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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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ostmathedu.weebly.com/writing-108-4854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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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acock_danc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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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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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co-up.de/about.html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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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lickr.com/photos/34164209@N06/8253028775/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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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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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