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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編製一「估算能力測驗」以探討國小學童的估算能力。首先藉由文獻分

析，綜合國內國小數學課程之內容，作為研究設計與編制研究工具的參考；其次再選取南投縣（不含山

地鄉）八所國小四、六年級學童626名為對象樣本，以自編的「估算能力測驗」進行施測。 

根據實徵資料分析，本研究獲得以下數點發現： 

一、國小六年級學童的估算能力優於四年級學童的估算能力。 

二、性別、城鄉區域並未造成國小學童在估算能力上的顯著差異。 

三、心算的學習經驗並未提昇國小學童的估算能力，但參加課外補習的學生之估算能力優於未參

加課外補習的學生。 

四、國小四、六年級學童在相關因素測驗上的表現及估算能力之高低與其在校的數學成就存有相

關。 

 

 
估算的使用，在現代精密計算器被普遍運用的高科際社會中，已然成為人類避免機器誤差的

後一道防線。然而國內在升學主義領導教學的偏差導向下，使國民小學數學科教學仍以精算為主要

的課程及講授重點。 
一般而言，計算機的功能愈強大，計算機語言也愈加複雜，出現錯誤的可能性亦隨之增加，但

此錯誤並非由機器產生…機器不會出錯，而是人們在發出指令或將其轉換成計算機語言時所產生的

錯誤，因為在使用電算器時常會有一些按鍵上的誤差，如按錯鍵或小數點的遺漏等，這些不經意的

錯誤將會使機器運算的結果大受影響，人們有必要去發展一種判斷能力來檢查是否因自己或別人按

鍵時發生錯誤而導致答案呈現出不合理（unreasonable）的現象，這種能力早在十幾年前就被視為一

種人人必備的基本能力（支毅君，民81）。 
因此，在現今之電腦時代，計算的過程工作雖可由操作計算機來替代，但計算機輸出的答案是

否合理正確，必須先予估算，這乃是目前數學教學所不能忽略的（陳梅生、吳德邦，民75）。 
是故，本研究參考了Rubenstein（1983）「估算能力測驗」及支毅君（民81）「訪談式估算測

驗」自行編製了一「估算能力測驗」，以探討國小四、六年級學童的估算能力。 

 
（一）編製一「估算能力測驗」。 
（二）瞭解國小學童的估算能力。 

 
為使研究變項更明確具體，以下針對使用之重要名詞，分別說明與界定如下： 

（一）估算（computational estimation） 
Reys & Bestgen (1981) 認為估算是心算、數概念及各種計算技巧的綜合運用，即是以心算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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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快速的算出答案，且此結果與正確的計算結果有合理性的接近，Siegel等人(1982)認為估算是在計

算問題時得到近似(rough) 答案的內在運思，當精算 (precise computation)不需要或不可能時，就需要

估算這種能力來求出一個合理的猜測答案，它能使我們去判斷一個經由計算機所得到答案的合理

性。 
由於對估算的定義在各研究中並不明確，在本研究中，研究者認為：估算不是形式的計算而是

結合心算、數概念及一些運算技巧如取近似值、位值概念等快速地得到一與精算結果接近且合理的

約略訊息答案，這過程完全是內在運思而不假藉任何外界的計算工具。本研究所設計的估算能力測

驗僅針對正整數的四則運算式為主，藉以避免由於對分數、小數概念的不理解，而產生誤差。 
本研究所指的估算係以研究者自編的「估算能力測驗」（如附錄一）中所包含的內容為範圍。

該測驗之估算題目以三種型式呈現。茲分述如下： 
(1)等級性估算(order of magnitude estimation) 

此類型估算是將四個答案的選項依照十的倍數成長增加或減少排列，如0.3、3、30、300，受

試者依據題目的數字，利用心算選出 接近正確答案之選項。 
(2)參考數估算(reference number estimation) 

此種估算是要受試者去判斷該題目所得到的估算值大於或小於已知數(參考數)。 
(3)開放式估算(open ended estimatiom) 

估算的題目並未呈現可選擇之答案，受試者直接根據題目寫出自己的答案，若答案落於「可

接受區間」（參見第20-22頁之說明）則視為合理答案，其它則否。 
（二）心算才藝的學習 
本研究中所謂的學過心算的經驗是指曾經學過坊間心算才藝的經驗，而這些心算的學習則以機

械性的背誦計算為主，並未涉及數的理解過程。 
（三）可接受區間(acceptable interval) 
估算的結果，並非求精確的答案，只要是合理的答案皆可，而這些合理的答案所構成的區間是

為可接受區間，一般是由所有的估算策略所算出的估算值，取其 小值與 大值而構成一個可接受

區間(Reys  &  Bestgen，1981)，而本研究則以無條件進入及無條件捨去法先求出近似值再加以計算

後所得到的 小答案及 大答案為一可接受區間。開放式估算測驗各題的可接受區間，如附錄一所

示。 

 
本研究係以南投縣非山地鄉國民小學四、六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在筆試的樣本選取方面，以

隨機抽樣的方式抽取南投市、草屯鎮、中寮鄉及名間鄉等四個鄉、市鎮然後再隨機抽取該地區所屬

的學校各一所，再從這些學校中叢集抽取四、六年級各一班，計十六班，共得有效樣本 626名學

生。並以集體答題的方式進行「估算能力測驗」。茲將受試樣本之基本資料描述如表1-1： 

 
表1-1   研究樣本基本變項統計表 

學校區域 人數 百分比 學校名稱（代號） 人數 百分比 

鄉學校 292 46.6% 新豐（1） 87 13.9% 
市鎮學校 334 53.4% 光華（2） 76 12.1% 

合計 626 100.0% 僑光（3） 82 13.1% 

年級 人數 百分比 草屯（4） 89 14.2% 
四年級 331 52.9% 中寮（5） 68 10.9% 
六年級 295 47.1% 爽文（6） 64 10.2% 
合計 626 100.0% 名間（7） 93 14.9%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名岡（8） 67 10.7% 

男 311 49.7% 合計 626 100.0% 

女 315 50.3%    
合計 62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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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估算是難以評量的，因為它可說是一種過程而難以測量，好的估算標準亦是模糊不

清的 (Reys & Bestgen, 1981; Reys, 1986)。 也就是當學生被要求去估算時，學生會快速地運用紙筆來

算答案，而後再求其近似值，這種現象造成估算測驗上的混淆。換言之，因所要測的估算能力不是

先精算再取進似值(compute then rounding) 的過程，所以估算能力測驗其效度受到極大的考驗，這是

估算技巧難以被量化評估的原因之一，致使估算測驗一直無法被標準化發展出來 (Reys & Bestgen, 
1981)。為了增加估算測驗的效度 NEAP 對不同題型、運算及數字的複雜性做不同時間的控制(Reys, 
1986)。除此之外，學生們對分數、小數的估算倍感困難，乃起因於對分數、小數概念的不理解，而

非缺乏估算技巧所致 ( Carpenter et al, 1983 )。而且由Reys & Bestgen(1981)的研究可看出，當學生被

要求去估算三個小數和如：295.0＋865.2＋1.583 時有超過 70 %的13歲學生及50%的 17歲學生選擇了

10000 或100000，所以學生對分數、小數的估算倍感困難。 
本研究根據Rubenetein在1985年所編製的「估算能力測驗」為藍本，並參考支毅君(民81，82)的

「估算訪談式測驗」重新編製一份「估算能力測驗」，以評估學生的估算能力。本測驗的編製係由

研究者參考有關估算的研究文獻、國民小學的數學教材、以及教師手冊內容自行編製而成，然後請

有關專家及指導教授審稿修訂。測驗的內容以估算算式問題的答案為主，內容分為等級性估算、參

考數估算、及開放式估算三大項，每一大項各有12題並依四則運算＋、－、×、÷之順序循環排

列，除第三類為開放式問題之外，其餘皆以選擇題的方式呈現。 
在計分方面：等級性估算及參考數估算因為選擇題的方式，所以答對者每題以1 分計算，至於

開放式估算問題的答案落於可接受區間者，則予以計分。因為估算的結果常做為重大決定的參考，

所以估算的結果雖是近似值，但其誤差亦不能太大，故開放式估算中可就學生所答近似值範圍的精

確度來加以計分，亦即將可接受區間分為 1分區及 2分區。故將可接受區間的 大值、 小值及該題

算式的正確答案將此可接受區間分為四等份，其中學童算出的估算值落在與精確答案較接近的部份

則以 2分計算，落於其它部份則以 1分計算，而落於可接受區間外的數值或以精確值填答者則以 0分
計算。 

而本研究中的可接受區間，乃是將題目數值以無條件捨去、無條件進入取出近似值後，再以心

算運算得出的 大值與 小值是為可接受區間。但由於估算對於學生較為陌生，且在時間控制下逐

題揭示的題目而使受試者因時間不足，而有遺漏作答的部份，則依照已答題部份之答對率來推估受

試者在整份測驗的得分。 

  (reliablity) 
本測驗以 Cronbach α來探究四、六年級的內部一致性其信度為.8571(N=626，P<.001)。而等級

性估算、參考數估算及開放式估算三個分項測驗的信度亦達0.70以上，結果如表2-1所示。 

 
表2-1   估算能力測驗信度 

類別 等級性估算 參考數估算 開放式估算 估算能力測驗 

α值 .7102*** .6992*** .7413*** .8571*** 

N=626      ***p< .001 
 

表2-1 顯示估算能力測驗的信度，而三個分項測驗的信度介於.6992與.7413之間，其中以參考數

估算的信度 高，以等級性估算的信度 低。而整體的信度達.8571 ，所以本研究之估算能力測驗，

其可信程度尚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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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idity) 
（一）專家評定內容效度 
研究者曾於83年12月初商請台中師院劉湘川教授、游自達教授以及許天維教授等在本研究主題

方面之學者專家對本測驗提供寶貴的修正意見。其中劉湘川教授認為估算的結果常做為重大決定的

參考，所以估算的結果雖是近似值，但其誤差亦不能太大，故開放式估算中可就學生所答近似值範

圍的精確度來加以計分，亦即將可接受區間分為 1分區及 2分區。游自達教授針對題目的內容作了修

改，認為參考數估算方面的選項不要以一個參考數為主，如此會有學生猜題之嫌。對於題目的建議

則為：估算能力測驗中的三個分項測驗的比例要恰當，順序的排列上以選擇題式的等開級性估算及

參考數估算為先，至於開放式估算因為題目中並無選項可參考，所以列於 後。許天維教授認為估

算能力測驗中不宜事先舉範例說明，以免有誘導「解題策略」之嫌，但為避免學生不瞭解「大約的

答案」，所以必須在進行測驗之前先就學生瞭解的「大約」做一簡單的分析，讓學童充份了解本研

究所要求學生作題的方式。此外研究者亦商請國小教學經驗豐富之教師、主任及校長協助審查試

題，以提供學生對測驗可能之反應及意見。 
（二）建構效度 
根據預試學生之數學科成績( 四年級學生為三年級上、下學期數學科學期總平均；六年級學生

為五年級上、下學期數學科學期總平均 )，以此做為效標，求出本測驗與數學科成績的相關係數。本

測驗中的估算能力測驗總分與學生數學成績之總平均的相關如表2-2所示： 

 
表 2-2  估算能力、相關因素測驗與學業成就之相關情形 

估算能力 學業成就 

估算能力測驗 
等級性估算 
參考數估算 
開放式估算 

.3180 *** 
.2979*** 
.3133 *** 
.2325 *** 

N=626    *** P< .001 
 
由表 2－2 的統計結果顯示，在估算能力測驗總得分和學生的學業成就有顯著的相關(r=.3180  

p<.001)存在。在等級性估算測驗的總得分和學生的學業成就的相關考驗達顯著相關(r=.2979  p<.001 )
存在。在參考數估算測驗的總得分和學生的學業成就也有顯著的相關(r=.3133  p <.001)存在。至於開

放式估算測驗的總得分和學生的學業成就的相關分析上亦達顯著水準 ( r=.2325  p<.001 )存在。 
（三）難度及鑑別度分析 
為瞭解所編製之估算能力測驗的難度及鑑別度，本研究更進一步將得分及未得分者區分為兩

組，以ITEMAN套裝軟體進行難度及鑑別度分析，其結果如表2-3所示：有97％強的題目其鑑別度係

數集中於0.64至0.30間。其中第28題4153÷79的難度為0.33，而鑑別度只有0.23，探究其原因發現：

本題為除法題目，而學生在針對此題進行估算時，大都以估商的方式求得商的第一位 5後，其餘的

則自行補 0，但有74％的學生是為位值上的錯誤，如填答 5、500 或5000等，因本研究的計分方式以

可接受區間為準，所以造成該題鑑別度係數偏低之情形。在試題難度分析方面，92％弱的題目難度

係數介於0.79至0.30之間，各題得分與測驗總分之點二序列相關考驗均達 0.001以上之顯著水準。 
郭生玉(民79)指出：鑑別力愈高愈好，但一般可接受的 低標準為在0.25以上，其並引用測驗

學者伊博(Ebel, 1979)的鑑別力評鑑標準，認為指數在0.30以上者其鑑別力即屬良好；而難度指數以

接近0.50的試題為 適宜，但為了增加受試者作測驗的動機與統計的理由，一般測驗試題難度應以

0.20至0.80的範圍為選擇標準。由文獻探討中可知：估算能力強者，具有較為完善的位值概念，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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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故，本研究仍保留第28題。而34題為十分簡單題目，研究者為使整個測驗包含部分激勵題目，故

仍保留此題。 

 
表2-3  估算能力測驗的難度、鑑別度 

題號 難度 鑑別度 ｒ pb 題號 難度 鑑別度 ｒpb 

1 .77 .34 .31*** 19 .69 .54 .41*** 

2 .63 .47 .34*** 20 .57 .49 .34*** 

3 .73 .46 .38*** 21 .58 .62 .44*** 

4 .69 .48 .37*** 22 .61 .55 .38*** 

5 .86 .30 .31*** 23 .49 .61 .42*** 

6 .86 .34 .39*** 24 .53 .45 .31*** 

7 .37 .43 .29*** 25 .44 .54 .39*** 

8 .44 .63 .45*** 26 .79 .35 .33*** 

9 .75 .35 .27*** 27 .50 .57 .43*** 

10 .72 .50 .41*** 28 .33 .23 .21* 

11 .72 .61 .48*** 29 .44 .51 .37*** 

12 .42 .30 .22* 30 .57 .47 .31*** 

13 .55 .34 .21* 31 .44 .54 .39*** 

14 .64 .50 .35*** 32 .58 .60 .41*** 

15 .37 .32 .21* 33 .49 .64 .46*** 

16 .55 .48 .31*** 34 .87 .28 .22* 

17 .64 .56 .40*** 35 .57 .61 .45*** 

18 .73 .49 .39*** 36 .65 .62 .48*** 

N=626    df>100    *P<.05    ***P<.001 
 

（四）進行程序 
受試樣本以集體做答的方式進行估算能力測驗。在進行估算為防止學生利用筆算而產生研究的

誤差，於是將題目以投影的方式逐題揭示出來，且老師伴隨著將題目念出，以確保每位學生都能看

清且聽清楚題目。 
現代的數學教學使學生已習慣於求「正確答案」，對於估算的過程則較為生疏，所以在研究進

行之前，先收集國小學生對於「大約」概念的瞭解，發現大部份的四、六年級的學生對於「大約」

的解釋為「大概」、「接近」以及「差不多」，更有少數學生則認為「大約答案」是「當實際答案

太大或難於計算時，以近似答案來表示」，本研究為避免少數學生在進行測驗時因為對「大約的答

案」的不理解而造成研究誤差，於是在進行測驗之前先對此名詞先做一解釋。 
而時間的設定則參考了文獻中各研究者的時間設定，故於第一次預試時以逐題揭示10秒的時間

進行預試，發現大部份的受試學生都未能在10秒內完成，以致有放棄作答或亂猜的情形出現，可能

使研究的誤差大為增加，是故改以記錄每位受試者在每題的反應時間（從揭示題目到寫下答案的時

間），並且為減少學生在反應時間內有非估算的情形出現，故取各年級所有預試學生反應時間的平

均值做為本研究的時間控制長度。 
本研究分別求出四、六年級的反應時間平均值，在時間控制方面四年級的學生每題揭示的時間

為15秒，隨即覆蓋題目，再給與 5秒的時間以便將答案填入空格中；六年級的學生每題揭示的時間

為12秒，隨即覆蓋題目，再給與 5秒的時間以便將答案填入空格中，是故本研究從解釋「大約的答

案」開始到測驗結束大約花費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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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學生桌上除了測驗所需的筆及擦外，別無它物；另外在答案紙上除了填寫答案的空格外，

其於部份均予以塗黑，以減少學生在紙上計算之可能。除此之外，尚有 2位老師共同巡堂以避免學

生作紙筆的計算。 

 

對研究結果的分析與討論，共分為二部份。第一部份係對自編的「估算能力測驗」進行信、效

度及難度鑑別度的考驗。第二部份係筆試結果的分析，以了解受試者依其年級、性別、課後的數學

學習經驗之差異在「估算能力測驗」的表現情形。 

 
國小四、六年級學童在估算能力測驗的表現如表3 -1 所示。 
由表 3-1 可看出四、六年級學童在估算能力測驗的三個分項測驗中的得分分別為等級性估算測

驗 (M=10.20)、參考數估算測驗(M= 6.95)、開放式估算測驗(M= 7.96)。 
在表3-2、表3-3中所列為各種不同個人特質之學童在估算能力測驗得分上之平均數、標準差以

及差異檢定結果。在此部份就性別、年級，其結果敘述如下： 
由表  3-2 的統計結果顯示，不同年級學生在估算能力測驗上的得分有所差異 (t= -13.16  

p<.001)；且六年級得分(M=29.47) 高於四年級學童 (M=21.22)，可知年齡對估算能力有所影響，且年

齡愈大，其估算能力愈強。 
由表 3-2 的統計結果顯示，男性學童與女性學童在估算能力測驗上所得的總分並無顯著差異

(t=.22  p>.05)。而且不同性別學童在估算能力測驗中的參考數估算、開放式估算的得分均未達顯著差

異，僅在等級性估算測驗中發現男生的得分(M=8.26)顯著優於女生(M=7.66，t=2.88  p<.01) 。 

 
表 3-1  學生在等級性估算、參考數的估算及開放式估算的平均數、標準差 

 平均數(M) 標準差(SD) 總分 

估算能力測驗 25.11 8.80 48 
等級性估算 10.20 4.93 12 
參考數估算 6.95 2.79 12 
開放式估算 7.96 2.61 24 

N=626 
 

表 3-2  不同的性別、年級在「估算能力測驗」上的平均數、標準差與t考驗結果 

估算總分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檢定     

性別         男    生         311         25.19         8.83         t=.22        
                 女    生         315         25.03         8.78               

年級         四年級         331         21.22         7.35         t=-13.16*** 
                 六年級         295         29.47         8.24               

                                      626         25.11         8.80         df=624 

等級性估算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檢定     

性別         男    生         311         8.26         2.69         t=2.88**     
                 女    生         315         7.66         2.49               

年級         四年級         331         7.21         2.46         t=-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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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級         295         8.80         2.51               

                                      626        10.20        4.93         df=624      

**P<.01    ***P<.001 
 

(續)表3-2  不同的性別、年級在「估算能力測驗」上的平均數、標準差與t考驗結果 

參考數的估算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檢定     

性別         男    生         311         6.91         2.81         t=-.36       
                 女    生         315         6.99         2.78               

年級         四年級         331         5.94         2.49         t=-10.30***  
                 六年級         295         8.07         2.68               

                                      626         6.95         2.79         df=624      

開放式估算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檢定     

性別         男    生         311        10.02          4.82         t=-.91       
                 女    生         315        10.38          5.05               

年級         四年級         331         8.07           4.11          t=-12.81***  
                 六年級         295        12.60          4.68               

                                      626        7.96            2.61         df=624      

***P<.001 
 

表 3-3  心算學習經驗在「估算能力測驗」上的平均數、標準差與t考驗結果 

估算總分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檢定     

心算學習經驗         沒有         452         24.94         8.98         t=-.78       
                                  有           174         25.55         8.33               

                                                 626         25.11         8.80         df=624      

等級性估算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檢定     

心算學習經驗         沒有         452         7.96         2.67         t=-.02       
                                  有           174         7.96         2.45               

                                                 626        10.20        4.93         df=624      

參考數的估算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差異檢定     

心算學習經驗         沒有         452         6.88         2.79         t=-.93       
                                  有           174         7.11         2.81               

                                                 626         6.95         2.79         df=624      

開放式估算 

                                                 人數       平均數      標準        差異檢定     

心算學習經驗         沒有         452         10.10         4.95         t=-.86       
                                  有           174         10.48         4.89               

                                                 626         7.96           2.61         df=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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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  **P<.01  ***P<.001 
 
 
 

 
由表 3-3,3-4 的統計結果顯示，有心算學習經驗的學童與未有過心算學習經驗的學童在估算能

力測驗上的得分情形並無顯著差異(t= -.78  p>.05 )。而且有心算學習經驗的學童與未學過心算經驗的

學童在等級性估算測驗、參考數估算測驗、及開放式估算測驗等三個分項測驗上的得分情形亦無顯

著差異。(t= -.02， t= -.93 ，t= -.86  p>.05) 。 

 
由表3-5 可看出學生有無參加補習對估算能力測驗的表現有顯著的差異(F=16.820  p<.001)，且

參加補習者(M=26.67) 顯然較未參加補習學生(M=23.77) 有較佳的估算能力；而心算才藝的學習對估

算能力的影響雖然未能達到顯著差異(F=0.763  P>.05)，但心算才藝的學習及是否參加補習兩者的交

互作用卻達顯著水準(F=4.735  p<.05)。 
進一步從表3-6 單純主要效果的考驗中可發現：在沒有參加補習的學生當中，有沒有心算才藝

的學習對估算能力的影響有顯著差異存在( F=11.63  p<.001)，且學過心算的學生顯然具有較強的估算

能力(M= 25.40>23.31)；然而，在參加補習的學生中，是否學過心算者則未出現顯著差異( F=3.48  
P>.05)。此外，在未學過心算才藝的學生中，有沒有參加補習對估算能力的影響亦有顯著差異存在

(F=21.94  p<.001) ，且參加補習者之估算能力(M= 27.12)亦高於未參加補習者(M=23.31) ；至於學過

心算學生是否有補習則未有顯著差異存在(F=0.14  P>.05 )。 
綜合此項分析可推知，國小學生課後的數學學習經驗對其估算能力的增進有所幫助，惟補習的

效果較優於心算的效果。 

 
表3-4  課後數學學習經驗在估算能力之平均數、人數摘要表 

補習 

                                                                        

心算才藝的學習     

沒有 平均數 23.31 27.12 24.96 

 人數 256 195 451 

有 平均數 25.40 25.80 25.64 

 人數 72 101 173 

合計 平均數 23.77 26.67 25.15 

 人數 328 296 624 

 
表 3-5 課後數學學習經驗對估算能力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有無參加過心算才藝班 57.096 1 57.096 .763 

有無參加放學後之補習 1259.396 1 1259.396 16.820*** 

心算及補習之交互作用 354.538 1 354.538 4.735* 

誤差 46421.405 620 74.873  

全體 48092.436 623 77.195  

*P<.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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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課後數學學習經驗對估算能力之單純主要效果的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心算才藝     
沒有參加補習 870.41 1 870.41              11.63*** 

有參加補習 260.71 1 260.71                3.48 
補習     

沒有學過心算才藝 1642.59 1 1642.59              21.94*** 
有學過心算才藝 0.41 1 0.41                0.14 

誤差 46421.41 620 74.87  

***P<.001 
 
由表3-5 可看出學生有無參加補習對估算能力測驗的表現有顯著的差異(F=16.820  p<.001)，且

參加補習者(M=26.67) 顯然較未參加補習學生(M=23.77) 有較佳的估算能力；而心算才藝的學習對估

算能力的影響雖然未能達到顯著差異(F=0.763  P>.05)，但心算才藝的學習及是否參加補習兩者的交

互作用卻達顯著水準(F=4.735  p<.05)。 
進一步從表3-6 單純主要效果的考驗中可發現：在沒有參加補習的學生當中，有沒有心算才藝

的學習對估算能力的影響有顯著差異存在( F=11.63  p<.001)，且學過心算的學生顯然具有較強的估算

能力(M= 25.40>23.31)；然而，在參加補習的學生中，是否學過心算者則未出現顯著差異( F=3.48  
P>.05)。此外，在未學過心算才藝的學生中，有沒有參加補習對估算能力的影響亦有顯著差異存在

(F=21.94  p<.001) ，且參加補習者之估算能力(M= 27.12)亦高於未參加補習者(M=23.31) ；至於學過

心算學生是否有補習則未有顯著差異存在(F=0.14  P>.05 )。 
綜合此項分析可推知，國小學生課後的數學學習經驗對其估算能力的增進有所幫助，惟補習的

效果較優於心算的效果。 

 

根據所得資料，經統計處理及整理歸類後得到以下的結論： 
一、國小六年級學童的估算能力優於四年級學童的估算能力。 
二、國小學童的估算能力並不因性別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三、心算的學習經驗並未提昇了國小學童的估算能力，但參加課外補習的學生之估算能力優於未

參加課外補習的學生。四、國小四、六年級學童的估算能力高低與其在校的數學成就有關。 

 

年齡是影響估算能力的一重要因素，本研究結果發現不同年級的學生在估算能力測驗上的得分

有所差異，而且六年級的得分顯著高於四年級的學生，可見年齡對估算能力有所影響，且年齡愈

大，其估算能力愈強。此與文獻中Nelson在1966年、NAEP對學生估算能力的評鑑、Reys, Trafton, 
Reys & Zawojewski(1984)對六、七、八年級學生估算表現之研究、Reys, Reys & AlfinioFlores Penafiel 
(1991)以及 Reys, Reys, Honda, Ishida, Yoshikawa & Shimizu(1991) 針對墨西哥、日本兩國的五年級及

八年級學生進行估算能力之研究結果相符：年紀大者比年紀小的更能有效的使用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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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男、女性別的影響因素在估算能力測驗上的所得的總分並無顯著差異。而且不同性別

之學童在估算能力測驗中的參考數估算、開放式估算的得分均未達顯著差異，僅在等級性估算測驗

中發現男生的得分顯著優於女生。此研究結果與Rubenstein(1983, 1985)的研究結果：男生在估算測

驗及等級性估算上的表現顯著優於女生，但在參考數估算、開放式估算上卻未達顯著差異相同。 
本研究結果顯示，有心算學習經驗的學童與未有過心算學習經驗的學童在估算能力測驗上的得

分情形並無顯著差異。此結果與Lynchard(1989)對六年級學生所進行的估算研究，以及  Reys, 
Reys,Honda,Ishida, Yoshikawa & Shimizu(1991)就日本、美國五年級及八年級學生之計算能力、估算

能力進行比較發現：計算能力強的學生其估算能力不一定高。 
國內坊間心算才藝班的教學只重視快速的求出答案，而忽略了對算式演練過程的理解。此種強

調結果而不重視過程的機械式的學習，造成學生雖會快速地心算出正確的答案，但並未真正瞭解數

運算過程及數所代表的意義，也就是對數字意義的了解及合理性的判斷能力上仍極為欠缺。所以對

估算能力的養成並未因心算才藝的學習而達到顯著的影響。 
本研究中四、六年級學生參加課外補習與否對等級性估算測驗、參考數估算測驗、開放式估算

測驗的得分有顯著性差異。國內在升學壓力下，大部份的學生都參加各種型態的課後補習。然而，

補習則與機械式的心算學習不同，它乃是將教材一再地教導學生使學生能更了解及精熟，間接的對

數字間的關係及運用更加清楚。此現象或可解釋本研究所發現的課外補習對國小四、六年級的估算

能力有所增益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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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134＋689  答案 接近 

             (1) 80      (2) 800 
             (3) 8000  (4) 80000 
 
(  )   2.  9678－325 答案 接近 

             (1) 930    (2) 990 
             (3) 9300  (4) 9900 
 
  (  )   3.  329× 7  答案 接近 

               (1) 23      (2) 230 
               (3) 2300  (4) 23000 
 
(  )   4.  2559÷ 6 答案 接近 

             (1) 40      (2) 400 
             (3) 4000  (4) 40000 
 
(  )   5.  56＋69 答案 接近 

             (1) 12      (2) 120 
             (3) 1200  (4) 12000 
 
(  )   6.  752－17   答案 接近 

             (1) 73      (2) 730 
             (3) 7300  (4) 73000 
 
(  )   7.  59×431  答案 接近 

             (1) 25      (2) 250 
             (3) 2500  (4) 25000 
 
(  )   8.  350÷104  答案 接近 

             (1) 3      (2) 30 
             (3) 300  (4) 3000 
 
(  )   9.  3471＋670  答案 接近 

             (1) 50      (2) 500 
             (3) 5000  (4) 50000 
 
(  )  10.  3652－873  答案 接近 

              (1) 29      (2) 290 
              (3) 2900  (4) 2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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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275× 7    答案 接近 

              (1) 1.9   (2) 19 
              (3) 190  (4) 1900 
 
(  )  12.  29450÷32   答案 接近 

              (1) 92.031  (2) 920.31 
              (3) 9203.1  (4) 92031 
 
(  )  13.  4538＋3847   的結果 
              (1) 大於 9000 
              (2) 大於 8000 
              (3) 小於 7500 
              (4) 小於 7000 

 
(  )  14.  804－217    的結果 
              (1) 大於 800 
              (2) 大於 700 
              (3) 小於 600 
              (4) 小於 500 

 
(  )  15.  521×29   的結果 
             (1) 大於 24000 
             (2) 大於 20000 
             (3) 小於 18000 
             (4) 小於 10000 

 
(  )  16.  546÷30    的結果 
              (1) 大於 20 
              (2) 大於 15 
              (3) 小於 10 
              (4) 小於  5 

 
(  )  17.  47＋38     的結果 
             (1) 大於 120 
             (2) 大於 100 
             (3) 小於  90 
             (4) 小於  70 

 
(  )  18.  92－58     的結果 
              (1) 大於 50 
              (2) 大於 30 
              (3) 小於 20 
              (4) 小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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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283× 7    的結果 
              (1) 大於  2100 
              (2) 大於  1400 
              (3) 小於  1200 
              (4) 小於   900 

 
(  )  20.  18 438 的結果 
             (1) 大於   40 
             (2) 大於   20 
             (3) 小於   10 
             (4) 小於    5 

 
(  )  21.  733＋165     的結果 
              (1) 大於 1300 
              (2) 大於 1100 
              (3) 小於 1000 
              (4) 小於  800 

 
(  )  22.  3542－1289    的結果 
              (1) 大於 2500 
              (2) 大於 2000 
              (3) 小於 1500 
              (4) 小於 1000 

 
(  )  23.  47×32        的結果 
              (1) 大於 2000 
              (2) 大於 1200 
              (3) 小於 1000 
              (4) 小於  800 

 
(  )  24.  2541÷65      的結果 
              (1) 大於 50 
              (2) 大於 30 
              (3) 小於 20 
              (4) 小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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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57 
              32                  可接受區間: 
              68                           1 分區:  [340,356),(386,400] 
              74                           2 分區:  [356,371),(371,386] 
            ＋91 
          ───── 
      的答案大約多少? 
  26.  6273－4926 
                                  可接受區間: 
                                           1 分區: [1000,1174),(2174,3000] 
                                           2 分區: [1174,1347),(1347,3174] 
      的答案大約多少? 

 
  27.   32×68 
                                  可接受區間: 
                                           1 分區: [1800,1988),(2488,2800] 
                                           2 分區: [1988,2176),(2176,2488] 
      的答案大約多少? 

 
  28.   4153÷79 
                                  可接受區間: 
                                           1 分區: [50,51),  (62,72] 
                                           2 分區: [51,52.6),(52.6,62] 
      的答案大約多少? 

 
  29.  39 
         36 
         44                       可接受區間: 
         38                                1 分區: [170,184),(209,220] 
      ＋ 41                              2 分區: [184,198),(198,209] 
  ─────── 
      的答案大約多少? 

 
  30.  347－63 
                                  可接受區間: 
                                           1 分區: [230,257),(312,340] 
                                           2 分區: [257,284),(284,312] 
      的答案大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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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31×49 
                                  可接受區間: 
                                           1 分區: [1200,1360),(1760,2000] 
                                           2 分區: [1360,1519),(1519,1760] 
      的答案大約多少? 

 
  32. 63417  
                                  可接受區間: 
                                           1 分區: [30,34),  (54,70] 
                                           2 分區: [34,37.3),(37.3,54] 

 
  33.  39＋48＋77 
                                  可接受區間: 
                                           1 分區: [140,152),(167,170] 
                                           2 分區: [152,164),(164,167] 
      的答案大約多少? 

 
  34.  3856－2937 
                                  可接受區間: 
                                           1 分區: [0,460),  (1640,2000] 
                                           2 分區: [460,919),(919,1460] 
      的答案大約多少? 

 
  35.  328× 8 
                                  可接受區間: 
                                           1 分區: [2400,2512),(3312,4000] 
                                           2 分區: [2512,2624),(2624,3312] 
      的答案大約多少? 

 
  36.   521÷ 12 
                                  可接受區間: 
                                           1 分區: [25,34),  (51,60] 
                                           2 分區: [34,42.7),(42.7,51] 
      的答案大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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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ssessment of Abiliey of Computational Estima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 

 
 

H siang-Chuan Liu  Tsai-Fon Li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 the ability of computational 

estimation ’. 

After the survey of related literature and studies, The test ‘ An Estimation Ability ’ was designed as the 

main instrument of this study. 

The test was administered to 626 fourth and sixth grade students. 

After the administration, all the data gained was processed and analyzed.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Sixth graders could estimate much better than fourth graders. 

2. The computational estimation ability does not differ by sex. 

3. The experience of learning mental computation do not improve computational estimation achievment. 

4. The performance on ‘ An Estimation Ability Test ‘ correlate positively with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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