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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考中心 教學計畫 學測 指考 數學 95 課綱 

關鍵

字

(英) 

CEEC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enter) Teaching Planning SAT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DRT (Department Required Test) Math the course guidelines of 

Academic Year 95 

摘要

(中) 

現行台灣的高校教育政策是採取一綱多本的方針，為避免教學方向有所

偏頗，遂針對某特定程度學生訂出教學計畫。教學計畫的訂定分為兩大

主軸，首先透過彙整與分析近二十年的數學歷屆試題，依 95 課綱公佈細

則，歸納出課綱細則之重要性。其次對某國立高中高三學生及數學教師

做數學教材把握程度的問卷調查，以了解師生對教材認知有無差異。以



及學生基本資料與學測成績是否有顯著差異，並作交叉分析，Ridit 分析

及多元尺度分析。 學測在排列組合、數與座標、三角函數及平面空間等

四個單元，出現率跟平均配分較高。社會組指考於排列組合、多項式、

三角函數、平面空間及圓錐曲線等五個單元，出題機率較高。自然組指

考在排列組合、極限的平均配分較其他單元高。 老師認為方程組矩陣、

數列級數、多項式等單元，對學生而言，較有信心學好；三角函數則最

為困難。數與座標、平面空間、方程式矩陣等單元學生較有把握；至於

機率統計、三角函數、極限等三個單元，則為學生最沒把握的單元。 學

生基本資料與學測成績分析結果如下：男女在學測總分成績沒有顯著差

異；男生學測數學較佳；學業成績與學測總分屬中度相關；自然組與社

會組在學測總分成績沒有顯著差異；自然組數學學測成績較佳；在地學

生學測總分較佳。  

摘要

(英) 

The current Se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 in Taiwan adopts “many textbooks on 

one guideline.” To avert the deviation from the enacted education policy, the 

researcher displayed the math teaching planning for students with certain degrees. 

This study explored two aspects. First, on the basis of the bylaws of the course 

guidelines of Academic Year 95,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bylaws emerged through 

the researcher’s compiling and analyzing the recent 20-year math questions to the 

SAT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and DRT (Department Required Test). Second, the 

researcher distributed the questionnaires to the math teachers and the third-year 

students of a senior high school for perceiving whether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cognitions about textbooks. Besides, the correlation of 

students’ basic data and their test scores was explored and analyzed with the 

analysis of Ridit and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In the SAT, there were more 

questions and more score allocations in the four units, Algorithm Gossip, Numbers 

& Axes, Trigonometric function, and Plane & Three-Dimensional Conception. In 

the DRT of the Social Studies Group, there were more score allocations in the units 

of Algorithm Gossip, Polynomial, Trigonometric function, Plane & Three-

Dimensional Conception, and Conic Section. In the DRT of the Science Group, the 

score allocations of Algorithm Gossip and Limit were much more than the others. 

According to the teachers’ questionnaires, students had more confidence in their 

abilities for learning Equations & Matric, Sequence & Series, and Polynomial. 

Nevertheless, Trigonometric function was the most difficult unit for them. 

According to the students’ questionnaires, students were more confident in the 

units of Numbers & Axes, Plane & Three-Dimensional Conception, and Equations 

& Matric. However, they lacked their confidence in the units of Algorithm Gossip, 

Trigonometric function, and Limit. The findings between the academic scores and 

SAT scores were as follow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oys’ and the girls’ SAT scores. Boys got better math scores in the SAT than 

girls. There was a middle correlation between students’ academic scores and their 

SAT score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AT scores of the 

Social Studies and the Science Groups. The students of the Science Group got 

higher math scores in the SAT than those of the Social Studies Group. Besides, the 

local students got higher SAT scores.  



論文

目次 

第 一 章 緒論 1 第 一 節 背景分析 1 第 二 節 研究動機 2 第 三 節 研究目

的 3 第 四 節 研究流程與論文架構 4 第 二 章 文獻探討 6 第 一 節 教學計

畫 6 第 二 節 大考中心考試 7 第 三 節 量表 7 第 四 節 Ridit 分析 8 第 五 

節 多元尺度分析 9 第 六 節 相關研究探討 12 第 三 章 研究方法 15 第 一 

節 研究架構 15 第 二 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15 第 三 節 資料蒐集 16 第 四 節 

資料分析方法 17 第 四 章 資料分析 19 第 一 節 敘述統計 19 第 二 節 交叉

分析與散佈圖 27 第 三 節 Ridit 分析 36 第 四 節 多元尺度分析 39 第 五 章 

結論與建議 43 第 一 節 結論 43 第 二 節 建議 48 附錄 A 圖表 50 附錄 B 問

卷 61 附錄 C 學科能力測驗 63 附錄 D 指定考科 68 附錄 E 95 課程綱要 73 

附錄 F 量表 80 參考文獻 83  

參考

文獻 

任眉眉、陳日昇、詹嘉豪，「統計與落點分析：大學指考選填志願的輔

助利器」中國統計學報，第 43 卷，2005 年，頁 165-181。 江正明，「戰

勝學測」，台北：天下雜誌出版社，2007 年。 江昭青，「拼指考，叫我

第一名」，台北：文經社，2005 年。 余秋芬，「高中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與大學入學後學科學習績效之相關性研究-以中國文化大學為例」，中國

文化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李佳玲，「大學入學

測驗與高中在校成績關係之研究」，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1 年。 宋珮怡，「我國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成績之預測建模

研究」，天主教輔仁大學應用統計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吳瑋光，

「國小實習教師體育科教學計畫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

所碩士論文，2003 年。 林怡君，「從競爭優勢探討休閒飲料之差異化分

析」，國立成功大學統計學系碩博士班碩士論文，2002 年。 林進材，

「教師教學思考－理論、研究與應用」，高雄：復文出版社，1997 年。 

周明樂，「數學學習態度與學習效果之相關性研究」，國立台北大學統

計學系碩士論文，2004 年。 姚霞玲，「八十六學年度推薦甄選追蹤調查

研究」，台北：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1998 年。 財團法人大學入

學考試中心，「九十七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簡章」，台北：財團法人大

學入學考試中心，2007 年。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

驗與你」，選才通訊，第 49 期，1998 年，頁 2-3。 張春興，「張氏心理

學辭典」，台北：東華書局，1989 年。 張鈿富，「大學多元入學機會與

壓力」，台北 : 五南書局，2006 年。 郭生玉，「心理與教育測驗」，台

北：精華書局，1985 年。 郭進榮，「台灣中小型營造業創業成功因素之

探討」，天主教輔仁大學應用統計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陸炳杉，

「多元入學學生學業成就之研究-以高雄市立中正高級中學為例」，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03 年。 陸蕙萍，「四技二

專聯招商業設計相關科系入學考試之研究─以 80-86 學年度日間部專業科

目試題為例」，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碩士論文，1997

年。 許蘭馨，「高中學生英語學習成就與學習自主關係之研究」，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英語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彭重恩，「高中學生

活科技及數理成績與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數理科成績之相關研究」，國立

台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系碩士論文，2005 年。 黃俊英，「多變量分

析(第四版)」，台北:華泰書局，1991 年。 黃瓊慧，「以多元尺度法探究

e 世代之家長心目中對國小不同年段教師特質的偏好」，國立國立臺南大

學資訊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陳其憶，「從設計研究所歷屆試



題與論文題目走向探討進階設計教育的發展趨勢」，元智大學資訊傳播

學系碩士論文，2006 年。 陳順宇，「多變量分析」，台北 : 華泰書局，

1998 年。 趙文煜，「老趙的數學園地」，2007 年，擷取自老老趙的數學

園地趙 http://cpnethd.cpshs.tyc.edu.tw/ivanovsky/main.htm 廖進發、鄒浮安，

「多元入學的高中學生之學聯考成績與高中學業成績之追蹤研究—以高

雄中學為例」，雄中學報，第 2 期，1999 年，頁 365-405。 劉玉春、王澤

玲、林益三、陳清平，「高中學生在學三年成績與大學入學考試成績相

關性之研究」，台北：大學入學考試中心，1990 年。 翰林書局，「翰林

我的網」，2007 年，擷取自 http://ww2.worldone.com.tw/index.do 簡紅珠，

「教學研究的主要派典及其啟示之探析」，高雄：復文出版社，1992

年。 藍偉華，「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及指定科目考試英文閱讀測驗之評

析：以布魯姆認知分類(修訂版)析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碩士

論文，2006 年。 Bross,I.D.J., ”How to Use Ridit Analysis”, Biometrics, (14), 

1958, pp.18-38. Clark, C.M. & Yinger, R.J. “The Hidden World of Teaching: 

Implication of Research on Teacher Planning”,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191 844, 1980. Coleman,J.S., “The Concept of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38(1), 1968, pp.7~22. 

Goodrich, J. V.,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ference of Vacation Destinations: 

Application of a Choice Model.”,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7), 1978, pp.8-13. 

James, Kevin R., Yang, Simon X., and Hacker, Roger R., “Pork farm odour 

modelling using multiple-component multiple-factor analysis and neural 

networks”, Applied Soft Computing Journal, (6),2005, pp.53-61. J. B. Kruskal,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by Optimizing Goodness of Fit to A Nonmetric 

Hypothesis.”, Psychometrika, Vol. 29, 1962, pp.125-39. J. Lattin, D. Carroll, P. 

Green , ”Analyzing Multivariate Data”; Thomson Books, 2003. Joseph Kruskal 

and Myron Wish,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78. Mehrens, W.A. and Lehmann I. J.,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in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New York :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5. 

Metzler, M. & Young, J.C., “The Re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Preactive 

Planing and Student Process Measures”, Research Quarterly for Exercise and 

Sports, 55,pp.356-364. Rumelart, D.E., Hinton, D.E. and Williams, R.J., 

“Learning Internal Representations by Error Propagation in 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MIT Press, Cambridge, MA, (1), 1986, pp.318-362. Tyler, 

R.W., :Basic Principles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0. Walsh, W. B. and Betz, N. E., “Tests and Assessment”(2nd ed.), 

Englewood Cliffs, N. J. : Prentice Hall, 1990.  

論文

頁數 
86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0000007  

資料 2008/6/16 



建置

時間 

轉檔

日期 
2008/06/17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5725237 2008.6.16 15:43 163.20.185.30 new 01 495725237 2008.6.16 15:43 

163.20.185.30 new 02 495725237 2008.6.16 15:44 163.20.185.30 new 03 

異動

記錄 

C 495725237 Y2008.M6.D16 14:08 61.222.134.182 M 495725237 Y2008.M6.D16 

14:14 61.222.134.182 M 495725237 Y2008.M6.D16 15:41 163.20.185.30 M 

495725237 Y2008.M6.D16 15:42 163.20.185.30 M apst2935 Y2008.M6.D16 15:51 

163.20.185.30 M apst2935 Y2008.M6.D16 16:28 140.136.128.147 M apst2935 

Y2008.M6.D16 16:28 140.136.128.147 I 030386 Y2008.M6.D17 11:23 

140.136.211.222 M admin Y2008.M7.D3 23:18 61.59.161.35 M 030540 

Y2009.M10.D8 10:52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09.M10.D12 15:22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4.D1 15:02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5.D20 15:33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