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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進行國小學童的加減法文字題知識結構之徑路搜尋分析，以二年

級學童為研究對象。利用試題反應理論和概念類似係數的計算，可獲得不同能力

值下的加減法文字題知識結構。 
「加減法文字題解題測驗」，根據實證資料之徑路搜尋分析，主要發現如下： 

一、三個相似性指數均能對能力值做有效之預測，且 GTD 指數預測效果最高。 
二、高能力值組知識結構圖與標準參照知識結構圖較為相似，中低能力值組知識 

結構圖與標準參照知識結構圖較不相似。 
三、以集群分析方法將受試者分群，各群的知識結構有其特殊性。 
四、高分群學童知識結構圖很接近標準參照知識結構圖，教師可進行充實活動。 

中分群學童答對率較低的概念位於同一區，教師應進行該區概念的補救教

學。低分群學童在概念 1 和概念 11 有多餘鏈結，可能對概念不甚了解，教

師須利用課外時間校正學生的錯誤概念。 
根據結果，研究者提出未來知識結構方法論研究之建議，以及有關加減法概

念的診斷及教學的參考。 
 
關鍵字：加減法文字題、知識結構、徑路搜尋、試題反應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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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word problems 
knowledge structure by pathfinder. There are 324 pupils in this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response of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on word problems, the researcher wants to 
investigate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of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Another 
methodologies, item response the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luster analysis, are applied 
so that the features of varied knowledge structure are discussed. The main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1. All the three proximity indexes can explain the ability of pupils effectively. 

Moreover, the most effective index is GTD index. 
2.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of high ability group is similar to the that of 

criterion-referenced one. On the contrary,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of middle and 
low ability group is relatively dissimilar to that of criterion-referenced one. 

3. The method of cluster analysis can help group examinees effectively. There are lots 
of similarities on knowledge structure between each group. 

4. Pupils in high score group have knowledge structures which are very close to that 
of criterion-referenced one. Therefore, teachers can carry out substantial activities. 
Pupils in middle scored group have low rate of correct responses and conception in 
the same area. Hence, teachers can carry out conceptual remedial instruction in that 
area. Pupils in low scored group have redundant links in concept 1 and concept 11. 
It is likely that they have no any idea with concepts so that teachers should design 
extracurricular to correct students’ unpracticed section. 

Based on the findings and results, some suggestions for practical teaching and 
future research are discussed.  
 
Keywords: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word problems, knowledge structure, pathfinder, 

item respons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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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評量是教育歷程中相當重要的一環，且近年來的教育評量發展趨勢，相當著

重於個人化的知識結構之探討。徑路搜尋（pathfinder）是量尺化方法的評量，其

所繪製出來的知識結構圖，可以供作分析、診斷學生的錯誤概念之用，進而能夠

針對學習缺陷之處提出適當的補救措施，提供極具參考價值的診斷資訊（余民

寧、林曉芳、蔡佳燕，2001）。綜觀目前徑路搜尋之相關研究，大多透過相似性

評分獲得各概念的接近性矩陣，受評者往往無法精確掌握其評定的標準，尤其當

概念數較多時，問題更為嚴重（黃湃翔，2002）。由於試題反應理論（item response 
theory，簡稱 IRT）係描述能力值與試題答對機率的關係，所以若能將試題反應

理論應用於徑路搜尋的概念相似性之評定，應當能適切地呈現不同能力值下的徑

路搜尋之知識結構。因此，本研究擬使用試題反應理論為基礎，提供徑路搜尋的

計分依據。 
加減法概念一向被視為相關數學概念的基礎，在美國的「數學課程評鑑」中，

加減法的運用是低年級數學課程的主要課題。Fuson（1992）歸納加減法的問題，

分為改變（change）、合併（combine）、比較（compare）、等化（equalize）四大

類型。而學童在計算能力發展以後，部分學童可能逐漸發展錯誤的解題策略，忽

略了問題中所呈現語意，而錯誤地運用計算（蔣治邦、鍾思嘉，1991）。在諸多

加減法的研究文獻中，大多著重於加減法的策略使用以及教學方法的探討，甚少

應用量性的認知診斷方法，分析學童的加減法之知識結構。因此，本研究擬應用

以試題反應理論為基礎的徑路搜尋之計分方法，探討學童加減法文字題知識結

構，並且藉以比較不同能力值學童知識結構之間的差異；同時亦試圖利用集群分

析（cluster analysis）方法，將知識結構分群，以探討其加減法知識結構特性。 
綜上所述，本研究目的如下所述： 

一、應用試題反應理論為基礎，提供徑路搜尋的計分依據。基於答對機率和概念

類似性的計算，就加減法概念，分析並呈現能力值與徑路搜尋知識結構之關

係。 
二、根據上述的徑路搜尋分析方法，將學童的加減法概念之知識結構分群歸類。

期能深入了解學童的加減法文字題知識結構特性，並根據研究的結果提出教

學及評量上的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加減法文字題的理論與相關研究 
（一）加減法文字題的類型 

在加減法文字題的研究上，許多研究發現學童會運用不同的解題策略解不同

型態的加減法文字題，通常他們的解法是以問題的語意結構為根據。以語意結構

為標準進行文字題的分類的準則有很多種，如 Greeno（1980）將加減法分為改

變（chang）、合併（combine）、比較（compare）三類；Carpenter & Moser（1983）
將加減法分為加入（join）、分離（separate）、合併、比較、等化（equalize）五

類；Marshall, Pribe & Smith（1987）則分成改變類、合併類、比較類、變異類（vary）、
轉換類（transform）等五類；Fuson（1992）以存在真實世界（real word）的加

減法情境做為分析之焦點，分別以加減法情境、運算過程、動靜態情境將之分類

成改變、合併、比較、等化四類。近來國內外學者最常採用分類法為 Fuson（1992）
分類法，將加減法文字題分成四類，即區分改變、合併、比較、等化四類，再依

數量運作方向（例如：增加、減少、比多、比少）與未知數量在問題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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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地區分各種類型的文字題（呂玉琴譯，1988；許琇皙，1999；蔣治邦，2001），
如表 1 所示。 
1. 改變型 

設起始量為 A，改變量為 B，結果量為 C，根據 A、B 或 C 是未知量又可把

添加型和拿走型的問題各自再分成三種型態，第一種型態是給定 A、B，求 C；
第二種型態是給定 A、C，求 B；第三種型態是給定 B、C，求 A。 
2. 合併型 

合併類問題是探討一個集合（全體量）C 和它的二個互為補集的子集合（部

分量） A、B 之間的關係。它也包含二種問題型態，一種是給定 A、B，而求 C
的元素的個數；另一種是給定 C 和 A，而求 B 元素的個數。 
3. 比較型 

比較類問題是在探討二個互斥集合 A 和 B 之間的關係。我們稱集合 A 為參

考集合，集合B為比較集合，並以n(A)來表示集合A元素的個數，隨著 n(B)n(A) >
或 n(A)n(B) > ，及欲求 n(A)、 n(B)或 n(B)-n(A) ，又可以把比較類問題分不同

型態。 
4. 等化型 

等化型是比較型和改變型的混合，像改變類問題一樣，是在比較二個互斥集

合的大小。假如給定元素個數較少的集合，這種問題稱為添加等化型（equalize add 
to）問題；反之，假如給定元素個數較多的問題，就是拿走等化型（equalize take 
away） 問題。和比較類問題一樣，隨著n(A)、n(B)或 n(B)-n(A) 是未知數，又

可以把上述問題再分成不同型態的等化類問題。 
上述四種類型例題在國內各版本教科書上不盡然全部出現，和美國數學課程

一樣，等化類型是較為缺乏的。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之一是欲了解不同能力值學童

之加減法知識結構圖的差異，而非成就測驗，故本研究之加減法文字題測驗題目

包括這四類型二十種型式加以編製。 
（二）加減法文字題的相關研究 

Riley（1981）研究兒童加減法文字題的相對困難情形之比較，發現二年級

學童的改變類型結果量未知、改變量未知以及合併類全體量未知的題目均能理

解，但對於其他類型則有不同程度的困難。 
Yancy（1981）提出文字題本身的敘述複雜程度會影響解題的難度，包括：

1.題目中並未將需要計算的資料依序列出；2.許多無關資料夾雜在題目中；3.題
目呈現時並無伴隨輔助圖表出現；4.必要的資料須從題目中推論出來；5.需借用

許多計算步驟才能得到答案；6.有許多線索字須特別注意；7.字彙高於學生的閱

讀程度；8.題目內容不為學生所熟悉；9.計算過程複雜沉悶；10.不用「數字」表

示觀念（例如用「一半」）。 
Lewis & Mayer（1987）提出情境語文描述與解題運算一致性假說（consistency 

hypothesis）：當關係句描述與正確運算一致時，則學童較容易產生正確解答，不

一致時，則產生較多錯誤。 
蔣治邦、鍾思嘉（1991）研究一到三年級學童在加減法概念上的發展，就個

別訪問所得資料發現，添加型結果量未知、拿走型結果量未知、添加型改變量未

知和添加型改變量未知及合併型全體量未知是學童最早能掌握的類型，較多型差

異量未知和較少型差異量未知次之，而較多型比較量未知、較少型比較量未知及

合併型部分量未知是較困難的題目。 
呂玉琴（1997）研究國小一、二年級學童解簡單的加減法文字題的表現，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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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結果發現答對率分別在 58%和 72%以上，其中以比較類參考量未知的問題最

難。學生選擇運算符號策略包括：了解題意、比對記憶的相似題及其解法、找關

鍵字等。用來算出答案的策略包括：具體物策略、數數策略、合成或分解策略、

混合策略等。產生解題錯誤的原因包括：錯用關鍵字、計算錯誤、看錯題目等。 
 
表 1 加減文字題的類型與舉例 
類    型 例    子 
改變 

起始量未知 

（1）小明有一些糖，小華給他 5 顆糖後，現在小明有 8 顆糖，問

小明原來有幾顆糖？ 
（2）小明有一些糖，然後他給小華 5 顆，現在小明有 3 顆糖，問

小明原來有幾顆糖？ 

改變量未知 

（3）小明有 3 顆糖，小華又給小明一些糖後，現在小明有 8 顆糖，

問小華給小明幾顆糖？ 
（4）小明有 8 顆糖，然後他給小華一些糖後，現在小明有 3 顆糖，

問小明給小華幾顆糖？ 

結果量未知 （5）小明有 3 顆糖，小華又給小明 5 顆，問小明現在有幾顆糖？

（6）小明有 8 顆糖，然後小明給小華 3 顆，問小明現在有幾顆糖？

合併 
全體量未知 （1）小明有 3 顆糖，小華有 5 顆糖，問小明和小華共有幾顆糖？

部分量未知 （2）小明和小華共有 8 顆糖，小明有 3 顆糖，問小華有機顆糖？

比較 

參考量未知 （1）小明有 8 顆糖，小明比小華多 5 顆糖，問小華有幾顆糖？ 
（2）小明有 3 顆糖，小明比小華少 5 顆糖，問小華有幾顆糖？ 

比較量未知 （3）小明有 3 顆糖，小華比小明多 5 顆糖，問小華有幾顆糖？ 
（4）小明有 8 顆糖，小華比小明少 5 顆糖，問小華有幾顆糖？ 

差異量未知 （5）小明有 8 顆糖，小華有 3 顆糖，問小明比小華多幾顆糖？ 
（6）小明有 8 顆糖，小華有 3 顆糖，問小華比小明少幾顆糖？ 

等化 

參考量未知 

（1）小明有 3 顆糖，他再買 5 顆糖後，就會和小華有一樣多的糖，

問小華有幾顆糖？ 
（2）小明有 8 顆糖，他吃掉 5 顆糖後，就會和小華有一樣多的糖，

問小華有幾顆糖？ 

比較量未知 

（3）小明有 8 顆糖，小華再買 8 顆糖後，就會和小明有一樣多的

糖，小華原來有幾顆糖？ 
（4）小明有 3 顆糖，小華把自己的糖吃掉 5 顆後，就會和小明有

一樣多的糖，小華原來有幾顆糖？ 

差異量未知 

（5）小明有 8 顆糖，小華有 3 顆糖，問小華要再買幾顆糖後，才

能和小明一樣多？ 
（6）小明有 8 顆糖，小華有 3 顆糖，問小明要吃掉幾顆糖後，才

能和小華一樣多？ 
（引自蔣治邦，2001，2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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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陳述性知識、程序性知識與知識結構三者的關係 
 
綜觀加減法概念的研究，大多集中於解題策略的探討，甚少以心理計量的知

識結構分析深究。因此，本研究應用以試題反應理論為計分架構的徑路搜尋分

析，分析學童的加減法知識結構，有其必要與可行之處。 
 
二、知識結構的理論與徑路搜尋分析 
（一）知識結構之理論 

知識結構（knowledge structure）是認知心理學研究的主題，探討此主題有

助於了解個人獲得知識的心理歷程。知識特指訊息的種類和處理方式（鍾聖校，

1990）。所謂知識結構或認知結構，是指長期記憶中概念的關係和組織，有助於

個人進行儲存、提取和操弄等訊息處理歷程。綜言之，知識結構是存在個人長期

記憶中，透過內在的認知歷程，不斷的建構、修正和重組，會影響個人知識組織

特質及學習、認知表現。 
認知心理學家 Anderson（1990）將知識分為兩類：陳述性知識（declarative 

knowledge）和程序性知識（procedural knowledge）。其中陳述性知識一詞可用

〝knowing that〞來代替之，是靜態知識，亦即是屬於理解物件、事件或想法的

概念性知識；程序性知識一詞可用〝knowing how〞來代替之，是動態性的知識，

亦即是指對於完成一件事情所需各步驟的技能性知識。 
由於知識結構對人類的重要性，許多理論從不同表徵系統探討知識結構的構

成和運作。Rumelhart & Norman（1985）認為知識的表徵大致可分為命題式系統

（propositional representational system）、類比式系統（analogical representational 
system）和程序式表徵系統（procedural representational system）。Mitchell & Chi 
（1984）指出，知識結構屬於陳述性知識的一部份，主要在表徵事件與概念之間

的關係；但另有學者 Jonassen, Beissner, & Yacci（1993）認為知識結構是傳遞陳

述性知識，進入程序性知識的中介，有助於個體了解如何組織知識，陳述性知識、

程序性知識和知識結構三者的關係如圖一（江淑卿，1997）。 
測量知識結構的方法很多，Koubek & Mountjoy（1991）將測量方法分為四

類，包括晤談法、分類法、圖解法、量尺法（scaling method）。其中量尺法是以

客觀和統計的方式，產生圖解和知識結構相關量數，突破過去多以理論和經驗的

方式（Cooke, Durso, & Schvaneveldt, 1986）。 
本研究所採用的徑路搜尋是量尺法的一種，係透過不同量尺化程序測量知識

結構，測量過程大致分為知識結構的引發、知識結構的構成、知識結構的評價等

三個步驟（Goldsmith, Johnson, & Acton, 1991；Jonassen, Beissner, & Yacci, 1993）。
徑路搜尋強調概念與概念間的關係，可以凸顯不同個體間的知識結構差異，如此

有助於解釋個體的表現差異，此為徑路搜尋較其他知識結構表徵技術更實用、有

效的主要特點（Cooke, Durso, & Schvaneveldt, 1986）。 
（二）徑路搜尋的理論與相關研究 

徑路搜尋是 1985 年由美國新墨西哥州立大學計算研究實驗室的領導人

Schvaneveldt 及其研究小組，依據網路模式和圖形理論，研發徑路搜尋網路量尺

化算則（pathfinder scaling algorithm），用以建構與分析受試者之知識網路結構型

陳述性知識 知識結構 程序性知識 
knowing that 

→ 
knowing why

→ 
knowing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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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可獲得徑路搜尋網路、圖解理論距離、徑路搜尋網路圖解及與參照結構比較

之相似性指數（PFC 指數、GTD 指數、PRX 指數），目前有知識網路組織工具 
（knowledge network organizing tool，簡稱 KNOT）以執行資料分析（Johnson, 
Goldsmith, & Teague, 1994）。 

林原宏（1996）從已有文獻中發現它可以用來：1. 表達概念的關係；2. 預
測記憶搜尋（memory retrieval）及記憶組織（memory organization）；3. 分析專

家和生手的表徵不同及轉換。徑路搜尋對於知識結構分析的過程，大致可分成以

下三個步驟： 
1. 知識結構的引發 

徑路搜尋的分析方法，是根據受試者在一組概念上，所對應的接近性矩陣，

在概念上定義為完全網路（complete network），又稱資料網路（data net）。 
其中徑路搜尋網路是以節點和鏈結相互連接之網路結構，一個節點代表一個

概念，如果有 n 個節點，且每一對節點之間都有鏈結，則有 ( ) 2/2 nn − 條鏈結。

而節點與節點之間的鏈結關係以距離測度表示其鏈結強度，但沒有命名。鏈結的

特色是能掌握知識結構中概念與概念間的關係，並藉此了解哪些鏈結間的關係比

較重要，但也因鏈結沒有命名，在解讀圖解時較難直接了解其結構形式。 
2. 知識結構的構成 

網路中的每一個鏈結均有一個鏈值，包括直接鏈和非直接鏈，透過算則發現

完全網路中「最接近的非直接徑路」（closest indirect path）之鏈結，刪除大於「最

短長度的徑路」（minimum-length path）之鏈結，也就是保留最短長度的徑路。

如圖二所示（Goldsmith et al., 1991）。 
 

 A B C D E 

A 0 1 3 2 3 

B 1 0 1 4 6 

C 3 1 0 5 5 

D 2 4 5 0 4 

E 3 6 5 4 0 

 
 
 

最短距離 

 

圖二  接近性矩陣與徑路搜尋網路 
 

在進行徑路搜尋量尺化算則運算時，透過參數的設定和運算，可產生最少徑

路的網路，稱為最小值的網路（minimum-cost network，簡稱 MCN） （Schvaneveldt, 
1990）。 
3. 知識結構的評價 

得到徑路搜尋網路後，將受試者之徑路搜尋網路與參照結構相互比較，可得

三個相似性指數（PFC 指數、GTD 指數、PRX 指數）以作為量化數值評估依據，

且其值域均介於 0 與 1 之間，值愈小表示受試者與參照結構愈不相似，反之則表

示愈相似。以下將以圖三之網路一及網路二為例，解釋三個相似性指數及其計算

過程（Goldsmith et al., 1991）。 
（1）GTD 指數 

又稱為圖解理論距離指數（graphical theoretic distance，簡稱 GTD），是指兩

個徑路搜尋網路中其圖解理論距離的相關性。此相關係數範圍從 0 至 1，值越大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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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兩個網路越相似。在圖三中，網路一及網路二之所有節點間的圖解理論距離

值如表 2 所示（Goldsmith et al., 1991），而兩個圖解理論距離矩陣對應值之相關

係數，即 GTD 指數為 0.79。 
 
 
 
 
 
 
 
 
 

圖三  網路一和網路二的圖解 
 

  表 2  由圖三計算所得之 GTD 指數 
節     點 

節點 A B C D E F G 
網路一  

A － 1 1 2 2 2 2 
B  － 2 1 1 3 3 
C   － 3 3 1 1 
D    － 2 4 4 
E     － 4 4 
F      － 2 
G       － 

網路二  
A － 1 2 1 1 3 3 
B  － 1 2 2 2 2 
C   － 3 3 1 1 
D    － 2 4 4 
E     － 4 4 
F      － 2 
G       － 

GTD 指數為 0.79 
 
（2）PFC 指數 

PFC 指數或稱 C 指數（closeness index）係利用集合理論（set theory）分別

計算兩個網路共有的節點，其與鄰近節點的交集數與聯集數之比率。表示知識結

構圖中，兩個網路的每個節點周圍所銜接其他節點的相似程度，範圍從 0 至 1，
值越大表示兩個網路越相近。算法如表 3 所示。 
（3）PRX 指數 

PRX 指數（proximity data matrix）又稱為接近性指數。算法是直接由評定量

A 

網路一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網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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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所獲得的接近性矩陣，求兩網路接近性矩陣對應值元素的相關係數，範圍為 0
至 1，值越大表示兩個網路越相近。舉例如表 4 與表 5，求出兩網路接近性矩陣

對應值元素的相關係數的值，即為接近性指數的值。 
 
表 3  根據圖三之網路一與網路二計算所得之 PFC 指數 

鄰近節點 節點交集 節點聯集 共有

節點 網路一 網路二 集合 大小 集合 大小 比率 
A {B,C} {B,D,E} {B} 1 {B,C,D,E} 4 1/4 
B {A,D,E} {A,C} {A} 1 {A,C,D,E} 4 1/4 
C {A,F,G} {B,F,G} {F,G} 2 {A,B,F,G} 4 2/4 
D {B} {A} U 0 {A,B} 2 0/2 
E {B} {A} U 0 {A,B} 2 0/2 
F {C} {B} {C} 1 {C} 1 1/1 
G {C} {B} {C} 1 {C} 1 1/1 

*比率總和為 3，PFC＝3/7＝.43，U 表示空集合（Goldsmith et al., 1991） 
 
 表 4  根據圖三之網路一的接近性矩陣 

節點 A B C D E F G 
A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B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C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D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E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F a61 a62 a63 a64 a65 a66 a67 
G a71 a72 a73 a74 a75 a76 a77 

  
 表 5  根據圖三之網路二的接近性矩陣 

節點 A B C D E F G 
A b11 b12 b13 b14 b15 b16 b17 
B b21 b22 b23 b24 b25 b26 b27 
C b31 b32 b33 b34 b35 b36 b37 
D b41 b42 b43 b44 b45 b46 b47 
E b51 b52 b53 b54 b55 b56 b57 
F b61 b62 b63 b64 b65 b66 b67 
G b71 b72 b73 b74 b75 b76 b77 

 
Goldsmith, Johnson, & Acton（1991）探討採用徑路搜尋法和多向度量尺所測

量的知識結構，對於大學生在心理學研究法學期成績的預測力。研究結果發現，

徑路搜尋計算所得的 PFC 指數，較 GTD 指數、PRX 指數對於學習成就有很好的

預測力。Gomez & Housner（1992）以物理準教師為對象，採用徑路搜尋法探討

受試者的物理教學知識結構與其學期成績表現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三種相似

性指數皆與學期成績有顯著的相關，預測力最高的為 PRX 指數，其次為 PFC 指

數，最低的是 GTD 指數。 
Acton（1994）採用不同參照結構計算 PFC 指數對學業表現的預測力。結果

發現採用專家的團體平均參照結構和優秀學生的團體平均參照結構，計算所得的

PFC 指數之預測力相當有效，其中以專家的團體平均參照結構，計算所得的 PFC



徑路搜尋方法之加減法文字題知識結構分析  測驗統計年刊  第十五輯 

 38

指數，預測學習表現效果最佳。 
江淑卿（1997）以徑路搜尋探討小學生自然科的知識結構與其科學文章理解

能力關係，研究結果顯示，知識結構的三種接近性指數 PFC、GTD 和 PRX 對於

小學生的科學文章理解及自然科學成績有良好預測力。涂金堂（2001）以國小六

年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其數學文字題問題結構的差異情形。結果發現，不同

數學能力學生的數學文字題問題結構有差異，且高數學能力學生的 PRX 指數值

顯著高於中、低數學能力學生。 
黃湃翔（2002）以徑路搜尋探究高中學生物理學科的知識結構和學習表現的

關係，研究發現，不同學習成就學生的物理知識結構確實具有個別差異，其中

PRX 指數和 PFC 指數確實能在指數分數上，顯現出不同的差異水準。Gomez, 
Hadfield, & Housner（1995）以徑路搜尋測量有關數學概念知識結構，發現不論

採用教學者的參照結構、四位教師個別的參照結構或四位教師平均的參照結構，

其結果都是較高能力者的知識結構優於低能力者。 
蔡佳燕（2000）探討國小學生數學學科知識評量之情形，發現知識結構評量

結果可明顯區別出數學成就差異。林曉芳、余民寧（2001）利用徑路搜尋方法，

分析國中學生二元一次方程式課程的知識結構與學業成就之關聯，研究發現低成

就學生的概念結構圖與教師的概念結構圖差異甚大，低成就學生的概念結構圖大

多相仿，且與高成就學生的概念結構圖有明顯的差異存在。 
綜合上述，有關以徑路搜尋分析計算出的三種相似性指數 GTD、PFC、PRX

與學習表現的關係之研究結果，發現在不同的特定學習領域，三種相似性指數能

有效預測學習的表現，但哪一指數預測力最佳則尚無定論。其次，在以上諸多徑

路搜尋的評定方法中，由於是採取受試者直接評斷概念相似性，這方面此方法尚

有許多不足之處（林曉芳、余民寧，2001）。因此，許淑貞（2003）改進山下、

勝又、津田（1994）的類似係數，融入試題反應理論以改進徑路搜尋計分方法，

並將之應用在幾何概念領域。其研究結果發現，此改進方法運用在知識結構的分

析上是一個可行的方向。 

參、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測驗對象為國小二年級學童，施測樣本皆取自高雄縣市的國民小學，

共計有效樣本數為 324 人。 
二、研究工具 
（一）測驗工具之編製 

本研究根據 Fuson（1992）所提出的按語意將加減法文字題分為四類，各類

型再依數量運作方向、未知數量在問題中的角色，進一步加以區分成二十種類型

的文字題。所使用的加減法文字題解題測驗由研究者自編，因顧及受試者答題時

之疲乏，將二十題試題均分成甲、乙兩卷，每卷十題，分兩次進行。測驗進行時，

要求受試者寫出計算過程及結果，作答時間不限。試題內容如表 6。 
（二）信度與效度 

在信度方面，正式施測之 Cronbach α 係數為 0.84，顯示本測驗具有良好之

信度。在效度方面，本研究以內容效度、專家效度與效標關聯效度進行檢核。就

內容效度而言，表 6 試題內容架構分布表，係依據 Fuson（1992）所提出的按語

意分類，並有系統的檢核題目、內容和所欲測驗的目標。在專家效度方面，由兩

位師院教授、一位服務十五年之資深現職國小教師、一位具有碩士學位且服務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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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之現職國小教師、一位數學教育學系碩士班在職生的檢閱，以確定本研究之專

家效度。 
 
表 6  加減法文字題測驗題型與內容 

問題題型 題號 概念

編號 問題內容 

起始量未知 甲 8 8 
媽媽給大雄一些錢，爸爸又給大雄 14 元，大雄總共

有了 40 元。問媽媽給大雄多少元？ 

改變量未知 乙 7 17 
小明原來有 17 枝鉛筆，他又買了一些，共有 32 枝，

請問小明又買了幾枝？ 

添

加

型 
結果量未知 甲 1 1 

麵包店早上賣出 26 個月餅，下午又賣出 18 個，今

天共賣出幾個月餅？ 

起始量未知甲 10 10 
一條彩帶剪掉 15 公分後，剩下 27 公分，問彩帶原

來有幾公分？ 

改變量未知 甲 5 5 
書局有 36 本字典，賣了一些後，剩下 17 本，問書

局賣了幾本字典？ 

改

變 

拿

走

型 
結果量未知 乙 5 15 書局有 43 本作業簿，賣掉 15 本，還剩下幾本？ 
全體量未知 乙 1 11 佑佑扯鈴 29 下，哥哥扯鈴 19 下，他們共扯鈴幾下？

合

併  
部份量未知 乙 6 16 

小明買了一枝 16 元的原子筆和一本作業簿，共花了

44 元，問一本作業簿幾元？ 

參考量未知 甲 6 6 
一盒彩色筆比一盒蠟筆貴 17 元，一盒彩色筆 35 元，

問一盒蠟筆多少元？ 

比較量未知 乙 2 12 
佑佑跳繩跳了 27 下，哥哥比佑佑多跳了 16 下，哥

哥跳了幾下？ 

較

多

型 
差異量未知 乙 8 18 

有 32 枝鉛筆，分給 19 個小朋友，每個人 1 枝，還

剩下幾枝？ 

參考量未知 乙 9 19 
小智有 44 元，小智比哥哥少了 18 元，問哥哥有幾

元？ 

比較量未知 甲 9 9 
靜香有 34 張貼紙，胖虎比靜香少 18 張，問胖虎有

幾張貼紙？ 

比

較 

較

少

型 
差異量未知 甲 2 2 

蛋黃酥一個 19 元，月餅一個 32 元，蛋黃酥比月餅

便宜多少元？ 

參考量未知 甲 7 7 
大雄的撲滿有 38 元，大雄再存 12 元就和小夫一樣

多，問小夫的撲滿有幾元？ 

比較量未知 乙 4 14 
步美有 32 張貼紙，柯南再買 15 張就和步美一樣多，

問柯南有幾張貼紙？ 

添 
加 
等 
化 
型 差異量未知 甲 4 4 

小新踢毽子 42 下，妹妹踢了 16 下，問妹妹還要踢

幾下，兩個人才會踢一樣多下？ 

參考量未知乙 10 20 
小智有 30 片餅乾，小智吃掉 11 片後就和姊姊一樣

多，問姊姊有幾片餅乾？ 

比較量未知 甲 3 3 
小丸子有 29 片餅乾，姊姊有一些餅乾，姊姊吃掉了

12 片後就和小丸子一樣多，問姊姊有幾片餅乾？ 

等

化 
拿 
走 
等 
化 
型 差異量未知 乙 3 13 

柯南有 18 顆糖果，小蘭有 31 顆糖果，小蘭要吃掉

幾顆糖果，兩人的糖果才會一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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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效標關聯效度方面，以各班二年級上學期數學成績為外在效標，得到十個

班級的效標效度值，由表 7 可知，本測驗與學校數學學科成績有顯著相關。 
 
表 7  效標關聯效度分析表 
班級代號 人數（人） 效標效度值 

1 33 .687*** 
2 33 .753*** 
3 32 .624*** 
4 32 .792*** 
5 30 .588*** 
6 29 .403* 
7 32 .844*** 
8 34 .674*** 
9 34 .631*** 
10 35 .699*** 

.05 0p* <     .001 0p*** <  
 
三、資料分析步驟 
（一）求出試題答對機率與能力值 

利用 BILOG 試題反應理論程式分析作答資料，分別以不同的試題反應模式

估計相關參數，其中以三參數試題反應模式所得結果為最佳。假設第 k 位學生的

能力值 kθ ，以及試題鑑別度參數 ia ，試題難度參數 ib ，猜測參數 ic 。則能力值

為 kθ 的學生在第 i 題的答對率 )( kiP θ 表示如下： 

( ) ( ) ( )
11 1,2,3,...,

1 i k ii k i i Da bP c c i n
e θθ
− −

= + − =
+

，   其中D為常數，其值為 1.7。 

（二）計算概念類似係數 
加減法文字題測驗共二十題，每題測得一個概念，故該題答對率 )( kiP θ 即在

概念 i的答對率 )( kiP θ 。本研究修改山下、勝又、津田（1994）的研究，並依據

許淑貞（2003）定義，若第 k 位學生，能力值為 kθ ，則在概念 i 的答對機率為

( )kiP θ ，概念 j 的答對機率為 ( )kjP θ ，且全部學生在所有概念答對機率最大值為

M ， 最 小 值 為 m ， 則 此 兩 個 概 念 之 類 似 係 數 ， 可 表 示 為

mM
PP

s kjki
kij −

−
−=

)()(
1)(

θθ
θ ， ( )kijs θ 之值愈大代表兩概念愈相似。 

（三）進行徑路搜尋分析 
為提供徑路搜尋的資料分析之用，將概念類似係數值 )( kijs θ 轉換為概念接近

性矩陣的值 )( kijd θ 。其中 )( kijd θ 為 )(1 kijs θ− ， )( kijd θ 之值愈小，代表兩概念愈

相似，再將其視為概念之間近似度的值，做為徑路搜尋的原始資料值。 
使用徑路搜尋的電腦軟體程式 KNOT 進行知識結構分析，得到徑路搜尋網

路及圖解理論距離。本研究以標準答案（所有試題全對）為參照結構，將每位受

試者與與參照結構進行比較，據以計算每位受試者的 PFC、GTD、PRX 指數。 
（四）應用因素分析與集群分析 

本研究採因素分析的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將加減法

概念主要因素提出，共計得到六個因素，此六個因素分別為改變添加、改變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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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較多、比較較少、等化添加、等化拿走（參見表 6）。再針對受試者的六個

因素分數（factor score），經過階層式集群分析（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以

決定群數十個集群，再以 k 平均數法（k-means）進行分群。 

肆、研究結果與討論 

一、加減法文字題知識結構與能力值之分析 
（一）相似性指數對能力值之預測 

三個相似性指數主要用來比較學生的知識結構圖與標準參照知識結構圖的

相似程度。由表 8 知三個相似性指數與能力值有顯著正相關 .001)0(p < ，說明學

生能力值愈高，三個相似性指數也愈高，亦即學生的知識結構圖與參照結構會隨

著能力值高而相似性增高，因此三個相似性指數能解釋加減法能力值之高低。 
 
表 8  三相似性指數與能力值之相關係數表 

 PFC GTD PRX 能力值θ  
PFC － .658*** .572*** .816*** 
GTD  － .968*** .961*** 
PRX   － .919*** 

.0010p*** <  
 
而欲瞭解三個相似性指數預測學生能力值的情形，以學生能力值為依變

項，並同時以三個相似性指數為自變項，進行逐步多元迴歸分析（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其結果摘要如表 9。 

 
表 9  三個相似性指數與能力值之迴歸分析 

模式 
未標準化

β  標準誤 
標準化 

β  
顯著性 
t 檢定 

常數 -1.993 .017  -119.419*** 
PFC 1.149 .033 .343 35.202*** 
GTD 1.709 .096 .569 17.745*** 
PRX .498 .085 .172 5.832*** 

PRX0.498GTD1.709PFC1.149-1.993y ×+×+×+=  
.985=R 2  

.0010p*** <  
 
由表 9 可知，以學生能力值為依變項，並同時以三個相似性指數為自變項

所得之迴歸分析，解釋力高達 98.5%，也顯示每個相似性指數均能解釋部分的能

力值。由於三個相似性指數並不相同，且能解釋能力值的某一部份，可知徑路搜

尋法的相似係指數可供認知診斷評量參考。 
（二）不同能力值與知識結構圖之分析 

以全對的作答結果做為標準參照知識結構圖，其知識結構圖如圖四。將全

部受試者依能力值區分為高能力組（前 27％）、中能力組、低能力組（後 27％），

資料如表 10，各組分別隨機選取最接近該組能力值平均的學生為實例來代表，

如表 11。為了能夠進一步說明不同能力值學童的知識結構圖概況，茲將各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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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的知識結構圖呈現於圖五至圖七，以供比較，同時亦將此三人的知識結構圖

中，各節點與節點間的鏈結關係和權重，呈現於表 12，以供參考判斷。 
 

 
 
 

圖四 標準參照之知識結構圖  1.3558)= (θ  
 
表 10  各組人數、能力值及指數值平均 

組別 人數 能力值θ
平均 

PFC 值 
平均 

GTD 值 
平均 

PRX 值 
平均 

原始成績

平均 
參照結構 － 2.7381 － 
高能力組 87 1.0178 .71 .98 .99 19.37 
中能力組 148 .0999 .24 .83 .88 16.76 
低能力組 89 -1.1611 .09 .31 .37 10.88 

 
表 11  各組實例之能力值及指數值 

實例 核心概念（概念號碼）能力值θ PFC GTD PRX 
高能力組 17 .9829 .583 .975 .994 
中能力組 14、16 .1002 .226 .761 .888 
低能力組 14、16 -1.1632 .056 .280 .360 

⒈添加型結果量未知 
⒉較少型差異量未知 
⒊拿走等化型比較量未知 
⒋添加等化型差異量未知 
⒌拿走型改變量未知 
⒍較多型參考量未知 
⒎添加等化型參考量未知 
⒏添加型起始量未知 
⒐較少型比較量未知 
⒑拿走型起始量未知 
⒒合併型全體量未知 
⒓較多型比較量未知 
⒔拿走等化型差異量未知 
⒕添加等化型比較量未知 
⒖拿走行結果量未知 
⒗合併型部分量未知 
⒘添加型改變量未知 
⒙較多型差異量未知 
⒚較少型參考量未知 
⒛拿走等化型參考量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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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高能力組實例之知識結構圖（編號：052 .98290=θ ） 

 

 
圖六  中能力組實例之知識結構圖（編號：182 .10020=θ ） 

 

 
圖七  低能力組實例之知識結構圖（編號：049 -1.1632= θ ） 

 
從表 12 的百分比數據知，高能力組學生比中能力組、低能力組學生具有較

多的精確鏈結關係（精確鏈結即概念與概念的鏈結正確）、較少的缺失鏈結關係

（缺失鏈結即概念與概念該有的鏈結關係卻沒有存在）、和較少的多餘鏈結關係

（多餘鏈結即概念與概念間原本不該有的鏈結關係卻存在），其中精確的鏈結關

係表示和標準參照結構一致的程度，缺失的鏈結關係反應出學生的學習未達精熟

的程度，而多餘的鏈結關係則顯示出學生學習產生錯誤的程度，這也是圖五比圖

六、圖七更接近標準參照結構圖（圖四）的理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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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各組實例知識結構圖中節點與節點之間的鏈結關係 
標準參照結構圖 高能力組 中能力組 低能力組 
節點 鏈值 節點 鏈值 節點 鏈值 節點 鏈值 
1-10 .00366 1-10 .01350 1-14 .04671 1-15 .06025 
1-12 .00271 1-20 .01022 1-20 .00357 1-18 .00332 
2-5 .00510 2-5 .00818 2-13 .01494 2-7 .00910 
2-14 .00159 2-14 .00240 2-14 .00604 2-13 .01853 
3-6 .06773 3-6 .15524 3-12 .31547 3-17 .03322 
3-19 .10322 3-19 .14996 3-19 .12960 3-19 .01143 
4-8 .00027 4-8 .00344 4-7 .01572 4-16 .00139 
5-7 .00394 4-9 .00251 4-8 .05312 5-7 .06297 
6-17 .11813 5-11 .00509 5-14 .00516 5-20 .02417 
7-11 .00332 6-17 .13838 6-12 .00252 6-10 .03241 
8-9 .00038 7-9 .00558 6-17 .07097 6-14 .02606 
8-20 .00819 7-11 .00572 7-9 .00431 8-14 .05988 
9-11 .00198 8-20 .00461 8-10 .05150 8-17 .11020 

10-20 .00597 10-17 .01543 9-20 .00155 9-13 .01171 
12-17 .00249 12-17 .00789 10-17 .07725 9-16 .04628 
13-14 .00051 13-14 .00162 11-16 .00041 10-16 .02090 
13-16 .00080 13-16 .00157 13-16 .00440 11-18 .18224 
15-16 .00055 15-16 .00185 15-16 .02345 12-14 .00484 
15-18 .00165 15-18 .00367 15-18 .02143 15-20 .03527 
標準參照結構圖 高能力組 中能力組 低能力組 
鏈結總數：19 鏈結總數：19 鏈結總數：19 鏈結總數：19 

精確鏈結數：14（.74） 精確鏈結數：7
（.37） 

精確鏈結數：2（.11）

缺失鏈結數：5（.26） 缺失鏈結數：12
（.63） 

缺失鏈結數：17
（.89） 

 

多餘鏈結數：5（.26） 多餘鏈結數：12
（.63） 

多餘鏈結數：17
（.89） 

註：括號內的數字為百分比值 
 
綜合上述，學生的能力值不同，從其知識結構圖觀之，概念鏈結亦有不同

的情形。高能力組學生的知識結構圖最接近標準參照結構圖；而相對地，低能力

組學生的知識結構圖則與標準參照結構圖相距甚遠；至於中能力組，則介於高能

力組與低能力組之間。 
 
二、加減法文字題知識結構的類型分析 
（一）集群分析與相似性指數之分析 

根據因素分析所得的六個因素分數，經過階層式集群分析的群數決定和 k
平均數法進行分群後，可將受試者分為十群，各群的 PFC、GTD、PRX 平均值

等資料如表 13。 
以群組為自變數，分別以三個相似性指數為依變數，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

析，如表 14。 
由表 14 得知，不同群學生的 PFC 值、GTD 值、PRX 值達顯著 .001)0(p <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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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再進行 Scheffe 法之事後比較，分析如表 15、表 16 和表 17。 
 

表 13  集群分析的分類情況及相關資料分析 

 PFC 
平均值 

GTD 
平均值 

PRX 
平均值

平均能 
力值θ  

平均原

始分數
人數 

人數百

分比

（%） 
第一群 .103 .429 .508 -.841990 13.33 9 2.78 
第二群 .171 .615 .687 -.447111 14.55 38 11.73 
第三群 .350 .856 .896 .309921 17.35 82 25.31 
第四群 .201 .682 .753 -.213762 15.57 23 7.10 
第五群 .170 .590 .658 -.507901 13.55 20 6.17 
第六群 .537 .906 .935 .664813 18.37 102 31.48 
第七群 .236 .776 .841 .014750 16.56 16 4.94 
第八群 .069 .087 .099 -1.716505 7.42 12 3.70 
第九群 .073 .323 .424 -1.093559 11.29 7 2.16 
第十群 .075 .112 .057 -1.704321 6.73 15 4.63 
 
表 14  各群三相似性指數變異數分析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和 F 值 
組間 9.11 9 1.01 
誤差 14.84 314 .05 PFC 
總和 23.96 323  

21.42*** 

組間 18.09 3 2.01 
誤差 11.71 314 .04 GTD 
總和 29.80 323  

53.93*** 

組間 19.17 9 2.13 
誤差 12.76 314 .04 PRX 
總和 31.93 323  

52.43*** 

.001p*** <  
 

（二）各群知識結構圖特色之描述 
由表 15 至表 17，參照各群在 PFC、GTD、PRX 指數差異之事後比較發現，

各項指數得分最高為第六群，中等表現的次高代表群是第二群，而各指數得分最

低以第八群代表。限於篇幅，茲舉例比較第六群、第二群及第八群之知識結構圖

特性。 
1. 指數最高的集群（第六群） 

第六群在三個相似性指數是得分最高之一群，將第六群知識結構圖與標準

參照知識結構圖對照，發現各實例知識結構圖鏈結方式和標準參照知識結構圖有

很大相似之處。 
依概念之間的緊鄰關係，都可將知識結構圖中二十個概念分成四區，第一

區為：概念 19、3、6、17、12；第二區為：概念 1、10、20、8、4；第三區為：

概念 9、11、7、5、2、14、13；第四區為：概念 16、15、18。各實例舉例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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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及比較說明如表 18 所示。 
 

表 15  各群 PFC 指數事後比較摘要表 

組別 第一

群 
第二

群 
第三

群 
第四

群 
第五

群 
第六

群 
第七

群 
第八

群 
第九

群 
第十

群 
第一群 ─ -.07 ..sn  -.25 ..sn  -.10 ..sn -.07 ..sn -.43**

*
-.13 ..sn .03 ..sn  .03 ..sn  .03 ..sn

第二群  ─ -.18* -.03 ..sn .00 ..sn -.37**
*

-.07 ..sn .10 ..sn  .10 ..sn  .10 ..sn

第三群   ─ .15 ..sn .18 ..sn -.19**
*

.11 ..sn .28* .28 ..sn  .28*
第四群    ─ .03 ..sn -.34**

*
-.04 ..sn .13 ..sn  .13 ..sn  .13 ..sn

第五群     ─ -.37 ..sn -.07**
*

.10*** .10*** .10***
第六群      ─ .30** .47*** .46*** .46***
第七群       ─ .17 ..sn  .16 ..sn  .16 ..sn

第八群        ─ -.00 ..sn  -.01 ..sn

第九群         ─ -.00 ..sn

第十群          ─ 
0.05>p    0.001 <p***   0.01 <*p*   0.05 <p* ..sn  

 
表 16  各群 GTD 指數事後比較摘要表 

組別 第一

群 
第二

群 
第三

群 
第四

群 
第五

群 
第六

群 
第七

群 
第八

群 
第九

群 
第十

群 
第一群 ─ -.19 ..sn  -.43**

*
-.25 ..sn -.16 ..sn -.48**

*
-.35* .34 ..sn  .11 ..sn  .32 ..sn

第二群  ─ -.24**
*

-.07 ..sn .02 ..sn -.29**
*

-.16 ..sn .53*** .29 ..sn  .50***
第三群   ─ .17 ..sn .27*** -.05 ..sn .08 ..sn .77*** .53*** .74***
第四群    ─ .09 ..sn -.22** -.09 ..sn .60*** .36* .57***
第五群     ─ -.32**

*
-.19 ..sn .50*** .27 ..sn  .48***

第六群      ─ .13 ..sn .82*** .58*** .79***
第七群       ─ .69*** .45** .66***
第八群        ─ -.24 ..sn  -.03 ..sn

第九群         ─ .21 ..sn

第十群          ─ 
0.05>p    0.001 <p***   0.01 <*p*   0.05 <p* ..sn     

 
各實例之概念鏈結雖然沒有完全精確，但都位於該區，表示這些概念彼此

是有關係的，所以這一群學童的加減法文字題知識結構已經很接近標準參照知識

結構了。對照原始作答情形，平均答對率為 0.92，已達精熟程度，針對此群學童

教師可進行充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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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群實例一 
 

 
 

第六群實例二 
 

 
 

第六群實例三 

 
 

第六群實例四 
 

 

 
 

第六群實例五 

 
 

第六群實例六 
圖八  第六群各實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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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群實例七 

 
第六群實例八 

 
 

 
 

第六群實例九 

 
 

第六群實例十 
圖八  （續） 

 
表 17  各群 PRX 指數事後比較摘要表 

組別 第一

群 
第二

群 
第三

群 
第四

群 
第五

群 
第六

群 
第七

群 
第八

群 
第九

群 
第十

群 
第一群 ─ -.18 ..sn  -.39**

*
-.25 ..sn -.15 ..sn -.43**

*
-.33 ..sn .41* .08 ..sn  .45***

第二群  ─ -.21**
*

-.07 ..sn .02 ..sn -.25**
*

-.15 ..sn .59*** .26 ..sn  .63***
第三群   ─ .14 ..sn .24** -.04 .. sn .05 ..sn .80*** .47*** .84***
第四群    ─ -.09 ..sn -.18 ..sn -.09 ..sn .65* .33 ..sn  .70*
第五群     ─ -.28**

*
-.18 ..sn .56*** .23 ..sn  .60***

第六群      ─ .09 ..sn .84*** .51*** .88***
第七群       ─ .74*** .42* .78***
第八群        ─ -.33 ..sn  -.04 ..sn

第九群         ─ .37 ..sn

第十群          ─ 
0.05>p    0.001 <p***   0.01 <*p*   0.05 <p* ..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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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第六群各實例之核心概念、能力值及指數值 

實例 核心概念 
（概念號碼）

能力值θ 範圍 PFC GTD PRX 

一 8 1.3558 1.000 1.000 1.000 
二 17 .9829~.9047 .583 .975 .994 
三 8、17 .8342 .583 .971 .987 
四 5、8、17 .7404 .462 .958 .982 
五 5、8 .7113~.6843 .407 .963 .980 
六 無 .6266~.5195 .310 .952 .973 
七 無 .4497~.3910 .310 .948 .954 
八 9、12 .2832~.2752 .226 .886 .927 
九 12 .2447~.2031 .226 .887 .920 
十 12 .1945 .226 .879 .909 

 
2. 指數居中的集群（第二群） 

第二群在三個相似性指數得分屬於表現中等一群，觀察各實例知識結構

圖，發現其知識結構圖和標準參照知識結構圖有差距，但各實例之間卻有非常大

的相似之處。依概念的緊鄰關係，亦可將此群知識結構圖的二十個概念分成幾

區，第一區為：概念 19、3、12、6、17；第二區為：概念 10、8、4；第三區為：

概念 7、9；第四區為：概念 20、1、14、5、2、13、16；第五區為概念 11、15、
18。茲舉例如圖九，及比較說明如表 19 所示。 

由以上分區可看出此群學童的知識結構特徵，標準參照知識結構圖的概念

20 與概念 8（核心概念）有所鏈結，但此群學童的概念 20 大多數卻與概念 14 鏈

結，概念 14 是添加等化型比較量未知，概念 8 是添加型起始量未知，算式皆為

CB) ( =+ ，可能是學童對這兩個概念混淆或不清楚，造成鏈結錯誤。 
對照原始作答情形，平均答對率為 0.73，其中答對率較低的為概念 8、概念

19、概念 3 和概念 17，概念 8 作答情形極不理想，另外概念 19、概念 3 和概念

17 在知識結構圖位於同一區是有關連的，針對此群學童教師應進行這兩區八個

概念的補救教學。 
 

 
 

第二群實例一 

 
 

第二群實例二 
圖九  第二群各實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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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群實例三 

 
 

第二群實例四 

 
 

第二群實例五 

 
 

第二群實例六 
 

 
 

第二群實例七 

 
 

第二群實例八 
 

 
圖九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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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群實例九 

 
 

第二群實例十 
 

 

 
 

第二群實例十一 

 
 
 

第二群實例十二 
 

 
 
 
 

 
 
 
 
 

 
 
 
 
                   

 
 
 
 

第二群實例十三 
 

圖九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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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第二群各實例之核心概念、能力值及指數值 
實例 核心概念（概念號碼） 能力值θ 範圍 PFC GTD PRX 
一 14 .0423~.0216 .188 .768 .875 
二 無 -.0297~-.0923 .188 .773 .858 
三 17 -.1772~-.2164 .226 .767 .817 
四 14、17 -.2518 .226 .753 .795 
五 16 -.3131~-.3297 .226 .753 .795 
六 14、16 -.3376~-.3831 .226 .709 .765 
七 16、17 -.3899 .226 .679 .751 
八 8、16、17 -.4177~-.4307 .226 .655 .741 
九 8、16、17 -.4801 .152 .609 .718 
十 8、16、17 -.4884 .152 .594 .715 
十一 8、16、17 -.5106~-.5117 .152 .565 .707 
十二 無 -.5352 .086 .579 .698 
十三 16 -.5544 .086 .580 .690 

 
3. 指數居中的集群（第八群） 

第八群在三個相似性指數得分是較低的一群，觀察此群各實例知識結構

圖，發現概念 1 和概念 11 鏈結的比例頗高。茲舉例如圖十，及比較說明如表 20
所示。 

標準參照知識結構圖中，概念 1 和概念 11 並無直接鏈結關係且相距甚遠，

概念 1 為添加型結果量未知、概念 11 為合併型全體量未知，但算式皆為

) (BA =+ ，所以此群集學童可能習得表面知識結構而無深層知識結構。 
對照原始作答情形，此群平均答對率為 0.37，作答情形極為不理想，可能

對加減法文字題概念不甚了解，針對此群學童教師須利用課外的時間，以校正學

生不熟練的部份。 
 

 
 

第八群實例一 

 
 

第八群實例二 
 

 
 

圖十  第八群各實例 



徑路搜尋方法之加減法文字題知識結構分析  測驗統計年刊  第十五輯 

 53

 
 

第八群實例三 

 
 

第八群實例四 
 
 

 
 

第八群實例五 

 
 

第八群實例六 
 

 

 
第八群實例七 第八群實例八

 
圖十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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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群實例九 

 
第八群實例十 

圖十  （續） 
 

表 20  第二群各實例之核心概念、能力值及指數值 
實例 核心概念（概念號碼） 能力值θ 範圍 PFC GTD PRX 
一 無 -1.4377 .056 .142 .181 
二 2 -.15371 .027 .076 .125 
三 18 -1.7236 .027 .010 .032 
四 16、20 -1.8277 .056 -.063 -.012 
五 16 -1.9172 .056 -.043 -.042 
六 無 -2.0132 .086 -.052 -.066 
七 無 -2.1025 .086 -.037 -.083 
八 無 -.2.2428 .056 -.051 -.108 
九 無 -2.3256 .056 -.053 -.120 
十 無 -2.4441 .086 -.063 -.135 

 
    綜上所述，利用集群分析將受試者分群，各群的知識結構圖有其特徵。第六

群學童知識結構圖已經很接近標準參照知識結構圖，教師可進行充實活動。第二

群學童答對率較低的概念位於同一區，教師應進行該區概念的補救教學。第八群

學童在概念 1 和概念 11 有多餘鏈結，可能對加減法文字題概念不甚了解，教師

須利用課外時間校正學生不熟練的部分。 

伍、結論與建議 
一、加減法文字題知識結構與能力值之分析 
（一）三個相似性指數均能對能力值做有效之預測，且 GTD 指數預測效果最高。 
（二）高能力值組知識結構圖與標準參照知識結構圖較為相似，核心概念為概念 

17；中低能力值組知識結構圖與標準參照知識結構圖較不相似，核心概念 
為概念 14、16。  

 
二、以集群分析探討加減法文字題知識結構 
（一）以集群分析方法能將受試者有效分群，各群相似性指數達顯著差異。 
（二）高分群學童知識結構圖已經很接近標準參照知識結構圖，教師可進行充實 

活動。中分群學童答對率較低的概念位於同一區，教師應進行該區概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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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低分群學童在概念 1 和概念 11 有多餘鏈結，可能對加減法文

字題概念不甚了解，教師須利用課外時間校正學生不熟練的部分。 
 
三、教學上的建議 

建議教師藉由學生知識結構圖的表現，瞭解學生學習狀況及學習困難所

在，進而施予適當的補救教學。由集群分析方法將學生分群，發現同一群學童的

知識結構圖彼此之間有很大相似之處，所以教師可根據不同群組學生，進行分組

補救教學。 
 
四、對未來研究的建議 
（一）未來研究可兼採質的研究，透過晤談的方式，可以幫助瞭解學童在加減方

面數學能力的發展 （Houliham & Ginsburg, 1981），並與量性的研究互相

佐證。 
（二）本研究引入試題反應理論的觀點，進行概念類似係數的計算。關於類似性   
      的計算方法有多種，未來可採資料模擬方式，比較不同的概念類似係數的 

計算的優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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