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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ubstituted-Mathematics Instruction on Calculation and 
Word Problems of Division for Elementary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s Learning Difficulties 
 

Che-Yu Yang 

Teacher, Kaohsiung Hsin Chuang Elementary School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substituted-mathematics instruction on 

calculation and word problems of division for elementary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s learning 

difficulties. The research method was a multiple probe design across participants. Three student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from the third grade to the fifth grade with mathematics learning difficulties 

participated. Data were presented through graphic method and visual inspection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substituted-mathematics instruc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shown as the follows: 

1. Substituted-mathematics instruction had immediate and maintained effects on both 

calculation and word problems of division for the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s learning 

difficulties. 

2. Three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s learning difficulties had different responses to 

substituted-mathematics instruction. 

The study results indicated the following implication: Substituted-mathematics instruction 

improves the calculation and word problems of division for elementary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s 

learning difficulties through structural working sheets with vertical and parallel substituted design 

and substituted strategies in mathematics teaching practice. 

 

Keywords: Substituted-mathematics, Division, Mathematics Learning Diffi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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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換式數學對增進國小數學學習困難學生在除法計算與 
文字解題之成效 

 

楊哲宇 

高雄市新庄國小 教師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替換式數學對增進數學學習困難學生的除法計算與文字題學習之成效。

研究方法採跨參與者多探測設計，以三位國小中年級以上有數學學習困難學生為研究對象。

研究透過圖示法及目視分析的方式呈現資料，並分析介入受試者在除法計算與文字題的學習

成效。研究結果顯示如下： 

1. 替換式數學介入後，數學學習困難學生在除法計算及文字題學習表現，具有立即成效

與維持成效。 

2. 三名國小數學學習困難學生對替換式數學的介入反應有個別差異。  

本研究結果對數學教學實務具有以下意涵：替換式數學透過垂直和水平替換的結構單設

計以及彈性的替換策略方式，的確能改善國小數學學習困難學生除法計算及文字解題的學

習。 

 

關鍵字：替換式數學、除法、數學學習困難 

  

2019特殊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97



壹、緒論 

今年的 2018 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

稱 PISA）雖已施測完畢，預計於 2019 年 12 月 3 日公布，本文遂以 2015 年的結果為討論，

我國數學的成績在 69 個國家中排名第四，雖然成績相當良好，報告中卻顯示高分組在 69 個

國家中排名為第二名，低分組的排名卻是六十三名，顯示我國高成就與低成就有兩極化的問

題（Education GPS, OECD, 2019)，因此低成就學生的補救教學更需關注。然而目前的研究現

況，柯華葳（2005）和 Lerner 和 Johns（2012）提到數學障礙（mathematics disorder）的鑑定

與教學不像閱讀障礙受到那麼多的關注，更說明了低成就學生數學介入實證研究的重要性。 

數學學習是有一定的邏輯性的，常需要有一定的先備能力才能往下學習新知識，基礎先

備能力如加減乘除的基本運算中，除法更是其中最為困難者，因為至少需要掌握減法與乘法

才能學習，許多重要的數學概念如小數、分數、因數的基礎都是建立在除法的運算上（Dubé 

& Robinson, 2017; West, 2014）。因此除法是本研究的介入重點。 

目前數學的教學方法有許多種，其中一種是詹士宜在 2013 年所提出的教學方法—替換式

數學（substituted-mathematics instruction），但該教學法於 2018 年以前仍未應用到除法的教學

中，該教學的特點在於使用水平替換（parallel substitution）和垂直替換（vertical substitution）

的結構單，可因應學生在普通班的學習遇到教學速度過快和同類型題目練習不足的問題。再

者它結合了建構式教學和直接教學的概念，讓學生在思考數學問題時有教師系統性的引導。

同時，該設計有考慮學生的認知負荷，強調數字、語詞、語句與策略等的替換，使其認知負

荷降低。因此本研究選擇替換式數學應用於除法教學上。 

本研究將使用替換式數學教學的設計教學內容與結構單設計單，針對三位數學學習困難

學生介入三年級整數除法教學，以期有效提升除法的學習成效，供現場實務教學的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數學學習困難學生的意涵 

許多有數學學習困難的學生不一定被鑑定為數學學習障礙，因此本研究以數學學習困難

較為廣泛的用詞來涵蓋。不同研究者篩選數學學習困難學生的標準不一，大部分都是使用一

個測驗工具來篩選，並採用 25%的切截點，其次才是 40%（Dennis, Sharp, Chovanes, Thomas, 

Burns, Custer, & Park, 2016），國內的補救教學的標準以 25%為切截點篩選學生（陳淑麗、宣

崇慧，2014）。這些標準並沒有優劣之分，主要針對研究的需要篩選出符合標準的學生而已

（Mazzocco, 2005）。本研究所選擇的數學學習困難學生包含三種，第一種為從補救教學系統

中，排除智力、情緒以及感官因素篩選出學生，第二種為已鑑定為學習障礙，雖非數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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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卻有數學困難，其困難非因識字問題導致而成，第三種為鑑輔會已鑑定的數學學習障

礙。 

 

二、除法的意涵 

除法是一種間接運算，需要透過不斷的嘗試錯誤，並非如加減乘等直接運算就可以知道

答案。除法在意義上可以分成等分除與包含除，其數量單位可以分成連續量與離散量，其運

算結果可以分為餘數的有無。本研究主要依照 Van De Walle（2001/2005）等分除與包含除的

分類，使用 Greer（1992, p. 280）十種情境中的等組和等量（引自劉秋木，1997），配合康軒

課本中三年級生活情境題，如買 3 罐飲料賣 30 元和單買 1 罐，哪一種划算以及餘數的應用。 

 

三、替換式數學的意涵 

替換式數學教學是由詹士宜（2013、2014、2015、2017）所提出，主要是結合明確教學

（explicit instruction）、認知負荷理論（cognitive load theory）以及建構式教學（constructivist 

instruction）進行教材與教學設計。設計原則分為水平替換與垂直替換二種題型。其教材替換

方式可透過教材元素的替換如數字、語詞、語句、概念、表徵等；教學則透過策略的替換如

使用教學策略如提問、營造情境和教學技巧如表徵、示範解題等。 

2018 年以前使用替換式數學作為教學方法介入研究的有六篇（林和秀，2014；許瓊文，

2014；郭亭纖，2014；黃美潔，2015；謝妙倖，2015；羅秀珍，2017），六篇論文的結果皆為

替換式數學介入後顯示有立即成效以及維持成效，研究的設計皆顯示個案能力分析以及替換

式數學結構單編寫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 

與替換式數學較為相近的概念為動態評量（dynamic assessment）和範例（worked example）

教學法。替換式數學的水平替換題型類似動態評量透過過程評量以及漸進提示的方式，只是

動態評量的方式較為標準化（許家驊，2017），而沒有替換式數學的彈性。另外，範例教學法

其步驟與替換式數學同樣有讓學生閱讀有完整解釋的例題或示範，再讓學生去解題（凃金堂，

2011）。與兩者不同的地方在於替換式數學除了範例和過程評量外，有更精緻的編題設計並且

強調彈性替換教材與教學。 

本研究依照其原則規畫具體教學內容如下： 

1. 選擇要教學的內容設定目標：參考國小三年級除法單元選擇內容。 

2. 分析達到教學目標所需要調整的概念與步驟：分析除法計算的程序性知識以及除法文字

題的題型種類，並調整垂直替換。 

3. 設計替換式數學結構單：根據上個步驟的垂直替換題型，水平替換其中的數字、語詞和

語句等設計出水平替換題型。 

4. 準備教學過程所需的材料：準備講述垂直替換概念所需要的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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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師透過示範和鷹架解釋題目：透過示範演練例題，以及額外的策略如圖片或口頭提示

輔助教學。 

6. 進行教學，教學進度應依據學生能力彈性規劃：依據學生先備能力彈性規劃單元及節數，

並使用輔助工具如平板、黑板或簡報來教學，學生使用小白板，增加教學的效率。 

7. 一起檢討並訂正：水平替換題型透過註記以及學生的錯誤類型檢討訂正。 

8. 練習：練習至精熟。 

9. 進行下一個目標：進行下一個垂直替換。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採便利取樣篩選個案，選出三名國小在三位數除以一位數的學習有困難的學生，年級在

三年級以上。標準為篩選自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中未達及格標準的學生，

魏氏智力測驗全量表分數為 75 以上、基礎數學概念評量在加法、減法以及九九乘法的分測驗

的正確率（正確的題數／已完成的題數）都能大於 80%、中文年級認字量表至少達二年級水

準以上，以及對於起點行為評估自編測驗中的三位數除法的計算題和文字題的測驗答對率未

達 50%。排除因情緒、文化以及感官因素導致學習困難者。個案詳細資料如表 1。 

表 1 個案基本資料 

個案姓名 個案一 個案二 個案三 

年齡/年級 5 年級 3 年級 4 年級 

特殊身分 學習障礙 學習障礙，次類別為

書寫學習障礙 

學習障礙，次類別為

數學學習障礙 

魏氏智力測驗四版 全量表智商：78 全量表智商：91 全量表智商：91 

基礎數學概念評量 加法正確率 1.0 

減法正確率 0.84 

九九乘法正確率 1.0 

加法正確率 1.0 

減法正確率 0.68 

九九乘法正確率 1.0 

加法正確率 1.0 

減法正確率 0.95 

九九乘法正確率 0.8 

自編起點行為評估

測驗 

減法正確率 0.8 

九九乘法正確率 0.9 

除法計算題 0.25 

除法文字題 0.25 

減法正確率 0.9 

九九乘法正確率 0.9 

除法計算題 0.25 

除法文字題 0.00 

減法正確率 1.0 

九九乘法正確率 1.0 

除法計算題 0.75 

除法文字題 0.00 

中文認字量表 達小五程度 達小三程度 達小二程度 

臺灣特殊教育發展暨未來展望

100



（一）個案一 

個案一在數學概念的部分，加減乘除符號的意義都能理解，雖然已學過除法概念仍十分

不穩固；計算的部分，加法和減法都需要手指輔助計算，仍無法自動化，乘法常需要從頭背

誦，除法雖已學過計算，估商的技巧、餘數合理性的判斷和商需要補 0 的部分仍有困難；文

字解題部分，只要遇到文字較多的題目就會有理解的困難，並且混淆答案的單位；情意特質

的部分，對於數學容易放棄，因為原班的內容對其過於困難。 

（二）個案二 

個案二在數學概念的部分，有學基本除法分配的概念，未學過三位數除以一位數的除法

概念；計算的部分，加法會使用接著數的策略，減法需要用手指輔助計算，會有拿小數減大

數的情況，九九乘法部分需要從頭背誦；文字解題部分，需要二步驟的計算會有困難，文字

多的題目會直接拿數字計算；情意特質的部分，算數學容易分心去做其他事情。 

（三）個案三 

個案三在數學概念的部分，四則運算的基礎概念都具備；計算的部分，加減乘除

都能計算，但是除法在判斷餘數合理性和估商有部分仍不熟練；文字解題部分，雖能

閱讀題目意思，未能擬出正確的計算式子和察覺寫的答案和單位不合理；情意特質的

部分，對於數學沒有興趣，需要增強物才能認真上課。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取單一個案研究法之跨參與者的多探測設計。分為基線期、介入期以及維持期，

分述如下。 

（一）基線期 

透過「除法測驗」蒐集資料，資料包含三位數以內除法計算能力和除法應用問題

的解題。此階段不做教學，單純讓學生接受施測，如果有三個點呈穩定退步或等速趨

勢，則邁入介入期。依照初始探測的結果較低者或以避免多重介入的考量選擇優先介

入者。 

（二）介入期 

此階段為蒐集研究參與者接受教學介入的表現。個案一評量結果第一個點解題得

分正確率達 80%，開始蒐集個案二的基線資料，等到個案一測驗的結果連續三個點正

確率達 80%，則可以進入維持期，並開始對個案二進行介入教學。個案二進入維持期

和蒐集與介入個案三的標準同上步驟。 

（三）維持期 

此階段為觀察研究參與者是否能維持介入期的表現，研究參與者於介入期結束後

隔週開始施測，連續蒐集三次除法測驗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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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之工具有兩種，分別為自編起點行為評估測驗和自編除法測驗，說明如下。 

（一）自編起點行為評估測驗 

共四大題分別測驗學生的二位減二位借位減法 10 題、九九乘法 10 題和三位數除

以一位數的計算和文字題各 8 題，測驗時間為 40 分鐘。 

（二）自編除法測驗 

依據教學結構單分成計算題和文字題，數字皆為三位數除以一位數，共十題。計

算題有五題，類型分別為商為三位數無須補 0 的 1 題、商為三位數需補 0 的 2 題以及

商為二位數補 0 和不須補 0 各 1 題，5 題中選擇 3 題有餘數。文字題有五題，等分除

文字題 1 題、包含除文字題 1 題以及生活情境題 3 題。有 20 個複本。 

計算題計算過程正確得一分，括號內填入正確答案得一分。文字題列出式子或說

明題意得一分，計算過程正確得一分，寫出正確答案和單位得一分。測驗時間為 15 分

鐘。總共得分為 25 分，解題得分正確率為實際得分／25 分。有計算題得分、文字題

的得分和總分的答對率。 

 

四、介入方案 

（一）教學材料的設計 

依照除法的概念性知識和程序性知識分類，概念性知識如等分除與包含除，並加

入了生活的情境題；程序性知識依照被除數、商，以及除數的數值不同有所區別，依

照兩者將除法概念結構單的垂直替換與水平替換設計如表 2。 

表 2 除法題型 

類別 垂直替換的題型 水平替換方式 

二位數除以一位數（整除） 

商為一位數或二位數 

16÷2=8…0 數字替換 

 24÷2=12…0 

三位數除以一位數（整除） 

商為三位數無 0 

商為三位數有 0 

商為二位數無 0 

商為二位數有 0 

224÷2=112…0 

204÷2=102…0 

200÷2=100…0 

124÷2=62…0 

120÷2=60…0 

二位數除以一位數（有餘數）

商為一位數或二位數 

17÷2=8…1 

25÷2=12…1 

三位數除以一位數（有餘數） 225÷2=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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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為三位數無 0 

商為三位數有 0 

商為二位數無 0 

商為二位數有 0 

205÷2=102…1 

201÷2=100…1 

125÷2=62…1 

121÷2=60…1 

等分除文字題 

二位數除以一位數 

三位數除以一位數 

有 120 顆糖果，要分給 5 個人，請問

一個人可以拿到幾顆糖果? 

答：24 顆糖果 

數字替換 

語詞替換 

語句替換 

 包含除文字題 

二位數除以一位數 

三位數除以一位數 

有 120 顆糖果，6 顆糖果裝成一袋，

可以裝成幾袋? 

答：20 顆糖果 

生活情境題 

二位數除以一位數 

三位數除以一位數 

餘數使用題型 

算物品單價 

判斷物品單價貴或便宜 

平均花費 

14 個人搭計程車，4 個人搭一輛，要

幾輛計程車才夠? 

答：4 輛 

6 個肉包要 150 元，1 個肉包要多少元? 

答：25 元 

泡麵，3 袋裝要 135 元， 5 袋裝要 122

元，請問哪一種比較貴? 

答：3 袋裝的比較貴 

5 個人去用餐共花了 600 元，平分花

費，1 個人要付多少錢? 

答：120 元 

 

（二）方案的實施 

替換式數學介入方案由研究者實施，教學目標為能計算三位數除以一位數的計算

題以及文字題，實施時間為外加式的時間，每週 2 堂課，皆為一對一授課。總共課程

共 7 個單元，依學生學習狀況增加或減少單元。資料點的蒐集（除法測驗）皆在課程

後馬上實施，限時 15 分鐘。各單元請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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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單元規劃 

節次 主題規劃 

單元一 二位數除以一位數（商為二位數或一位數）整除，九九乘法 

單元二 三位數除以一位數（商為三位數或二位數）整除，補 0 的技巧 

單元三 二位數／三位數除以一位數，有餘數，餘數的合理性 

單元四 包含除文字題 

單元五 等分除文字題 

單元六 餘數的使用文字題 

單元七 生活物品單價的計算文字題以及平均花費的文字題 

 

五、資料分析 

依據研究目的使用圖示法以及目視分析呈現和分析資料。 

肆、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數學學習困難學生在替換式數學介入後計算題及文字解題的表現，將分別從三位個案的

除法的整體表現以及分項如計算題及文字題的表現。 

 

一、替換式數學對數學學習困難學生除法計算及文字解題之成效 

三位個案各階段得分率原始資料如表 4。圖示法結果如圖 1。三位個案的目視分析

結果如表 5。 

 

表 4  三位個案各階段得分率原始資料 

階段 基線期 介入期 維持期 

個案一 20 16 20  32 40 56 48 84 80 84   80 80 84 

個案二 8* 0 0 0 12 8 24 48 48 84 84 96 96 88 64 88 

個案三 32* 48 48 28 76 76 80 80 92     80 84 84 

註：數字的單位皆為％，*為初始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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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個案除法計算題及文字解題之成效目視分析 

分析向度 意義 

 階段內變化 

個案名稱 個案一 個案二 個案三 

階段名稱 基線期 介入期 維持期 基線期 介入期 維持期 基線期 介入期 維持期 

階段長度 3 7 3 3 9 3 3 5 3 

水準範圍 16-20 32-84 80-84 0 8-96 64-88 28-48 76-92 80-84 

階段內水

準變化 

0 52 4 0 84 0 -20 16 4 

平均水準 18.67 60.57 81.33 0 55.56 80 41.33 80.8 82.67 

水準穩定

度 

66.7% 14.3% 100% 100% 22.2% 66.7% 100% 80% 100% 

趨勢方向

和趨勢內

的資料路

徑 

－ 

（＝） 

／ 

（＋） 

／ 

（＋） 

－ 

（＝） 

／ 

（＋） 

－ 

（＝） 

＼ 

（－） 

／ 

（＋） 

／ 

（＋） 

趨勢穩定

度 

66.7% 71.4% 100% 100% 66.7% 66.7% 66.7% 100% 100% 

 階段間變化 

個案名稱 個案一 個案二 個案三 

比較的階

段 

介入期／ 

基線期 

維持期／ 

介入期 

介入期／ 

基線期 

維持期／ 

介入期 

介入期／ 

基線期 

維持期／ 

介入期 

階段間水

準變化 

12 -4 12 -8 48 -12 

平均水準

的變化 

41.9 20.76 55.56 24.44 38.67 1.87 

趨勢方向

變化與效

果 

－（＝） 

／（＋） 

正向 

／（＋） 

／（＋） 

無變化 

－（＝） 

／（＋） 

正向 

／（＋） 

－（＝） 

正向 

＼（－） 

／（＋） 

正向 

／（＋） 

／（＋） 

無變化 

趨勢穩定

度的變化 

不穩定到 

不穩定 

不穩定到 

穩定 

穩定到 

不穩定 

不穩定到 

不穩定 

不穩定到 

穩定 

穩定到 

穩定 

重疊率 0% 100% 0% 10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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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替換式數學對個案一除法整體的成效之分析 

階段內變化，個案一的除法計算及文字解題的基線期平均水準是 18.67，呈現水

平的趨勢；在介入期時經過 7 次教學後，平均水準為 60.57，趨勢是呈現正向的，最

後三點達到標準（80％）後隔週進入維持期；在維持期的平均水準為 81.33，趨勢仍

保持穩定正向。 

階段間變化，介入期與基線期的平均水準變化為 41.9，趨勢的變化為正向，重疊

率為 0%表示有立即效果；維持期與介入期的平均水準變化為 20.76，重疊率為 100%，

趨勢的變化仍保持無變化，表示有維持效果。 

從上述可以知道替換式數學對個案一的除法計算及文字解題是有立即成效和維

持成效。 

（二）替換式數學對個案二除法整體的成效之分析 

階段內變化，個案的初始基線探測為 8，在個案一達到預定標準的第一點（80%）

時，個案二即開始蒐集基線期資料，基線期排除初始基線的平均水準是 0，趨勢呈現

穩定無改善，比預期中經過原班教學後會進步一些的狀況還要差，因為相較初始基線

探測是退步的，同時可以知道沒有產生基線行為共變；在介入期時經過 9 次教學後，

平均水準為 55.56，趨勢是呈現正向的，最後三點達到標準（80%）後隔週進入維持期；

在維持期的平均水準為 80，仍保持水平的趨勢。 

階段間變化，介入期與基線期的平均水準變化為 55.56，趨勢變化為正向，重疊率

為 0%，表示有立即效果；維持期與介入期的平均水準變化為 24.44，重疊率為 100%，

趨勢變化為正向，表示有維持效果。 

從上述可以知道替換式數學對個案二的除法計算及文字解題是有立即成效和維持

成效。 

（三）替換式數學對個案三除法整體的成效之分析 

階段內變化，個案三除法計算及文字解題的初始探測為 32，在個案二第一點達到

預定標準（80%）時，個案三即開始蒐集基線期資料，基線期排除初始探測的平均水

準為 41.33，雖然基線平均水準比初始探測高，趨勢是呈現負向，仍有介入的需求，符

合預期的狀況。另外，因為個案三與個案二及個案一是不同學校的，也排除學校老師

額外的教學介入，可以確定不會有基線行為共變；在介入期時經過 5 次教學後，平均

水準為 80.8，趨勢是穩定正向的，最後三點達到標準（20 分／25 分）後隔週進入維持

期；在維持期的平均水準為 82.67，趨勢仍保持穩定正向。 

階段間變化，介入期與基線期的平均水準變化為 38.67，趨勢變化為正向，重疊率

為 0%，表示有立即效果；維持期與介入期的平均水準變化為 1.87，重疊率為 100%，

趨勢變化保持無變化，表示有維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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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可以知道替換式數學對個案三的除法計算及文字解題是有立即成效和維持

成效。 

二、個案一的除法計算及文字題得分分析與答題時間 

個案一的計算得分及答題時間如表，6 文字題得分及答題時間如表 7。計算題以及文

字題的得分分析與答題時間如下。 

 

表 6 個案一計算得分及答題時間原始資料 

階段 基線期 介入期 維持期 

得分 2 2 2 6 2 10 6 8 8 8 8 10 8 

時間 4:44 3:23 3:53 2:45 3:35 2:40 4:34 2:48 7:50 3:23 3:20 2:59 4:21 

空題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註：得分的單位皆為分，滿分為（10），時間的單位為分：秒 

 

（一）個案一計算題得分分析與答題時間 

個案一的計算題是進步的，基線期（4 分鐘）、介入期（3 分 56 秒）和維持期（3

分 33 秒）的平均花費時間並沒有相差太多。個案除法計算最大的困難在於補 0 的技巧

以及估商的正確與流暢性，研究過程中採取一律一位一位去估商，而不是判斷百位不

夠就看兩位的方式的確能改善個案的困難，估商的流暢性是影響個案計算最主要的因

素，因應的策略為直接請個案把九九乘法寫出來再來判斷。  

 

表 7 個案一文字題得分及答題時間原始資料 

階段 基線期 介入期 維持期 

得分 3 2 3 2 8 4 6 13 12 13 12 10 13 

時間 5:59 4:46 4:22 5:24 4:52 3:41 6:54 7:25 7:07 8:00 9:52 13:07 8:30 

空題 無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註：得分的單位皆為分，滿分為（15），時間的單位為分：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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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案一文字題得分分析與答題時間 

個案一的除法文字題是有進步的，但仍有題型（餘數使用商加一）未學會。介入

期（6 分 11 秒）和維持期（6 分 29 秒）相較基線期（5 分 2 秒）文字題的答題時間

反而增加，但是維持期和介入期則無太大的差別，可能是基線期個案是用較簡單的加

減乘去計算，所以用時較少。 

 

三、個案二的除法計算及文字題得分分析與答題時間 

個案二的計算得分及答題時間如表 8，文字題得分及答題時間如表 9。計算題以及文

字題的得分分析與答題時間如下。 

 

表 8 個案二計算得分及答題時間原始資料 

階段 基線期 介入期 維持期 

得分 1＊ 0 0 0 0 2 4 8 6 10 8 10 10 9 10 10 

時間 3:14 7:09 5:09 4:20 9:41 8:39 10:59 5:04 6:50 3:35 4:05 4:20 4:15 3:41 3:29 4:00 

空題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註：得分的單位皆為分，滿分為（10），時間的單位為分：秒，＊為初始探測 

 

（一）個案二計算題得分分析與答題時間     

個案二除法的計算是有進步的。在計算平均花費的時間，介入期（6 分 23 秒）比

基線期（5 分 32 秒）長，但維持期（3 分 43 秒）比介入期（6 分 23 秒）和基線期（5

分 32 秒）都短。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個案中間除法計算規則的習得，是替換不同的策略

如在除法直式計算規則的記憶策略，以及在直式上有格子和陰影的提示才成功學會

的。 

表 9 個案二文字題得分及答題時間原始資料 

階段 基線期 介入期 維持期 

得分 1＊ 0 0 0 3 0 2 4 6 11 13 14 14 13 6 12 

時間 9:45 7:51 5:56 5:09 5:19 6:26 4:01 9:11 8:10 10:06 9:00 10:54 9:00 11:00 10:53 10:13 

空題 無 有 無 有 有 有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註：得分的單位皆為分，滿分為（15），時間的單位為分：秒，＊為初始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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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案二文字題得分分析與答題時間 

個案二文字題是有進步的，在介入期最後三點幾乎已學會全部題型。需留意的是在

維持期的時候已遺忘商需要加一的題型以及列式中被除數和除數應該擺放的位置。維

持期（10 分 42 秒）和介入期（8 分鐘）的除法計算花費時間都比基線期（6 分 18 秒）

長，維持期的時間也比介入期長，可能是因為一開始都是用加減來計算文字題，所花

費的時間沒有太多。 

四、個案三的除法計算及文字題得分分析與答題時間 

個案三的計算得分及答題時間如表 10，文字題得分及答題時間如表 11。計算題以及

文字題的得分分析與答題時間如下。 

表 10 個案三計算得分及答題時間原始資料 

階段 基線期 介入期 維持期 

得分 8* 7 8 6 10 6 8 8 10 10 10 10 

時間 2:52 4:14 3:14 3:15 2:31 2:55 3:05 3:31 3:44 2:28 2:00 3:09 

空題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註：得分的單位皆為分，滿分為（10），時間的單位為分：秒，＊代表初始探測 

（一）個案三計算題得分分析與答題時間   

個案三除法的計算的進步不是很明顯，主因為個案三一開始就有一定的基礎，所以

無法非常明確看出差異。不過在答題速度上，個案三的維持期（2 分 32 秒）速度是有

比介入期（3 分 9 秒）快，但是介入期和基線期（3 分 34 秒）則無太大的差異。在介

入的過程中，個案三對於估商的正確性以及餘數的合理性的概念可能並不是那麼熟悉

才導致失分。      

表 11 個案三文字題得分及答題時間原始資料 

階段 基線期 介入期 維持期 

得分 0* 5 4 1 9 13 12 12 13 10 11 11 

時間 2:57 － 5:26 3:55 5:25 6:01 7:21 9:17 8:22 9:56 9:25 11:50 

空題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註：得分的單位皆為分，滿分為（15），時間的單位為分：秒，＊代表初始探測 

－代表資料遺漏  

臺灣特殊教育發展暨未來展望

110



（二）個案三文字題得分分析與答題時間   

個案三文字題是有進步的，答題所花的時間，介入期（7 分 17 秒）和維持期（10

分 23 秒）的時間都比基線期（4 分 40 秒）長，原因可能是基線期都是加減乘去計算，

所以花費時間較短。個案主要的困難是理解題意以及辨別數字的單位。 

 

五、綜合討論 

綜合討論將分成研究結果及研究過程作討論 

（一）研究結果 

替換式數學對數學學習困難學生除法計算及文字解題成效是有立即及維持成效的。

研究結果與林和秀（2014）、許瓊文（2014）、郭亭纖（2014）、黃美潔（2015）、謝妙

倖（2015）以及羅秀珍（2017）這六篇使用替換式數學介入的碩士論文研究結果相似。

從其結果可以發現教師與學生層面在使用替換式數學須留意的地方，分述如下 

1. 教師層面 

分析數學文本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數學具備結構的特性，在設計垂直替換

的題型要能掌握單元的內容有哪些題型，哪些是重要的先備知識，調整先後順序和切

割的細膩度，進而分析出單元的數學架構，讓學生能掌握單元的全貌，再透過水平例

題讓學生熟練。其中先備知識的分析須因應學生能力的不同而調整。最後就是策略的

替換與垂直替換，垂直替換有時候容易不小心讓知識切割得太零碎，因應學生的調整

不同的策略是在教學過程中需特別的留意的地方，本研究中因考慮教學時間的因素，

在研究過程中並無再做垂直替換的調整，而是調整策略來幫助理解，難點就是適合的

策略需考驗老師的經驗與能力。 

2. 學生層面 

研究過程發現水平例題雖然學生的反應是不錯的，因為學生在教學過程中可以透

過前面的示範題和水平例題模仿練習，雖然學習的過程較輕鬆，有時卻會淪於模仿，

實際上在真實能力上並未達到，如個案一的教學反應多是獨立完成與引導完成，在測

驗中卻非如此，因此未來建議除了原本的水平替換練習，應加入重視理解的練習方式，

比如學生自己模仿題型出題並解題，讓學生更了解題型的意思與架構，進而解題。 

另外，三位個案的除法在三個階段計算的得分都有進步，但是所花費的時間並不

是都減少。個案一和個案三的除法計算所花費的時間並沒有太大的進步，個案二花費

的時間則有稍許的減少，前兩位的結果與柯華葳（2005）和連文宏、洪儷瑜（2017）

的結果相似，顯示數學學習困難學生在計算速度上有其瓶頸，如本研究中的個案雖能

背出九九乘法，卻無法直接提取，容易造成工作記憶的負擔導致計算錯誤，因此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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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替換的題型除了文本題型分析外，應考慮將數學技巧的教學列入垂直替換題型，

如依照被除數的最大位值數字來判斷除數乘出來的數字是否適合。 

（二）研究過程 

本研究的介入過程將從個案的篩選與介入方案的執行做討論 

1. 個案的篩選 

三位個案皆是學習障礙學生，年級皆不同，但是都有排除因識字困難導致除法的

數學學習困難，符合本研究所設立的數學學習困難標準，須特別留意的是個案三雖然

是數學學習障礙，在除法的計算已具備一定能力，因此在解釋計算題的有效性有所限

制。 

2. 介入方案的執行 

(1)測驗的時間 

測驗的時間雖限制為 15 分鐘，但是文字題的部分因要求學生需要口頭解釋題

意所耗費的時間較長，因此文字題的花費時間在解釋上會有所限制，計算題的花

費時間則比較精確沒有疑慮。 

(2)介入策略的調整 

主要是三位個案的狀況略有不同，個案一是依照原先規畫進行，不同處在於計

算題的介入部分有額外印製一樣的結構單讓個案練習；個案二則是在計算題的規則

完全混淆，數字擺放無規則，因此在結構單上加了表格和陰影提示學生數字填寫位

置，並加入了除法步驟的記憶策略；個案三的狀況是計算題的部分已有一定的基礎，

主要困難在文字題，因此在計算題的課程濃縮成兩節課，分別為除法的意義和計算

規則以及餘數的合理性，文字題介入部分則考量學生能力濃縮原本設計的四節課程

中的包含除、等分除主題，因此在複製本研究的教學介入須留意個案的特性。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具有立即成效與維持成效 

    從結果與討論中可以知道替換式數學介入三位數學學習困難學生後，對除法計算與文字

解題的表現都有立即成效和維持成效。分項討論的話，個案一和個案二的計算和文字都有立

即成效和維持成效，個案三則是文字題上有立即和維持成效。 

（二）數學的介入反應有個別差異 

    三名個案針對原本規劃的教學介入方案反應各不相同。有部分題型個案仍未完全學會或

是需要不同策略替換才得以學會。詳細的介入策略調整請參考上述討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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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如何減少數學計算花費的時間仍需探究 

    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在除法計算正確性是有進步的，不過在計算的速度仍有改善空間。因

此建議可以再另外設計一些關於數感的垂直替換，教學生使用效率較高的計算技巧，或是用

一些科技儀器如眼動儀觀察學生閱讀題目的過程中，眼睛所專注的地方是否會影響理解。 

（二）替換式數學中替換的策略是否對應個案特性待研究驗證 

    本研究中有針對個案的狀況使用不同的策略，如本研究中的個案二，有因應學生書寫困

難的情形加入格子與陰影的提示。因此建議建議個案方面可尋找同樣特質的學生如書寫困難

的學生有數學困難，交替介入這些額外的策略來檢驗是否能有效幫助學生。 

（三）增加替換式數學結構單的水平替換設計的題目 

    學生在水平替換的練習會全對，但是並不代表真的完全學會，可增加水平替換練習量如

將結構單重印一份回家功課，或是讓學生嘗試編寫相同的水平替換題型，透過編寫題目的過

程可以更了解文字題的架構和思考方式。  

（四）替換式數學的使用需留意策略的替換 

    本研究過程除了依照原先的規劃，還可以在介入過程中考慮垂直替換以及水平替換的調

整，不過因考量進度與教學時間，現場老師可以因應個案特性替換策略的介入會較為省時省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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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身體上的轉變，則是因為引導以及練習的關係，逐漸打開身體的感受力，進而將指令轉換為肢體的動作，並且能夠想像自己在接收引導當下，變換身體力量的質地上，產生出的不同感受，研究者以創造想像力的故事引導方式進行課程，正是試圖讓孩童能夠意會到自己的身體與空間上的關係，雖然與一般孩童建立需要花較長的時間。因孩童有重複練習的機會，嘗試發展動作上的可能性，在正式課程的後半期以及暑期課程，特殊孩童在基本的指令上也能夠理解，並且對應身體需要運作的部位，透過身體感知，孩童在未來並能夠了解自己的身體，也能從中逐漸學習身體...
	二、 唐氏症孩童人際關係的轉變
	研究者在藝術統合課程尚未進行時，觀察體制內的特殊教育的現行狀況，發現唐氏症孩童對於制式的指令無法快速地理解，故需要以同樣的行為模式練習多次，而在過程當中，限制孩童對於想像及創意的開發，研究者在實施課程當中讓孩童在接收指令時能夠在以玩的方式瞭解，孩童便能夠在過程當中，不會因為學習指令，而喪失與世界互動的機會。
	觀察者在暑期課程當中的加入，也因為唐氏症孩童有正式課程的學習，更能快速的與觀察者共同完成課程當中的挑戰，與一般孩童的並無太大差異，而人際互動上的最重要的溝通，因為孩童對於指令的學習，不再只是固定模式，也能逐漸打開孩童的創意，進而影響與人之間的關係與溝通，而觀察者的回饋當中發現，孩童對於參與的觀察者，能夠主動的邀約，並且對於課程當中的感受也較能表達，而這樣的過程當中，觀察者與特殊孩童之間產生出較多的互動機會。
	三、 藝術統合課程進入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旨在給予特殊孩童未來在社會當中能夠有獨立發展為目標，對於社會普遍價值容易框架孩童自我的想像與可能，而藝術的本質，本為個人的想像延伸至創意，而唐氏症孩童對於學習雖然緩慢，但透過引導與練習，孩童自身的創意也能夠被開啟，因此藝術統合課程除了針對一般孩童，對於唐氏症孩童也能夠達到相同的效果，特殊教育滿足了生存之需求，對於特殊孩童也必須能夠讓孩童有創意的練習，對於孩童未來面對社會多變的樣貌，也因為擁有創意的開發，更能夠獨立的面對。
	藝術統合課程與體制內的特殊教育最大的差異則是透過引導的方式讓孩童擁有自我的創意與想像，而特殊教育因為需要讓孩童不斷練習的目標，而減少孩童自我發展的機會，引導式的教學方式是能夠進入並且改變特殊教育的教學模式的機會。
	四、建議
	（ㄧ）特殊教育對於藝術統合課程的觀念轉換
	藝術統合課程著重於個人內在的啟發，而每個人的內在表現出來的樣貌都不相同，故沒有標準的答案，而透過這樣的引導，老師在過程當中能夠發現孩童的狀況，並且給予鼓勵，幫助孩童有更多不同的思考方式，然而特殊教育，因需要顧及孩童未來的發展，在課程當中有許多要達到的標準要求，在這樣的設定當中，也較容易有制式的方式教導，而在觀念上的轉換，需要思考的是了解孩童的內在，並非外在的表現。
	（二）學校與家庭間的連結
	除了學校的教育，家庭的延伸對於孩童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孩童最開始開啟人際關係的對象就是家庭的成員，故對於孩童影響非常大，特殊孩童的基本生存需求都是由家庭成員所提供，然而對於基本需求外，家庭在提供特殊孩童更多不同的刺激也會有很明顯的成效，但需要仰賴家庭對於特殊孩童的教育能夠積極的參與，研究者在寒假課程當中發現到家長對於藝術統合課程的概念並不清楚，參與感較薄弱，最後則無法真正走進孩童的實際生活當中，故需要透過長時間的溝通與培養，才能將課程目標延伸至家庭教育，唯有透過家庭的參與，藝術統合課程才能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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