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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係為了協助數學學習有困難的低成就學生能夠有效的學習，以獲得正確的數學概念、原理原

則，及熟練的計算技巧與有效的解題策略，因此實驗教學架構設計上依循兩種主要的途徑：一是透過數

學解題策略與技巧的教學，來引導學生進行解題活動；二是從評量著手，發展一套能夠敏銳偵察數學解

題歷程的評量工具，提供更多有效的訊息，以針對個別學生解題歷程上的缺陷，來進行補救教學。 

因此，本研究有以下兩項主要研究： 
一、有鑑於後設認知、動機信念與認知解題策略對數學文字題解題能力之影響，研究者擬設計

「綜合解題訓練課程」進行此一統合後設認知、動機信念、認知解題策略的實驗教學研究，

探討此一課程是否對於學童之文字題解題能力有所助益。 
二、運用動態評量的理念，透過標準化程序設計「漸進提示之中介訓練課程」，融合文字題解題

教學與評量，以補充標準化情境下，能力測驗訊息的不足，採個別化的方式實施，達到補救

教學的實質效益。 
本研究針對台中縣潭陽國小四年級學生，進行數學低成就學生之篩選，以數學成就實際成績與期

望成績達.97個標準差的三十名學生為實驗樣本，依性別隨機分派至三個實驗組，分別施以「綜合解題

訓練課程」、「動態評量之漸進提示中介訓練課程」及「一般課內複習課程」之實驗教學處理，以瞭解

三項課程在數學文字題解題能力、後設認知、動機信念、數學文字題解題遷移能力方面的影響差異情

形。 
針對各組進行不同實驗處理後，在排除智力、數學成就與各項前測之共變因素影響下，以單因子

共變數分析加以考驗，其結論如下： 
一、「認知綜合解題訓練課程」的教學，對於數學低成就學生，在數學文字題解題表現上，包括

遷移試題的學習、保留階段的學習，均有明顯的幫助。 
二、「動態評量之漸進提示中介訓練課程」的教學，對於數學低成就學生，在數學文字題解題表

現上，包括遷移試題的學習、保留階段的學習，亦能有明顯的助益。 
三、「認知綜合解題訓練課程」及「動態評量之漸進提示中介訓練課程」的教學，對於數學低成

就學生，在數學學習之「後設認知」與「動機信念」表現上，並未能有明顯的效果提昇。 
四、「認知綜合解題訓練課程」之教學，對於數學低成就學生，在數學文字題解題保留階段的表

現上，遠較「動態評量之漸進提示中介訓練課程」，更具顯著的學習保留效果。 
根據上述實驗教學之研究結果，提出下列建議： 
一、重視認知解題歷程與策略之教學：包括1.解題歷程的教學 2.認知策略之教學 3.解題統整能力之

訓練。 
二、重視後設認知、動機信念與數學文字題解題表現之關係：包括1.後設認知策略之訓練 2.動機信

念之增進。 
三、重視個別化的動態評量與教學介入歷程：包括1.個別化的動態評量 2.師生互動之教學 3.立即有

效的診斷與補救。 
四、數學文字題陳述及評量方式的改進：包括 1.重視解題與實際經驗之關係 2.多元題型的診斷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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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對大多數學生而言，數學是一門重要但卻令人頭痛的學科，由於數學學習時所

涉及的認知思考歷程，以及抽象化的數學概念、事實表徵，使得中小學生的數學學

習情況極為艱苦。根據Fleischner 和 Marzola（1988）研究指出，估計大約有6%的國

小、國中學生有嚴重數學成就上的缺陷。數學學習上的問題，可能源於記憶、閱

讀、推理、後設認知（Mercer & Miller, 1992)，此困難經常造成教學無效；甚至有些

學者認為，傳統不良的教學亦是造成此問題的主因（Carnine, 1991; Cawley & Miller, 
1989）。 

在1991年舉行的國際數理科學教育評量（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簡稱 IAEP）第二次國際評量中，我國學童不論在十三歲組或九歲組的數

理成績，就平均答對率而言均名列前茅，然就十三歲組的低分群而言，我國卻位列

倒數第四，且學生能力優於計算、記憶，卻劣於推理解題（周筱亭，民84），可見

過去在國民教育階段多重視數學知識、技巧的訓練與獲得，而忽略了解題、推理思

考能力的訓練。 
當學童致力於實際的問題解決時，他將獲得有關事實知識、陳述性知識與程序

性知識，以建構策略知識，這將對問題解決有更大的助益。因此許多相關的教學或

學習效果的研究中，均重視學習策略及認知策略的應用成效。自1970年代認知心理

學的理論受到教育界的重視，透過訊息處理的認知分析，強調知識的處理及認知的

歷程，促使教學重視認知歷程及解決問題的歷程。Mayer（1981）認為：「解題歷程

包括兩階段歷程：一是表徵歷程（representational processes）－用以建立一個連貫而

有用的『問題的內在表徵』；二是解決歷程（solution processes）－用於計畫、執行

及監控整個解題計畫（引自林清山，民79，頁234）」。因此，解題策略的教學除了

包含認知解題策略的技巧訓練外，更強調個體解題歷程中的自我覺知與監控，也就

是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亦即指個體有關於其認知歷程及認知策略的知識

(Flavell,1979)，能使個體對於自己的認知歷程有所覺知，並能主動的監控、規畫、

評鑑思考自己的認知歷程。 
另外Borkowski, Estrada, Milstead, 和Hale (1989) 報告指出，每一項認知活動都是

學習者動機的結果，這項結果可以進一步提昇學習者自我調整的行動；Montague
（1995）則認為有效且成功的數學解題包含：對數學問題解決的正向回饋、對解題

有興趣、能夠獨立學習並肯定個人解題的能力，此更說明學生在學習解題時，個體

動機與信念扮演重要的角色。國內學者林清山和張景媛（民82）、張景媛（民83）
研究亦指出，數學解題策略的教學，唯有在後設認知能力、動機信念與認知解題策

略三方面同時加強的情形下，學生才能獲得真正的學習效果。因此，後設認知、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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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策略與動機歷程，被視為有效學習的鐵三角（胡永崇，民84；McCombs, 
1988）。 

傳統的評量方式，由於受到心理計量理論的影響，過於強調標準化的測驗情

境，且內容多為總結性之測驗，往往忽略了其他可能影響個體測驗表現的因素：如

學習策略、動機、適應性反應、決定歷程、個人與社會關係等個體本身的行為類型

（Meyers, 1987；Tzuriel & Haywood, 1992），而無法去確認學習者在何種適合的環

境下，可支持其成功的潛能。這樣的缺點，促使教育研究者必須去設計一種更能反

映出個別學習者潛能優點、弱點的評量，以提供更多有效的解釋訊息，而動態評量

正是此一傳統評量的反思，其理論因而受到極大的重視 (Campione, Brown, & Connell, 
1989; Cross, 1990; Lidz, 1991) 。 

動態評量將個體智力的發展視為發展性的學習過程，允許依學習者的類型不

同，而變化測驗情境來比較個別能力的差異、檢測學習策略與學習的歷程。

Vygotsky (1978) 即認為，人與社會環境間的互動歷程與中介經驗是認知發展的基

礎，學習建立於既有的知識基礎之上，評量中提供學生更多有關測驗內容的中介經

驗，將有助於「最大學習潛能」的發展。因此，如何運用此一動態評量的理念，結

合實際的教學情境，正是研究者所欲深入探討的。 
本研究為了協助數學學習有困難的低成就學生能夠有效的學習，以獲得正確的

數學概念、原理原則、熟練的計算技巧與有效的解題策略、後設認知與動機信念表

現，擬進行有關解題教學之實驗研究。教學架構設計上依循兩種主要的途徑：一是

透過數學解題策略與技巧的教學，來引導學生進行解題活動；二是從評量著手，發

展一套能夠敏銳偵察數學解題歷程的評量工具，提供更多有效的訊息，以針對個別

學生解題歷程上的缺陷，來進行補救教學。因此，本研究之動機有以下兩點： 
一、有鑑於後設認知、動機信念與認知解題策略對數學文字題解題能力之影

響，研究者擬設計「綜合解題訓練課程」進行此一統合後設認知、動機信

念、認知解題策略的實驗教學研究，探討此一課程是否對於學童之文字題

解題能力有所助益。 
二、針對目前大班教學體制下的評量與補救教學方式，在有限的教學時間與教

師資源的經濟考慮下，運用動態評量的理念，透過標準化程序設計「漸進

提示之中介訓練課程」，融合文字題解題教學與評量，以補充標準化情境

下，能力測驗訊息的不足，採個別化的方式實施，達到補救教學的實質效

益。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有以下兩項目的： 
一、比較「綜合解題訓練課程」、「動態評量之漸進提示中介訓練課程」與

「一般課內複習課程」對國小四年級數學低成就學生在數學學習上之後設

認知、動機信念、數學文字題解題表現上影響之差異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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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綜合上述研究結果，提出可行建議，以作為改進國小數學文字題解題教學

之參考。 

第二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所涉及之重要名詞與研究變項，分別界定如下： 

一、國小數學低成就學童 
本研究所稱之國小數學低成就學童係指台中縣潭陽國小四年級之學生，經國小

系列學業性向測驗與柯氏國小數學成就測驗之施測，以智力及數學成就之迴歸方程

式，進行數學能力實際成就與期望成就差距之篩選。凡在柯氏國民小學數學科成就

測驗之得分低於期望成就.97個標準差以上（以數學低成就之出現率12%為取樣範

圍），且其國小系列學業性向測驗之成績在+1.5至-1.5個標準差之間者，共選出30名
的學生，為本研究數學表現上具有低成就現象的研究對象。 

二、數學文字題 
所謂數學文字題（mathematic word problem），是指以語文的方式來描述問題情

境的數學問題。在本研究係指有關單步驟之乘、除法文字題與多步驟之四則問題，

如＋×、＋÷、－×、－÷等文字題型；另外並包括有無多餘訊息干擾解題之文字題

型。 

三、後設認知 
本研究中之「後設認知」包括兩個向度，其中「執行控制」的部份有選擇注

意、組織訊息、策略使用及自我測試等四項因素；另外「自我調整」的部份有自我

監控與自我修正二因素。研究者係根據張景媛（民83）所編製之「國中學生後設認

知評量表」，以所研究之國小中年級學生數學科為特定領域與對象，加以修改編

製，包括「國小學生數學學習後設認知評量表」與「後設認知訓練課程」兩部份，

學生在評量表上的得分，即表示其後設認知之能力。 

四、動機信念 
本研究之動機信念係指個體能覺察自己的能力，對於自己認為重要的工作或感

興趣的事物，能夠主動去追求成功以達成目標的信念。學生在數學學習上學習信念

的高低與成就動機需求的強弱，可藉由「數學學習動機信念評量表」所得之分數來

表示，其中包括自我效能、內在價值及成就動機等三項因素。此評量表係根據張景

媛（民83）所編製之「國中學生動機信念評量表」加以改編，以適於國小學生程度

所用。另外，並據此編製「動機信念訓練課程」，以為實驗教學之用。 

五、解題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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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解題歷程」係指：當個體面對問題情境時，為獲得此一問題的答案所從

事的一系列運思活動，包括解題表徵與解題執行兩大部份。本研究統合Mayer (1992)
所提出之解題四步驟：問題轉譯、問題整合、解題計畫及監控、解題執行；以及

Montague (1992) 所提出之認知、後設認知策略解題七步驟：閱讀、轉譯、圖示、假

設、估計、計算、檢查，據以編製「數學文字題解題測驗」（包括遷移測驗），以

學生在此測驗表現上的成績，為其數學文字題解題能力高低的依據。 

六、綜合解題訓練課程 
本研究所謂之「綜合解題訓練課程」，包括後設認知與動機信念課程及認知解

題策略課程兩部份，係筆者參考有關數學文字題解題之後設認知、動機信念、認知

解題策略等文獻與啟發思考、數學推理等教學方案，加以統整編製而成，目的在增

進學生之數學文字題解題能力。課程除團體教學外，並設計有作業單，以供課後作

業活動之練習。 

七、動態評量 
所謂動態評量，即在教學過程中，採因應及調整評量情境的方式，對兒童的認

知能力進行持續性的評量，以瞭解教學與認知改變之間的關係，確認經由教學或訓

練後，兒童所能達成的最大可能之潛能表現(Day & Hall, 1988) 。本研究所稱之動態

評量係指Campione 和Brown (1987) 所提出之「漸進提示中介歷程」 (graduated 
prompting assessment)動態評量模式，即當學習者遭遇解題困難時，逐漸增加提供解

題線索的明確性，藉一系列標準化的提示線索，促使學習者瞭解問題的解決步驟與

方法，評量學習者在解題歷程中所需介入協助的程度與進步的情形。本研究乃據此

編製「漸進提示之中介訓練課程」，以進行個別化的補救教學實驗。 

第三節  研究範圍 

一、本研究限定在國小四年級數學低成就學生的數學文字題解題能力，包括認知策

略、後設認知與動機信念三者。 
二、僅針對學生在接受不同的實驗處理後，於數學文字題解題測驗測驗前後測與遷

移測驗上之成就表現差異，不涉及個別解題錯誤類型之分析比較。 
 

第二章  文獻探討 
 
隨著認知心理學的發展，使我們對刺激－反應簡單的行為公式，不再感到滿

足，而採以訊息處理的方式來探討人類的學習歷程，使我們能更進一步的了解學習

者的學習特性及學習困難，提供適切的教學安置與設計，進而更深入的去探求人類

學習的內在歷程，諸如學習者過去的認知經驗、動機、注意力、記憶、思考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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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都會影響學生的學習與表現。數學較其他學科更具結構與邏輯性，問題解決更是

數學教育上的重點，因此使得近年來有許多的數學家或心理學家，投入數學解題教

學研究的行列，希望藉解題能力的提昇，促使教育或科學發展上，能有更長足的進

步。 
本章擬就近年來之數學文字題解題的相關研究，從教學取向探討解題的歷程、

認知解題的策略教學、後設認知、動機信念與解題教學；從評量取向探討動態評量

對解題能力評量的新觀點，釐清解題教學新趨勢，進而能改進目前解題教育

之現況，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數學文字題與解題歷程之研究 

一、數學文字題之分類 
所謂問題，Baur 和Pigford (1984) 認為，是指個人或團體接受某項具有挑戰性作

業的一種情境，而這項作業沒有立即明顯的解決方法；Mayer (1992) 認為「問題」

有三項特徵：1.已知狀態 (given state)：說明已知條件或情境。2.目標狀態 (goal 
state)：說明欲達成之目的。3.障礙(obstacles)：無法立即通往正確答案之阻礙；因此

「解題」即為從已知狀態運作到目標狀態的歷程。劉湘川、許天維、林原宏（民

82）認為，所謂的問題是沒有明確的答案，也沒有既有的運算程序、解決策略之一

組情境。 
至於何謂文字題？Mayer（1985）認為：文字題主要是藉由文字敘述的計算題

型式，學生在解數學文字題時，不僅要能熟悉計算的過程，同時也要能閱讀文字題

的語意的部份，理解問題的要求及其所提供的條件來解決問題（引自林清山，民

79）。針對文字題的分類，Kilpatrick（1985）提出三種分類： 
1.結構完整清楚之問題，如立即且明確訊息、解題規則的單一步驟題型。 
2.結構完整但解題程序非立即可見之問題，如解題者需自行考慮解題訊息、程

序的多步驟題型。 
3.結構鬆弛之問題，如具多餘、矛盾訊息，或解題步驟模糊之多餘訊息題型。 
黃敏晃（民74）在其所譯之「數學解題」中將數學問題區分為例行性(routine)、

非例行性（nonroutine)、及真正的應用問題三類，其中例行性問題係指教學後，教

師或課本、習作所列出之相關練習例題，包含一個運算符號即可解題之「單一步驟

問題」與需要兩個以上運算符號才可解題之「多步驟問題」。 
針對乘、除法文字題，Vergnand (1983), Usiskin 和 Bell (1983) 分別提出四種分

類（如表2-1）。根據林碧珍（民80）之研究，文字題型中的多重比例題型對於國小

學童而言是最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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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乘除法文字題之分類 
Vergnand 

(1983) 
Usiskin & 
Bell(1983) 

類 別 例   題 

量數同構型 比例因子型 

乘法問題 
等分除 
包含除 
3的規則 

將 24塊餅乾分給 3個
人，問每人得幾塊？ 

量數叉積型 交叉運作型  

有紅、黃、藍 3件襯

衫、及2件不同顏色的

長褲，問共有幾種搭

配方式？ 

多重比例型  大小改變型  

乘法問題  
等分除  
包含除  
5的規則  

有 3 個人工作 2 天，

共賺6000元，問有5
個人，工作4天，共

可賺多少元？  

比較型  比較型  
基準量  
常量  
比較量  

小明有5元，小英的

錢是小明的4倍，問

小英有多少元？  

整理自：林碧珍，民80，頁225。 
 
本研究測驗編製係根據Kilpatrick（1985）之題型分類，結合國小五、六、七、

八冊之教科書中，有關「數與計算」領域之單步驟乘除法、多步驟（加減、乘除各

一或二）之四則運算與有無多餘訊息題型之文字題，包含簡單的量數同構型、比較

型、量數叉積型及較難的多重比例型等題型。 

二、文字題解題歷程 
問題解決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解題者須將問題當中的已知條件與本

身以往的舊有經驗相連結，運用演繹、邏輯或歸納等思考方式，構築出通往未知條

件的道路。吳德邦、馬秀蘭（民76）認為解題係指個人運用先前舊有的各種經驗、

知識、技巧與瞭解，滿足尚未解決之問題情境的條件要求。 
劉湘川、許天維、林原宏（民82）認為，「問題解決」乃人們針對一組情境所

提出的問題，運用已有的知識來解決這個問題。而就解題涵蓋的成分分析，Mercer 
和 Miller（1992)認為學生必需具備：1.數學知識庫；2.應用已獲得的知識到新的不熟

悉的情境中；3.主動的思考歷程，包括：（1）問題的重組（2）策略歷程的計畫

（3）解釋問題中的數學關係（4）決定解題所需的數學知識（5）以圖表來表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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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列出運算式子（7）預估解答（8）有秩序的計算步驟（9）計算解答（10）檢

查答案的合理性（11）整個歷程的自我監控（12）探索其他的解題方法。 
由於認知心理學的蓬勃發展，重視各種心智結構及其內在運作的心理歷程，使

測驗編製能往深度診斷性評量的方向發展。而在探討數學能力的方法上，Gagne
（1985）提出訊息處理模式（如圖2-1），對於數學學習歷程，可以藉由訊息處理分

析（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alysis），從輸入階段，到精緻化的處理階段至輸出階

段，伴隨歷程中的自我回饋、執行監控與個體動機情意之影響，來檢視學生的認知

過程，以提高學生的數學能力與數學表現。 

 

環

境

反應器

反應器

 反應
產生器

 感官
記錄器

執行控制 期  望

短 期
記 憶

長
期
記
憶

      輸   入   階   段

輸  出  階  段

精
緻
化
處
理
階
段

 
 

圖2-1 學習與記憶模式（Gagne, R.M., 1985, P.75） 

 
而在文字題解題歷程的研究上，許多學者提出不同的歷程(汪榮才，民79；劉秋

木，民 78；Frank, 1985; Krulik & Rudnick, 1989; Mayer, 1992; Montague, 1992; 
Newman, 1977; Polya, 1945; Schoenfeld, 1985)，根據訊息處理模式之階段區分，各歷

程可以表2-2加以分析比較之。 
一般而言，學者提出之解題歷程以Polya（1945）為代表，從輸入階段的閱讀與

問題瞭解，經處理階段的擬定計畫，至輸出階段的計畫實行，最後加以回饋驗證解

答，形成解題表徵與解題執行兩階段歷程（Mayer, 1992）。然此歷程卻忽略了有關

個體監控與動機情意之影響，因此，Schoenfeld (1985) 首先針對此歷程加以修正，

增加個體本身有關後設認知的監控與學習動機信念的概念，並強調此二者在解題歷

程中影響之重要性。其餘如Frank (1985) 所提出的了解、計畫、檢查、覺察、逃避的

歷程（引自楊瑞智，民83）；汪榮才（民79）提出的理解、計畫、執行、控制、自

我評估調整修正、感覺動機與自信等；Montague (1992) 提出之閱讀、轉譯、圖示、

假設、估計、計算、整合、自我監控調整、動機等，較能符合完整解題歷程之內

涵。 
本研究依據Mayer (1992) 提出之問題轉譯、問題整合、解題計畫、解題執行與

監控之「認知解題歷程」，Krulik 和 Rudnick（1989）提出之閱讀與理解問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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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選擇策略、執行解題、回顧與驗證解答之「數學解題歷程模式」，及

Montague (1992) 所提出之解題七步驟，以作為發展實驗課程與設計測驗試題之理論

架構，並參考邱上真等（民81）所編製之「解題歷程導向形成性測驗」與蔡宗玫

（民84）所編之「數學應用問題解題測驗」問題題型，編製「數學文字題解題測

驗」與「數學文字題解題遷移測驗」，作為本研究之測驗工具。 
 

表2-2 文字題解題歷程分析表  

提 出 者 輸入 精緻化處理 輸出 回饋 後設認知 動機情意

Polya 
1945 

瞭解問題 擬定計畫 實行計畫 驗證解答   

Kilpatrick 
1967 

瞭解問題 擬定計畫 執行計畫 回顧解答   

Newman 
1977 

閱讀 

理解 
轉換 
過程技能 

寫下答案  粗心錯誤  

Frank 
1985 

了解 
探索 

計畫 
執行計畫 

檢查 
評鑑 

 
覺察 
監控 

逃避 
放棄 

Lester 
1985 

導引定向 組織 執行 驗證 
個人、工

作、策略 
 

Schoenfel
d 

1985 
讀題 

分析探索 
計畫 

執行 
驗證 
轉移 

控制 信念 

Krulik & 
Rudnick 

1989 

閱讀與理 
解問題 

探究問題

選擇策略 
執行解題

回顧 
驗證解答

  

劉秋木 
民78 

了解題意 應用策略 
執行計畫

完成解答
評估解答 調整反省  

汪榮才 
民79 

理解 計畫 執行 控制 
自我評估 
調整修正 

感覺動機

與自信

Mayer 
1992 

問題轉譯 
問題整合 
解題計畫 

解題執行  解題監控  

Montague 
1992 

閱讀 
轉譯圖示 
假設估計 

計算 整合 
自我監控 
自我調整 

動機 

 

第二節  後設認知、動機信念與數學解題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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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後設認知與數學解題 

（一）何謂後設認知 
就認知心理學的觀點而言教育的主要目的，在教導學生如何組織、協調與整合

既有的知識和經驗，並習得各種的學習策略，以成為一個具獨立思考，能夠主動求

知的個體。而就學習本身而言，學生不僅是要學得各種概念和原理原則，更重要的

是學習如何學習的歷程。一個人的知識包括三大部份：一是對事物知其然的陳述性

知識，二是對各種狀況能行其所宜的程序性知識，三則係能依客觀條件知所行宜的

條件性知識，也就是個體具備因人、因事、因地而制宜的知識（郭靜姿，民79），

第三部份的知識也就是後設認知知識中最重要的一個範疇。 
Flavell（1979）認為後設認知是指一個人對自己認知的歷程、產品，或任何與

此歷程、產品有關事物的知識；Brown（1987）則認為後設認知包括在認知活動中

可以口語表達的事物知識，以及個人在認知活動中所採取一連串修正的步驟和程

序；張春興（民80）則提出：後設認知是指個人「對認知的認知」（cognition about 
cognition），「對思考的思考」（thinking about thinking），亦即指個人對自己的認

知歷程，能夠掌握、支配、監督及評鑑的高一層認知。故原來的認知是知識，而後

設認知則是駕馭知識的知識。 
就訊息處理論的觀點，個人從主動的接收訊息開始，歷經一連串的心理歷程如

訊息的登錄、編碼、到長期記憶中的檢索、提取、解碼至反應的輸出，個人如何對

整個認知活動的歷程有所覺知，以及如何了解現有的認知資源在各種條件限制下，

去做最適當的資源分配，監控整個學習歷程的進行，包括個人的注意、記憶、理解

等心理歷程如何協調運作。而在超乎短期記憶和長期記憶之上，有一個「執行控

制」和「期望」的心理功能(Gagne, 1985，見圖2-1)，決定訊息處理的歷程，以及自

長期記憶中提取什麼資訊、策略或預期達成何種學習目標，像這樣儲存在長期記憶

中的後設認知知識、後設認知經驗與執行控制、期望的心理功能，便能不斷的交互

作用，形成一個指揮、監督與計畫的認知學習系統，稱之為「後設認知

（metacognition）」（Flavell, 1979）。 

（二）後設認知之理論模式 
就後設認知的模式而言，Flavell(1979)、  Brown (1987)、Paris等 (1983)、

Borkowski等(1989)、Sternberg（1985）等，曾就後設認知之內涵分別提出其理論模

式。針對後設認知之架構模式，擬以Brown (1987)、Borkowski等(1989)、及Sternberg
（1985）三者加以說明之。 

Brown（1987）針對後設認知，指出其有四個主要的來源：口語陳述、執行控

制、自我調整與他人調整，其模式如以下說明（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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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設

認

知

認知的知識

認知的調整

個人認知資源的知識

學習者與環境之間
   關係的知識

計   畫

監   控

檢   查

圖2-2 Brown 的後設認知架構圖（整理自Brown, 1987） 
 

1.認知的知識（knowledge about cognition）：指個體對認知的運作能有意識的

進入，進而能夠加以思考（ thinking）的一種陳述性知識（ declarative 
knowledge），且此知識具有穩定、可陳述、可能是錯的、較晚發展等特性；

陳李綢（民79）則認為認知的知識是一種靜態的知識，指在認知活動中可以

口語表達的事物。Brown將認知的知識區分為：對自己認知資源知識的瞭

解，以及學習者本身與環境間互動關係的知識兩類。 
2.認知的調整（regulation of cognition）：指個人在認知活動中所採取的一些修

正步驟或程序的策略性知識，亦即指「執行控制」的各種歷程，其特性為不

穩定（unstable）、不一定可陳述（not necessarilys tatable）、及獨立於年齡

之外（age-independent）。其功能包括：Ⅰ、計畫（planning）：指對認知活

動進行先後順序、策略的安排以及對認知的結果加以猜測與預測等；Ⅱ、監

控（monitoring）：指對整個認知活動的測試、監控、修正或對認知策略加以

重新安排等；Ⅲ、檢查（checking）：指對策略性的活動能加以評估、檢視，

使整個歷程能符合效能（effectiveness）與效率（efficiency）的原則。 
Borkowski, Estrada, Milstead 和 Hale（1989）等幾位學者修正先前有關後設記憶

與後設認知部份的理論，提出一個更具完整性的後設認知模式（如圖2-3），內容說

明如下： 
 

表    現

 策略運用

執行控制

相關策略知識

工作要求

一般策略知識

特定 策略知識
1.重 覆
2.組 織
3.語文引申
4.其 他

歸因信念、成就動機、自尊

 
圖2-3 Borkowski, J. G.等（1989）的後設認知模式 

（整理自Borkowski, Estrada, Milstead 和Hale, 1989） 

1.一般策略的知識（general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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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有關所有策略的普遍原則，並能瞭解策略的運用要投注相當的心力，且若

策略運用得當可提高效果，有助於認知學習。 
2.特定策略知識（specific strategy knowledge）： 
專指與某一種策略之運用如重覆、組織、語文引伸等有關的知識，例如畫流

程圖有利於程序性知識的瞭解；複誦、精緻化的策略則有助於陳述性知識的

記憶。 
3.相關策略知識（relational strategy knowledge）： 
指個別策略間所具有的共同技巧或特性，如位置記憶、心像記憶等都是屬於

語文精緻化（意義化）的一種記憶策略，如此將有助於個體面對類似學習

時，採取最有效的策略運用。 
4.策略運用： 
指個體能選擇運用一般策略的知識，相關策略的知識、以及特定策略知識，

來解決所面臨的問題，並順利的達成工作目標的要求。 
5.執行控制（executive processes)： 
指個體能對整個認知歷程加以控制，隨時監控（monitoring）整個流程的進

行、可以視不同的工作要求，選擇適當策略的運用、是學習過程的樞紐。 
6.工作要求： 
類似於後設認知知識中，有關於工作的知識，亦即認知學習活動所欲達成之

目標，此目標將影響整個活動的導向與解決策略的選取。 
7.歸因信念（attributional beliefs）、成就動機（achievement motive）、自尊自

重（self-esteem）： 
歸因信念係由Weiner（1974）根據Atkinson（1964）提出之動機理論而來，指

個人對其學習成功或失敗的自我解釋之差異（引自郭靜姿，民79）；成就動

機理論則指個體人格特質中具有追求目標的傾向，與自己設定的抱負水準有

關；自尊自重則指個人對自己的評價、自我要求與肯定。以上三者將影響個

體達成工作目標的態度和意願，具有決定性的影響力。 
另外，Sternberg（1985）則提出七項後設成分：1.決定需要加以解決的問題；2.

選擇較低一層次的組成要素；3.選擇一個或多個訊息表徵或組織的方式；4.選擇一個

較低層次組成要素的策略來加以結合之；5.決定注意的範圍與時間的分配；6.監控解

題的歷程；7.對外在的回饋有所感應。 
綜合上述各家看法，後設認知理論模式上包含三大部份：一是後設認知知識方

面，包括具有陳述性、程序性、條件性等特性的有關人、工作及策略的知識；二是

有關執行控制方面的運作，包括計畫、監控、評估、檢查、調整等功能，且強調

（1）對作業要做細節的、有順序的計畫分析；（2）重視認知策略的評估；（3）在

朝向目標進行時需做認知監控；（4）對於最終的結果及整個歷程要做檢查；（5）
強調所有的認知涉入均為個體主動、有意識的表現，故執行控制實為後設認知之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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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三是有關認知歷程中，個體的態度傾向，即 Borkowski等（1989）所提出之歸

因信念、成就動機、自尊自重等因素，此將影響整個認知活動表現的良莠。 
Armour 和Haynes (1988)根據Sternberg的相關理論編擬了一份「學生問題解決思

考量表」，包括擬定計畫、組織訊息、調節順應、自我評鑑、策略使用、重述要點

等六項後設認知因素（引自張景媛，民83）。張景媛（民83）則綜合Brown 
(1987）、Gagne (1974)、Armour 和 Haynes (1988)、Bandura (1977)等學者之觀點，

將「執行控制」部份區分為選擇注意、組織訊息、策略使用、及自我測試等四項要

素；將「自我調整」部份區分為自我監控與自我修正兩個要素，組成一個更為完整

的後設認知架構，而此六項因素，亦正是本研究「數學學習後設認知評量表」編擬

之依據。 

（三）後設認知教學與數學解題 
在數學解題學習中，個體能否適當的採取有關的後設認知策略，如畫重點、瀏

覽、調整速度、圖示、分析計畫及各類記憶術等，來增進問題解決的效率，並促使

這些策略能增進學習遷移的效果，是相當重要的。針對後設認知的監控訓練，陳慧

娟（民83）提出了九項數學解題之後設認知監控策略，包括：1.瀏覽、調整閱讀之

速度；2.重述題意；3.畫線；4.繪圖；5.去除無關之資料；6.練習分析問題結構之策

略，如找出問題中的已知數、未知數、解題目標，瞭解此策略之適用情境；7.對問

題進行分類，並利用相關概念協助解題；8.擬定解題計畫，以協助解題；9.將解題歷

程之策略加以統整應用。 
在後設認知的教學上，Brown等（1987）曾將後設認知策略的訓練，依教學者

與學習者主動介入性、教學過程明確性及學習者的自我控制程度，分為隱蔽式訓

練、告知式訓練及自我控制式訓練等三種型式，就初學者、學習困難者或教學之

初，建議採用較為直接的策略教學與告知式教學，以利學生充分瞭解策略的使用方

法，及體驗策略對其學習表現的促進性，使其能在日後的學習中，主動的運用所習

得的策略知識（引自胡永崇，民84）。 
在後設認知與解題的研究方面Belmont等（1980）、Paris等（1985）、Brown等

（1981）研究發現，能夠覺知有效學習策略的兒童，其學習及記憶的效果較沒有這

些觀念的兒童為佳（引自McCombs, 1988）；Wong（1985）研究發現，提供學生自

我發問的教學，可以增進兒童的理解，且對於低能力兒童亦有效果。Zimmerman 和 
Pons（1986）發現學生自我調整策略的使用多寡，可以正確預測其學習成就（引自

張新仁，民81）；Montague (1995)研究發現，認知與後設認知策略的明確教學介

入，是增進數學文字題解題能力的解決之道；張景媛（民83）針對國中一年級學生

進行數學解題之後設認知訓練方案，研究發現學生在選擇注意、組織訊息、策略使

用、自我測試、自我監控及自我修正等後設認知能力上，與數學解題歷程有極密切

的關係。涂金堂（民84）研究亦發現，國小學生後設認知愈佳者，其數學解題表現

也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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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李綢（民77）在其「學習策略的研究與教學」一文中提到：後設認知影響個

人有關記憶、理解、溝通與問題解決的技能，因此若能透過後設認知的教學及訓

練，必能提昇學生的後設認知能力，進而有助於學習及問題解決。Costa（1984）也

提出十二種有關的策略（引自郭諭陵，民81），本研究針對後設認知訓練課程教學

的原則將其歸納為以下幾項： 
1. 提供學生基本認知結構與策略的訓練： 

例如教導學生使用各種記憶術、圖示、畫線、自我發問方式，以建立學生

先備知識的基礎，將有助於學生在注意、記憶及理解上的表現，畢竟徒有

許多的後設認知策略知識的個體，若沒有完整的知識架構及與該學習有關

的先備知識，亦是沒有效果的。 
2.幫助學生自我的瞭解： 

後設認知能力最重要的是在於個體能覺知個人所具有的優劣勢能力，及與

他人在不同能力上的個別差異，並能據此加以選擇有利於自己能力的發

展，或彌補能力上的缺陷與不足，體察釐清所思、所言及所行，而作最適

當的調整。 
3.提供學生有關目標導向學習方法的知識： 

要使學生能在不同情境要求下表現適當的行動，必須幫助學生建立歸納、

產出和修正有關陳述性、程序性及條件性知識的記憶和學習的方法，訓練

學生在真實的生活情境中加以應用，使個體建構不同的行動與策略去達成

不同的目標。 
4.多向度的動態教學： 

後設認知的教學並不能單獨脫離於整個認知學習的歷程之外來進行教學，

是必須與歷程中的目標、活動、策略、知識等做動態的調整與配合。就策

略而言，認知的策略係在促進認知的進步；而後設認知的策略係在監控認

知策略的執行，兩者必須相輔相成，始能讓學習產生最佳的效果與效率。 

二、動機信念與數學解題 

（一）動機信念的內涵 
由於認知心理學對人類學習行為的深入研究，發現有關個體本身的認知知識與

後設認知經驗是學習的重心，然而，近年的研究發現，個體本身的學習動機，才是

增進學習表現的關鍵 (Mercer & Miller, 1992;Montague, 1992; Pintrich & Degroot, 
1990)。 

所謂動機(motivation)，係指引起個體活動，維持以引起的活動，並促使該活動

朝向某一目標進行的內在作用（張春興，民80）。心理學家Atkinson 和 Birch(1964)
針對「成就動機」(achievement motive)提出兩個意識上彼此相對的心理作用：一為

「希望成功」，二是「恐懼失敗」，二者交互影響，形成個體之成就動機（引自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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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姿，民79）。個人成就動機之強弱，決定於其面對工作時的主觀看法，而此看法

受其個人以往之成敗經驗所左右而調整之。 
社會學習論的創始人班都拉(A.Bandura)從社會學習的觀點，在1982年提出「自

我效能論」(self-efficacy theory)，認為個人在目標追求中面臨一項特殊工作時，對該

項特殊工作動機之強弱，將決定於個人對其自我效能的評估（張春興，民80），正

確的自我效能建立在正確的自我評估與自我肯定。一個人若能透過自我效能的判

斷，參照工作的難度，便可以自我調整其工作動機，決定其工作、時間的選擇與安

排，及其個人需要努力的程度。 
Pintrich 和Degroot (1990)針對動機與自我調整之關係，提出「動機信念模

式」，此模式包括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指個人對本身能力的瞭解與肯定；內在

價值(intrinsic value)，指個人對某件事物之看法；及測試焦慮(test-anxiety)，指個人

恐懼失敗之焦慮行為等三個因素，其研究發現，自我效能、內在價值分別與自我調

整有正相關；張景媛（民81）修正Pintrich 和 Degroot的模式，加入成就動機之因

素，發現自我效能、內在價值、成就動機分別與自我調整間具有相關存在；張景媛

（民83）以此模式，針對國中一年級學生進行數學解題之動機信念訓練方案，研究

發現自我效能、內在價值、與成就動機等信念，會影響學生在作數學文字題時之解

題表現，尤其若要維持長久的學習效果，個人非得有正向的動機信念不可。 
本研究根據張景媛（民81、民83）、Pintrich 和 Degroot (1990)之相關研究，擬

以自我效能、成就動機與內在價值為動機信念的三個主要因素，並修改張景媛（民

83）之「動機信念評量表」，以為國小四年級學生動機信念評量之用。 

（二）動機信念與數學解題 
個體的動機信念對於解題而言，是一種支持性的策略（鄭昭明，民82），它可

以間接的影響個體的學習與記憶。Borkowski等(1989) 認為，任何一件重要的認知活

動，都是動機的結果；Montague (1992) 則認為成功的問題解決有賴於正向的數學學

習態度、解題興趣、獨立學習、及對本身解題能力之自信，低動機與低的自我概

念，將會嚴重影響學習之效果。 
Schunk（1981、1982、1983、1984）針對數學低成就兒童之數學問題學習，進

行增進自我效能之教學實驗，要求受試者對成功作能力、努力或能力＋努力之歸因

回饋，發現學生對過去成就作努力歸因者，在作業表現上有所增進，然堅持力並未

增加（引自趙曉美，民78）。 
Meece, Blumenfeld, 和Hoyle (1988) 研究發現，對於學科學習能感到興趣且肯定

學習價值的學生，都是較喜歡在學習歷程中，運用認知策略且較會自我調整本身的

學習狀況，因此其學業成就的表現亦較佳。Shaughnessy, Haladyna, 和 Shaughnessy 
(1983) 亦發現，數學學習動機的高低，會影響學生對於數學學習的參與及其本身數

學成就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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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研究方面，古明峰（民79）運用認知行為矯治法、問題解決能力訓練與

綜合訓練三種不同的輔導與教學介入策略，對數學高焦慮兒童進行研究，發現認知

行為矯治法與問題解決能力訓練有助於數學計算能力之增進，但對於數學態度的影

響，則未能獲得支持。邱穗中（民82）以「成功動機導向課程」針對國小學童數學

科習得無助感進行輔導，研究發現「成功動機導向」課程可以提高學童數學成就、

數學自我效能，但無法改變其數學學習之歸因型態。 
在教學研究上，有兩種教學取向對學生的影響產生極大的差異，其一為學習促

進取向（learning facilitation），將教學視為一種幫助學生發展問題解決技巧及批判

思考能力之過程；另一為知識傳遞取向（knowledge transmission)，將教學重點放在

知識內容的傳遞上，而非學習之過程，前者重視歷程，後者重視結果。研究發現，

採學習促進取向得高分者，其學習動機受到增強，較會主動參與學習，可知動機信

念對學習之深遠影響。因此，在數學解題教學過程中，要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方

面，Brophy (1987) 曾提出許多策略，其中如（引自郭靜姿，民79）： 
1.提供支持性的學習環境、難度適中且具有挑戰性的教材，給予成功的機會及

經驗。 
2.視師生互動與同儕關係，建構適度的競爭氣氛。 
3.助學生設定目標、自我肯定與增強，引導學生將成功視為努力的結果。 
4.教學要配合學生的興趣，提供新奇的教材與活動，並給予表現的機會與模擬

的情境，誘發其學習動機。 
本研究根據上述後設認知、動機信念之相關理論與文獻，參考古明峰（民

79）、呂素幸（民81）、邱穗中（民82）、陳慧娟（民83）、Montague (1992、

1995)「數學解題之認知、後設認知策略」七步驟，及Mercer 和Miller (1992) 之「有

效的數學教學」，編擬相關研究課程，將數學文字題解題教學活動與後設認知、動

機信念之訓練結合，設計「後設認知、動機信念訓練課程」，以為實驗教學課程之

用。 

第三節  動態評量與數學解題之研究 

一、動態評量的內涵 
傳統的標準化評量因其隱含的三個假設，一直是教育心理學家用以瞭解有關個

人潛在特質的工具（黃桂君，民84），此三個假設包括： 
（一）標準化情境可以增加評量結果解釋的準確性。 
（二）個體在接受評量時會全力以赴。 
（三）測驗結果足以提供教育安置或補救教學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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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實際的教育情境中，個體本身的特質，與環境主、客觀條件的互動關

係，才是影響評量正確性的主因，亦即此標準化的測驗情境，並未考慮其他影響個

體作答表現的因素。Bransford 等（1987）因此提出幾項針對傳統評量的批評： 
（一）傳統評量僅考慮到學習之結果，而非學習之歷程。 
（二）傳統評量無法針對個別的反應去進行教學，因其係基於「先前的學習可

以預測未來表現的前提」。 
（三）傳統評量在設計潛能效果的教學時，並無法提供更多處方性的訊息。 
為了彌補傳統評量所造成的缺點，學者紛紛提出改進之道。最早的動態評量概

念，可溯至1934，由Rey提出「歷程導向測驗」，對評量方式加以修正 (引自

Feuerstein, 1979, Lidz, 1987)；Haeussermann's (1958) 在教育評量中，則針對兒童之特

別錯誤去探討原因；Schucman (1960)提出源自測驗-訓練-再測驗之歷程發展的教育

指標，去鑑別心智障礙兒童，發現其認知潛能，並提供為教育方案計畫之準備(引自

Jitendra & Kameenui, 1993)。此外，Vygotsky (1978) 所提出之「近側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強調社會文化的發展，與情境互動的中介學習經

驗，在學習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為動態評量模式的發展提供了理論應用上的基

礎。 
另外，傳統測驗所測得的能力僅是受試者目前的學習成就表現，動態評量則考

慮到人的能力（如智力，學業成就...等）會隨經驗的累積而有所改變，所以強調評

量應反應學習的歷程，以免使測驗成為傷害學童的工具。因此，評量應做到的功能

有以下幾點： 
1.評量應強調學習與思考，特別是問題解決的策略、自我監控策略、及學習策

略。 
2.評量應與教學結合。 
3.評量應具多重目的，如：促使並引導學生閱讀某主題的動機；診斷學生學習

困難所在，並提供學生下一步應研讀什麼的選擇性決定；向學生、教師及家

長報告學生進步的情況。 
因此，動態評量與傳統的評量方式最大的不同，在於它突破了傳統評量標準化

情境的要求，而主動地變化測驗情境來比較個人能力的差異、檢驗學習過程，據以

尋找可以促進個體學習的策略。動態評量不在於評量過去既有的知識、技巧或經

驗，而在於評量成長、改變以及學習預備度，雖然過去大部份傳統標準化能力測

驗，常用來鑑定與分類特殊兒童，然而動態評量更可以在評量兒童的潛能發展水準

的同時，瞭解兒童在問題解決情境中能力運作的狀況，為教學方式的計畫與決定，

提供更多有用的訊息（Lidz, 1987）。 

二、動態評量之理論模式 

 - 87 -



測驗統計年刊 第四輯                          孫 扶 志 

動態評量雖然因不同的研究取向而有不同的評量模式，然而這些理論卻深受

「認知結構改變」 (structural cognitive modifiability, SCM)概念的影響，尤其是

Vygotsky的社會認知發展論。這些利用動態評量程序來評鑑的模式，其最主要的目

的是想補救傳統以結果導向的評量缺失，並提供測驗使用者有關失敗的原因和受試

者如何改變的訊息。Jitendra（1991）、Jitendra 和 Kameenui（1993）歸納此動態評

量的模式為五種（詳見表2-3），並說明如下： 
（一）測驗－訓練－測驗的評量模式（ test-train-test-assessment） ,由Budoff 

(1974)所提出，強調藉前後測之獲益狀況，作為學科表現的預測指標。 
（二）學習潛能評量模式 (learning potential assessment device)：中介評量

（mediational assessment), 由Feuerstein (1979) 所提出，目的在區辨個體

認知缺陷之種類係於輸入、輸出或精緻化哪一階段及其損害程度，以決

定用何種中介學習，及介入多少加以協助學習效果的提昇。 
（三）測驗極限的評量模式（testing-the-limits assessment）,由Carlson 和Weidl 

(1978) 所提出，強調直接將介入安排在測驗的情境過程中，用智力與人

格因素去解釋訓練中個體訊息處理的差異。 
（四）漸進提示的評量模式（graduated prompting assessment）,由Campione 和

Brown (1987) 所提出，強調介入提示的標準化，以作為量化評估個體學

習或遷移效益之指標。 

（五） 連續評量模式（a continum of assessment），由Burn (1985)、Tzuriel 和

Klein (1987) 等所提出，係結合Feuerstein之中介評量模式與Campione 和 
Brown之漸進提示評量模式，提供有關學習之回饋。 

三、動態評量在數學解題評量上之應用 
動態評量的技術已被廣泛應用於：1.鑑定具學習困難的學生(Brown & Ferrara, 

1985; Carlson,1983; Carlson & Weidl, 1978; Vye, Burns, Delclos & Bransford, 1987)；2.
提供一種預期的測量方式，可以指出能力仍在持續發展中（ Jitendra & 
Kameenui1993）；3.提供關於補救學業潛能問題之更有效的教學(Bransford, Delclos, 
Vye, Burns, & Hasselbring, 1987; Feuerstein, 1979; Kletzien & Bednar, 1990)。另外，國

內的動態評量研究，如江文慈（民82）、吳國銘（民83）、林秀娟（民82）、林敏

慧（民81）、許家吉（民84）等，亦有相當成效的研究成果。 
Bransford等（1987）針對國小四、五年級具基本數學事實學習困難學生所做的

動態評量研究發現，學生需要被教導去使用已知事實的知識，運用於未知的事實之

上，而特殊策略的教學，將可以有效提昇數學學習遲緩學生的表現。Campione
（1989）認為動態評量較傳統評量能產生更多深入的有關個體優劣能力之描述，以

增進預測及處方教學。Campione, Brown, Ferrara, Jones, 和 Sternberg（1985）主張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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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遷移歷程可以瞭解兒童認知能力的差異，而學習與遷移動態能力的量化能較有

效預測未來的表現。 
有關評量過程中教學介入的部份，有些研究採用診斷、非標準化的互動方式進

行評量，有些研究則選擇標準化過程以提供量化的資料。絕大多數的模式在教學介

入設計部份，採用標準化的介入模式。例如，Budoff（1974）對於兒童在前後測間

所獲得的改變分數（gain scores）極感興趣，因此教學情境與施測過程均以標準化方

式進行（引自Jitendra, 1991）；Campione和Brown（1987）則事先設計好一系列的提

示，以計算使兒童習得的能力產生遷移所需的提示數量及類型；Carlson和Weidi
（1978）的研究則在比較六種不同的協助方式，何者最有效率？無論何種方法，在

互動的過程中，兒童均扮演主動搜索與組織訊息的角色，而主試人員則在監控與塑

造（modify）兒童的認知行為，使兒童得以更成功地學習。 
然而，標準化的協助亦有其限制，針對兒童提供標準化協助的評量模式，並無

法根據兒童認知結構個別的需要提供個別的教學介入。其評量的範圍限於探討兒童

與特定工作環境互動下，個人功能能夠改變的程度，這樣的功能改變僅屬於「功能

性的認知改變」（functional cognition modifiability）。因此部份學者（Feuerstein, 
1979; Vye et.al., 1987）為使評量結果能對未來教育計畫提供更豐富的訊息，則採用

未標準化的診斷性步驟，允許主試隨兒童的反應給予不固定的提示，強調採用非標

準化的臨床介入模式，才能評量兒童認知結構本質的變化，達成改變受試者「結構

性認知」（structural cognition）的目的（Tzuriel & Fererstein, 1992）。 
根據Vygotsky的ZPD理論，教學必須參照兒童的能力，提供適宜的教學類型和

教學情境，然針對數學低成就學生之補救教學與評量方式，在目前大班教學體制的

經濟考量下，個別化的非標準化動態評量，勢必為教師增加許多額外的負擔。因

此，透過標準化程序編擬的漸進提示設計，應可解決施測時間上的問題，並增進評

量的效益，彌補標準化測驗的不足。另外，從當代認知心理學的分析來看，兒童的

四則運算與解題能力必須在自動化的水準之上，才能從事進一步複雜的高層次數學

運作，因此，漸進提示中介模式所提供的，亦正是一種重複練習與類比解題

(problem solving by analogy)的訓練，可促使學生在題意的熟悉，與該題型解題步驟

的熟練，而能有較佳的學習獲得、保留與遷移表現(Catambrone & Holyoak,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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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動態評量的理論模式 

項目 
測驗-訓練 
測驗 

學習潛能 
評量 

測驗極限 
模式 

漸進提示 
歷程 

持續性評量 

理論取向 
﹒智力是可訓練

的概念化觀念 

﹒中介學習是認

知發展所必須的

﹒由於智力與個別

因素造成訊息處理

上的個體內在差異

﹒Vygotsky的社會文

化認知發展理論 

﹒學習係視直接經

驗而決定的中介學

習取向 

評量之目

的 

1.鑑定MR之錯誤

分類 
2.鑑定哪些學生

可以在特殊教育

班級的課程與教

學下，獲得助益

1.鑑定認知功能

知缺陷 
2.評估反應，進

行教學 

1.針對一般智力能

力，提供較敏感的

指標 
2.去測量何種範圍的

學習特徵，可與測

驗情境互動 

1.鑑定兒童在學業失

敗上的責任 
2.藉有效測量學習能

力工具的發展，增

進分類之功能 

1.解釋不同教學歷

程之效果 
2. 在 介 入 的 過程

中，分辨有效的成

分 

評估作業 
A 一 般 領

域 

﹒估作非語文作

業，如RPM. 系列

學習測驗.圖形文

字遊戲 

﹒三種分類： 
1.視-動組織作業

2.高層認知歷程

及心理運作作業

（RPM） 3.具學

習成分的記憶作

業 

﹒RPM. Cattell's 文
化 公 平 測 驗 Trail 
Making & Visual 
Search Tasks 

﹒ 歸 納 推 理 作 業

（字母序列完成、

RPM.） 

﹒知覺領域之作業

(Stencil 設計測驗) 

B 特 殊 領

域 
   

﹒數學、閱讀之課

程作業 

﹒數學課程之作業

（計算、解文字

題、閱讀理解） 

教學型式 

﹒標準化的教學

成分（熟悉作業

之需求、讚美、

及解題策略的檢

查） 

﹒基於中介原則

的非標準化的臨

床介入 

﹒標準化的介入，

包括測驗程序的改

變、及反覆的測驗

（口語回饋） 

﹒標準化的暗示或

提示之設計，以增

進其明確性 

1.非標準化臨床介

入（熟悉作業、教

特殊規則及回饋） 
2.標準化介入（漸

進提示） 

結果 

﹒一般而言，中

產階級兒童在特

殊教育班級中，

多被發現為無獲

益者，對於提供

給低社經兒童在

特殊班中之獲益

則較大 

﹒ 在 動 態 評 量

中，合宜的訓練

與作業的組織，

可以讓個體獲得

更適合新情境的

原則，使其有更

好的表現水準。

且根據其表現之

缺陷功能，可鑑

定其困難在於輸

入、輸出或精緻

化階段 

﹒口語化的測驗情

境 及 精 緻 化 的 回

饋，可使表現達更

高的水準。與靜態

評量相比，動評可

以估計出較高的能

力，且降低測驗的

焦慮 

﹒動態評量可對學

習與遷移的表現，

做較正確的估計。

能力之水準，可由

學習與遷移歷程之

效果差異看出，具

高學業能力者，比

能力低者，只需較

少的協助 

﹒動態評量之中介

提示成分，可得到

較漸進提示技巧更

高的學習遷移效

果，一般而言，教

師由動態評量測量

學生之表現，將較

靜態評量歷程為佳 

資料來源：Jitendra 和 Kameenui（1993,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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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認知解題策略教學之研究 

一、認知解題策略之研究 
就認知心理學對學習後所獲得的知識內容而言，當學童致力於實際之問題解決

時，他將獲得有關語言與事實知識、基模知識與演算知識，並建構第四種策略知

識，此知識對於問題解決有更大的助益。Mayer, Larkin, 和 Kadane（1984）研究發

現：解數學文字問題的表現與此四類知識出現於題目中的數量有關，命題愈多，問

題愈難，解題的答對率便會降低（引自Mayer, 1985）。 
Gagne, Briggs, 和Wager (1988) 認為：認知策略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教學目標，它

可以引導個體自我學習、記憶與思考，因此個體在學習過程中，應同時發展一套分

析、綜合、歸納、記憶、回想與問題解決之思考策略，以便加以應用。

Schoenfeld(1985)則提出數學解題可用之五種認知策略：1.儘可能畫圖；2.尋找歸納

式論證；3.運用矛盾法、對換法加以論證；4.考慮變數較少的類似問題；5.試著建立

次目標，循序解決。 
Weinstein 和Mayer (1986) 主張要使用基本的與複雜的複誦、精緻化、與組織等

認知策略，來從事有效的學習。Mayer (1992) 認為在數學教學上，要發展學生的解

題能力，可以從發展學生的認知策略進行，此策略包括發展學生瞭解問題、設計並

監控解題計畫，及執行計畫之能力，而其中最重要的，即在於瞭解問題的認知策

略。 
Hegarty, Mayer, 和Monk (1995) 研究指出，一個失敗的解題者與成功的解題者，

其最大的差異在於採取的解題策略，前者基於直接轉譯之策略(direct-translation 
strategy)，運用關鍵字加以表徵，因此十有九錯；後者運用問題模式策略(problem 
model strategy)，因此能洞察全題，進行解題計畫。 

翁嘉英（民77）針對國小學童解加減法文字題所用之認知策略與錯誤類型時，

發現學童在解題時，並不能有效的分析句子的語意，而係根據「關鍵字」策略來解

題，即題目有「比多」就用加的，「比少」就用減的「呆板對應策略」；看到「比

較題型」就用減的「固定減法策略」，但此策略隨經驗或年齡增長而減少。 
在解題表徵策略教學的研究上，Bransford等(1987)建議，學生在解文字題時往

往有許多困難，但他們只是簡單的拼湊數字，而非嘗試去瞭解所要解決問題的本

質，將其加以表徵。鄭昭明（民82）認為：適當的問題圖解化或具體化，有助於問

題的解決，且目前國小四至六年級的數學文字題均可用數線作為外在表徵教學之策

略之一；吳昭容（民79）亦曾以數線表徵法訓練國小二、三年級學童解題，結果發

現兒童解應用問題的能力大為提高。 
由上述文獻可知，認知策略的增進，可以提高數學解題能力，使學習效果更加

顯著，其重要性較解題知識更應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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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題教學實驗之研究 

（一）解題教學之成分 
認知解題教學其內涵應包括哪些教學重點，Mercer 和Miller (1994) 針對十四篇

數學解題教學文獻之分析中指出（見表2-4），建構式的教學與學習策略教學均能增

進學生有關文字題表徵與解題之表現。研究發現，其中有關教師教學成分者，如形

成目標策略模式、提供提示與引導、使用圖示監控進步歷程與提供回饋、提供明確

的教學、運用教學教案等方式，教師若能針對數學學習上有困難學生的特殊策略與

解題目標的明確教學，將具有極佳的成效；在學生方面，則強調增進後設認知與自

我調整、運用各種策略、使用「放聲思考」、口語複誦與同儕間的合作等，將有助

於數學解題活動的學習 (Hutchinson, 1993；Mercer & Miller, 1992；  Montague, 
1992)。 

 
表2-4 建構與學習策略研究之教學成分分析 

教    學    成    分 在14篇研究中被提及之次數 

 1.形成目標策略模式 
 2.互動式的對話教學與合作式的討論 
 3.增進後設認知與自我調整 
 4.提供提示與引導 
 5.實質的學習與合理的學習 
 6.使用圖示監控進步歷程與提供回饋 
 7.教導精熟之策略 
 8.運用目標設定策略 
 9.教導遷移之策略 
10.瞭解並幫助學生連結先前知識與新知識 
11.提供明確的教學 
12.記憶術的教學 
13.鼓勵表達意見並討論之 
14.教導學生使用「放聲思考」 
15.運用教學教案 
16.在「近側發展區」中進行教學 
17.教學前先瞭解學生先備技巧的發展 
18.運用口語複誦 
19.增進同儕間的合作 

12 
9 
8 
8 
7 
7 
7 
7 
6 
6 
5 
4 
4 
4 
4 
4 
3 
3 
2 

資料來源：Mercer 和Miller, 1994, P.297。 
 

（二）解題教學相關研究 
數學學習目前的新概念為建構的歷程，亦即兒童藉連結新學習到先前獲得之概

念的知識建構歷程，而此學習脈絡包含社會互動與認知發展兩種關係，因此過去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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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的學習情境，如今為動態的、對話式的學習環境所取代，學生在其中主動參與各

項學習歷程，進行學習。有效的教學，在於瞭解、使用獲得的知識並應用之，以促

進兒童解數學問題之能力。 
Kilpatrick（1985）從數學教育的觀點分析，認為解題之意義在於：「把數學問

題當作是數學建構的泉源及數學教學的工具，亦即透過數學解題的教學，學生可建

構自己的數學知識」。因此，針對數學文字題解題的教學策略，Montague（1995）
運用認知引導教學(Cognitively Guided Instruction,簡稱 CGI.）進行解題教學研究，教

師藉引導學生如何學習、如何主動思考學習歷程的方式，採用對學生持續的觀察評

量其解題行為，診斷其學習上的認知缺陷，並進行補救。Fennema 和  Franke
（1992）指出，CGI的實驗研究，更適於個體知識組織之增進。Bennett（1982）、 
Hutchinson（1993）、 Smith 和 Alley（1981）、 Zawaiza 和 Gerber（1993）等學者

研究亦指出，藉教導學生問題解決之策略，將可以有效改善或避開其學習上的缺陷

(引自Montague, 1995)。 
Mercer 和Miller (1992) 運用FAST DRAW之策略教學協助國小具數學學習問題之

學童，計算數學事實與解文字題，除了明確的教學策略，尚包括引導練習、獨立練

習、正確的回饋、記憶術、精熟學習與繪製學生進步歷程圖，結果顯示學生在數學

成就上有極大的助益，並且獲得更多保留與遷移之策略。此FAST DRAW策略包

括： 
Find：發現你要解決的問題。 
Ask：問自己，問題可分為哪幾部份？ 
Set:安排題目中之數字。 
Tie：連結可能的運算符號。 
Discover：確定正確之運算符號 
Read：閱讀問題與所列之運算式 
Answer：回答問題，並加以驗證之。 
Write：寫下解答。 
Montague(1992)亦提出「數學解題之認知、後設認知策略」，主張解題七步

驟：1.閱讀瞭解題意，包括調整閱讀速度、瀏覽、重讀、自我監控等策略；2.用自己

的話加以轉譯，包括重述題意、分析問題結構、去除無關訊息、選擇注意等策略；3.
運用圖示法，包括繪圖、畫線、列表、組織訊息之策略；4.解題計畫的假設，包括

相關概念的回憶、擬定計畫、策略使用等；5.解答的預測與估計，包括自我測試、

自我評估等策略；6.算術計算之解題執行；7.回顧檢查與過程中之自我監控。在歷程

中，解題者不斷以自我發問的方式，針對執行之步驟，進行監控、修正與調整，務

使解題正確無誤。 
根據上述之解題成分分析與相關研究，本研究從訊息處理論的作業分析觀點，

將解題歷程分解成細部的成分，以作為測驗編製的依據，一方面在使測驗工具有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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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的內在效度，另一方面則更能將數學文字題解題歷程加以闡述。因此結合建構的

學習觀與知識的結構觀，從學習、思考與解題的關係，整合認知策略、後設認知與

動機信念的發展，分別從教學、教學與評量結合的取向，編擬「綜合解題訓練課

程」與「動態評量之漸進提示中介訓練課程」，針對解題歷程中的一般策略與特殊

策略進行實驗教學研究，以瞭解本實驗課程對數學文字題解題能力之助益。 
 

第三章  實驗設計與實施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實驗設計上，係採準實驗類型中的隨機分派各實驗組樣本前後測設計，

研究架構如圖34所示，自變項為「綜合解題訓練課程」、「動態評量之漸進提示中

介訓練課程」及「一般課內複習課程」等三種實驗處理；依變項為「後設認知表

現」、「動機信念表現」、「文字題解題測驗表現」及「文字題解題遷移測驗表

現」等四項；控制變項則包括： 
1.統計控制 
針對實驗設計篩選研究對象，實施國小系列學業性向測驗、柯氏國民小學數

學科成就測驗，以蒐集每位學生的智力資料與數學成就，便於進行以智力、

數學成就及各項前測成績為共變項，分別考驗實驗處理與後設認知表現、動

機信念表現及數學文字題解題表現上的差異情形。 
2.抽樣控制 
針對以個體智力水準在－1.5至＋1.5個標準差間，且其智力水準與數學成就表

現差距為全體受測學生的末12﹪者，依其性別，分別予以隨機分派，以控制

實驗樣本的性別與其級任教師差異之干擾變項。 
3.實驗控制 
其他可能干擾實驗結果的變項，如教學者由研究者本身依所擬定之教案與進

度表，擔任三組的教學工作；教學時間、年級等，均由研究者依研究目的加

以界定控制。 
 
控制變項

1.智力

2.性別

3.教師

4.年級

5.教學時數

6.教學者

自變項

1.綜合解題訓練課程

2.漸進提示中介歷程

（團）

（個）

（團）3.一般課內複習課程

依變項

1.後設認知表現

2.動機信念表現

4.數學文字題
  解題遷移表現

3.數學文字題
  解題表現

  
圖3-1 數學文字題解題訓練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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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根據本研究之目的，參考相關的理論與文獻，擬提出下列研究假設，以作為本

研究資料統計考驗之指引： 
假設一：實驗組（一）接受「綜合解題訓練課程」、實驗組（二）接受「動態

評量之漸進提示中介訓練課程」與實驗組（三）接受「一般課內複

習課程」教學後，在數學文字題解題測驗表現上有顯著差異。 
假設二：實驗組（一）接受「綜合解題訓練課程」、實驗組（二）接受「動態

評量之漸進提示中介訓練課程」與實驗組（三）接受「一般課內複

習課程」教學後，在後設認知評量表現上有顯著差異。 
假設三：實驗組（一）接受「綜合解題訓練課程」、實驗組（二）接受「動態

評量之漸進提示中介訓練課程」與實驗組（三）接受「一般課內複

習課程」教學後，在動機信念評量表現上有顯著差異。 
假設四：實驗組（一）接受「綜合解題訓練課程」、實驗組（二）接受「動態

評量之漸進提示中介訓練課程」與實驗組（三）接受「一般課內複

習課程」教學後，在數學文字題解題遷移測驗表現上有顯著差異。 
假設五：實驗組（一）接受「綜合解題訓練課程」、實驗組（二）接受「動態

評量之漸進提示中介訓練課程」與實驗組（三）接受「一般課內複

習課程」教學後，在數學文字題解題測驗保留階段表現上有顯著差

異。 

第三節  實驗設計 

本實驗研究設計如表3-1、表3-2： 
 

表3-1 國小數學低成就學童文字題解題教學實驗設計 

組     別 分派方式 前測 實驗處理 後測 遷移 保留後測

實驗組（一） R O1 X1 O4 O7 O10 
實驗組（二） R O2 X2 O5 O8 O11 
實驗組（三） R O3 X3 O6 O9 O12 

Ｒ：表隨機分派  Ｏ：表測驗之成績  Ｘ：表實驗處理之自變項 
（X1：綜合解題訓練課程 X2：漸進提示中介訓練課程 X3：一般課內複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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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實驗階段各組處理項目一覽表 
階 

 段 
項  目  名  稱 

實驗組 
（一） 

實驗組 
（二） 

實驗組 
（三） 

前 測 後設認知評量表 ν ν ν 

 動機信念評量表 ν ν ν 

 數學文字題解題測驗 ν ν ν 

中介處理 綜合解題訓練課程（團） ν   

 
漸進提示中介訓練課程

（個） 
 ν  

 一般課內複習課程（團）   ν 

後 測 後設認知評量表 ν ν ν 

 動機信念評量表 ν ν ν 

 數學文字題解題測驗 ν ν ν 

遷 移 數學文字題解題遷移測驗 ν ν ν 

保 留 數學文字題解題測驗 ν ν ν 

 

第四節  研究對象 

因考慮研究時間、行政協調及地區同質性等因素，本實驗研究之國小學生，以

台中縣潭子鄉的三所小學為主，其中潭子國小、僑忠國小為研究工具預試及正式試

題的受測樣本；潭陽國小為本研究數學低成就學童取樣的實驗對象。取樣過程分為

兩階段，以下分別就普測階段與篩選階段加以說明。 

一、普測階段 
自潭陽國小四年級六個班級中，實施兩種測驗的普測工作：包括國小系列學業

性向測驗（考慮學生語文推理及數量比較的智力水準）及柯氏國民小學數學科成就

測驗（三年級水準，以評估學生的數學能力）。再以國小系列學業性向測驗之成

績，作為自變項（X)；以柯氏國民小學數學科成就測驗成績為依變項（Y)，求出其

迴歸方程式、相關係數與估計標準誤，如表3-3： 
 

表3-3 國小系列學業性向測驗預測數學科成就之迴歸方程式 

人數（N）         迴歸方程式           相關係數（R）   估計標準誤（Sxy） 

256         Y=0.5141X＋31.424           0.5793                    1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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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篩選階段 
依據表3-3之迴歸方程式及每個受試者在國小系列學業性向測驗之成績，分別求

出每名受試者的數學科學業成就之期望值。陳玉蘭（民77）、尹玫君、曾琬淑（民

84）之研究曾以實際成就與期望成就達.5個標準差來定義數學低成就之學生；而根

據Fleischner 和 Marzola (1988)研究估計，大約有6﹪的學生有嚴重的數學成就缺陷，

因此本研究考慮以此數學低成就者之出現率的兩倍即全體受測學生數的12﹪，為實

驗教學之對象。故凡在柯氏國民小學數學科成就測驗之得分低於期望值.97個標準差

以上，且其國小系列學業性向測驗之成績在+1.5至-1.5個標準差之間者共30名（男18
名、女12名），為本實驗研究數學科低成就學生取樣之對象，以性別區分，加以隨

機分派至三個實驗組。 

第五節  研究工具與實驗課程 

一、研究工具 
1.國小系列學業性向測驗 
為簡茂發、蘇建文與陳淑美（民75）編製之系列學業性向測驗之一，可供國

民小學測量學童的學習潛能。本測驗具有極佳的同時效度與預測效度，同時

本研究針對台中縣潭陽國小四年級學童（N=256）實施本測驗與柯氏國民小

學數學科成就測驗發現，二者的相關達.579（P＜.001）。 
2.柯氏國民小學數學科成就測驗 
本測驗係由柯平順、林敏慧（民83）統整民國八十年數學科課程標準（改編

本）與現行數學科的單元目標與內容而成的，為課程本位評估取向的成就測

驗，以評估學生的數學能力水準。測驗試題包括「概念」、「運算」、「運

用」等三大領域，與「數與計算」、「量與實測」、「圖形與空間」、「統

計圖表」、「語言與符號」等六大項內容。本測驗具有良好的信效度，可作

為數學能力水準的評估與補救教學計畫的依據。 
3.國小學童數學學習後設認知評量表 
本研究所使用之後設認知評量表，係參照張景媛（民83）所編製的「後設認

知量表」加以修訂而成，原測驗共有六個分量表：包括選擇注意、組織訊

息、策略使用、自我測試、自我監控以及自我修正，採用Likert式量表的型式

呈現，各有8題，總計48題。此量表原係針對國中學生數學學習之後設認知評

量，為配合本研究之國小四年級學童的語文程度，研究者經預試修正，編製

每一量表6題，共36題之數學學習後設認知評量表(附錄一）。 
就內部一致性係數而言，各試題與總分之相關介於 .4785至.6634之間，均

達.001的顯著水準；就各分量表的信度而言，α值介於.6705至.7921，總量表

的信度是.9307，折半信度為.8644，隔兩週後之重測信度值為.8284（N=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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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就同時效度而言，研究者以受試者八十四學年度上學期之第二次

月考數學成績進行效度考驗，相關值為.5047（N=78, P＜.001）。由上述資料

顯示，本評量表具有相當良好的信、效度。 
4.國小學童數學學習動機信念評量表 
本研究使用之動機信念評量表，係參照張景媛（民83）所編製的「動機信念

量表」加以修訂而成的，原測驗共有三個分量表，包括自我效能、內在價值

及成就動機，採用Likert式量表的型式呈現，各有8題，總計24題，此評量表

原係針對國中學生數學學習之動機信念評量，為配合本研究之國小四年級學

童的語文程度，研究者經預試修正，編製每一量表8題，共24題之數學學習動

機信念評量表（附錄二）。 
就內部一致性係數而言，各試題與總分之相關介於 .3469至.6763之間，均

達.001的顯著水準；就各分量表的信度而言，α值介於.7335至.7609，總量表

的信度是.8767，折半信度為.9498，隔兩週後之重測信度值為.8096（N=147 P
＜.001）；就同時效度而言，研究者以受試者八十四學年度上學期之第二次

月考數學成績進行效度考驗，其值為.5429（N=77, P＜.001）。由上資料顯

示，本量表具有相當良好的信、效度。 
5.國小四年級數學文字題解題測驗 
本測驗由研究者因研究需要所自編之文字題解題測驗，係參考Mayer（1985）
在文字題解題歷程成分分析之理論、及Krulik 和 Rudnick（1989）所設計之

「數學解題歷程模式」，邱上真等（民81）所編製之「解題歷程導向形成性

測驗」與蔡宗玫（民84）所編製之「數學應用問題解題測驗」，以國小四年

級上學期之前，所曾修習過的數學科有關數與計算領域的乘除法單步驟、多

步驟與有無多餘訊息文字題，包括簡單的量數同構型、量數叉積型、比較型

及較難的多重比例型均有，以作為本研究測驗內容設計的主要範圍。 
測驗編製經內容細目表之分析、編擬預試試題、預試、修改試題後為正式試

題，包括選擇題六大題，每題3子題、共計18題；文字題八大題，除一、二題

外，其餘每題皆有2子題，共計14題（附錄三）。 
就全部測驗試題來看，總測驗信度的α值為.8987，相隔兩週後的重測信度值

為.8243（N=125, P＜.001），與受試樣本八十四學年度上學期第二次月考數

學科成績的同時效度值為.7121（N=125, P＜.001）。由此可見，本測驗具有

相當良好的難度、鑑別度與信、效度考驗，可用以評鑑四年級學生之數學文

字題解題能力，亦可用於診斷學生文字題解題歷程的錯誤所在，以進行適當

的補救教學。 
6.國小四年級數學文字題解題遷移測驗 
本測驗係由研究者因研究需要所自編之文字題解題遷移測驗，其題型與試題

之難度、鑑別度均與文字題解題測驗相當接近，僅在語意及數字上進行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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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目的在探求學生文字題單步驟、多步驟、多餘訊息題型之近遷移表

現。與前測驗最大的不同在於文字題部份不分小題，以瞭解各組學生在實驗

教學後，在題意理解、解題思考步驟運用之遷移表現。正式試題包括選擇題

六大題，每題3子題，合計18題，每題有四個選項；文字題八大題，整份測驗

共26題。 
就全測驗而言，總測驗信度的α值為 .845，相隔兩週後得重測信度為.813
（N=126, P＜.001）；與受試樣本八十四學年度上學期之第二次月考數學成績

之同時效度為.678（N=130, P＜.001）。由此可見，本測驗具有良好的內部一

致性、難度、鑑別度與信、效度考驗，可作為文字題解題遷移能力之測驗工

具。 

實驗課程 
1.綜合解題訓練課程 
係針對學生在學習數學文字題解題時，有關個體對數學學習方面的後設認

知、動機信念與認知解題策略的整合訓練方案，全部課程共十二節，每節課

五十分鐘，連續進行六週的時間，其內容包括兩大部份： 
（1）認知解題策略訓練課程 

認知解題策略訓練課程，係針對學生在學習數學文字題時，有關解題

步驟知識的增進與策略的運用，以提供完整的解題歷程訓練，來協助

學生獲得有效的解題成功經驗。本課程設計的理論架構係依據

Mayer(1985)提出之「解題歷程」四步驟、Montague (1992) 提出之「數

學解題之認知後設認知策略」七步驟與Krulik 和 Rudnick（1989）所設

計之「數學解題歷程模式」，參考何蘊琪（民83）、徐文鈺（民

81）、張景媛（民83）編擬之相關研究課程，根據目前四年級數學學

科內容中，數與計算領域的細目分析，以及相關的數學解題活動設

計，加以編擬說文解字、抓鬼特攻隊、出題高手、鐵口神算、小偵

探、百戰百勝等六單元而成（附錄四）。 
（2）後設認知與動機信念訓練課程 

後設認知與動機信念訓練課程，係針對學生在學習數學文字題時，有

關後設認知知識與後設認知經驗的增進與成就動機、自我效能的覺

察，以提供個體在監控解題行為時，內在情意動機歷程的提昇，協助

學生獲得有效的解題監控經驗與解題成就價值的肯定與自信，培養推

理解題之興趣，成為數學學習之原動力。本課程設計的理論架構係依

據Montague (1992) 提出之「數學解題之認知後設認知策略」七步驟與

Mercer 和Miller (1992) 之「有效的數學教學」，並參考古明峰（民

79）、呂素幸（民81）、邱穗中（民82）、陳慧娟（民83）、張景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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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83）編擬之相關研究課程，根據目前四年級數學學科內容，設計

相關的數學後設認知與動機信念解題活動設計，加以編擬數學學習成

長營、數學急救站、記憶大考驗、潛能大考驗、壓力大考驗、問題大

考驗等六單元而成（附錄五）。 
2.漸進提示中介訓練課程 
係依據近來極受重視的動態評量理論－漸進提示中介歷程，由Campione, 
Brown 和 Ferrara（1982）所發展的一種測驗與教學結合的評量模式，此模式

源於Vygotsky的社會文化認知發展理論，強調「社會互動」與「中介學習經

驗」對兒童學習發展歷程的重要性，利用「近側發展區」之觀點來預測兒童

學習的準備度或教學效益，用學習責任控制權的轉移，作為解釋兒童獲取新

知的過程，並估計個體準備度的改變程度（Campione, Brown, 1987）。 
漸進提示中介訓練先以前測決定學習者的起始水準，當學生無法解題時，乃

根據預先編擬之「標準化解題步驟作業分析」，與增加「漸進明確性」的階

段提示，來協助學生學習解題。因此本課程架構設計首先參考吳國銘（民

83）與Campione和Brown（1987）所發展之「漸進提示」階段加以區分（如

表3-4），編擬八大題中介訓練課程，以實驗組（二）之10名學生為教學對

象，分別進行兩次各50分鐘之前後測個別評量。課程分為兩大部份，一為教

師指導手冊，明列各試題之標準化施測程序與階段提示內容，供教師進行施

測之用；二為學生之測驗題本，包括學生四次作答區、教師示範解題教學區

與四次成績欄，以供學生前、後測之用（附錄六）。 
 

表3-4 漸進提示階段內容 

階   段 提   示   內   容 

提示一 提供解題對錯之口語回饋 

提示二 提供理解題意、釐清條件關係之協助 

提示三 提供數字簡化之平行例題解題教學 

提示四 提供原題目完整之解題教學 

 
本研究擬透過此一「標準化的漸進提示」設計，針對現行大班教學體制下，

個別學生在學習數學文字題時，有關解題步驟知識的增進與策略的運用，提

供完整的解題歷程訓練，來協助數學低成就學生獲得有效的解題成功經驗，

以此量化的資料，作為提供協助量多寡與遷移效益量之分析，並做為進一步

補救教學之依據。 
3.一般課內複習課程 
係針對實驗組（三）所安排之課程，內容包括四年級上學期各學科內容，及

部份衍生活動。在課程設計上，儘可能避免直接涉及實驗組（一）所涵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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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題解題能力（認知解題策略、後設認知、動機信念），而僅以課內重點

為主要複習的範圍，進行六週共十二節，每節五十分鐘之教學訓練。 

第六節  資料分析 

本研究主要是利用社會科學統計套裝軟體（SPSS PC+ 5.01版）進行資料分析，

所採用之統計考驗方法包括： 

一、單變項迴歸分析 
運用於篩選實驗教學之樣本，以國小系列學業性向之智力成績為自變項

（X），柯氏國民小學數學科成就測驗為依變項（Y），透過迴歸分析，求出數學科

成就測驗之期望值，以二者之差距為實驗樣本選取的標準。 

二、t 考驗 
運用於檢測男女學生之實驗樣本，在國小系列學業性向、柯氏數學科成就測

驗，兩項測驗表現上的差異比較，進行男女間的同質性考驗。 

三、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運用於檢測三組實驗樣本，在國小系列學業性向、柯氏數學科成就測驗，兩項

測驗表現上的差異比較，並進行各組間的同質性考驗。 

四、單因子共變數分析 
用於考驗假設一、二、三、四、五，分別以國小系列學業性向測驗、柯氏數學

科成就測驗，及各項依變項測驗之前測成績，作為共變項，比較各組樣本分別於後

設認知評量表、動機信念評量表、文字題解題三項測驗中，以實驗處理組別為自變

項之教學前、後測驗、遷移、保留測驗差異的顯著性考驗。在進行共變數分析之

前，研究者先進行組內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在進行共變數分析後，若F值達到顯著

水準，再進行事後比較。 

 
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論 

第一節  動態評量之漸進提示中介訓練課程之進步效益分析 

本節係針對實驗組（二）在接受「動態評量之漸進提示中介訓練課程」，有關

標準化提示之中介評量，相隔一週的前測與後測過程中，希望受試者透過各階段不

同的提示內容，可以獲得最有效的解題協助，進而顯現其最大學習潛能的開展。由

圖4-1中可知，學生在後測的表現較前測進步達5.9分之多，且後測平均分數的進步曲

 - 101 -



測驗統計年刊 第四輯                          孫 扶 志 

線除第三題與前測重合外，其餘每題均高於前測平均分數達0.5至1.1分之間，足見標

準化之漸進提示中介評量，在誘發最大學習潛能的效益上，具有顯著的效果，此結

果與Jitendra ＆ Kameenui（1993）之研究結果一致。從動態評量的施測過程中亦發

現，觀察學童在作答時的思考行為與情意表現，可以覺察出個別的學習問題所在，

其中對於文字題語意理解困難、認知策略運用生澀、基本的四則運算能力不足及作

答的動機表現消極等，是一般數學低成就學童在學習上未能精熟的主因。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七 八 題號

1

2

3

4平
均
分
數

0

前  測

後  測

 
圖4-1 實驗組（二）在動態評量前後測之進步效益圖 

 
從學習過程練習率的角度而言，漸進提示中介評量前後測所顯現的差異，並不

能排除因重複練習而造成的進步效果，因此對於受試者是否也能在文字題解題能力

表現上，同樣有顯著的進步，則需要做進一步的評估與考驗。另外，在中介評量的

過程中，由於事先編擬的協助歷程，係採漸進明確性的標準化提示程序，因此對於

受試者所有可能發生或表現的，有關解題行為、後設認知策略之使用、先備知識與

經驗不足等各種問題，並無法給予詳盡的說明與立即的協助，此乃標準化中介程序

受限制而亟待克服之問題。 

第二節  不同實驗處理教學課程對文字題解題  
能力影響之差異分析  

本節主要在探討不同的實驗教學處理對數學文字題解題能力之影響，針對實驗

組（一）進行「綜合解題訓練課程」、實驗組（二）進行「動態評量之漸進提示中

介訓練課程」及實驗組（三）進行「一般課內複習課程」的實驗處理教學後，以智

力、數學成就及文字題前測為共變量，進行單因子共變數分析。如表4-1，當排除共

變因素後，不同的實驗處理組別間，在數學文字題解題測驗後測表現上的分數達到

非常顯著的差異（F=7.32, P<.01），因此進行事後比較之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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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三組學生接受不同的實驗處理後在文字題解題 
測驗後測表現之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組間（實驗處理） 70.57 2 35.28 7.32** 
組內（誤差） 115.63 24 4.82  

** P<.01 

 
表4-2 三組學生接受不同的實驗處理後在文字題解題測驗 

後測表現之事後比較摘要表 

人            數 
調整平均數 
組            別 

10 
13.99 

實驗組（一）

10 
13.12 

實驗組（二） 

10 
10.19 

實驗組（三） 

實驗組（一） 
實驗組（二） 
實驗組（三） 

-- 
* 
-- 
 

* 
* 
-- 

*P<.05 
 

由表4-2中可知，實驗組（一）與實驗組（二）、實驗組（一）與實驗組（三）

及實驗組（二）與實驗組（三）之間，學生在文字題解題測驗後測表現上均達到顯

著的差異水準，而由調整平均數之比較可以看出，實驗組（一）之得分，在排除共

同因素影響後，顯著高於其餘兩組之成績，且實驗組（二）之成績亦顯著高於實驗

組（三），此認知策略教學的結果與古明峰（民79）、何縕琪（民83）、吳昭容

（民79）、張景媛（民83）、Montague (1995) 之文字題解題實驗教學結果一致，故

本研究假設一獲得支持。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 
1.實驗組（一）之課程中，有關「認知解題策略」的教學與解題作業活動，對

於文字題解題能力的增進，題型辨別、解題步驟的思考與策略運用，能有顯

著的效果。 
2.實驗組（二）「動態評量之漸進提示中介訓練課程」之訓練試題共計八題，

其題型與文字題解題測驗相仿，包括「單步驟」、「多步驟」與「多餘訊

息」等類型，因此在「文字題解題測驗」的表現上，也可能由於練習的機會

增加，導致各題型解題步驟的精熟，而提昇了作答正確率。 
3.在四年級上學期的數學課程中，採應用題型式的教學單元相當多，而學童在

接受本實驗課程教學之際，同時也接受課內相關單元的學習，故本研究結果

亦不排除有相關課程準備度與精熟度所造成的實驗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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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不同實驗處理教學課程對後設認知 
評量表現影響之差異分析 

三組分別以不同的實驗處理教學後，以智力、數學成就及後設認知前測為共變

量，進行單因子共變數分析。由表4-3中可知，當排除共變因素後，不同的實驗處理

組別間，在後設認知評量表後測表現上的分數並未達到顯著的差異水準（F=.64，

P>.05），故本研究假設二並未獲得支持。 
 

表4-3 三組學生接受不同的實驗處理後在後設認知評量表 
現之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組間（實驗處理） 191.42 2 95.71 64 
組內（誤差） 3567.73 24 148.66  

 
三組學生在後設認知評量表後測表現上雖未達顯著的差異水準，究其原因，可

能由於： 
1.實驗組（一）之「綜合解題訓練課程」中，有關「後設認知策略」的課程，

有助於後設認知能力的提昇，對於文字題的解題表現，亦可發揮監控、調整

與覺知的助益，但後設認知的精進，有賴於知識、經驗的增長與學習，可能

受限於實驗教學時間過短，尚不足以產生顯著的教學效果所致，此結果與張

景媛（民83）之後設認知訓練課程及涂金堂（民84）有關後設認知與解題表

現之相關研究，有些許的差異。 
2.實驗組（二）之「漸進提示中介訓練課程」，受限於事先設計之標準化中介

提示，僅能就幾種常用的後設認知解題策略，教導學生應用，而無法針對所

有可能出現的解題行為做後設認知的訓練，導致學習效果上的限制。 
3.後設認知的內涵，包括後設認知知識與後設認知經驗，透過後設認知評量表

所測得之分數，可能學生係以主觀認知中對問題陳述應然結果的回答，而非

其個人實然表現的客觀評估，且評量層次多為後設認知知識部份，對於經驗

的行為層次則不易由評量表中獲知。因此，如何改進後設認知研究工具的效

度，並輔以其他認知歷程的評估方式，如放聲思考法（thinking aloud）、後設

認知晤談（metacognitive interview）等（胡永崇，民82，民84），將可以更深

入的瞭解學生後設認知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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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不同實驗處理教學課程對動機信念評量 
表現影響之差異分析 

三組分別以不同的實驗處理教學後，以智力、數學成就及動機信念前測為共變

量，進行單因子共變數分析。由表4-4中可知，當排除共變因素後，不同的實驗處理

組別間，在動機信念評量表後測表現上的分數並未達到顯著的差異水準（F=.26，

P>.05），故本研究假設三並未獲得支持。 
 

表4-4 三組學生接受不同的實驗處理後在動機信念評量表 
後測表現之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組間（實驗處理） 32.26 2 16.13 26 
組內（誤差） 1511.86 24 62.99  

 
三組學生在動機信念評量表後測表現上雖未達顯著的差異水準，究其原因，可

能由於： 
1.實驗組（一）之課程中有關「動機信念」的訓練，希望藉教學活動中，透過

自我效能的瞭解、成就動機的激勵與內在價值的肯定，獲得實質的增進，並

建立正向的數學學習態度，然動機情意的培養並非一蹴可幾，可能由於實驗

教學的時間太短，雖有增進卻未能有明顯的影響效果呈現，此結果與古明峰

（民79）對增進數學解題能力之三種輔導策略研究、邱穗中（民82）之成功

動機導向課程及張景媛（民83）的動機信念課程之研究結果，有些許差異。 
2.實驗組（二）之動態評量課程，在教學的過程中，由於受試者與教學者有更

多中介互動的機會，且不同階段有增加明確性的協助提示，允許受試者對於

錯誤的解題有再一次修正的機會，以積極性的鼓勵嘗試，代替消極性的放棄

學習，對於提昇解題的信心與數學學習的態度，均有正向的效果，故在數學

學習動機信念評量得分表現上稍佳，此結果與吳國銘（民83）之動態評量研

究結果一致。 
3.在研究工具效度上，由於動機信念係屬情意領域，在評量上係採用自陳式評

量，一方面以文字表達動機信念之意涵本身就有所限制，再者可能因學生對

於「李克特」式評量表作答量尺不熟悉，無法正確評估個人感受，造成猜測

上的誤差因素存在，因此使得研究結果受到限制與影響。 

第五節  不同實驗處理教學課程對文字題解題 
遷移能力影響之差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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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分別以不同的實驗處理教學後，以智力、數學成就及文字題前測為共變

量，進行單因子共變數分析。由表4-5中可知，當排除共變因素後，不同的實驗處理

組別間，在數學文字題解題遷移測驗表現上達到極顯著水準的差異（F=11.60，

P<.001），故再進行事後比較之考驗。 
 

表4-5 三組學生接受不同的實驗處理後在文字題解題 
遷移測驗表現之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組間（實驗處理） 112.74 2 56.37 11.60*** 
組內（誤差） 116.65 24 4.86  

*** P<.001 
 

表4-6 三組學生接受不同的實驗處理後在文字題解題 
遷移測驗表現之事後比較摘要表 

人      數 
調整平均數 
組      別 

10 
12.14 

實驗組（一）

10 
12.36 

實驗組（二）

10 
7.79 

實驗組（三） 

實驗組（一） 
實驗組（二） 
實驗組（三） 

-- -- 
-- 
 

** 
** 
-- 

** P<.01 

 
由表4-6中可知，實驗組（一）與實驗組（三）及實驗組（二）與實驗組（三）

之間，學生在文字題解題遷移測驗表現上均達到非常顯著的差異水準，此認知策略

教學的結果與古明峰（民79）、何縕琪（民83）、吳昭容（民79）、張景媛（民

83）、Montague (1995) 之文字題解題實驗教學結果一致，透過各種認知策略、輔導

策略的教學，將有助於學童之數學解題能力的提昇，故本研究假設四獲得支持。究

其原因，可能因為： 
1.實驗組（二）「動態評量之漸進提示中介訓練課程」之訓練試題共計八題，

其題型與文字題解題遷移測驗相仿，為完整的試題陳述，不分小題，內容包

括「單步驟」、「多步驟」與「多餘訊息」等類型，因此在「文字題解題遷

移測驗」的表現上，可能由於練習的機會增加，導致各題型解題步驟的精

熟，而提昇了近遷移表現的作答正確率。 
2.實驗組（一）之課程中，有關「認知解題策略」的教學，對於文字題解題遷

移能力的增進，在選擇題型的辨別上、文字題型解題步驟的思考與策略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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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亦能有明顯的效果。唯認知解題策略的訓練，可能也受限於實驗教學時

間不夠充分，且應用練習階段尚未精熟之因，而未能有較佳的效果顯現。 
在四年級上學期的數學課程中，採應用題型式的教學單元相當多，而學童在

接受本實驗課程教學之際，同時也接受課內相關單元的學習，故本研究結果

亦不排除有相關課程準備度與精熟度所造成的實驗誤差。 

第六節  不同實驗處理教學課程對文字題解題測驗 
保留階段影響之差異分析 

三組分別以不同的實驗處理教學後，以智力、數學成就及文字題前測為共變

量，進行單因子共變數分析。由表4-7中可知，當排除共變因素後，不同的實驗處理

組別間，在數學文字題解題測驗保留階段表現上的分數達到極顯著水準的差異

（F=11.48，P<.001），因此再進行事後比較之考驗。 

 
表4-7 三組學生接受不同的實驗處理後在文字題解題測驗 

保留階段表現之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組間（實驗處理） 148.99 2 74.49 11.48*** 
組內（誤差） 155.80 24 6.49  

*** P<.001 
 

表4-8 三組學生接受不同的實驗處理後在文字題解題測驗 
保留階段表現之事後比較摘要表 

人      數 
調整平均數 
組      別 

10 
16.03 

實驗組（一）

10 
13.37 

實驗組（二） 

10 
10.40 

實驗組（三） 

實驗組（一） 
實驗組（二） 
實驗組（三） 

-- ** 
-- 
 

** 
** 
-- 

** P<.01 

 
由表4-8中可知，實驗組（一）與實驗組（二）、實驗組（一）與實驗組（三）

及實驗組（二）與實驗組（三）之間，學生在文字題解題測驗保留階段表現上均達

到非常顯著的差異水準，實驗組（一）之得分，在排除共同因素影響後，高於其餘

兩組之成績，且實驗組（二）之成績亦顯著高於實驗組（三），故本研究假設五獲

得支持。究其原因，可能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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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驗組（一）之課程，透過「認知解題策略」的教學與解題作業活動的訓

練，對於文字題解題能力的增進，題型辨別、解題步驟的思考與策略運用，

有助於學童長期的數學學習與解題經驗的累積，產生較深刻的學習保留與記

憶，而有顯著的效果。此認知策略教學的結果與古明峰（民79）輔導策略的

教學、何縕琪（民83）表徵策略的教學、吳昭容（民79）圖示策略的教學、

張景媛（民83）文字題解題策略的教學、Montague (1995) 之文字題解題實驗

教學結果一致。 
2.實驗組（二）「動態評量之漸進提示中介訓練課程」，其訓練試題共計八

題，題型與文字題解題測驗之文字題型相仿，因此在「文字題解題測驗」的

表現上，可能由於練習的機會增加，導致文字題型部份解題步驟的精熟，而

提昇了作答正確率，但是在選擇題型部份，則未有明顯的增進。 
學童在接受本實驗課程教學階段裡，先後接受過文字題解題前測與後測，雖

經過近一個月的寒假，才進行文字題解題測驗的保留後測，以驗證本實驗課

程教學後的保留效果，由於三次測驗試題均為同一份測驗，故本研究結果亦

不排除有試題作答記憶的實驗誤差。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主要發現與結論 

一、主要發現 
根據資料統計分析結果，本研究有以下六點發現： 
（一）動態評量之漸進提示中介訓練課程，對於數學低成就學童之數學文字題

解題學習，能顯現其最大學習潛能之開展。 
（二）三種不同實驗處理教學課程對文字題解題能力表現達非常顯著的差異水

準。 
（三）三種不同實驗處理教學課程對後設認知表現並未達顯著的差異水準。 
（四）三種不同實驗處理教學課程對動機信念表現並未達顯著的差異水準。 
（五）三種不同實驗處理教學課程對文字題解題遷移能力表現達極顯著的差異

水準。 
（六）三種不同實驗處理教學課程對文字題解題測驗保留階段表現達極顯著的

差異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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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論 
（一）「認知綜合解題訓練課程」的教學，對於數學低成就學生，在數學文字

題解題表現上，包括遷移試題的學習、保留階段的學習，均有明顯的

幫助。 
（二）「動態評量之漸進提示中介訓練課程」的教學，對於數學低成就學生，

在數學文字題解題表現上，包括遷移試題的學習、保留階段的學習，

亦能有明顯的助益。 
（三）「認知綜合解題訓練課程」及「動態評量之漸進提示中介訓練課程」的

教學，對於數學低成就學生，在數學學習之「後設認知」與「動機信

念」表現上，並未能有明顯的效果提昇。 
（四）「認知綜合解題訓練課程」之教學，對於數學低成就學生，在數學文字

題解題保留階段的表現上，遠較「動態評量之漸進提示中介訓練課

程」，更具顯著的學習保留效果。 

第二節  建議 

根據上述實驗教學之研究結果，提出兩項建議：  

一、對數學文字題解題教學與評量之建議 

（一） 重視認知解題歷程與策略之教學  
1.解題歷程的教學 
2.認知策略之教學 
3.解題統整能力之訓練 

（二） 重視後設認知、動機信念與數學文字題解題表現之關係  
1.後設認知策略之訓練 
2.動機信念之增進 

（三） 重視個別化的動態評量與教學介入歷程  
1.個別化的動態評量 
2.師生互動之教學 
3.立即有效的診斷與補救 

（四） 數學文字題陳述及評量方式的改進  
1.重視解題與實際經驗之關係  
2.多元題型的診斷評量 

二、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擴充研究對象與研究範圍，以利實驗結果之推論與運用。 
（二）考慮結合質、量並重之研究設計，對解題歷程進行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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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漸進提示中介訓練模式，結合非標準化提示進行教學評量，以利個

別差異之適性教學。 
最後，針對本實驗研究設計上受限制之處，做一補充說明，以利相關研究改進

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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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國小學童數學學習後設認知評量表（部份） 

親愛的小朋友： 
下面的問題是關於你在學習數學時可能碰到的一些問題，請儘可能將你面對此

問題時的感受寫出來，老師想瞭解你對數學學習的想法，請你將題目仔細看過之

後，若覺得【很像自己的情況】，就在「很像自己」的方框中打「 」；若是覺得

【這情況和自己有點像】，就在「有點像自己」的方框中打「 」；若是覺得【有

點不像自己的情況】，就在「有點不像自己」的方框中打「 」；若是覺得【和自

己的情況一點也不像】，就在「一點也不像自己」的方框中打「 」，每題都要作

答，切勿遺漏，謝謝你的配合。 
                               國立台中師範學院       研究生 
                                 國民教育研究所       孫扶志  敬上 84.12. 

 

壹、基本資料 
◎學校名稱：               國小     ◎班級：四  年      班       ◎座號：     號 
◎姓名：                                    ◎性別：□男   □女 
◎你第二次月考的數學成績是：□90分以上  □80-89  □70-79  □60-69  □60以下 
◎第三次月考你期望考幾分？  □90分以上  □80-89  □70-79  □60-69  □60以下 

貳、後設評量 
一 

有 點 
有 點 也 

很 點 不 不 
像 像 像 像 
自 自 自 自 
己 己 己 己 

 1.在做數學習題時，我用心解答出來的題目，通常比較記得牢。..….□  □  □  □ 
 2.在做數學問題時，我可以找出重點並集中注意去思考問題。……...□  □  □  □ 
 3.在看數學課本或習作時，我會針對重點部份加以閱讀。…………...□  □  □  □ 
 4.數學課本上重要的部份，我會用記號或畫線標示出來，以 

提醒自己多加注意。 ...…..............….................…............................…□  □  □  □ 
 5.每隔一段時間，我會將老師教過的數學內容作一番整理複習。…...□  □  □  □ 
 
 6.老師教過的數學題目，我會用自己的想法再作一次看看。…..…….□  □  □  □ 
 7.我在做數學習題時，會在腦中思考、整理這些題目的內容和 

知識。………………………………………………………….…....…..□  □  □  □ 
 8.當我自己在做數學習題時，我會回憶老師所教過相似的例題。...…□  □  □  □ 
 9.我會把過去所學過的數學知識和現在所學的，連貫起來，在 

做數學習題時加以應用。………………………..…………………….□  □  □  □ 
10.我在做數學習題時，都會應用到過去所學過的數學知識和技巧。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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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國小學童數學學習動機信念評量表（部份） 

親愛的小朋友： 
下面的問題是關於你在學習數學時可能碰到的一些問題，請儘可能將你面對此

問題時的感受寫出來，老師想瞭解你對數學學習的想法，請你將題目仔細看過之

後，若覺得【很像自己的情況】，就在「很像自己」的方框中打「 」；若是覺得

【這情況和自己有點像】，就在「有點像自己」的方框中打「 」；若是覺得【有

點不像自己的情況】，就在「有點不像自己」的方框中打「 」；若是覺得【和自

己的情況一點也不像】，就在「一點也不像自己」的方框中打「 」，每題都要作

答，切勿遺漏，謝謝你的配合。 
                               國立台中師範學院       研究生 
                                 國民教育研究所       孫扶志  敬上 84.12. 

 

壹、基本資料 
◎學校名稱：               國小     ◎班級：四  年      班       ◎座號：     號 
◎姓名：                                    ◎性別：□男   □女 

貳、動機信念評量 
一 

有 點 
有 點 也 

很 點 不 不 
像 像 像 像 
自 自 自 自 
己 己 己 己 

1.我知道我能夠學好老師所教的數學教材內容。…………………………..□  □  □  □ 
2.我覺得對於數學的學習，我只要花較少的時間，就可以比大 

部份的同學學得好。 ...…………………………………………………….□  □  □  □ 
3.和別的同學相比較，我的數學學習方法是相當好的。 .…………………□  □  □  □ 
4.在做數學練習題時，通常都是我在教其他不會的同學。.……………….□  □  □  □ 
5.我可以預測我必須花多少的時間，才能把某一項數學練習做完。……..□  □  □  □ 
6.我在數學的學習上，比大多數同學來得輕鬆愉快。……………....……. □  □  □  □ 
7.我知道我的數學成績在班上，大約可以贏過多少同學。.……………….□  □  □  □ 
8.作數學練習時，我會先選擇一些較適合自己難度的題目來做， 

再做其他較難的題目。 ..……..….….…..….….….….…............................□  □  □  □ 
9.我認為學習數學是一件令人快樂的事。……………..........……….……...□  □  □  □ 

10.我認為數學是一門可以幫助思考訓練的學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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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四年級數學文字題解題測驗（部份） 

班級：          座號：         姓名：                  性別：□男 □女  成績 ：            

【說明】 
小朋友你好，這項測驗目的是在瞭解你在數學解題時的各種思考策略與方法，

希望你能盡最大的能力，努力作答，以爭取最佳的成績表現。 
※ 題目共有18題選擇題、14題應用問題，請把握時間四十分鐘作答。 

 
選擇題    【說明】每題1分  請你在各題的（ ）中填入正確的答案 

一、媽媽買了5盒餅乾，每盒是60元，問

總共要多少元？ 

 
（  ）1.下列哪一項才是最正確的條件？

（1）餅乾共有60盒。 
（2）一盒餅乾是60元，買了5盒。 
（3）餅乾每盒5元，買了60盒。 
（4）媽媽買了60盒。 

 
（  ）2.哪一項是本題正確的解答？ 
（1）5×60＝300（盒） 
（2）60÷5＝12（盒） 
（3）60＋5＝65（元） 
（4）60×5＝300（元） 

 
（  ）3.下列哪一項是7×12＝84（元）的

問題？ 
（1）小華有7元，小明有12元，兩人共

有多少元？ 
（2）小明有12元，小明的錢是小華的7

倍，問小華有多少元？ 
（3）小華有7元，小明有12元，問兩人

相差幾元？ 
（4）小明有 7元，小華的錢是小明的12

倍，問小華有多少元？ 

二、鬧鐘一個350元，是鉛筆盒價錢的7 
倍，問鉛筆盒一個賣多少？ 

 
（  ）1.哪一項的說明是對的？ 
（1）鉛筆盒比鬧鐘貴。 
（2）350元可以買7個鬧鐘。 
（3）350元可以買7個鉛筆盒。 
（4）鬧鐘比鉛筆盒便宜。 

 
（  ）2.哪一項是本題正確的解答？ 
（1）350÷7＝50（元） 
（2）350×7＝2450（元） 
（3）350－7＝343（元） 
（4）350＋7＝357（元） 

 
（  ）3.下列哪一個圖是錯誤的？ 
（1）○＝□+□+□+□+□+□+□        

1個鬧鐘       7個鉛筆盒 
 

（2）○ × 7 ＝   □ 
7個鬧鐘        鉛筆盒×1 
 

（3）○  ＝ □×7 
 鬧鐘×1        鉛筆盒×7 
 

（4）350元  ＝  □ ×7 
鬧鐘              7個鉛筆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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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認知解題策略訓練課程 

單元名稱 
解  題 

Montague 
成  分 
Mayer 

後設認知 
成分 

運用認知 
策略 

教學目標 

說文解字 
1.閱讀 
2.轉譯 

1.問題 
  轉譯 

1.選擇注意 
2.自我監控 
3.自我修正 

1.瀏覽 
2.調整閱讀速度 
3.重讀 
4.重述題意 

1.對問題的瞭解 
2.確定解題目標 

抓鬼 
特攻隊 

1.轉譯 
2.圖示 

1.問題 
轉譯 

2.問題 
整合 

1.選擇注意 
2.組織訊息 
3.自我監控 
4.自我修正 

1.分析問題結構 
2.問題分類 
3.去除無關訊息 
4.繪圖、畫數線 

1.確定已知數、未

知數及其關係 
2.運用外在表徵 

出題高手 
1.轉譯 
2.圖示 
3.假設 

1.問題 
轉譯 

2.問題 
整合 

1.組織訊息 
2.策略使用 
3.自我監控 

1.問題分類 
2.回憶相關概念 
3.轉述題意 

1.瞭解文字敘述與

符號轉譯之關

係 
2.運用試題結構  
加以分類 

鐵口神算 
1.圖示 
2.假設 
3.估計 

1.問題 
整合 

2.計畫 
監控 

1.策略使用 
2.自我監控 
3.自我測試 

1.回憶相關概念 
2.擬定解題計畫 

1.決定解題之步  
驟、運算符號 

2.計畫解題程序 

小偵探 

1.估計 
2.計算 
3.檢查 

1.計畫 
監控 

2.解題 
執行 

1.策略使用

2.自我監控

3.自我測試

1.回憶相關概念

2.擬定解題計畫 
3.統整運用解 
歷程 

1.依計畫執行解

題步驟 
2.回顧解答並驗

算之 

百戰百勝 

1.閱讀 
2.轉譯 
3.圖示 
4.假設 
5.估計 
6.計算 
7.整合 

1.問題 
轉譯 

2.問題 
整合 

3.計畫 
監控 

4.解題 
執行 

1.選擇注意 
2.組織訊息 
3.策略使用 
4.自我測試 
5.自我監控 
6.自我修正 

1.瀏覽、重讀 
2.調整閱讀速度 
3.轉述題意 
4.繪圖、劃數線 
5.去除無關訊息 
6.分析問題、回 
憶相關概念 

7.擬定解題計畫 
8.統整運用解題 
歷程 

1.統整解題歷程並

運用各種解題

策略 
2.遷移認知解題策

略於新問題

中，以成為解

題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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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後設認知與動機信念訓練課程 

單 元 
名 稱 

後設認知 
成分 

動  機  成  分 教  學  目  標 

數學學習 
成長營 

1.設定目標 
2.自我評鑑 
3.自我覺知 

1.自我效能 
1.瞭解本研究之目的、計畫及 
課程實施方式。 

2.訂定學習目標與學習計畫。 

數學急救站 
1.自我評鑑 
2.自我檢核 
3.自我調整 

1.內在價值 
2.成就動機 
3.自我肯定 

1.增進自我對學習的瞭解，並 
肯定自我的能力與成就。 

2.學習自我激勵的正向語言。 

記憶大考驗 

1.組織訊息 
2.策略使用 
3.自我監控 
4.選擇注意 

1.自我效能 
2.成就動機 

1.學習各種策略之使用時機， 
監控學習歷程。 

2.學習集中注意，專注傾聽。 

潛能大考驗 

1.組織訊息 
2.自我評鑑 
3.自我覺知 
4.自我測試 

1.內在價值 
2.成就動機 
3.自我效能 

1.增進推理、聯想思考之能

力。 
2.瞭解他人、瞭解自己，增進 
我能力的覺知。 

壓力大考驗 

1.自我預測 
2.自我監控 
3.自我測試 
4.自我修正 

1.自我效能 
2.成就動機 

1.增進克服數學學習焦慮之能 
力。 

2. 增進自我評估與時間監控之 
能力。 

問題大考驗 

1.選擇注意 
2.組織訊息 
3.策略使用 
4.自我測試 
5.自我監控 
6.自我評鑑 

1.內在價值 
2.成就動機 
3.自我效能 

1. 統整解題歷程並運用各種解 
題策略。 

2.增進問題解決應用之能力。 
3.學習自我發問之思考方式。 
4.提昇自我肯定的解題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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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漸進提示中介訓練課程（部份） 

題      目 提 示 指 導 語 

【例題一】 
鬧鐘一個180元，隨身聽一台的價錢是鬧

鐘的5倍，問一台隨身聽賣多少元？ 
 

【提示0】 
﹒小朋友，請你將題目看完，然後在答案欄1
中作答。 
（若完全做對了，教師於成績欄1中打ν） 
﹒你做對了，非常好，我們繼續進行第二題，

請翻頁。 
 

 
（若錯了，請進行提示1） 
 
 
【提示1】 
﹒小朋友，你很用心作答，但是有些地方疏忽

了，請你將題目再仔細看一次，然後重新做一

次，試試看，加油！ 
（若做對了，教師於成績欄2中打ν） 
﹒你做對了非常好，我們繼續進行第二題，請

翻頁。 
（若錯了，請進行提示2） 

【提示2】 
﹒請你告訴老師，鬧鐘一個多少元？ 
（學生回答） 
﹒那隨身聽的價錢是鬧鐘的幾倍？ 
（學生回答） 
﹒要知道隨身聽的價錢，應該用什麼方法算

呢？ 
 

（學生回答正確，請於計算區3作答） 
﹒很好，請你在第3格中作答。 
（若做對了，教師於成績欄3中打ν） 
﹒你做對了，非常好，我們繼續進行第二題，

請翻頁。 
（學生回答錯誤、做錯，請進行提示3） 

【提示三 例題】 
 鉛筆1枝賣5元，原子筆1枝的價錢是鉛筆

的3倍，問原子筆1枝要多少元？ 
 
【提示3】 
﹒老師先教你一題簡單的類似題目。 
（念題目）鉛筆一枝5元（畫線）原子筆是鉛

筆的3倍（畫線），要問原子筆的價錢（畫

線）。 
 

﹒1枝原子筆的錢可以買3枝鉛筆 
原子筆=鉛筆+鉛筆+鉛筆 
﹒所以要將鉛筆的錢乘以3倍，即： 
5×3＝15 ，答案是15元。 
﹒好，現在請你在第4格中作答。 
（若完全做對了，教師於成績欄4中打ν） 
﹒你做對了，非常好，我們繼續進行第二題，

請翻頁。 
（若錯了，請進行提示4） 

【提示4】 
﹒老師教你這一題該怎麼算。 
﹒（念題目）鬧鐘一個180元（畫線）隨身聽

是鬧鐘的5倍（畫線），要問隨身聽的價錢

（畫線）。 
﹒1台隨身聽的錢可以買5個鬧鐘 
 隨身聽=鬧鐘+鬧鐘+鬧鐘+鬧鐘+鬧鐘 

﹒所以要將鬧鐘的錢乘以5倍，即： 
 180×5＝900 ，答案是900元。 
﹒這一題學會了嗎？ 
﹒好，現在我們繼續進行第二題，請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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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Experiment for Low Mathematical 
Achievement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 the 

Instruction of Word Problem Solving 
 
 

FU-CHIH SUN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1) to design the synthesize-problem-solving 
training course that includes metacognition, motivation-belief, and the cognitive problem 
solving strategies and, further, to help students learn mathematics word problem solving. 
(2) to design the graduated-prompting-procedure training course that includes instruction 
of problem solving and assessment and, further, to improve effects of individual remedial 
instruction. 

The sample of this study including 30 lower mathematical achievement students, was 
selected from 6 general classes of one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chung County. 
Measurements of this study include (1) the test of word problem solving (2) the scale of 
metacognition (3) the scale of motivation-belief (4) the transfer-posttest of word problem 
solving. Above measurements were used to assess students' abilities concerning 
mathematics and word problem solving.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one-way ANCOVA,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For lower mathematical achievement students, there are significant effects in 

performance of word problem solving, transfer-posttest and maintenance stage, 
after the instruction of the synthesize-problem-solving training course. 

2.For lower mathematical achievement students, there are significant effects in 
performance of word problem solving, transfer-posttest and maintenance stage, 
after the instruction of the graduated-prompting-procedure training course. 

3.For lower mathematical achievement students, there are nonsignificant effects in 
performance of metacognition and motivation-belief after the instructions of either 
synthesize-problem-solving training course or graduated-prompting-procedure 
training course. 

4.For lower mathematical achievement students, in performance of maintenance stage 
there are more significant effects after the instructions of synthesize-problem-
solving training course than graduated-prompting-procedure training cours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some suggestions were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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