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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根據因數與倍數之數學解題溝通能力的內涵，編製因數與倍數解

題溝通能力測驗，以分析學生的因數與倍數的解題溝通能力。 
研究對象為國民小學六年級學生，計 342 名。採用自編的「因數與倍數的

解題溝通能力測驗」為研究工具，經統計分析後，研究結果發現： 
一、本研究之溝通層次分為「表達自我想法」、「理解他人想法」與「評價他人想

法」，整體而言，「表達自我想法」與「理解他人想法」優於「評價他人想法」；

「因數」的溝通能力優於「倍數」的溝通能力。 
二、在「表達自我概念」上，「符號表徵」的了解優於「理解題意」，「解題」優

於「表達溝通」。在「理解他人想法」中，其能力表現依次為「判斷」、「轉化」、

「認同說明」、「質疑辯證」。在「評價他人想法」中，「辨別」優於「澄清與

補充」和「評鑑」。 
三、本研究溝通類型分為內向表達型、外向理解型、全能優越型及多層障礙型；

其中多層障礙型的人數百分比最高，全能優越型最少。 
四、因數與倍數概念之錯誤類型分析可分為：（一）語言概念錯誤，包括題意了

解錯誤、語意知識不足、專有名詞概念混淆；（二）認知概念錯誤，包括運思

能力不足、粗心錯誤、運算系統錯誤、直觀法則影響；（三）策略概念錯誤，

包括解題策略錯誤、計劃監控失誤；（四）個人態度錯誤，包括厭惡思考、猜

測。 
最後，研究者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對於教學、評量實務及未來進一步的建議。 
 
關鍵字：因數與倍數、解題溝通能力、溝通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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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緒論 
 

壹、研究動機 
 

數學溝通能力是數學課程極需培養的能力之一，民國 82 年教育部公佈的國

民小學數學科課程標準中，明白訂定以「培養兒童以數學語言溝通、討論、講道

理和批判事物的精神」為其總目標之一（教育部，1993）；民國 92 年公佈的九年

一貫課程數學課程綱要中認為「數學是一種語言」且應培養學童的「數學溝通能

力」（教育部，2003）。此外，美國數學教師協會（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Mathematics，以下簡稱NCTM）在其課程目標中也明定「學生應學習使用數學語

言來溝通」（NCTM, 1989），更把數學溝通能力列為數學能力的十大標準之一

（NCTM, 2000）。 
然而各類研究發現，國小學生在數學溝通能力上顯著低落，Curcio（1985）

認為學生常因為對數學語言的不熟悉，造成學習的困難。游麗卿（2000）在其研
究中，發現一年級的學生在說明解題想法時，其語言無法使人明白，發言和提問

都只是徒具形式而缺乏溝通的內涵。此外，學生對於數學的興趣亦隨著年級的增

加而愈來愈低落（蔣治邦，1994），尤其在學習因數與倍數單元時，部分學生根

本無法理解其概念，且學生在學習因數與倍數教材時，存有許多的學習瓶頸和迷

思概念（林珮如、邱慧珍，2002）。黃國勳、劉祥通（2003）也指出因數教材對

國小學生是困難的，學生在學習因數教材時，存在著許多的障礙。 
Boose（1995）研究中指出，教師不知道如何設計一份合乎建構情境的學習

評量，是目前美國數學教學最大的困擾之一。雖說培養數學溝通能力的研究，在

近幾年來蓬勃發展，譬如：擬題、數學日記、數學寫作等，但是對於檢核數學溝

通能力的評量則應有更合宜的考評方法。 
基於以上的論述，本研究有三大動機。動機一：數學溝通是一個嶄新概念的

提出，它是將數學概念內化以及與外界連結的關鍵，在將數學生活化及社會化的

過程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所以發展數學的溝通能力，可說是數學教學中相

當重要的議題。動機二：研究者從事教職多年，發現因數與倍數的教材，一直是

許多學童相當困擾的單元之一，有許多學童更因此造成日後新舊知識銜接困難的

問題，本研究藉由適切的評量工具，剖析其困難的成因，以供教師教學時做參考。

動機三：「溝通」是一個連續性的過程，所以如何對「數學溝通能力」進行評量，

確有其實施困難之處，故本研究希望透過數學溝通文獻的相關探討，訂出數學解

題溝通能力評量的項目，以因數與倍數單元為一研究教材提供教師在數學溝通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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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上的參考。  
 

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想乃透過數學溝通相關文獻之分析，編製國小六年級學童在因

數與倍數的數學解題溝通能力測驗，進而探討其因數與倍數的數學溝通能力、溝

通類型及錯誤概念。故本研究目的茲列舉如下： 
（一）了解學生在因數與倍數之解題溝通表現。 
（二）探討學生在因數與倍數之解題溝通測驗的解題溝通能力類型及錯誤類

型。 
 

參、名詞釋義 
 

（一）數學溝通能力 
       本研究依據數學溝通能力的相關文獻，將數學解題溝通歷程分成三大階

段，每一階段皆有其分項能力細目。以下就每一階段的溝通細目提出說明： 

     1.表達自我概念 

（1）理解題意：能理解數學題目的意義。 

（2）符號表徵：能透過符號表徵的方式來了解題意。 

（3）解題：可以使用數學符號進行解題。 

（4）表達溝通：可以善用數學語言和各種適當的表徵來表達解釋自己的數學性

概念。 

     2.理解他人想法 

（1）轉化：可以將他人的數學想法以數學語言轉換成數學算式。 

（2）判斷：可以理解他人的數學想法並判斷其正確性。 

（3）認同：對於他人正確的數學想法可以提出有意義的說明與解釋。 

（4）質疑：對於他人錯誤的數學想法可以提出有意義的問題及質疑，並說明理

由。 

     3.評價他人想法 

（1）辨別：可以分辨他人的數學想法為錯誤的或是不夠完整。 

（2）澄清與補充：對於他人錯誤或不完整的數學想法，能加以澄清或補充，使

其答案更加正確而完整。 

（3）評價：能對他人提出的算式加以評價，擬定此算式之應用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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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探討 

 

壹、數學溝通的重要性 
 
德國著名的數學家 Albert Einstein認為：“A description in plain language is 

criterion of degree of understanding that has been reached”.（Bassarear, 2001），由此
可知，清楚的使用語言來進行溝通，對題意的理解，有很大的幫助。Bassarear（2001）
將「學校數學原則與標準」（NCTM,2000）提出的十項學生應達到的數學標

準中，加以歸納整理並認為其中的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推理和論證

（reasoning and proof）、溝通（communication）、陳述（representation）、連結

（connections）等五項標準，使得課程活潑化，並且是提高學生學習興趣的關鍵。
因此數學溝通可說是數學教育中相當重要的一環，故 Stiggins & Higgins（1992）
將數學溝通歸結為數學能量（mathematical power）之一。 
美國的國際訓練實驗室（The National Training Laboratories，簡稱NTL），曾

於 2001 年繪製一學習效率金字塔（如圖 2-1），來表示不同的學習途徑有不同的

學習效率。 
 

與他人直接互動學習 90％ 

實作法75％ 

活動演示50％ 

小組討論30％ 

感官學習法20％ 

 演講法5％ 

 
 閱讀法 10％ 

 
 
 

 
 
 
 
 
 

     圖 2-1 學習效率金字塔 
 （譯自NLT: Retention Rates from Different Ways of Learning,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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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進行數學溝通的符號與工具 
 
數學溝通的能力並不是只侷限於數學解題，而應該透過數學對話來提高表達

能力，並以各種表徵方式為媒介，讓學生能「聽說讀寫」數學，以提高其數學溝

通的能力。Mooney, Ferrie, Fox, Hansen & Wrathmell（2002）認為有三種方式可以
來表達數學想法與概念，分別是：（一）可以使用各種文字、措辭、語句來表達，

如「說出 12的因數」。（二）使用可以有效幫助理解的圖像或物件，如「數線」。

英國教育及就業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簡稱DFEE）在
1999 年所出版的「國家教育的運算策略：數學的教學結構」（The National Numeracy 
Strategy: Framework for Teaching Mathematics）中，提到了數學是腦力運作的活動

（mental activity），所以具體物的操作可以幫助學童的理解能力。（三）使用最

具有挑戰性的數學符號，因為數學符號是抽象的（abstract），通常是語言及圖像
的陳述後，才得以形成，所以教師在從事此步驟的教學時，應對數學具有良好的

判斷力。以上三種陳述數學概念的方式其關係如下圖 2-3： 
 
 
 
 
 
 
 
 

                 
語言(language) 

概念(concept) 

符號 (symbol) 

具體圖像(concrete images) 

圖 2-2陳述數學概念的方式之關係圖 
（譯自Mooney, Ferrie, Fox, Hansen & Wrathmell, 2002） 

 

參、數學溝通之評量 
 
Kennedy & Tipps（1997）將NCTM近年來所出版的文獻加以綜合整理，茲

認為在數學領域的學習上，有其四種能力，應是所有階段的學生都應學習的，亦

是在數學學習上普遍都應該涵蓋的標準。分別是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溝
通（communication）、推理（reasoning）和連結（connections）。 而 NCTM 於

1989 所提的「學校數學課程與評量標準」（Curriculum and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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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s for School Mathematics）、1991 年所出版的「數學教學的專業

標準」（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Teaching Mathematics）與 2000 的「學
校數學原則與標準」（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for School Mathematics）皆
述及要增進學生在數學上的溝通能力。  
美國佛蒙特洲的教育機構（Vermo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曾於其年度報

告（Looking beyond “the answer”: Vermont mathematics portfolio program）中提出一
數學溝通的評量準則，如表 2-1，依照學生所表達出的數學溝通能力，而判定其

所屬的溝通階層。該機構並認為不同的年齡層所表達出的數學語言，應有不同的

評量標準。此外，並且提到演算法、方程式等並不是表達數學語句最恰當的方式，

相反的，若能應用那些非數學專業的名詞，或是利用畫圖、製表、操作具體物等

方式來表達個人的數學想法，才能真正達到數學溝通的目的。 
表 2-1學生數學溝通能力的評量準則 

 數學語言 數學方式的表述 演示的清晰度 

1 
沒有使用或是不恰當

的使用數學語言。 
沒有使用數學方

式表述 

不清晰 
（無組織性、不完整、無法詳

述） 

2 
有時會使用數學語

言。 
使用數學方式表

述 
一部分清晰 

3 
大多時候皆能使用數

學語言。 
精確且適當的使

用數學方式表述
大部分清晰 

4 
使用豐富的、精確

的、細緻的、適當的

數學語言。 

能敏銳的使用數

學方式表述 
清楚 

（有組織性、完整、詳述） 

 
美國密西根州的安那寶市公立學校（Ann Arbor Public Schools）的教師們，

將數學的溝通能力融入問題解決的過程中，制定一套普遍性的數學評量準則，將

學生對數學思維的表達方式分成四個等級，分別是等級一：沒有任合作答的企

圖；等級二：不完整的演示方式；等級三：勉強可接受的演示方式；等級四：優

秀的演示方式。茲將等級二自等級四陳列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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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問題解決導向的基本評分準則 
不完整的演示方式 勉強可接受的演示方式 優秀的演示方式 

 
概念無法理解 概念逐漸形成 可以理解概念並能應用

自

我

概

念

理

解 

無法提出證明。 
無法達成解題任務。 
犯了關鍵性的錯誤。 

能提出部分的證明。 
大部分皆能了解，但會

有部分缺失。 
達成解題任務但有少許

缺陷。 

澄清解題結果。 
能做深度和廣度的證明。

能達成解題任務甚至加

以延伸。 
提出特殊的觀點。 

溝

通

表

達 

對概念的解釋和說明有

困難。 
只可以回答簡單的問題。 
無法使用或是誤用專有

名詞。 
提出無意義的資料。 

對部分概念能進行有效

的溝通但不是全部。 
能以簡單的方式提出解

釋。 
需要一些提示。 

能有效而清楚的溝通。 
思緒能清楚的表達。 
能應用許多方式進行溝

通。（口頭、書寫、圖示、

表格） 

表

徵

的

使

用 

沒有提示無法使用表徵。 
需先觀看他人操作，才會

使用。 
對表徵的使用無法提出

解釋。 

能有效使用常見的表

徵。 
偶而需要他人的提示。

能有效的並且有效率的

操作。 

 
教育部於 2003 年公佈九年一貫數學課程綱要中提到溝通應包括理解與表達

兩種能力，所以，數學溝通一方面要能了解別人以書寫、圖形，或口語中所傳遞

的數學資訊，另一方面，也要能以書寫、圖形，或口語的形式，運用精確的數學

語言表達自己的意思。綱要中並提到數學外部的連結應強調生活及其他領域中數

學問題的察覺（R）、轉化（T）、解題（S）、溝通（C）、評析（E）諸能力的培養。 
學生要獲得良好的數學溝通能力，並不能只專注在數學概念內容的提昇，良

好溝通技巧的訓練和一份有效的測驗評量，也是不可或缺的，因此需要一份周詳

而確實的數學溝通教學計劃。而數學溝通的教學計劃，除了包括教師與學生之間

的互動關係，和學生與學生之間的合作學習之外，教師課程引導方式對學生的數

學概念及溝通技巧的提昇也有很大的幫助。Wolfgang & Glickman （1988）曾提
出一套教師的教學活動連續行為模式（Teacher Behavior Continuum），將教師的教
學行為分成探索（Exploration）、誘導（Induction）、指導（Direct）三種模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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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TM在 1993 年出版的年鑑「數學教室中的評量」（Assessment in the mathematics 
classroom） （Webb & Coxford, 1993）推薦許多的評量方法，例如：觀察學生在

個別、小組或全班的解題活動情形；傾聽學生討論解題的歷程；分析測驗的資料、

日誌（journals）等，皆可以作為數學教師進行數學溝通評量的參考。綜合以上各

位學者所述，可得知數學溝通的評量方式大致可分為文字記錄、口頭說明和活動

演示三種。以下是將教師的教學模式結合各類的評量方式，繪製一數學溝通的教

學評量圖，如圖 2-3。由此圖中，可知教師在訓練學生的數學溝通能力時，可以

採取不同的教學模式並配合相關的評量方法，來了解學童的數學溝通能力，且評

量的方式可靈活彈性運用，以便在診斷學童的數學溝通能力時，更能達到全面

化、周延化。 
 

觀察法 

  
    

 
 

小 
組 
合

問題
導向
紙筆
測驗

 

活動演示 

師生
結構
對話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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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數學溝通之教學評量圖 

 
Basserear（2001）認為數學課程的溝通能力，可以區分為兩種類型：（一）自

我和問題的溝通 （communnicating with yourself about the problem）：其意是指確
立自我對問題情境的了解及所使用的策略。而 Polya（1945）所提出的解題四步
驟為：理解題意（understand the problem）、計劃（devise a plan）、監控（monitor your 
plan）和回顧（look back at your work），可以幫助對問題的了解更為深刻。（二）

和他人的溝通（communcating with other people）：意指與他人分享自我的觀察與
認知，亦能了解他人的想法與認知。在描述對問題所使用的解題策略或解釋所訂

立的假設時，皆可透過數學語言的表達方式，來使溝通達到更好的成效。 
本研究根據上述Bassarear（2001）所提出的兩種溝通類型，以及劉祥通（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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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數學的活動大致包括解題的活動、表徵的活動、建構知識的活動、與產生省

思與分析的活動，及其針對數學紙筆寫作所提出的八種教學策略，確立本測驗的

數學解題溝通能力指標為以下三大項目： 
 （一）表達自我概念 

學生的反應是溝通的重要內容對象，數學溝通中最重要的就是透過學生

對自我想法能夠正確的表達和解釋，才能夠讓發表有意義，且讓聆聽者能更

清楚的理解。故可以善用多種表徵工具及數學語言來協助表達自己的數學概

念和想法，針對此項目訂立了以下的子細目： 
1.理解題意：能從文字敘述中，了解數學題目的意義。在解決數學問題

時，理解問題意義是推理思考的首要步驟（黃幸美，1995），
如果解題者能在此歷程上，充分瞭解問題意義與成分關

係，將有助於後續的解題思考。因此將「理解題意」放在

表達自我的數學概念或想法的第一項目。 
2.符號表徵：除文字外，亦可透過符號表徵的方式來了解題意。Eming

（1977）認為以圖形符號表徵話語是第一階（first order）
的想法過程的語言，而以紙筆寫作表徵話語則是一種第二

階段（second order）的想法過程的語言。本項目所指的為
第一階段。 

3.解題：可以使用數學符號進行解題。Morris（1983）認為所謂的解題是
探索條件之間可能存在的關係，再以答案去確認這些關係。亦

是 Polya （1945）問題解決歷程中的第三步驟執行計畫。 
4.表達溝通：可以善用數學語言和各種適當的表徵來表達解釋自己的數

學性概念。此為 Eming（1977）想法過程的為第二階段，
亦是Burks（1994）的將口述的語言變成文字的符號，且因
涉及了左、右兩個半腦運作，所以具整合的功能。 

 
（二）理解他人想法 

數學溝通除了單方面的表達外，還能透過聆聽來了解他人的思考內容，

以獲得更多方面的想法來學習他人的多元且有效率的策略。理解他人想法應

包括在接受他人的想法時，可以正確的用自己的話去摘要他人的想法，當覺

得他人有錯誤時，可以提出質疑。亦針對此項目訂立了以下的子細目： 
1.轉化：可以將他人的數學想法以數學語言轉換成數學算式。亦即教育

部的九年一貫數學課程綱要中提到的外部連結能力之一的「轉

化」，並配合其相關的能力指標C-T-02：能把情境中數、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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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關係以數學語言表出。 
2.判斷：可以理解他人的數學想法並判斷其正確性。 
3.認同：對於他人正確的數學想法可以提出有意義的說明與解釋。 
4.質疑：對於他人錯誤的數學想法可以提出有意義的問題及質疑，並說

明理由。 
 

 （三）評價他人想法 
NCTM（1989）曾提出數學性溝通的能力評量，應包含評價所表達的數

學性想法，亦即評價他人的數學性想法，若他人想法不夠完善時，可以適當

的提出補充，或者是針對他人的錯誤概念能加以澄清，希望能藉由接受他人

的其他想法來獲得新的連結或新的學習策略。針對此項目訂立了以下的子細

目： 
1.辨別：可以分辨他人的數學想法為錯誤的或是不夠完整。 
2.澄清與補充：對於他人錯誤或不完整的數學想法，能加以澄清或補充，

使其答案更加正確而完整。配合數學課程綱要中提到的相

關能力指標 C-E-03：能經闡釋及審視情境，重新評估原
來的轉化是否得宜，並做必要的調整。 

3.評價：能用解題的結果闡釋原來的情境問題或能由解題的結果重新審

視情境，提出新的觀點或問題。亦即教育部的九年一貫數學課

程綱要中提到的外部連結能力之一的「評析」。 
由以上可知，本研究測驗的編製是以數學溝通能力為主軸，結合其他四

種外部連結的能力察覺、轉化、解題、評析，針對數學內容中的因數與倍數

之議題所編製而成，以期能確實診斷出學生在因數與倍數此概念上的數學解

題溝通能力。 
 

一、 因數與倍數的教材分析 

分析現行國小數學課本因數與倍數的相關單元，可發現其內容最主要可分為因數、

倍數、公因數及公倍數四方面，並針對國立編譯館（2000）的數學科教學指引第九、十

冊，與之相關的教學活動加以整理，呈現如圖 2-4的教學活動地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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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定長方形或正方

形，並用乘號的算式紀

錄計算面積的過程。 

 
 
 
 
 
 
 
 
 
 
 
 
 

 
 
 
 
 
 
 
 
 
 
 

用算式填充題紀錄問

題，並加以解決，進而

經驗乘法的交換律。 

解決「分數對多」的對等

問題，並用「：」的符號

在「方陣排列｣或「等分組｣問題的情境

中，經驗因數的初步概念。 

在「方陣排列｣或「等方組｣的問題

情境下，經驗公因數的初步概念。

認識倍數的意義 

1.透過缺乘數的算式填充題及判斷積

數是否為被乘數整數倍。 

2.判斷一數是否為其因數的整數倍方

式，察覺此數為其所有因數的倍數。

認識因數的意義 

1.在倍的情境下，解決「可能的單位數

值」問題。 

2.給定總數(在100以內)，解決「列出

所有可能的因數」問題。 

認識公因數及最大公因數、公倍

數、和最小公倍數的意義。 

在量的情境中，利用找出

最小公倍數的方法，解決

圖 2-4 教學活動地位圖 

因為數本身相當抽象，直接由數的情境進入討論因數的意義，對學童而言，

並不恰當（謝堅，1997）。相關學者建議可透過圖像、情境等方式，來幫助學童

習得因數與倍數的概念，舉例如下。 
 （一）維恩圖 

Basserear（2001）指出學生在學習最大公因數（GCF）與最小公倍數

（LCM）時，可以使用維恩圖（Venn diagram）來幫助學生了解兩者的關係，

試舉例圖如圖 2-5，借用圖形化的方式，除了少數學生仍需個別指導外，大

部分的學生皆能藉由此圖形來了解這個概念，並能表達給其他學童了解，此

種以視覺（saw）的方式，來理解 GCF和 LCM之間的關聯（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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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交集（intersection）和聯集（union）的關係，更能加深學童對此概念的印

象。 

 
 
 
 
 
 
 
 

 
圖 2-5維恩圖（Venn diagram） 

（譯自Basserear, 2001） 

（二）樹狀圖 
Kennedy & Tipps（1997）提到在學習因數的概念時，也可以使用樹狀圖

（tree diagram）的方式，例如使用因數樹（factor trees）來釐清概念，試舉例

圖如圖 2-6。所謂因數樹就是一層一層將數一再的命名，不斷的擴展層級，

直到最後一層都成為質數為止。此種藉由圖解的形式，可以幫助學童了解數

的結構，釐清因數的概念。 
 
 
 
 

圖 2-6 因數樹（factor trees） 

（譯自Kennedy & Tipps, 1997） 

 （三）情境入題 
謝堅（1997）提到因數與倍數教材的設計，可由情境問題進入，探討因

數的意義，等待學童累積足夠的經驗後，再正式引入因數的意義。因其該階

段的學童不易掌握由單位量組成總數的意義，故可透過下列三種問題情境，

幫助學童逐步形成因數的概念：1.在方陣排列問題中；2.在包含除及等分除
的情境問題；3.在倍的問題情境中。 
本研究評析上述資料後，將因數與倍數的相關問題分為因數、倍數、公

因數、公倍數四大項目，並以較為生活化的或有趣的情境為考量，加以編製

測驗。 

2  2  5 

18的質因數 

Prime factorization of 18 
40的質因數 

Prime factorization of 40 
 

3   3    2 

6 4   × 

24 

2  ×  2 × 2  × 3 

8 3   × 

24 

3   ×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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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編製「因數與倍數的解題溝通能力測驗」，藉此測驗來了解國小六年

級學生在因數與倍數的解題溝通能力表現，並分析其在因數與倍數概念上的錯誤

想法。 
 
壹、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架構圖如圖 3-1，因數與倍數之解題溝通測驗共分為表達自我的概

念、理解他人的想法及評價他人想法三部分，進而探討因數與倍數的解題溝通表

現並分析其錯誤概念。 

      

 

 

 

解 

題 

類 

型 

分 

析 

解 

題 

溝 

通 

能 

力

表達 

自我概念 
理解 

他人想法 

評價 

他人想法 

因數與倍數 

圖 3-1 研究架構圖

因數與倍數的解題溝通能力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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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階

段 

第

二

階

段 

第

三

階

段 

貳、研究流程 
 

本研究之流程主要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為探討因數與倍數的溝通項目，編

製測驗。第二階段為預試及修訂題目評分標準。第三階段則正式施測及資料分

析。詳細流程如圖 3-2。 
 

 
 
 

 
 
 
 
 
 
 

  
 
 

 
 
 
 
 
 
 

 

 

 

 

 

分析因數與倍數相關教材 評閱數學溝通的相關教材 

訂定因數與倍數的解題溝通能力細目 

編製因數與倍數解題溝通能力測驗 

與數學教育專家及國小教師討論測驗內容

的適切性 
修定題目內容 

修定題目及擬定評分標準 

進行測驗評分 

資料分析 探討六年級學生在因數

與倍數的解題溝通能力

表現 提出研究報告 

進行預試 

正式施測 

圖 3-2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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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主要對象為國小六年級的學童，以台中市、台中縣、花蓮縣等三個

地區的八所學校，共 11班 364人為施測對象，有效樣本 342人。 
 

肆、研究工具 
 
評閱數學溝通及國小學童因數與倍數的相關文獻，擬定了以下數學溝通的指

標及因數與倍數欲評量的內容，並根據此來擬定數學解題溝通的雙向細目表，編

製此測驗。 
（一）因數與倍數的內容分析 

本研究探究因數與倍數的相關文獻，並分析現今國小因數與倍數的教學

內容，訂定下列各主題及其測驗問題情境，是為本測驗編製的依據，其內容

如表 3-1。本測驗採用問題情境的編製方式，分為甲、乙、丙三份試卷。其
試題內容如附錄一所示。 

表 3-1  因數與倍數的問題測驗情境 

  內容 
情境 

因數 公因數 倍數 公倍數 

問題情境一 
（甲卷） 

可能的 
等分組方式 

可能的 
等分組方式 

缺乘數 
的問題 

缺乘數 
的問題 

問題情境二 
（乙卷） 

可能的 
方陣排列方式

可能的 
方陣排列方式

因、倍數 
互逆問題 

因、倍數 
互逆問題 

問題情境三 
（丙卷） 

倍的問題 倍的問題 量的情境 量的情境 

 
（二）數學溝通的能力細目及表達形式 

本測驗將數學解題溝通的歷程分為三層次，分別為：表達自我概念、理

解他人想法及評價他人想法，將各階段的細目及其表達形式如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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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數學解題溝通的能力細目及表達方式 

解題溝通歷程 細目名稱 表達形式 解題溝通能力項目指標 

理解題意 選擇正確答案 能理解數學題目的意義。 

符號表徵 選擇正確答案 
能透過符號表徵的方式來了

解題意。 

解題 數學列式 可以使用數學符號進行解題。

第一層次 

表達自我概念 

表達溝通 文字說明 
可以善用數學語言和各種適

當的表徵來表達解釋自己的

數學性概念。 

轉化 數學列式 
可以將他人的數學想法以數

學語言轉換成數學算式。 

判斷 選擇正確答案 
可以判斷他人的數學想法是

否正確性。 

認同 文字說明 對於他人正確的數學想法，可

以提出有意義的說明與解釋。

第二層次 

理解他人想法 

質疑 文字說明 
對於他人錯誤的數學想法，可

以提出有意義的問題及質

疑，並說明理由。 

辨別 選擇正確答案 可以分辨他人的數學想法為

錯誤的或是不夠完整。 

澄清與補充 文字說明 
對於他人錯誤或不完整的數

學想法，能加以澄清或補充，

使其答案更加正確而完整。 

第三層次 

評價他人想法 

評價 文字說明 能對他人提出的算式加以評

價，擬定此算式之應用題。 
（三）數學解題溝通歷程與題目類別雙向細目表 

以表達自我概念、理解他人想法和評價他人想法三個歷程之數學溝通能

力項目作為此診斷測驗的縱向度，而以因數、公因數、倍數及公倍數四項題

目類別為橫向度，故本測驗共有十二大題，其間包含 52 子題，其細目表綜
合如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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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數學解題溝通能力與題目類別雙向細目表 

解題溝通能力項目及試題題號 因數 公因數 倍數 公倍數 
題數

合計 
題意表達 1-1 2-1 3-1 4-1 
符號表徵 1-2 2-2 3-2 4-2 
解題 1-3 2-3 3-3 4-3 

表達自我概念 
（甲卷） 

表達溝通 1-4 2-4 3-4 4-4 

16 

轉化 1-1 2-1 3-1 4-1 
判斷 1-2 2-2 3-2 4-2 
認同 1-3 2-3 3-3 4-3 
轉化 1-4 2-4 3-4 4-4 
判斷 1-5 2-5 3-5 4-5 

理解他人想法 
（乙卷） 

質疑 1-6 2-6 3-6 4-6 

24 

辨別 1-1 2-1 3-1 4-1 
澄清與補充 1-2 2-2 3-2 4-2 

評價他人想法 
（丙卷） 

評鑑 1-3 2-3 3-3 4-3 
12 

題 數 合 計 26 26 52 
（四）資料分析 

本研究透過自編之因數與倍數數學溝通能力測驗，探討學生因數與倍數

的解題溝通能力，並分析學生的因數與倍數的解題溝通類型及錯誤想法。資

料分析方法如下： 
1.以測驗理論分析數學溝通測驗的試題難易度、鑑別度及信度、效度。 
2.分析數學解題溝通結果之答對率，呈現出學生的解題溝通能力；並使

用重複量數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及事後比較，分析學生在不同溝通項目

的表現是否有差異。 
3.針對此三大溝通歷程進行集群分析，了解學生的溝通類型，再以區別

分析法驗證集群分析的結果。 
4.針對題目類別，進行錯誤類型分析，分析受試者之錯誤概念。 
 

伍、試題品質分析 
 
本節就正式施測的結果進行試題分析，呈現試題之難易度、鑑別度、信度及

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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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難易度分析 
難易度分析旨在計算每個試題的難易程度，本測驗共有 20 題單一計分

題，32題多元計分題，故以各試題之平均數，來了解試題的難易程度，如表

3-4。在每一個溝通歷程，其每一大題的子題的難易度均由簡單至困難，顯示

低階能力為高階能力的基礎，符合測驗設計原則。由表中可知單一計分題的

難易度在.23～.74，而多元計分題的平均數大部分都在總分的中間值上下。

因此，本測驗之難易度應為適當。 
（二）鑑別度分析 

鑑別度分析的主要目的在於了解該試題是否具有區別學生能力高低的

功能。本研究以 Pearson相關係數來分析試題之鑑別度，其方法是計算出某

題目的得分與其測驗總分的相關係數，以此係數表示該題之鑑別度。由表 3-4
可知，所有試題其相關係數均達顯著相關，且達顯著水準（p<.001）。因此，
顯示此份試卷擁有相當良好的鑑別度。 

 
表 3-4  測驗的難度及鑑別度 

*p<.05 **p<.01 ***p<.001 
 

因數 倍數 公因數 公倍數     題目類別 
 
 
溝通歷程 

難度 
平均數 

鑑別度

Pearson
相關 

難度 
平均數

鑑別度

Pearson
相關 

難度 
平均數 

鑑別度

Pearson
相關 

難度

平均

數 

鑑別度

Pearson
相關 

理解題意  .74 .16**  .44 .23***  .14 .11*  .46 .25***
符號表徵  .62 .30***  .53 .30***  .62 .30***  .31 .14** 
解題 3.24 .44*** 1.75 .47*** 1.93 .57*** 1.01 .46***

表達自

我想法 
表達溝通 2.81 .43*** 1.38 .56*** 1.23 .60*** 1.02 .59***
轉化 2.85 .51*** 2.15 .60*** 2.23 .60*** 1.59 .58***
判斷  .46 .27***  .59 .35***  .66 .33***  .67 .43***
認同 1.03 .48***  .91 .61***  .99 .63*** 1.02 .61***
轉化 1.76 .49*** 2.04 .57*** 2.27 .57*** 1.87 .68***
判斷  .41 .22***  .65 .33***  .44 .28***  .71 .40***

理解他

人想法 

質疑  .88 .44*** 1.31 .63***  .96 .55*** 1.10 .69***
辨別  .45 .30***  .62 .41**  .34 .16***  .38 .31***
澄清補充 1.45 .40*** 1.13 .50***  .89 .32***  .78 .48***

評價他

人想法 
評鑑 1.77 .45*** 1.19 .47***  .94 .49***  .78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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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信度分析 
本研究以Cronbach α的內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來分析信度，

由表 3-5 可知，分測驗甲卷之 α係數為.8068，分測驗乙卷之 α係數為.8933，
分測驗丙卷之 α 係數為.7366，因數與倍數解題溝通能力總測驗 α 係數

為.9192。因此，整體而言，本研究之「因數與倍數解題溝通能力測驗」具有

相當良好的內部一致性信度。 
表 3-5 數學解題溝通測驗之Cronbach  α係數 

 題數 α值 
甲卷「表達自我概念」  16 .8068 
乙卷「理解他人想法」 24 .8933 
丙卷「評價他人想法」 12 .7366 
因數與倍數解題溝通測驗 52 .9192 

（四）效度分析 
1.內容效度 

內容效度是指測驗內容的代表性獲取樣的適切性。本研究以問題情境來

了解學生在因數、公因數、倍數及公倍數之表現，數學溝通能力分為三大歷

程，內容分析表如 3-1。研究之四種題目類別及欲測量之三大溝通歷程，測

驗均有涵蓋，題數也均勻分配，因此具有內容效度。 
2.專家效度分析 

試題編製需經過不斷研究才能有較高品質。本研究之試題編製、評分標

準都經過多位教學豐富的學科專家及教育測驗專家加以討論及指導，其背景

分別為任教於測驗統計所之測驗專家、就讀國民教育所、資訊教育研究所並

有 7 年、6 年教學經驗的二位在職老師，以及現任六年級並任教 11 年、9 年、

6 年之三位教師。針對數學溝通的內涵、試題之編製及預試結果，諸位專家

均提出寶貴的意見，故根據其討論及意見修正溝通項目及測驗題目，以提高

專家效度。 
3.效標關聯效度 

效度量化方面，採效標關聯效度（criterion related validity）分析，係根
據受試者之國語科成績（六年級第一學期第一次、第二次成績考查平均及六

年級第二學期第一次考查成績）及數學科成績（六年級第二學期第一次、第

二次成績考查平均及六年級第二學期第一次考查成績）做為效標，求出本測

驗和國語科成績及數學科成績的相關係數，此相關係數即為效標關聯效度。

因為每個學校、班級的教師成績考察的方式及評分標準有所不同，因此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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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對象的 11個班級為單位，分別求其效標關聯校度。 

表3-6 數學解題溝通測驗之效標關聯效度 

國語科成績 數學科成績 
縣市 學校 班級 樣本數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台中市 甲校 第一班 32 .584*** .698*** .654*** .535***

第一班 32 .713*** .558*** .587*** .618***

第二班 33 .461** .663*** .379* .820***乙校 

第三班 32 .604*** .652*** .760*** .832***

第一班 36 .718*** .652*** .873*** .873***

台中縣 

丙校 
第二班 36 .598*** .729*** .811*** .721***

丁校 第一班 33 .680*** .525*** .655*** .713***
戊校 第一班 35 .709*** .718*** .598*** .648***
己校 第一班 28 508*** .743*** .632*** .743***
庚校 第一班 34 .547*** .748*** .544*** .848***

花蓮縣 

辛校 第一班 33 .489** .381* .470** .762***

*p＜.05  **p＜.01  ***p＜.001 
由表 3-6可知，本測驗與上、下學期國語科及數學科成績皆達顯著水準，顯

示數學溝通能力與國語科成績及數學科成績具關聯性。數學溝通測驗與數學科的

成績有顯著相關。而溝通能力和國語科的成績也具關聯性，語文具有表達思考的

功能，溝通能力無法排除語文能力的影響，但數學溝通測驗中，無法解題就無法

完善的溝通，因此，數學科成績的影響會較國語科為高。故本研究之數學溝通測

驗能夠測量出學生因數與倍數的解題溝通能力。 
 

第四節 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藉由開放式紙筆測驗工具，要求受試者運用數學能力及文字，表達自我的數

學概念及理解他人的數學想法，提出質疑與批判，並能加以澄清、評價。以下分別敘述

說明之。 

 
壹、數學題目類別與溝通歷程之雙向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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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解題溝通能力分為三大能力，亦即「表達自我概念」、「理解他人想

法」及「評價他人想法」。本節旨在分析受試者的因數與倍數概念之三大解題溝

通能力表現。  
 

一、表達自我概念分項目的能力比較 
 

表 4-1 「表達自我概念」之平均通過率 

溝通項目 理解題意 符號表徵 解題 表達溝通 
因數 .84 .61 .81 .70 
公因數 .45 .53 .44 .34 
倍數 .14 .62 .47 .30 
公倍數 .46 .31 .25 .25 
平均通過率 .47 .52 .49 .40 

 
由表 4-1可知，「符號表徵」的平均通過率最高，而「表達溝通」的平均

通過率最低。為了了解受試者在此溝通歷程的四個分項目的平均通過率是否

有差異，本測驗進行重複量數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如表 4-2，由變異數

分析摘要表中，可知受試者在此四個分項目達顯著（p<.001），顯示學生在「理

解題意」、「符號表徵」、「解題」及「表達溝通」的表現上是有差異的。 
因此，進一步進行事後比較，結果如表 4-3，發現學生在「表達溝通」

的通過率均與其他三者達到顯著性的差異（p<.001），「符號表徵」與「理解

題意」亦達到顯著性差異，故可推測受試者在「符號表徵」的了解上優於「理

解題意」，「理解題意」、「符號表徵」和「解題」，皆優於「表達溝通」。 
針對此研究結果，進行了解，發現「符號表徵」的了解優於「理解題意」，

顯示學生在進行了解題目時，透過符號的方式比文字的敘述，更容易理解題

目所描述的意義，亦顯示「圖」比「文」更容易理解。而「表達溝通」的通

過率最低，明顯對學生而言，是最為困難的項目，可能是此種題型學生未曾

做過，所以比較不習慣，一方面表示在因數與倍數的自我表達的解題溝通歷

程中，「表達溝通」是最為困難的；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我們學生多是以數學

符號的計算來學數學，較少以口語的方式，來「說」數學，或以文字的描述，

將數學想法寫下來，以了解他們對數學題目的表達能力。這也是現今九年一

貫數學領域課程推動的原因之一，九年一貫的數學課程強調「數學溝通能

力」，正呼應本研究的結果，從學生的答題情形來看，「表達溝通」的通過率

確實比其他三個分項目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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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表達自我概念」之重複量數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變異來源 SS df MS F值 
受試者間 
受試者內 

13.14 
45.26 

341 
1026 

 .03 
 .99 

 

題目類別 
殘差 

2.85 
42.41 

3 
1023 

 .95 
 .04 

23.84*** 

全體 58.40 1367 1.02  
***p<.001 

表 4-3「表達自我概念」的事後比較摘要表 

題目類別  理解題意 符號表徵 解題 表達溝通 
 平均數  

理解題意 .47 － -.05** -.02 .07** 
符號表徵 .52 － .03 .12** 
解題 .49 － .09** 
表達溝通 .40 － 
**p<.01 

 

（二）理解他人想法分項目的能力比較 
 

表 4-4 「理解他人想法」的平均通過率 

溝通項目 轉化 判斷 認同說明 質疑辯證 
因數 .58 .44 .22 .26 
公因數 .52 .62 .33 .23 
倍數 .56 .55 .25 .24 
公倍數 .43 .69 .28 .29 
平均通過率 .52 .57 .27 .24 

 
針對表 4-4進行重複量數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以了解受試者在此四個分

項目的平均通過率是否有差異，其結果呈現如表 4-5，可知受試者在此四個
分項目達顯著（p<.001），顯示學生在「轉化」、「判斷」、「認同說明」及「質

疑辯證」的表現上是有差異的。 
因此，進一步進行事後比較，結果如表 4-6，發現學生在「轉化」、「判

斷」、「認同說明」及「質疑辯證」的通過率，兩兩均達顯著差異（p<.001），
故可推測受試者能力表現依次為「判斷」、「轉化」、「認同說明」、「質疑辯證」。 
針對此研究結果進行了解，可以發現「判斷」的通過率最高，一方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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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判斷」在本測驗的題型是採限制反應的方式，學生作答迅速，故較感

興趣；另一方面，此作答的方式，較不易測出學生的高層次推理能力。反之，

「認同說明」及「質疑辯證」，此類試題作答時，其文句需重新組織，相對

的，其通過率則較低。「轉化」是指用數學符號將數學題目加以計算出來，

較符合一般學生寫數學的方式，故其通過率比需用文字將數學寫下來的「認

同說明」及「質疑辯證」高。而「認同說明」的通過率優於「質疑辯證」，

從此論點可知，一般學生認同他人的觀點較容易，但是若要求其找出錯誤概

念，並且加以辯證，此種批判力則相對不足。 

 
表 4-5 「理解他人想法」之重複量數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變異來源 SS df MS F值 
受試者間 
受試者內 

16.45 
56.80 

341 
1026 

 .05 
9.97 

 

題目類別 
殘差 

29.75 
27.05 

3 
1023 

9.94 
 .03 

331.33*** 

全體 73.25 1367 10.02  
***p<.001 

表 4-6「理解他人想法」的事後比較摘要表 

題目類別  轉化 判斷 認同說明 質疑辯證 
 平均數  
轉化 .52 － -.05** .25*** .28*** 
判斷 .57 － .30*** .33*** 
認同說明 .27 － .03* 
質疑辯證 .24 － 

*p<.05 **p<.01 ***p<.001 
 

（三）評價他人想法分項目的能力比較 
 

表 4-7 「評價他人想法」的平均通過率 

溝通項目 辨別 澄清與補充 評鑑 
因數 .45 .36 .44 
公因數 .62 .28 .30 
倍數 .34 .22 .23 
公倍數 .38 .19 .20 
平均通過率 .45 .27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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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7可知「辨別」、「澄清與補充」和「評鑑」三個分項目在因數、

公因數、倍數及公倍數四種題目類別的平均通過率。由表中可知，「辨別」

的平均通過率最高，而「澄清與補充」與「評鑑」的平均通過率較低。為了

了解受試者在此溝通歷程的三個分項目的平均通過率是否有差異，本測驗進

行重複量數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如表 4-8，由變異數分析摘要表中，可

知受試者在此三個分項目達顯著（p<.001），顯示學生在「辨別」、「澄清與補
充」與「評鑑」的表現上是有差異的。 
因此，進一步進行事後比較，結果如表 4-9，發現學生在評價他人想法

上，「辨別」的通過率與其他二者「澄清與補充」、「評鑑」，皆達顯著差異

（p<.001），故可推測受試者在「辨別」的了解上優於「澄清與補充」及「評

鑑」，而「澄清與補充」和「評鑑」則未達顯著差異。 
針對此研究結果，進行了解，因「辨別」的題型屬於單一選擇題，部分

學生是用嘗試錯誤來學習數學，較少深入去釐清概念，故通過率較高，而「澄

清與補充」和「評鑑」屬於論文式的的試題，強調學生概念與經驗的再建構，

對學生而言，相對較顯困難。 
表 4-8 「評價他人想法」之重複量數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變異來源 SS df MS F值 
受試者間 
受試者內 

15.62 
30.45 

341 
684 

 .03 
3.32 

 

題目類別 
殘差 

6.59 
23.86 

2 
682 

3.29 
 .03 

94.14*** 

全體 45.07 1025 3.35  
***p<.001 

表 4-9「評價他人想法」之事後比較摘要表 

題目類別  辨別 澄清與補 評鑑 
 平均數  
辨別 .45 －   .18***   .16*** 

澄清與補充 .27 － -.02 
評鑑 .29 － 

***p<.001 
 

（四）三大溝通歷程的能力分析 
本研究之解題溝通能力分為三大能力，亦即「表達自我概念」、「理解他

人想法」及「評價他人想法」。藉此研究了解受試者的因數與倍數概念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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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解題溝通能力表現，將因數、公因數、倍數、公倍數在表達自我想法、理

解他人想法與評價他人想法之三大溝通歷程的通過率，整理如表 4-10，並以
直方圖呈現如圖 4-1和圖 4-2。 

表 4-10 因數與倍數之溝通歷程的通過率 

 
 
 
 
 
 
 
 
 
 
 
 
 

由圖 4-1可知，評價他人想法的通過率在四個題目類別中是最低的，而

由圖 4-2可知，倍數的通過率不如因數，欲進一步了解其中的差異，將因數、

公因數、倍數及公倍數在三大溝通歷程的通過率，進行「題目類別×溝通歷

程」的完全受試者內設計的二因子變異數分析，考驗因數、公因數、倍數及

公倍數四種題目類別之間，以及表達自我概念、理解他人想法與評價他人想

法三種溝通歷程之間是否有顯著差異存在。檢定結果如表 4-11，由變異數分

析摘要表中，得知受試者在「類別×歷程」達顯著差異（p<.001），表示不同

的題目類別與不同的溝通歷程之間有交互作用存在，其交互作用亦可由圖

 因數 公因數 倍數 公倍數 
表

達

自

我 

理

解

他

人 

評

價

他

人 

表

達

自

我 

理

解

他

人 

評

價

他

人 

表

達

自

我 

理

解

他

人 

評

價

他

人 

表

達

自

我 

理

解

他

人 

評

價

他

人

通過率 

.75 .42 .42 .44 .47 .40 .39 .45 .26 .32 .46 .26
平均通

過率 
.53 .44 .37 .35 

A

公倍數倍數公因數因數

通
過
率

.8

.7

.6

.5

.4

.3

.2

.1

B

表達自我概念

理解他人想法

評價他人想法

B

評價他人想法理解他人想法表達自我概念

通
過
率

.8

.7

.6

.5

.4

.3

.2

.1

A

因數

公因數

倍數

公倍數

圖4-2 題目類別在各溝通歷程

之通過率直方圖 
圖 4-1 溝通歷程在各題目類別 

     之通過率直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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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的複線條圖中看出，所以進一步作單純主要效果分析，如表 4-12，由此
單純主要效果的變異數分析結果，可以得知不同的題目類別在「表達自我概

念」及「評價他人想法」的測驗上，達到顯著差異，而不同的溝通歷程在不

同的題目類別之間，其通過率皆有顯著差異（p<.01）。 
由於A因子（題目類別）有四個水準，故進一步進行事後比較，以 95%

的信賴區間，檢定不同的題目類別在三大溝通歷程的測驗上是否有差異性，

其整個A因子的事後比較整理如表 4-13，在「表達自我概念」及「評價他人

想法」上，因數優於公因數，倍數優於公倍數，而因數的溝通能力整體而言

優於倍數的溝通能力。 
B因子（溝通歷程）有三個水準，在四個題目類別的測驗中皆達到顯著，

故亦需進行事後比較，其整理如表 4-14，由其事後比較表中，可知在因數方

面，「表達自我概念」優於「理解他人想法」與「評價他人想法」，而在公因

數、倍數、公倍數方面，「表達自我概念」與「理解他人想法」皆優於「評

價他人想法」。 
 
表 4-11 類別×歷程的完全受試者二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 

變異來源 SS df MS F值 
受試者間 
受試者內 

9.63 
281.60 

341 
3762 

 
 

 

題目類別 
殘差 
溝通歷程 
殘差 

類別×歷程 
殘差 

20.33 
56.57 
15.02 
60.31 
24.09 
105.28 

3 
1023 

2 
682 
6 

2046 

6.78 
 

7.52 
 

4.01 
 

122.57*** 
 

85.01*** 
 

77.72*** 
 

全體 291.23 4103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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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類別×歷程完全受試者設計單純主要效果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SS df MS F 
類別（A）  
在（B1）表達自我 20.73 3 6.92 125.26*** 
在（B2）理解他人  .20 3 .07 1.19 
在（B3）評價他人 5.44 3 1.81 32.84*** 
細格內誤差 31.81 774 .05  
歷程（B）  
在（A1）因數 12.72 2 6.36 62.35*** 
在（A2）公因數  .84 2 .42 6.08** 
在（A3）倍數 2.37 2 1.18 11.61*** 
在（A4）公倍數 3.62 2 1.81 17.73*** 
殘差 39.19 516 .07  
**p＜.01  ***p＜.001 

 
表 4-13  A因子在B因子之事後比較 

B1表達自我想法 B3評價他人想法 
A1 A2 A3 A4 A1 A2 A3 A4  
.53 .44 .37 .35

 
.53 .44 .37 .35 

A1 － * * * A1 － * * * 
A2  －  * A2 － * * 
A3   － * A3 － * 
A4    － A4  － 

*p＜.05 
 

表 4-14 B因子在A因子之事後比較 

A1因數 A2公因數 A3倍數 A4公倍數 
 B1 B2 B3  B1 B2 B3  B1 B2 B3  B1 B2 B3
 .48 .45 .34  .48 .45 .34  .48 .45 .34  .48 .45 .34

B1 － * * B1 －  * B1 －  * B1 － * * 
B2  －  B2  － * B2  － * B2  － * 
B3   － B3   － B3   － B3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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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題目類別與溝通歷程的複線圖 

 

貳、因數與倍數解題溝通測驗之類型分析 
 
本研究試題內容分為縱向度與橫向度，縱向度為溝通歷程，分別為表達自我

概念、理解他人想法與評價他人想法三個歷程，而橫向度為題目類別，分別為因

數、公因數、倍數及公倍數四個類別，本節針對此三個溝通歷程，進行溝通類型

分析；針對四大題目類別，進行錯誤類型分析，分析受試者之錯誤概念，以供教

師在教學上之參考。 
（一）解題溝通類型分析 

本研究的縱向度為三大溝通歷程，分別為表達自我概念、理解他人想法

及評價他人想法，藉此溝通歷程的分析，進一步了解受試者的溝通型態。故

針對此三大溝通歷程進行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把反應類似的受試者

歸於同一群；再以區別分析法（discriminant analysis）驗證集群分析的結果。 
1.溝通類型之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集群分析進行溝通歷程的分群。先將原始分數標準化後，由階

層式分析（hierarchical cluster）中之Ward’s Method使群內總變異數產生最小

增量的個體即予以優先合併，愈早合併之個體表示其間的相似性愈高，來初

步找出分群的數目，故決定將本研究的集群數分為四群，再利用非階層式分

析（non-hierarchical cluster）中之 k-means method 來進行分析，其各群中心

呈現如表 4-15，並依據群中心加以命名，分別為內向表達型、外向理解型、

全能優越型及多層障礙型，而由表 4-16的變異數分析摘要表中可知，結果顯

示這三種變數具有分群力，能有效將因數與倍數的溝通能力分門別類。 

A

公倍數倍數公因數因數

通
過
率

.8

.7

.6

.5

.4

.3

.2

B

表達自我概念

理解他人想法

評價他人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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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四大溝通類型的集群中心位置表 

 集群一 集群二 集群三 集群四 
 內向表達型 外向理解型 全能優越型 多層障礙型 

表達自我概念  .88 -.38 1.33  -.76 
理解他人想法  .34 .56 1.48  -.87 
評價他人想法 -.10 .27 1.60  -.79 
人數 83 82 44 133 
百分比   24﹪   24﹪   13﹪   39﹪ 

表 4-16 集群分析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數類別 cluster MS df error MS df F 值 
表達自我概念 76.51 3 .33 338 231.99*** 
理解他人想法 70.86 3 .38 338 186.49*** 
評價他人想法 74.11 3 .35 338 211.10*** 
***p<.001 

 
2.分群的效度之鑑定 

以區別分析鑑定分群的效度及區別函數之鑑別能力。將預測集群與實際

集群的結果，進行交叉分析，故由表 4-17可知分群之正確率達 97.7%。 
 

表 4-17 命中率交叉分析表 
預測集群（個數及百分比） 

集群類別 
一 二 三 四 

總合 

 一 80 
（96.39%） 

2 
（2.41%）

0 
（0%） 

1 
（1.20%） 

83 
（100%） 

 二 2 
（2.44%） 

80 
（97.56%）

0 
（0%） 

0 
（0%） 

82 
（100%） 

 三 2 
（4.55%） 

0 
（0） 

42 
（95.45%）

0 
（0%） 

44 
（100%） 

實

際

集

群 

 四 0 
（0%） 

1 
（0.75%）

0 
（0%） 

132 
（99.25%） 

133 
（100%） 

 
3.溝通類型之說明 
（1）內向表達型 
此種數學溝通類型的受試者為「能較為正確的表達自我概念，但是對於

他人的想法，其理解與評價能力則較為低落。」亦即此種溝通類型的學生，

可以很充分的說出自己的看法與意見，但是當要求其達到進一步的溝通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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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如對他人的想法進行評價，則此種能力相對不足。故此種溝通能力為一

種內在的呈現，符合一般對數學溝通能力的認知模式，亦即學生表達自己的

數學概念並作解釋，要比理解他人的數學概念並作解釋容易，此種類型占所

有受試者的 24﹪。 
（2）外向理解型 
此種數學溝通類型的受試者為「能理解與評價他人想法，但是對於自我

概念的表達，則相對不足。」亦即此種溝通類型的學生，對於他人的想法，

可以較充分的理解，並且可以進一步的評析他人意見，不過，若要求其將自

己的概念加以表達出來，相對而言，則較為困難。此種溝通類型並不符合本

研究所推論的數學溝通層次，但是具備此種溝通能力的受試者竟與內向表達

型同占 24﹪，其因可能為因數與倍數在數學的學習內容中為一較高階而抽象

的概念，故由此推論，對於較抽象的數學概念，部分受試者雖可理解他人的

想法，但是要用自己的話語或文字加以表達，卻略顯困難。 
（3）全能優越型 
此種數學溝通類型的受試者為「能正確的表達自我概念，對於他人的想

法的理解與評價能力，也能有良好的表現。」此種溝通類型的學生，有良好

數學溝通能力，不管是自我概念的呈現，亦或是對於他人的想法，都可以較

充分的理解，其溝通能力，屬於全方位的，是一種最佳的溝通類型，也是數

學教育目標努力的方向。但是具備此種優秀條件的人並不多，只佔所有受試

者的 13﹪。 
（4）多層障礙型 
此種數學溝通類型的受試者為「無法正確的表達自我概念，亦無法對於

他人的想法，充分的理解與評價。」此種溝通類型的學生，對於數學溝通測

驗的表現，整體而言並不理想，無法充分的呈現內在，亦無法有條理的了解

他人看法，是數學溝通能力最差之溝通類型。針對此種學生，應適時的引導

其數學溝通能力，如參加合作討論的學習時，鼓勵其多發言，並針對同儕的

想法進行回應。此種具有數學溝通障礙類型的受試者所佔比例達 39﹪，其因
亦有可能本溝通測驗內容已為一般學生較感困難的因數與倍數單元，再加上

部分受試者並不習慣數學是一種語言，無法將想法寫下來。總括而言，有許

多的受試者其數學溝通能力並不佳，這也是現行數學教育的隱憂之一。 
（二）因數與倍數概念之錯誤類型分析 

特針對受試者在溝通測驗的答題情況，加以審視，整理歸納在因數、公

因數、倍數及公倍數的錯誤概念，繪製一錯誤類型圖，如圖 4-4，發現學童
在進行因數與倍數的解題溝通能力測驗時，其解題溝通產生錯誤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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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機械化答案 

胡亂猜測答案 

空白 
題目數字直接相加減或相乘除 
仿照前一題的作答模式 

疏忽運算過程的某一步驟 
無法找出完整的因數個數或條件內
的倍數個數 
 

概念不清而導致策略判斷錯誤 

使用關鍵字解題 

個

人

態

策

略

概

解題策略錯誤 

計劃監控失誤 

厭惡思考 

猜測 

因數

與倍

數的

錯誤

概念 

語

言

概

題意了解錯誤 

專有名詞混淆 

語意知識不足 

認

知

概

運思能力不足 

粗心錯誤 

運算系統錯誤 

直觀法則影響 

因數倍數、公因數公倍數觀念模糊 

兩個數字不合邏輯的進行加減乘除 
運用短除法來不當解題 

忽略1或數字本身也是自己因數 
質數就是奇數或奇數就是質數 
數字愈大，因數個數會愈多 

缺乏乘除法的概念或計算技能 

錯誤不當解釋，忽略題目內涵 

混淆因數、公因數、倍數、公倍數 

不了解因數、倍數等名詞 

混淆被整除、整除、除、除以等字彙 
不了解因數與倍數的關係詞 

看錯題目 
題目語意轉譯不當 

可歸結為語言概念錯誤、認知概念錯誤、策略概念錯誤、個人態度錯誤等因

素。 

 
 
 
 
 
 
 
 
 
 
 
 
 

 

 

 

 

 

 

 

 

 

 

 

 圖 4-4  因數與倍數錯誤類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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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結論與建議 

 
以下根據根據實證分析的結果，做一整體性的回顧並提出結論，且進一步提

出具體的建議，以供往後之教學及未來研究之參考。 
 
壹、結論 
 
本研究採紙筆測驗方式，探討學生在因數、公因數、倍數和公倍數等問題的

數學解題溝通能力及錯誤概念。茲將研究結論列述如下： 
 

一、因數與倍數之數學解題溝通能力表現分析 
 
（一）溝通歷程之分項目的差異分析 

解題溝通歷程分為三大層次，每一層次又各有其分項項目，透過試題的

分析，了解受試者在這三大解題溝通歷程分項能力的表現，並使用重複量數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及事後比較之分析方式，了解受試者在不同的解題溝通歷

程上其分項能力是否有差異。分析後發現解題溝通之分項能力具有以下幾點

差異： 
1.「表達自我概念」中，「符號表徵」的了解優於「理解題意」，「解題」優於

「表達溝通」。顯示「圖」比「文」更容易被學生所理解，而大多數人能了

解題目的意思、能成功的解題，但對自己的數學概念無法正確且完整的說

明。  
2.「理解他人想法」中，其通過率高低分別為「判斷」、「轉化」、「認同說明」、

「質疑辯證」。顯示大多數人能判斷題目的正確性、能正確將他人數學想法

轉化成數學算式，但對他人的數學算式無法正確且完整的說明或提出質疑。 
3.「評價他人想法」中，「辨別」優於「澄清與補充」和「評鑑」，顯示大多
數人能辨別題目的不完整性，但對他人想法無法正確的提出澄清或評價。 
（二）題目類別與溝通歷程之交叉分析 

進行「題目類別×溝通歷程」的完全受試者內設計的二因子變異數分析，

其受試者在「類別×歷程」達顯著差異，表示不同的題目類別與不同的溝通

歷程之間有交互作用存在，其結果可歸納如下： 
1.在「表達自我概念」及「評價他人想法」上，因數優於公因數，倍數優於

公倍數而因數的溝通能力整理而言優於倍數的溝通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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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因數方面，「表達自我想法」優於「理解他人想法」與「評價他人想法」，

而在公因數，倍數和公倍數方面，「表達自我想法」與「理解他人想法」皆

優於「評價他人想法」。 
 二、因數與倍數之解題溝通能力類型分析 
（一）解題溝通類型 

針對表達自我概念、理解他人想法、評價他人想法此三大溝通歷程進行

集群分析，分析結果可得四種溝通類型，分別為內向表達型、外向理解型、

全能優越型及多重障礙型。 
（二）因數與倍數概念之錯誤類型分析 

因數與倍數概念之錯誤類型可概分為：1.語言概念錯誤 2.認知概念錯誤 
3.策略概念錯誤 4.個人態度錯誤。 

 

貳、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施測對象有限，故其研究結果之推論不同地區有其限制，故本研究結

果之推論年級對象有所限制。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紙筆測驗形式評量學生解題溝通能力，對於文字表達較弱之學生，

有不利影響；加以紙筆式測驗溝通之評量方式，對學生而言較為陌生，因此研究

結果有可能低估學生之能力。 
 

參、建議 
  
以下根據本研究結果與發現，提出研究建議，以作為教學上及後續研究之參

考。 
 

一、教學應用 
 
（一）因數與倍數部分 

1.李清韻（2002）認為要求學生表達自己的數學概念並作解釋，要比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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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他人的數學概念並作解釋容易。但是本研究發現，在因數與倍數溝

通能力的研究上，外向理解型，即「能理解與評價他人想法，但是對

於自我概念的表達，則相對不足。」此種溝通類型人數與內向表達型

相同，可見得對於高階而抽象的概念，能了解他人所要表達的意念，

卻不一定能自我表達，故教師在教學時，對於因數與倍數單元，或其

他數學領域內較為抽象的學習單元，教師可採互動式，或合作討論的

方式從事教學。 
2.本研究針對因數與倍數的錯誤類型加以歸納，故教師在教學時，可藉

此分析仔細評估學生的錯誤類型，積極了解學生的學習困難原因，達

到診斷的目的。並可善用方法連接舊經驗與新知識、加強學生數學語

意的知識、教導正確解題策略的運用及培養正確的解題態度，以達到

教學的功效。 
（二）數學溝通能力部分 

1.本研究發現「符號」比「文字」更容易幫助學生了解題意，故在教學

時，適當地加入圖形或符號的輔助，可以幫助學生習得較抽象概念。 
2.本研究發現受試者在「表達溝通」、「認同說明」、「質疑辯證」、「澄清

補充」及「評價」的表現較差，因此建議教師多鼓勵學生對自己解題

的歷程進行說明，強調有效且系統地提出支持自己想法的理由，讓學

生了解數學就是一種語言，是一種與人進行溝通的工具。溝通的過程

中，應該注重正確性、完整性及清楚性，另外除了注重學生的自我表

達，也應鼓勵學生對他人數學作法提出質疑或說明，讓學生在互相辯

證時，數學觀念能更加清晰，也培養學生理性溝通的民主態度。 
3.參考本研究之數學解題的溝通類型，讓學生在溝通活動中擔任不同的

角色，以了解學生的溝通傾向，進而用明確的問題或結構化方式引導

學生進行溝通，彌補其溝通能力不足的部分，加強其溝通技巧，以便

真正提昇學生的數學溝通能力。 
4.目前的數學紙筆測驗仍較少評量學生的數學溝通能力，因此建議教師

能根據溝通能力項目，針對教學內容，設計適當的數學溝通測驗問

題，融入數學評量中，讓評量能與日常教學互相呼應，也能讓學生更

重視數學溝通能力。 
 

 二、後續研究 
 
（一）改變評量的模式，細化溝通能力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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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探討的溝通能力，為問題解決歷程導向的紙筆寫作測驗的方

式，但紙筆形式的測驗在評量學生數學溝通能力上仍有其限制，因此建議未

來研究可配合其他教學模式，如觀察法、小組合作學習、活動演示、師生結

構對話、學生自我評量等進行研究，以便對學生的數學解題溝通能力，有全

方位的了解。除此之外，美國聯邦教育部於一九九四年擬定「學生高標準」

（High Standards for All Students）政策，希望各州能針對數學學習內容訂立

明確的課程統整的模式，數學溝通亦為其中六大領域之一，因此，未來的研

究可針對數學溝通的課程設計加以研究，或是溝通能力項目的建立，可再予

以精緻化、詳細化，使數學溝通測驗的內涵能更趨完備。 
（二）擴大欲探討之問題，推論於其他教學單元 

本研究之評量問題只侷限於因數與倍數單元，建議未來研究可以以其他

的教學內容為主題，編製類似之數學溝通測驗，進行學生概念之探討，以了

解學生對於不同學習內容之不同的溝通類型，更可進一步探討其中的迥異

性。 
（三）擴大研究範圍，增加受試對象 

本研究對象範圍只有三個縣市，且只以六年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建議日

後的研究者可增加受試對象，可將研究範圍擴大到國小一年級，採質量並重

的方式進行，對學童的概念做更深入的探討。 
 

 

參考文獻 

壹、中文部分 

李清韻（2003）。國小六年級學生數學溝通能力與後設認知能力之相關性研

究。國立台中師範學院教育測驗統計研究所碩士論文。 

林珮如（2002）。國小學童因數迷思概念之研究。國立屏東師範學院數理教

育研究所碩士論文。 

邱慧珍（2002）。國小學童倍數迷思概念之研究。國立屏東師範學院數理教

育研究所碩士論文。 

國立編譯館（2000）。國民小學數學科教學指引第十冊。台北：編者。 

國立編譯館（2000）。國民小學數學科教學指引第九冊。台北：編者。 

教育部（1993）。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台北市：編者。 

 205



因數與倍數之解題溝通能力測驗編製及其實證探究        測驗統計年刊    第十三輯 

教育部（2003）。教育部九年一貫課程數學課程綱要。台北市：編者。 

黃幸美（1995）。兒童的問題解決思考研究。台北：心理。 

黃國勳、劉祥通（2003）。國小五年級學童學習因數教材困難之探討。科學

教育研究與發展季刊，30，52-69。 

游麗卿（2000）。小學一年級學生在數學課所表現出的溝通能力。國立臺北

師範學院編：國立臺北師範學院八十八學年度師範學院教育學術論文（頁

45-57）。臺北：國立臺北師範學院。 

劉祥通（1997）。數學寫作教學策略初探。國立嘉義師範學院編：國立嘉義

師範學院八十六學年度數學教育研討會論文暨會議實錄彙編（頁 121-134）。嘉
義：國立嘉義師範學院。 

蔣治邦（1994）。由表徵的觀點探討新教材數與計算活動的設計。國民小學

數學科新課程概說（低年級）（頁 60-76）。台北縣：台灣省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 

謝堅（1997）。實驗課程中因數與倍數教材的設計。國立嘉義師範學院編：

國立嘉義師範學院八十六學年度數學教育研討會論文暨會議實錄彙編（頁

97-111）。嘉義：國立嘉義師範學院。 

 

貳、英文部分 

 

Ann Rbor Public School （1993）. Alternative assessment: Evaluating student 
performance in elementary mathematics. Palo Alto, CA: Dale Seymour. 

Bassarear, T. （2001）. Mathematics for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New York, 
NY: Houghton Mifflin. 

Boose, J. （1995）. A knowledge acquisition program for expert systems based on 
personal construct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Machine Studies, 23, 
495-525. 

Burks, L. C. （1994）. The use of writing as a means of teaching eight grade 
students to use executive processes and heuristic strategies to solve.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urcio, F. R. （1985）. Making the Language of Mathematics Meaningful. 
Curriculum Review, 24（5）, 57-61.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1999）. The National Numeracy 

 206



因數與倍數之解題溝通能力測驗編製及其實證探究        測驗統計年刊    第十三輯 

Strategy: Framework for Teaching Mathematics. London: Author.  

Eming, J. （1977）. Writing as a model of learning. 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 28, 122-128. 

Kennedy, L. M. & Tipps, S. （1997）. Guiding Children's Learning of 
Mathematics. New York: Wadsworth. 

Morris, J. （1983）. How to develop problem solving using a calculator. Reston, 
VA: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 Mathematics.（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202698） 

Mooney, C., Ferrie, L., Fox, S., Hansen, A. & Wrathmell, R. （2002）. Primary 
Mathematics: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Exeter: Learning Matters.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1989）. Curriculum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 School Mathematics. Reston, VA: Author.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1991）.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teaching mathematics. Reston, VA: Author.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 of Mathematics （2000）.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for School Mathematics. Document from http://www.nctm.org. 

Polya, G. （1945）. How to solve it.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Stiggins, R. & Higgins, K. M. （1992）. Assessing mathematical power. Portland, 
Dregon: Northwest Regional Educational laboratory. 

The National Training Laboratories （2001）. Retention Rates from Different 
Ways of Learning. In T. Bassarear （Ed.）, Mathematics for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pp. 42-45）. New York, NY: Houghton Mifflin. 

Vermo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1991）. Looking beyond “the answer”: 
Vermonts mathematics portfolio program. Montpelier: Author. 

Wolfgang, C. & Glickman, C. （1988）. Solving behavior problems （3rd ed）. 
New York: Allyn and Bacon.  

Webb, N. L. & Coxford, A. F. （1993）. Assessment in the mathematics classroom: 
1993 Yearbook. Reston, VA: NCTM. 

 207



因數與倍數之解題溝通能力測驗編製及其實證探究        測驗統計年刊    第十三輯 

The Test Design of Mathematics Communication on Factor and 
Multiple Problems and Its Empirical Stud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sign the testing tools of mathematics communication on factor 

and multiple problems and investigate pupils’ ability of mathematics communication on factor and 

multiple problems. There are totally 342 sixth graders. According to the data analysis, there were some 

results as follows: 

1. There were three levels of mathematics communication. They were “expressing one’s own concepts”, 

“comprehending thinking of others” and “evaluating thinking of others.”  

2. As to “expressing one’s own concept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realizing the meaning of problems.” The performance of “problem-solving”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expressing”. As to “evaluating thinking of others”, the performance of “identification”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clarifying and addition” and the “estimation.”  

3. There were four kinds of mathematics communication. They were “interior-expressing”, “exterior- 

comprehending”, “overall-excellence” and “multiply-obstacle.” The “multiply-obstacle” was the 

highest of percentage and the “overall-excellence” was the least of percentage. 

4.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misconception of communication, they were misconception of 

language, the wrong cognition, the fault of tactics and the fault of individual attitude.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some suggestions for teaching, practical assessment 

and future research were recommended by the researcher.  

 

Key words: factor and multiple, mathematics communication, the type of mathematics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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