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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比較台灣 95 暫綱、99 課綱高職數學 B「三角函數」單元在教材內容及教材編

排順序之差異。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與問卷調查的方式，選取市占率超過五成的 L版高職

數學 B為研究對象，並採立意取樣法以開放式問卷調查有 95 暫綱、99 課綱高職數學 B實際

授課經驗教師 8位的意見。結果顯示：1. (1) 99 課綱增加「和差角公式與二倍角公式」和

後續的章節並無關聯，而且在專業課程上並沒有相關的應用，只是徒增學生學習負擔。(2)把

「正弦與餘弦定理」改成選讀內容，缺乏實質意義。因為後續的「解三角形問題(含三角測量)」

需要正弦或餘弦定理的先備知識。(3)教學時數從 45 節調降到 40 節，在內容不減反增的情況

下，無法在現有配置的時數下教完教材內容。(4) 99 課綱數學 B(Ι) (L 版)教科書使用 Geogebra

電腦軟體輔助教學「三角函數的圖形」及利用 Excel 2003 教「解三角函數值」，是符合 99 課

綱『訓練學生運用計算器與電腦軟體，解決日常實際問題及未來商業專業及資訊應用領域內

實務問題。』的教學目標，但受限於教學時數，只有半數的教師在課室中會利用電腦軟體來

進行教學。2. 95 暫綱一上第三章的「三角形的解法」緊接在第二章「三角函數」之後。可是

99 課綱把「三角形的解法」的內容移到的二下第一章「三角函數的應用」。所有教師都認為

缺乏連貫性，不利於學生的學習。 

 

Keywords：95 暫綱、99 課綱、高職數學 B、三角函數、L 版高職數學 B 

 

 

 37
通訊作者：楊德清  dcyang@mail.ncyu.edu.tw

mailto:dcyang@mail.ncyu.edu.tw


台灣數學教師電子期刊 2012, 第二十九期 
 

壹、前言 

課程及教科書的改革是目前世界教育改革的主要趨勢（楊德清、陳仁輝，2011；Ding & Li, 

2010; Yang, Reys, & Wu, 2010）。因為，課程與教材內容和學生的學習成效有相輔相成的效果

（陳仁輝、楊德清，2010；Tarr, Chavez, Reys, & Reys, 2006），一套設計完善的教科書，對於

學生的學習不但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對於教師而言更是提升教學成效的最佳幫手（黃立期，

2010）。Tornroos（2004）也指出針對教材進行分析，對於學生學習數學是有很大的助益。目

前國內關於教材的分析研究雖然已經有相當大的篇幅和內容。但是研究的範圍主要是以小學

數學內容為主，也有少量關於國中數學教材內容的分析研究，但是關於高職數學教材內容的

分析研究卻相當缺乏！台灣是以教科書導向（textbook-driven）為主的教學，而教科書具有引導

的作用（李隆盛，2007）。希望透過本研究來增加高職數學教材的能見度，作為未來高職數學教

科書改革的參考。 

    教育部自 99 學年度起實施「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 (即為 99 課綱) 。98 年 10 月，「職

業學校一般科目暨藝術群科中心學校」為了了解高職老師對課綱之意見，特別設計「職業學

校一般科目課程綱要政策之教師意見調查」問卷，結果顯示有 52.5％的數學教師不贊同『99

課綱的內容與架構優於 95 暫綱』，顯示有半數第一線的高職老師對於 99 課綱的架構是有疑

慮的！ 

    黃靚雯（2008）調查研究發現，超過 80%的高中生認為高中三年中學習起來最難的就是

「三角函數」這個單元。而在教學現場，研究者任教學校所使用的 99 課綱的 L 版高職數學

B(Ι)教科書在 99 年版的三角函數這個單元的編排主要依照 99 課綱，可是 100 年的版本編排

順序卻和 95 暫綱是一樣的！這樣有趣的改變讓人思考 99 課綱的高職數學 B 是否比 95 暫綱

的高職數學 B 對高職生的數學學習更有助益？值得研究者深入探究！ 

    本研究是針對 95 暫綱與 99 課綱之「L 版」高職數學 B「三角函數」單元的教材內容進

行探究與分析比較，希望本研究之發現可以作為未來國內高職數學 B 課程改革之參考依據與

方向。本研究目的為： 

一、比較 95 暫綱與 99 課綱之「L 版」高職數學 B「三角函數」教材內容之差異 。 

二、比較 95 暫綱與 99 課綱之「L 版」高職數學 B「三角函數」教材內容編排順序之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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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相關文獻 

  國內多項以「三角函數」為主題的研究都建議增加三角函數的授課時數 （江佳玲，2007；

黃鈺芸，2006；張琇涵，2006）。因為九年一貫課程將三角函數單元從國中教科書中全數刪除，

直接影響了高中、職學生學習三角函數的基礎，而三角函數單元在高職數學B就包括了「三

角函數」與「三角函數的應用」兩章。三角函數對高一學生而言是全新的單元，對於抽象的

符號、有向角的度量、三角函數的定義及基本性質…等概念都需要更多時間建構，而繁雜的

三角恆等式及其推導過程也都需要時間摸索、推理與計算。 

    郜錦程（2006）針對台灣與英國三角函數課程之教科書進行分析比較，研究結果發現英

國教材在編製三角函數分為兩個時間點，在學生進入高一前施以函數概念相關的補充教材，

高一才正式引入三角函數；而廣義角三角函數又是另一個時間點才切入，把三角函數拆成兩

個部分在不同時間點教學，內容採螺旋式的編排加深、加廣在不同年級，幫助學生熟練相關

定義，並且能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建構三角函數的知識。江佳玲等人的研究也建議台灣在三角

函數單元拆成兩個部分教學，調整課本的編排順序，拉長三角函數的教學時程，給予學生一

個喘息的空間，或許可以提高學生在三角函數單元的學習成效。 

    張琇涵（2006）比較分析台灣與新加坡三角函數課程，研究發現新加坡教材培養學生的

量感，讓學生藉由生活經驗來猜測真實量的大小，再透過實際測量來比較兩者的誤差，以此

強化學生量感的認識。而台灣雖然在小學就強調數、形、量的認知，但在教材編排中沒有強

調量的估計能力。因此建議台灣在佈題的設計上，能依據學生的年齡發展設計不同層次的情

境，讓學生能藉由教材拓展學習的視野，將生活情境與教材互相連結。另一項結果發現新加

坡著重將科技融入教材，讓學生能利用電腦與計算器解決問題，並透過電算器的操作來學習

數學的概念。在培養學生計算能力的同時，更教導學生能藉由輔助的工具自行驗證答案的合

理性。建議台灣能讓學生應用計算器或電腦解決問題，落實資訊與數學之結合，希望能藉此

提升學習效率。 

  從上述的的討論可以發現，關於授課時數的配置、教學順序的編排都深深的影響三角函

數的學習。而估算能力的培養、生活情境融入教學都是目前數學教育改革的主要趨勢（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NCTM], 2000），資訊教育在九十學年度起逐年實施的九

年一貫課程中更是列為六大重大議題之一（教育部，2000）。透過對 95 暫綱、99 課綱高職

數學 B「三角函數」教材的分析比較，對未來教科書的編排與內容設計應會有實質的幫助，

進而有助於學生在三角函數的學習。 

 39



台灣數學教師電子期刊 2012, 第二十九期 
 

参、研究方法 

    基於研究主題的特性與目的，本研究同時採用內容分析法與問卷調查法，深入比較 95 暫

綱、99 課綱高職數學 B「三角函數」教材之差異。 
一、研究對象 

    基於研究進行之便利性，研究對象的選定採用立意取樣，在教材部分選擇研究者任教學

校所使用「L 版」的 95 暫綱、99 課綱高職數學 B 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問卷調查則以 8

位在職的高職數學教師為受試者。 

（一） 95 暫綱、99 課綱 L 版高職數學 B 

    L 版高職數學 B 是目前市場占有率最高的版本，市場佔有率超過五成（剡文魁，私人通

訊，2011，12 月 1 日；賴瑞勇，私人通訊，2011，12 月 12 日）（分別是 H 版和 L 版高職教

材業務專員）。三角函數單元在 95 暫綱分成「三角函數」與「三角形解法」兩章；在 99 課

綱則分成「三角函數」與「三角函數的應用」。兩套課綱在「三角函數」的內容是相同的；

而 99 課綱的「三角函數的應用」和 95 暫綱的「三角形解法」的內容只差別在「三角函數的

應用」增加了「和差角公式與二倍角公式」一節，詳細內容（如表 1）： 

 

表 1：L 版（高宏輝）95 暫綱、99 課綱(100 年版) 「三角函數」單元比較 

L 版 95 暫綱高職數學 B L 版 99 課綱高職數學 B(100 年版) 

B(I) CH2 三角函數 

2-1 有向角及其度量 

2-2 三角函數的定義 

2-3 任意角的三角函數 

2-4 三角函數的基本關係 

2-5 三角函數的圖形 

B(I) CH2 三角函數 

2-1 有向角及其度量 

2-2 銳角三角函數的定義及基本性質 

2-3 任意角的三角函數 

2-4 三角函數的圖形 

B(I) CH3 三角形的解法 

3-1 正弦定理與餘弦定理 

3-2 三角形的解法 

3-3 平面三角測量 

B(IV) CH1 三角函數的應用 

1-1 和差角公式與二倍角公式 

1-2 正弦與餘弦定理* 

1-3 解三角形問題(含三角測量) 
附錄： 

三角函數值表 

附錄： 

電腦輔助教學「三角函數的圖形」 ：使用 Geogebra
軟體 

電腦輔助教學「解三角函數值」：利用 Excel 2003 

*為稍難的單元或例題，教師可依上課時數酌予免授 

註：採自高宏輝（2009）。數學 B（Ι）（95 課綱）新北市：龍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註：採自高宏輝（2011）。數學 B（Ι）（99 課綱）。新北市：龍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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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放式問卷受試者 

    以開放式問卷調查在職教師關於兩套課綱在三角函數教材的差異，採立意取樣選取同時

具有 95 暫綱、99 課綱高職數學 B 實際授課經驗且使用 L 版教科書教學的教師。選取對象為

雲林縣兩所國立高職教師共 8 位，5 位具有碩士學位、一位研究所 40 學分班畢業、一位正攻

讀碩士學位、另一位師範大學數學系畢業，服務年資均在 5 年以上，分別以 、 … 表示。 1T 2T 8T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旨在比較分析95暫綱、99課綱高職數學B「三角函數」教材內容之差異性，所以

問卷設計主要以蒐集高職教師關於課程內容調整的意見為主。為達成研究目的，依據研究目

的從調查高職教師對99課綱高職數學B教學目標、內容與編排順序調整三個層面著手。自行

設計「95、99高職數學B三角函數教材之教師意見調查」問卷（如附件一）為研究工具。為

提高問卷的內容效度，問卷內容參考相關文獻以及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而編製。並邀請二位具

碩士學位且有95暫綱、99課綱高職數學B授課實務經驗的數學科同仁進行問卷內容的修正，

以提高本問卷的效度與可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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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討論 

    依據研究目的，將95暫綱、99課綱L版高職數學B的教材內容分析整理，針對這兩個課綱

在教材內容與編排順序的差異作綜合比較。研究之分析單位的制定，主要參考國內課程分析

之相關研究（尤欣涵，2010；陳仁輝、楊德清，2010；董修齊，2011；鄭婷芸，2011）。先

以「章」做為區分單位，再以「節」作為分析單位。因此，首先呈現兩套課綱在三角函數單

元的差異性（如表2）： 

表 2：95 暫綱、99 課綱高職數學 B「三角函數」教學綱要比較 

95 暫綱高職數學 B 99 課綱高職數學 B 

內容綱要 分配節數 內容綱要 分配節數 

B(I) CH2 三角函數 

1.有向角及其度量 

2.三角函數的定義 

3.三角函數的基本關係 

4.任意角的三角函數 

5.三角函數圖形 

27 B(I) CH2 三角函數 24 

1.有向角及其度量 

2.三角函數的定義與圖形★ 

3.三角函數的基本性質 

24 

B(I) CH3 三角形的解法 

1.正弦定理。 

2.餘弦定理。 

3.三角形的解法。 

4.平面三角測量。 

18 B(IV) CH1 三角函數的應用 

1.和差角公式與二倍角公式。 

2.正弦與餘弦定理*。 

3.解三角形問題(含三角測量)★。

16 

註：採自職業學校群科課程暫行綱要。教育部技職司，2005。台北：教育部。 

註：採自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暨設備基準－一般科目。教育部技職司，2009。台北：教育部。 

註記★之內容可使用計算器或電腦軟體求值與作圖。 

註記*者為選讀內容，教師得依學生需求調整授課內容。 

 

 

    結果顯示 99 課綱增加了「和差角公式與二倍角公式」一節，而「正弦與餘弦定理」則改

為選讀內容。在教學時數的配置上從 45 節調降為 40 節。並明確註明「三角函數的定義與圖

形」與「解三角形問題(含三角測量)」可使用計算器或電腦軟體求值與作圖。在編排順序上，

95 課綱在第一冊第二章教「三角函數」，緊接著第三章就教「三角形的解法」；99 課綱一樣在

第一冊第二章教「三角函數」，可是「三角函數的應用」卻調整到第四冊第一章才教，教學時

間點的編排延後了一年半。針對以上差異，設計「95、99 高職數學 B 三角函數教材之教師意

見調查」的開放式問卷，調查 8 位具有 95 暫綱與 99 課綱 L 版高職數學 B 教學經驗的在職教

師意見（如表 3）： 

 

 42



台灣數學教師電子期刊 2012, 第二十九期 
 

表 3：95、99 高職數學 B 三角函數教材比較之教師意見 

問題 次數 

（一）對 99 課綱高職數學 B 教材內容調整的看法 

1. 99 課綱高職數學 B 在第四冊第一章「三角函數的應用」中增

加了「和差角公式與二倍角公式」，針對這樣內容的調整是有

助於學生學習？ 

2. L 版的 99 課綱高職數學 B 課本在 100 年版的教科書內容中刪

除了「利用三角函數值表和電算器求三角函數值」，針對這樣

內容的調整您認為會影響學生學習嗎？ 

3. 99 課綱高職數學 B 在分配節數的調整（95 暫綱 CH2 三角函

  數 27 節，99 課綱 CH2 三角函數 24 節；95 暫綱 CH3 三角形

  的解法 18 節，99 課綱 CH1 三角函數的應用 16 節），您是否

  能在分配節數內上完教材內容？ 

4. 99 課綱高職數學 B 把「正弦與餘弦定理」改為選讀內容，您

在「三角函數的應用」這章節授課時，是否教授「正弦與餘

弦定理」這個單元？ 

 

非常同意 (0)     同意 (3)   

不同意 (4)       非常不同意 (1)
 
會 (2)           不會 (6) 
 
 
可以 (2)         不可以 (6) 
 
 
會 (8)           不會 (0) 

（二）對 99 課綱高職數學 B 教材編排順序調整的看法 

1. 95 暫綱一上第三章的「三角形的解法」緊接在第二章「三角

函數」之後。可是 99 課綱把它移到的二下第一章「三角函數

的應用」，針對這樣內容的調整您認為有助於學生學習？ 

2. 下面兩種教學順序，您認為哪一項較有助於學生學習？ 

(1)銳角三角函數的定義⇒任意角的三角函數⇒三角函數 

的基本關係 

(2)銳角三角函數的定義⇒三角函數的基本關係⇒任意角 

的三角函數 

3. 99 課綱課程把 「三角函數的圖形」和「三角函數的定義」

放在一起，最後才教「三角函數的基本性質」，針對這樣內

容的調整您認為有助於學生學習？ 

 

非常同意 (0)     同意 (0)   

不同意 (5)       非常不同意 (3)
 
 
(1)  3            (2)  5 
 
 
 
非常同意 (0)     同意 (1)   

不同意 (7)       非常不同意 (0)
 

（三）對 99 課綱高職數學 B 教學目標調整的看法 

1. 99 課綱高職數學 B 強調『訓練學生運用計算器與電腦軟體，

解決日常實際問題及未來商業專業及資訊應用領域內實務問

題。』您是否贊同？   

2. 因應教學目標的調整，99 課綱數學 B(Ι) (L 版)教科書在附錄

中使用 Geogebra 電腦軟體輔助教學「三角函數的圖形」及利

用 Excel 2003 教「解三角函數值」。您是否贊同這樣的調整和

教學目標？ 

3. 請問在您的課室中是否會利用電腦軟體來進行「三角函數」

 單元的教學？ 

非常同意 (2)     同意 (5)   

不同意 (1)       非常不同意 (0)
 
 
非常同意 (0)     同意 (6)   

不同意 (2)       非常不同意 (0)
 
 
會 (4)           不會 (4)       

 

 

    以下針對兩套課綱教材內容與教材內容編排順序，從在職教師的觀點來進行深入的分析

比較其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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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95 暫綱與 99 課綱 L 版高職數學 B「三角函數」教材內容的差異 

     不論是在教材單元、教學時數及教學方法上，兩套課綱都有增減和調整，分項說明如下： 

（一）增加「和差角公式與二倍角公式」對其他單元的學習沒有幫助，徒增學生負擔 

     超過半數的教師不同意增加「和差角公式與二倍角公式」單元是有助於學生學習。 敘

述原因如下： 

5T

 
圖 1. 敘述原因 5T

    99 課綱的設計理念是希望課程能作縱向的銜接與橫向的溝通連結。希望課程知識是層層

堆砌，銜接無礙的；並且能運用在其他相關科目的學習上。而不論是高職數學 B 後續的單元

或高職專業科目，都沒有「和差角公式與二倍角公式」的相關應用。研究者另一個對 99 課

綱高職數學 B 教學內容調整的意見調查，結果顯示有 73％的在職教師不同意增加和差角公

式與二倍角公式，有助於商業類群學生學習專業科目或解決實際問題。  

（二）雖然「正弦與餘弦定理」改成選讀內容，但是基於課程銜接卻勢必要教 

    所有的教師都會在課室中實施「正弦與餘弦定理」的授課不會因為它是選讀內容而略過，

敘述原因如下： 1T

 

圖 2. 敘述原因 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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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9 課綱 L 版「解三角形問題(含三角測量)」課本內容中，在 22 題（含例題與隨堂練

習）的佈題中，就有 16 題需要使用正弦或餘弦定理，比例高達 73％，在「三角形的解法」

觀念部分更是全部都需要用到正弦或餘弦定理（如圖 3） 。 

 

圖 3. 「三角形的解法」例題 

註：採自 L 版數學 B(IV)（頁 28），高宏輝，2012。新北市：龍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因此，99 課綱把「正弦與餘弦定理」列為選讀內容，沒有實質的意義與幫助。 

（三）三角函數對學生而言是比較艱澀的單元，現有的時數配置明顯不足 

    絕大多數的教師認為部編的 40 節是無法完整呈現三角函數內涵與其應用。 

8T 敘述原因如下： 

 

圖 4. 敘述原因 8T
事實上 99 課綱在三角函數單元的內容增加了「和差角公式與二倍角公式」，雖然把「正

弦與餘弦定理」改為選讀，但是基於課程內容的銜接還是要教。在教材內容增加，而教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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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卻減少的情況之下，勢必嚴重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 

（四）99 課綱數學 B(Ι) (L 版)教科書使用 Geogebra 電腦軟體輔助教學「三角函數的 

圖形」及利用 Excel 2003 教「解三角函數值」，是符合『訓練學生運用計算器與電腦軟體，解

決日常實際問題及未來商業專業及資訊應用領域內實務問題。』教學目標的調整 

    多數的教師贊同 99 課綱高職數學 B 強調『訓練學生運用計算器與電腦軟體，解決日常

實際問題及未來商業專業及資訊應用領域內實務問題。』的教學目標。也同意 99 課綱數學

B(Ι) (L 版)教科書在附錄中使用 Geogebra 電腦軟體輔助教學「三角函數的圖形」及利用 Excel 

2003 教「解三角函數值」是符合教學目標。對於 L 版的 99 課綱高職數學 B 課本在 100 年版

的教科書內容中刪除了「利用三角函數值表和電算器求三角函數值」，認為不會影響學生學

習。但是，卻有半數的教師並不會在課室教學中利用電腦軟體來進行「三角函數」單元的教

學。 敘述原因如下： 8T

 

圖 5. 敘述原因 8T

 

電腦軟體輔助教學取代了三角函數值表和電算器來求三角函數值，資訊科技融入三角函

數教學也符合課程目標。然而教材內容的廣度及缺乏教學時數的配套，讓第一線的在職教師

無法落實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課程設計的理念和目標也打了折扣。 

二、95 暫綱與 99 課綱 L 版高職數學 B「三角函數」教材編排順序的差異 

    針對兩套課綱在教材內容編排順序的調整，分項說明如下： 

（一）99 課綱把「三角形的解法」和 「三角函數」拆開，並延後到二下才上「解三 

      角形問題(含三角測量)」，課程缺乏連貫性 

     絕大多數的教師都認為這樣課程的調整對學生學習並無幫助，而且間隔時間太長，需要

重新複習三角函數的性質。 敘述原因如下： 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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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敘述原因 4T

 
95 暫綱把三角函數連續呈現的方式，在教學上感覺比較不會浪費時間。以 99 課綱的編

排順序來說，二年級下學期的學生在經過一年多的時間之後，對一上所學的三角函數的印象

大概已經忘差不多了，所以在三角形的解法的單元開始之初，有必要把之前教過的三角函數

的定義再大略的複習一遍，這樣的結果，勢必會增加授課時間，影響課程的進行。研究者在

另一個針對在職教師對 99 課綱高職數學 B 教學順序編排調整的意見調查，結果顯示有 92％

（不大同意 47％，完全不同意 45％） 的在職教師不贊同編排順序的調整。 

（二）「三角形的圖形」和 「三角函數的定義」應該拆開，先教「三角函數的定義、 

      性質」，在教「三角形的圖形」 

     絕大多數教師都認為應該要先教「三角函數的定義、性質」，在教「三角形的圖形」。

敘述原因如下： 

3T

 

圖 7. 敘述原因 3T
事實上，99 課綱的 L 版高職數學 B(Ι)教科書在 99 年版的三角函數這個單元的編排是把

三角函數的性質和三角函數的圖形放在同一節；可是 100 年的版本編排順序卻調整和 95 暫綱

是一樣，先教三角函數的定義與性質，最後才教三角函數的圖形（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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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L 版數學 B(Ι)三角函數單元 99 年、100 年版編排順序差異比較 

95 暫綱高職數學 

B(Ι) 
99 課綱高職數學 

B(Ι) 
99 課綱數學 B(Ι) 

(L 版 99 年) 

99 課綱數學 B(Ι) 
(L 版 100 年) 

CH2 三角函數 

1.有向角及其度量 

2.三角函數的定義 

3.三角函數的基本關係 

4.任意角的三角函數 

5.三角函數圖形 

CH2 三角函數 

1.有向角及其度量 

2.三角函數的定義與圖 

形 

3.三角函數的基本性質 

CH2 三角函數 

2-1 有向角及其度量 

2-2 三角函數的定義 

2-3 三角函數的基本性 

質與圖形 

CH2 三角函數 

2-1 有向角及其度量 

2-2 銳角三角函數的定 

義及基本性質 

2-3 任意角的三角函數 

2-4 三角函數的圖形 

註：採自高宏輝（2010）。數學 B（Ι）（99 年版）。新北市：龍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註：採自高宏輝（2011）。數學 B（Ι）（100 年版）。新北市：龍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綜合上述分析，99 課綱增加了「和差角公式與二倍角公式」和使用 Geogebra 電腦軟體輔

助教學「三角函數的圖形」及利用 Excel 2003 教「解三角函數值」，也把「三角形的解法」和 

「三角函數」拆開，並延後到二下才上「解三角形問題(含三角測量)」，這些調整都需要足夠

的教學時數。可是教學時數卻從 45 節調降為 40 節，雖然調整了「正弦與餘弦定理」為選讀

內容，但後一節的「解三角形問題(含三角測量)」卻需要正弦與餘弦定理的基礎，改列為選

讀內容並沒有減少教材內容。 

 

伍、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本研究有以下結論： 

（一）99 課綱教材內容太豐富，加入和差角公式與二倍角公式，卻又對高職學生其 

他專業科目的學習沒有幫助，依現有教學時數上課,可能上不完。這和 99 年「職業學校一般

科目群科中心學校」對東區高職數學教師所做的「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教師意見調查表」

中與會教師表達的意見是一致的！ 

（二）把「正弦與餘弦定理」改為選讀內容沒有實質意義。缺乏「正弦與餘弦定理」的先備

知識，學生難以銜接與學習下一節的主題「解三角形問題(含三角測量)」。 

（三）99 課綱把 95 暫綱四冊的內容壓縮成三冊，時數的配置原本就很緊湊。在三角函數單

元又加入「和差角公式與二倍角公式」；又把「三角形的解法」延後到二下才教，需要花更多

時間去複習三角函數的性質。可是教學時數卻反而縮減，嚴重衝擊高職生在三角函數單元的

學習。而教學時間的減少也和相關文獻中江佳玲等人（2007）在關於三角函數研究中所建議

的增加授課時數背道而馳。 

 48



台灣數學教師電子期刊 2012, 第二十九期 
 

（四）雖然課程設計能讓學生應用計算器與電腦軟體，解決三角函數相關問題。在職教師也

認同這個目標和理念。但在教學時數的限制下，恐難落實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理念。 

（五）99 課綱把「三角函數」和「三角函數的應用」拆開，並且拉長教學時程，採螺旋式的

課程安排，調整課本的編排順序，符合郜錦程等人（2006）在研究中所作的建議。然而教學

時程拉的太長，反而造成單元主題間的連貫性不足。而三角函數內容對學生而言較艱深，又

把「三角函數」及「三角函數的應用」拆開，分別在一上和二下授課。這樣的調整不但延遲

教師上課進度，更不利學生學習。在 100 年「綜合高中數學科一、二年級課程銜接意見彙整

摘要」中，教師也同樣指出高職數學 B 中第一冊教三角函數的內容，但事隔一年後再教三角

函數的應用，同學在銜接上困難度高。 

二、建議 

     依照上述結果提出三點建議提供課程設計者一些參考方向。 

（一）增加授課時數 

    三角函數對學生而言是較困難的單元，尤其九年一貫課程刪除三角函數，對高職生而言

三角函數是前所未見的知識，抽象的概念學生需要一段時間去學習、摸索。也讓教師能運用

電腦軟體去教三角函數值與圖形的描繪，落實科技資訊應用在解決三角函數問題，進而達成

教學目標。 

（二）教材設計的連貫性 

    教學時程拉太長，學生需要更多的時間去重新建構相關的先備知識，感覺就不是螺旋式

的編排方式，反而像是學習上的斷層。建議將三角函數分成「三角函數的基本概念」以及「三

角函數的性質」與「三角函數的應用」三個部分。將「三角函數的基本概念」提早在國中教

授，讓學生能慢慢的接觸、熟悉三角函數教材內容，讓學生進入高中、職後三角函數的學習

能順利的銜接，讓學生能循序漸進的建構三角函數的知識。 

（三）回歸技職教育 「務實致用」的精神 

高職教育和綜合高中及普通高中的教學體制、精神和目標原本就不同，不能為了在三種

學制上做橫向的整合，而在高職課程中增加較無應用性的理論課程。還是要以課程的應用性

為主，讓學生能熟練的運用這些知識、技能去解決日常生活中所可能面對的實際問題及專業

領域內的實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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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調查 

打『v』 ）  

附錄一 

95、99 高職數學 B三角函數教材之教師

第一部份：基本資料 （ 請您在適當的選項中

1. 學歷：大學                            
          研究所                          
2

 
. 服務年資：             年   

3. 是否有95課綱高職數學B的授課經驗  □是  □否 
4. 是否有99課綱高職數學B的授課經驗  □是  □否 

單元調整內涵  

 

第二部份：95 暫綱與 99 課綱高職數學 B 三角函數

（一）  對 99 課綱高職數學 B 教材內容調整的看法 

 1.  「和差角 

學生學習？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99 課綱高職數學 B 在第四冊第一章「三角函數的應用」中增加了

公式與二倍角公式」，針對這樣內容的調整是有助於

     □非常同意  □同意 

    麻煩敘述您的原因： 

                                                                          

                                                                          

 2.  
電算器求三角函數值」，針對這樣內容的調整您認為會影響學生學習 

 

L 版的 99 課綱高職數學 B 課本在 100 年版的教科書內容中刪除了「利用三角 
函數表和

嗎？ 
    □會  □不會 
   麻煩敘述您的原因： 

                                                                         

                                                                         

 3. 
，99 課綱 CH1 三角函數的 

能在分配節數內上完教材內容？ 

 

 99 課綱高職數學 B 在分配節數的調整（95 暫綱 CH2 三角函數 27 節，99 課綱 
CH2 三角函數 24 節；95 暫綱 CH3 三角形的解法 18 節

應用 16 節），您是否

   □可以  □不可以 
  麻煩敘述您看法： 

                                                                        

                                                                        

 4.  

課時 是否教授「正弦與餘弦定理」這個單元？ 

 

99 課綱高職數學 B 把「正弦與餘弦定理」改為選讀內容，您在「三角函數的 

應用」這章節授 ，

    □會  □不會 
   麻煩敘述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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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章「三角函數的應用」 ，針對這樣內容的調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對 99 課綱高職數學 B 教材編排順序調整的看法 
1.  95 暫綱一上第三章的「三角形的解法」緊接在第二章「三角函數」之後。可 
     是 99 課綱把它移到的二下第

     整您認為有助於學生學習？ 
      □非常同意  □同意 

     麻煩敘述您的原因： 

                                                                          

                                                                          

2

義 ＝＞三角函數的基本關係 ＝＞任意角的三角函數 

 

.  下面兩種教學順序，您認為哪一項較有助於學生學習？ 

      □ 銳角三角函數的定義 ＝＞任意角的三角函數＝＞ 三角函數的基本關係 

        □ 銳角三角函數的定

     麻煩敘述您的原因： 

                                                                          

                                                                          

3. 才教 

認為有助於學生學習？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99 課綱課程把 「三角函數的圖形」和「三角函數的定義」放在一起，最後

「三角函數的基本性質」，針對這樣內容的調整您

    □非常同意  □同意  □

     麻煩敘述您的原因： 

                                                                          

                                                                           

解決日常實際問題及未來

同？   

bra 電腦軟

xcel 2003 教「解三角函數值」。 

是否會利用電腦軟體來進行「三角函數」這個單元的教學？  

 

（三） 對 99 課綱高職數學 B教學目標調整的看法 

1. 99 課綱高職數學 B強調『訓練學生運用計算器與電腦軟體，

商業專業及資訊應用領域內實務問題。』您是否贊

     □非常同意  □同意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2. 因應教學目標的調整，99 課綱數學 B(Ι) (L 版)教科書在附錄中使用 Geoge

體輔助教學「三角函數的圖形」及利用 E

   您是否贊同這樣的調整幅和教學目標？ 

     □非常同意  □同意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3. 請問在您的課室中

     □會  □不會 

    若回答不會，麻煩敘述您的原因： 

                                                                          

                                                                          

                                            再次感謝您的協助!感恩不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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