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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學童小數概念發展之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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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日期：民國 94 年 12 月 20 日，修訂日期：95 年 3 月 25 日，接受日期：95 年 4 月 20 日）
摘要：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我國國小學童小數概念的發展情形，也包括學童的
錯誤想法和迷思概念。筆試樣本是透過全國分層隨機取樣而來，包括北一、南一、
北二、南二、山地及偏遠等六區四、五、六年級學童，共計 2850 人。評量工具為
自編的筆試試題。筆試試題分成四五年級卷與六年級卷，本文以此二份試卷的共同
試題，包括小數圖像表徵、小數記數系統、小數與分數互換、單複名數轉換、估測、
小數比大小、小數稠密性、小數加減等八個部分對三個年級學童的答題表現進行比
較和分析。資料收集以筆試為主，而資料分析則以量化為主和質性為輔。研究結果
發現，我國四至六年級學童的小數概念是隨著年級增加而成長，但學習成效普遍較
不理想，僅有五、六年級的高程度學童表現不錯。此外，各年級學童在估測與小數
加減部分的表現最好，在小數與分數互換、單複名數轉換與小數稠密性三部分的表
現則最差。綜合歸納學童的錯誤想法和迷思概念，可歸結於學童是否能掌握小數符
號的意義和小數符號的結構，而這關鍵處即在於學童是否能理解小數的十等分割意
涵和小數的十進制記數系統。最後，根據本研究的發現，提出一些建議作為小數教
材和教學的參考。
關鍵詞：小數、國小學童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現今國小數學教育不只重視技能的獲
得，更是強調概念的發展。概念學習是一切
學習的基礎，唯有正確擷取概念的意義，學
習方可無限延伸，能力才能培養出來，並應
用到有關事例上。因此，研究學生的數學概
念發展極具重要性。有鑑於此，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簡稱國科會）科教處於九十年

度將「數學概念學習研究」
，列為重點項目，
先以建立本土性學生「數學概念學習」基本
資料庫為主，進而能研究發展學生數學概念
學習診斷工具、診斷教學的教學模組。國科
會希望藉由概念測量工具發展與診斷教學的
設計，以提昇我國學生的數學能力，可看出
國家對教育「提昇、紮根」的苦心。另外，
在國內國小數學教材中，有關於「數」的領
域的安排上，包括有整數、分數、小數與概
數等四個主題（教育部, 1993, 2001,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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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數的學習內容分布在三至六年級中，不僅重
視小數概念的獲得，也加強小數基本運算的能
力，因此，「小數」在國小數學的領域中具有
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而有關學生在小數方面
的概念研究，也就顯得相對重要了。
本研究即在國科會目標導向下產生的，
主要目的在探討國小學童的小數概念發展情
形。透過國小不同年級學童在小數問題上的表
現，以了解國小學童的小數概念及其發展情
形，並試著找出他們常犯的錯誤或迷思概念。

一種記錄方式，即記錄千分之幾的分量。從
十進制記數系統觀點來看，小數的記數系統
承襲了整數的十進位結構與記數規則，亦是
以 0~9 十個數字，配合位值概念來記錄。例
如，0.abc 記錄了 0 個 1、a 個 0.1、b 個 0.01
和 c 個 0.001 的合成結果，而 0.1 為 0.01 的
十倍，0.01 為 0.001 的十倍。此外，a 所在的
位置稱為十分位，是記錄「0.1」的個數；b
所在的位置稱為百分位，是記錄「0.01 」的
個數； c 所在的位置稱為千分位，是記錄

貳、文獻探討

「0.001」的個數。在我國的教材中，小數的
學習是在整數和分數之後，因此教材安排也

一、小數概念內涵的探討

多以學生所具備的整數與分數經驗為基礎來

小數的歷史可追溯到西元前 2400 年，
當時的巴比倫人便已有位值的概念，不過他
們的計數單位是 60，所以小數的實用性便沒
那麼明顯。後經印度及阿拉伯數學家的改
進，便演變成現在我們所看到的。近幾十年
來由於受到計算機和電腦的頻繁使用以及強
調測量採用公制系統的影響，「小數」在數
學的課程日漸受到重視（Hiebert & Wearne,
1983; Thipkong, 1988）
。趙文敏（1985）認為
小數表示方式在數學上的地位，則在於其運
算的便利性，雖然小數是分數的一種表示方
式，但同樣在處理部分量的計算，小數計算
可以延續整數的運算法則，而不需要像分數
一般，另創一套新的運算規則。
既然小數的概念起源於測量和分數的部

大（如 3.21 會比 3.8 大）
、或將小數點後的

分全體關係，其記數系統又是從整數的十進

數字讀成整數。另一方面，學生也可能受分

位制擴充而來，我們便可從分數的意義和十

數的干擾，產生分數法則的迷思概念（Resnick,

進制的記數系統觀點來了解小數。從分數意

et al., 1989）
，誤以為小數點後數字越多其值

義的觀點來看，當一個單位量被等分成十

越小（如 3.45 會比 3.2 小）
、或分數與小數關

份、百份、千份……等後，其中的幾部分便

3
係是由表面形式互換而成（如 5.3 和 相等）
。
5

可以小數記之。例如，0.abc 為

abc
的另
1000

學習小數，例如由分數概念（如十分之幾、
百分之幾或千分之幾）引入小數概念；由整
數位值（如右邊的數字是左邊數字的

1
）
10

類推小數位值等。不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多位學者（ Hiebert, 1992; Resnick, Nesher,

Leonard, Ma-gone, Omanson & Peled, 1989）
就明確的指出小數與整數和分數的異同，並
強調這兩種知識對學生學習小數可能產生的
干擾。例如，在比大小時，學生可能受整數
的干擾產生整數法則的迷思概念（Resnick, et

al., 1989），誤以為小數點後數字越多其值越

此 外 ， 從 學 習 的 角 度 來 看 ， Hie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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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將小數知識具體的分成三種：(1)記
數系統知識：有關小數符號的知識。(2)運算
規則知識：根據規則操弄小數符號以進行運
算的知識。(3)數量表示知識：將小數表示數
量的知識。Hiebert 非常強調「連結」的觀念，
他認為學生在這三種小數知識的連結工作做
得並不好。學生可能只知道記數符號，但卻
不了解數學符號的意義。例如學生可能會念
2.56，知道個位是 2、十分位是 5、百分位是
6，但無法理解 2.56 所代表的意義是介於 2
與 3 之間，並且是接近於 2 與 3 的中間，較
無法知覺 2.56 這個數所代表的大小。在以
100 格的百格板為單位 1 的情形下，要求兒
童透過具體來連結抽象符號，以數學積木來
表示 2.56 是有困難的。再者，學生利用太
多時間和注意力在表現運算規則上，使得抽
象的數學表徵與具體真實世界的表徵脫離，
例如學生知道計算 1.76 + 0.3 時要將小數點
對齊，但卻不會做數學積木或百格板的操
作，所以不知小數點對齊的理由。如果希望
學生對小數概念是真正內化與了解，Hiebert
提出小數教學就必須加強「記數系統知識」
、
「運算規則知識」與「數量表示知識」彼此

的連結。

二、小數教材的分析
綜觀近十年來有關國小小數的教材，
共有三種數學課程，分別是依據八十二年
國民小學數學課程標準編寫的稱為八十二
年版數學課程（民國 85 學年至民國 95 學
年）、依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
要編寫的稱為九一暫綱數學課程（民國 90
學年至民國 99 學年）、和依據國民中小學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編寫的稱為九年一貫數
學課程（自民國 94 學年開始實施）。茲將
此三種課程有關小數教材綱要分列於表 1
（教育部, 1993）
、表 2（教育部, 2001）和
表 3（教育部, 2003）
。
對照表 1 至表 3，有關小數的學習內容，
還是以小數的認識，小數的數線、小數與分
數的互換和應用小數的加、減、乘、除法解
決問題等為主。不僅重視小數概念的獲得，
也加強小數基本運算的能力，「小數」已成
為「數與計算」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了。八十
二年版數學課程小數的範圍以三位小數為
限，而九一暫綱數學課程和九年一貫數學課

表 1：八十二年版數學課程小數教材綱要表
年級
三年級

數
◎一位小數的認識、化聚、進位與位值

計算
◎一位小數的加減

◎一位小數的數線
◎十分位、小數、小數點
四年級

◎二位小數的認識、化聚、進位與位值

◎二位小數的加減

◎二位小數的數線
◎小數與分數（分母為 10、100、1000 的雙向連結）
◎百分位
五年級

◎三位小數的認識、化聚、進位與位值

◎三位小數的加減

◎千分位
六年級

◎乘數、除數是整數的小數乘除
◎乘數、除數是小數的小數乘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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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九一暫綱數學課程小數教材能力指標表
階段

能力指標

N-1-8

在一個整體 1 被明確十等分的具體生活情境中（包含離散量、連續量），能以一位小數描述其
中的幾分，並能進行一位小數的合成、分解活動（和及被減數 < 1）。

N-2-7

能以二位小數描述具體的量，並解決二位小數的合成、分解及簡單整數倍問題。

N-2-19

能利用等分好的線段上，做出一條簡單的整數數線，並能進一步延伸至簡單的分數和小數
的數線。

N-3-5

能延伸小數的認識到三位以上（小數），並解決生活中與小數有關的加、減、乘、除問題。

N-3-6

在具體情境中，能用分數、小數表示除的結果（除的結果為有限小數）。

表 3：九年一貫數學課程小數教材能力指標表
階段

能力指標

N-1-10

能認識一位小數，並作比較與加減計算。

N-2-10

能認識多位小數，理解其比較，及用直式處理加、減與整數倍的計算，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N-2-12

能用直式處理乘數是小數的計算，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N-2-13

能做分數與小數的互換，並標記在數線上。

N-3-04

能用直式處理除數為小數的計算，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程則延伸到三位小數以上。

三、學童的小數迷思概念
從教材來看，小數在國小數學教材中佔
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然而從小數概念內涵來
看，小數與整數和分數的異同使得小數顯得
相當複雜。從最近二十年的一些研究結果或
評量報告可知，學生在小數方面表現並不理
想。許多研究指出學生學習整數時較少有困
難，但在學習小數與分數時，就有許多困難。
學生學習小數時常會因整數、分數概念而產
生干擾（Fischbin, Deri & Marino, 1985; Greer,
1987; Hiebert & Wearne, 1985, 1986, 1988;
Markovits & Sowder, 1991; Resnick et al.,
1989 ）。在受整數概念的影響方面，例如學
生在讀小數時，會將小數點後的數字讀成整
數（杜建台, 1996; 劉曼麗, 1998; Frobisher,
Monaghan A. Orton, J. Orton, Roper & Therlfall,
2002 ）；在序數小數時，如遇進位便容易出

錯，如認為 0.9 後為 0.10（劉曼麗, 1998, 2001;
；在比較小數大小時，
Frobisher, et al., 2002）
會忽略小數點，將小數視為整數來比較，如
認為 12.7 < 4.28，或認為小數點後的數字越
多其值越大（吳昭容, 1996; Hiebert & Wearne,
1986; Irwin, 2001; Sackur-Grisvard & Le’onard,
1985 ）；在加減小數時，會向右對齊後計算
或未將計算結果標示上小數點等（艾如昀 ,
1994; 陳永峰, 1998; 劉曼麗, 1998, 2001; 簡
茂 發 和 劉 湘 川 , 1993; Hiebert & Wearne,
1986 ）；在乘除小數時，會誤用算則而點錯
積數的小數點或未處理餘數的小數點（艾如
昀, 1994; 陳永峰, 1998; 劉曼麗, 2001; 簡茂
發和 劉 湘 川 , 1993; Hart, Kerslake, Brown,
Ruddock, Kuchemann & McCartney, 1981）
；
在進行乘除估算或解文字題時，因依賴算則
或認為「乘法會使結果變大」和「除法會使
結果變小」而錯估答案或選錯運算符號（林
原宏, 1994; 陳永峰, 1998; Fischbei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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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在受分數的影響方面，例如在比較
小數大小時，會認為小數點後的數字越多其
值越小（艾如昀, 1994; 吳昭容, 1996; 杜建
台, 1996; 陳永峰, 1998; 劉曼麗, 1998, 1999;
簡茂發和劉湘川, 1993; Greer, 1987; Hiebert &
Wearne, 1986; Irwin, 2001; Moskal & Magone,
2000; Resnick, et al., 1989; Sackur-Grisvard &
Le’onard, 1985; Steinle & Stacey, 1998）
。此
外，還有一些其他的迷思概念，例如一些研
究（杜建台 , 1996; 楊德清 , 2001; 劉曼麗 ,
1998; Hart, et al., 1981）指出有不少的學生不
具有小數稠密性的概念。一些研究（陳永峰,
1998; 郭孟儒, 2002; 劉曼麗, 1998; 戴政吉,
1999; Bell, Swan & Taylor, 1981）則指出學生
在解決度量衡單複名數的轉換問題時，會將
小數點做為大單位與小單位的區隔。還有一
些研究（艾如昀, 1994; 劉曼麗, 1998, 2001;
D’Entremont, 1991; Hiebert & Wearne, 1983;
Kouba, Brown, Carpenter, Lindquist, Sliver &
Swafford, 1988; Markovits & Sowder, 1991;
Resnick, et al., 1989）指出學生在將分數轉換
為小數時，會將分母當整數部分、分子當非
整數部分，或將分子當整數部分、分母當非
整數部分。
事實上，上述所涉及的小數概念皆為小
數教學重點。這些發現顯示出學生在學習小
數時，從基本的讀法到複雜的乘除計算都可
能會產生迷思概念。然而，在這些評量報告
或研究結果中，有的是僅將小數列入一小部
分，有的是只針對小數中某一重點探討，而
其研究樣本多屬某區域，可推論之範圍較為
狹隘。目前尚無以我國國小學童為研究對象
之大型調查研究，也尚無一個完整涵蓋國小
小數內容的研究工具以總觀地探究學生的小
數概念與發展情形。所以本研究除呼應國科
會的計畫訴求，選取學生學習較感困難的小
數主題為研究重點，盡可能將範圍擴大到小

學數學課程所涵蓋的小數教材，探究國小學
童在這部分的表現及發展情形，同時，並試
著找出他們常犯的錯誤或迷思概念，以充實
本土學生「數學概念學習」資料庫。此外，
本研究結果也可為國小教師提供寶貴資料，
作為日後改善及加強國小學童的小數概念之
參考依據。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樣本的選取
根據教材分析，小數教材大多始於第六
冊末，而本研究施測時間為五月，為考量施
測時有的版本尚未教到一位小數，而有的版
本即使教到也只有一位純小數，且所涉及的
內容並不多，故本研究樣本暫時以國小四至
六年級的學童為主。因此本研究是以九十學
年度教育部登錄的全國國民小學四、五、六
年級學童為抽樣母群體（這批學童是接受八
十二年版數學課程）。因我國學校依所在的
地理特性而有所差異，為顧及樣本的選取具
有普遍性和代表性，所以本研究採分層隨機
抽樣法。又因我國小學大都採常態編班，所
以本研究兼採分層隨機取樣與叢集取樣的方
式進行取樣。先依母群體的地理特性分成北
一、南一、北二、南二、東區、山地及偏遠
地區等六層後（羅啟宏, 1992）
，再依各層分
配的班級數，依比例抽取四年級 30 班 898
人、五年級 30 班 962 人、六年級 30 班 990
人，共 2850 人做為研究樣本，分佈情形詳
見下表 4。

二、研究工具的發展
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國國小學童小數概念
的發展情形，並包括學童的錯誤想法或迷思
概念。為達研究目的，本研究以自行發展的
研究工具「小數概念調查工具」
，進行全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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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研究樣本人數
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北一區

88 (3)

81 (3)

91 (3)

260 (9)

南一區

58 (2)

79 (2)

72 (2)

209 (6)

北二區

288 (9)

301 (9)

304 (9)

893 (27)

南二區

285 (9)

312 (9)

332 (9)

929 (27)

30 (1)

34 (1)

30 (1)

94 (3)

149 (6)

155 (6)

161 (6)

465 (18)

0898 (30)

0962 (30)

0990 (30)

2850 (90)

區域

人數（班級數）

東區 5 區
山地及偏遠地區
合計

調查，茲將研究工具的發展過程說明如下：
(一)分析文獻提出研究工具架構
本研究在探討小數概念內涵與分析國小
小數教材內容後，認為國小學童學習的小數
概念應包括小數圖像表徵、小數記數系統、
小數與分數互換、單複名數轉換、估測、小
數比大小、小數稠密性、小數計算、小數文
字題和小數估算等十個部分。將此十部份間
的關係整理如下圖 1，並針對此十個部分設
計試題（開放性問題）
，完成研究工具草稿。
(二) 進行兩次訪談收集學童的小數概念、
想法、經驗與迷思概念
本研究擬透過訪談收集學童的小數想
法、經驗與迷思概念，以作為修正草稿試題
情境和選項的依據。第一次訪談對象包括四
年級學童 20 人、五年級學童 10 人、六年級
學童 5 人，共 35 人。第二次訪談對象包括
四年級學童 13 人、五年級學童 33 人、六年
級學童 33 人，共 79 人。第一次訪談內容皆
來自於草稿的試題，第二次訪談內容是要求
學童說出使用小數的經驗和解釋小數的意
義。統整兩次訪談結果，並依據結果將草稿
以下述方向進行修改。
1.修改符號辨識試題

1
草稿僅以 56、2 、8.2、2.7 讓學童從中

合計

辨識出小數，然而訪談結果發現，有的學童
認為只有「.」或是小數點右邊的數才是小數；
有的學童甚至認為只要有點就是小數，且點
不限一個，例如「 2…0226 」也是小數。因
此本研究將草稿中的符號辨識題改以訪談時
使用的發票為情境，讓學童勾選發票上哪些
數是小數，並擇一小數，設計含有理由選項
的選擇題讓學童勾選是小數或不是小數的理
由，以進一步探究學童辨識小數符號的依
據。

2.增加圖像表徵試題
草稿中僅有一題圖像表徵試題，然而訪
談結果發現，學童在以圖像表徵表示小數符
號上存有許多的迷思概念，例如有的學童雖
知道 0.2 張紙要取兩份，卻不知道全部要分
成幾份等；有的學童認為 5.3 個蛋糕可以用
○○○○○.○○○來表示（○表一個蛋糕）
；也有學
童認為 5.4 杯汽水就是 5 杯汽水中的 4 杯等。
因此本研究增加圖像表徵試題，並以訪談所
得的迷思概念為依據來設計選項。
3.更改部份試題情境
由訪談結果得知，學童熟悉的小數情境
包括容器之容量標示、電子秤、電子身高機
等，本研究便擇取這些情境取代草稿部分試

國小學童小數概念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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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小數概念關係圖

題情境。
4.刪除估算試題
訪談時發現，學童對於估算試題多習慣
以筆算求得答案，唯恐紙筆測驗不易測出學
童的估算能力，故刪除草稿中有關估算的試
題。

5.將部分問題修改為選擇題
考量樣本數多，日後在批閱與建檔上會
有相當大的困難，加上從訪談中已獲得許多
學童的錯誤想法與迷思概念，故將草稿中大
部分試題均改為選擇題，並以訪談所得的錯
誤想法或迷思概念設計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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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經修正草稿後所完成的初稿共計
有 39 題。

(三)進行兩次預試和兩次專家審核
由於本調查工具將進行全國性施測，故
從北（台北地區）、中（台中地區）、東（花
蓮地區）、南（高屏地區）各區選取兩所學
校，而每校各一班四、五、六年級學童，分
別為 267 人、282 人、276 人，共 825 人作
為預試樣本。預試結果則以 SPSS 統計軟體
統計各題的鑑別度與難度值以進行試題分
析。此外，為避免試題過難，另選取台北市
某所小學 12 位資優班學童試答試卷。另一
方面，敦請 13 位專家（含數學教育專長教
授 8 人與國小資深教師 5 人）填寫專家效度
問卷，針對各試題內容是否符合欲測的小數
概念、選項是否符合預測的錯誤想法或迷思
概念，以及命題敘述與用詞是否恰當等方面
提出修正意見。預試結果發現，大部分的題
目對六年級學童難易適中，且具有不錯的鑑
別度，只有試題 1-11 的鑑別度為 .13，但因
其難度值達 .73，且此題是用來測學童小數
寫法的迷思概念，故予以保留。然而對四年
級和五年級學童而言，試題 1-4、1-9、1-21、
5-1、5-2 、5-3 的鑑別度不但小於.30 ，且難
度值也只在 .10 左右，顯見這些試題對四五
年級學童而言過難，故須將初稿修正。由於
這些試題中，乘數是小數的問題和小數除法
問題已超出四五年級教材範圍，故予以刪
除，至於其他試題則參酌專家意見修改試題
數值降低其難度。此修正後的試卷即做為四
五年級卷。另外，根據專家意見將原初稿增
加商數為小數的整數除法題，做為六年級
卷。
修正後的四五年級卷和六年級卷以高屏
地區兩所學校各二班的四、五、六年級學童，
分別為 125 人、154 人、149 人，共 428 人
進行第二次預試，並進行信度考驗。另外，

從第一次填寫專家效度問卷的教授中，選取
2 位教授填寫第二次專家效度問卷。綜合統
計結果和專家意見，只對兩份試卷做小幅度
的修改，如將部分圖像表徵所含的內容物呈
現出來。最後完成本研究工具 − 小數概念
調查工具，其中四五年級卷共有 37 題，六
年級卷則有 42 題；而此份工具已彙整成冊
「小數概念知多少???」（劉曼麗、江愛華、
侯淑芬和梁惠珍, 2002）
，在多場研習會上提
供給老師參考，並獲得老師迴響與索取。研
究工具各類問題範例可參見附錄，試題內容
分配如下表 5。
(四)分析研究工具信度
本研究在工具信度的建立是使用 Cronbach α 係數進行考驗，結果顯示四、五、
六年級分別高達 .85 、 .89 、 .90 。而在重測
信度，基於第二次預試的六年級樣本均已畢
業，故僅針對四五年級學童進行重測。本研
究選取第二次預試樣本中之兩所學校內各一
班四、五年級學童，分別為 62 人和 70 人，
共 132 人，在第二次預試後二週進行重測，
所得四、五年級之重測信度則分別為 .74
和 .70。

三、資料的收集與分析
試卷收齊後，先針對非選擇題進行批
閱，分析學童的答案類型並予以編號，再將
編碼結果連同選擇題選答情形以 SPSS 統計
軟體進行建檔。建檔完畢後，為達研究目的，
將資料進行下述統計分析：
(一) 統計各年級得分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並根據學童答題結果，依前 27%、中
46%、後 27% 的比例，將三個年級的
學童各分為低、中、高程度後，統計
各年級不同程度學童的得分平均數與
標準差，以探討各年級的整體表現與
不同程度學童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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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試卷內容分配表
概念

細目（題數）

小數圖像表徵

•連續量 − 線段模式（2）
− 面積模式（4）
•離散量 − 內容物單一（2）
− 內容物多個（2）
•符號辨識（3）

•寫法（1）

•讀法（1）

•位名（1）

•位值（1）

•化聚（4）

小數與分數互換

•分數化小數（1）

•小數化分數（1）

單複名數轉換

•單→複（六年級卷（2）、四五年級卷（1））

小數記數系統

•單→單（四五年級卷（1））
估測

•估測鉛筆長（1）

小數比大小

•末位均無 0（1）

小數稠密性

•兩個一位帶小數之間（1）

小數計算

•加法（1）

•複→單（1）

•其中一數末位有 0（1）
•減法 （1）

•乘法（六年級卷（2）、四五年級卷（1））
小數文字題

•加法（1）

•除法（六年級卷（2））

•減法（1）

•乘法（六年級卷（2）、四五年級卷（1））
•除法（六年級卷（2）、四五年級卷（1））

(二) 統計各年級在各個選項或各種答案類
型的選答率，以探討各年級在各題的
答對率與主要錯誤情形或迷思概念。
(三) 進行變異數分析和事後比較，以探討
各年級間、各年級不同程度間、同一
年級在小數圖像表徵、小數記數系統、
小數與分數互換、小數單複名數轉換、
估測、小數比大小、小數稠密性、小
數計算與小數文字題各部分間的答對
率是否有差異。
(四) 針對有關聯性的試題，例如小數化分
數題與分數化小數題，篩選具有系統
性迷思概念的學童，以探討學童具有
系統性迷思概念的情形。

肆、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以「小數概念調查工具」調查我

國國小學童小數概念的發展情形，針對研究
問題，本節先探討四至六年級學童的整體表
現，以了解我國學童小數概念發展的總貌；
再深入分析各年級學童在小數概念各部分的
表現，以了解學童在不同小數概念的發展情
形，以及具有的錯誤想法或迷思概念。

一、各年級學童在整體的表現
表 6 呈現各年級得分之平均數與標準
差。
四、五年級試題皆相同，共 37 題，答
對一題得一分，滿分是 37 分，而六年級有 42
題，滿分是 42 分。在表 6 中，學童有答題
滿分者也有掛零者，顯示高低分的差距極
大。另外，四、五、六年級的平均得分各為
17.31、22.61、27.32，即平均答對率為 47%、
61%、74% ，顯示三個年級在小數概念的學
習成效均不理想；而標準差的遞增，顯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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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各年級筆試結果統計表
年級

人數

四年級

全部題數

共同部分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898

36

0

17.31

6.93

15.40

6.36

五年級

962

37

1

22.61

7.97

19.87

7.33

六年級

990

42

0

27.32

9.02

22.35

7.19

級越高，學童間的差異似乎也越來越大。
由於篇幅限制，每個年級的細部分析將
以另文探討，而本文只聚焦在三個年級的共
同試題部分（即不探討試題有關小數乘除之
問題）。另外，為從整體看和方便比較，特
將小數加減計算與小數加減文字題合併為小
數加減，故試題內容包括「小數圖像表徵」
、
「小數記數系統」、「小數與分數互換」、「單
複名數轉換」、「估測」、「小數比大小」、「小
數稠密性」與「小數加減」等八部分共 33
題。根據變異數分析，各年級在這八部分的
整體表現有顯著差異（F = 237，p < .001）
。
進一步以 Scheffe’事後考驗（p < .05）發現，
六年級明顯高於四、五年級，而五年級也明
顯高於四年級，顯示學童在這八部分的學習
是隨著年級而明顯成長，但由表現最好的六
年級答對率不到 70% 的數據，顯示小數概

4.5

100
90

77.26

70

30
20

4.0

81.47

80
答 60
對 50
率 40

念可能是未來教學中需要再努力之處。
另外，再根據學童答題結果，取前 27%、
中 46%、後 27% 的比例將三個年級各分為
高中低三種程度。圖 2 和圖 3 呈現各年級不
同程度的答對率和標準差。
在圖 2 中，每種程度的學童在各年級表
現有顯著差異（高：F = 479，p < .001；中：
F = 893，p < .001；低：F = 118，p < .001）
。
再以 Scheffe’事後考驗（p < .05）比較發現，
三種程度的學童都是六年級明顯高於四、五
年級，而五年級亦明顯高於四年級，顯示每
一種程度的學童對小數概念的學習，也是皆
隨年級的遞增而明顯成長，只是四到五年級
的成長速率較快。在高程度學童中，五、六
年級的答對率皆在 80% 左右而四年級只有
63%；在低、中程度的學童中，得分最高的
六年級也只有 34% 和 63%，而四、五年級

54.99
33.97

63.46

3.31

3.5
3.0

63.49

4.16

標 2.5
準
差 2.0

3.32

3.34
3.16
2.41

2.25

2.53

1.74

1.5

40.36

27.94

1.0

21.29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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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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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各年級不同程度學童答對率

低

中

高

學生程度

圖 3：各年級不同程度學童得分之標準差

六
五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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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更低。此意味著除了五、六年級的高程度
學童外，其他學童在國小部分，對於小數概
念的學習並不好。
在圖 3 中，低、中程度學童標準差均隨
年級增加而變大。此意味著在低、中程度中，
年級越高，學童對小數概念的學習差異就會
越大，而低程度的差異又略大些。高程度學
童卻正相反，年級越高差異卻越小。如以年
級來看，五、六年級的學童程度越高差異越
小，反而四年級是高程度學童間的差異最
大，低程度最小。

二、各年級學童在各部分的表現
表 7 呈現各年級學童在「小數圖像表
徵」
、
「小數記數系統」
、
「小數與分數互換」
、
「單複名數轉換」
、
「估測」
、
「小數比大小」
、
「小數稠密性」、「小數加減」等共同部分的
筆試作答結果。
根據變異數分析，三個年級在每一部分
的表現，皆達顯著差異（小數圖像表徵：F =
108，p < .001；小數記數系統：F = 154，p
< .001；小數與分數互換：F = 183，p < .001；
單複名數轉換：F = 146，p < .001；估測：F =
42，p < .001；小數比大小：F = 163，p < .001；
小數稠密性：F = 133，p < .001；小數加減：
F = 145，p < .001）
。再以 Scheffe’事後考驗
（p < .05）比較發現，在「小數圖像表徵」
、
「小數記數系統」、「小數與分數互換」、「單
複名數轉換」、「估測」五部分，六年級明顯
高於四、五年級，而五年級也明顯高於四年

級，顯示學童在這五部分的概念，皆隨年級
遞增而明顯成長；其中，除「小數記數系統」
外，學童在其餘四部分隨年級的成長幅度皆
相當。另外，除六年級在「估測」的答對率
有八成以上外，其餘的數據皆不高。尤以「小
數與分數互換」和「單複名數轉換」兩部分
對學童的學習是困難度最高的。
在「小數比大小」、「小數稠密性」、「小
數加減」三部分，只有五、六年級明顯高於
四年級。關於「小數加減」概念，五、六年
級的答對率皆維持在八成，顯示學童在此部
分的學習成果是可以持續保留。關於「小數
稠密性」概念，在國小數學課程中，並未特
意引導學童體會任兩點之間可再任意等分
割，學童是很難理解小數的稠密性性質，答
對率明顯偏低，即使五、六年級也只有四成。
但「小數比大小」部分是在四年級就進行教
學了，由本研究數據顯示，四年級的學習成
效不佳，到五年級雖快速增長二成多，但到
六年級卻又裹足不前，因此在未來的教學上
如何幫助學童獲得良好的學習成效，需要再
思考。以下是關於學童在此八部分的細部分
析結果。
(一)小數圖像表徵
此部分是探討學童在不同的情境下，由
所選的圖像顯示其對一、二位小數的理解情
形。圖 4 呈現各題答對率。
1.概念發展情形
在圖 4 中，學童在各題的答對率均隨年
級而遞增。從情境來看，學童在離散量內單

表 7：各年級在共同部分的平均答對率
概念

小數
圖像表徵

小數
記數系統

小數
與分數互換

單複
名數轉換

估測

小數
比大小

小數
稠密性

小數
加減

四年級

46.5

51.3

20.8

29.2

62.6

43.1

12.2

62.4

五年級

55.6

63.5

36.9

44.4

73.1

68.5

40.6

80.3

六年級

64.2

70.1

54.1

59.4

82.1

72.5

42.6

81.7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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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題號

位數

1-1
1-2
1-8

一位
小數

1-6
1-7
1-10

二位
小數

1-3
1-5
1-9
1-4

情境

80
連續量

一位
小數
二位
小數

87.7

90

70

離散量內單

答 60
對 50
率
40

離散量內多

30

離散量內單
離散量內多

78.1 68.4

84.9

82
75.6

64.5
62.8
62.3
61.5
55.1 57.2 56
51.6
37.9

83.6
77.5
75.5

77.5
69.9

六
五
四

59.4
50.3
45

36.9
27.8

19

20
14.1
6.3

10

12.8
6.7

0
1-1 1-2 1-8 1-6 1-7 1-10 1-3 1-5 1-9 1-4
題號

圖 4：學童在小數圖像表徵題的答對率

（單位小數所表示的內容物為單一個物）的
情境表現最好，其次是連續量，最差的是離
散量內多（單位小數所表示的內容物為多個
個物）的情境。從小數位數來看，在連續量
情境中，各年級在一位小數的表現均略優於
二位小數，但在離散量情境中，兩者的差異
卻不大。進一步分析，在一位小數的連續量
問題，以量杯情境表現最好，可能是量杯情
境，經常出現於自然科或生活中，且量杯上
有呈現刻度，所以學童較易感受到十等分
割，造成答對率偏高。在二位小數的連續量
問題，各年級的表現均不理想，而四年級尤
甚，在三題答對率都未過半。由於題 1-6 及
1-7 的百等分割是透過十等分割後再十等分
割來呈現，而我國小數教材大都是透過將
「1」百等分割的情境來聯絡二位小數，很
少是透過將「 0.1 」十等分割來聯絡二位小
數的情境，以致此類情境，對學童而言較為
陌生，所以答對率不高，尚能接受。然而，
題 1-10 的百等分割是教材內經常出現的情
境，但五、六年級答對率也不到六成，甚至
比題 1-6 及 1-7 還差，值得深思。在離散量

情境，各年級在內單與內多的表現差異都很
大，顯示出十等分或百等分分割後的每一份
「數量超過 1 」是造成解題困難的最大原
因，由此更加顯示學童對於小數的理解並不
容易。
2.主要錯誤或迷思概念
依據各題選項統計結果，將學童的迷思
概念整理歸納於表 8。
從迷思概念的類型來看，有的學童透
過整數的觀點將小數點兩邊的數當作獨
立的整數來處理。例如，在連續量情境
中，以「

●●●●.●●● 」來表示

4.3

個 蔥 油 餅 等；又如在離散量情境中，以
「

.

」來表

示 5.3 袋糖果等。有此迷思概念的學童以四、
五年級比例較高。在 Greer（1987 ）的研究
中，也有提到此類的迷思概念。另有一類學
童似乎知道小數與分量有關，卻不清楚對應
的單位量為何。例如，在連續量情境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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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學童在小數圖像表徵題的迷思概念統計表
情境

迷思概念

五

六

將小數點左右兩邊的數（a.b）視為兩個獨立的整數（a、b）。 28.3

16.8

09.6

b個
a個

將 a.b 視為從 a 個單位量中取 b 個單位量。

26.6

21.0

13.6

b
個
a

將 a.b 視為是將單位量分成 a 等分後取 b 分。

23.1

16.6

12.8

1
ab 個

將 a.b 視為先取 a 個單位量後，再將單位量分成 b 等分後取 1
分。

10.9

14.4

18.2

a.0b→a.b

將 a.0b 視為先取 a 個單位量後，再將單位量分成十等分後取 b
分。

62.7

53.1

50.9

a 個.b 個

將小數點左右兩邊的數（a.b），視為兩個獨立的整數（a、b） 16.5

11.9

98.6

b個
a個

將 a.b 視為從 a 個單位量中取 b 個單位量。

12.6

12.0

08.5

b
個
a

將 a.b 視為是將單位量分成 a 等分後取 b 分。

15.5

11.7

08.5

將 a.b 視為從 a 個小單位中取 b 個小單位。（小單位是指離散
物件的單位）

08.9

07.2

04.4

a 個大單位和 b 在內多情境中，將 a.b 視為 a 個大單位和 b 個小單位合起來的
個小單位
結果。

77.6

74.5

74.3

a 個.b 個

連
續
量

離
散
量

選 答 率

說明

b個小單位
a個小單位

四

註：表中之選答率是指學童分別在連續量（六題）、離散量（四題）題中，選答此迷思概念選項至少有一題者。

b個
3
）或 個蔥油餅
4
a個

釐清，其中又以六年級較多。在 Markovits

b
個）來表示 4.3 個蔥油餅；又如在離散
a

迷思概念。另外，在二位小數中有 0 的問題，

4 個蔥油餅中的 3 個（
（

3
量情境中，以 5 袋糖果中取 3 袋或以 袋糖
5
果來表示 5.3 袋糖果。此類學童也以四、五
年級較多。還有一類學童雖然知道小數點左

和 Sowder（1991）的研究中也有提到此類的
學童也很容易出錯。例如在 6.03 個蛋糕問題
中以

3
個蛋糕來表示小數點右邊的 3，或在
10

4.02 張紙問題中以

2
張紙來表示小數點右
10

邊的數表示單位量的個數，右邊的數表示非

邊的 2。不知學童是未注意到 0 還是認為 0

整數部分，卻不清楚非整數部分和單位量的

可省略，還需再加探究。令人憂慮的是，有

關係，如在 4.3 個蔥油餅問題中以

1
個蔥油
3

此迷思概念的學童在各年級比例並不低。
由於離散量情境同時出現兩種單位：單

餅來表示小數點右邊的 3 等。此類學童對小

位量的單位（大單位）和單位量內離散物件

數中的非整數部分與單位量 1 的關係需要再

的單位（此為自然單位，為別於大單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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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單位稱之），有些學童極易將小數點左邊
的數當作大單位的個數，右邊的數當作小單
位的個數。例如，一袋糖果 20 顆（袋為大
單位、顆為小單位）
，5.3 袋糖果就是 5 袋和

3 顆糖果。此類學童在每個年級中都有七成，
不容忽視。還有些學童會將「a.b 個」視為
b個小單位

「 a個小單位 」
，例如將 5.3 袋糖果視為是 5
顆糖果中的 3 顆，還好此類學童比例較少。
在小數圖像表徵發生問題的學童，如從
Hiebert（1992）的觀點，就是這些學童在「記
數系統知識」與「數量表示的知識」無法產
生連結。符號的抽象是學童最不容易理解
的。小數的記法包括整數部分、小數點與非
整數部分，在初步引入小數時，應讓學童了
解小數點的意義和功能，最重要的是小數點
分開的兩部分各與單位量的關係，並從不同
的情境提供學童經驗，感受「十等分割」，
抽取相似性，才能幫助學童形成小數概念，
進而理解抽象的小數符號並掌握其意涵。
(二)小數記數系統
此部分是探討學童對小數符號的認知情
形，包括符號辨識、讀寫法、位值、位名和
概念
2-1
2-3
2-4
1-11
2-2
3-1
3-2
4-1-a
4-1-b
4-2
4-3

符號辨識

100
90
80
70

寫法
讀法
位名
位值

83.3

20

87.2
81.6
80.4

55.8 77.4
答 60
55
對 50
50.2
率 40
30

化聚

87.1

化聚（指「1 」、「0.1 」、「0.01 」被計數單位
間的化聚活動）
。圖 5 呈現各題答對率。
1.概念發展情形
在圖 5 中，除了辨識題 2-1、寫法題及
位名題外，各題的答對率均隨年級而遞增，
其中又以位值和化聚題的情形最為顯著。在
辨識題 2-1，六年級略低於四五年級，顯示
學童對小數符號的辨識能力並未隨年級而有
增進。在寫法與位名題，五年級表現最佳，
六年級其次，四年級較差。整體而言，各年
級表現較好的為寫法題，而表現最差的為讀
法題，顯示在小數記數系統的認知上，寫法
是學童最熟稔的，而讀法卻是最容易犯錯
的。進一步分析，在符號辨識題中，四年級
在 2-4 的答對率較五六年級驟降二、三成，
顯示四年級學童對小數「500.00 元」和「50000
元」是否一樣多感到困擾。讀寫法雖是雙向
概念，但學童的表現卻南轅北轍，答對率相
差了三成左右，顯見我國學童雖能準確寫出
小數，卻不知它的標準讀法。在位值、位名
題，各年級在前者的表現均較後者佳，四、
五年級差異不大，但六年級卻十分明顯，顯
示相較其他年級，六年級有更多學童雖不清
楚小數位名，卻能指出數碼與其對應的位

58.9

80.1
76.2

73.7

83

75.6 80.2

72.5
67.9
56.4 54.8

47.8
41.2 40.5
36.7
32.7
24.7 34.7

50.9

74.1
68 64.6
52.3

28.7

10
0
2-1 2-3 2-4 1-11 2-2 3-1 3-2 4-1-a 4-1-b 4-2 4-3
題號
圖 5：學童在小數記數系統題的答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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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在化聚題中，各年級在題 4-1-b 的表現
都是最差的，六年級尚有七成答對，五年級
只有五成，而四年級卻不到三成，顯示學童
對於一位小數化為幾個 0.01 最感困難。

2.主要錯誤或迷思概念
依據各題選項統計結果，將學童的主要
錯誤答案整理歸納於表 9。
在辨識題，各年級主要的錯誤均是認為

表 9：學童在小數記數系統題的錯誤答案統計表
概念或問題

主要錯誤答案

說明

四

五

六

23.6

23.0

24.5

06.3

04.5

02.9

28.5

12.7

08.4

小數點右邊的零便可省略

14.4

12.2

14.1

將小數點右邊的數視為整數來讀

25.2

22.9

29.0

07.0

02.8

03.0

沿用整數位名的順序，但在小數點的右邊都加上「分」
06.1
字

09.3

00.7

04.6

04.4

16.9

忽略小數點的存在，直接由右至左套用整數的位值

09.9

01.9

02.7

1 0.1 •0.01 0.001 忽略小數點的存在，直接由左至右套用小數的位值

03.2

10.4

02.2

3.2

13.8

12.4

05.6

12

25.5

14.9

09.5

1.2

11.1

08.0

02.5

0.28

17.3

12.2

07.8

28

16.0

09.1

04.8

3.6

10.6

06.2

03.8

36

06.9

03.4

03.0

辨識發
票上的 2…0226 是小數
小數

只要有點就是小數，且點可以不限一個

「18.40
辨 」是否 「18.40」中只有「•」才是小數，「18.40」不是小數。
識 為小數
「500.00
」是否
500.00＝50000，應該比 500 多
等於
「500」
寫法
讀法

選 答 率

106.5
十八點四十元

千 百
十 個
分 分
分 分 沿用整數位名的順序，但都加上「分」字
位 位 • 位 位
個 十

百 千
分 分

位名

位 位 • 位 位
十 個

個 十
分 分 以小數點分隔，將整數位名類推到小數點的右邊位名

位 位 • 位 位
位值
3.2 是幾個
0.1?
1.2 是幾個
0.01?

化
聚 28 個 0.1
是多少?

36 個 0.01
是多少?

1000100 •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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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6」也是小數，此現象在每個年級均
達二成多。進一步分析這些學童在辨識題的
、
「18.40」
其他答案發現，他們也認為「27.17」
和「500.00」是小數，由此顯見這些學童認
為只要有點就是小數。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
是，有少部分學童認為 18.40 中的小數部分
是指「.」，這類學童四五年級較多，約有半
成。在引入小數符號時，教師往往只提供正
例，即使提供非例，也是以整數和分數符號
為主。建議教師可提供非例如「2...0226」的
情形，並在正例中加問小數是指哪個部份，
以幫助學童建立對小數符號形式的完整認
識。
在寫法題，各年級主要的錯誤均是將「一
百零六點零五」寫成「106.5」，究竟學童是
不經意忽略了小數點右邊「零」的存在，還
是存有「小數點右邊的零都可省略」的迷思
概念，我們無法得知。但建議教師在強調「小
數點後面的零可以省略」時，應特別指出小
數點末位的零才可以省略和其可省略的原
因，相信學童應較不易犯此錯誤。
在讀法、位名和位值題，學童的迷思概
念大多都是過度類推整數知識而產生的，此
可能與小數記數系統沿襲自整數記數系統有
關。有的學童會忽略小數點，將小數當作整
數來處理。例如，在位名題，認為「27.18」
的位名由右而左依序為「個分位、十分位、
百分位、千分位」；在位值題，認為「66.66」
各個 6 的位值由右而左依序為「1、10、100、
1000 」。此類學童以四年級較多。在後述的
比大小題中，也可見學童認為 18.40 元就是
1840 元，18.4 元就是 184 元，所以 18.40 元
比 18.4 元多的錯誤想法。而此也呼應美國
NAEP 報告（Carpenter, Corbitt, Kepner, Lindquist & Reys, 1981）中所指出的：學童缺乏
小數位值的基本概念，忽視小數點的存在。
另一類學童似乎知道小數點具有分隔的作

用，將小數點兩邊分開處理，但仍有套用整
數知識的情況。例如，在讀法題，將「18.40」
讀做「十八點四十」，這類錯誤於過去研究
中也常被提及（杜建台, 1996; 劉曼麗, 1998;
Frobisher, et al., 2002 ）；在位 名題， 認為
「27.18」的位名由右而左為「十分、個分、
個、十」或「千分、百分、十、個」。這類
學童以六年級較多，而此正是六年級學童在
位名題的答對率較五年級略低的原因。不
過，還有一類學童則是連小數點左邊部分都
當作小數來處理。例如，在位值題，認為
「 66.66 」各個 6 的位值由右而左依序為
「0.001、0.01、0.1、1」
。這類學童以五年級
較多。
在化聚題，各年級的錯誤情形頗為一
致。在將一位帶小數（a.b）化成以「0.1」為
被計數單位，以及將一位帶小數（a.b）化成
以「0.01 」為被計數單位的問題，前者學童
主要的錯誤是 a.b（3.2 是 3.2 個 0.1）
；後者
（1.2 是 12 個 0.01
學童主要的錯誤是 ab 或 a.b，
或 1.2 個 0.01）
。在將幾十幾個（ab 個）0.1
聚成小數的問題和幾十幾個 0.01 聚成小數的
問題中，前者學童主要的錯誤是 0.ab 或 ab（28
個 0.1 是 0.28 或 28）
；後者學童主要的錯誤
則是 a.b 或 ab（36 個 0.01 是 3.6 或 36）等。
這些錯誤情形可能是因為在學童的經驗中，
化聚問題的答案與題目中的數只是有無小數
點或小數點位置的差異而已，因此在不易掌
握「1 」、「0.1 」、「0.01 」三者的關係下，學
童便憑直覺猜測來決定化聚結果。在陳文利
（2001 ）、郭孟儒（ 2002 ）的研究中也有提
到類似的結果。此點顯見學童在學習小數化
聚時是倍感困難的，教師在教學時應提供學
童具體的轉換經驗並營造轉換的需求以幫助
學童較易察覺被計數單位間的關係，並用之
來解題。例如在做數活動中，以白色積木表
示 0.01，並讓學童利用白色積木做出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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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僅能使用白色積木，學童必須思考幾個
白色積木可以合成 0.1，幾個白色積木可以
合成 1，進而做出 3.6。
(三)小數與分數互換
此部分是以一位小數化分數與分母非 10
的分數化小數兩個題目來探究學童對小數與
分數互換的概念。表 10 呈現學童在各題的
答對率與主要錯誤答案。
1.概念發展情形
從答對率來看，兩題均隨年級而遞增，
但都未超過六成。各年級在小數化分數題表
現均較分數化小數題為佳，兩者差距隨著年
級而趨緩，到六年級就只差半成左右。對四、
五年級學童而言，由於分數化小數題的分母
是非 10 的次方，已超出教材範圍，故答對
率均偏低，實屬當然。其中，五年級的答對
率又較四年級高出近兩成，顯示這兩成學童
可能應用已學過的知識（如等值分數）解決
此問題。但對六年級學童而言，即使是基本
的一位小數化成分數題，答對率也未超過六
成，可見我國學童在小數與分數的互換上頗
感困難，此點頗堪深慮。
2.主要錯誤與迷思概念
從學童的主要錯誤答案來看，各年級相

（1983）
、Kouba 等人（1988）
、Markovits 和

Sowder（1991）、Resnick 等人（1989）的研
究中亦有類似的結果。進一步統計發現，四、
五、六年級有此系統性錯誤者，分別佔四、

7
三、二成，由此可知，將 9.7 化為 者，幾
9
乎在反向時也會將

4
化為 5.4。另外，四、
5

五年級中有近三成、一成的學童雖能成功將

9.7 化為 9

7
，但在反向時遇到分母非 10 的
10

分數卻無法變通，只能從符號表現的數字來
拼湊出小數型式的答案，將

4
化為 5.4。上
5

述資料意味著這些學童對分數符號與小數符
號的連結並未從分數與小數的意義上著手。
再者，分數化小數題的前三個選項（5.4、4.5、

1.25）是十分不合理的答案，但四、五、六
年級的學童卻分別有近八成、六成、四成選
了其中之一。此結果顯示這些學童並未對答
案的不合理性提高警覺，或者這些學童並未

7 4
當一致，大都將 9.7 化為 ， 化為 5.4，顯
9 5

4
想到 比 1 小，因此學童對於分數、小數大
5

見學童傾向於將符號表面有的數字拼湊出答

小的敏銳度頗值得加強。如從教材來看，只

案，在艾如昀（1994）
、劉曼麗（1998, 2001）
、

有六年級的教材引入除法來解決分數化小數

D’Entremont （ 1991 ）、 Hiebert 和 Wearne

的問題，但學童應可利用已學過的知識解

表 10：學童在小數與分數互換題的筆試結果統計表
答 對 率

概念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小數化分數（9.7 = ?）

37.3

49.2

57.1

4
= ?）
5

04.3

24.5

51.1

分數化小數 （

主要錯誤答案

選 答 率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7
9

43.2

35.0

22.2

5.4

69.6

48.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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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如可先刪去比 1 大的不合理答案，再將
剩餘選項中的小數 0.4 、 0.8 直接連結分數

4
8
4
和 ，再與題目中的分數 做比較，應
10 10
5
可找出較合理的答案，例如
的四份而

4
是十等份中
10

4
4
是五等份中的四份，或者
並
5
10

未超過一半而

4
卻已超過一半。再者，五年
5

級還可用已學過的等值分數概念，利用擴分
求解等。然而，從學童頗低的答對率來看，
很少有學童能有這樣的表現。學童仍從分數
符號表面有的數字來拼湊答案，以為將分
子、分母加上小數點寫成小數形式，就是化
成小數了。綜合學童在這兩題的表現可看
出，我國學童對分數意義、小數意義以及兩
者關係的了解應屬十分薄弱。

(四)單複名數轉換
此部分是以度量衡中常見的公克− 公
斤、公分−公尺的大小單位轉換問題來探究
學童對單複名數轉換的了解。表 11 呈現各年
級學童的答對率與主要錯誤答案。
1.概念發展情形
從答對率來看，兩題均隨年級而遞增。

整體來看，除了四年級外，五、六年級都是
在單名數轉複名數題的表現較複名數轉單名
數題為佳，且均相差一成五左右。可能原因
是五、六年級學童受了小數的整數倍教學，
能以小數的乘法解決單名數轉複名數問題，
如將 5.9 乘以 1000，先將 5.9 公斤換算成 5900
公克後再換算為 5 公斤 900 公克；但在複名
數轉單名數題，學童則必須從題目所提示的
「1 公尺 = 100 公分」
，找出 1 公分是 0.01
公尺的關係才能解題，故對學童而言此問題
反而顯得較為困難。不過，對剛學過二位小
數的四年級學童而言，由於我國小數教材常
以公分－公尺的度量衡情境引入二位小數的
概念，故學童可能對 1 公分 = 0.01 公尺有較
深的印象，因而能用來解決 2 公尺 7 公分等
於幾公尺的問題。而在單名數轉複名數題則
由於學童尚未學過小數乘法，必須由題目所
提示的「1 公斤 = 1000 公克」找出 0.1 公斤
是 100 公克的關係才能解題，故此問題對四
年級學童而言反而顯得相當困難。
2.主要錯誤或迷思概念
從學童的主要錯誤答案來看，各年級相
當一致，均是將小數點前後的數，當作大、
小單位的部分，即將 5.9 公斤轉換成 5 公斤
9 公克，將 2 公尺 7 公分轉換成 2.7 公尺，
類似的研究結果也出現在郭孟儒（2002 ）、
陳永峰（ 1998 ）、劉曼麗（ 1998 ）、戴政吉

表 11：學童在單複名數轉換題的筆試結果統計表
概念

答 對 率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25.7

52.4

67.3

32.7

36.4

51.6

主要錯誤答案

選 答 率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5 公斤 9 公克

32.7

17.8

10.8

2.7 公尺

42.9

38.4

24.2

單→複
（1 公斤 = 1000 公克，

5.9 公斤 =？公斤？公克）
複→單
（1 公尺 = 100 公分，

2 公尺 7 公分 = ?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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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和 Bell 等人（1981）的研究中。單
複名數轉換的概念涉及兩階單位（如公斤與
公克，公尺與公分）的轉換，與化聚的問題
雷同，但卻比化聚問題難。在單名數轉複名
數題，學童需先掌握 0.1 公斤與 1 公斤的關
係，並將此關係對應到 0.1 公斤與 1000 公克
上，得出 0.1 公斤等於 100 公克。再藉由 0.9
是 9 個 0.1，得出 0.9 公斤等於 900 公克後，
再與 5 公斤合成 5 公斤 900 公克。在複名數轉
單名數題，學童需先將 100 公分等於 1 公尺的
關係，轉換成 1 公分等於 0.01 公尺的關係，
並在得出 7 公分等於 0.07 公尺後，再與 2 公
尺合成 2.07 公尺。由此可見，學童若未能掌
握 1 與 0.1，1 與 0.01 的關係並將之應用在兩
階單位的轉換上，便無法成功解題。在無著力
點或無法流暢運思的情況下，學童便易從小數
符號中最明顯的「.」來著手，直接將兩階單
位的數量分別視為小數點左、右兩邊的數。
(五)估測
此部分是以迴紋針為個別單位，讓學童
用小數表示待測鉛筆的長（介於七個和八個
迴紋針之間），主要是讓學童估測不足一個
迴紋針的部分，以探討學童對小數所表數量
的掌握情形。表 12 呈現各年級學童的答對
率與主要錯誤答案。
1.概念發展情形
此題的答對率隨年級而遞增，四、五、
六年級分別有六成，七成和八成。整體來看，
學童的估測概念是隨著年級而有較佳的發
展，且各年級間的成長相當。
2.主要錯誤或迷思概念
從學童主要的錯誤答案來看，均是認為

鉛筆有 7.1 個迴紋針長，四、五年級為二成
多，而六年級為一成多。另外，在圖像表徵
題也可發現有些學童認為 a.b 個是

b個
b
或a
a個

個。此類錯誤訊息皆顯示這些學童知道將
單位量等分割後應取 b 份，卻不清楚單位
量為何或非整數部分和單位量的關係等。
由此我們推測學童可能是因為鉛筆長為 7
個迴紋針再多「一」小段長，便認為是 7.1
個迴紋針長。估測是小數概念的應用，學
童要能清楚掌握單位量為何，並知道小數
與十等分割的關係才能解題。建議教師在
引入小數概念後，可利用學童熟悉的情境，
如長度、容量等讓學童估測，以檢測學童
是否了解單位量為何，以及是否能掌握以
小數所表示的數量，進而能知覺小數所表
示的大小。

(六)小數比大小
此部分是由兩題來探討學童小數比大
小的概念，前題的情境是涉及三個不同位
數的小數（末位均無 0）、而後題的情境是
涉及兩個不同位數的小數（其中一數末位
有 0）且選答理由也附在各選項內。在後題
中，選項①是為受整數知識的影響，完全
忽略小數點的存在，將小數當作整數來比
較的學童而設計的，選項②也是為受整數
知識的影響，但以小數點後的位數來比較
的學童而設計的，至於選項④則是為受分
數知識影響，以等分份數來比較的學童而
設計的。表 13 呈現學童在各題的答對率與

表 12：學童在小數估測題的筆試結果統計表
概念
估測（鉛筆是幾個迴紋針的長？）

答 對 率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62.6

71.3

81.2

主要錯誤答案

7.1 個

選 答 率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24.3

21.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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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學童在小數比大小題的筆試結果統計表
概念

0.536、0.28、0.3 比大小

18.40、18.4 比大小

答 對 率
四年級

44.9

41.3

五年級

73.0

64.0

六年級

70.1

78.4

主要錯誤答案

選 答 率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0.536 > 0.28 > 0.3
（受整數知識影響）

39.0

14.8

14.5

0.3 > 0.28 > 0.536
（受分數知識影響）

11.9

09.1

12.6

④（受分數知識影響）

19.4

14.1

09.1

①（受整數知識影響）

15.1

09.0

05.1

②（受整數知識影響）

14.0

05.8

05.1

註：表中之選項①為「不對。18.40 元就是 1840 元，18.4 元就是 184 元，所以 18.40 元應該比 18.4 元多。」
選項②為「不對。因為 18.40 的「40」比 18.4 的「4」大，所以 18.40 元比 18.4 元多。」
選項④為「對。因為小數點後面愈多個數字代表分得愈多份，所以愈小。」

主要錯誤答案。
1.概念發展情形
從答對率來看，兩題均隨年級而遞增。
其中，四年級只有四成多，表現很差；五、
六年級在七成左右，則差強人意。整體來看，
學童在小數比大小的能力到五、六年級雖提
升不少，但仍有待加強。未來教學時，如何
協助學童掌握小數比大小的概念則是教學者
所應特別關注的。
2.主要錯誤或迷思概念
從學童的主要錯誤情形來看，學童似乎
普遍受了整數知識與分數知識的干擾而出
錯。在前題各年級主要錯誤是認為 0.536 >
0.28 > 0.3 或 0.3 > 0.28 > 0.536，其中以前者
佔較多數，而四年級犯此錯誤者甚至為後者
的三倍。在後題各年級主要錯誤包括選項
④、選項①和選項②。學童錯誤解題的想法
有些是受整數知識的影響，忽略小數點，將
小數當作整數來比較，此類錯誤在吳昭容
（1996）、Hiebert 和 Wearne（1986）、Irwin
（2001）
、Sackur-Grisvard 和 Le’onard（1985）
等的研究中也有提及；也有些是將小數點右
邊的數當作整數來比較，此即 Resnick 等人

（1989 ）所提出的「整數法則」。另有些學
童是受分數知識的影響，認為小數點右邊的
位數愈多，表示等分的份數愈多，所以數值
會愈小，此即 Resnick 等人（1989）所提出
的「分數法則」，在過去的多項研究中也有
提及此類錯誤（艾如昀, 1994; 吳昭容, 1996;
杜建台, 1996; 陳永峰, 1998; 劉曼麗, 1998,
1999; 簡茂發和劉湘川 , 1993; Greer, 1987;
Hiebert & Wearne, 1986; Irwin, 2001; Moskal &
Magone, 2000; Resnick, et al., 1989; SackurGrisvard & Le’onard, 1985; Steinle & Stacey,
1998）
。四年級受整數知識的影響最為顯著，
五、六年級則受整數和分數知識的影響相
當。
進一步分析，四年級在此兩題的答對率
雖相差不多，但在前題受整數知識影響的學
童（ 39.0% ）比在後題（15.1% 和 14.0% ）
多了一成左右。在前題受分數知識影響的學
童（11.9%）卻又比後題（19.4%）略少了一
些。進一步篩選發現，原本在前題受整數知
識影響的學童有部分在後題是選了正確選項
或受分數知識影響的選項。相對地，在後題
受分數知識影響的學童也有部分在前題是選

683

國小學童小數概念發展

了正確選項或受整數知識影響的選項。由此
學童在前後題不一致的選答表現，可看出四
年級學童在小數比大小具有的迷思概念並不
穩定。五年級在後題的答對率較前題下降了
近一成。其中，在前題受整數知識影響的學
童（14.8% ）與後題（9.0% 和 5.8% ）一樣
多，但在後題受分數知識影響的學童（14.1%）
反而比前題（9.1%）略多一些。此結果顯示
部分在前題作答正確的學童，在後題可能是
受分數知識的影響來判斷大小。推測這類學
童在前題的解題策略可能是從最高位數比
起，在遇到後題的 18.40 與 18.4 時，卻發現
此策略不再適用，因此改從分數的觀點來解
題，但尚需進一步驗證。六年級在後題的答
對率較前題提升了近一成。從答錯情形來
看，在前題受整數知識影響的學童（14.5%）
比後題（5.1%和 5.1%）略多一點，受分數知
識影響的學童亦是如此。這可能是因為學童
在後題比較 18.40 與 18.4 時，先將小數點右
邊末位的 0 省略而得到兩數相等的答案，減
少了犯錯的機會。
(七)小數稠密性
此部分是在給定的數線上，詢問學童在
5.7 和 5.8 兩數之間有沒有小數，以探究學童
是否有小數稠密性的概念。表 14 呈現此題
的答對率與學童主要的錯誤答案。
1.概念發展情形
此題的答對率隨年級而遞增，四年級僅
一成多，五六年級則相近，約四成多，表現
並不理想。整體來看，學童對小數稠密性的
認知從四到五年級有相當大的進展，但五到

六年級就無明顯的成長。分析教材後發現，
這批學童所接受的小數教材並未包含稠密
性，答對率不高應屬當然。然而，五六年級
仍有四成的學童答對，推測部分五年級學童
在透過十等分割、百等分割、千等分割的情
境學習一、二、三位小數後，能體會兩小數
間應該會有很多個小數存在；而這樣的認知
並未因為六年級接觸更多的小數教材而有所
成長。
2.主要錯誤或迷思概念
從學童主要的錯誤答案來看，各年級相
當一致，均是認為 5.7 和 5.8 之間沒有任何
的小數，推測學童可能受視覺影響，表面看
不到數線上 5.7 和 5.8 之間有任何分割，因
而認為兩數之間沒有其他的小數；或者學童
可能受到整數知識的影響，認為 7 之後就是
8，所以 5.7 和 5.8 之間沒有其他小數。在一
些研究（杜建台, 1996; 楊德清, 2001; 劉曼
麗, 1998; Hart, et al., 1981）也有類似的發現。
小數的稠密性是經由無限分割下去所產生出
的性質，與整數的離散性質迥然不同，卻又
與分數的稠密性有異曲同工之妙。雖此項性
質在國小階段不宜介紹給學童理解，但建議
教師在進行二位小數教學時，可同時呈現百
等分割的數線與十等分割再十等分割的數
線，讓學童感受到兩小數之間會有很多個小
數存在，為有理數的稠密性鋪路。
(八)小數加減
此部分是在探究學童在不同位數小數加
減計算和文字題的表現。其中，文字題的重
點在於探討學童是否能列出正確的算式，因

表 14：學童在小數稠密性題的筆試結果統計表
概念
小數稠密性
（在 5.7 和 5.8 之間有
沒有小數？）

答 對 率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12.2

40.6

42.6

主要錯誤答案

沒有

選 答 率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39.5

23.8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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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只要列式正確就算答對。表 15 呈現各題
答對率與學童的主要錯誤答案。
1.概念發展情形
在計算題方面，加法題的答對率隨年級
遞增，四年級僅三成五，五六年級則分別為
六成和六成五。減法題則是以四年級最差，
不到六成；五、六年級則相去不遠，在八成
左右。整體來看，學童在加法題的表現明顯
差於減法題，四五年級相差了兩成左右，六
年級則差了一成。在文字題方面，加減法題
的答對率均隨年級而遞增；其中，五、六年
級在兩題的答對率均達八成以上，且兩年級
的差距頗小，可見，我國五六年級學童在此
部分的學習已趨於平穩。
2.主要錯誤或迷思概念
在計算題方面，從學童主要的錯誤答案
來看，各年級均是在直式中將被加數（被減
數）和加數（減數）靠右對齊來計算，如下
圖 6：
這類的學童在加法題更多，其中，四年
級高達四成，五六年級則各有二成五。由此
顯見，在沒有小數點提示的情況之下（加法
題的加數為整數），學童更容易靠右對齊計
算，而此點也正是加法題答對率低於減法題
的原因。進一步統計學童在兩題都將兩數靠
右對齊計算的比率，所幸各年級都不超過一

成。教師在進行小數加減法的教學時，若僅
要求學童熟記對齊小數點再計算的規則，而
未強調對齊的原因，一旦面對沒有小數點可
對齊的問題時，學童便易以所熟知的整數加
減法的經驗類推，將兩數靠右對齊來計算。
類似的結果也曾出現在過去研究中（艾如昀,
1994; 周筱亭, 1990; 郭孟儒, 2002; 陳文利,
2001; 陳永峰, 1998; 劉曼麗, 1998, 2001; 簡
茂發和劉湘川, 1993; Hiebert & Wearne, 1985,
1986）
。
在文字題方面，從學童的主要錯誤答案
來看，各年級在加法題主要是空白，減法題
則是以小的數（1.14 ）減大的數（1.3 ）。由
此可見，學童能選對加減法文字題的運算符
號，但在減法文字題會受到比大小概念的影
響，誤以為 1.14 大於 1.3，因而列出 1.14 − 1.3
的算式。這類學童四年級有二成、五年級有
近一成，六年級則不到半成。值得一提的是，
研究者在分析整理這類學童的直式算法時發
現，有的學童會受整數加減計算的影響，向

圖 6：學童在小數加法的錯誤解法

表 15：學童在小數加減題的筆試結果統計表
概念

答 對 率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加法計算
（0.38 + 12）

35.0

61.7

66.8

減法計算
（10.73 - 0.5）

57.2

80.2

加法文字題
（1.3 + 1.14）

89.1

減法文字題
（1.3 - 1.14）

68.4

主要錯誤答案

選 答 率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0.5
（靠右對齊）

43.7

26.0

25.9

79.6

10.68、106.8
（靠右對齊）

15.3

04.5

07.5

93.3

93.1

（空白）

06.0

04.3

04.4

85.8

87.4

1.14-1.3
（受整數知識影響）

21.5

09.5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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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對齊來計算，如圖 7 中之解法 a；有的學
童會將小數點左右兩邊的數視為獨立的整
數，各自處理小數點左右兩邊的減法，如圖
7 中之解法 b；有的學童則會對齊小數點後
再計算，但因被減數的十分位數較減數的十
分位數小，所以學童便試著向個位數借一來
計算，如圖 7 之解法 c。這些錯誤解法也提
供我們學童在解決減法計算問題時可能產生
的錯誤類型。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自行發展的「小數概念調查工
具」調查我國國小學童小數概念的發展情
形，而學童具有的錯誤想法或迷思概念也包
括在內。以下歸結本研究的一些重要結果，
並據以針對小數教材與教學方面提出相關建
議。

一、結論
我國四五六年級學童的小數概念隨著年
級增加而成長，然而表現最好的六年級整體
答對率卻不到七成，顯示三個年級的學童在
小數概念的學習成效均不理想。從低中高程
度學童的表現發現，除了五、六年級的高程
度學童外，其他學童在小數概念的學習並不
佳，此點則顯示低中程度學童對小數概念的
學習是有困難的，小數概念的學習在未來國
小數學教學中實有加強的必要。
解法a

進一步比較學童在「小數圖像表徵」
、
「小
數記數系統」、「小數與分數互換」、「單複名
數轉換」、「估測」、「小數比大小」、「小數稠
密性」與「小數加減」八部分的表現可以發
現，前五部分學童的表現皆隨年級遞增而明
顯成長；後三部分則只有五、六年級明顯高
於四年級，五年級和六年級間則無明顯差
異。各年級學童在「估測」與「小數加減」
部分的表現最好，在「小數與分數互換」
、
「單
複名數轉換」與「小數稠密性」三部分的表
現則最差。在小數圖像表徵部分，學童對於
十等分或百等分割後的每一份「數量超過 1」
的問題均感到相當困難，答對率最高只有三
成，顯示學童對小數意義的理解是不夠的。
在小數記數系統部分，學童在偏屬記憶性的
讀法題與位名題竟然表現最差，其次，對於
涉及三階單位（「1」、「0.1」、「0.01」）化聚
問題，學童同樣是感到相當困難的。由此顯
示學童對小數記數系統的認知，不論是形式
上的（如符號辨識和讀寫法位名等）或符號
的結構（如位名、位值和化聚等），均有待
加強。在小數與分數互換部分，即使是基本
的一位小數化分數題，各年級也有一半以上
的學童是答錯的，顯見學童在小數與分數的
連結上是有學習困難的。在單複名數轉換部
分，學童表現普遍不佳，答對率最高的不到
七成，顯示這類問題對學童而言是困難的。
在估測部分，僅四五年級在一位小數數量的
掌握上有待加強，六年級則表現的還不錯。
解法b

圖 7：學童在小數減法的錯誤解法

解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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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數比大小部分，答對率最高的也只有七
成，顯示學童的小數比大小能力有待加強，
尤其是四年級。在小數稠密性部分，答對率
最高只有四成，顯示學童普遍不具有小數稠
密性的認知。在加減部分，學童對於沒有小
數點提示的計算問題較感困難，在選擇文字
題運算符號上則無困難，但在列出減法文字
題的算式時，會受到小數比大小的影響選擇
錯誤的被減數與減數，此情形又以四年級較
多。
綜合歸納學童在這八部分的錯誤想法和
迷思概念可以發現，學童易以整數知識的觀
點來處理小數。例如，將 18.40、18.4 當作

1840、184 來比大小；將整數位名「千、百、
十、個」套用在「27.18」上；用「1000、100、

10、1」來表示「66.66」的位值；因 536 > 28
> 3，所以認為 0.536 > 0.28 > 0.3；或者在使
用直式計算「1.14 − 1.3」時，會將整數部分
對齊整數部分相減，另將非整數部分向右對
齊來計算等。再者，有的學童也傾向直接以
符號表面有的數字來拼湊答案。例如，以 4
個蔥油餅加一個點，再畫 3 個蔥油餅來表徵

4.3 個蔥油餅；在將單名數 5.9 公斤轉為複名
數時，認為小數點前的 5 就是公斤（大單位
部分），小數點後的 9 就是公克（小單位部

4
分）
；或認為 為 5.4 等。此外，學童也會因
5
不清楚單位量為何，以及單位量和非整數部
分的關係而答錯。例如，以 4

1
個蔥油餅來
3

表示 4.3 個蔥油餅；或認為鉛筆長為 7 個迴
紋針再多一小段長就是 7.1 個迴紋針長等。
學童會有這些錯誤想法或迷思概念，回到源
頭，還是歸結於學童是否能掌握好小數符號

的意義和小數符號的結構，而這關鍵處即在
於學童是否能理解小數的十等分割意涵和小
數的十進制記數系統。

二、建議
由本研究重要結果發現學童對於小數在
不同的表徵情境會有不同的想法與表現，而
學童對於小數的十等分割意涵和小數的十進
制記數系統理解也不夠。另外，學童的小數
知識也易受整數知識與分數知識的影響。根
據學童筆試結果和這些重要發現，本研究針
對小數教材設計和教學提出數點整體建議
（細部建議已呈現在八大部分之討論處）：
加強單位量和等分割的概念、強調多階單位
間的關係、凸顯小數點的功用、培養對小數
大小的感覺和理解計算算則的原理。茲分述
如下。
(一)加強單位量和等分割的概念
教學重點應提供學童多元的小數表徵與
不同情境和隨時與分數作連接：
1.呈現多元的表徵，如繩子、披薩或量杯
等連續量情境以及積木、花片、串珠等
離散量情境，並給予明確十（百、千）
等分的具體物或圖像，讓學童先能辨認
出單位量，再從單位量內具體看到或數
出十（百、千）等分。從不同的情境提
供學童經驗，抽取相似性，才能幫助學
童形成小數概念。
2.呈現十個大單位，而每個大單位又被十
等分割成小單位的圖像，取代以往只呈
現一種單位的刻板圖像，藉以要求學童
能區辨和思考不同單位的差異。
3.同時呈現正例（十等分割的圖像）和非
例（非十等分割的圖像），考驗學童
對十等分割的概念是否穩固，以診斷
學童是否能掌握一位小數概念。同樣
地，如欲診斷學童是否能掌握二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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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概念，則並列百等分割和非百等分
割的圖像。
4.以非等分好的具體物或圖像，讓學童先
將其十（百）等分後，再做出小數（拿
出或畫出小數所表示的數量），以凸顯
十（百）等分的必要性。
5.教師時常提問所呈現的圖像表徵以分數
表示如何，用小數表示又如何，並將兩
者作連接。
(二)強調多階單位間的關係
教學重點應強調不同單位的計數和不同
單位之間的關係：
1.讓學童會同時計數不同單位，如 1、2、
3…；0.1、0.2、0.3…；0.01、0.02、0.03…；
特別是在進位時，如 0.9、1.0、1.1…；
0.09、0.10、0.11…等。
2.透過具體物或圖像的操作和比較以幫助
學童建立多階單位間的關係。在操作過
程中，透過比較表徵 1、0.1 與 0.01 的這
些具體物或圖像（如等分好的積木或圖
像表徵、美元錢幣等），學童較易察覺
彼此之間的關係。當學生實際進行單位
轉換時，如將表徵 0.1 的大單位換成 10
個表徵 0.01 的小單位，可做為小數化聚
或進行小數符號運算時，換算相鄰單位
間的前置經驗。
(三)凸顯小數點的功用
教學重點應凸顯小數點具有分隔整數部
分與非整數部分的功用：
1.透過圖像表徵帶小數的例子，如 3.3 個
披薩，讓學童明顯感受小數點左右兩邊
的數所表示的量有何不同，也就是小數
點左邊的 3 表示 3 個披薩而右邊的 3 表
示 3 片披薩，藉此引出小數點具有分隔
整數部分與非整數部分的功用。
2.延續上例，再由一個披薩和一片披薩的
關係（一個披薩被等分成 10 片披薩），

687

讓學童也能明顯感受小數點兩邊大小單
位間的關係。
(四)培養對小數大小的感覺
教學重點應凸顯純小數與單位 1 的關係
並感受小數的大小：
1.除以往繩子或線段的圖像表徵，可再提
供一條拉鍊，讓學童親手作出 0.1 條拉
鍊，並在拉鍊上標記「0.1」；再引導學
生比較 0.1 條拉鍊與 1 條拉鍊。重複此
動作，繼續做出 0.2 條拉鍊、0.3 條拉
鍊…0.9 條拉鍊，並分別與 1 條拉鍊的長
做比較。如要進行二位純小數的教學，
為容易操作，需改用較長的拉鍊。
2.透過拉拉鍊讓學童表徵一位純小數或二
位純小數，拉拉鍊的動作可幫助學童具
體看到長度的變化以感受對應純小數的
大小。此教學設計已發表於「小數的教
學活動」一文中（劉曼麗和侯淑芬,
2005）。
3.藉由數線輔助，讓學童標出小數在數線
上的位置，並知道小數是介於哪兩個整
數之間或哪兩個一位小數之間等（如 1.14
是介於 1 與 2 之間或 1.1 與 1.2 之間），
以培養學童對小數大小的感覺。
(五)理解計算算則的原理
教學重點應引導學童對計算算則能知其
然也能知其所以然：
1.協助學童能掌握計算中各數字所代表的
大小，並能理解計算的算則與其背後的
原理，尤其是計算後如何決定小數點的
位置及其理由。
2.培養學童能判斷答案的合理性以減少錯
用計算算則的機會。
此外，建議教師引導學童比較小數、分
數與整數三者的異同，幫助學童正確地連結
這些數學概念，以降低學童受整數與分數知
識影響而對小數產生迷思概念的機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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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小數的診斷教學也可嘗試看看（劉曼麗,
2005 ）。另外，本研究結果也顯示出低中程
度學童對小數概念的學習是有困難的，小數
補教教學與有效小數教學的實務研究實為當
務之急。最後，由本研究所提供的本土學童
小數概念調查資料，包括學童在各種小數概
念的答對率以及主要的錯誤想法和迷思概
念，也可做為教師自行設計教學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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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具內容舉隅

(一)小數圖像表徵
2.（ ）表示一個蔥油餅，請問 4.3 個蔥油餅要怎樣表示？
1

先畫 4 個蔥油餅，再畫 1 個蔥油餅，將它等分成 3 份，取其中的 1 份

2

畫出 4 個蔥油餅，取其中的 3 個

3

先畫 4 個蔥油餅後，點上小數點，再畫 3 個蔥油餅

4

.
將一個蔥油餅等分成 4 份，取其中的 3 份

5

先畫 4 個蔥油餅，再畫 1 個蔥油餅，將它等分成 10 份，取其中的 3 份

6

以上都不對，我覺得應該畫成：

(二)小數記數系統
11.（ ）電視報導今年贏得冠軍的神豬重「一百零六點零五」公斤，小丸子想記下來，
怎樣記才對呢？（110006.05 公斤 210006.5 公斤 3106.05 公斤 4106.5 公斤）
(三)小數與分數互換
12.（ ）阿和吃了 9.7 個小蛋糕，用分數表示的話，下面哪一個是對的呢？
（1

97
97
7
9
1
7
個 2
個 3 個 4 個 59 個 69
個）
1
100
9
7
7
10

(四)單複名數轉換
17.（ ）5.9 公斤的橘子會和下面哪一種水果一樣重？（1 公斤 = 1000 克）
（1 59 克的櫻桃 2 5 公斤 9 克的蓮霧 3 5 公斤 0.9 克的蕃茄
4 5 公斤 900 克的蘋果 5 5 公斤 9000 克的鳳梨）
(五)估測
14.（ ）柯南用迴紋針測量鉛筆的長，結果如下：

請問他的鉛筆「最接近」幾個迴紋針的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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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個 27.3 個 37.5 個 47.7 個 57.9 個）

(六)小數比大小
15. 賤兔有三條髮帶，紅色長 0.536 公尺、黃色長 0.28 公尺、綠色長 0.3 公尺
(1)（ ）如果他想綁「最長」的髮帶，應該選擇哪一種顏色？
（1紅色 2黃色 3綠色）
(2)（ ）如果他想綁「最短」的髮帶，應該選擇哪一種顏色？
（1紅色 2 黃色 3綠色）
(七)小數稠密性
16.（ ）在 5.7 和 5.8 這兩個數之間有沒有
5.6
5.7
5.8
5.9
小數？
（1沒有 2有 1 個 3有 9 個 4有 10 個 5有 100 個 6有很多個，數不完）
(八)小數加減
五、賤兔做數學問題時，他只列出了算式，卻不知道怎麼算，請你幫他寫出計算過程並
求出正確答案。
（1）0.38 + 12 =（
） （2）10.73 − 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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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Concepts of Decimals in Taiwan
Man-Li Liu

Graduate Institute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Education,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concepts of
decimals. The subjects of the study included 2,850 grade 4, 5 and 6 students which were randomly
sampled and stratified from 6 different parts of Taiwan. Two sets of written tests developed by the
researcher were given in which one set of the test was administered for the grade 4 and 5 students and
another for grade 6 students. The following eight different kinds of decimals concepts were aimed to
assess the students: iconic representations of decimal, notation system of decimal, conversion between
decimals and fractions, conversion between different units used in measurement, estimation, comparison of decimal, density of decimal and addition/subtraction of decimal. The answers from three
different graders were analyzed. Quantitativ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tudents’ concepts of decimals
improved as their age increased but they did not perform well on the test except for the high-level
groups of grade 5 and 6 students. All students performed best on estimation and addition/subtraction
of decimal, but poorly on conversion between decimals and fractions, conversion between different
units used in measurement and density of decimal. Furthermore, based on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mistakes that the students made in the test, the researcher concluded two major reasons that
appears to account for the mistakes the students made. The students failed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for decimal notation and notation system of decimal, and the key is to partition by 10 and the base-10
place-value system. Based on the findings, suggestions for teaching decimals to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were proposed.
Key words: Decimals,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