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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人文司科學教育領域專題研究計畫學門規劃重點研究項目 
109/10/30 

一、數學教育學門（學門代碼：HSS01） 

本學門參酌國際趨勢及國內社會需求，提供給數學教育學者以及數學、科技、

教育等跨領域的學者，針對數學課程與教學、數學學習與評量、數學素養與數學

文化、數學師資培育及教師專業發展、資訊科技輔助數學教育、東協及南亞國家

數學教育或十二年國教等主要議題，進行系統與長期性的研究；涵蓋的年級階段

為學前、小學、中學與高等教育，涵蓋的對象範圍為本國及本國以外地區之幼兒、

中小學生、大學生、研究生、職前教師、在職教師、乃至師資培育者。本年度規劃

六個重點議題，每個重點議題各自包含重點項目及計畫要求，其中東協及南亞國

家數學教育之研究議題是目前政策鼓勵的方向，內容詳述如下： 

 

（一）數學課程與教學相關研究議題（重點代號：101） 

課程與教學是數學教育界關心的重要議題之一，因為國家課程的發展與實施

和教學的品質與成效息息相關。近年來世界各國日益重視國際間數學表現的評比

結果，進而比較各國在課程訂定、教科書內容編排與教學實施方式的差異。雖然

我國學生數學表現的國際排名很好，但是學生之間數學成績高低的差異卻有越來

越大的趨勢，且學生普遍有不喜歡數學以及學習自信低落的情況。這顯示我們一

方面需要思考如何將低分群的學生帶上來，縮短數學學習的落差，另一方面需要

思考如何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自信，以增加學生未來繼續往數學相關領域發展

的機會。此外，為了具備未來高科技經濟的發展需求，如何培養學生整合數學與

其它學科（例如科學、工程、科技、藝術或閱讀等，即STEM、STEAM或STREAM）

的素養，也是備受關注的議題。再加上十二年國教中強調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

更突顯數學課程與教學議題的重要。因此，本項目研究計畫鼓勵針對幼兒、國小、

國中、高中或大學任一階段，深入研究與開發數學課程、教材與教學，並探討相

關的實施成效。本項目規劃重點如下： 

 

1. 發展與設計有效率、有特色的數學課程與教材，用以發掘學習潛力和發展

學習能力、培養問題解決、高層次思考與論證推理等數學素養或跨學科的

素養（STEM、STEAM、STREAM）。（重點代號：101.1） 

2. 探討適合低成就學生、資優生、弱勢學生及多元文化學生學習數學的教材與教

學模式。例如：診斷、奠基、補救、解題、探究、臆測、建模、閱讀與寫作、

文化回應等教學模式。（重點代號：101.2） 

3. 配合 12 年國教的數學課程，探討各階段（幼稚園至小學、小學至國中、國中

至高中、高中至大學）銜接課程對學生數學學習影響之研究。（重點代號：101.3） 

4. 探討大學各學院所需的數學及其教學的研究。（重點代號：101.4） 

5. 針對數學概念、數學能力或數學學習力的縱貫性課程、教材與教學的設計與發

展研究。（重點代號：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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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數學課程發展與實施計畫之評鑑研究，可包含形成評鑑、過程評鑑及成果評鑑。

（重點代號：101.6） 

7. 針對數學課程的不同面向，包括書寫課程、意圖課程、實施課程等進行探討，

並檢驗不同面向課程之間可能的落差，以及對學生數學學習影響的研究。（重

點代號：101.7） 

 

 

（二）數學學習與評量相關議題的研究（重點代號：102） 

學生的數學認知與情意發展，是數學課程安排與教學設計的依據，也是數學學習成

效監控的重要指標。因此，本重點主要聚焦於以多元方法探討學生的數學認知運作歷程

及有關提升動機、自我效能等情意面向的研究議題。另外，我國學生數學表現的落差嚴

重，瞭解數學學習有特殊需求之學生的認知特性與情意因素，以有效協助這類學生的數

學學習及發展，亦為本重點所關注。學生的數學認知與情意面向的評量，不僅提供國民教

育改革成效的指標，同時也是國際評比的關注焦點，因此因應教育體制變革所產生的評量

方法，發展適合評量學生的數學認知與情意發展之評量工具，鼓勵運用全國性或國際性資

料的分析與詮釋，也是本議題的規劃重點。本議題的研究規劃重點如下： 

 

1. 應用行為科學或認知神經科學等多元方法探究學生的數學認知與學習特徵或

歷程，包括其與多元能力間的關連。（重點代號：102.1） 

2. 針對數學的解題、閱讀、寫作、推理、建模、臆測、論證、溝通、素養、創造

等高層次數學能力，界定其內涵、發展評量工具或方法，以探討學生高層次數

學能力的發展與學習。（重點代號：102.2） 

3. 針對數學學習的動機、自我效能、目標導向、成敗歸因、數學態度等情意因素，

界定其內涵、發展評量工具或方法，以探討學生的數學情意表現，或其與學習

表現的關係。（重點代號：102.3） 

4. 探討低成就學生、資優生、弱勢學生及多元文化學生的學習特性，或發展適合

這些特殊需求學生的數學學習或評量工具。（重點代號：102.4） 

5. 發展評估數學課室學習成效的評量工具及多元評量方法。（重點代號：102.5） 

6. 分析與詮釋大型資料庫中學生的數學認知與情意的表現。（重點代號：102.6） 

計畫要求： 

1. 要具體說明研究的獨特性及原創性。例如：形成新興議題、創新研究方法、檢 

驗與修改理論、建立模式等。 

2. 要具體說明依據之理論觀點與計畫議題之相關性。 

3. 要論述研究設計、資料蒐集方法，以及研究工具的有效性。 

4. 若為開發新課程、教材與教學活動等，要提供如何評鑑其實施成效的方法， 

並在教學現場進行實地測試。 

5. 若為課程銜接性的研究，要符合當前教育制度與規範。 

6. 若為多年期計畫，要規劃具體之研究成果推廣方式。 

7. 要說明研究成果的貢獻及學術論文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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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探討認知負荷對數學學習與教學影響之相關議題。（重點代號：102.7） 

8. 探討改善低成就學生學習的方法與學習活動，強化補救教學並建立學習平台。 

（重點代號：102.8） 

 

 

（三）數學素養與數學文化相關研究議題（重點代號：103） 

數學是現代公民必備的基本素養之一，認識數學的社會性和文化面向有助於

讓數學學習從工具性的層次延伸到知識性的層次。近年國際數學成就與素養評比

發現，臺灣中學生在數學知識的認知與技巧方面表現不俗，但情意態度明顯低落。

原因之一可能是大部分學生只認識數學的工具性角色，沒有機會體驗它的社會性

與文化面向，導致無法察覺數學在個人生涯發展中所能發揮的價值。尤其自108年

開始實施強調素養導向的新課綱之後，教學現場面臨相當程度的改變與挑戰，而

新課綱的理念能否落實，取決於臺灣整體社會環境對於數學功能性的認知是否能

有新的思維與共識。目前國際間對於數學素養的定義、內涵與論述不盡相同，這

與世界各國內部的社會環境需求與價值觀有密切關係。而臺灣內部對於數學素養

的詮釋也有所歧異，因此必須發展出兼容並蓄的素養論述。本項的重點在於探究

各學習階段（小學、中學、大學、研究所）及全民的數學素養與數學文化相關的

研究議題。徵求計畫的重點如下： 

 

1. 探究與闡述國際間數學素養與數學文化的教育現況與研究趨勢，並檢視108新課

綱實施後在教學現場所產生的影響，以發展如何培養未來人才之研究與論述。

（重點代號：103.1） 

2. 發展檢測工具審視各階段職前與在職教師對數學素養與數學文化的認知程度。

（重點代號：103.2） 

3. 審視現行各階段教科書內容與培育學生數學素養與數學文化認知之關聯性，或是

進行國內外數學素養與數學文化教材之分析比較。（重點代號：103.3） 

4. 透過有效教學策略，例如閱讀、寫作、臆測、論證、建模、數據統計分析、歷

史文化素材，以提升學校內及學校外之全民數學素養與對數學文化之理解，（重

點代號：103.4） 

5. 開發增進量化分析能力之教材與教學策略並探究其成效，例如如何匯集數據、

解讀數據和運用數據，以用於回應或解決社會問題。（重點代號：103.5） 

計畫要求： 

1. 要具體說明研究的獨特性及原創性。例如：形成新興議題、創新研究方法、

檢驗與修改理論、建立模式等。 

2. 要具體說明預期的研究結果可以如何解決數學教育的議題及其必要性。 
3. 要具體說明依據之理論觀點或實徵論據。 

4. 要論述研究設計、資料蒐集方法，以及研究工具的有效性。 

5. 要說明研究成果的貢獻及學術論文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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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從歷史、社會、教育或文化觀點探討臺灣對於數學素養內涵的主體性論述，以

做為師資培育與學校教學之參考依據。（重點代號：103.6） 

7. 分析調查社會各行業所必需之數學素養相關知識與技能。（重點代號：103.7） 

 

 

（四）數學師資培育及教師專業發展研究（重點代號：104） 

教師在教材、學習、教學、和評量上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不僅是一位教學者

和學習者，也是研究者。以教師是教學者而言，其教導數學的專業知識影響著其

數學課堂的教學成效，因此，如何評量教師專業知能或探討數學教師教學知能如

何影響學生學習等重要的相關研究議題。就教師也是學習者來看，在職前培育、

實習輔導階段、或教師專業發展階段分別透過哪些培育課程、策略或方法等學習

機會或支持系統（例如教師社群組織運作系統）來提升教師教導數學的專業知能，

配合教育部推動的奠基活動師及設計師的培訓、奠基進教室共備師與設計師培訓，

是促進教師學習與發展的重要研究議題。而教師更是研究者， 探討教師如何顛覆

傳統的做法，透過教學實作，對課程、教學、評量作反思及配合教育改革，採用與

新興科技（如 STEM，STEAM、STREAM）或教學模組、或教學與評量整合等，

也是重要的相關研究議題。除了教師之外，本項的研究對象也涵蓋師培者或師培

研究者，可探討其角色與身份的轉變機制、或培育風格與教師專業發展的關係等

重要議題。綜言之，本項重點歡迎深入探討職前教師（師資生及實習教師）、在職

教師、實習輔導教師、種子教師（含數學領域召集人、地方或中央數學輔導團）、

師培者與師培研究者的學習與發展。除了教師層級涉及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

至研究所，需針對特定數學內容（數、測量、代數、統計等）、數學思維方法（臆

測、論證、推理等）、數學內容與思維的整合、或數學與其它領域的整合深入探討

研究。規劃重點如下： 
 

1. 數學教學相關的師資培育課程、教師的學習策略、教師的學習理論相關議題之

研究。（重點代號：104.1） 

2. 數學教學相關的專業知能包含專業知識、概念、信念、自我效能、與專業實作

能力等相關議題之研究。（重點代號：104.2） 

3. 數學教師專業發展及師資培育歷程、模式及成效之研究（含師培者或師培研究

計畫要求： 

1. 要具體說明研究的獨特性及原創性。 

2. 要有合適的理論基礎及清楚的研究架構，並詳述研究方法，尤其對研究中之

數學素養或數學文化的定義與內涵須有具體說明。 

3. 若使用或發展檢測工具時，要詳述其理論背景與架構，尤其信效度檢驗程序。 

4. 若以實徵研究開發教材時，要具備明確之教材架構與範例，並說明如何進行

教材回饋與檢驗。 

5. 要說明研究成果的貢獻及學術論文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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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成長歷程探討、設計師/共備師/活動師之師資培育模式特徵及師資培育成

效）、實習輔導專業發展與認證相關議題之研究。（重點代號：104.3） 

4. 教師數學課堂中教學實務相關議題之研究。（重點代號：104.4） 

5. 教師數學教學專業發展社群支持系統相關議題之研究。（重點代號：104.5） 

6. 教師數學教學專業知能評量相關議題之研究。（重點代號：104.6） 

7. 結合跨領域（STEM、STEAM或STREAM）或新興科技、教學模組、或教學與

評量整合等議題與數學教師的相關之研究。（重點代號：104.7） 

8. 探究具備數學專長與非數學專長之小學教師對數學知識認知或教學表現上之

差異。 

 

（五）資訊科技輔助數學教育相關研究議題（重點代號：105） 

資訊科技的創新與快速發展持續對人類的溝通（傳播）與認知方式造成深遠的

影響，從而也改變了數學的表徵形式、教學策略、學習方式以及評量方法，因此新興

資訊科技是改進數學教學與學習的重要驅力。資訊科技融入數學教學的方式大致上

可以分為計算處理、概念認知和問題探索三個層次，亦能為強調「創意」、「動手

做」與「解決問題」的數學創客教育提供多元適性的教學環境與媒材，進而提升學生

整合數學與其他領域（即STEM、STEAM、或STREAM）的未來關鍵能力與素養。

基於此，本項研究主要聚焦於探討如何開發及有效應用資訊科技以促進各階段學生

數學能力與素養的發展、提升數學教學效率並促進多元化教學模式、以及建立創新

的數學學習與評量方式等相關議題。藉由分析國內外數學數位學習相關研究趨勢，

及國內數學教育之需求，規劃重點如下： 

 

1. 發展或使用資訊科技促進學生學習數學解題、閱讀、寫作、推理、建模、臆測、

論證、溝通、創造與合作解題等高層次能力或素養之研究。（重點代號：105.1） 

2. 發展或應用資訊科技協助評量學生數學解題、閱讀、寫作、推理、建模、臆測、

論證、溝通、創造與合作解題等高層次能力或素養之研究。（重點代號：105.2） 

3. 人工智慧於數學教育應用之相關議題研究，例如：發展數學人工智慧教學系統、

數學語音或文字辨識系統，開發或應用數學適性學習與評量系統。（重點代號：

105.3） 

4. 使用資訊科技協助數學教育大數據之蒐集、採礦與學習分析之研究。 

計畫要求： 

1. 要具體說明研究的獨特性及原創性。例如：形成新興議題、創新研究方法、

檢驗與修改理論、建立模式等。 

2. 要具體說明依據之理論觀點或實徵論據。 

3. 要論述研究設計、資料蒐集方法，以及研究工具的有效性。 

4. 若與其他議題結合，要以教師的學習與發展為研究標的。 

5. 要說明研究成果的貢獻及學術論文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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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代號：105.4） 

5. 使用資訊科技發展悅趣化互動數學學習工具之研究。（重點代號：105.5） 

6. 使用資訊科技協助數學翻轉教室或數學磨課師 MOOCS 相關議題之研究。（重點

代號：105.6） 

7. 使用資訊科技以提升職前與在職數學教師數位化數學教學能力之研究。（重點代

號：105.7） 

8. 結合資訊科技研發培養數學素養的專題導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或跨領域課程，透過以適當的程式設計、3D 創意設計與列印等方法，涵

養學生的創客精神，進行「小創客」（young maker）人才培育之研究。（重點

代號：105.8） 

9. 數學創客教育的師資教育相關議題之研究。（重點代號：105.9） 

 

 

（六）東協及南亞國家數學教育之研究（重點代號：106） 

東協國家（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越南、緬甸、汶萊、柬

埔寨及寮國）及南亞國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尼泊爾及不丹）

文化發展過程中教育制度、評量機制、升學制度等改革措施等有相似與相異之處，

都是值得探討的議題。在當前為了配合國家新南向政策的發展方向， 及教育強調

在地化與全球化的趨勢，理解東協及南亞國家的數學教育研究與思考、同時協助

此些國家/地區數學教育的發展、並進一步尋求具文化特性的不同數學教育理論，

應有助於制定當前的國家發展政策及解決相關的教育問題。本項目以東協及南亞

國家數學教育之研究為目標，規劃重點包含： 

 

1. 東協及南亞各國數學教育的歷史發展及現況之分析比較。（重點代號：106.1） 

2. 東協及南亞各國數學課程標準（含教科書）之分析比較。（重點代號：106.2） 

3. 東協及南亞各國的數學課堂教學之分析比較，並發展具亞洲文化社會內涵之教

學模式或學習理論。（重點代號：106.3） 

4. 東協及南亞各國的數學學習評量制度及課堂評量之分析比較。（重點代號： 

106.4） 

計畫要求： 

1. 要具體說明研究的獨特性及原創性。 

2. 要具體說明如何使用資訊科技改善數學教育中的議題及其必要性。 

3. 要有合適的理論基礎及詳述研究設計、資料蒐集方法及過程，以及研究工具

發展的基礎。 

4. 要包含實證（實際資料）研究或在實際教學場域進行所開發工具或方法、課

程的試用及具體的成效評估。鼓勵較長期（三個月以上）或較大範圍（實驗組

二個班級以上）的真實場域實證研究。 

5. 要說明研究成果的貢獻及學術論文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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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東協及南亞各國學生在國內外的大型測驗資料的數學學習表現（概念發展、態

度、動機、或技能等）之分析比較，並探討東協及南亞各國在課室環境、教師特

質、學校營造等因素對學生數學學習效能的影響。（重點代號：106.5） 

6. 東協及南亞各國的師資培育制度、數學教育人才培育、與數學教師專業發展的

比較。（重點代號：106.6） 

7. 探討東協及南亞各國應用科技改善數學學習與教學之現況，並比較台灣與東協

及南亞其他國家之差異，進而分析台灣此方面可以協助東協及南亞國家之處或

可進行跨國研究之方向。（重點代號：106.7） 

 

 

計畫要求： 

1. 要具體說明研究的獨特性及原創性。 

2. 要具體說明依據之理論觀點或實徵論據。 

3. 要論述研究設計、資料蒐集方法，以及研究工具的有效性。 

4. 要具體說明預期的研究結果可以如何解決亞洲國家數學教育的議題及其必要性。 

5. 要說明研究成果的貢獻及學術論文產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