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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係在使用由 van Hiele 所發展出來的思考

模式，以探討我國醫護專科學校學生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的分
佈情形。  

筆試的樣本取自臺灣南部醫護專科學校學生，計 464 個樣本。 
資料分析後，得到下列的研究結果：  
1.醫護專科學校學生，其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之分布情形，
從層次一至層次五的百分比，分別為：44.20％、21.6％、4.5
％、 0.0％、 0.0％。  

2.醫護專科學校不同性別學生在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分布
無顯著的差異（ ＝ 4.223， p＝ 0.377）。  2x

3.醫護專科學校不同科別學生在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分布
無顯著的差異（ ＝ 12.972， p＝ 0.675）。  2x

4.醫護專科學校不同年級學生在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分布
有顯著的差異（ ＝ 10.121， p＝ 0.038）。  2x

 
關鍵字： van Hiele、幾何思考模式、幾何思考層次、醫護專科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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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緒論  

 
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荷蘭數學教育家 P. M. van Hiele & Dina van Hiele-Geldof 夫
婦，為了幫助學生易於學習幾何，在西元 1957 年，根據完形心理

學的結構論，以及皮亞傑（ J. Piaget）的認知理論（Moline, 1990; van 
Hiele, 1986)，共同提出 van Hiele 學習理論。同年，P. van Hiele
在法國巴黎發表了他的研究成果，此理論立即引起蘇聯教育家的

注目（Wirszup， 1976），自 1960 年代起，就依據 van Hiele 的理

論模式，來改革該國中小學之幾何課程（Burger & Shaughnessy, 
1986; Fuys, Geddes, & Tischler, 1988; Hoffer, 1983; Usiskin, 
1982）。除了蘇聯之外， van Hiele 的理論，起初在國際間，並未

受到太多的注意。直到 1974 年，美國數學教育家  Wirszup （ 1976）
將 van Hiele 的理論，首次引入美國，世人才開始重視該理論，進

行一序列相關的研究，並依據 van Hiele 的理論模式，來改革國民

中小學之幾何課程（Hoffer, 1983）。  
在國外，甚多學者曾對學生在  van Hiele 幾何概念之發展，作深入

研究（ Burger & Shaughnessy, 1986; Eberle, 1989; Fuys, Geddes, & 
Tischler,  1988; Mayberry, 1983; Molina, 1990; Senk, 1983; Usiskin, 
1982），但皆以國中以上學生為其研究對象，並以鑑定學生的幾何思
考層次為研究的主要目的。  

就目前而言，人口老化是時代的趨勢，據一項教育部委託國立

雲林科技大學的調查研究顯示，未來十年醫護人力的需求將達 33
萬人之多，其中護理人力需求約達 4 萬 6 千多人、復健人力及視

光學人力之需求亦均達 2 萬多人等等，促使政府極為重視醫護人
力的培育工作。而為全面提昇醫護人力素質，教育當局亦要求自

民國九＋四學年度起全國所有高職護理學校均需改制為醫護專科

學校。屆時全國醫護專科學校將達 14 所之多，且加上兼辦醫護專
科類之科技大學或技術學院如輔英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大

仁技術學院、美和技術學院、中華醫事學院等等亦有十幾所，在

在都讓我們不得不重視有關醫護專科學校學生的養成教育。  
數學教育乃是各級教育中重要的一環，醫護學生養成教育自不

例外。數學教育的功能除教給學生數學必備的知識以外，還具有

教導並訓練學生數學思考能力、邏輯推理能力、數學溝通能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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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中學生幾何思考能力的情形如何？頗值得我們去加以研究。 
 
貳、研究目的  
 

如前所述，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從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的觀
點，來探討我國醫護專科學校學生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的分佈
情形。換言之，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包括：  

1.探討醫護專科學校學生 van Hiele幾何思考層次的分布情形。 
2.考驗不同性別的上述學生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的分布情
形及差異性。  

3.考驗不同科別的上述學生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的分布情
形及差異性。  

4.考驗不同年級的上述學生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的分布情
形及差異性。  

 
參、名詞釋義  
 
一、幾何思考層次  

荷蘭數學教育家 P. M. van Hiele 和 Dina van Hiele-Geldof 夫婦
根據完形心理學的結構論以及皮亞傑的認知理論，共同提出幾何

思考模式之理論，主張學生之思考能力可以分為五個層次，由於

國內學者對這五個層次說法並不一致，本研究採用 van Hiele 在
Structure and insight:A theory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中的說法，

將 這 五 個 層 次 稱 為 ： 視 覺 的 層 次 (visual) 、 描 述 的 層 次
(descriptive)、理論的層次 (theoretical)、形式邏輯的層次 (formal 
logic)以及邏輯法則本質的層次 (the nature of logical laws)(van 
Hiele, 1986)。  
二、跳躍現象（ Jump）  

係指在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測驗中未能達到層次一水準，
卻能達到層次二水準或層次三水準的學生，或是未能達到層次二

水準，卻能通過層次三水準的學生。符合以上條件的學童均產生

跳躍現象。  
 

第二節  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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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van Hiele 幾何思考理論  

 
一、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  

van Hiele 幾何思考理論是由荷蘭數學教育家 P. M. van Hiele
和 Dina van Hiele-Geldof 於 1957 年所提出的，主張將學習幾何的

過程分成五個思考層次，依據其理論，學生在教師適當的教學情

境之下，其幾何知識的建構，將循序經歷五個層次，每一個層次

有其獨特的發展特徵。本研究採用 van Hiele(1986)的用法，分別
稱之為：  

層次一：視覺的層次 (visual) 
層次二：描述的層次 (descriptive) 
層次三：理論的層次 (theoretical)；有邏輯的關係、Euclid 的幾
何  

層次四：形式邏輯的層次 (formal logic)；邏輯法則的學習  
層次五：邏輯法則本質的層次 (the nature of logical laws) 
茲將這五個層次加以說明：  

（一）層次一：視覺的層次 (visual) 
這個層次的兒童藉著觀察各種具體事物的外型輪廓來分辨圖

形，能學習詞彙及辨認或再造出一個與指定圖形相同的圖形，但

無法利用圖形的性質或構成要素來分析。位於此層次的兒童其推

理能力受到視覺的影響，只要圖形的外表特徵稍有變化，兒童就

會無法分辨異同。例如：將橢圓形看作是圓形，把長方形看作是

正方形。  
（二）層次二：描述的層次 (descriptive) 

屬於這個層次的兒童已經能夠辨別各種圖形的特徵，他們藉

由觀察圖形的構成要素與這些要素之間的關係來分析幾何概念，

但是無法說出這些圖形之間有無關係存在，例如：正方形、長方

形、菱形、平行四邊形之間有什麼關係存在？位於這個層次的兒

童無法經由推理而得知道理，例如：他們不一定知道當圖形邊長

不相等時，面積有可能會相等。  
（三）層次三：理論的層次 (theoretical) 

這個層次的兒童能夠了解以及運用圖形的構成要素，並且能

夠探索各種幾何圖形之間的內在屬性以及各圖形之間的包含關

係，例如：四個邊等長的四邊形是菱形，所以位於這個層次的兒

童能夠推出正方形是菱形的一種。  
（四）層次四：形式邏輯的層次 (formal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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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這個層次的兒童已經能夠藉由抽象的推理來證明幾何問

題，而且方法可能不只一種，也能知道幾何圖形的充分條件與必

要條件，例如：正五邊形每一邊及每一個內角皆相等，但邊長相

等的五邊形不一定是正五邊形。達到這個層次的兒童能發現正逆

命題之間的差異，也能清楚地說出題目中已知的條件為何以及要

證明的又是什麼，還能使用許多技巧來證明對稱、旋轉、座標平

移、向量等，或能用邏輯去思考、分析、解決問題。  
（五）層次五：邏輯法則本質的層次 (the nature of logical laws) 

這個層次是屬於最高的層次，達到這個層次的兒童能夠在不同

的公設體系中建立定理並且能比較不同的公設系統；同時也能了

解抽象的幾何概念。一般人很難到達這個層次，所以連 van Hiele, 
P. M 本人都認為這個層次只有理論的價值 (van Hiele, 1986)。  
二、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的特性  

van Hiele(1986)曾指出：幾何思考層次具有某些固定的特性，
而許多學者對於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的特性有不同的描述。

Usiskin(1982) 定 義 了 思 考 層 次 的 性 質 為 ： 固 定 順 序 (fixed 
sequence)、 毗 連 性 (adjacency)、 特 異 性 (distinction)、 分 離 性

(separation)、以及造詣 (attainment)等；而 Crowley(1987)則稱之為
序列 (sequential)、進展 (advancement)、內在與外在 (intrinsic and 
extrinsic)、語言 (linguistics)、不協調 (mismatch)，本研究綜合
Usiskin(1982)及 Crowley(1987)的說法，將幾何思考層次的特性分

述如下 (吳德邦，民 88；盧銘法，民 85；譚寧君，民 82；Crowley, 
1987；Usiskin, 1982)：  
（一）序列性 (fixed sequence/ sequence) 

幾何思考層次是按照一定的順序前進的，每一個層次的觀念都

是來自前一個層次的觀念，想要在一個特定層次中順利發展，則

必須擁有前一層次的各項概念與策略 (Crowley, 1987)。  
（二）毗連性 (adjacency/intrinsic and extrinsic) 

在每一個層次中，先前一個層次的暗隱元素會變成下一個層次

的顯現元素。例如：當學生已到達視覺層次時，他們能分辨幾何

圖形，這是因為他們能夠根據圖形的形狀來判斷，幾何圖形的性

質和構成要素是屬於內在的特性 (暗隱元素 )，在視覺層次尚未出
現。倘若學生已到達描述層次時，他們便能操弄幾何圖形的性質

和構成要素，此時幾何圖形的性質和構成要素就變成是外在的特

性了 (顯現元素 )。  
（三）特異性 (distinction/linguistics) 

每一個層次都有特定的語言、符號、關聯以及那些符號關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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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網絡。例如：性質 (property)和特性 (characteristics)是屬於描述
層次的字彙，定義 (definition)是理論層次的字彙，而公理 (axiom)
是到達形式邏輯層次時才會使用的字彙。所以，在某一個層次中

正確的語言、符號，可能到了另外一個層次時就必須修正 (林軍
治，民 81；Clements & Battista, 1992；Crowley, 1987)，例如：正

方形可稱為長方形又可稱作平行四邊形，處於描述層次的學童可

能無法將其概念化，但到了理論層次時，便可理解其間的關聯性

(Crowley, 1987)。  
（四）分離性 (separation/mismatch) 

兩個位於不同思考層次的人是無法相互溝通的。學生常常無法

了解老師所要表達的意思，因為老師使用較高層次的結構或語

言，造成師生之間無法溝通。例如：圓面積的計算未透過具體操

作，即逐步切割成微小的扇形，再經由拼排形成類似長方形面積，

加上從舊經驗學習到的長方形面積等於長乘以寬的概念，推演到

圓面積為 π乘以半徑的平方，反之，若直接告訴公式，學生雖能從

記憶中背誦面積關係式，但卻無法建立圓面積的概念 (譚寧君，民

82)。  
（五）進展性 (advancement) 

van Hiele 認為適當的教學比起兒童的年齡或成熟度更容易提

升兒童的幾何思考層次。「一個層次到另外一個層次的轉變並不

是一個自然的過程，而是在教與學的課程計畫下所產生的」 (van 
Hiele, 1986)。各層次之間是有次序的，要先熟悉低層次大部分的
內容，才能進一步學習較高的層次。  
（六）不連續性 (discontinuity) 

學生的學習過程是由一個層次提升到更高的層次， van Hiele
形容這個過程是思考危機，克服了思考危機，學生就能建立起一

個關係的新網路，那就是屬於更高層次的了。而學習是一種不連

續的過程，學習曲線可能會有斷層，也就是產生跳躍現象，但在

學習的過程中跳躍現象較不常出現 (Clements & Battista, 1992)。  
三、 van Hiele 五階段學習模式  

不論是教師的教學方式或學生的學習方法都可能會影響幾何

思考層次的提升， van Hiele 認為學生在學習幾何時發生困難，往
往是因為學校的教材內容不符合學生的思考層次，造成學生靠記

憶或背誦的方法來學習，學習效果當然不佳。 van Hiele 提出的五
階段教學模式能引導學生到較高的思考層次，其教學層面可分為

以下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學前諮詢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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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在進行教學活動之前應先與學生溝通，藉由觀察與發問來

了解學生已經具備哪些觀念，以作為日後教學參考。  
第二階段：引導學習方向 (guided orientation) 
教師須引導學生探索及操作具體物，教師應有計畫的引導學

生，使其了解幾何概念。van Hiele(1984)認為第二個階段時學生藉
由資料進一步探究，此時他已經知道哪些方向是和這個研究有相

關的，當獨特的結構逐漸呈現在他面前，相關的資料也就因此浮

現出來了。  
第三階段：表達 (explicitation) 
處於這個階段的學生已經能夠逐漸了解幾何圖形的關係，此時

教師須引導學生討論學習內容，使學生的幾何概念能提升到理解

的層次，Van Hiele(1984)指出在第三個階段中，經驗的獲得取決
於正確的語言、符號以及學生在課堂討論時所發表的意見。學生

藉由教師的幫助可以建立屬於他們自己的經驗、精練他們的詞

彙，如此一來他們便可以表達、交換和討論。  
第四階段：自由探索 (free orientation) 
教師選擇適當的教材及幾何問題，鼓勵學生思考進而解答這些

幾何問題。Van Hiele(1984)指出藉著以不同的方式分派任務來完

成，所有路標的種類就在調查的領域中；這些路標秀出了符號的

路徑。當學生遇到複雜且有許多步驟的問題時，靠著自己解決問

題，他們便可從中獲得經驗，作出許多明確的關連性。  
第五階段：統整 (integration) 
此階段的學生將所學到的幾何概念與知識統整起來，教師應鼓

勵與啟發學生理解與運用幾何概念，來解答各種相關問題。Van 
Hiele(1984)解釋說：「最後是整合階段，學生雖然已經糾正自己

錯誤的概念，但是他仍然必須獲得他所使用方法的概觀理念。因

此，他試著去濃縮他所探索過的全部範圍」。Hoffer(1983)也提到
此時教師要提供整體的概念來幫助學生，特別要注意並不能呈現

任何新事物給學生，他們只是摘要的擷取一些學生已經知道的東

西。  
學生在某一個較低的幾何思考層次中，會經歷五個學習階段，

然後再到下一個較高的層次，同時學生也因此獲得了新的知識，

而到下一個層次時，又開始重複上述五個階段。  
 

貳、 van Hiele 理論之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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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 Hiele 幾何思考理論包含三個範疇：領悟的本質、幾何思

考層次及五階段學習模式 (Hoffer,1983)，主張學生在幾何學習的思
考過程中可分為五個層次，學生的思考能力在到達某一層次之

後，才可以依序發展至下一層次。 van Hiele 理論發表後，很快的

引起蘇聯數學教育家的注意，自 1960 年代起，蘇聯就依據 van Hiele
理論來改革中小學的幾何課程 (Fuys et al.,1988； Hoffer,1983；
Usiskin,1982)。直到 1974 年，美國數學教育家 Wirszup(1976)將
van Hiele 理論引入美國，國際間便開始進行一系列相關的研究。

茲將 van Hiele 理論之相關研究分別整理如下：  
一、 van Hiele 模式是否能正確描述學生的幾何思考過程？  

不論國內或國外，大多數的研究都支持學生的幾何思考過程符

合 van Hiele 模式 (林軍治，民 81；Fuys et al. ,  1988；Hoffer,1983；
Mayberry, 1983；Usiskin,1982；Wirszup,1976)。例如 Usiskin(1982)
對中學生進行紙筆測驗，發現超過 80％的學生能夠被分派到 van 
Hiele 層次上。  
二、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中各層次間是否連續？  

Wirszup(1976)和 Hoffer(1983)皆指出各層次之間是不 連續

的。Usiskin (1982)以及 Fuys et al.(1988)認為有些學生可能位於兩

層次之間的過渡期，不容易將其分類。Burger & Shaughnessy(1986)
更深入地提出特別是位於描述層次及理論層次之間的學生，更是

不容易將其分類 (引自 Clements & Battista, 1992)。  
三、幾何概念發展最基本層次是什麼？  

Senk(1989)指出有比視覺層次更基本的層次存在，稱為水準 0
前期 (pre-level 0)。Clements & Battista(1992)在視覺層次前增加一
個層次，稱為 Level 0，指的是 pre-recognition，位於這個層次的
學生，雖然能察覺幾何圖形，但是因為知覺能力不足，只能透過

視覺觀察到圖形的某些特徵。他們雖然知道直線和曲線的區別 (能
分辨正方形和圓形，無法分辨正方形和三角形 )，但無法對一些相
似的形狀命名。  
四、對於不同的概念皆具有相同的層次嗎？  

Mayberry(1983)的研究指出：國小職前教師對於不同的幾何概

念有不同的層次。當學生第一次接觸到新的幾何概念時，經常會

退到視覺層次，但學生應可以轉變到他們已完全達到的層次，所

以學生對於不同的幾何概念仍保有潛在水準的思考能力 (Fuys et 
al., 1988；Nickson, 2000)。  
五、 van Hiele 五階段學習模式能否提升學生之幾何思考層次？  

吳德邦 (民 84)使用 van Hiele 五階段學習模式進行教學，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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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師範學院數學組學生在非歐幾何學的學習成就與幾何思考之

成效，所獲得的結論如下： 1.採用 van Hiele 五階段學習模式教學
法，比採用傳統講授式教學法，更能產生更高的幾何思考層次。

2.採用 van Hiele 五階段學習模式教學法，其學習成就顯著高於採
用傳統講授式教學法。  

綜覽上述，可知國內外已有相當多學者對 van Hiele 理論提出

報告，不論是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或是 van Hiele 五階段學習
模式，在理論與實徵研究方面都有許多研究支持。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程序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調查研究法，以紙筆測驗為主，以進行量的分析

（ quantitative analysis），以探討醫護專校學生之 van Hiele 幾何
思考層次之分佈情形。  

 

貳、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對象係取自台灣南部地區醫護專科學校學生。筆試的

樣本來自醫護專科學校視光學科、資訊管理學科、應用外語科、

護理科、復健科，一年級與三年級各隨機抽取一個班，合計十班，

捨棄資料不完整的樣本後，共得有效樣本 464 名。其中學生入學
管道來自國中畢業生必須參加國中學生基本學力測驗並據此測驗

成績分由「推荐甄選」或「聯合登記分發」兩管道入學。另就各

科學生入學錄取之最低成績分數而言，由高而低依序是復健科、

護理科、視光學科、資訊管理科、應用外語科。但就整體國中畢

業生來說，入學醫護專科學校學生之學力測驗成績分數約略處於

中等偏低之位置。  

各科男女生樣本分配詳見附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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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樣本分配表  

性別 *年級 *科別交叉表  

年級  
科別  

1 3 
總和  

女  人數  30 29 59 性別  
男  人數  27 14 41 

復  
徤  
科  總和   人數  57 43 100 

女  人數  18 33 51 性別  
男  人數  29 18 47 

視  
光  
學  
科  

總和   人數  47 51 98 

女  人數  32 29 61 性別  
男  人數  3 9 12 

應  
用  
外  
語  
科  

總和   人數  35 38 73 

女  人數  47 38 85 性別  
男  人數  1 0 1 

護  
理  
科  總和   人數  48 38 86 

女  人數  25 32 57 性別  
男  人數  31 19 50 

資  
訊  
管  
理  
科  

總和   人數  56 51 107 

 

參、研究工具  

 
由於國內並無適合用來測量醫護專科生幾何思考層次之研究

工具，為達成研究目的，乃採用芝加哥研究計畫中，Usiskin（ 1982）
等人編製之「 van Hiele 測驗」，作為蒐集資料的工具。  

van Hiele 測驗包括 25 題選擇題，每個 van Hiele 層次各五題，
共有五個層次。在某一個測驗中，學生有可能還沒到達層次二或

三，就到達層次四。為減少型一或型二誤差 (type I or type II 
error)，層次的指定使用這個準則：假如學生答對該層次五個問題
中的 4 題，而且必須通過之前所有層次，就被指定到該層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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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跳躍現象」，為學生答對該層次五個問題中的 4 題，卻未
通過該層次之前其中某一層次，如學生層次三的答對題數達到 4
題（含 4 題）以上，卻在層次一或層次二的答對題數未滿 4 題（不

含 4 題），此即為「跳躍現象」。  
Usiskin（ 1982）等人編製之「 van Hiele 測驗」，中文版由吳

德邦（Wu, 1994）所翻譯，並應用在其博士論文的研究中，其效

度及信度亦在其博士論文的研究考驗過，各層次之再測信度分別

為： .5549 (P = .000), .8153 (P = .000), .6492 (P = .000), .4505 (P 
= .000), and .7902 (P = .000)。  

 

肆、實施程序  

 
本研究之實施程序依序為：文獻蒐集與探討、選取筆試樣本、

整理正式筆測資料並加以統計分析、歸納結論、與提出建議等。  
玆分述實施程序如下：  
一、文獻蒐集與探討  

探討國內外有關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發展或學習成就調查
以及有關 van Hiele 的專題研究方法與結果之相關文獻，做為分析
討論之依據。  
二、選取筆試樣本  

筆試的樣本來自樹人醫護管理專科學校學生，合計 10 班，共
464 名。  

三、實施正式筆測  
就上述之正式紙筆測試卷及選取之樣本，進行正式紙筆測

驗。正式筆測在民國九十三間實施。  
四、整理正式筆測資料並加以統計分析  

在正式筆測之後，進行閱卷及資料整理、統計與分析工作。  
五、歸納結論與提出建議  
 
伍、資料處理  
 
一、收回測驗卷後，依據 Usiskin(1982)的評分標準：每一個層次

五個題目中，若學生答對的題數超過該層次全部題數的五分

之四，則表示該名學生已達到此一層次的標準。  
二、根據筆試結果，統計每一題的答對率並針對學生的答題情況

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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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卡方檢定分析不同性別、科別和年級之醫護專科學校學生

在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的通過人數是否有差異？  
 

第四節  結果與討論  

 
壹、幾何思考層次分佈情形  

 
根據 Usiskin（ 1982）評量 van Hiele 層次的基準是：每一層次

各出五個題目，以某一層次答對題數超過該層次全部題數的五分

之四，作為達到此一層次的標準，而且欲達到層次三，那必須同

時達到層次一和二，否則就會產生跳躍現象（ Jump）。  
玆將所有 469 名樣本的測驗加以批改，刪除無效樣本後共有

464 有效樣本，依其答題情形，利用 Usiskin（ 1982）所提出的原
則，分派每一名樣本至一個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分派的方法
如前第三章所述。對於層次的說法，採 van Hiele (1986) 的用法，
層次一、層次二、 . . .至層次五來表示 van Hiele 的五個幾何思考層
次，本研究中使用「L1、L2、L3、L4、L5」的符號來表示這五個

層次（Levels）；並將使用「L0」的符號來表示未達到層次一者。

同時，本研究亦將使用「 J」的符號來表示跳躍現象（ Jump）。  

醫護專科學校學生幾何思考層次的分布情形如表 4-1 所示。  

表 4-1 醫護專科學校學生幾何思考層次的分布情形  

層次或跳躍  人數  百分比  
L0 97 20.9％  
L1 205 44.2％  
L2 100 21.6％  
L3 21 4.5％  
L4 0 0.0％  
L5 0 0.0％  
J 41 8.8％  
總和  464 100.00％  

從表 4-1 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醫護專科學校學生在層次一至
層次五的百分比分別為：44.20％、21.6％、4.5％、0.0％、0.0％。
可以分派到層次一至層次五的人數共 326 名，佔總人數之 70.3％。
有 97 名（ 20.9％）未通過層次一（視覺的層次）的測驗。其餘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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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屬於「跳躍現象」，佔總人數之 8.8％。  
為便於清楚的看出分布情形，玆將上述醫護專科學校學生各層

次百分比繪長條圖如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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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各層次百分比長條圖  

 
貳、測驗答題情形分析  
 
一、視覺層次  

表 4-2 層次一的各題中答題情形  

題號  1 2 3 4 5 

A 1.5％ (7) 6.2％ (29) 1.5％ (7) 5.4％ (25) 8.4％ (39) 

B *87.3％ (406) 0.9％ (4) 0.4％ (2) *66.9％ (311) 4.7％ (22) 

C 1.1％ (5) 4.5％ (21) *95.1％ (442) 9.7％ (45) 15.9％ (74) 

D 8.0％ (37) *85.4％ (397) 0.4％ (2) 9.5％ (44) 2.6％ (12) 

E 1.9％ (9) 2.8％ (13) 2.4％ (11) 8.2％ (38) *68.2％ (317)

*表示該題答對率  

1~5 題如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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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列各圖形中，哪些是正方形？ 
 
 
 
 Ｋ  Ｍ  Ｌ
 

(Ａ) 只有Ｋ 
(Ｂ) 只有Ｌ 
(Ｃ) 只有Ｍ 
(Ｄ) 只有Ｌ和Ｍ 
(Ｅ) 全部都是正方形 
 

2. 下列各圖形中，哪些是三角形？ 
 
 
 
 Ｗ  Ｘ  U Ｖ
 

(Ａ) 全部都不是三角形 
(Ｂ) 只有Ｖ 
(Ｃ) 只有Ｗ 
(Ｄ) 只有Ｗ和Ｘ 
(Ｅ) 只有Ｖ和Ｗ 
 

3. 下列各圖形中，哪些是長方形？ 
 
 
 

 
 U 

S T 
(Ａ) 只有Ｓ 
(Ｂ) 只有Ｔ 
(Ｃ) 只有Ｓ和Ｔ 
(Ｄ) 只有Ｓ和Ｕ 
(Ｅ) 全部都是長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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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下列各圖形中，哪些是正方形？ 
 
 
 
 F G H I 
 

(Ａ) 全部都不是正方形 
(Ｂ) 只有Ｇ 
(Ｃ) 只有Ｆ和Ｇ 
(Ｄ) 只有Ｇ和Ｉ 
(Ｅ) 全部都是正方形 
 

5. 下列各圖形中，哪些是平行四邊形？ 
 
 
 
 
 L

J M 
 

(Ａ) 只有Ｊ 
(Ｂ) 只有Ｌ 
(Ｃ) 只有Ｊ和Ｍ 
(Ｄ) 全部都不是平行四邊形 
(Ｅ) 全部都是平行四邊形 
 

分析：   
1、 4 兩題為正方形概念。在題 1 中有 8.0％的學生將圖 M(長

方形 )及在題 4 有 9.7％的學生將圖 F(長方形 )均視為正方形。在題
4 中有 5.4％的學生以為正方形一定要平放不能歪斜如圖 G。  

題 2 為三角形概念。有 6.2％的學生將圖 U 視為三角形，可見

完全不具三角形概念，圖 W 與圖 X 三角形擺放的方向加以變化，
有 4.5％的學生以為只有圖 W 的方式才是三角形。  

題 3 為為長方形概念。有 2.4％的學生將圖 U(梯形 )視為長方
形。  

題 5 為平行四邊形概念。有 24.3％ (A、C)的學生認為圖 M 或
圖 L 不是平行四邊形，因其擺放的方向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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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描述層次  
表 4-3 層次二的各題中答題情形  

題號  6 7 8 9 10 

A 12.7％ (59) 6.2％ (29) *33.3％ (155) 7.1％ (33) 14.6％ (68)

B *54.0％ (251) 3.0％ (14) 10.5％ (49) 5.8％ (27) 14.0％ (65)

C 17.2％ (80) 7.3％ (34) 11.4％ (53) *68.4％ (318) 16.1％ (75)

D 13.1％ (61) 7.1％ (33) 8.4％ (39) 8.0％ (37) *37.8％ (176)

E 2.6％ (12) *75.7％ (352) 35.7％ (166) 10.3％ (48) 16.3％ (76)

*表示該題答對率  

6~10 題如後所示：  
 
6. 如右圖，PQRS是一個正方形，對所有正方形而言，下列哪一個關係是正

確的呢？ 
(Ａ) PR  與 RS  的長度相同。 
(Ｂ) QS 與 PR  互相垂直。 

S 

Q P 

(Ｃ) PS  與 QR  互相垂直。 
(Ｄ) PS  與 QS 的長度相同。 R 

(Ｅ) ∠Q 大於 ∠R。 

7. 如下圖，在長方形 GHJK中，GJ  與 HK  是對角線。 

 
G H 

 
 
 
 
對任一長方形而言，下列 (Ａ) 到 (Ｄ)中，哪一個性質是錯誤的？ 

K J 

<若(Ａ) 到 (Ｄ) 的性質都成立，則選(Ｅ)。> 
(Ａ) 有四個直角。 
(Ｂ) 有四個邊。 
(Ｃ) 對角線長度相等。 
(Ｄ) 對邊長度相等。 
(Ｅ) 對每一個長方形而言，以上 (Ａ) 到 (Ｄ) 都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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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菱形是一個四邊都等長的四邊形。圖形如下， 
 
 
 
 
 
 
 
 
對任一菱形而言，下列 (Ａ) 到 (Ｄ)中，哪一個性質是錯誤的？ 
<若(Ａ) 到 (Ｄ) 的性質都成立，則選(Ｅ)。> 
 
(Ａ) 對角線長度相等。 
(Ｂ) 每一對角線平分菱形的兩個角。 
(Ｃ) 兩條對角線互相垂直。 
(Ｄ) 對角相等。 
(Ｅ) 對每一個菱形而言，以上 (Ａ) 到 (Ｄ) 都成立。 

9. 等腰三角形是有兩個邊等長的三角形。圖形如下， 
 
 
 
 
 
 
 
對任一等腰三角形而言，下列 (Ａ) 到 (Ｄ)中，哪一個性質是正確的呢？ 
<若(Ａ) 到 (Ｄ) 的性質都不成立，則選(Ｅ)。> 
 
(Ａ) 三個邊都等長。 
(Ｂ) 其中一邊長必須是另一邊長的兩倍。 
(Ｃ) 至少有兩個角相等。 
(Ｄ) 所有三個角都相等。 
(Ｅ) 對每一個等腰三角形而言，以上 (Ａ) 到 (Ｄ) 都不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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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圓 P 與 圓 Q 相交於 R、S 兩點，且 P、R、Q、S四點形成一個 
四邊形 PRQS。圖形如下， 

 
 

Q 
R 

R

S S 

P 
P 

Q

 
 
 
 
 
 
下列(Ａ)到(Ｄ)中哪一個敘述是不會永遠成立的呢？ 
<若(Ａ) 到 (Ｄ) 的性質都會永遠成立，則選(Ｅ)。> 
 
(Ａ) 四邊形 PRQS 有兩雙長度相等的邊。 
(Ｂ) 四邊形 PRQS 至少有二個角相等。 
(Ｃ) 直線 PQ  和直線 RS  互相垂直。 
(Ｄ) ∠P ＝ ∠Q。 
(Ｅ) 以上 (Ａ) 到 (Ｄ) 都成立。 

 

分析：  
題 6 為正方形概念。有 25.8％ (A、D)的學生認為正方形的對

角線與邊等長。有 17.2％的學生將正方形的對邊視為垂直。有 2.6
％的學生不知正方形兩角  (∠Q、∠R)一樣大。  

題 7 為長方形概念。多數學生 (75.7%)皆能正確認識，且了解

有關長方形的性質。  
題 8 為菱形的概念。有 35.7％ (E)的學生認為菱形的對角線長

度相等為較明顯的錯誤概念。  
題 9 為等腰三角形概念。 10％ (E)的學生不知等腰三角形至少

有兩個角相等。  
題 10 為圓切線相等性質，較屬理論層次，僅有 37.8%學生答

對。但事實上，答對者可直接從圖形的觀察得知，而未必了解其

他道理。  

 

三、理論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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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層次三的各題中答題情形  

題號  11 12 13 14 15 

A 8.0％ (37) 8.4％ (39) *29.7％ (138) *11.8％ (55) 9.2％ (43) 

B 10.1％ (47) *50.1％ (233) 2.6％ (12) 14.8％ (69) *35.9％ (167)

C *30.3％ (141) 15.3％ (71) 2.2％ (10) 17.0％ (79) 14.4％ (67) 

D 13.1％ (61) 13.8％ (64) 3.2％ (15) 23.2％ (108) 22.4％ (104)

E 38.1％ (177) 11.8％ (55) 61.9％ (288) 32.7％ (152) 17.0％ (79) 

*表示該題答對率  

11~15 題如後所示：  

11. 若已知圖形Ｆ是一個多邊形。下列哪一個敘述是正確的？ 
(Ａ) 若圖形Ｆ是一個長方形，則圖形Ｆ必定是一個三角形。 
(Ｂ) 若圖形Ｆ不是一個長方形，則圖形Ｆ必定是一個三角形。 
(Ｃ) 圖形Ｆ不可能同時是一個長方形，而且又是一個三角形。 
(Ｄ) 圖形Ｆ一定是一個長方形，或是一個三角形。 
(Ｅ) 以上 (Ａ)-(Ｄ) 都不正確。 

12. 關於△ＡＢＣ的性質，下列哪一個敘述是正確的？ 
(Ａ) △ＡＢＣ不可能同時三邊等長，而且又∠Ｂ＝∠Ｃ。 
(Ｂ) 若△ＡＢＣ三邊長相等，則∠Ｂ＝∠Ｃ。 
(Ｃ) △ＡＢＣ中，若∠Ｂ＝∠Ｃ，則△ＡＢＣ三邊長相等。 
(Ｄ) △ＡＢＣ中，若有二個邊長不相等，則∠Ｂ≠∠Ｃ。 
(Ｅ) 以上 (Ａ)-(Ｄ) 都不正確。 

13. 下列各圖形中，哪些是長方形？ 
 
 
 
 
        Ｐ               Ｑ                Ｒ 

(Ａ) 全部都是。 
(Ｂ) 只有Ｑ。 
(Ｃ) 只有Ｒ。 
(Ｄ) 只有Ｐ和Ｑ。 
(Ｅ) 只有Ｑ和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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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下列哪一個敘述是正確的？ 
(Ａ) 長方形的所有性質都是所有正方形的性質。 
(Ｂ) 正方形的所有性質都是所有長方形的性質。 
(Ｃ) 長方形的所有性質都是所有平行四邊形的性質。 
(Ｄ) 正方形的所有性質都是所有平行四邊形的性質。 
(Ｅ) 以上 (Ａ)-(Ｄ) 都不正確。 

15. 下列哪些是所有長方形都具備的性質，而卻是某些平行四邊形所沒有具

備的？ 
(Ａ) 對邊等長。 
(Ｂ) 對角線等長。 
(Ｃ) 對邊平行。 
(Ｄ) 對角相等。 
(Ｅ) 以上 (Ａ)-(Ｄ) 都不正確。 

 

分析：  
題 11 測量長方形與三角形間分類歸屬的概念，有 38.1％ (E)

的學生認為長方形與三角形可能同時成立。  
題 12 測量三角形的性質為主。僅有 50.1％學生了解三角形兩

腰相等則兩底角相等之理論其他有關三角形之理論性質，則約有

50％學生不能了解。  
題 13 測量長方形與正方形的包含關係，有 61.9％ (E)的學生以

為圖 P(正方形 )不屬於長方形。  
題 14 測量長方形、正方形和平行四邊形的構成要素的包含關

係，有 32.7％ (E)的學生不認為構成要素之間有包含關係。只有 11.8
％ (A)的學生答對，選答比率最低值得探究。  

題 15 測量長方形的構成要素與平行四邊形的構成要素的比

較，有 9.2％ (A)的學生以為平行四邊形不具有對邊等長的性質；

有 14.4％ (C)的學生以為平行四邊形不具有對邊平行的性質；有

22.4％ (D)的學生以為平行四邊形不具有對角相等的性質。  
 

四、形式邏輯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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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層次四的各題中答題情形  

題號  16 17 18 19 20 

A 19.4％ (90) 17.0％ (79) 14.4％ (67) 19.4％ (90) *18.5％ (86)

B 19.4％ (90) 17.6％ (82) 17.0％ (79) 29.9％ (139) 14.4％ (67) 

C *29.7％ (138) *28.0％ (130) 30.1％ (140) 19.6％ (91) 19.6％ (91) 

D 19.8％ (92) 21.3％ (99) *24.7％ (115) *23.9％ (111) 32.3％ (150)

E 10.8％ (50) 15.7％ (73) 12.7％ (59) 6.7％ (31) 14.4％ (67) 

*表示該題答對率  

16~20 題如後所示：  

16. 如圖，△ＡＢＣ是直角三角形，再由△ＡＢＣ的三邊分別向外作三個 
正三角形，△ＡＣＥ，△ＡＢＦ，與△ＢＣＤ。 

 
 
 
 
 
 
 
 
 
 
 
 
 
由上述條件，我們可以證明 AD、 BE、與 CF  共點（相交於一點）。 

D 

A 

B C

F 

E

則下列哪一個敘述是正確的？ 
(Ａ) 只有在這個圖形的直角三角形中， AD、BE、與 CF  才會共點 
(Ｂ) 只有在某些直角三角形中(並非所有的直角三角形)， AD、BE、與 
 CF  才會共點。 
(Ｃ) 在任何一個直角三角形中， AD、 BE、與 CF  都會共點。 
(Ｄ) 在任何一個三角形中， AD、 BE、與 CF  都會共點。 
(Ｅ) 在任何一個正三角形中， AD、 BE、與 CF  都會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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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若圖形 Q是一個四邊形，以下哪一個性質是正確的呢？ 
(Ａ) 若圖形 Q的對角線等長，則圖形 Q是一個正方形；又若圖形 Q是

一個正方形，則圖形 Q是一個長方形。 
(Ｂ) 若圖形 Q的對角線等長，則圖形 Q是一個長方形；又若圖形 Q是

一個長方形，則圖形 Q是一個正方形。 
(Ｃ) 若圖形 Q是一個正方形，則圖形 Q是一個長方形；又若圖形 Q是

一個長方形，則圖形 Q的對角線等長。 
(Ｄ) 若圖形 Q是一個長方形，則圖形 Q的對角線等長；又若圖形 Q的

對角線等長，則圖形 Q是一個正方形。 
(Ｅ) 若圖形 Q是一個長方形，則圖形 Q是一個正方形；又若圖形 Q是

一個正方形，則圖形 Q的對角線等長。 
18. 以下有二個敘述。 

 I. 若一圖形是長方形，則它的對角線互相平分。 
II. 若一圖形的對角線互相平分，則它是一個長方形。 
下列哪一個敘述是正確的呢？ 
(Ａ) 若要證明 I為真，則只要證明 II為真即可。 
(Ｂ) 若要證明 II為真，則只要證明 I為真即可。 
(Ｃ) 若要證明 II為真，則只要找到一個對角線互相平分的長方形即可。 
(Ｄ) 若要證明 II為偽，則只要找到一個對角線互相平分但不是長方形即 

可。 
(Ｅ) 以上 (Ａ)-(Ｄ) 都不正確。 

19. 下列有關幾何學中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 每一個術語都能被定義，而且每一個真實的敘述都能被證明是正 
     確的。 
(Ｂ) 每一個術語都能被定義，但假設某些特定的敘述恆為真則是必要 
     的。 
(Ｃ) 某一些術語必須當作是未定義名詞，但每一個真實的敘述都能被 
     證明是正確的。 
(Ｄ) 某一些術語必須當作是未定義名詞，而且假設某些特定的敘述恆 
     為真是必要的。 
(Ｅ) 以上 (Ａ)-(Ｄ) 都不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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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檢查以下三個敘述。 
i.在同一平面上，兩直線垂直於同一直線則此兩直線互相平行。 
ii.在同一平面上，一直線垂直於二平行線中的任一直線，則此一直線必

垂直於另一直線。 
iii.在同一平面上，若二線等距離，則此兩直線互相平行。 

 
下圖中，在同一平面上， 線 m 和直線 p 互相垂直，直線 n 和直線 p 
也互相垂直，從上面的三個敘述中，哪一個可以推論直線 m 平行於直

線 n 呢？ 
p 

 
 
 m 
 
 
 
 
 
 
(Ａ) 只有 i 
(Ｂ) 只有 ii 
(Ｃ) 只有 iii 
(Ｄ) i或 ii 
(Ｅ) ii或 iii 

 
分析：  

題 16 為選項之形式邏輯推理。不少學生 (70.3%)難具備此
維能力。  

題 17 為有關正方形與長方形及其對角線等長的關係邏輯

部份學生 (72%)並無此觀念。  
題 18 為命題真偽之邏輯証明。僅有 24.7%學生有此種正

輯推理觀念。卻有 30.1%學生認為只要能找到一個情況成立，

個定理為真。顯示出其根本不清楚定理之成立之意義。  
題 19 為幾何學的觀念。Ａ、Ｂ、Ｃ、Ｄ四個選項的選答

很相近，且接近隨機概率 20%。  
題 20 為平面上直線平行概念，是一簡易推理。但僅有

的答對率低於機率 20%，大概受到選項Ｂ (32.3%)事實現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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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邏輯法則本質層次  

表 4-6 層次五的各題中答題情形  

題號  21 22 23 24 25 

A 48.8％ (227) 9.5％ (44) 12.9％ (60) 4.7％ (22) 11.8％ (55) 

B *13.1％ (61) 18.5％ (86) 18.3％ (85) 11.4％ (53) 22.6％ (105) 

C 14.4％ (67) 18.1％ (84) 13.1％ (61) 22.2％ (103) 16.3％ (76) 

D 9.7％ (45) 38.7％ (180) *29.5％ (137) 33.8％ (157) *34.2％ (159)

E 13.3％ (62) *13.8％ (64) 24.9％ (116) *26.9％ (125) 14.4％ (67) 

*表示該題答對率  

21~25 題如後所示：  

21. 在與您過去所學之幾何學有所不同的 F-幾何學中，每一直線被定義為恰
好只包含二點。若Ｐ、Ｑ、Ｒ、以及Ｓ為四個點，則可構成六條直線：

{P,Q}，{P,R}，{P,S}，{Q,R}，{Q,S}，與 {R,S}。 
     ‧ P 

                Q‧  
 
 
                   R‧                ‧ S 

 
在 F-幾何學中，是這樣定義 "相交" 與 "平行＂這兩個術語的。 
----兩條直線 {P,Q} 和 {P,R} 相交在 P點，因為 {P,Q} 與 {P,R} 有相
同點 P。 

----兩條直線 {P,Q} 和 {R,S} 互相平行，因為 {P,Q} 與 {R,S} 沒有相
同點。 

 
由以上的資料得知，哪一個敘述是正確的？ 
(Ａ) {P,R} 和 {Q,S} 相交。 
(Ｂ) {P,R} 和 {Q,S} 平行。 
(Ｃ) {Q,R} 和 {R,S} 平行。 
(Ｄ) {P,S} 和 {Q,R} 相交。 
(Ｅ) 以上 (Ａ)-(Ｄ) 都不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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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三等分角意指把一個角分為三等分。在西元 1847 年，有一位數學家 (P. 
L. Wantzel) 證實，一般而言，只使用一個圓規與一個未標刻度的直尺是

不可能三等分角的。根據他的証明，你能夠下什麼結論呢？ 
(Ａ) 一般而言，只使用一個圓規與一個未標刻度的直尺是不可能二等 
     分角。 
(Ｂ) 一般而言，只使用一個圓規與一個有標刻度的直尺是不可能三等 
     分角。 
(Ｃ) 一般而言，使用任何畫圖工具是不可能三等分角。 
(Ｄ) 將來有些人仍有可能發現用一般的方法，即只使用一個圓規與一個

未標刻度的直尺去三等分角。 
(Ｅ) 永遠沒有人能發現用一般的方法，即只使用一個圓規與一個未標刻

度的直尺去三等分角。 
23. 由一個數學家 J 所發明的一種幾何學認為以下的敘述恆真： 
一個三角形的內角和小於 180 度。 
下列哪一個敘述是正確的呢？ 
(Ａ) 數學家 J 在測量三角形的角度時弄錯了。 
(Ｂ) 數學家 J 在邏輯推論上犯了錯誤。 
(Ｃ) 數學家 J 對 "恆真" 有錯誤的觀念。 
(Ｄ) 數學家 J 假設的出發點與一般的幾何學不同。 
(Ｅ) 以上 (Ａ)-(Ｄ) 都不正確。 

24. 兩本幾何學的書用不同的方法定義長方形。 
哪一個敘述是正確的呢？ 
(Ａ) 其中一本書的定義寫錯了。 
(Ｂ) 其中一本書的定義是錯誤的，對長方形而言不能有二種不同的定

義。 
(Ｃ) 在其中一本書裡，長方形必有不同於另一本書中之長方形的性質。 
(Ｄ) 在其中一本書裡，長方形必有與另一本書相同的性質。 
(Ｅ) 在這二本書裡，長方形的性質可能不同。 

25. 假設您已經證明敘述 I 與 II是正確的。 
 I. 若 p，則 q。 
II. 若 s，則 非 q。 

從敘述 I與 II，可以推論以下哪個敘述成立呢？ 
(Ａ) 若 p，則 s。 
(Ｂ) 若 非 p，則 非 q。 
(Ｃ) 若 p 或 q，則 s。 
(Ｄ) 若 s，則 非 p。 
(Ｅ) 若 非 s，則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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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題 21 有 48.8％ (A)的學生不能根據新的「相交」的定義判斷

是否相交，仍受視覺或已有概念的影響。本題答對率過低值得進

一步加以研究。  
題 22 是一完全以邏輯法則去判斷的題目，而不是憑幾何知識

的了解與否去作答。僅有 13.8%學生答對，可見護專學生少具備此

項邏輯法則的思維。  
題 23 亦是邏輯法則問題。有 44.3%(A、B、C)對於所謂「敍

述恆真」的觀念無法了解，這是一種形式觀念。  
題 24 是有兩長方形不同定義的一種邏輯法則的敍述問題。僅

有 26.9%學生答對，稍多於機率 20%。此種形式邏輯推理是一般

護專學生所欠缺的。  
題 25 為命題邏輯推理概念。有稍多 34.2%學生答對算是好的

現象。  
 

參、幾何思考層次分佈的差異性  
 
本節分別考驗醫護專科學校學生幾何思考層次分佈是否在性

別、科別和年級上具有統計的差異性。  
一、性別  

醫護專科學校男女學生在各個幾何思考層次的分佈情形如下

表 4-8 所列：     
表 4-8 不同性別在各層次的人數百分比  

   層次  
性別  

0 1 2 3 J 合計  

女生  21.7％
(68) 

43.8％
(137) 

22.4％
(70) 

5.1％ (16) 7.0％ (22) 
100.0％

(313) 
男生  18.8％

(28) 
45.0％

(67) 
20.8％

(31) 
3.4％ (5)

12.1％
(18) 

100.0％
(149) 

小計  20.8％
(96) 

44.2％
(204) 

21.9％
(101) 

4.5％ (21) 8.7％ (40) 
100.0％

(462) 

 

表 4-9: 性別差異之卡方檢定  

 自由度  卡方 (Chi-Square) 顯著水準  
 4 4.223 0.377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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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為不同性別差異之卡方考驗，結果 ＝ 4.223，P= 0.377 
(P>0.05)，顯示醫護專科學校不同性別學生在 van Hiele 幾何思考
層次分布無顯著的差異。  

2x

二、科別  
醫護專科學校各科學生在各個幾何思考層次的分佈情形如下

表 4-10 所列：  
表  4-10 ：不同科別在各層次的人數百分比  

層次
科別  0 1 2 3 J 合計  

1 16.0％  
(16) 

51.0％  
(51) 

20.0％  
(20) 

5.0％  
(5) 

8.0％  
(8) 

100.0％
(100) 

2 22.4％  
(22) 

41.8％  
(41) 

21.4％  
(21) 

6.1％  
(6) 

8.2％  
(8) 

100.0％
(98) 

3 27.4％  
(20) 

45.2％  
(33) 

16.4％  
(12) 

0.0％  
(0) 

11.0％ (8) 
100.0％

(73) 
4 22.1％  

(19) 
40.7％  

(35) 
20.9％  

(18) 
5.8％  

(5) 
10.5％ (9) 

100.0％
(86) 

5 18.7％  
(20) 

41.1％  
(44) 

28.0％  
(30) 

4.7％  
(5) 

7.5％  
(8) 

100.0％
(107) 

小計  20.9％  
(97) 

44.0％  
(204) 

21.8％  
(101) 

4.5％  
(21) 

8.8％  
(41) 

100.0％
(464) 

 
表 4－ 11：科別差異之卡方檢定  

 自由度  卡方 (Chi-Square) 顯著水準  
 16 12.972 0.675 

*P<.05   **P<.01 
表 4-11 為不同科別差異之卡方考驗，結果 ＝ 12.972， p＝

0.675 (P>0.05)，顯示醫護專科學校不同科別學生在 van Hiele 幾何
思考層次分布無顯著的差異。  

2x

三、年級  
醫護專科學校學生年級在各個幾何思考層次的分佈情形如下

表 4-12 所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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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不同年級在各層次的人數百分比  
  層
次  
年級  

0 1 2 3 J 合計  

1 
23.0％  

(56) 
38.7％  

(94) 
21.4％  

(52) 
4.9％  
(12) 

11.9％  
(29) 

52.4％  
(243) 

3 
18.6％  

(41) 
49.8％  
(110) 

22.2％  
(49) 

4.1％  
(9) 

5.4％  
(12) 

47.6％  
(221) 

小計  
20.9％  

(97) 
44.0％  
(204) 

21.8％  
(101) 

4.5％  
(21) 

8.8％  
(41) 

100.0％
(464) 

 
表 4-13：年級差異之卡方檢定  

 自由度  卡方 (Chi-Square) 顯著水準  
 4 10.121 0.038* 

*P<.05   **P<.01 
表 4-13 為不同年級差異性卡方考驗，結果 ＝ 10.121， p＝

0.038 (P<0.05)，顯示醫護專科學校不同年級學生在 van Hiele 幾何
思考層次分布有顯著的差異。  

2x

 

第五節  結論與建議  

 
壹、結論  
 

從以上所分析的資料，可得到下列的結果：  
一、醫護專科學校學生，其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之分布情形，

從層次一至層次五的百分比，分別為： 44.2％、 21.6％、 4.5
％、 0.0％、 0.0％。  

二、醫護專科學校不同性別學生在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分布無
顯著的差異（ ＝ 4.223， p＝ 0.377）。  2x

三、醫護專科學校不同科別學生在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分布無
顯著的差異（ ＝ 12.972， p＝ 0.675）。  2x

四、醫護專科學校不同年級學生在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分布有
顯著的差異（ ＝ 10.121， p＝ 0.038）。  2x

 
貳、建議  

根據上述結論，提出下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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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據 van Hiele 的實證研究顯示，幾何概念的發展，在上述這

五個層次有其次序性，學習者必須具有前一層次的各項概念

與能力，才能夠進行更高一層次的幾何教學活動。大體來說，

醫護專科學校學生的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之分布情形，大
都屬於層次一至層次二，有 97 名（ 20.9％）的學生低於層次
一，頗值得再進一步研究。  

二、根據本研究中學生的答題情形，其中第 14 題答對率為 11.8％、
第 20 題答對率為 18.5％、第 21 題答對率為 13.1％和第 22 題
答對率為 13.8％，皆低於隨機概率 20％其原因值得進一步加
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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