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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在編製一套配合「以知識結構為基礎之適性測驗」 （knowledge 
structure based adaptive testing，KSAT）系統使用的數位個別指導教材，其評量

內容以國小五年級數學領域「三角形」單元為例，供教師進行個別指導時使用，

期能達到「因材施測」與「因材施教」的效果。 
本研究首先分析「三角形」課程內容，建立專家知識結構，並依此結構編

製適性測驗試題進行紙筆預試。接著依施測結果分析學生的知識結構，並依此

結構建立電腦適性測驗系統的選題規則及題庫。此外，參照學生知識結構與專

家知識結構編製補救教學結構，進而開發數位個別指導教材，供一師對二生、

一師對三生及一師對團班三種指導模式的實驗教學使用。並在正式施測後，根

據所得資料加以分析。研究結果摘述如下： 
一、「三角形」單元適性測驗的平均施測題數是 11.42 題，平均可以節省 22.5
題，並且可達 92.8%的精確預測率。 
二、使用「三角形」單元數位個別指導教材進行補救教學後，學生的平均分數

有顯著的進步，表示此數位個別指導教材有其使用價值。 
三、此套以知識結構編製的數位個別指導教材適合不同指導模式，使用此套教

材進行一師對二生、一師對三生及一師對團班指導，學生的成績都有明顯進步。 
四、對中分組（ 分）學生而言，一對二及一對三的指導模式效果較

團班指導好；對低分組（80 分以下）與高分組（

8980 −
10090 − 分）學生而言，不同

的指導模式效果並無差別。 
 
關鍵字：知識結構、個別指導教學模式、電腦適性診斷測驗、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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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ystem used to help Mathematics teaching activities at the primary school is 
proposed. This study aims to establish a knowledge structure based adaptive testing 
(KSAT) and a digital individual remedial teaching material which is adaptable to 
KSAT. It helps teachers with individual remedial instruction. We hope it can reach 
significant effect on testing students＇ individual abilities and meeting students＇ 
individual needs.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is on the unit of triangle of grade 5. After analyzing the 
content of the textbook, the structures of the content were constructed, and items 
were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m as well. After the pre-test, ordering theory is used 
to decide the students'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those parameters were used in the 
item bank. Additionally, the remedial instruction is maked up by referring to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of experts and students. And the digital individual remedial 
teaching material is developed after that. The material was provided for 
experimental teaching. This experimental teaching includes three kinds of 
instruction models for experimental teaching. They are as follows: one teacher 
teaches two students, one teacher teaches three students, and one teacher teaches a 
group of students.  

Some findings are briefly outlined as follows: 
1. The number of items administrated by KSAT is 11.42. 22.5 items are decreased 
and prediction accuracy can reach 92.8 %. 
2. After taking the adaptively remedial instruction, students have significant progress 
on their average grades.（ ，276.10=t 001.0<p ）It shows that this digital individual 
remedial teaching material is valuable for using. 
3. This digital individual remedial teaching material making by knowledge structure 
is adaptable to three kinds of teaching models. 
4. In point of the students for the average mark group( 8980 − ), the teaching model 
of one v.s. two and one v.s. three are better than one v.s. a class. In point of the 
students for the low mark group(under 80) and the high mark group( ), the 
three kinds of teaching models have no significance difference. 

10090 −

 
Keywords:knowledge structure, individual remedial instruc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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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開發以知識結構為基礎之數位個別指導教材及指導模

式。本章共分四節，茲分述如下。 
 

一、研究動機 
評量是個不可或缺的工具，它經常被用來了解學童的學習情形。其方法是

在學童學習特定範圍的知識後，藉由評量來了解困難所在，並進而補救加強，

使學童在學習時能得到最好的協助。但在進行評量時，教師常遇到的問題大致

分為下列三方面：（一）診斷測驗的編製；（二）施測後測驗的計分及記錄；（三）

如何根據測驗結果進行適當補救教學（郭伯臣，2003）。 
此外，還存在著時間有限的問題，即在固定的時間內，必須將教材編定的

內容進度完成，接著再進行診斷測驗來得知學童的學習成就和學習困難，進而

進行補救教學。但在課程緊湊的教學現場，想要撥時間進行團班補救，就有其

困難，若要進一步針對學生個別的錯誤概念一一進行補救，更是難上加難。此

外，傳統的評量在知道學童的測驗成績後，少有與評量結果配套的補救教材來

進行補救教學，所以常無法及時有效的補救，影響學童日後的學習。再則，傳

統以班級為單位進行補救教學的方式也漸漸不符合時代潮流，目前較為先進的

國家之測驗與補救教學皆採量身訂作的方式，希望以適性化及個別化的方式進

行。 
「以知識結構為基礎之適性測驗」（knowledge structure based adaptive 

testing，KSAT），能提供學童一個適性測驗及立即的成績回饋，達到「因材施

測」的效果，並有相關研究顯示電腦化適性測驗確實可以節省施測題數、時間，

且有不錯的精準度 （蔡昆穎，2004；許志毅，2004；黃碧雲，2005）。KSAT
雖可於短時間內對學童的學習狀況進行診斷，了解學童的知識結構有何不足之

處，但獲得學童的學習診斷並非教育的最終目的，最終應該是學會完整的教材

內容，因此測驗後之補救教學實有必要。 
完整的適性測驗與適性補救教學流程如圖一所示。學生透過 KSAT 診斷出

錯誤概念，再針對個別的錯誤部分進行適性補救教學。適性補救教學可分為二

種，分別是以電腦為基礎之適性補救教學（computer-based adaptive remedial 
instruction，CBRI）及以教師為基礎之適性補救教學（teacher-based adaptive 
remedial instruction，TBRI）。但並不是所有教學現場都有充足的電腦設備可供

使用，且電腦預設的互動模式，很難完全配合學生的需求，而傳統師生互動模

式較具彈性，教師能依學生個別差異就錯誤反應立即指導，因此就這方面來說，

教師指導的效果會比電腦補救實際。 
而在個別化、量身訂作的潮流下，個別指導模式的補救方式在日本已經非

常普遍，這種指導模式在台灣也開始崛起。我們一般所見的家教就是屬於個別

指導模式，此一師對一生的指導效果最佳，但較不符合時間效益，現在提出一

師對二生及一師對三生的指導模式，就是希望能有效運用師資及時間進行教

學，這兩種指導效果如何，亟待研究。 
在數學課程歷年來的修訂下，「幾何」從散佈在實測與計算的零散知識，到

現在九年一貫數學領域正式綱要中的完整主題（教育部，2003），可見「幾何」

教材有其存在的重要性。然而將「幾何」正式納入課程至今，仍有不少研究指

出關於幾何有待改革的地方。林軍治（1992）發現學童在幾何教材中，對於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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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進一步分析比較與思考推理的概念化問題，錯誤反應出現率高達 70%。譚寧

君（1993）認為我國小學數學課程中幾何方面的教材流於強行記憶抽象公式，

無法透過實際操作與推理來建立正確的幾何觀念，阻礙了學童學習幾何的推理

能力。盧銘法（1996）指出在他多年的數學科教學經驗中，一般對於幾何的教

學重點著重在原始圖形的認識與圖形邊長、周長、面積的計算，對於圖形的性

質、關係或描述能力較缺乏。 
 

 

 

 

 

 

 

 

 

圖一  適性測驗與適性補救教學流程圖 

 

鑑於此，本研究嘗試以屬於幾何範疇的康軒版五年級數學領域「三角形」

單元為教材內容，研發一套提供教師於學生完成 KSAT 後，進行 TBRI 之用的

數位個別指導教材，且透過一對二、一對三及團班 TBRI 實驗，探討不同模式

對學習效果的差異。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分述如下： 

（一）編製「三角形」單元之以教師為基礎之數位個別指導教材。 
（二）驗證「三角形」單元以 KSAT 系統進行測驗是否能達成節省施測題數與

檢驗其達到之預測精準度。 
（三）檢驗以教師為基礎之數位個別指導教材是否具有成效。 
（四）探討不同指導模式對學童「三角形」單元學習成效的差異。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建立一套以國小五年級數學領域「三角形」單元為

評量內容的 KSAT 試題，和適合 TBRI 的數位個別指導教材，並評估「三角形」

單元電腦化適性診斷測驗、數位個別指導教材及不同指導模式之成效。 
 

一、「三角形」教材概念分析 
本研究以五年級幾何單元-三角形為測驗內容，因此本節將針對 van Hiele

的兒童幾何圖形概念、三角形基本定義、「三角形」單元教材分析及三角形圖形

概念相關研究進行探討。 
（一）幾何與圖形概念 

學生 單元學習 KSAT 學習診斷書  是否通過 

適性補救教學 

 CBRI或TBRI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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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兒童幾何概念的研究，常以 van Hiele 幾何發展層次為理論基礎，學

童三角形概念發展仍與此理論有關。國小各版本的數學教科書中幾何方面的教

材大都以荷蘭數學教育家 van Hiele 夫婦的幾何學習發展理論為依據。van Hiele
夫婦認為幾何概念思考模式可以分成五個發展層次，每個層次均有其發展特徵。 
1. 層次一：視覺（visualization） 

此層次的學童會透過視覺觀察具體圖形，從各種實體物的外型輪廓來辨認

圖形，例如：像盤子形狀的圖形稱為圓形，像門形狀的圖形稱為長方形，像三

明治的形狀是三角形。且可透過實體物操作，如移動或旋轉等方式來協助辨識。

雖然知道實體物的形狀為「正方形」、「三角形」、「圓形」、「長方形」，但不能了

解其真正意義。因此，劉好（1998）認為這個階段的學童應多安排感官操作的

活動，讓兒童透過視覺進行分類、造型、堆疊、描繪、著色等活動，幫助學童

獲得初步的幾何概念。 
2. 層次二：描述分析（analysis） 

此層次的學童已具有辨別圖形特徵的能力，可透過觀察圖形的組成基本要

素來分析圖形，例如：能察覺三角形有三個邊、三個角、三個頂點；正三角形

有三個相等的邊、三個相等的角。並可使用實際操作（例如：摺疊、用尺量長

度或設計特別的圖樣）的方式，發現某一群圖形間的共同性質或規則，但不能

解釋性質間的關係，例如：知道正三角形有三等邊、三等角，卻無法由三等邊

推出三等角。因此，劉好（1998）認為這個階段的學童應安排一些製作及檢驗

的活動，從製作與檢驗中獲得圖形的性質。 
3. 層次三：關係（relation）或非形式演繹（informal deduction） 

此層次的學童可以進一步探究圖形的性質，並建立圖形間的相互關係，例

如：正三角形符合等腰三角形的特性，所以正三角形也是等腰三角形的一種。

且圖形的性質是可以被推理的，可由一個性質推理到另一個性質。例如：等腰

三角形有兩等邊，可推理出正三角形也有兩等邊；也可推知 邊多邊形的內角

和為 度等概念。 
n

180)2( ×−n
4. 層次四：形式演繹（formal deduction） 

此層次的學童能用抽象的邏輯演繹證明定理，和使用幾何的方法推論其理

解之幾何圖形的意義，並建立相關定理的結構。可以在一個公設系統中建立幾

何理論，不只是記憶圖形的性質，而且能夠證明，了解可以使用多種方法來證

明。並能理解一個定理的充分或必要條件之內在關係，發現正逆命題間的差異

性。例如：能了解正五邊形邊長均相等，內角亦均相等，但邊長均相等的五邊

形不一定是正五邊形。 
5. 層次五：嚴密性（rigor）或公理性（axiomatic） 

此層次的學童（成人）可以在不同的公理系統中建立定理，並且分析或比

較這些系統的特性。也可了解抽象推理幾何，甚至自創一種幾何公設系統。此

層次一般人很難達到，即使是以數學為專業者亦不易達成。 
國內相關研究顯示，國小學童的幾何思考層次大多介於層次一到層次三之

間（吳德邦，1995）。國小低年級學童大多在層次一，中年級學童大約可以達到

層次二，高年級學童大約在層次二至層次三之間。 
由 van Hiele 的研究顯示：此五個層次有其次序性，循序漸進的由層次一往

上提升。學童擁有較低層次的各項概念與策略後，經由適當的引導，可依序提

升到較高的層次。而層次的提升主要依賴教學，並不會隨學童年齡的成長而發

展（林軍治，1992），同時，由於教材內容屬性的差異，也會影響學童落入不同

 57



KSAT 與數位個別指導的應用-以「三角形」單元為例  測驗統計年刊  第十四輯 

層次中。因此，為了更有效的引導學童由較低的層次進階到較高的層次，van 
Hiele（1986）訂出五階段學習模式，以達到有效的教學活動。 
第一階段：學前諮詢（information） 

教師在教學活動之前，先與學童進行雙向溝通，藉由觀察和詢問，了解學

生已習得的先備知識，作為教學參考。 
第二階段：引導學習方向（guided orientation） 

教師引導學童進行操作、探索的活動，例如：分類、排列、疊積木等活動

來認識幾何圖形及其概念。在教學準備中，教師應規劃有次序架構的教材，引

導學童慢慢呈現該層次的特徵。因此，教材多屬於小的設計作業或操作型任務，

用來引導學生的反應（Crowly, 1987; Billstein, Libeskind & Lott, 1993; Wu, 
1994）。 
第三階段：表達（explication） 

經過前一階段的學習，學童已經逐漸了解圖形的關係。在此階段，教師最

大的任務就是在給學童最少的協助下，指導學童能使用正確且適當的語言或術

語名詞（Crowly, 1987; Billstein, Libeskind ,& Lott, 1993; Wu, 1994）。讓學生自行

建立經驗，使學童的幾何概念提升到理解的層次。 
第四階段：自由探索（free orientation） 

此階段的學童遇到幾何問題時，會從中找到自己的方法解決。即教師可選

擇適當的教材或幾何問題，鼓勵學童思考，當學童面對一個複雜問題時，他們

往往會從解決問題的活動中獲得經驗，並找到自己特有的解題方法（Crowly, 
1987; Billstein, Libeskind , & Lott, 1993）。 
第五階段：統整（integration） 

此階段的學童能統整所學會的幾何概念和知識，將所獲得的知識吸收內

化。此時，教師只負責提供學童已學會的幾何知識有關之整體概念，協助學童

進行統整。 
學童在某個幾何層次中，經歷了此五個學習階段後，會提升到另一個新的

幾何層次。提升到新的階段後，再重複上述五步驟（Crowly, 1987; 譚寧君，

1993）。由上可知，可依據 van Hiele（1986）的五階段學習模式，針對不同層

次的學童進行教學，以達到有效的教學活動 
（二）三角形基本定義 

三角形由三個邊、三個角組成，這些邊和角之間的特殊組合關係將使得三

角形外觀、特徵不同，並用此特徵將三角形加以命名、分類。三角形分類的方

式大致上分成兩種（康軒文教事業，2004）： 
1. 透過三角形內角與直角大小的比較，將三角形分為銳角三角形、直角三角

形、鈍角三角形三類。 
2. 透過三角形邊之間的關係，可畫出等腰三角形及正（等邊）三角形。 

三角形之間，依其特性有著相互關係。若以所有三角形的集合為宇集合，

各類三角形包含關係范氏圖（Venn diagram），如圖二所示。 
（三）「三角形」單元教材分析 

本研究以九十四學年度康軒版第九冊「三角形」單元為教材，其教材地位

如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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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形  等腰直角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正三角形

 
 

圖二 三角形包含關係范氏圖 

 
 
 第七冊第五單元 

＊ 做角的大小比較 

＊ 認識量角器 

＊ 認識「度」的意義，

並做角的測量與繪製

＊ 了解角的旋轉程度和

角的大小關係 

＊ 認識平角，經驗三角

形內角和是 °180  

＊ 解決角的合成與分解

問題 

 
 
 
 
 
 
 
 本單元 

＊ 認識銳角與鈍角 

＊ 認識直角三角形、銳

角三角形和鈍角三

角形及其分類 

＊ 認識等腰直角三角

形和正三角形 

＊ 三角形的邊角關係 

 
 
 
 
 
 
 
 
 
 

第五冊第五單元 

＊ 認識圖形中的角及其

構成要素 

 
 
 
 
 
 

圖三 九十四學年度康軒版「三角形」單元教材地位 

（四）三角形圖形概念相關研究 
有關三角形圖形概念的研究，將其分為：影響辨認圖形的因素、三角形的

分類、三角形概念表現與迷思概念進行探討，說明如下： 
1. 影響辨認圖形的因素 

辨認圖形在幾何課程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辨認能力影響著學童對幾何的

認知發展，因此許多學者針對影響辨識圖形的因素進行研究，極具參考價值，

分別說明如下： 
沈佩芳（2002）以國小高年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發現大部分高年級學生已

脫離最初的視覺化階段，逐漸達到以組成要素為主的分析階段。在圖形的辨識

＊ 角的直接及間接比較 

＊ 角的複製活動 
第七冊第八單元 

＊ 認識三角形、四邊形

及多邊形的組成要素

＊ 經驗幾何圖形的變動

與應用 

＊ 認識等邊三角形及等

腰三角形及其性質 

＊ 認識角「 」的符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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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薛建成（2003）探討台灣中部地區國小學童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發現

對於九大不同類型圖形（開放封閉圖形、凹凸圖形、直線曲線圖形、方位不同

圖形、大小不同圖形、鈍角特大圖形、寬圖形窄圖形、圖形外圍邊線粗細、填

滿中空圖形）的表現，直線曲線圖形的判別較易達成，對於旋轉圖形的判別是

有困難的，同樣也有研究發現，學童對相同圖形的認定取決於方位的影響最大，

只要將圖形旋轉後，學生就無法辨識（蘇英奇，1972；劉芸旻，2003）。 
褚威杰（2003）以三年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發現在辨識直角三角形時，直

角三角形不同的方位對學童的辨識能力有影響；辨識正三角形時，正三角形方

位的差異對學童的辨識能力並無顯著的影響，學童並常把等腰三角形誤認為正

三角形；辨識等腰三角形時，學童容易受到等腰三角形方位變化之影響，而等

腰三角形的形狀變化對學童辨識之影響不大。 
朱莉文（2005）以五年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發現三分之ㄧ的學童仍依賴視

覺來判斷圖形，忽略組成三角形的要素、封閉性，且受圖形方位及大小的變化

干擾。 
2. 三角形分類 

由於學童在國小階段對於幾何圖形的學習主要依賴視覺與歸納，因此視覺

經驗與語言習慣影響著學生對圖形的分類與理解。我國最近的全國抽樣調查（陳

創義，2003）發現，即使是國中生，對於幾何圖形的分類仍受到四種經驗的影

響： 
（1）典型心像：學生受第一次接觸與命名時所建圖形的牽制，例如：等腰三角

形的底邊一定要在水平位置上。 
（2）語意遷移：學生受命名中字詞的慣用語意影響，例如：銳角必須是「尖銳」

的。 
（3）射影視覺：學生會調整視覺方向來辨認圖形，例如將平行四邊形看成是「斜

斜看到的長方形（像桌面）」。 
（4）語言切割：學生認為不同名稱就代表不同圖形，因此一種圖形決不可能也

是另一種圖形。 
3. 三角形概念表現 

吳德邦（1998）研究幾何思考層次發現，五年級學童易掌握正方形與圓形，

通過率分別為 93.6%和 95.1%，但等腰三角形以及直角三角形的通過率則降為

68.8%和 77.3%。對五年級學童而言，等腰三角形亦是最難的一種。（黃盈君，

2001）。 
張英傑（2001）在「兒童幾何形體概念調查及診斷教學之研究」發現：在

直角、鈍角、銳角三角形的辨認上，鈍角朝下的三角形，學童容易把它誤認為

銳角三角形，通過率不高。對於垂直線與水平線所形成的直角三角形辨認沒問

題，通過率在 86%以上。在鈍角三角形方面，四至六年級通過率不高

（69%-83%），顯示有 1/4 的小朋友不了解何謂鈍角三角形。 
4. 迷思概念 

三角形的迷思概念普遍存在於國小各年級，有些會隨著年級升高而改善，

有的則根深蒂固。以下就相關研究提出的三角形迷思概念，分類說明如下： 
國小課程內三角形的組成要素是三個邊、三個角，課本內的例圖都接近正

三角形，不夠豐富多樣，導致學童因類化不足，產生迷思概念。Hannibal（1999）
的研究發現，三角形若有邊太長，兒童就覺得不是三角形。其他相關研究也指

出，有些兒童不認為邊長比例相差較大的圖形是三角形（黃盈君，2001；謝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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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2002；高耀琮，2002）。 
方位改變，即三角形經過旋轉，辨識能力變差，例如等腰直角三角形順時

針轉 45 度時（斜邊不平行於水平線），有許多兒童將誤認為正三角形，這是受

到方位的影響（林軍治，1992；黃盈君，2001；高耀琮，2002；沈佩芳，2002；
謝貞秀、張英傑，2003）。此外，學童對於辨識由垂直線與水平線形成直角的直

角三角形沒問題，但對於辨識其他方位的直角三角形，通過率降低 30%（謝貞

秀，2002）。 
謝貞秀、張英傑（2003）研究國小三、四年級兒童幾何圖形迷思概念，對

於三角形的迷思概念如下分析： 
（1）等腰三角形、正三角形：將等腰三角形或等腰直角三角形視為正三角形，

可能是視覺的直覺觀，感覺三個邊一樣長；有些兒童會認為鈍角的等腰三角

形或沒有水平或垂直邊的底不是等腰三角形。多數兒童尚未有正三角形也是

等腰三角形的包含概念。 
（2）直角三角形：以為直角三角形是「三個角都是直角」、「兩邊一樣長的三角

形」或「有一條線比較長」（指斜邊）；將等腰三角形視為直角三角形，並指

「最長邊」為直角。 
由上述三角形圖形概念說明可知，學童辨認圖形會受到其大小、方位、邊

角的性質、封閉性等影響，尤其是圖形的方位，是影響辨認的重要因素。而且

在國小階段，學童對於幾何圖形的學習仍主要依賴視覺與歸納。因此，教師在

教學時應盡可能提供豐富多樣的圖形，包含正例與反例，供學生歸納整理，避

免只用兩三個圖形的觀察就一般化成一個性質，這些相關內容可提供本研究編

製試題與教材之參照。 
 

二、補救教學 
人生是一連串的學習，不斷的學習才會有成長和進步。每個人的特質及能

力不同，學習的過程也就有差異。在國小教育階段，學童來自於不同背景的家

庭，在身心各方面的發展，有個別差異，課程學習上也會因此受影響。但每位

學童都有平等的受教權，因此補救教學就有其存在的必要，使學童的學習獲得

改善，並減少學習挫折。 
（一）補救教學的意義 

補救教學就是透過診斷測驗工具診斷出學童的學習困難後，針對診斷結果

進行的一連串加強學習的教學活動。補救教學是一種「評量 教學 再評量」

的循環歷程（高金水，2004）。它也可看作是教師教學活動的一部份，只不過這

個教學措施是適應學童個別差異，「因材施教」、「適性教育」的具體實踐。 
（二）補救教學的對象 

補救教學的對象為低成就學生。早期許多學者對「低成就學生」的界定為：

智力正常，但實際學業表現明顯低於其能力水準。近期對補救教學對象之界定，

分為三類： 
1. 學生的實際表現明顯低於其應有的能力水準，即原稱之為低成就。 
2. 學生的實際學業表現明顯低於其班級的平均水準，亦稱之為低成就。 
3. 學生學科成就不及格，且其學業成就表現明顯低於其他學生許多，稱之為成

績低落。 
而目前國內學校的補救教學對象，是針對學科成績在全校平均數負一個標

準差以下者，或成績在全班後百分之五者（張新仁、邱上真、李素慧，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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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補救教學的原則與模式 
補救教學是要幫助學童克服學習上的困難，加強學習成效。將補救教學的

原則與模式分述如下： 
1. 補救教學原則（許天威，1986） 
（1）運用診斷評量資料設計教學：診斷評量結果提供教師有關學童的學習情

況，教師可從資料中得知學童學習困難的所在，再針對不足處，設計補救教

學活動。 
（2）教材與教學法的多元性：教師對於整個教學活動與教材，必須做有效的安

排，使整個教學活動有意義。 
（3）個別化：針對不同需求的學生，考慮其個別差異，選擇適切的教材教法。 
（4）教師積極投入：教師投入程度會影響補救教學成效。 
（5）評量方法多元化：診斷評量影響著補救教學的成效。 
（6）持續評量：對補救教學而言，一開始的診斷測驗只是教學的起點，教師必

須在「評量 教學 再評量」的歷程中，持續觀察學生的學習表現。 
（7）指導學習：整個補救教學的目標要清楚，逐步進行，隨時透過評量了解學

童學習的狀況，立即獲得回饋。 
（8）早期鑑定：越早診斷出學童的學習困難，補救教學成功的機會也越大。 
2. 補救教學模式 

張新仁、邱上真、李素慧（1999）指出，使用直接教學法、合作式學習、

精熟教學及個別化教學等教學模式，能夠有效幫助低成就學生，分述如下： 
（1）直接教學法：此模式適用於教導學生記憶方面的知識及動作技能。教師直

接教授，學生負責接受學習。 
（2）精熟教學模式：此模式適用於團體教學，適用於認知和動作技能等活動。

只要給予足夠的學習時間，學生就可以精熟大部分的學習內容。 
（3）個別化教學模式：根據學生的個別差異，提供個別化的教材，做最有效的

學習。 
（4）合作學習教學模式：強調透過同儕小組內合作討論的學習方式精熟學習內

容，雖然過程會有錯誤的答案產生，但這些有助於其概念澄清。 
除上列四種外，電腦輔助教學也常被用於補救教學，優點是它能製造積極

的學習態度，提高學生的興趣，較易達到教學目標。電腦輔助教學的特色如下

（張新仁，2000）： 
（1）立即回饋：不論學生的程度，只要投入學習，電腦會提供立即的回饋。 
（2）提高信心：若學生做出正確的反應，電腦會立刻提供獎勵；若反應錯誤，

則提示正確答案並加以指導。 
（3）容易操作：學習者只要學習按鍵即可，操作方式簡便。 
（4）用途廣泛：教師製作的電腦軟體，一方面針對學生的個別需要而設計課程，

符合個別教學的原則，另一方面也可針對特殊的觀念與問題，做大量的練習。 
（5）學習者可以自訂進度：低成就學生的學習進度較慢，往往趕不上全班的進

度，但電腦教學可依學生個人的能力與程度，循序漸進呈現新的教材。 
本研究中的數位個別指導，其意義與個別化補救教學模式雷同。透過診斷

測驗，了解學童的錯誤所在，針對學童個別的錯誤概念進行數位個別指導，以

達概念的澄清與精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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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節主要在說明 TBRI 數位個別指導模式與教材之研發的研究方法與步

驟。將就整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實驗設計、研究流程和資料處理與分析加

以討論，內容說明如下：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包含試題預試及正式施測兩階段，選取的研究對象說明如下： 

（一）紙筆測驗（預試） 
紙筆測驗採方便抽樣，對象為九十四學年度使用康軒版教材的五年級學

生，包括台中市國小 1 個班級，台中縣國小 9 個班級，彰化縣國小 10 個班級，

有效樣本共計 660 人。 
（二）以知識結構為基礎之適性測驗 （正式施測） 

電腦適性測驗採方便抽樣，對象為九十四學年度已上完「三角形」單元的

國小五年級學生。因考慮研究者時間及行政上的支援等因素，因此選擇台中市

某國小五年級 4 個班級共計 129 名學生為研究對象。 
 

二、研究工具 
依研究目的之需要，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包括「診斷測驗」、「學生試題分

析軟體」、「電腦化適性診斷測驗系統」、「數位個別指導教材」、「數位個別指導

教材個指師使用回饋單」，其中前三項工具請參考「KSAT 選題策略強韌性探究」

一文，本研究針對數位個別指導教材與使用回饋單分別說明如下： 
（一）數位個別指導教材 

編製以 KSAT 為基礎，適合 TBRI 使用的個別指導教材，必須先建立整合

了學生試題結構與專家知識結構的補教教學結構，進而才能編製此數位個別指

導教材，其方法詳述如下： 
首先，以「三角形」單元學生試題結構為主，參考專家知識結構及相關文

獻，編製補救教學節點。為了讓補救教學節點組織系統化，避免內容過於零散，

將相關的知識節點整併，訂出概念間有上下位次序關係的補救教學結構草案。

再由 1 位教授及 6 位有編製電腦化適性診斷測驗及教學經驗的國小教師進行檢

核，建立「三角形」單元的補救教學結構圖，作為編製數位個別指導教材的依

據，並依此結構開發數位個別指導教材，供各種補救教學模式實驗使用，教材

包含教學題本、學生練習本、多媒體教材、教學指引。 
（二）數位個別指導教材個指師使用回饋單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開發搭配 KSAT 的數位個別指導教材，除了從學生透過

電腦適性測驗前、後測的表現分析此份教材的成效外，還計畫從個指師的角度

去瞭解這份教材的使用情形及優缺點。因此，邀請 1 位具有教學及測驗編製經

驗的學者專家與 4 位有教學經驗的國小教師共同編製此份回饋單，在個指師實

施完 TBRI 後填寫。回饋單如附錄一。 
 

三、實驗設計 
本研究為了瞭解適性測驗、數位個別指導教材在實施上的成效及比較不同

模式的補救教學效果，利用 KSAT 設計一套實驗，實驗步驟及說明如下： 
步驟一：系統使用說明（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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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電腦化適性測驗（前測 40 分鐘） 
步驟三：補救教學（50 分鐘） 
步驟四：電腦化適性測驗（後測 40 分鐘） 

在步驟二電腦化適性線上診斷測驗的試題呈現順序，首先會依照適性測驗

施測流程進行施測，當每位學生作答完畢後，再將原紙筆測驗中未於前述適性

測驗中出現的試題進行施測，即全部的學生將會作答原紙筆測驗中所有試題，

如此可計算適性診斷測驗結果之預測正確率，獲得電腦化、適性化後真正能節

省的試題數，以驗證 KSAT 系統選題策略之成效。 
為達目的三，系統於學生完成步驟二線上診斷測驗後，根據學生學習診斷

報告書（如附錄二）上所列的錯誤概念進行步驟三的補救教學，補救教學後再

進行步驟四的電腦化適性測驗，得到學生補救教學前與補救教學後兩個成績。

而步驟四的電腦化適性測驗不再增加未作答的試題。此步驟主要目的在於利用

前、後測的結果，檢驗此套用於 TBRI 的數位個別指導教材的成效。 
為達目的四，步驟三的補救教學將以三種不同模式進行，完成後再進行一

次電腦化適性測驗，以比較不同補救教學模式的成效。 
補救教學實驗採準實驗設計研究中的「不等組前後測實驗設計」，在實驗處

理方面，實驗組 A 採一位個指師對二位學生的數位個別指導模式，實驗組 B 採

一位個指師對三位學生的數位個別指導模式，兩實驗組的學生依電腦化適性測

驗提供的學習診斷報告書上所列需補救重點進行補救；對照組採適性團班指

導，個指師彙整全班學生的學習診斷報告，依全班學生錯誤率最高的重點開始

進行團班指導。在實驗控制方面，實驗組與對照組皆使用目的二所編製的數位

個別指導教材，個指師的指導內容、流程皆依教材規劃。此實驗的個指師來源

為台中教育大學大學部及研究所的在學學生，共 36 名，有基本的教學概念，但

無豐富的教學經驗，全體個指師在實驗前，接受過三個半天的職前訓練。實驗

設計如表 1。 
 

表 1 實驗變因設計表 

實驗分組 實驗處理 
（指導模式） 指導依據 實驗控制 

實驗組 A 一對二 個別學習診斷報告書 
實驗組 B 一對三 個別學習診斷報告書 
對照組 一對全班 全班學習診斷報告書 

皆使用目的二編製之

「三角形」單元數位個

別指導教材進行指導 
     
一對二、一對三個別指導模式為一位個指師同時指導兩位或三位學生，而

這些學生的程度及需補救的內容不完全相同，此時個指師要使用本研究編製的

數位個別指導教材分配時間進行指導，預設指導模式為： 
（一）依先後順序：指導先來的學生，接著來的那一位讓他就錯誤的概念進行

多媒體教材指導，若有第三位，則先練習教學題本上的布題。之後讓第一位寫

練習本，此時再去瞭解第二位學生經過多媒體指導後的情況，若已學會，進行

練習本，若還是不清楚，再進行指導。接著再指導第三位學生，從作答情形瞭

解錯誤概念，進行概念澄清。若學生對於指導的重點已完全了解，則補救下一

個重點，以此類推。 
（二）依程度差異：程度較好的學生先指導，較差者進行多媒體教學或複習舊

經驗，待程度較好者概念澄清後，進行練習；此時再去指導程度較差者，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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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導會花較多時間，可用練習空檔過去核對前者的作答情形，並進行下一重

點的指導，這時可使用多媒體教材指導。 
而一對全班的適性團班指導為個指師彙整全班的學習診斷報告書，統計學

生各學習重點的錯誤情形，從錯誤人數最多的重點開始指導，使用的教材仍為

目的一編製的數位個別指導教材。指導模式為個指師依指引規劃在黑板上進行

重點指導，接著練習教學題本和練習本內的題目，個指師藉由提問及行間巡視，

了解學生的學習狀況。 
此實驗以台中市某國小五年級 4 個班級的學生作為實驗對象。以班級為單

位，採隨機分派方式將受試班級分為 3 班實驗組與 1 班對照組。而實驗組 A 與

實驗組 B 的實驗對象則是將 3 班實驗組的學生以個人為單位隨機分派。 
    

四、研究流程 
本研究之研究流程如圖四： 

 
 蒐集與探討「三角形」單元之相關文獻
 
 建立「三角形」單元之專家知識結構 
 
 編製紙筆診斷測驗試題 
 
 紙筆診斷測驗(預試) 
 
 分析學生知識學習結構 
 
 依據學生知識學習結構 參考專家知識

結構編製補救教學結構  
 
 
 
 
 
 
 
 
 

圖四 研究流程圖 

 
本研究是利用知識結構分析法將康軒版第九冊「三角形」單元內容結構化，

編製成適性測驗試題。透過紙筆預試，再依施測結果分析學生的知識結構，彙

整預試結果及修正不良試題，並依此建立電腦適性測驗系統的選題規則及題

題目輸入題庫系統 

依據補救教學結構設計補救教學教材 

實施線上測驗 

補救教學模式成效評估 

資料分析與撰寫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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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此外，依學生知識結構，參考專家知識結構及相關文獻編製成補救教學結

構，進而開發數位個別指導教材，供不同模式的補救教學使用。並在正式施測

後，根據所得資料加以分析。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透過以知識結構為基礎之適性診斷測驗，檢驗是否能達到節省試題

的功能，以及數位個別指導教材能否達到適性化教學的功效。本章將根據前述

的研究動機、目的及研究步驟流程，呈現本研究的結果。 
 

一、以知識結構為基礎之診斷測驗 
在本研究中，編製以知識結構為基礎的適性測驗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後

續實驗皆以此為基礎。本研究採康軒版五年級「三角形」單元為測驗內容，進

行測驗編製。 
將「三角形」單元教材試題化，其試題化的方法為先建立專家知識結構（如

附錄三），再依據專家知識結構編製診斷測驗之試題。 
（一）編製「三角形」單元以知識結構為基礎之診斷測驗 

教材試題化後，將試題編製成試卷，以進行紙筆診斷測驗。此單元有 23
個節點，共計 36 題試題，完整的試卷請參閱附錄四。 
（二）預試 

本測驗預試以中區（台中縣、台中市、彰化縣） 使用康軒版教材且剛學完

「三角形」單元的五年級學生為對象，有效樣本共計 660 人。 
（三）試題品質分析 
1. 預試效度 

本測驗之效度採內容效度及專家效度。本研究邀集 8 位具有教學及測驗編

製經驗的學者專家與國小教師一同開會，依康軒版第九冊「三角形」單元的內

容及知識結構編製原則討論此單元之教材專家知識結構，並根據知識結構檢核

表編製此單元的知識結構。再依此結構根據命題程序編製診斷測驗之試題。診

斷測驗試題完稿後，邀請上述 8 位國小教師，根據電腦化適性診斷測驗之命題

檢核表檢核試題，均認為試題合宜，故本研究認為此測驗之內容效度與專家效

度良好。 
2. 預試信度 

本測驗之信度採用α 係數，所得總試題的α 值為 0.842，表示此份試卷信度

頗佳。 
 

二、以教師為基礎之數位個別指導教材 
為達成編製數位個別指導教材的目的，首先須建立補救教學結構，再依補

救教學結構編製數位個別指導教材。「三角形」單元涵蓋了所有類型的三角形，

為求結構系統化，依三角形性質區分為六個教學活動，此節將以其中一個活動

為例，就編製教材的流程、方法及個指師使用回饋詳加說明。 
（一）數位個別指導教材編製 
1. 建立單元補救教學結構 

圖五為活動三—等腰三角形部分的專家知識結構，共有 8 個節點，每個節

點只含單一概念，圖六為活動三—等腰三角形部分的學生試題結構，若將兩張

結構圖加以比較，會發現學生試題結構與專家知識結構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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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3-1-1 辨別直角與 3-1 認識直角三角形這兩個節點為例，在專家、老師的

看法及教學流程中，3-1-1 辨別直角應該是 3-1 認識直角三角形的先備知識，即

下位概念，但經過 OT 分析學生資料後發現，這兩個節點有關聯卻無順序性，

分析其原因，這兩節點對五年級學生來說都屬於極易的基本概念，因此在學生

觀念裡，它們屬於同等地位，所以無法從資料中發現其上下位關係，只能說這

兩節點等價，且並列為其他節點的下位概念。由此可知學生的學習思考模式與

專家認定的概念順序有所差別。 
 

 4 找出等腰

三角形 
5 利用等腰三

角形的特性求

出未知的角度 

3 認識等腰

直角三角 
 形 
 
 

3-2，4-1，
5-1 辨別等

腰三角形 

5-2 三角形內

角和等於 180
度 

3-1 認識直

角三角形 
 
 
 
 
 
 

 

圖五 活動三—等腰三角形專家知識結構圖 

1-1-1-1-1，
2-1-1-1-1，3-1-1
辨別直角 

3-2-1，4-1-1，
5-1-1 知道等腰

三角形 

 
 5 利用等腰三

角形的特性求

出未知的角度

4 找出等腰

三角形  
  

 
 3-2，4-1，5-1

辨別等腰三

角形 

3 認識等腰直

角三角形 
 
 
 
 
 
 
 

圖六 活動三—等腰三角形學生試題結構圖 

1-1-1-1-1，
2-1-1-1-1，3-1-1
辨別直角 

5-2三角形

內角和等

於 180 度 

3-2-1，4-1-1，
5-1-1 知道等

腰三角形 

3-1 認

識直角

三角形 

 
接著以圖六的學生試題結構為主，參照圖五的專家知識結構與幾何教學文

獻，編製成圖七的補救教學結構。從圖七可知 3-2 辨別等腰三角形及 3-2-1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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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腰三角形，雖分屬於兩個節點，但就教學觀點來看，應同屬於認識等腰三角

形的範疇，且為了讓補救教學節點組織系統化，並避免內容過於零散，將 3-2
辨別等腰三角形與 3-2-1 知道等腰三角形整併為認識等腰三角形的補救教學節

點，整併後的補救教學結構如圖八，並將各節點以重點形式呈現，每一節點代

表一個教學重點。 
 
 

 
 
 
 
 
 
 
 

5-2 三角

形內角

和等於

180 度

5 利用等腰三

角形的特性求

出未知的角度

3 認識等腰直

角三角形 

3-1 認

識直角

三角形 

3-2，4-1，5-1
別等腰三角形 

1-1-1-1-1，
2-1-1-1-1，3-1-1
辨別直角 

辨

3-2-1，4-1-1，
5-1-1 知道等腰

三角形 

4 找出等腰三

角形 

 
 
 
 
 
 
 

圖七 活動三—等腰三角形補救教學結構圖 
 

【重點 11】 
利用等腰三角

形的特性求出

 
 
 
 未知的角度

 
【重點 10】
認識等腰直

角三角形 

 【重點 8】 
找出等腰三 

 角形 
 
 
 
 
 
 

圖八 活動三—等腰三角形整併後的補救教學結構圖 

【重點 1】 【重點 9】 
三角形內角

和等於 180
度 

【重點 6】 
認識直角

三角形 

【重點 7】 
認識等腰三角形 
（含知道等腰三角形

辨別直角 

及辨別等腰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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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三角形」單元共有 17 個補教教學節點，依照各結構的關連性，分為

六個活動，重點列表如表 2。重點 1 認識直角同屬於三支結構的下位重點，因

此將重點 1 歸於活動一、二、三中。 
 

表 2 「三角形」單元補救教學重點列表 

活動 重點 
【重點 1】辨別直角 
【重點 2】認識銳角 活動一：銳角三角形 
【重點 3】認識銳角三角形 
【重點 1】辨別直角 
【重點 4】認識鈍角 活動二：鈍角三角形 
【重點 5】認識鈍角三角形 
【重點 1】辨別直角 
【重點 6】認識直角三角形 
【重點 7】認識等腰三角形 
【重點 8】找出等腰三角形 
【重點 9】三角形內角和等於 180 度 
【重點 10】認識等腰直角三角形 

活動三：等腰三角形 

【重點 11】利用等腰三角形的特性求出未

知角度 
【重點 12】認識正三角形 
【重點 13】找出正三角形 
【重點 14】利用平角特性求出另一個角 活動四：正三角形 
【重點 15】利用正三角形的特性求出未知

角度 
活動五：三角形三邊關係 【重點 16】三角形兩邊和大於第三邊 

活動六：三角形角、邊關係 
【重點 17】三角形中小角對小邊、大角對

大邊 
 

2. 編製數位個別指導教材 
節點整併後，「三角形」單元有六個活動 17 個補救教學重點。接著以這 17

個重點為概念，參考有關三角形概念文獻及相關教材，根據教材編製原則，編

製 TBRI 使用的數位個別指導教材。這套教材主要供個指師在學童完成 KSAT
後施予適性補救，所以除了內容要配合各學習重點外，清楚明瞭、容易使用也

是設計的重點。 
整套數位個別指導教材包含教學題本、學生練習本、多媒體教材、教學指

引，教材介紹如下：  
（1）教學題本 

教學題本供個指師與學生上課使用，本單元由 17 個學習重點組成。為求版

面整齊清楚，1 頁只呈現 1 個重點。頁面規劃包含重點編號名稱、2 題布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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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歸納與 2-3 題自我挑戰。設計理念為個指師將重點觀念導入後，透過布題進

行解題教學，讓學生從解題過程中學習，進而澄清觀念，待正確觀念建立後，

即可於自我挑戰練習。摘錄重點 9 教學題本頁面於圖九，活動三—等腰三角形

完整教學題本請見附錄五。 
 

 

圖九 重點 9 教學題本頁面圖 

 
（2）學生練習本 

學生練習本配合各學習重點編寫，供學生上課或練習用。1 頁只呈現 1 個

重點練習，每個重點頁面規劃包含重點編號名稱、第 6 至 10 題與教學重點相關

的練習題，整本練習本最末還加上 8 題進階題，已經完成補救的學生可挑戰後

面的進階題，做些加深加廣的練習。摘錄重點 8 學生練習本頁面於圖十，活動

三—等腰三角形完整學生練習本請見附錄六。 
（3）多媒體教材 

資訊融入教學能有效引起學習動機，而它生動的畫面及音效也能提高學習

效果。本研究搭配已有的 2 個重點教學多媒體及 2 個過關形式的精熟練習多媒

體，針對重點製作了 10 個簡易重點教學多媒體，「三角形」單元多媒體主畫面

如圖十一，並摘錄重點 8 多媒體教材畫面四於圖十二。 
（4）教學指引 

教學指引供個指師教學準備用。為了讓個指師在課前方便準備教材，教學

過程中容易使用，內容包含整套教材對應目錄頁、教材使用說明頁、個別指導

重點對照表、詳細教案、教學題本詳解和練習本詳解。詳案部分，從觀念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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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題、重點歸納到自我挑戰，每個部分都盡可能詳細陳述，學生可能發生的錯

誤反應類型也一一列出，並清楚列出個指師遇到此錯誤反應時的處理方式。摘

錄重點 8 教學指引詳案頁面於圖十三、圖十四、圖十五，活動三—等腰三角形

完整教學指引請見附錄七。 
 

 
圖十 重點 8 學生練習本頁面圖 

 

圖十一 「三角形」單元多媒體教材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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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重點 8 多媒體教材畫面四 

 

 

圖十三 重點 8 教學指引詳案頁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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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重點 8 教學指引詳案頁面二 

 

 

圖十五 重點 8 教學指引詳案頁面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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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數位個別指導教材使用回饋 
本套數位個別指導教材是搭配 KSAT，依據以學生試題結構為主的補救教

學結構編製之補救教材。此部分透過個指師的回饋單，瞭解教材的使用滿意度

及個指師的建議。教材的評鑑依版面、內容兩大方向設計細目，各細目的評比

採四點量表，四等級分別是優、佳、尚可、待加強。以下就教學指引、教學題

本、學生練習本及多媒體四個部份進行說明。 
1. 教學指引 

從表 3 可知，個指師對於教學指引的內容及版面規劃滿意度很高，每個項

目在「佳」以上的評比至少都有 88.6%，表示由個指師的觀點來看，教學指引

中所包含的教材對照目次頁、教材使用說明頁、教材詳細教案、教學題本解答

本、學生練習本解答本是有使用價值的。 
 

表 3 教學指引使用意見回饋統計表 

優 佳 尚可 待加強 
教學指引評鑑項目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目次頁」資料充足，清楚、實

用，容易找到要進行的教材 10 28.6% 23 65.7% 2 5.7% 0 0% 

「使用說明頁」清楚明瞭，容易

了解本教材的使用方式 12 34.3% 21 60.0% 2 5.7% 0 0% 

「詳案」的編排清楚明瞭，方便

使用 9 25.7% 23 65.7% 3 8.6% 0 0% 

「詳案」提供完整周詳的教學活

動步驟、方法 10 28.6% 24 68.6% 1 2.9% 0 0% 

「教學題本解答本」的編排清楚

明瞭，方便使用 12 34.3% 20 57.1% 3 8.6% 0 0% 

「教學題本解答本」內容詳細清

楚 14 40.0% 19 54.3% 2 5.7% 0 0% 

「學生練習本解答本」的編排清

楚明瞭，方便使用 14 40.0% 19 54.3% 2 5.7% 0 0% 

「學生練習本解答本」內容詳細

清楚 14 40.0% 18 51.4% 3 8.6% 0 0% 

每個教學活動的教學重點明確 12 34.3% 19 54.3% 4 11.4% 0 0% 
提供適用的教學活動步驟、方法 10 28.6% 21 60.0% 4 11.4% 0 0% 
本指引全冊的編排順序容易使用 10 28.6% 23 65.7% 2 5.7% 0 0% 

     
35 位個指師中，有 23 位認為教學題本和學生練習本的詳解是本指引最實

用的部分，其次是有 10 位認為教材目次頁及詳案最實用，由此可知在學生完成

練習後，個指師希望能馬上檢討，詳細的解答過程，能達到立即回饋的效果。

而在時間有限的教學現場，透過可由指引對應到教學題本或練習本的目次，馬

上翻到所要的教材進行教學，減少東翻西找的時間，教學會更有效率。 
此外由回饋資料得知，個指師從開始準備到完全理解這套「三角形」單元

數位個別指導教材平均花費 1.8 小時，即代表這份教材內容編排清楚詳細，對

少有實際教學經驗的個指師而言，是很容易上手的。 
2. 教學題本 

教學題本供個指師與學童進行教學時使用。從表 4 可知，個指師對於教學

題本的設計滿意度很高，每個項目在「佳」以上的評比至少都有 88.6%，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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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個指師的觀點來看，教學題本在內容規劃及題目的設計方面都有其可取之處。 
以下是幾位個指師對教學題本的建議： 

（1）宜多留一些空間給個指師觀念導入和給學童計算。 
（2）重點 1、2、4：從圖中找銳角、直角、鈍角的圖形可以選簡單一點的，避

免造成學童的混亂。 
 

表 4 教學題本使用意見回饋統計表 

優 佳 尚可 待加強 
教學題本評鑑項目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有足夠的空間供教學使用 12 34.3% 20 57% 3 8.6% 0 0.0%
每個教學重點編排清楚，方便教學

使用 12 34.3% 22 63% 1 2.9% 0 0.0%

標題、內容字體字型適當 13 37.1% 21 60% 1 2.9% 0 0.0%
布題符合教學重點 9 25.7% 23 66% 3 8.6% 0 0.0%
布題的題數符合教學需要 13 37.1% 18 51% 4 11.4% 0 0.0%
布題的難易度恰當 9 25.7% 23 66% 3 8.6% 0 0.0%
自我挑戰的題目符合教學重點 10 28.6% 24 69% 1 2.9% 0 0.0%
自我挑戰的題數符合教學需要 10 28.6% 21 60% 4 11.4% 0 0.0%
自我挑戰的題目難易度恰當 9 25.7% 23 66% 3 8.6% 0 0.0%
自我挑戰的題目能加強學生的學

習效果 14 40.0% 19 54% 2 5.7% 0 0.0%

每個教學重點的題目安排由淺入

深、循序漸進 13 37.1% 20 57% 2 5.7% 0 0.0%

 
3. 學生練習本 

學生接受過個指師的指導，也練習過教學題本上的題目，釐清了該重點的

錯誤觀念，就可以利用學生練習本做精熟練習。每一重點依其內容性質有 6 至

8 題的練習題。由表 5 可知個指師對於學生練習本的設計滿意度很高，每個項

目在「佳」以上的評比至少都有 91.4%，表示由指導者的角度來看學生練習本，

內容規劃及題目的設計方面都很實用。 
 

表 5 學生練習本使用意見回饋統計表 

優 佳 尚可 待加強 
學生練習本評鑑項目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各教學重點的題目編排清楚，方

便學生練習 9 25.7% 24 68.6% 2 5.7% 0 0.0%

標題、內容字體字型適當 13 37.1% 21 60.0% 1 2.9% 0 0.0%
練習題符合教學重點 14 40.0% 20 57.1% 1 2.9% 0 0.0%
練習題的題數恰當 11 31.4% 21 60.0% 3 8.6% 0 0.0%
練習題的難易度恰當 12 34.3% 21 60.0% 2 5.7% 0 0.0%
練習題能加強學生的學習效果 15 42.9% 18 51.4% 2 5.7% 0 0.0%

 

 75



KSAT 與數位個別指導的應用-以「三角形」單元為例  測驗統計年刊  第十四輯 

4. 多媒體教材 
此套多媒體教材包含重點教學多媒體和過關形式的精熟練習多媒體，個指

師使用意見整理如表 6，由表可發現，多媒體教材的滿意度較其他教材低，認

為多媒體教材尚可且有待加強的個指師人數增加。可能原因有二，其一為 Power 
Point 製作的簡報媒體生動程度不比 Flash 動畫，學生較不感興趣，降低使用效

果，間接影響教學效果；其二為實驗當天所使用的電腦速度及電力效能均不佳，

開啟多媒體檔花費不少時間和電力，真正用於教學的時間相對減少，等待的時

間一長，學生的耐心也跟著削減，教學效果自然無法提升。所以由個指師的回

饋得知，一套適合推廣使用的數位個別指導教材，除了紙本教材要做到實用、

有效外，多媒體部分對於硬體、軟體都要要求，真正達到電腦輔助教學的效果。 

表 6 多媒體教材使用意見回饋統計表 

優 佳 尚可 待加強 
多媒體教材評鑑項目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多媒體教材符合教學重點 3 9.1% 22 66.7% 8 24.2% 0 0.0%
多媒體教材方便使用 3 9.1% 18 54.5% 10 30.3% 2 6.1%
多媒體教材能達到教學效果 3 9.1% 15 45.5% 14 42.4% 1 3.0%
多媒體教材能引起學生的興趣 11 33.3% 11 33.3% 10 30.3% 1 3.0%

     
三、電腦適性診斷測驗 

本節主要在驗證紙筆測驗轉換成電腦化適性測驗後，是否能達到節省試題

的功能及是否有精準的預測度。本實驗共有 4 個班級進行線上施測，有效樣本

為 123 位學生，施測結果分析如表 7： 

表 7 電腦適性測驗成績分析表 

平均施測題數 適性測驗平均分數 完整作答平均分數 
11.42 83.55 76.94 

 
根據適性測驗實施流程，可推估適性測驗的分數會比完整作答的分數高，

實際施測後，適性測驗平均分數是 83.55 分，真實平均分數（完成整份試卷的

平均分數）是 76.94 分，相差 6.61 分，由學生作答情形也可得知此適性測驗有

92.8%的預測率。 
另外，由預試資料得知，本單元整份測驗試題為 36 題，在 95%的精準度

下可以節省 22 題試題。而電腦化適性測驗平均施測 11.42 題，平均節省 22.5
題，與紙筆測驗結果很接近。 

 
四、數位個別指導教材的成效 

本節主要是利用電腦適性測驗的前、後測的結果來檢驗「三角形」單元的

數位個別指導教材是否具有成效。實驗過程中，限制個指師必須完全依照教學

指引中所明列的方法、內容、步驟進行指導，盡可能將個指師人為因素的影響

降到最低，以瞭解教材的使用成效。本實驗共有 4 個班級進行線上適性測驗，

扣除前測成績 100 分的學生不需補救及其他無效樣本，有效樣本為 119 位學生。

本節依全體受試學生、高中低能力分組及實驗分組進行分析。 
（一）依全體受試學生表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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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全體受試學生的前、後測成績進行成對樣本 t 檢定，實驗結果如表 8： 

表 8 全體受試學生前、後測成績成對樣本檢定表 

平均數 標準差 個數
自由

度 
皮耳森 
相關係數

t 統計 
（後測-前測） 

P 值 
（雙尾）

前

測 85.81 10.47 119 118 

後

測 95.22 5.26 119 118 
0.34 10.276 0.000 

           
前測的平均分數是 85.81 分，後測的平均分數是 95.22 分，明顯看出經過數

位個別指導教材的指導後，學生的平均分數有很大的進步。而以前、後測成績

進行的成對樣本 t 檢定也顯示前、後測成績有顯著的差異，即後測成績有明顯

進步。 
（二）依高、中、低能力分組學生表現分析 

此部分將受試學生依前測成績分成三組，前 33%當作高能力組，後 33%當

作低能力組，其餘為中能力組，比較這三組學生前、後測成績是否有顯著進步。

分析數據如表 9、表 10、表 11 所示： 
 

表 9 高能力組學生前、後測成績成對樣本檢定表 

 平均數 標準差 個數
自由

度 
皮耳森 
相關係數

t 統計 
（後測-前測） P 值 

前

測 94.85 1.94 39 38 

後

測 97.31 3.21 39 38 
0.30 4.776 0.000 

 

表 10 中能力組學生前、後測成績成對樣本檢定表 

平均數 標準差 個數
自由

度 
皮耳森 
相關係數

t 統計 
（後測-前測） P 值 

前

測 88.88 1.81 41 40 

後

測 95.05 6.35 41 40 
0.422 6.787 0.000 

 

表 11 低能力組學生前、後測成績成對樣本檢定表 

平均數 標準差 個數
自由

度 
皮耳森 
相關係數

t 統計 
（後測-前測） P 值 

前

測 73.54 9.19 39 38 

後

測 93.31 4.99 39 38 
0.179 12.8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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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力組學生前測平均 94.85 分，後測平均 97.31 分，由表 9 的 t 檢定知道

高能力組學生的後測成績有顯著進步；中能力組學生前測平均 88.88 分，後測

平均 95.05 分，由表 10 中的 P 值知道中能力組學生的後測成績也有顯著進步；

而低能力組學生前測平均 73.54 分，後測平均 93.31 分，表 11 的 t 檢定也顯示

低能力組學生的後測成績有顯著進步，且平均進步分數將近 20 分。 
（三）依實驗分組學生表現分析 

本研究就指導方式分成三組，分別為：實驗組 A：一對二指導、實驗組 B：
一對三指導、對照組：一對全班指導。 

依實驗分組的結果來看，本研究之實驗組 A 適性測驗前、後測成績分布如

表 12 所示，21.7%的學生前測成績在 80 分以下，隨著實驗的介入，已經沒有

學生的後測成績在 80 分以下，100%的學生在後測皆有 80 分以上的表現，且

82.6%的學生成績分布在 90 分以上。 
 

表 12 實驗組 A 受試者實驗前後適性測驗成績分布表 

前測 後測 適性測驗 
成績分布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100 - - 9 39.1% 

90-99 11 47.8% 10 43.5% 

80-89 7 30.4% 4 17.4% 

70-79 1 4.3% - - 

60-69 2 8.7% - - 

60 以下 2 8.7% - - 

總計 23  23  

 
而在實驗組 B 部分，由表 13 可知，前測時 18.1%的學生成績落在 80 分以

下，經過了個別指導成績明顯進步，全部的受試學生後測成績都在 80 分以上，

且 93.9%的學生後測成績有 90 分以上的表現。 
 

表 13 實驗組 B 受試者實驗前後適性測驗成績分布表 

前測 後測 適性測驗 
成績分布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100 - - 22 33.3% 

90-99 33 50.0% 40 60.6% 

80-89 21 31.8% 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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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續） 

70-79 9 13.6% - - 

60-69 2 3.0% - - 

60 以下 1 1.5% - - 

總計 66  66  

 
由表 14 可知對照組的表現，前測時 26.6%的學生成績落在 80 分以下，經

過了指導成績明顯進步，只剩 1 位學童的成績落在 80 分以下，其餘皆有 80 分

以上的表現。 

表 14 對照組受試者實驗前後適性測驗成績分布表 

前測 後測 適性測驗 
成績分布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100 - - 4 13.3% 

90-99 10 33.3% 18 60.0% 

80-89 12 40.0% 7 23.3% 

70-79 4 13.3% - - 

60-69 3 10.0% 1 3.3% 

60 以下 1 3.3% - - 

總計 30  30  

 
接著將表 12、13、14 中學童的成績分布進行卡方檢定。由表 15 得知此套

數位個別指導教材能使學生的成績明顯提升。 
 

表 15 實驗組 A、B 與對照組受試者前、後測成績卡方檢定 

 實驗組 A 實驗組 B 對照組 

 數值 顯著性 
（雙尾）

數值 顯著性 
（雙尾）

數值 顯著性 
（雙尾）

Pearson 卡方 14.866 0.011 46.231 0.000 13.602 0.018 
概似比 20.284 0.001 60.480 0.000 17.172 0.004 

線性對線性的

關連 11.455 0.001 40.603 0.000 10.919 0.01 

 
表 16 是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前、後測所得平均分數及進步分數。由表 16 中

可知，實驗組 A 學生平均進步 9.52 分；實驗組 B 學生平均進步 9.53 分；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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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學生平均進步 7.81 分，三組皆有 7 分以上的進步幅度。 

表 16 各組受試者平均分數表 

 
前測 

平均分數

後測 
平均分數

前後測平均分數差 
（後測-前測） 

實驗組 A 85.78 95.30 9.52 
實驗組 B 83.96 93.49 9.53 
對照組 84.22 92.03 7.81 

     
現進一步以成對樣本 t 檢定來分析三組學生在前、後測的成績是否有差

異，由表 17 顯示，三組學生後測成績與前測成績皆有顯著差異（實驗組 A：

， ；實驗組 B：615.4=t 001.0<p 795.8=t ， 001.0<p ；對照組： ，

）。 
82.3=t

001.0=p
綜觀上列數據，不論就全體受試學生，或分組進行分析，都可看出學生成

績有顯著進步，又因實驗限制個指師完全按照所編製的數位個別指導教材進行

補救，因此可說此套搭配 KSAT 系統的「三角形」單元數位個別指導教材，對

於學生的學習有顯著功效。 
 

表 17 各組受試者前後測進步分數（後測-前測）t 檢定 

組別 平均數 標準差 自由度 T 統計 P 值 
實驗組 A 9.5217 9.8943 22 4.615 0.000 
實驗組 B 9.8182 9.0688 65 8.795 0.000 
對照組 8.4333 12.0907 29 3.82 0.001 

 

（四）不同指導模式之比較 

為因應時代潮流，測驗與補救教學逐步往客制化、量身訂作的模式邁進。

考量經濟成本及人力，一位教師指導一位學生較不符合效益，因此本研究嘗試

以實驗組 A、實驗組 B 與對照組分別採一對二和一對三的個別指導及適性團班

指導進行實驗，實驗中限制每位指導師按照數位個別指導教材進行教學，從學

生的前、後測成績分析指導模式的優劣。 
在三種模式的比較方面，由表 16 可知學生接受一對二與一對三符合個別

化、適性化的指導後，平均進步分數較對照組多。表 18 是將受試學生的前測成

績分層，統計其平均進步分數，用以了解不同能力學生接受各種指導方式的進

步情形。但因「三角形」單元在整本教材中屬於中間偏易的部份，由前測結果

發現各組 80 分以下的人數非常少，為了降低誤差的影響，只將學生分成

90-100、80-89 及 80 分以下三組。由表可知，經過各種模式的指導，中低能力

的學生進步幅度較大，對照組平均進步 20.35 分；一對二教學進步 25.20 分，一

對三教學進步 24.77 分，由此可知，對於中低能力組的學生而言，針對其錯誤

概念做個別化指導，進行概念的釐清，效果比團班指導好。 
現又以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來比較在使用同一份教材的前提下，個

別指導模式與團班指導模式對學生三角形單元的學習成效是否有差異。由表 19
知道，包含一對二與一對三指導模式的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前測成績並無顯著差

異，可視為一致。 

 80



KSAT 與數位個別指導的應用-以「三角形」單元為例  測驗統計年刊  第十四輯 

表 18 不同能力受試者進步分數統計表 

團班指導 一對二教學 一對三教學 前測 

分數 
平均進步分數 人數 平均進步分數 人數 平均進步分數 人數

10090−  2.10 10 3.00 11 3.44 33 
8980−  3.15 12 8.57 7 10.10 21 

80 以下 20.35 8 25.20 5 24.77 12 
合計  30  23  66 

 

表 19 實驗與對照組前測成績變異數分析表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P 值 

組間 91.064 1 91.064 

組內 12835.491 117 109.705 
0.830 0.364 

總和 12926.555 118    
 
而在表 20 的後測成績變異數分析得到，對照組與實驗組有顯著差異，顯示

出個別指導方式的教學效果較團班指導佳。 
 

表 20 實驗組與對照組後測成績變異數分析表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P 值 

組間 247.734 1 247.734 

組內 3014.586 117 25.766 
9.615 0.002 

總和 3262.319 118    
     
再以 Scheffe＇s method 進行多重比較，分析如表 21。 
 

表 21 不同指導模式多重比較表 

指導模式 指導模式 平均差異 標準誤 P 值 
一對二指導 -2.5710 1.4087 0.194 

團班指導 
一對三指導 3.5848  1.1192 0.007 
團班指導 2.5710 1.4087 0.194 

一對二指導 
一對三指導 -1.0138 1.2308 0.713 
團班指導 3.5848  1.1192 0.007 

一對三指導 
一對指導 1.0138 1.2308 0.713 

 
表 21 中顯示團班指導與一對三指導模式有明顯的差異，與一對二指導模

式並沒有明顯差異，推論可能原因有二，原因一：一對二指導模式的樣本數太

少，只有一對三模式的一半，誤差可能提高；原因二：「三角形」屬於難度偏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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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念性單元，不論使用哪一種指導方式，只要在指導過程中將概念說明清楚，

學童都能馬上將錯誤概念澄清，達到學習的效果。 
接著將各指導模式依前測成績 80 分以下、80-89、90-100 分成低、中、高

分組，分別畫出如圖十六、圖十七、圖十八的前、後測成績折線圖。 
由圖十六發現，接受一對三模式指導的低分組學生後測成績表現較好，接

受一對二模式指導的學生後測成績較低，但因三種模式的起始成績不同，很難

判斷其差異。若以進度幅度來說，80 分以下低分組學生接受各種模式的指導，

成績進步的幅度很接近，可說這三種模式對低分組的學生而言，效果差不多。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前測 後測

團班指導

一對三

一對二

 

(分數) 

圖十六 低分組學生前後測成績折線圖 

 
由圖十七發現，中分組學生的平均前測成績約 85 分，經過三種模式的指導

後，對照組學生的成績進步幅度較少，後測平均成績約 90 分，而接受一對二及

一對三模式指導的學生後測平均成績都能達到 9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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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班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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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別) 

(分數) 

(測驗別) 

圖十七 中分組學生前後測成績折線圖 

 
而由圖十八可知，接受不同指導方式的高分組學生前測成績約 94 分，後測

成績都在 97 分附近，顯示各種模式的指導，對於原本能力就不錯的高分組學生

並無太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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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的資料得知，一對二或一對三的個別指導對於中分組學生的成績

提升有明顯效果，都能達到 95 分。對低、高分組而言，個別指導的成效與對照

組團班指導無明顯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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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別) 

圖十八 高分組學生前後測成績折線圖 

 
探究其原因，在教材方面，本研究使用的教材並非傳統編排方式的教材，

是經過知識結構分析法建立並與學生試題順序整合的知識概念教材，符合學生

的概念建構順序，任何模式的教學都應有一定的效果。在教學方面，個指師依

照學生個別學習診斷報告書進行補救，而團班指導師是依據全班學童的各教學

重點錯誤人數統計表進行團體教學，即所謂的適性團班指導。由錯誤率最高的

重點開始補救，雖無法針對個別錯誤進行指導，但同時針對多數的學生進行錯

誤概念的澄清，教學效率提高，整體的成績表現也會進步。 
所以由本研究的實驗知道，此套以知識結構編製的「三角形」單元數位個

別指導教材適用於個別指導也適用於團班教學，且能有效提高教學效率。而個

別指導的模式對中分組的學生效果較好。 
圖十九與圖二十為本研究進行時活動的照片，本研究利用教師辦公室進行

適性補救教學，圖十九可觀察到整體位置的擺設，以三張桌子為一組，若是一

對二的個別指導模式，則個別指導教師坐在中間，兩位學生分坐於兩邊，由個

指師進行補救；若是一對三的個別指導模式，則個別指導教師不設定固定座位，

機動於三位學生之間進行補救教學，如圖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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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 數位個別指導教室配置 

圖二十 一對三個別指導補救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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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知識結構分析法，將「三角形」單元教材建置成以知識結構為

基礎之適性測驗和編製數位個別指導教材，並以國小五年級學生為研究對象，

進行電腦化適性測驗和數位個別指導，依所得資料分析測驗與教材的成效及比

較不同指導模式的差異。根據研究目的與結果提出結論並提出建議，以供未來

研究之參考。 
根據本研究施測流程、實驗及結果分析，得到以下結論： 
此「三角形」單元 KSAT 試卷信度為 0.842，此份適性測驗搭配線上測驗，

實際施測結果平均可節省 22.5 題，有 92.8%的預測度。KSAT 確實可以有效節

省測驗時間，並有適性化、個別化的功能，提供個別學習診斷報告書，學生可

以立即知道自己的錯誤觀念，個指師也能掌握學生的學習狀況，更有效率的進

行個別化補救。 
在教材方面，接受此套數位個別指導教材指導後，全體學生的成績都有明

顯的進步，顯示此數位個別指導教材確有其效果。 
就指導模式而言，使用此套教材進行一對二、一對三個別指導與團班指導，

學生的成績都有明顯進步。個別指導師依據學生個別學習診斷書進行個別補

救，團班指導師則透過重點錯誤人數統計表，由錯誤率最高的重點開始補救，

同時針對多數的學生進行錯誤概念的澄清，教學效率提高。即數位個別指導教

材適用於不同的指導模式。 
一對二、一對三與適性團班指導都能有效提高學生的學習表現。經過本研

究的實驗發現，對低分組（80 分以下）與高分組（ 10090− ）學生而言，不同

的指導模式效果並無差別，但對於中分組（ 8980− ）學生而言，一對二及一對

三的個別指導模式效果較團班指導好。 
本研究透過個指師的教學，探討一對二、一對三及適性團班指導模式的差

別，雖然實驗限制個指師必須完全依照教材進行教學，但牽涉到個人教學風格、

人格特質和態度，結果也會有所影響。未來若有這方面的實驗或教學現場需要

時，個指師的挑選也是不容忽視的。 
再則，這次實驗因場地空間較小，一對二及一對三的個別教學全部集中在

教師辦公室，空間較小，過程當中出現了互相干擾的情形，未來若有類似實驗

或計劃開設個別指導班，座位、空間的安排必須詳加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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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數位個別指導教材回饋單 

「三角形」單元補救教學指導回饋單 

一、基本資料：                                                                   

日期：95 年  月  日 

姓名：                          性別：                          系(所)           

年級  

擔任：□一對二個別指導教師   □一對三個別指導教師   □團體指導教師 

 

二、教材： 
 優 佳 尚 待 建議事項 
「目次頁」資料充足，清楚、 □ □ □ □  
「使用說明頁」清楚明瞭， □ □ □ □  
「簡案」的編排清楚明瞭， □ □ □ □  
「詳案」的編排清楚明瞭， □ □ □ □  
「詳案」提供完整周詳的教 □ □ □ □  
「多媒體教材使用說明」清 □ □ □ □  
「教學題本解答本」的編排 □ □ □ □  
「教學題本解答本」內容詳 □ □ □ □  
「學生練習本解答本」的編 □ □ □ □  
「學生練習本解答本」內容 □ □ □ □  
每個教學活動的教學重點明 □ □ □ □  
提供適用的教學活動步驟、 □ □ □ □  
本指引全冊的編排順序容易 □ □ □ □  
本指引的內容與版面，還有

哪些地方需要改進？ 
 

你覺得本指引哪個地方最實

用？(可複選) 
□目次頁    □使用說明頁    □簡案   
□詳案  □教學題本解答本  
□學生練習本解答本 □多媒體教材使用

說明
你希望本指引再增加哪些功

能或內容？ 
 

教 
學 
指 
引 

你花了多少時間理解這份教 大約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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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 佳 尚 待 建議事項 
有足夠的空間供教學使用 □ □ □ □  
每個教學重點編排清楚，方 □ □ □ □  
標題、內容字體字型適當 □ □ □ □  
布題符合教學重點 □ □ □ □  
布題的題數符合教學需要 □ □ □ □  
布題的難易度恰當 □ □ □ □  
自我挑戰的題目符合教學重 □ □ □ □  
自我挑戰的題數符合教學需 □ □ □ □  
自我挑戰的題目難易度恰當 □ □ □ □  
自我挑戰的題目能加強學生 □ □ □ □  
每個教學重點的題目安排由 □ □ □ □  

教 
學 
題 
本 

本教學題本的內容與版面，

還有哪些地方需要改進？ 
 

       
 優 佳 尚 待 建議事項 
各教學重點的題目編排清 □ □ □ □  
標題、內容字體字型適當 □ □ □ □  
練習題符合教學重點 □ □ □ □  
練習題的題數恰當 □ □ □ □  
練習題的難易度恰當 □ □ □ □  
練習題能加強學生的學習效 □ □ □ □  

學 
生 
練 
習 
本 

本學生練習本的內容與版

面，還有哪些地方需要改

進？ 

 

       
 優 佳 尚 待 建議事項 
多媒體教材符合教學重點 □ □ □ □  
多媒體教材方便使用 □ □ □ □  
多媒體教材能達到教學效果 □ □ □ □  
多媒體教材能引起學生的興 □ □ □ □  

多 

媒 

體 

教 

材 

本多媒體教材還有哪些地方

需要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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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細節：      
 優 佳 尚 待 建議事項 
補救教學座位安排恰當 □ □ □ □  
個別指導時能不受干擾 □ □ □ □  
電腦使用方便 □ □ □ □  
個別指導時間符合詳案建議 □ □ □ □  
一對二或一對三的個別指導

過程遭遇到的教學困難？ 
（如：教學活動進行的流暢

 

在個別指導過程中，還有哪

些需要改進之處？ 
 

實 
施 
細 
節 

你如何分配不同學生的個別

指導時間？ 
 

 
教師指導學生解決錯誤反應紀錄表 

重

點

編

號 

學生錯誤反應 指導方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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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學習診斷報告書 
 

○●○學習診斷報告書○●○ 
基本資料 

受測地點 台中市立○○國小 學員編號 905201 
姓名 ○○○ 性別  

縣市別 19  台中市 學校別 19○○市立○○國小 
年級 小五 班級 五年○班 

 

本次測驗結果 

施測單元 康軒 數學 第 9 冊 第 5 單元 三角形 
測驗日期 2006/05/25 個指教師  
教學開始  教學結束  

第一次成績 70 第二次成績 97 
 

本單元所有概念列表 

概念列表 第一次 
學習狀態 

第二次 
學習狀態 

【重點 1】辨別直角 ○ ○ 

【重點 2】認識銳角 ○ ○ 

【重點 3】認識銳角三角形  ○ 

【重點 4】認識鈍角 ○ ○ 

【重點 5】認識鈍角三角形 ○ ○ 

【重點 6】認識直角三角形 ○ ○ 

【重點 7】認識等腰三角形  ○ 

【重點 8】找出等腰三角形  ○ 

【重點 9】三角形內角和等於 180 度 ○ ○ 

【重點 10】認識等腰直角三角形 ○ ○ 

【重點 11】利用等腰三角形的特性求出未   

【重點 12】認識正三角形 ○ ○ 

【重點 13】找出正三角形  ○ 

【重點 14】利用平角特性求出另一個角 ○ ○ 

【重點 15】利用正三角形的特性求出未知 ○ ○ 

【重點 16】三角形兩邊和大於第三邊 ○ ○ 

【重點 17】三角形中小角對小邊、大角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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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三角形」單元專家知識結構 

1 找出銳角

三角形 
2 找出鈍角

三角形 

1-1 知道銳

角三角形 
2-1 知道鈍

角三角形 
4 找出等腰

三角形 
5 利用等腰三

角形的特性求

出未知的角度

3 認識等腰

直角三角

形

1-1-1 辨別

銳角 
2-1-1 辨別

鈍角 

3-2，4-1，
5-1 辨別等

腰三角形 

5-2 三角形內

角和等於 180
度 

3-1 認識直

角三角形 1-1-1-1 知

道銳角 
2-1-1-1 知

道鈍角 

1-1-1-1-1，
2-1-1-1-1，3-1-1
辨別直角 

3-2-1，4-1-1，
5-1-1 知道等腰

三角形 

7 利用正三角

形的特性求出

未知的角度 

6-1，7-1 辨別

正三角形 
7-2 利用平角

的特性求出另

一個角度 

6-1-1，7-1-1
知道正三角

形 

6 找出正三

角形 

8 三角形兩邊和大

於第三邊 

9 三角形中小角對

小邊、大角對大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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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三角形單元紙筆預試考卷 

 93



KSAT 與數位個別指導的應用-以「三角形」單元為例  測驗統計年刊  第十四輯 

 

 94



KSAT 與數位個別指導的應用-以「三角形」單元為例  測驗統計年刊  第十四輯 

 附錄五：活動三—教學題本  

活動一：銳角三角形 ； 活動二：鈍角三角形 ； 活動三：等腰三角形 
【重點 1】辨別直角                           

1、三角板的三個角中，有一個是直角，哪一個是直角？ 

※ 可用量角器量量看！  

 

 

2、找找看，下圖中，哪些地方有直角？請圈起來。  

     1                                    3 

 

 

 

 

 

 

※重點歸納：90 度的角           (   )角。 為

自我挑戰 

1、哪些是直角？  
  A                B          C              D

E                F            G            H

 

 

 

 

 

   答： (            )是直角。 

2、請畫 2 個直角。 

※ 兩邊的長短不

會影響角度的

大小！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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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等腰三角形 

【重點 6】認識直角三角形 

直角是等於 90 度的角，若三角形中有直角，這會是什麼三角形呢？ 

1、其中一個角是直角的三角形稱為直角三角形(如圖一)，圖二、三、四是直角 

   三角形？是的請在括弧中打” ”。 

 

 

 

 

                   (   )       (   )      (   ) 

 

2、哪些是直角三角形？先把直角圈起來。是直角三角形的請在括弧中打勾。 

 

 

 

 

    (      )   (      )    (      )    (      ) 

 

※重點歸納：三個角中有一個是直角的三角形，為(    )三角形。 

 

自我挑戰 

1、直角三角形的三個角有什麼特色呢？ 

 

   答：三個角中一定會有一個(    )角，另位兩個是(    )角。 

 

2、右圖共有多少個直角三角形？  

 

 

   答：共有(     )個直角三角形。 

※找直角時可利用三角板

直角的部份。

銳角 

銳角 

直角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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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等腰三角形 

【重點 7】認識等腰三角形 

1、兩邊等長的三角形稱為等腰三角形(如圖一)，圖二、三、四是等腰三角形？ 

是的請在括弧中打” ，並將等腰三角形中等長的兩邊畫上記號”  ”。 

 

 

 

 

       

2、哪些是等腰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的請在括弧中打” ”，並將等腰三角形中

等長的兩邊畫上記號”  ”，一樣大的底角畫上記號”○”。 

 

 

 

 

   (    )     (    )    (    )     (    )      (    ) 

 

※重點歸納：1等腰三角形中，至少有(  )條邊等長。 

            2等長的邊所夾的角，稱為(   )角，另外兩個角為(   )角，兩底 

              角一樣大。 

自我挑戰 

1、等腰三角形的邊有什麼特色呢？ 

   答：至少有(   )條邊一樣長。 

 

2、等腰三角形的角有什麼特色呢？ 

   答：等腰三角形有兩個相等的(   )角。 

 

3、三邊等長的正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嗎？ 

   答：(    )，因為(                   )。 

甲         乙          丙      丁        戊

 圖二      圖三      圖四 圖一 

(   )      (   )       (   ) 

※只要有兩邊等長的三角

形，就可稱為等腰三角

形，三邊等長也屬於這一

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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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等腰三角形 

【重點 8】找出等腰三角形 

1、右圖有幾個等腰三角形？ 

 

 

小等腰三角形有(    )個， 

大等腰三角形有(    )個， 

共有(    )個等腰三角形。 

 

   答：共有(   )個等腰三角形。 

 

 

2、右圖有幾個等腰三角形？ 

 

 

 

 

   答：共有(   )等腰三角形。 

 

自我挑戰 

1、圖(一)共有幾個等腰三角形？ 

 
圖(一)  

圖(二) 

答：共有(    )個等腰三角形。 

 

 

2、圖(二)共有幾個等腰三角形？ 

 

答：共有(    )個等腰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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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等腰三角形 

【重點 9】三角形內角和等於 180 度 

1、將三角形的三個角剪下來，可以拼成一個(    )角？是(    )度。 

 
※平角是 180 度。

 

      °  180

1  

 2
1 32 3 

 

    答：可以拼成一個(   )，是(   )度。 

 

2、算算看，下面這兩個三角形的三個內角和是多少度？ 

 

 

 

 

 

 

甲三角形內角和=(   )+(   )+(   )=(   ) 

 

乙三角形內角和=(   )+(   )+(   )=(   ) 

 

※重點歸納：無論哪一種三角形，其三個內角和必為(   )度。 

 

自我挑戰 

1、三角形的三個內角和是(    )度。                                                    

 

2、三角形中的三個內角為 45 度、55 度、80 度，三內角和為(    )度。 

°45

°45  

°90  
甲 乙 °52

°18

°110  

 

3、右側三角形的三個內角和為(    )度。 
°6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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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等腰三角形 

【重點 10】認識等腰直角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中會有兩條邊等長，這兩條等長的邊稱為為腰。 

1、兩邊等長且頂角為 90 度的三角形稱為等腰直角三角形(如圖一)。圖二、 

   三、四是等腰直角三角形？是的請在括弧中打” ，並將等腰三角形中等長 

   的兩邊畫上記號”  ”，並在直角作上垂直記號” ”。 

 

 
腰 腰 

頂角 

底角 底角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  )       (  )      (  ) 

 
甲角（  ）度 

2、等腰直角三角形的三個角各是幾度？ 
乙角（  ）度 

 丙角（  ）度 

答：甲：(  )度、乙：(  )度、丙：(  )度。 

 

※重點歸納：1頂角為 90 度的等腰三角形為(     )三角形。 

            2 等腰直角三角形的三個角各是(  )度、(  )度、(  )度。 

 
(   ) 自我挑戰 

1、在圖一中，將等長的兩條邊打” ”。 
(   ) (   )  

2、等腰直角三角形的邊有什麼特色？角有什麼特色？ 
圖一

答：1等腰直角三角形有(   )條邊等長。 
    2等腰直角三角形的角各為(  )度、(  )度、(  )度。 

3、在圖二中，將三個角的角度寫在括弧內。 

 

 
(  )度

(  )度 

(  )度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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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等腰三角形 

【重點 11】利用等腰三角形的特性求出未知角度 

1、下圖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是幾度？ 1∠

 

 

                                    °45  
1  

   答： =(  )度。 1∠

 

2、下圖也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2∠ 是幾度？ 

 

 

                                    

 

      

2 

°30  

   答： =(  )度。 2∠

 

自我挑戰 

1、下圖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是幾度？ 3∠

 

 °30

 3 
 

   答： 是(    )度。 3∠

 

2、下圖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是幾度？ 4∠ 4 

 °47

 

   答： 是(    )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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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活動三—學生練習本

練習 1：辨別直角 5、下列哪些是直角？請圈出來。 
1、兩直線垂直會形成一個(    )角。  
  
2、直角是(    )度。  
  
3、下列哪些是直角？請圈出來。  
  
  
  
  
  
  
  
 6、請依下面所給的點，連接出 4 個兩 
    邊不等長的直角。 
  
4、請將直角畫記出來。 

H
 

 

 

 

 

  

 

 

 

 

 

 

 

 

 

 

 

 

7、請在量角器上畫一個直角。 

 

 

 

 

R
來 角 
形 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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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習 6：認識直角三角形 

1、有一個三角形，三個內角分別為 

   、 、 ，有一個角是 90

度， 

°40 °90 °50

   這一個三角形為(     )三角形。 

 

2、有一個三角形，三個內角分別為 

   、 、 ，我們稱這個三角 °70 °20 °90

   形為(     )三角形。 

 

3、下列哪些是直角三角形？請圈出 

   來。 

 

 

 

 

 

 

 

 

 

4、將長方形紙分割為數個三角形，請 

   找出直角三角形，並寫出代號。 

 

 

 

 

   答：(           )為直角三角形。 

 

5、下面是宇彰、宜均、晉瑋、丞陽對 

   直角三角形的看法，誰說的是正確 

   的？請寫出代號。 

(甲) 宇彰：「三個內角各是90 、 、 ° °40

     50 的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 °

 

(乙) 宜均：「三個內角各是70 、 、 ° °22

     88 的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 °

 

(丙) 晉瑋：「三個內角各是1

、 

°10 、

°60

     的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 °10

 

(丁) 丞陽：「三個內角各是 、 °49 、 °41

     90 的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 °

 

答：(              )是正確的。 

 

6、請依下面所給的點，連接出 4 個直 

   角三角形。 

 

 

 

 

 

 

 

 

A  B C   D    E  F   G   H      I   J 

 

 103



KSAT 與數位個別指導的應用-以「三角形」單元為例  測驗統計年刊  第十四輯 

練習 7：認識等腰三角形 

1、有一個三角形，其中有兩條邊等 

   長，這個三角形為(     )三角形。 

 

2、有一個三角形，三個內角分別為 

   、 、 ，我們稱這個三角 °70 °55 °55

   形為(     )三角形。 

 

3、等腰三角形中的 A、B、C 各是等

腰 

   三角形中的什麼角？ 

 

 

 

 

 

   答：A 是等腰三角形的(   )角， 

       B 是等腰三角形的(   )角， 

       C 是等腰三角形的(   )角。 

 

4、下列哪些是等腰三角形？請圈出 

   來。 

 

 

 

 

 

 

 

5、請依下面所給的點，連接出 4 個等 

   腰三角形。 

 

 

 

 

 

 

 

 

 

6、下面是婷欣、菁瑄、婷安、民德對 

   等腰三角形的看法，誰說的是正確 

   的？請寫出代號。 

(甲) 婷欣：「等腰三角形的三邊中， 

     至少有兩邊一樣長。」 

 

(乙) 菁瑄：「等腰三角形的兩個底角 

     一樣大。」 

 

(丙) 婷安：「三個內角各是1

、 

°01 、

°33

     的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 °46

 

(丁) 民德：「三邊各是 7cm、5cm、5cm 

     的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 

 

答：(              )是正確的。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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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習 8：找出等腰三角形 

1、下圖共有幾個等腰三角形？ 

 

 

 

 

   答：共有(    )個等腰三角形。 

 

 

2、下圖共有幾個等腰三角形？ 

 

 

 

 

 

 

   答：共有(    )個等腰三角形。 

 

 

3、下圖共有幾個等腰三角形？ 

 

 

 

 

 

 

 

 

   答：共有(    )個等腰三角形。 

4、下圖共有幾個等腰三角形？ 

 

 

 

 

 

 

   答：共有(    )個等腰三角形。 

 

 

5、下圖共有幾個等腰三角形？ 

 

 

 

 

 

 

 

  答：共有(    )個等腰三角形。 

 

 

6、下圖共有幾個等腰三角形？ 

 

 

 

 

 

 

  答：共有(    )個等腰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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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習 9：三角形內角和等於 180 度 

1、三角形的三個內角和是(    )度。                                                     

 

 

2、三角形中的三個內角為 76 度、34 

度、70 度，三內角和為(    )度。 

 

 

3、下圖是一個三角形， 是多少度？ 1∠

 

 

 

 

計算過程： 

 

 

答： 是(    )度。 1∠

 

4、下圖是一個三角形， 是多少度？ 1∠

 

 

 

 

 

計算過程： 

 

 

答： 是(    )度。 1∠

 

 

5、下圖是一個三角形， 是多少度？ 1∠

 1

 

 
°60 °30 

計算過程： 

 

 

答： 1∠ 是(    )度。 

 

 

6、有一個三角形，其中兩個角是 57 

度、81 度，第三個角是多少度？ 

計算過程： 

 

 

答：第三個角是(    )度。 

 

 

7、三角形中， 1∠ + 2∠ 是多少度？ 

 

 

 

 

計算過程： 

 

 

答： 1∠ 是(    )度。 

°15  °60  
1 

°18

°110  

1 

°60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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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習 10：認識等腰直角三角形 

1、下面這個三角形是(         )三 

角形。 

 

 

 

2、有個三角形，它有兩邊等長，且等 

   長兩邊所夾的頂角為 ，這個三

角 

°90

   形為(         )三角形。 

 

3、有一個三角形，三個內角分別為 

   、 、 ，我們稱這個三角 °45 °45 °90

   形為(       )三角形。 

 

4、下列哪些是等腰直角三角形？請圈 

出來。 

 

 

 

 

 

 

 

5、等腰直角三角形的三內角各是： 

  

 

 

 

6、下面是亞安、琳君、珮芸、因璇對 

   等腰直角三角形的看法，誰說的是 

正確的？請寫出代號。 

(甲) 亞安：「三條邊都一樣長的三角 

形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乙) 琳君：「內角各是 、 、

的 

°90 °45 °45

三角形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丙) 珮芸：「等腰直角三角形的兩個 

底角都是 」 °45

 

(丁) 因璇：「三個內角各是80 、 、 ° °50

     50 的三角形，稱為等腰直角三

角 

°

形。」 

答：(              )是正確的。 

 

7、請依下面所給的點，連接出 4 個等 

   腰直角三角形。 

 

 

 

 

 

 

 

 

（  ）度 

（  ）度 

（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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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習 11：利用等腰三角形的特性求出  

未知角度 5、圖中的 1∠ 是多少度？ 

1、圖中的 是多少度？ 1∠ 計算過程： 

°75

1 

 計算過程： 

°50  °50  

1 
  

  

  

答： =(  )度。 1∠ 答： 1∠ =(  )度。 

  

2、圖中 是多少度？ 是多少度？ 1∠ 2∠ 6、圖中的 1∠ 是多少度？ 

計算過程： 

 

 

 

答： =(  )度， =(  )度。 1∠ 2∠

 

3、圖中 是多少度？ 是多少度？ 1∠ 2∠

計算過程： 

 

 

 

 

答： =(  )度， =(  )度。 1∠ 2∠

 

4、等腰三角形中的頂角是 86 度，兩 

底角各是多少度？ 

計算過程： 

 

答：底角是(  )度和(  )度。 

計算過程： 

 

 

 

答： 1∠ =(  )度。 

5cm 
°120

2 

1 °65  
1 

5cm

 

7、等腰三角形中的底角是 48 度，頂 

角是多少度？ 

計算過程： 

 

 

答：頂角是(  )度。 

 

8、等腰三角形中的底角是 52 度，頂 

角是多少度？ 

計算過程： 

 

 

答：頂角是(  )度。 

1 

2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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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活動三—教學指引 

康軒版第九冊第五單元【三角形】 

教學指引目次 

教學指引使用說明…………………………… 頁Ⅰ 

教學題本使用說明…………………………… 頁Ⅱ 

補救教學節點對照表………………………… 頁Ⅲ 

 詳案 教學本 練習本

活動一： 銳角三角形    

【重點 1】 辨別直角 A1 C1 D1 

【重點 2】 認識銳角 A4 C2 D2 

【重點 3】 認識銳角三角形 A7 C3 D3 

活動二： 鈍角三角形    

【重點 1】 辨別直角 A1 C1 D1 

【重點 4】 認識鈍角 A10 C4 D4 

【重點 5】 認識鈍角三角形 A13 C5 D5 

活動三： 等腰三角形    

【重點 1】 辨別直角 A1 C1 D1 

【重點 6】 認識直角三角形 A16 C6 D6 

【重點 7】 認識等腰三角形 A19 C7 D7 

【重點 8】 找出等腰三角形 A23 C8 D8 

【重點 9】 三角形內角和等於 180 度 A26 C9 D9 

【重點 10】 認識等腰直角三角形 A29 C10 D10 

【重點 11】 
利用等腰三角形的特性求出未知角

度 
A33 C11 D11 

活動四： 正三角形    

【重點 12】 認識正三角形 A36 C12 D12 

【重點 13】 找出正三角形 A39 C13 D13 

【重點 14】 利用平角特性求出另一個角 A42 C14 D14 

【重點 15】 利用正三角形的特性求出未知角度 A45 C15 D15 

活動五： 三角形三邊關係    

【重點 16】 三角形兩邊和大於第三邊 A48 C16 D16 

活動六： 三角形角、邊關係    

【重點 17】 三角形中小角對小邊、大角對大邊 A52 C17 D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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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指引使用說明 

 

配合多媒體 

教學時間 

配合教學題本

教學活動名稱 

教學重點名稱 

老師觀念導入 

學生自我 

挑戰詳解 

學生可能發生

的錯誤類型， 

進行觀念澄清 

老師布題，指導

學生完成例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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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題本使用說明 

 

重點歸納 

老師布題，指導

學生完成例題 

例題的詳解 

教學重點名稱 

學生自我挑戰 

（教學後的練習）

自我挑戰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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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形  補救教學節點對照表 

 
錯誤節點 補救節點 配合教學本 配合練習本 
【重點 1】 【重點 1】、【重點 2】、【重點 3】、

【重點 4】、【重點 5】、【重點 10】、
【重點 11】 

C1、C2、C3、
C4、C5、C10、
C11 

D1、D2、D3、
D4、D5、D10、
D11 

【重點 2】 【重點 2】、【重點 3】 C2、C3 D2、D3 
【重點 3】 【重點 3】 C3 D3 
【重點 4】 【重點 4】、【重點 5】 C4、C5 D4、D5 
【重點 5】 【重點 5】 C5 D5 
【重點 6】 【重點 6】、【重點 10】、【重點 11】 C6、C10、C11 D6、D10、D11
【重點 7】 【重點 7】、【重點 8】、【重點 10】、

【重點 11】 
C7、C8、C10、
C11 

D7、D8、D10、
D11 

【重點 8】 【重點 8】 C8 D8 
【重點 9】 【重點 9】、【重點 10】、【重點 11】 C9、C10、C11 D9、D10、D11
【重點 10】 【重點 10】、【重點 11】 C10、C11 D10、D11 
【重點 11】 【重點 11】 C11 D11 
【重點 12】 【重點 12】、【重點 13】、【重點 15】 C12、C13、C15 D12、D13、D15
【重點 13】 【重點 13】 C13 D13 
【重點 14】 【重點 14】、【重點 15】 C14、C15 D14、D15 
【重點 15】 【重點 15】 C15 D15 
【重點 16】 【重點 16】 C16 D16 
【重點 17】 【重點 17】 C17 D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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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AT 與數位個別指導的應用-以「三角形」單元為例  測驗統計年刊  第十四輯 

活動一：銳角三角形 ； 活動二：鈍角三角形 ； 活動三：等腰三角形 

【重點 1】辨別直角         （建議教學時間：5 分鐘，配合教學題本第 1 頁） 
教學歷程 

ㄧ、觀念導入 (配合量角器、三角板) 
1. 讓學生看教學媒體（若無配合之媒體，進行 ） 
 
  師：兩條直線交會後會形成「夾角」，這個夾角有大有小。 
        （老師在學生教學題本空白處畫出數種直線交會的情形，標示出交會後

         形成的角。如： ） 

 
    師：當兩條直線垂直時，會形成一個「直角」，這個角的角度是 90 度，我 
        們會用 的符號表示直角。 

       （老師畫兩直線垂直的圖 ，並用專用符號標示出交會後形成的角 

         ，強調這樣的角稱為直角。） 
 
    師：用量角器量量看，剛剛畫的直角是不是 90 度。 
       （拿量角器量剛剛畫的直角，提醒角的一邊要跟量角器的底線對齊，再

        從 0 端開始，角的另一邊所對的刻度，即此角的角度 90 度。） 
 
2.老師重點解說 

    是 90 度的直角。 
 
 
 

這是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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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AT 與數位個別指導的應用-以「三角形」單元為例  測驗統計年刊  第十四輯 

二、布題 (配合量角器、三角板) 
1、三角板有直角，哪一個是直角？ 
 
    師：三角板裡的三個角，哪個是直角？  

      （老師拿出任一三角板 或 ，讓學生找出三角板上的直角。） 

    生：指出正確的直角 或 。 

錯誤類型，觀念澄清 
     

生：指出另兩個非直角的角。 

   

來後， 90 的那個角是直角

師：拿量角器量量看。       

    這些角都不是 90 度，記得量出 度 。

2、找找看，下

師：三個圖中，哪些地方有直角？

或將直角圈起來，每題標示一個即可）

錯誤類型，觀念澄清 

圖中，哪些地方有直角？請圈起來。 
       1                                 3 
 
 
 
 
 
      
       （請學生在教學題本的圖標出直角

    生標示：1                                3 
       
 
 
 
     
     

              角。 

              師：直角是垂直的角， 的角稱為直角。 

生：將每個角都標成直

45 度 30 度 

60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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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AT 與數位個別指導的應用-以「三角形」單元為例  測驗統計年刊  第十四輯 

※重點歸納 

90 度的角           為(直)角。 

三、自我挑戰 
1、哪些是直角？ 
 
 
 
 
 
 
 
 
 
【詳解】 
    生：正確答案為 A、C、F、H，這四個為直角。 
     
              錯誤類型一，觀念澄清 
              生：B 或 D 或 G 或這三個是直角。 
              師：拿量角器或三角板量量看。這些角都比 90 度小，90 度的 
                  角才是直角。 
 
              錯誤類型二，觀念澄清 
              生：E 是直角。 
              師：拿量角器或三角板量量看。這些角都比 90 度大，90 度的 
                  角才是直角。 
 
2、請畫 2 個直角。 
【詳解】 
    各種方向的直角都可以。畫完後最好用三角板或量角器檢查一下是否為 90
度的直角。 
 
 
 
 

  A                B          C              D

 

E                 F             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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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AT 與數位個別指導的應用-以「三角形」單元為例  測驗統計年刊  第十四輯 

活動三：等腰三角形 

【重點 6】認識直角三角形   （建議教學時間：5 分鐘，配合教學題本第 6 頁） 
教學歷程 

ㄧ、觀念導入  
1. 讓學生看教學媒體（若無配合之媒體，進行 ） 
   
  師：當兩條直線垂直時，會形成一個「直角」，這個角的角度是 90 度，我 
        們會用 的符號表示直角。 

       （老師畫兩直線垂直的圖 ，並用專用符號標示出交會後形成的角 

         ，強調這樣的角稱為直角。） 
        

師：當三角形中有一個角是直角，此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 
       （老師在教學題本空白處畫數個直角三角形，將直角圈起來，特別說 
         明其中有一個直角時，為直角三角形。） 
                 
 
 
 
 
 
 
    師：觀察一下剛剛畫的直角三角形，其中一個角是直角，另外兩個角是 
       什麼角？是銳角、鈍角還是直角？。 
       （老師以剛剛畫的直角三角形提問。） 
    師：直角三角形內會有一個直角和兩個銳角。 
              
 
2.老師重點解說  

    我們稱三個角中有一個直角的三角形為直角三角形。 

 

 

 

銳角

銳角 

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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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AT 與數位個別指導的應用-以「三角形」單元為例  測驗統計年刊  第十四輯 

二、布題 (配合量角器、三角板) 

1、其中一個角是直角的三角形稱為直角三角形(如圖一)，圖二、三、四是直角 

   三角形？是的請在括弧中打” ”。 

 

 

 

                         (   )       (   )      (   ) 

    師：圖一是直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有什麼特徵？ 

    生：有一個角是直角。（若學生說不出來，再回到觀念導入部分說明。） 

    師：圖二、三、四，哪個是直角三角形？ 

    生：圖二、三、四都是直角三角形。 

    師：從哪裡知道的？ 

    生：各有 1 個直角。 

                  錯誤類型，觀念澄清 

              生：圖二、三、四都有兩個銳角，但只有一個直角，所以不是直

                 角三角形，應該是銳角三角形。 

              師：三角形中只要有一個直角，就是直角三角形。 

2、哪些是直角三角形？先把直角圈起來。是直角三角形的請在括弧中打” ”。 

 

 

 

    (   )     (   )       (   )      (   ) 

    師：先把直角圈起來。 

    師：哪些是直角三角形？ 

    生：甲、丁 

             錯誤類型，觀念澄清 

             生：只有甲是直角三角形，丁三角形有點歪斜。 

             師：有一個直角就是直角三角形，不論怎麼轉都不會影響。  

※重點歸納 

三個角中有一個是直角的三角形，為(直角)三角形。 

  圖二        圖三            圖四 

銳角   圖一 

銳角 

直角 

甲         乙          丙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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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AT 與數位個別指導的應用-以「三角形」單元為例  測驗統計年刊  第十四輯 

三、自我挑戰 

1、直角三角形的三個角有什麼特色呢？ 

 【詳解】 

     三個角中一定會有一個( 直  )角，另位兩個是(  銳  )角。 
 
 
 
2、下圖共有多少個直角三角形？ 
【詳解】 
    共有(  6  )個直角三角形。(粉紅色的三角形為直角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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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AT 與數位個別指導的應用-以「三角形」單元為例  測驗統計年刊  第十四輯 

活動三：等腰三角形 

【重點 7】認識等腰三角形  （建議教學時間：5 分鐘，配合教學題本第 7 頁） 
教學歷程 

ㄧ、觀念導入  
1. 讓學生看教學媒體（若無配合之媒體，進行 ） 
   
  師：「等腰三角形」顧名思義就是有兩邊等長的三角形。 
       （老師畫一等腰三角形，並用常用符號標示等長的兩邊，強調這兩邊等

        長。） 
 
 
 
 
 
    師：等腰三角形中，有兩條邊等長，這兩條等長的邊稱為腰。 
       （老師在剛剛畫的等腰三角形註明上”腰”。） 
 
 
 
 
 

    師：等腰三角形中，兩腰所夾的角，稱為頂角，另外兩個角都稱為底角，兩

        底角一樣大。 

       （老師在剛剛畫的等腰三角形註明上”頂角”和”底角”。） 

 

 

 

 
                
 
2.老師重點解說 

    有兩條邊等長的三角形稱為等腰三角形，且兩底角相等。 

 

腰
腰 腰 

腰

底角 

腰 腰

底角

頂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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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AT 與數位個別指導的應用-以「三角形」單元為例  測驗統計年刊  第十四輯 

二、布題 

1、兩邊等長的三角形稱為等腰三角形(如圖一)，圖二、三、四是等腰三角形？ 

是的請在括弧中打” ，並將等腰三角形中等長的兩邊畫上記號”  ” 

 

 

 

(   )     (   )    (   ) 

    師：圖一是等腰三角形，等腰三角形的邊和角有什麼特徵？ 

    生：有兩條邊等長，兩個底角一樣大。 

（若學生說不出來，再回到觀念導入部分說明。） 

    師：圖二、三、四，哪個是等腰三角形？ 

    生：圖二、三、四都是等腰三角形。 

    師：將等長的兩邊作上記號。 

 

 

 

 

              錯誤類型，觀念澄清 

              生：圖二、三是等腰三角形，圖四不是。 

              師：為什麼不是等腰三角形？ 

              生：左右兩邊不等長，所以不是等腰三角形。 

              師：三角形中只要有兩邊等長，就是等腰三角形，不論怎麼轉都

                  不會影響。 

  圖二      圖三   圖四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圖一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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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AT 與數位個別指導的應用-以「三角形」單元為例  測驗統計年刊  第十四輯 

2、哪些是等腰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的請在括弧中打” ”，並將等腰三角形 

中等長的兩邊畫上記號”  ”，一樣大的底角畫上記號”○”。  

 

 

 

    (   )     (   )       (   )      (   )     (   ) 

    師：先將等長的兩邊作上記號。 

    師：哪些是等腰三角形？ 

    生：乙、丙、戊 

 

 

 

      (    )   (  )    (  )   (    )    (  ) 

 

             錯誤類型，觀念澄清 

             生：甲、丁也是等腰三角形。 

             師：甲、丁三角形中有兩條邊等長嗎？可用尺量量看。 

生：甲、丁三角形的每一條邊都不等長。 

生：甲、丁不是等腰三角形。 

師：乙、丙、戊有兩條邊等長，所以是等腰三角形。 

 

    師：將等腰三角形乙、丙、戊的底角作上記號”○”。可用量角器量量看， 

兩底角是否一樣大。 

師：等腰三角形的兩腰等長，兩底角一樣大。 
※重點歸納 

1等腰三角形中，至少有( 2 )條邊等長。 
2等長的邊所夾的角，稱為( 頂 )角，另外兩個角為( 底 )角，兩底角一樣大。

甲         乙          丙      丁         戊 

甲         乙          丙      丁         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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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AT 與數位個別指導的應用-以「三角形」單元為例  測驗統計年刊  第十四輯 

三、自我挑戰 

1、等腰三角形的邊有什麼特色呢？  

 

 【詳解】 

     至少有( 2 )條邊一樣長。 
 
 

2、等腰三角形的角有什麼特色呢？ 

 

【詳解】 

等腰三角形有兩個相等的( 底 )角。 
 
 

3、三邊等長的正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嗎？ 
 
【詳解】 

   ( 是  )，因為(      有 2 邊等長        )。 
 
 
 
 

※動腦想想看！只要有兩

邊等長的三角形，就可稱

為等腰三角形，三邊等長

也屬於這一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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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AT 與數位個別指導的應用-以「三角形」單元為例  測驗統計年刊  第十四輯 

活動三：等腰三角形 

【重點 8】找出等腰三角形   （建議教學時間：5 分鐘，配合教學題本第 8 頁） 
教學歷程 

ㄧ、觀念導入  
1. 讓學生看教學媒體（若無配合之媒體，進行 ） 
  師：圖形和圖形可組合成各種圖形，等腰三角形也是如此。重點 8 就是要從

圖形中找出等腰三角形，數數看有多少個等腰三角形。 
    師：在複合圖形中會找到很多的等腰三角形，無論大小都要算在內。 
    師：圖形數量太多讓人眼花撩亂。可採用圖樣分類或大小分類等方式來計數。

師：舉一例來說明圖樣分類法。下圖有幾個等腰三角形？（畫出下圖說明。）

 

 

 

師：利用圖樣分類法，可分成 和 兩種等腰三角形。 

有 2 個， 有 2 個，所以總共有 4 個等腰三角形。 

 

師：另舉一例來說明大小分類法。下圖有幾個等腰三角形？（畫出下圖說明。）

師：利用大小分類法，可分成 和 兩種大小不等的等腰三角形。 

有 4 個， 有 1 個，所以總共有 5 個等腰三角形。 

2.老師重點解說

 

 

 

    看到複合圖形先做分類的動作。圖樣分類、大小分類法都是不錯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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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AT 與數位個別指導的應用-以「三角形」單元為例  測驗統計年刊  第十四輯 

二、布題 

1、右圖有幾個等腰三角形？ 

 

    師：這一題出現的等腰三角形只有大小的差別，因此我們使用大小分類法。

 

 

    生： 有 7 個， 2 個，共有 9 個等腰三角形。 有

     

              錯誤類型，觀念澄清 

              生：有 7 個等腰三角形。 

              師：少算了大等腰三角形。 

（在教學題本上標示出大等腰三角形，讓學生了解。） 

              生：共有 9 個等腰三角形。 

2、右圖有幾個等腰三角形？ 

 

    

    師：這一題的等腰三角形有  、小 大  和 。

    生： 有 4 個，小 4 個，大 2 個，共有 10 有 有

個等腰三角形。 

              錯誤類型，觀念澄清 

              生：有 8 個等腰三角形。 

 師：少算了大等腰三角形。 

（在教學題本上標示出大等腰三角形，讓學生了解。） 

 

 

 生：共有 10 個等腰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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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我挑戰 

1、圖(一)共有幾個等腰三角形？  

 

 

 【詳解】 

     共有( 3 )個等腰三角形。 

 

 

 

 

 

 
 
 

2、圖(二)共有幾個等腰三角形？ 

 

【詳解】 

     共有( 3 )個等腰三角形。 
 
 
 
 
 
 
 
 
 
 
 

圖(二)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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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AT 與數位個別指導的應用-以「三角形」單元為例  測驗統計年刊  第十四輯 

活動三：等腰三角形 
【重點 9】三角形內角和等於 180 度 
（建議教學時間：5 分鐘，配合教學題本第 9 頁） 

教學歷程 
ㄧ、觀念導入  
1. 讓學生看教學媒體（若無配合之媒體，進行 ） 

  師：直角 是 90 度。兩個直角可以拼成一個”平角” 。 

即 或 。從左端到右端或從右端到左 

端，角度是 180 度。 
（畫圖說明。） 
 

師：將三角形的三個角截下來，可以拼湊成一個平角，也就是 180 度。 
（畫圖說明。） 

 
 
 
                            
 
 
 
    
2.老師重點解說 

    不論哪一種三角形，它的三個內角和一律是 180 度。 

甲 

乙 丙 甲 
乙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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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AT 與數位個別指導的應用-以「三角形」單元為例  測驗統計年刊  第十四輯 

二、布題 

1、將三角形的三個角截下來，可以拼成一個(    )角？是(    )度。 

 

 

 

 

 

生：是一個平角，等於 180 度。 

    師：平角就是一直線，從右端到左端的角度是 180 度。  

 

2、算算看，下面這兩個三角形的三個內角和是多少度？ 

 

 

 

 

 

 

 

 

    生：甲三角形內角和： °=°+°+° 180454590  

       乙三角形內角和： °=°+°+° 1801852110  

    師：除了將三個角度相加後得到答案外，還有別的辦法可以知道嗎？ 

    生：… 

師：可以完全不用計算，直接知道三角形內角和為 180 度。 

※重點歸納 

無論哪一種三角形，其三個內角和必為( 180 )度。 

1 

2
1 32 3 

°110

°18

°52 乙 °45

°45

°90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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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我挑戰 

1、三角形的三個內角和是(    )度。  

 

 【詳解】 

     三角形的三個內角和是( 180  )度。 

 

 

2、三角形中的三個內角為 45 度、55 度、80 度，三個內角和為(    )度。 

 

【詳解】 

     方法一： ，所以此三角形的三個內角和為( 180 )度。°=°+°+° 180805545

方法二：三角形內角和 180 度。 

 

 

3、下面三角形的三個內角和為(    )度。 

 

 

 

 

【詳解】 

    方法一：三角形內角和 180 度。 

 

可由上面兩種方法知道，此三角形的三個內角和為(  180  )度。 

 

°1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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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等腰三角形 
【重點 10】認識等腰直角三角形  
（建議教學時間：5 分鐘，配合教學題本第 10 頁） 

教學歷程 
ㄧ、觀念導入  
1. 讓學生看教學媒體（若無配合之媒體，進行 ） 
  師：「等腰三角形」顧名思義就是有兩邊等長的三角形。 
       （老師畫一個等腰三角形，並表示出它有兩邊等長。） 
 
 
 
 
 
    師：等腰直角三角形，即表示這個三角形既是等腰三角形也是直角三角形。

像剛剛畫的等腰三角形就不是直角三角形。 
       （老師畫一個等腰直角三角形） 

 

 

 

    師：等腰直角三角形也是一種等腰三角形。 

    師：等腰直角三角形中，兩腰所夾的角--頂角，為直角 90 度。 

兩個底角都為 45 度。 

師： ，三內角和 180 度扣掉頂角 90 度，剩下的是兩底角的°=°−° 9090180

和，為 90 度。  

°=÷° 45290 ，等腰三角形的底角一樣大，所以一個底角是 45 度。 
 
2.老師重點解說 

    1等腰直角三角形的三個角各是 90 度、45 度、45 度。底角是 45 度，頂角

      是 90 度。 

    2下列兩條件都成立，才可稱作等腰直角三角形。 

      條件一：此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 

      條件二：頂角為 90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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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布題 

1、兩邊等長且頂角為 90 度的三角形稱為等腰直角三角形(如圖一)，圖二、三、

   四是等腰直角三角形？是的請在括弧中打” ，並將等腰三角形中等長的兩 

   邊畫上記號”  ”，並在直角作上垂直記號” ”。 

 

   

 

   (   )     (   )    (   ) 

    師：圖一是等腰直角三角形，等腰直角三角形的邊和角有什麼特徵？ 

    生：有兩條邊等長，頂角為 90 度。 

（若學生說不出來，再回到觀念導入部分說明。） 

    師：將等長的兩邊作上” ”記號和在直角作上” ”記號。 

    師：圖二、三、四哪個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生：圖二、三、四都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生：各有兩條邊一樣長，且頂角是 90 度。 

     

              錯誤類型，觀念澄清 

              生：圖四左右兩邊不等長，所以不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師：三角形中只要有兩邊等長，且頂角是 90 度，即等腰直角三

角形，不論怎麼轉都不會影響。 

  圖二      圖三     圖四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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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等腰直角三角形的三個角各是幾度？ 

 

 

 

       生：甲角 90 度、乙角 45 度、丙角 45 度。 

             

             錯誤類型，觀念澄清 

             生：甲角 90 度、乙丙不曉得。 

         師：老師再說明一次。 

             1 °=°−° 9090180 ，三內角和 180 度扣掉頂角 90 度，剩下的

               是兩底角的和，為 90 度。  

         2 ，等腰三角形的底角一樣大，所以一個底角是°=÷° 45290

           45 度。 

     師：等腰直角三角形的三個角各是 90 度、45 度、45 度 

※重點歸納 

1頂角為 90 度的等腰三角形為( 等腰直角 )三角形。 

2 等腰直角三角形的三個角各是( 45 )度、( 45 )度、( 90 )度。 

甲角（  ）度

乙角（  ）度 
丙角（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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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我挑戰 

1、在圖一中，將等長的兩條邊打” ”。 

 

 

 

 

【詳解】 
 
 
 
 

 

2、等腰直角三角形的邊有什麼特色？角有什麼特色？ 

 

 【詳解】 

     1等腰直角三角形有( 2  )條邊等長。 

 
     2等腰直角三角形的角各為( 90 )度、( 45 )度、( 45 )度。 
 

 

3、在圖二中，將三個角的角度寫在括弧內。 

 

 

  

 
【詳解】 

    
 
 
 

(   ) 

(   ) (   ) 

圖一 

(   ) 

(   )

(  )度

(  )度

(  )度

圖二

(  )度

(  )度

(  )度

圖二
45 

45 

90 

(   )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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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等腰三角形 
【重點 11】利用等腰三角形的特性求出未知角度 
(建議時間 5 分鐘，配合教學題本第 11 頁） 

教學歷程 
ㄧ、觀念導入  
1. 讓學生看教學媒體（若無配合之媒體，進行 ） 
  師：只要是三角形，內角和就是 180 度。 
       （老師畫一個三角形，表示出它的三個內角。） 
 
    師：等腰三角形也不例外。 
       （老師畫一個等腰三角形，並標示出 3 個角。） 
 

 

  

    師： °=∠+∠+∠ 180321 。 

    師：假設其中一個角未知，可以用 180 去扣掉已知的角，就可得到未知角 

        的角度。 

 

師：舉例：等腰三角形 ， 1∠ 、 2∠ 是幾度？ 

師：三內角和 180 度，減掉已知的頂角 100 度，可得到 1∠ 和 的角度和。2∠

    180  °=°−° 80100

師：我們又知道等腰三角形的兩個底角一樣大，所以 1∠ = 2∠ 。 

    °=÷° 40280 ， = ，1∠ °40 2∠ =  °40

    師：舉例：等腰三角形 ， 1∠ 、 2∠ 是幾度？ 

師：因為 和 一樣大。所以1∠ 2∠ 1∠ = 。 °50

師：三個內角又是 180 度，所以 2∠ = °=°−°−° 805050180  
2.老師重點解說 

    在等腰三角形中，只要知道其中一個角的角度，再加上內角和 180 度的觀念

    ，就能知道另外兩個角的角度。 

1 

2 3 

°100

1 2 

1

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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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布題 

1、下圖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是幾度？ 1∠

   

 

    師： 是幾度？ 1∠

    方法1生：因為是等腰三角形，所以兩底角一樣大， °=∠ 451 。 

    方法2生： =1∠ °=°−°−° 454590180 。 

                  觀念澄清 

              若學生不知如何下手。 

              師：此為等腰三角形，等長的是哪兩邊？一樣大的底角是哪兩 

                  個？(請學生標出來) 

 

 

              師： 會和旁邊的 角一樣大。 1∠ °45

2、下圖也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2∠ 是幾度？ 

 

 

    

    生： = 。 2∠ °=°−°−° 1203030180

                 觀念澄清 

             若學生不知如何下手。 

         師：因為是等腰三角形，所以 °=∠ 301 ， 

             三內角和 180 度扣掉兩個底角和 60 度， 

             剩下的是頂角的角度， 2∠ = °=°−°−° 1203030180  。 

 

    師：知道內角和 180 度，和等腰三角形中其中一角的角度，就可求得其他角。

°45
1 

°45
1 

2

°30

2

°3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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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我挑戰 

1、下圖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是幾度？ 3∠

 

 

 

 

【詳解】 

     頂角是 ， °30

     兩底角和是 ， °=°−° 15030180

     等腰三角形兩底角相等， 

     因此 =  3∠ °=÷° 752150

     是( 75  )度。 3∠

 

2、下圖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是幾度？ 4∠

 

 

 

 

【詳解】 

    1 個底角 ，2 個底角°47 °=×° 94247  

    頂角是 °=°−° 8694180 ， 

    是( 86 )度。 4∠

 

 

 

 

3 

°30

°47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