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 年度數學教育社群薪火相傳暨論文寫作研習 

109 年 9 月 4 日-9 月 5 日議程 

108 年 9 月 4 日(星期五)第一天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 溪頭 

09:30-11:00 報到與搭車前往溪頭 劉柏宏教授 烏日高鐵站 

11:00-11:10 開幕式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郭伯臣司長 

姚如芬教授 臺大溪頭教育中心 

紅樓 201會議室 

11:10-12:10 

 

研究計畫審查要點提醒 

講者：吳昭容教授 

研究計畫撰寫心得分享 

講者：林勇吉教授 

徐偉民教授  

12:10-13:10 午餐  餐廳樓 

13:10-13:40 數學教育學門 SIG 小組簡介 

各 SIG 組長 

劉柏宏教授  

13:40-14:30 論文投稿經驗分享 

講者：張宇樑教授 

袁媛教授  

14:30-14:40 茶敘/中場休息   

14:40-15:40 論文寫作工作坊(1) 

Understanding the Design of Technology-Integrated 

Lessons of Secondary Preservice Mathematical Teachers in 

a New Curricular Era in Taiwan 王婷瑩  

陳致澄教授  

15:40-18:30 各組 SIG 交流討論 I/辦理住宿入住  各 SIG組長  

18:30-20:00 晚餐  餐廳樓 

 

109 年 9 月 5 日(星期六)第二天 

時間 活動 主持人 溪頭 

08:30-10:00 各組 SIG 交流討論 II 各 SIG組長  

10:00-10:50 專題演講 

講者：楊德清教授 

施淑娟教授 紅樓 201會議室 

10:50-11:00 茶敘/中場休息   

11:00-12:00 

 

論文寫作工作坊(2) 

微積分學生對函數極限的迷思概念與解題困張子貴 

吳慧珉教授  

12:00-12:20 綜合討論 姚如芬教授  

12:20~14:30 午餐  福林餐廳 

14:30~16:30 SIG 交流討論 III/前往烏日高鐵站 劉柏宏教授  

16:30 賦歸*   

 



 

 
研究計畫審查

要點提醒 
 

講者：吳昭容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9/4 11:10-12:10 
 



研究計畫審查要點&提醒
吳昭容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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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種類

• 愛因斯坦培植計畫

• 哥倫布計畫

• 沙克爾頓計畫

• 學術攻頂研究計畫

• 曜星研究計畫

• 跨領域整合型研究計畫

• 探索研究計畫

• 自由型卓越學研計畫

• 特約研究計畫

• 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 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 全國性學術團體辦理學術推廣業務

• 人文社會專書寫作計畫

• 人文社會經典譯注計畫

• 人文社會學者國內訪問研究方案

•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

• 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

• 科普產品製播推廣產學合作計畫

• 鼓勵女性從事科學及技術研究專案計畫

• 鼓勵技專校院從事實務型研究專案計畫

• 科技部研究計畫產學加值鼓勵方案(ARRIVE方案)

• 融合式跨領域研究實驗專案計畫

搜尋路徑：科技部首頁/學術研究補助獎勵辦法與表格/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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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 專題計畫類別有兩類：一般計畫、新進人員計畫

• 評分配比不同(計畫內容vs. 成果績效)，見p. 8

• 人文司優予新進學者核給多年期計畫，見p. 5

• 新進學者(獲博士學位或到任)三年內，有一次機會隨到隨審

• 計畫型別有兩類：個別型、整合型
• 整合型的評分重點：個別計畫+整合狀況，見p. 7

• 至少須有三項子計畫審查通過，才能以整合型研究計畫補助。

• 審查通過之子計畫數若未達標準，改以個別型專題研究計畫核定之。

109 年 7 月 6 日綜合規劃司

3

審查作業流程：1.推薦初審委員

•初審委員由複審委員推薦人員，由複審會決議排出初審
委員邀請名單與順序，唯需依迴避原則。

•初審委員依學術專業，就計畫內容及研究成果進行實質
審查，並提出初審意見。

•每案至少2位初審委員進行書面審查。

•初審意見送申請人補充回應之措施，自107年度已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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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作業流程：2.複審
1.複審會前置作業：

(1)複審委員就其主審案件進行複審，除對初審意見及成績是否客觀、公正、審慎
等表示意見外，並得建議補助經費。

(2)學門召集人、共同召集人及複審委員，其申請案之複審另辦理。

2.複審會：
(1)辦理研究計畫之複審。

(2)綜整初審委員審查意見，經綜合討論及研判，建議研究計畫核定結果。

3.二件以上計畫之核定原則：
• 以補助一件為原則。於同一年度內申請、執行二件以上研究計畫，其計畫之成
績排序均在通過案件前20%者，始考慮核定一件以上之計畫。 (自107年6月1日移
入人文司之科學教育領域申請案，其核定原則另行處理。)

• 計畫通過年數與經費額度，依成績排序與實際申請核定。(人文司106年起對新進
學人皆優予核給多年期計畫，其申請多年期者，屬通過前20%者核給2至3年計畫；屬
通過前20~80%者核給2年計畫；屬通過之後20%者核給1年計畫。) 5

審查作業流程：3.提行政會議

• 推薦補助之案件提本部行政會報決議通過，

• 未獲推薦之案件由綜合規劃司通知申請機構。

• 未獲核定補助者，得依專題研究計畫評審申覆作業要點提出申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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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審查重點
• 個別型研究計畫：

• 計畫主持人研究表現與執行計畫能力(針對CM301、302、303、NSCH01)

• 計畫主題之重要性與創新性

• 研究內容與方法之可行性

• 預期完成之項目成果

• 經費與人力之合理性(針對表 CM05-CM13)

• 整合型研究計畫：除上述之外，尚包括(針對表CM04)

• 整合之必要性(總體目標、整體分工合作架構、各子計畫間之相關性及整合程度)

• 人力配合度(總計畫主持人之協調領導能力、各子計畫主持人之專業能力及合作諧
和性)

• 資源之整合(各子計畫所需各項儀器設備之共用情況及研究經驗與成果交流構想等)

• 申請機構或其他單位之配合度

• 整合後之預期綜合效益。
7

(針對表CM01、02、03)

數學教育學門初審評分參考原則
(一)評分之配比分一般計畫、優秀年輕學者計畫、新進學者計畫三種

重視原創性(innovation)及成果效益(impact)

(二)審查評分等級：極力推薦：85 分以上 推薦：80 分~84 分
勉予推薦：75 分~79 分不予推薦：未達 75 分

109 年 2 月 4 日通過

評分項目 審查重點 一般計畫 優輕學者 新進學者

計畫書內容 1.研究主題之重要性或原創性、在學術或應用上之價
值或影響(30%/40%) 

2.對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之掌握及評述(20%) 
3.研究方法與執行步驟之可行性及創新性(10%) 

60% 60% 70%

研究績效 計畫主持人代表性研究成果之創見及對學術、實務或
社會之重要貢獻 ※以《科技部人文司專題研究計畫
主持人代表性研究成果表》及依該表所上傳之代表性
研究成果為審查依據

40% 40% 30% 

初審意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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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教育學門評分參考原則（續）

(三)計畫書內容之評審：請特別著重研究主題之重要性或原創性、在
學術或應用上之價值或影響，鼓勵研究人員摒棄跟隨式之研究主
題及過分重視論文發表的心態，追求計畫研究主題的創新與價值。

(四)研究績效之評審：請以《科技部人文司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代表
性研究成果表》及依該表所上傳之 10 年內代表性研究成果為審
查依據。

(五)審查意見應力求具體、詳細並請提供建設性建議。評分應與審查
意見一致，請勿出現分數與評語矛盾之情形。若所審案件有涉及
違反學術倫理之虞時，請審慎求證並注意審查意見之措辭。審查
意見將抄送主持人參考，提供其研究進行或提出申覆時之參考。

(六)為培育新進研究人員及維持學門永續發展，對於任職五年內之新
進研究人員，請適度給予鼓勵及儘量提供長期且充分的研究資源。

9

初審與複審意見表
• 複審表類似初審表，複審成績可以
1.維持原分數或2.調整分數

• 有「最近依其專題計畫研究成果報告之品質」
極優 優 良 可 差

• 對多年期計畫需「審慎判斷其執行期限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不推薦 1 年 2 年 3 年 4 年 5 年

• 「如有共同主持人，請審慎判斷其必要性並請務必說明理由」
不必要 部分必要（請勾選必要之共同主持人） 全數必要

• 「本案如為連續性計畫，截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該計畫是否
已完成預定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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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審與複審意見表(續)

• 「是否必須檢附研究倫理審查相關文件？」

• 涉及人體研究，應檢附醫學倫理委員會或人體試驗委員會(IRB)
核准文件。若未能於申請時提交者，需先提交已送審之證明文件，
並於六個月內補齊核准文件。

• 涉及人類研究應檢附研究倫理審查(REC)之證明文件。人文司規
範，需於計畫執行前繳交已送倫理審查之證明文件。

• 倫理審查費用可於計畫項下核銷。

11

怎樣才會有好的審查評分？
• 計劃書和論文類似，是作者用來與讀者對話與說服的載體。

• 回到p. 8，重視innovation and impact，留意評分項目與審查重點

• 盡量在前兩頁清楚論述研究目的，並展現創新及價值

• 通篇要展現對主題的掌握度，讓審查者相信能達成成果效益

• 多年期計畫的規模、邏輯性、工作項目具關連、經費編列確實

• 別想以長取勝，不宜超過人文司規定30/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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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撰寫

心得分享 

 

講者：林勇吉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9/4 11:10-12:10 
 



109年度數學教育學門薪火相傳暨SIG分享與論文寫
作研習營:

研究計畫撰寫心得分享

林勇吉

清華大學數理教育所

目標

•分享自身的撰寫經驗



總結

•策略1. 從研討會的演講，啟發研究靈感

•策略2. 藉由擴展研究的向度，提升研究的價值與重要性 (但要在
自己能負荷的範圍內)

•策略3. 三年期計畫的規劃：由小至大，環環相扣

•策略4. 國外有但台灣卻沒有的研究，可以善用文化差異論點

•策略5. 研究要完全創新很難，從中新增或改變一些元素，就可以
讓它有新意

•策略6. 計畫發想過程中，可以將四個關鍵元素寫下來，幫助自己
思考

總結

•策略7. 國外數學教育的相關新聞可以啟發研究靈感

•策略8. 參考別的領域，可以幫助發想研究主題

•策略9. 請教專家或進行預試都可以幫助研究計畫寫得更細緻與更
實際

•策略10. 善用小標凸顯重要內容: 條列式

•策略11. 由下而上的文獻探討寫法：文獻資料庫

•策略12. 使用checklist幫助確認研究計畫撰寫(品質)



參考資料

•歷年薪火相傳研習手冊
• 108年 https://mostmathedu.weebly.com/writing-108-485481.html

• Thomas, D. R., & Hodges, I. D. (2010). Designing and managing your 
research project: Core skills for social and health research. London, : 
SAGE Publications Ltd doi: 10.4135/9781446289044

歷年研究計畫

• 104 畫一位數學教師之研究:藉由繪圖分析職前數學教師的信念

• 105  教師覺察力之研究

• 108 利用虛擬教室促進教師發展數學教學之覺察力



104畫一位數學教師之研究:藉由繪圖分析
職前數學教師的信念
•研究主題：數學教學信念

•研究目標：透過教師的課室繪圖分析職前教師的數學教學信念

•亮點：繪圖 (新的研究方法)

•價值/重要性：創新研究方法 (舊方法的缺點)

104畫一位數學教師之研究:藉由繪圖分析
職前數學教師的信念
•取材：研討會中聽到蔡今中老師的演講：透過繪圖分析學生對學
習的想法)

•初步文獻探討：學生畫科學家的研究最普遍(反映學生對科學的想
法)、數學少

•有預試



策略1. 從研討會的演講，啟發研究靈感

104畫一位數學教師之研究:藉由繪圖分析
職前數學教師的信念
• 研究主題：數學教學信念
• 研究目標：
• 1. 透過教師的課室繪圖分析職前教師的數學教學信念
• 2. 比較國中與國小教師的差異
• 3. 比較學生與國中/小教師的差異
• 亮點：繪圖 (新的研究方法)
• 價值/重要性：
• 1. 創新研究方法 (舊方法的缺點)
• 2.不同學習階段的差異
• 3.師生整體的比較 (文獻支持：信念由師生共建)



策略2.藉由擴展研究的向度，提升研究的價值
與重要性 (但要在自己能負荷的範圍內)

104畫一位數學教師之研究:藉由繪圖分析
職前數學教師的信念

•研究方法
•具體的分析架構
•具體的訪談問題
•範例



105  教師覺察力之研究

•研究主題：數學教學覺察力

•研究目標：

• 1. 比較使用不同媒體(影帶、動畫、漫畫)進行教師覺察力評量的
差異

• 2. 設計教材教法課程提升職前教師數學教學覺察力

• 3. 探討教師覺察力和各個項度間(背景、知識、信念、教學)的關
聯性

•亮點：教師覺察力是相對新的議題

策略3.三年期計畫的規劃：由小至大，環
環相扣

延伸 (應用):
評量效用的
放大

擴展 (發
展):使用
評量

基礎 (開
發):開發
/檢驗評
量



105  教師覺察力之研究

•價值/重要性：

• 1. 教師覺察力具有文化差異，本土研究有重要意義

• 2. 三種不同媒體評量的整體性比較

• 3. 提升教師覺察力課程設計的相關研究較少

• 4. 文獻提出影響教師覺察力的模型，但是真正去驗證模型假設的
研究較少

策略4.國外有但台灣卻沒有的研究，可以
善用文化差異論點

This Photo by Unknown Author is licensed under CC BY-SA



105  教師覺察力之研究

•取材：擔任國外博後經驗：

• 1. 使用動畫於教師知識、教師決策的研究；

• 2. 比較影帶與動畫的差異

•初步文獻探討：三個研究主題其實都有相關類似的研究，但數量
非常少(1-2篇)

•修改：

• 1. 新增覺察力(定義)項度-對教科書的覺察力

• 2. 新增評量項度 (注意+解釋)

• 3. 新增多媒體評量比較項目

策略5.研究要完全創新很難，從中新增或
改變一些元素，就可以讓它有新意



研究計畫的4個核心關鍵元素

•研究主題

•研究目標

•支持本研究的理由 (重要性、價值)

•研究方法 (程序、工具、分析方式、對象)

策略6.計畫發想過程中，可以將四個關鍵
元素寫下來，幫助自己思考



撰寫流程

醞釀期

• 設想研究主
題

準備期

•蒐集文獻

•釐清可能問題

•請教專家

•預試

撰寫期

• 前言

• 文獻回顧

• 研究方法

醞釀期:設想研究主題

•評估自身的興趣與優勢
• 興趣：多媒體、圖像、科技
• 優勢：發散思考、歸納與組織文獻 (e.g., 研究方法學、能接觸特殊樣本、
人力優勢…)

•計畫的亮點
• 創新性 (方法的創新?主題的創新?解決何種重要問題?跨領域)
• 樣本很大
• 研究時間很長
• 難度很高：重要但沒人願意做的研究

•主題的取材
• 文獻、研討會、演講、國外新聞、其他領域 (e.g., 科教)



https://observatory.tec.mx/edu-news/mathematics-requires-restructuring



策略7.國外數學教育的相關新聞可以啟發
研究靈感
•學生遠距教學時，評量作弊-->改變對評量的科版印象，開發遠距
專用的評量 (e.g., 可以open book或是方式的改變)

•主流教學方式的變革：遠距教學 (課程內容或結構上的改變、彈
性)



策略8.參考別的領域，可以幫助發想研究
主題
•仿科教四階段評量，應用於數學教育中

•應用社會學的觀念於數學教育中：social mathematics norm

準備期:

•蒐集文獻

•釐清可能問題

•請教專家

•預試



策略9.請教專家或進行預試都可以幫助研
究計畫寫得更細緻與更實際

This Photo by Unknown Author is licensed under CC BY

撰寫流程

醞釀期

• 設想研究主
題

準備期

•蒐集文獻

•釐清可能問題

•請教專家

•預試

撰寫期

• 前言

• 文獻回顧

• 研究方法



撰寫前言

•一般採用漏斗形寫法

•凸顯：價值、重要性、研究缺口

•善用小標凸顯重要內容:條列式

策略10.善用小標凸顯重要內容:條列式

• (5) 影帶是培養覺察力的良好工具，但有限制性

• (6) 只有「影片」介入式 (video-based intervention)覺察力培育活
動是不夠的：要與現場教學現場教學經驗緊密連結

• (9) 研究缺口 (二)：不同類型多媒體的對培育教師覺察力有何差異 ?



撰寫文獻探討

•先擬定大綱

•表格協助統整

撰寫文獻探討-由下而上的寫法 (歸納重點)

•歸納重點

•先對文獻進行廣泛的閱讀

•歸納與組織這些文獻重複主題或重要的內容

•給這些歸納的內容適當的標題

•思考自己的論文，將這些內容放到適當的段落

•持續的修改

•好處：文獻內容的差異性、共同性可立即掌握、幫助自己擴展或
組織文本

•缺點：有些內容不需要



策略11.由下而上的文獻探討寫法：文獻資
料庫

This Photo by Unknown Author is licensed under CC BY

撰寫研究方法

•表格精要呈現內容與各年段研究目的的對應

•資料分析細節的描述 (想像成自己真的要去收集資料)

•分析架構具體細節的描述

•甘梯圖 (Gantt chart timeline)



策略12. 使用checklist幫助確認研究計畫撰
寫

策略12. 使用checklist幫助確認研究計畫撰
寫
•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 > 審查參考原則與表格

https://www.most.gov.tw/hum/ch/detail?article_uid=d363f9c6-e71e-419a-a6e0-
dc4f8332c115&menu_id=17839361-025a-4a25-88c6-c5cbb52605bf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論文投稿經驗

分享 

 

講者：張宇樑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 

 

9/4 13:40-14:30 
 



論文投稿經驗分享

張 宇 樑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

中華民國109年9月4日於台大溪頭教育園區

2020數學教育社群薪火相傳暨論文寫作研習

數學教育領域期刊

SSCI/TSSCI級期刊投稿經驗

如何尋找適合的期刊？

數學教育領域期刊
 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JRM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IJSME]

 Educational Studies in Mathematics [ESM]

Mathematical Thinking and Learning [MTL]

 ZDM Mathematics Education [ZDM]

 Journal of Mathematics Teacher Education [JMTE]



數學教育領域期刊

如何尋找適合的期刊？(續)

一般教育領域期刊
 The Asia-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er [TAPER]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 [APER]

 Scopus 資料庫所收錄之國際期刊

 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 [ESCI]

 TSSCI級期刊
科學教育學刊[期刊網址]

台灣數學教育期刊 [期刊網址]

教育與心理研究 [期刊網址]

課程與教學季刊 [期刊網址]

由期刊審稿經驗談起

SSCI級期刊審稿經驗

到底審查人如何看我們投稿的稿件？

數學教育領域期刊

 8 reasons of acceptation               [連結]

 8 reasons of rejection                    [連結]

 Review Guidelines 1                      [連結]

 Review Guidelines 2

研究評析Research Evaluation



投稿的起點?!

From~~ 研究計畫內容和成果

What’s your storyline？

誰是主角？

引人入勝的情節是？

達成目標的策略是？

與眾不同的是？

文章的精髓?!

From~~ 研究計畫內容和成果

 Outline of the Story

 A logic line….貫穿整篇文章

 Pith/essence for readers

to penetrate the whole story？

 Simple or complicated？

A process or a case？

 Talk to someone, is it a good story？



論文投稿審稿

期刊投稿與審稿經驗

一篇學術期刊論文有哪些重要內涵？

孰輕孰重呢？

緒論—動機與目的

理論基礎/文獻探討

研究設計

研究結果呈現

綜合討論與建議

論文結構剖析與實例說明

我的寫作經驗

動機(緒論)怎麼寫？

 Possible outline first

可先寫出目的與問題(初稿)

重要性論述

缺陷(deficiency)論述



論文結構剖析與實例說明

我的寫作經驗

理論基礎/文獻探討要寫多少才夠呢？

先寫文獻章節

理論完整、文獻充足

理論較不完整/間接的、文獻較少

量化 and/or 質化

「第一次(篇) 」與「後續發表」

論文結構剖析與實例說明

我的寫作經驗

研究設計很重要！

配合目的問題及文獻、連結到結果

量化研究—研究工具、教學設計

調查研究工具之編製與信效度

準實驗研究操弄—教學設計實驗

質化研究

情境/個案選擇

資料分析

混合方法取向Mixed Methods Approaches



論文結構剖析與實例說明

我的寫作經驗

資料分析與結果呈現 [The Story]

 Outline of results, 結果如何獲得

 [量化研究]標準化呈現

逐一回應研究問題

 [質化研究]

研究結果乃原有理論的延伸

描述思維/行為轉變歷程

論文結構剖析與實例說明

我的寫作經驗

綜合討論呢？

討論要分開寫嗎？

比較異同而已？或為後續研究鋪路？

回應與對話—延續文獻探討的價值

量化 and/or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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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小組簡介 
講者：各 SIG組長 

 

9/4 13:10-13:40 
 































 

 
專題演講 
講者：楊德清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終身特聘

教授兼副校長） 

 

9/5 10:00-1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