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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暨教學計畫表
(留白)body{font-size:12px;}

授課教師： 秦爾聰

科目名稱： 數理認知心理學

英文譯名： Cognitive Psychology in Science/Mathematics Education

學分時數： 3 學分/ 3 小時

必選修別： □必修 ■選修

全英文授課： □是 ■否(僅 □講授□課程設計、教材□課堂討論□評量作業 部份)

教學意見反應問卷類型：(8)

1.講述 2.討論 3.實習（教育商管類） 4.實習（理工類） 5.實驗 6.體能 8.一般課程
9.實習（驗）課程 10.體能課程

教學型態：(0)

0.課堂教學 1.實習工場 2.遠距教學（同步） 3.遠距教學（非同步） 4.課堂教學＋小
組討論 8.課堂教學＋遠距輔助教學（同步、非同步） 9.其他（如體育、教育實習或實
驗課程…等）

＜註: 課堂教學+小組討論 定義:每學期小組討論的授課時數佔總授課數的三分之一(含)以上＞

本課程學習融入議題或具有內容：

性別平等、品德教育、服務學習、智慧財產權、生命教育

教學目標：

1. 以認知心理學的理論為基礎,透過建構論的觀點,來探討學生學習數學及科學的概念發
展。
2. 瞭解數學及科學學習的架構及方法、概念發展與學習、並學習的方法與媒體。
3. 針對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及地球科學（天文）等不同學科探討學生的概念理解。
4. 透過相關之認知理論來檢視自身的學習與教學經驗及理念。

教學大綱：

1. 課前閱讀數學與科學學習心理學之相關文獻,撰寫心得,並於課堂透過分享、導讀、批
判討論進行合作學習。
2. 課後撰寫反思心得,透過課程內容檢視個人學習與教學經驗及理念。

必讀經典或名著：

☆ 主要教材：

數學學習心理學（陳澤民譯）（1995）。台北市：九章。（原著出版年：1987年）
科學學習心理學（熊召弟、王美芬、段曉林、熊同鑫等譯）（1996）。台北市：心理。
（原著出版年：1991年）



☆ 參考教材：

Glynn, S.M., Yeany, R.H. ＆ Britton, B.K. （Eds.） （1991）. 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scienc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
Skemp, R.R. （1976）. Rel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instrumental
understanding. Mathematics Teaching, 77, 20－26.
Skemp, R.R. （1979）. Intelligence, learning, and ac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Skemp, R.R. （1987）. 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mathematics （expanded
American edition）. NJ： Lawrence Erlbaum ＆ Associates Publishers.

＜註: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不得非法影印＞

☆ 必修先導課程：

☆ 建議先導課程：

教材上網：

教學方法：

講述

對話教學

※ 教學方法備註： (none)

評量方式：

評量方式項目 百分比

課堂參與 20%

書面報告 40%

專題發表 40%

※ 評量方式備註： (none)

課程對核心能力的幫助：

核心能力項目 關聯性

(博士班) 具備基本語文能力 8

(博士班) 具備相關資訊能力 6

(博士班) 具備數理專業知識 5

(博士班) 具備數理教育專業知識 6

(博士班) 具備數理教學設計能力 6

(博士班) 具備創新思考能力 7

(博士班) 具備良好數理教育研究能力 6

(博士班) 具備自我專業成長的能力 5

(博士班) 具備良好的領導能力 5

(博士班) 具備服務人群的態度 7

(博士班) 具備國際觀與尊重多元文化 7



教 學 計 畫 表
(留白)

任課教師： 秦爾聰

電子郵件信箱： abechin@cc.ncue.edu.tw

研究室電話： 3119　系辦公室電話： 3105

開課班級： 科碩博

科目名稱： 數理認知心理學

學分/時數： 3/3

上課時間與日期： (二) 02-04 圓環教室

教學內容與進度：

週次 上課日期 教學單元與進度 學生應預習之章節 作業評量與檢討

1 02/27 課程規劃與導論 數學學習心理學 一四章

2 03/06 數學學習心理學 一四章 數學學習心理學 五七章

3 03/13 數學學習心理學 五七章 數學學習心理學 八十一章

4 03/20 數學學習心理學 八十一章 數學學習心理學 十二十四

章

5 03/27 數學學習心理學 十二十四章 數學學習心理學 十五十八

章

6 04/03 數學學習心理學 十五十八章 科學學習心理學第一章

7 04/10 科學學習心理學第一章 科學學習心理學第二章

8 04/17 科學學習心理學第二章 科學學習心理學第三章

9 04/24 N/A N/A 期中考（Mid－term）

10 05/01 科學學習心理學第三章 科學學習心理學第四章

11 05/08 科學學習心理學第四章 科學學習心理學第五章

12 05/15 科學學習心理學第五章 科學學習心理學第六章

13 05/22 科學學習心理學第六章 科學學習心理學第八章

14 05/29 科學學習心理學第八章 科學學習心理學第九章

15 06/05 科學學習心理學第九章 科學學習心理學第十章

16 06/12 科學學習心理學第十章 科學學習心理學第十一章

17 06/19 科學學習心理學第十一章 N/A

18 06/26 N/A N/A 期末考（Final

exam）

※ 教學內容備註：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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