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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動畫融入小學數學教學之探究＊

范進偉，周秀珠
 澳門大學

摘要

  背景：多媒體動畫技術的應用越來越廣泛。除了一般的動畫電影或電視卡通外，許多傳統教學的方法也能透

過多媒體動畫的技術獲得改進。

  目的：本研究主要探討「多媒體動畫教學」與「傳統教學」對學生學習認識圖形的能力的影響及其差異，從

而改善教師的教學方法，提高學生學習的能力；

  方法：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觀察和實驗三種研究法進行，選取一班為實驗組，另一班為控制組。分別對兩

組學生進行實驗教學，並分析兩組的差別。

  抽樣：調查樣本為兩班小一的學生。其中一班為實驗組，學生人數共22人，當中包括男生13人而女生9人。

另外一班為控制組，學生人數共22人，當中包括男生11人而女生11人。

  結果：將實驗組與控制組對數學學習的態度及成績的成效進行比較，從前測及後測成績的結果，反映出實驗

組和控制組的成效都有進步，但整體成績比較，實驗組和控制組並沒有顯著差異。

  結論：從問卷結果，可反映出實驗組經過多媒體動畫的教學活動後，其數學學習態度比控制組積極，學生們

在接受多媒體動畫教學前後，對學習數學的興趣、主動性都有明顯的改進。

  關鍵字：多媒體動畫、數學教學、學習態度、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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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Multimedia animation technology has become more widely used. In addition to produce cartoon animations; 
movies or TV, many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can also be improved by multimedia animation.
  Aim: This study mainly compared the difference in terms of the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Multimedia Animation Teaching”. The result can help to improve teaching methods of 
teacher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students.
  Method: Questionnaires, observations and field experiments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The class with multimedia animation 
teaching method was the experimental while the class with tradition teaching was the control.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Sample: The sample included two classes primary one students. Both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included 22 
studen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ncluded 13 boys and 9 girl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included 11 boys and 11 girls.
  Results: By comparing the results pre-test and post-test, the overall learning achievements of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were improved.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ce difference between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results from the questionnaire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higher learning motivation. That means 
after used multimedia animation as teaching activity, the students have shown more enthusiastic in learning mathematics.

  Keywords: Multimedia Animations, Mathematics Teaching, Learning Motivation, Learning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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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隨著多媒體時代的來臨，多媒體動畫技術的應用

越來越廣泛。除了一般的動畫電影或電視卡通外，教

師在教學上的工作，亦將隨著資訊媒體潮流日新月異

而有所改變。傳統教學的方式也能透過電腦多媒體動

畫來加強學習效果，彌補傳統課堂上的滿足；而學生可

以反覆使用媒體教材及掌握自己學習的進度，對於不

了解的部分加以反覆學習，直到完全了解（梁嘉勝， 

2006）。

  學習圖形和圖形的變換是中小學課程的一個重要

部份。為激發初小學生對圖形的興趣，老師會加入拼

圖的部份。拼圖是透過使用不同形狀的圖形，讓學生

拼出與日常生活相關的不同物件，從而加強小學生對

形狀的概念、視覺分辨、認知技巧、視覺記憶、手眼

協調、鼓勵開放、擴散思考、創作機會等能力。

  古時中國人尚七，發明用七塊板來拼圖這個方

法，這就是著名的「七巧板」，國外稱它為唐圖

（Tangram）（新華網， 2002）。「七巧板」是在

明、清之間發明的，從那時到現在很受大小朋友歡

迎。它是中國傳統的益智玩具之一，也是世界公認的

中國優秀智力遊戲的代表作（維基百科， 2010）。

  蔡慧如（1999）提到，「七巧板」透過靈活具有

創意的設計，能讓孩子在遊戲中由淺入深學習，其包

含的層面極為廣泛：可認識各種幾何形狀、認識周長

和麵積的意義、訓練組合圖形的邏輯思考能力、瞭解

畢氏定理等。原本需要想像才能體會的形狀與空間中

的關係，孩子透過「七巧板」的實際操作，運用視覺

和觸覺的經驗，便能瞭解生活中的「七巧板」，就是

一種很好的數學教材。雖然它的構造不過是幾塊簡單

的幾何圖板，卻能創造出各式各樣的造型，常被用來

幫助孩子學習基本的邏輯關係和數學概念（何鳳珠，

2004）。因此，一直以來，老師都喜歡把「七巧板」

加入小學課程中裡（Hsu, 2006）。

  在傳統的教學上，老師會演示如何使用「七巧

板」拼製出不同的圖形， 從而引導學生自行製作（朱

秀蘭，2010）。可是同一班學生在專注和觀察能力

上都存在一定的差異，往往在學生未完全瞭解的情況

下，老師已教完那環節內容。多媒體動畫可以產生

許多有趣的影像來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並且可以模

擬動作情景及影像，並配上聲音來幫助學習（Olkun, 

2003）。

  因此，本研究嘗試以多媒體動畫代替傳統老師演

示「七巧板」的拼製過程，希望能降低學生學習圖形

的門檻，從而探討多媒體動畫與傳統教學的成效，

並根據學習態度量表，分析學生對多媒體動畫的學

習態度。

文獻探討
  隨著資訊科技在教學中廣泛使用，多媒體的資

源學習應用更加多樣化：多媒體可提供簡單的快速

學習、降低學習成本、提高學習效率與品質、增加

教師與學生的互動性，讓學生能養成自學負責的態度

（莊貴枝、陳月惠， 2007）。

  多媒體是利用多種管道來提供資訊。在電腦應用

上，它可以結合文字、圖形、動畫、圖片、視頻和聲

音，並在電腦控制下提供訊息，透過不同的管道提供

資訊，能應用在教學上，並收到一定的效果。例如， 

黃志清（2002）利用網際網路的動態媒體教中一學生

取得顯著成效，黃竹坤（2002）利用模擬動畫並發現

學生成績有明顯上升，黃瑞龍（2003）針對老師已經

使用「傳統教學法」教授物理「浮力」單元的模式，

改為以多媒體動畫教學，結果高分組學生的成績沒有

顯著差異，但低分組則有顯著進步。多媒體遊戲能有

效幫助學生發揮創意和提高學生對學習數學的興趣 

（Fang, Wang & Helge, 2009 ）；對於低學習成就的

學生而言，他們接受多媒體動畫網頁教學後，數學成

就上的表現明顯高於接受一般數學教學的（古智勇， 

2003）。在提升學生認知學習具有中度的正面成效 

（陳鬱雯， 2004; Klahr, Triona, & Williams, 2007）。

  而圖像記憶術（Imagery Mnemonics）就是利用多媒

體的各種管道表達訊息（如把文字和圖像結合），能

增強學習者的記憶，特別是對於一些隨意或沒有關聯

的內容（Cornoldi, 1988）。實驗証明，圖像記憶術可

以有效地幫助學習者學習範圍廣泛的科目，如數學、

語言技能、歷史和聖經等（Paivio, 1971; Royer & Cable, 

1976; Higbee, 1988; Parker, Brownston & Ruiz, 1993; 

Svantesson, 1998; Macaulay, 2002）。

  另外，依據「認知負荷」（Cognitive Load）理

論，學習歷程中認知負荷的三個來源中，包括內在認

知負荷（Intrinsic cognitive load），指的是教材本身

所含元素互動程度（Elements Interactivity），也就是

教材內容本身的難易程度。外在認知負荷（Extraneous 

cognitive load），是教材的呈現及學習者活動時對工

作記憶所產生的負荷。教材呈現與組織方式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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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資訊接收者來說會造成不同程度的負荷（Gerjets & 

Scheiter，2003）。

  「有效認知負荷」（Germane Cognitive Load）是

藉由教學設計以吸引學生專注在學習內容或基模建構

的認知過程。「有效認知負荷」為外在認知負荷的一

種，雖然會增加學習者的負荷感，但能協助基模的

建構，適當的引入能有效提昇學習成效（Sweller, van 

Merrienboer & Paas, 1998; Paas et al., 2003）。

研究目的
  根據文獻指出，透過多媒體學習能達到一定的學

習成效，而且媒體亦能加強學習者的圖象記憶。在

「有效認知負荷」的理念，本研究嘗試以動畫媒體的

吸引性和電腦能反覆使用的特性來協助建構學生學習

基模下，從而加強小學生對學習圖形和拼圖的成效和

興趣。透過利用多媒體動畫教學與中國傳統的七巧板

進行教學比較，從而瞭解多媒體動畫對小一學生學習

認識圖形的成效和興趣。因此研究問題包括以下：

  一、探討多媒體動畫教學是否能提升小一學生學

習圖形的能力；

  二、探討多媒體動畫教學是否能提高小一學生學

習圖形的興趣。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調查、觀察和實驗三種研究法進行，

選取一班為實驗組，另一班為控制組。採用與電腦拼

圖軟件Multi-Purpose Laboratory（MP_Lab）1 和中國傳統

的七巧板作為教學工具，分別對兩組學生進行實驗教

學，請參考（附錄四）有關詳細的教學內容。

表1：實驗教學研究設計

組別 前測 介入行動 後測

實驗組（1A） O1 X1 O3

控制組（1B） O2 X1 O4

備註：

O1：表示實驗處理前對實驗組進行之前測

O2：表示實驗處理前對控制組進行之前測

X1：電腦輔助教學的課堂活動

X1：傳統教學模式的課堂活動

O3：表示實驗處理後對實驗組進行之後測

O4：表示實驗處理後對控制組進行之後測

  於2009 年12 月28日至1月22日內，分別利用三節

課對實驗組和控制組進行「數學圖形」的教學活動，

每節課相隔約一約，每節課課時40 分鐘。為減低對

學生的影響，教學活動是由原本任教老帥進行，並配

合原來課程大剛。研究開始時，研究員會在實驗前安

排兩組學生分別填兩份問卷（附錄一、二），內容為

瞭解學生對數學的學習態度、對老師教學方式的看法

等，為避免學生對瞭解問卷的差異，老師會在每條問

題上加以說明。

  然後，對學生進行前測。接著，分別對兩組進行

「數學圖形」的教學活動，實驗組的教學會以多媒體

動畫來進行，而控制組則以傳統形式進行，為減少課

堂管理上的差異，兩組的教學活動都是以同一位老師

進行。 

  每節的教學活動都做練習題，以測試學生通過教

學活動後的即時差異。完成教學活動後，研究員分別

編制兩份「學生課堂行為記錄表」（附錄三）以記錄

兩組學生的課堂表現。

  最後，再對兩組學生進行後測，以便觀察和比較

實驗前後學生學習圖形的成效。此外，兩組學生會於

實驗課後分別填寫與之前相同的一份問卷，以收集學

生對「動畫教學」的意見，研究「動畫教學」能否提

升學生學習數學圖形的興趣。

1MP_Lab 萬用拼圖實驗室提供一個包括作圖、拼圖、變形、背景圖片、背景音樂、影片、寫作等元素的學習環境，構成了一個

既簡單而功能頗強的情景建構平臺。它適用於小學創意教學、語文／英文的（情景）作文教學、數學的「認識圖形」的教學和

多元智能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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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
表2：研究樣本人數分配表

組別 樣本數 合計

實驗組﹙小一A﹚
男生 13

22人
女生 9

控制組﹙小一B﹚
男生 11

22人
女生 11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研究工具包括一份前後測的試卷和

兩份問卷。

一、實驗教學能力測試

  本研究利用一份測驗卷（附錄五）來評量兩組學

生在學習圖形上的能力。此測試的內容是要求學生運

用所提供的圖形，拼出正確指定的三幅圖畫。

（一）前測

  研究員會使用一個網上七巧板遊戲作為前測，並

將他們拼砌圖形的正確塊數和位置作為前測的成績，

目的是從中瞭解研究對象在實驗教學前，對電腦知識

的能力和圖形認識的程度及兩組的差異。

（二）後測

  完成實驗教學後，研究員對學生進行後測，內容

與前測完全相同。目的是從中對比在介入實驗教學

後，電腦拼砌的輔助教學是否能對實驗組成績方面有

正面影響。

（三）實驗教學能力測試評分標準

  本測驗的三幅圖畫總分為100分，每幅圖案要拼七

塊圖形，每塊正確圖形得5分，最後把所有得分相加成

為此測驗的分數。

以下為拼砌該圖畫的7個項目：

項目 分數 項目 分數

1. 5分 5. 5分

2. 5分 6.   5分

3. 5分 7. 5分

4. 5分

二、問卷設計及內容

  本研究共有兩份問卷。此問卷會由兩組學生分別

在實驗前後以選擇形式作答。在第一部分問卷中，每

題均設有五個不同程度的選項給研究對象選擇；第二

部分的問卷則設有三個不同選項，以深入瞭解學生對

學習數學圖形的興趣及態度。以下會對兩份問卷作詳

細解釋：

問卷一

對象：實驗組和控制組

形式：全卷共10題，分為兩個部份。

目的：瞭解兩組學生分別進行多媒體動畫教學和傳統教學

前，對數學圖形的態度和興趣。

題目分析：（一）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Q1-Q5

 （二）學生對老師教學方式的看法：Q6-Q10

問卷二

對象：實驗組

形式：全卷共15題，分為四個部份。

目的：探討實驗組在接受多媒體動畫教學後，對電腦興趣有

否提升及對圖形掌握的能力，以及瞭解實驗組對多媒

體動畫教學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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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分析：（一）學生對多媒體動畫教學的經驗：Q1 

 （二）學生對學習數學的興趣：Q2- Q6

 （三）學生對老師教學方式的看法：Q7- Q10

 （四）學生對「多媒體動畫」與「傳統教學」的意

　　　見：Q11- Q15

  以上問卷是改編自台灣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數理教

育學系教授曹宗萍、周文忠（1998）所編制的國小數

學態度量表，其信度 Cronbach α為0.8表示信度是可接

受的而且具有相當的一致性。

三、課堂觀察記錄表

  研究員賞試以學生在課空上的行為來估計學生的

整體專注力，從而互證老師在進行不同教學模式學生

的學習態度。主要是觀察小學生三方面的行為：包括

（一）參與練習：主要是針對學生會否參與練習方面；

（二）離開座位：主要是針對學生肢體方面；

（三）專心程度：主要是針對學生內在行為方面的的專

注度。

  「學生課堂行為記錄表」，主要是觀察兩組學生

在前測和後測時的課堂表現。研究員會分別對兩組學

生進行以下三項行為的觀察、記錄： 

表3：學生課堂行為記錄內容

實驗組 控制組

（一）使用電腦拼圖軟件進行拼砌練習 （一）使用實物七巧板進行課堂練習

（二）離開座位

（三）專心程度（說笑／玩耍）

實驗教學
  實驗組學生用電腦軟件進行教學，控制組仍用一

般的傳統的教學形式來進行，兩組的教學內容都是學

習「數學圖形」。通過實驗讓學生瞭解各種圖形的組

合及各圖形中面積的比例關係，詳細教學活動過程請

參「實驗教學活動設計」（附錄四）內的說明。

研究結果及分析

一．教學實驗結果分析

表4：兩組學生在實驗教學活動前後對問卷的分數比較

題目

組別

實驗組 控制組

總分 總分

第一部分

實驗教學活動前

實驗教學活動後

19.5

21.4

18.2

17.7

比較 +1.9 -0.5

第二部分

實驗教學活動前

實驗教學活動後

17.9

21.8

17.3

17.6

比較 +3.8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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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總分上看，在第一、二部分中實驗組的總分都有

增長，其中第一部分表示對學習數學的興趣，第二部分

表示對老師教學方式的看法。就兩部份總分的增幅看，

實驗組比控制組高。由此可見，多媒體動畫教學和傳

統教學相比，不但可以加強學生電腦學習的動機，而

且對於學生的學習態度和興趣也有正面的影響。

二．實驗組問卷二之結果分析

  在各題的選項中，頻率分佈越高，表示越符合學

生的意願，越能反映實際情況〈表5〉。

第一題的頻率分佈

表5：實驗組第一題的頻率分佈情況

1：你是否第一次以「多媒體動畫  Mp_lab」學習圖形？

頻率 百分比

項目 是 13 59%

否 9 41%

   從表5的頻率分佈得知，有大約60%的學生認為自己不是第一次以「多媒體動畫」來學習數學圖形。

表6：第二至十題的頻率分佈情況

題目
非常同意 很同意 沒有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頻率／百分比） （頻率／百分比） （頻率／百分比） （頻率／百分比） （頻率／百分比）

2. 利用電腦學習數學圖形

很有趣。
18 （82%） 2 （9%） 1 （5%） 1 （5%） 0 （0%）

3. 透過「Mp_lab」的操

作，我更加喜歡學習數

學圖形。

17 （77%） 4 （18%） 0 （0%） 1 （5%） 0 （0%）

4. 我喜歡利用電腦來上數

學課。
20 （91%） 1 （5%） 1 （5%） 0 （0%） 0 （0%）

5. 利用電腦的上課方式，

比以前上數學課輕鬆愉

快。

14 （64%） 5 （23%） 0 （0%） 3 （14%） 0 （0%）

6. 我以後也會利用電腦主

動學習數學圖形。
13 （59%） 4 （18%） 2 （9%） 2 （9%） 1 （5%）

7. 將電腦融入數學課中，

可以幫助我更容易學習

圖形。

11 （50%） 5 （23%） 3 （14%） 3 （14%） 0 （0%）

8. 多媒體動畫學習，能幫助

我解決拼砌圖形的困難。
14 （64%） 4 （18%） 3 （14%） 0 （0%） 1 （5%）

9. 新的教學法使我能正確

地拼出七巧板。
6 （27%） 10 （45%） 2 （9%） 3 （14%） 1 （5%）

10. 相對以前傳統教學方

法，我喜歡老師用新的

教學法學習。

16 （73%） 2 （9%） 0 （0%） 4 （18%） 0 （0%）

  從表6可見，實驗組學生認為利用電腦來上數學課是很有趣的，並認為可以幫助他們更容易學習數學圖形。

第十二至十六題的頻率分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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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第十一至十五題的頻率分佈情況

題目
「多媒體動畫」 「傳統教學」  不知道

（頻率／百分比） （頻率／百分比） （頻率／百分比）

11. 使用哪一種教學法學習圖形，你會覺得生動有趣？    17 （77%） 2 （9%） 3 （14%）

12. 哪一種教學法使你更容易學習到圖形？             15 （68%） 5 （23%） 2 （9%）

13. 哪一種教學法能有效地提升你的分辨圖形的能力？   10 （45%） 7 （32%） 5 （23%）

14. 哪一種教學法能有效地加強你拼砌圖形的能力？      14 （64%） 7 （32%） 1 （5%）

15. 你較喜歡用哪一種教學法學習？                 18 （82%） 4 （18%） 0 （0%）

  從表7的頻率分佈顯示，「多媒體動畫」教學的實施，不但能讓學生有成功感，又能增進學生學習數學的

興趣。

三．學生課堂行為記錄表的記錄結果 
  研究員利用「學生課堂行為記錄表」來記錄學生在上課時表現的變化。

課堂行為觀察： 

（一）使用電腦拼圖軟件「Mp_Lab」／實物七巧板進行拼砌的操作技能

圖 1：課堂行為觀察（一）結果

  據圖1可見，實驗組學生在經過電腦遊戲輔助教學後，在「使用電腦拼圖軟件進行拼砌的操作技能」一項的人

數是呈上升趨勢的。而控制組學生在經過一般教學後，課堂的表現情況並不穩定。

（一）使用電腦拼圖軟件「Mp_Lab」／實物七巧板進行拼砌的操作技能

人
數

22.5

22

21.5

21

20.5

19.5

19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實驗組（P1A）

控制組（P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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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離開座位

（三）不專心（說笑／玩耍）

圖 3：課堂行為觀察（三）結果

  據圖3可見，在「專心程度」一項，實驗組學生的課堂表現得到改善，而控制組學生的表現不穩定。

  綜觀以上結果，實驗組在經過多媒體動畫教學後，在課堂練習和專心程度上都有明顯的提升，而且都比控制

組好。

（三）不專心（說笑／玩耍）

圖2：課堂行為觀察（二）結果

   據圖2可見，在「離開座位」一項，實驗組學生的表現有所進步。

（二）離開座位
人

數
人

數

3.5

3

2.5

2

1.5

1

0.5

0

6

5

4

3

2

1

0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實驗組（P1A）

控制組（P2A）

實驗組（P1A）

控制組（P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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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前、後測成績結果分析
1. 實驗組實驗前、後測驗成績的比較

表8：Paired Sample T Test實驗前後測驗分數比較

圖 4：實驗組前測及後測成績比較圖

  據表8及圖4顯示，經教學後，實驗組學生後測的整體成績較前測明顯提高（Sig=0.014<0.05）。

2. 控制組實驗前、後測驗成績的比較

表 9：Paired Sample T Test控制組前後測驗分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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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控制組前測及後測成績比較圖

  據表9及圖5顯示，經教學後，控制組學生的後測整體成績比前測亦有提高（Sig=0.043<0.05），但沒有實驗

組這樣顯著。

3. 實驗組與控制組測驗成績之比較

表10：控制組、實驗組前後測成績之比較

實驗組 控制組

總分 平均分 總分 平均分

前測 1235 56 1200 55

後測 1470 67 1375 63

比較 235 +11 175 +8

圖 6：實驗組及控制組後測成績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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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從問卷結果可反映出實驗組經過多媒體動畫的教

學活動後，其數學學習態度比控制組有較積極的改

善，學生們在接受多媒體動畫教學前後對學習數學的

興趣、看法、上課的方式、學習主動性及成功感各方

面都有明顯的正面轉變；由此可知多媒體動畫教學比

傳統教學對小一學生學習數學圖形較有幫助。

  在課堂觀察上，綜觀三節電腦輔助教學的資料比

較，實驗組在經過多媒體動畫教學後，在課堂練習和

專心程度上無論在課堂練習和專心程度上，都有顯著

的提升。可見，實施電腦輔助教學，對於學生的上課表

現方面，都能有正面的改善。控制組在課堂練習上從第

二課的22人下降到第三節課的20人，在專心程度上從第

二節課的1人又上升4人，兩者改變程度不大。因此從實

驗組在課堂觀察結果上較控制組為專心，而這結果與其

學習態度問卷的結果是一致的。這樣証明學生實驗組

在學習態度上較佳，而其行為亦能反映出來。

  在學習成效方面，用T Test分析看到兩組學生在實

驗活動後成績同樣有提高，在兩組的成績上。在Ancova

測試來比較控制組、實驗組 前後測成績之差別，看

到兩組在統計比較上有何顯著差別。結果顯示：在提

升學生學習數學圖形方面的能力成績差異上，未能確

證在數學課應用多媒體動畫教學，能顯著優於傳統教

學法。

總結及建議
  研究員分別利用「多媒體動畫」及「傳統教學」教

授數學圖形，藉以提升學生對圖形的學習興趣和能力。

  綜合實驗教學前、後測驗結果所得，實驗組和控

制組的大部分學生在實驗教學後測的成績比實驗教學

前測的成績有進步，顯示學生分別經過實驗教學和傳

統教學後，都能提升學習數學圖形的能力。在實驗組

經過三節課的實驗教學，控制組使用傳統教學後，雖

然控制組的成績也有進步。

  經過實驗教學後，綜合問卷調查和課堂觀察結果

所得，實驗組學生在上數學課的興趣、上課專心和認

真的程度都較控制組高。研究員在本研究中發現，實

驗組學生經使用「數碼動畫」融入在數學課中，透過

動畫把拼砌的步驟顯示在課堂上，能使學生容易投入

課堂，表現態度積極。可見，學生在「多媒體動畫」

教學後，不但提高學習數學圖形的興趣，而且是正面

的影響。

  從以上結果顯示，「多媒體動畫」教學對實驗組

學生學習數學圖形的態度和能力有明顯的改善；而

「傳統教學」對控制組學生對數學圖形的態度和能力

也有稍微的改善。因此，研究員認為在課堂中可多利

用「多媒體動畫」，補足「傳統教學」中的部分內

容，藉此提高學生課堂學習的興趣，改善學習態度，

教學成果自然就會更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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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問卷一

小一學生對數學圖形的態度量表

親愛的同學：

  為了瞭解學生對數學圖形的興趣及看法，本人特別編寫這份問卷，希望得到寶貴的意見，作為日後的教學

工作的參考。問卷內容不算成績，也不會公開，請你依照自己的想法，誠實作答。多謝同學們的合作！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

年齡：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女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 】號：

非常

同意
同意

沒有

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

同意

1. 我喜歡上數學課。 1 2 3 4 5

2. 我覺得數學是一門容易的科目。 1 2 3 4 5

3. 我上數學課會特別專心聽課。 1 2 3 4 5

4. 我很有興趣學習數學圖形。 1 2 3 4 5

5. 我會主動學習數學。 1 2 3 4 5

6. 我覺得數學老師的教學內容生動。 1 2 3 4 5

7. 我比較喜歡老師以講授及演示形式來上課。 1 2 3 4 5

8. 使用電腦學習會使我感到快樂。 1 2 3 4 5

9. 現在的教學使我覺得學習數學很有趣。 1 2 3 4 5

10. 如果老師安排的電腦讓我操作，我有能力自己完成。 1 2 3 4 5

【完】

多謝合作，並祝學業進步，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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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問卷二    小一學生對「多媒體動畫教學」問卷調查

親愛的同學：

  為了瞭解學生對「多媒體動畫教學」的認識和意見，本人特別編寫了這份問卷，希望得到寶貴的意見，作

為日後的教學工作的參考。問卷內容不算成績，也不會公開，請你依照自己的想法，誠實作答，多謝同學們的

合作！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

年齡：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         □女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號：

1. 你是否第一次以「Mp_lab」學習圖形？ 

   1. □是  2. □否：是誰教的？       

通過「多媒體動畫教學」實施後，你是否同意下列項目能增進小一學生學習圖形興趣？

非常

同意
同意

沒有

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

同意

2. 利用電腦上學習數學圖形很有趣。 1 2 3 4 5

3. 透過「Mp_lab」的操作，我更加喜歡學習數學圖形。 1 2 3 4 5

4. 我喜歡利用電腦來上數學課。 1 2 3 4 5

5. 利用電腦的上課方式，比以前上數學課輕鬆愉快。 1 2 3 4 5

6. 我以後也會利用電腦主動學習數學圖形。 1 2 3 4 5

7. 將電腦融入數學課中，可以幫助我更容易學習圖形。 1 2 3 4 5

8. 透過「多媒體動畫的播放，能幫助我解決拼砌圖形的困難。 1 2 3 4 5

9. 新的教學法使我能正確地拼出七巧板。 1 2 3 4 5

10. 相對於以前傳統教學方法，我喜歡老師用新的教學法學習。 1 2 3 4 5

通過「多媒體動畫  Mp_lab」實施後，請根據以下項目，表達你對兩種教學法的意見。

                                                                              「多媒體動畫」     「傳統教學」       不知道

11. 使用哪一種教學法學習圖形，你會覺得生動有趣？ 1□ 2□ 3□
12. 哪一種教學法使你更容易學習到圖形？ 1□ 2□ 3□
13. 哪一種教學法能有效地提升你的分辨圖形的能力？ 1□ 2□ 3□
14. 哪一種教學法能有效地加強你拼砌圖形的能力？ 1□ 2□ 3□
15. 你較喜歡用哪一種教學法到來學習？ 1□ 2□ 3□

【完】

多謝合作，並祝學業進步，身體健康！



147

多媒體動畫融入小學數學教學之探究

附錄
學生課堂行為記錄表  小一 

一、研究員會根據以下三項行為作為觀察記錄的項目，在每節課結束後，研究員會統計在該節課中的資料。

二、當學生出現該行為情況，便在其學號所屬空格內打「」

班級：                                      觀察時間：

                         觀察項目

學號
（一）使用電腦拼圖軟件
「Mp_Lab」進行課堂練習

（二）離開座位
（三）專心程度
（說笑／玩耍）

1.

2.

3

4

5

附錄四
實驗教學活動設計

多媒體動畫教學與傳統教學  實驗教學設計

教學流程及教學內容

節數： 共3節

對象： 小一學生

人數： 22人

組別 小一A（實驗組） 小一B（控制組）

模式 多媒體動畫教學 傳統口頭講述教學

教學地點 電腦教室 傳統課室

內容 （前測）：在限定時間內，利用網上軟件拼砌指定的三幅圖畫。

第一節：老師先利用Mp_Lab播放示範拼圖的動畫，
學生自我運用Mp_Lab  七巧板在電腦上
砌出相同的一幅圖案。

註：老師不作任何講解，由學生自己觀察後再砌圖。

第一節：老師先利用圖片展示拼圖的步驟，學生自我運
用實物七巧板在紙上砌出相同的一幅圖案。

註：老師不作任何講解，由學生自己觀察後再砌圖。

第二節：老師先利用Mp_Lab播放示範拼圖的動畫，
學生自我運用Mp_Lab  七巧板在電腦上
砌出相同的一幅圖案。

註：板面上加有小格，方便學生砌出合適的位置。

第二節：老師先利用圖片展示拼圖的步驟，學生自我
運用實物七巧板在紙上砌出相同的一幅圖
案。（板面上加有小格，方便學生砌出合適
的位置。）

註：紙面上加有小格，方便學生砌出合適的位置。

第三節：老師先利用Mp_Lab播放示範拼圖的動畫，
學生自我運用Mp_Lab  七巧板在電腦上
砌出相同的一幅圖案。

註：老師配以聲音（拼砌的步驟和方法）作講解，板
面上加有小格。

第三節：老師先利用圖片展示拼圖的步驟，學生自我
運用實物七巧板在紙上砌出相同的一幅圖
案。（A. 板面上加有小格，方便學生砌出合
適的位置； B. 加入聲音以作講解。）

註：老師配以聲音（拼砌的步驟和方法）作講解，紙面
上加有小格，方便學生砌出合適的位置。由學生觀
察後，再讓運用七巧板砌出相同的圖案貼在紙上。

（後測）：在限定時間內，利用網上軟件拼砌指定三幅的圖畫。

總目標：

（1）提升電腦知識水準
增進學生操作電腦的技能，讓學生學習使用多媒體來拼砌圖形。
透過製作多媒體動畫，培養學生獨立創作的能力。
透過克服動畫中段遇到的困難的過程，培養學生自信心去解決難題。

（2）提升數學知識水準
透過七巧板的拼出正確的圖案: 
鞏固學生對圖形的認識，包括正方形、三角形和平行四邊形。

（3）增加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 
透過實際操作，學生能夠體驗到很多由七巧板拼出有趣的圖案。

相關領域： 科技（電腦及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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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實驗教學能力測試題目

　　　　題目一（圖1：小貓）                                　　　　　　　　　題目二（圖2：草） 

      　　　 題目三（圖3：兔）

拼圖方式：

利用右邊的七塊板子，拼出左上的圖案。

用滑鼠拖拉七巧板到想要放的位置放開。

按【板子上的】小圈可以旋轉板子的方向。

遊戲完成後，在【下一個題目】選項上按一下，就可以繼續挑戰下一題。

按【我要重排】可以隨時把七巧板規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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