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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計畫為「網路虛擬高中數學學習館」
整合型計畫之教育領域子計劃將提供教育
和學習理論的基礎，引領各個子計劃的進
行。在教育、數學與資訊三方面的人力整
合下，本子計畫一在系統發展中扮演的角
色是在數學教育學理上的探討並提供課程
設計的意見，同時，也以教育研究的實驗
設計評估系統的實行成效。

關鍵詞：數與函數、題庫、數學辭典、問
題求解

Abstract
This project is one part of integrated

research project “Virtual mathematical
learning system”. The major works of this
subproject are providing rationale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and to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b-base virtual
classroom. Four activities were included to
help evaluate this learning system. They are
“Go to the Chiao Tung University in the
weekend”, ”Look forward and back-A future
plan”, “Mathematical Teachers Workshop”,

and “Research on using the web-based
learning environment to the learning of
trigonometry”.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were happy to
have this alternative learning model.
Developing an easy-to-use learning system
and the enrichment of learning material are
our future efforts.

Keywords: Number & function、test-item
bank、mathematical dictionary、problem

solving

二、緣由與目的

本計畫為「網路虛擬高中數學學習館」
整合型計畫子計畫一負責整個系統的效益
評估，引領各子計劃之建館工作，同時，
也以教育研究的實驗設計評估系統的實行
成效。本計劃過去一年的研究中，具體成
果包括

(1)探討將網路教學引進課堂的成
效：計畫名稱為「追風三角」網路
輔助教學實驗計劃。

(2)探討網路上舉辦研習活動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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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計畫名稱為「2000 年高中生網
路化研習營，主題為探索來時路與
生涯規劃」

(3) 探討建構網路教學環境的需求：
計畫名稱為「2000 年數學教師研習
營(一)」，主題為：建構網路中學
數學學習館

(4)探討網路教室的經營與管理：計畫
名稱為「2000 年數學教師研習營
(二)」，主題為：網路教室的經營
與管理

(5)探討學生對網路上的數學資源之
喜好：計畫名稱為「週末到交大」,
主題為數學、電腦及網路的數學世
界

詳細內容說明如下：

1. 「追風三角」網路輔助教學實驗
計劃。本計畫的目的在探討將網
路教學引進課堂教學的成效，我
們以三角函數的定義為主體，在
Informath 數學學習館中，建構一
個網路的數學教室。內容包含該
單元的教學計畫書、學科內容、
教學用投影片、網路上的收集的
參考資料、以 Geometer’s
Skatchpad所設計之數學實驗和及
自行設計的軟體。分別在實驗中
學及竹北高中實測。期能透過實
際的運作了解教師在課堂上使用
網路教室的需求及使用成效。

2. 2000 年數學教師研習營(一)，主
題為：建構網路中學數學學習館
在兩天的課程裡，將介紹網路高
中數學學習館的建構，探討如何
使用數學學習館的從事網路上數
學的教與學。

3. 2000 年高中生網路化研習營，主

題為：「探索來時路與生涯規
劃」。運用指數與對數的數學基
本概念，以生活化內容為主題設
計網路化的數學學習活動。參加
此一活動的學生以桃竹苗區高中
生為主，透過性向分析系統重新
將學生跨校分組，透過網路上的
合作學習方式進行活動。

4. 2000 年數學教師研習營(二)，主
題為：網路教室的經營與管理
在兩天的課程裡，介紹 Informath
數學學習館的系統功能，透過兩
週的實際的運作，熟習個人工作
室之運用、網路教室的經營與管
理。最後為每位參加的教師建立
個人工作室及網路教室。

5. 「週末到交大」,主題為數學、電
腦及網路的數學世界
    我們設計一個週末的課程內
容包括（1）生活中的數學：以應
用導向來來引導學生瞭解數學是
什麼？能做什麼？（2）數學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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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介紹：以另一種方式學習數學，
引發學習的興趣。（3）介紹網路
的數學世界和應數系所設計的
『InforMath 數學資訊網』，利用
網路無遠弗屆的特性以及互動性
和探索性，提供一個新的數學學習
環境。

三、結果與討論

1. 「追風三角」網路輔助教學實驗計劃：
由這次的實測的資料顯示網路輔助教
學與一般教學的成效並無任何差異。
但學生普遍對上課的方式持正面的態
度，對軟體所建構之數學實驗持相當
的興趣，在教師的引領之下，學生較
能有效的使用網路教學資源。同時，
教師透過網路教室所預備的投影片教
學，使得教師在上課時有較多的時間
和學生溝通互動。這些是過去所沒有
的現象。

2. 2000 年高中生網路化研習營」，主題
為探索來時路與生涯規劃。本活動有
桃竹苗地區高中職 168 名修習過指數
及對數並有上網經驗的學生參加，分
為 56 組進行，最後有 22 組如期繳交
作業，55 人繳交個人作業。活動中發
現學生雖有上網的經驗但分組討論情
況不佳，有部份同學使用電話討論，
由於活動在暑期進行，學生使用網路
不方便以至於無法有效運用網路討論
問題。

3. 「2000 年數學教師研習營(一)」，主
題為：建構網路中學數學學習館。此
次的活動除介紹網路教學相關的理論
及實務之外，透過與教師們的互動了
解，教師們對網路數學學習館的期

望。

4. 「2000 年數學教師研習營(二)」，主
題為：網路教室的經營與管理。在活
動過程及問卷回收調查結果統計，
Informath 數學學習館所建構的虛擬教
室普遍深受大家的喜愛，同時提供許
多寶貴的改進意見。

5. 「週末到交大」,主題為數學、電腦及
網路的數學世界。在十一梯次，五百
多人次的活動中發現，學生普遍對「網
路中的數學世界」、數學軟體最為著
迷，其次為「未來的網路世界」及「數
學遊戲」。活動中發現，國中生對於
整個活動所呈現的刺激遠比高中生來
的高。

四、計畫成果自評

經由上述的實驗設計了解當前網路
數學學習的狀況，除當作數學學習館建館
的參考之外，正進行論文的著述中，已發
表1篇於本國的研討會之外，目前正著手投
稿國外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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