 中，若∠A＝30°，則下列何者錯誤？    

 
(A)∠C＝30° (B)∠B＝150° (C)∠D＝30° (D)∠A＜∠B 

17. （  ）若平行四邊形 ABCD 的周長為 56，且 AB ＝12，則 AD ＝？   

(A)16 (B)26 (C)32 (D)44 

18. （  ）若有一四邊形的對角線互相垂直，則此四邊形可能為下列何者？ 
      (A)平行四邊形 (B)長方形 (C)正方形 (D)等腰梯形 

19. （  ）平行四邊形中，若有一角為 60°，下列何者應為其他三個角的度數？ 
      (A)30°、60°、30°  (B)120°、60°、120°   

(C)150°、60°、150°  (D)120°、120°、120° 

20. （  ）平行四邊形 ABCD 中，若∠A＝110°，則下列何者正確？ 
      (A)∠B＝110° (B)∠C＝70° (C)∠D＝110° (D)∠C＝110° 

21. （  ）如圖，平行四邊形 ABCD 中，若∠DAE＝32°，∠C＝105°，則∠AED＝？ 

     (A)32° (B)64° (C)73° (D)82° 

22. （  ）已知平行四邊形 ABCD，則下列何者不一定成立？ 

       (A) AC ＝ BD  (B)∠A＋∠B＝180°   (C)∠B＝∠D (D) AB //CD  

23. （  ）平行四邊形 ABCD 中， AC 與 BD相交於 O 點，若△OAB 面積 6，則△ACD
面積為何？ 
       (A)6 (B)12 (C)18 (D)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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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若云利用不同長度的吸管來圍成一個平行四邊形，則下列哪一組長度符合？ 
       (A)3cm、3cm、3cm、5cm   (B)5cm、6cm、6cm、5cm 

 (C)1cm、2cm、3cm、2cm   (D)3cm、4cm、5cm、6cm 

25. （  ）如圖，平行四邊形 ABCD 中， AC 為對角線，若∠BAC＝95°，∠D＝60°，則

∠ACB＝？ 

       
      (A)25° (B)35° (C)60° (D)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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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數學領域學習態度量表 

「數學學習態度量表」 

親愛的同學你（妳）好： 

謝謝你（妳）參與我們的研究，這是一份研究用的問卷!本調查問卷的主

要目的在於瞭解各位同學的數學學習態度，無關乎你（妳）的數學成績，各

問題也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敬請根據自己的感想或看法，誠實地回答問卷

上的每個問題。調查結果僅供學術研究之用，個人意見絕對保密，所以請你

（妳）放心填答。 

☺【填答說明】： 

1. 第一部分為「個人的基本資料」，請照實填答或在符合情況的選項□

內打個『✓』即可。 

2. 第二部分為「數學領域學習態度量表」，共有二十一題，每一題都有

五個可能的答案，『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沒意見』、『同意』、『非常同

意』。請你（妳）在這五個答案中選出最接近你（妳）在學習數學時的真實感

受及經驗。在你（妳）認為最適當的數字上圈起來，每一題只能選擇一個答

案。謝謝你們的協助及合作! 

國立政治大學 

學校行政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 胡悅倫 博士 

研究生   鄭佳虹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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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個人基本資料 

年    班     號 姓名：                

一、性別      □ 男生 □ 女生 

二、上學期是否有參加數學課外補習□ 是 □ 否 

三、家中是否可以上網□ 可 □ 否 

四、你（妳）最常上網的地點是□ 學校 □ 家裡 □ 網咖 □ 其他地方 

五、你（妳）每星期平均花多少時間上網 

□ 1 小時以下 □ 1~2 小時 □ 2~4 小時 

□ 4~6 小時   □ 6~8 小時 □ 8 小時以上 

 

第二部分 「數學學習態度量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學習數學讓我覺得緊張。…………………… □ □ □ □ □ 

2、 在數學課我總覺得處於一種壓力。………… □ □ □ □ □ 

3、 解決數學問題對我不會有太大困難。……… □ □ □ □ □ 

4、 數學在日常生活中是重要的。……………… □ □ □ □ □ 

5、 數學是大家學習的重要科目之一。………… □ □ □ □ □ 

6、 我在學校通常喜歡學數學。………………… □ □ □ □ □ 

7、 數學是枯燥和乏味的。……………………… □ □ □ □ □ 

8、 我覺得上數學課比上其他課快樂。………… □ □ □ □ □ 

9、 我想在國中畢業後避免用到數學。………… □ □ □ □ □ 

10、 在基本的數學要求外，我願意上更多數學課。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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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1、 在學習過程中，我願意盡可能地上更多數學課。 □ □ □ □ □ 

12、 不論我以後想學什麼，國中的數學課都很有用。 □ □ □ □ □ 

13、 上更多數學課對我不會有困擾。……………… □ □ □ □ □ 

14、 在數學測驗時，我通常覺得很安心。…………… □ □ □ □ □ 

15、 在數學課時，我通常覺得很安心。……………… □ □ □ □ □ 

16、 我通常不擔心我解決數學問題的能力。……… □ □ □ □ □ 

17、 我在數學測驗時幾乎不會緊張。……………… □ □ □ □ □ 

18、 我在數學測驗時會很緊張。…………………… □ □ □ □ □ 

19、 當我想到數學難題時，會有不祥的預感。……… □ □ □ □ □ 

20、 當我做數學時，腦袋會變成一片空白而且無法清

楚思考。……………………………………… 
□ □ □ □ □ 

21、 數學令我不安與困擾。………………………… □ □ □ □ □ 

<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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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動態評量回饋系統使用意見調查表 

動態評量回饋系統使用意見調查表 

第一部分 「動態評量回饋系統」使用滿意度              No.       

  
非
常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普
通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1、 系統使用滿意度………………………… □ □ □ □ □ 

2、 使用畫面操作便利性…………………… □ □ □ □ □ 

3、 您對系統整體的滿意度………………… □ □ □ □ □ 

4、 您對系統在使用之流暢度是否滿意…… □ □ □ □ □ 

5、 您對系統使用之介面(畫面、按鈕等)是否滿意… □ □ □ □ □ 

6、 請問您希望系統再增加或修改何項功能？ 

                                                                     

第二部份：系統使用情形 

1、請問您除了上課時間以外，是否曾登入本「動態評量回饋系統」過?  

□是   □否    

使用時間大約為：                                      (無則免填) 

2、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對於自己在學習數學上是否有幫助?   

□是   □否    

3、動態評量回饋系統中的「回饋訊息」是否有幫助?    □是   □否 

4、動態評量回饋系統中的「建議教材連結」是否有幫助?□是   □否 

5、動態評量回饋系統中的「建議練習」是否有幫助?    □是   □否 



95 

6、請問您是否建議增加動態評量回饋系統的使用時間   □是   □否 

7、請問您對於動態評量回饋系統中的「燈號顯示」有什麼感覺? 

                                                                              

8、希望以後上課可以繼續利用利用動態評量回饋系統輔助教學嗎? 

□希望：                                                       

□不希望：                                                       

9、對於動態評量回饋系統，有什麼其他建議? 

使用的時間： 

 

使用方式： 

 

使用的方便性： 

 

回饋燈號的方式(紅綠燈)： 

 

 

回饋訊息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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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訊息的「文字敘述說明」對你而言是否有幫助： 

 

 

回饋訊息的「文字敘述說明」你覺得怎樣修正比較有用： 

 

 

回饋訊息所提供的教材連結(影片)對你的學習有什麼樣的幫助： 

 

 

 

回饋訊息所提供的教材連結(題目練習) 對你有什麼樣的幫助：： 

 

 

 

其他：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耐心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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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學生回饋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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