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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機率論據傳起源於紙牌、錢幣等博弈遊戲，是一種相當生活化的知識。對於大眾而

言，機率是預測不確定性事件之基準，我們能從中獲得符合理論依據的訊息，做出相對

有利的決策。在機率的教學中，為讓人理解並習得上述能力，樹狀圖常被用來釐清事件

的種類。 

「樹狀圖」在機率中，具備處理事件樣本之功能，它能系統化的細分主題、區分階

層、觀看整體，並做邏輯性的列舉。我們能從精簡的樹狀結構和節點中，判斷兩個不同

事件之組合情況。對於初學機率的學生來說，本身的機率知識是較為模糊的，思緒容易

混淆，而樹狀圖能有效地幫助學生，將事件做細緻的分析；這樣的能力亦是日後學習「排

列組合」的基礎。因此，本研究將參酌臺灣與英國中學數學教科書，探究其樹狀圖之教

學與學習內容，比較兩者的異同。 

研究發現，臺灣教科書在樹狀圖的教學上，採用系統化的思考去釐清事件，以直觀

思考列舉或窮舉的方式找尋事件之樣本，將他們從模糊的概念轉換成有邏輯規則的排列，

藉以確立機率問題中的樣本空間與事件。在上述過程中，臺灣教科書並未觸及關於機率

的知識，將樹狀圖的功能限定在單純的計數上。相對地，英國教科書在樹狀圖的使用上，

除了也有系統化的分類、尋找事件的總數以外，更將事件發生之機率紀錄在樹狀圖上，

使得樹狀圖可以成為表現機率概念的模型。進一步觀察，可發現樹狀圖的結構內含互斥

觀念，可直觀引導出聯集與獨立事件的概念，並能根據圖上的關聯性，做正確的推論。 

臺灣數學課程在高中階段，以正規的數學關係來定義事件的獨立性，而英國則在國

中階段就直接從情境脈絡引進獨立觀念，並以乘法來處理其機率計算（以加法處理互斥

的聯集事件）。臺灣的國中數學課程沒有獨立概念，但是在國中自然領域的生物遺傳內

容中，早有獨立事件之概念，而且學生在此情境之中似乎也沒有認識獨立性的困難。這

些初步的證據顯示，事件的獨立概念及其機率演算原理，在國中階段不無處理獨立事件

的可能。 

本文建議臺灣可借鏡英國教科書中樹狀圖之教學法，不只將樹狀圖作為一種計數工

具，也作為機率概念的模型，引導學生思考樹狀圖中每個階段隱含的資訊，用來推論複

合事件的機率。換言之，在中學階段的樹狀圖教學上，我們不該限定於列舉事件之類的

程序執行能力，而應著重於建立複合事件之機率概念，並提供以機率推論解決問題的學

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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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ent analysis is engaged on the topic of the tree diagram in the context of probabilities 

for maths textbooks in Taiwan and England at the level of secondary schools (grades 7—9). The 

contents are classified into the levels of drawing the tree diagram to systematically list everything, 

put the probability on the branch, and the intuitive recognition of independent events and the 

multiplication of probabilities. 

Calculating probabilities can be hard, especially for novices, sometimes we add them, 

sometimes we multiply them, and often it is hard to figure out what to do. Tree diagrams are 

particularly useful in probability since they record all possible outcomes in a clear manner. A 

tree diagram also used in strategic decision making, valuation or probability calculations. In 

textbooks of England, tree diagram starts at a single node, with branches emanating to 

additional nodes, which represent mutually exclusive events. A tree diagram is simply a way 

of representing a sequence of events and provides a strategic media to calculate the 

probabilities. It allows us to see all possible outcomes of an experiment and calculate their 

probabilities. Each branch in a tree diagram represents a possible outcome. Drawing tree 

diagram is a way for novices to visually see all of the possible events and avoid making 

mathematical error. But the textbooks of Taiwan limit students to draw the tree diagrams 

without exploring the extra benefits provided by them.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aiwanese textbooks tend to stress on the whole tree diagram of 

probability, just like England. Basing 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 also suggest the curriculum 

to pay more attention on tree diagrams and to add a dimension of calculation on this subject. 

  



一、前言 

機率論據傳起源於紙牌、錢幣等博弈遊戲，是一種相當生活化的知識。隨著科技與

社會的演進，我們對於預測事件之精確度也隨之提高，上述這些知識皆涉及「衡量」事

件的思維，由於在有限的認知下，無法完全掌握事件的所有情況，我們只能以過去的經

驗揣摩或猜測。而機率即是解析未知事件發生的基準。機率論發展至今，是嚴謹且邏輯

性的知識，改變了大眾對評估、決策的觀點。透過機率處理了不確定性之事件，是很重

要的一件事，根據機率的預測了解這個世界，進而做有利的決策。因此，機率具備跨領

域應用之特色，協助我們判斷或決策，理解不確定狀況之輪廓。 

在臺灣教育現場中，機率被教授於數學課程中。它不像一般的數學知識，由公式或

定理去做定量的推導，而是需要足夠符合事件的資訊，才能做出最佳的解釋。Glencross

（1998）發現往往學過數學的人，對機率與統計並非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在面對數據科

學的資料上仍會產生恐懼，抱持負面態度。對於初學的學生來說，本身的機率知識是較

為模糊的，思緒容易混淆，「如何衡量事件」成了首要的知識。我們希望能從一個混亂

且複雜的事件中，一層一層的釐出我們所期望的資訊，依序歸類。如此邏輯化地推算機

率模式，做出有效預測。因此，需要一種能分門別類的工具，用來簡化這類的問題。而

我們發現如今最常被使用的工具是樹狀圖，它能有效地幫助學生，將事件做細緻的分析，

提高學習機率概念的效能。 

研究者也從西方國家中，發現英國的中小學教育中，亦有應用樹狀圖解決機率問題

的課程內容。英國教科書內容採用螺旋式課程設計，機率內容分佈在不同年級中，屬於

資料處理（data handing）的大主題。英國的機率內容篇幅與臺灣有所差異，研究者揣

測英國對於樹狀圖的應用，有不同角度的觀點，並在教學中實踐這樣的模式。而 Floden

（2002）也指出教科書在教學中扮演著決定性的重要角色，影響層面包涵教師教學與學

生學習，三者之間關係密切。因此，本研究將參酌臺灣與英國中學數學教科書探討： 

1. 兩國教材在樹狀圖概念層次上之分佈為何？ 

2. 根據上述分佈並舉例分析其相異之處，釐出樹狀圖如何解決機率問題，延伸出何種

機率概念？ 

 

二、文獻探討 

2.1 機率 

關於機率這門源自考慮賭博中的機運科學，必將成為人類知識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Laplace, 1812），且生活中大部分的重要問題，將都會引導至機率層面的知識（黃文

璋，2003）。研究者認為在未來社會中，學生確實需要具備處理「不確定性」知識之能

力。 

回顧機率發展，黃文璋（2003）指出機率論的發展可粗略的分為三個階段。在第一

階段是為了解決一些實際上所遭遇的問題，此時人們只求將這些問題的解答找出來。。



第二階段，建立抽象的系統，將原有的問題變成此系統之特例。這些問題明確地進入數

學的領域，但是這些從實際經驗所產生的問題，仍然與直覺有密切的關係。第三階段，

即數學機率，逐漸將問題抽離它們實際的來源，取而代之建立一些公理，經由這些公理，

可推導出許多結果，因而對我們探討的一些實際的問題，可有更清晰的概念。

Shaughnessy（1992）將機率大略分為四種，而吳靜瑜（1999）的研究將其統整分述如

下： 

1、主觀機率：指機率的大小，是依照個人的信念或主觀的觀點的呈現，尚有賴於將它

化成數學方式來判斷。 

2、古典機率：機率是假設在隨機的試驗中，每一事件發生的機會均等，數學家稱此種

是唯一均勻的機率分配，亦稱為理論的機率或先驗機率。 

3、實驗機率：機率的計算是藉著觀察重複試驗的不同結果的相對次數，亦即是根據實

驗設計的觀察結果來決定事件發生的可能大小，故也稱為次數機率。 

4、形式機率：利用數學法則或定理來計算機率，有時也稱為客觀的或標準的機率。 

綜上所述，面對複雜事件，直覺很難正確評估對應的可能性，機率的數學學習凸顯

出它的重要性。因此，學生對於機率的學習是值得我們探討的議題（黃文璋，1999）。

目前臺灣從九年級下開始安排不確定性的課程。這樣的安排，與世界的趨勢略有出入，

值得思考我國在機率與統計上的設計。而本文針對應用樹狀圖之機率做分析，故不對統

計部份做討論。 

2.2 機率教學 

Konold（1991）指出人們處理的資訊能力是有限的，為了從大量的資料中，迅速做

出決定，人們必須運用自身經驗來進行判斷。Shaughnessy（1992）亦指出我們對於事

件發生的頻率，都存有自我中心的印象（egocentic impressions）。這些都會影響學習機

率的概念。研究者認為機率概念雖不困難，如同 Bognar 和 Nemetz（1977）指出學童

在未接受機率教學之前，可從生活經驗中了解機率的簡單概念。但機率的評估容易被經

驗所影響，導致與機率論不同之結果。有些學者亦指出類似證據，例如 Kahneman 和

Tversky （1972）指出人們的判斷不同於已被公認的機率理論，而 Tversky 和 Kahneman

（1973）指出，人們在進行機率判斷時常會使用一些策略，這些策略時常造成快速且大

致上合理的結果，但卻往往和機率理論相違背。Amir 和 Williams （1994）報告指出，

態度、信念、經驗、語言都可能影響孩子的機率思維。 

在機率學習中，Shaughnessy（1992）發現直觀、先備概念、迷思概念、錯誤、非

正式的解釋，都已經充斥在機率與統計的學習裡，亦認為條件機率的語言讓學生感到困

擾，導致迷思概念的產生。因此，研究者認為給予學生正式的機率教學，是有意義的，

Green（1983）也指出在機率與統計的教學中，運用有系統的方法是必要的，能避免學

生產生與該主題有關的迷思概念。Fischbein（1975）認為兒童對於機率的初步直覺經驗

仍很薄弱，需要經過正式機率教學來協助其發展與增強。藉由教學，可以教導兒童機率



概念或改正兒童的機率迷思概念。 

研究者認為學生機率概念的發展，應具備一項工具，就是樹狀圖。根據《牛津英語

詞典》，樹狀結構與樹狀圖這兩個名詞，在 1965年首次出現在諾姆·喬姆斯基的著作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中。「樹狀圖」是一種能系統化的細分主題、區分階層、

觀看整體，做邏輯性的列舉，並以圖象方式表現出來的方法。我們運用樹的象徵來表現

出構造之間的關係，樹狀結構只是一個概念，沒有限定單一形式來呈現。樹狀圖都是一

個有方向性且無循環的圖形，我們能從精簡的樹狀結構和節點中，判斷兩個不同事件之

關聯性。 

蔡文煥（1998）引用 Green（1987,1988）對於兒童在皮亞傑機率發展階段之研究，

發現在 3000名十一歲到十六歲的英國學生之中，大部份學生尚未發展到形式運思期，

即沒有思考抽象化知識的能力。亦發現學生對樹狀圖和乘法原則均不甚瞭解，因此Green

建議在學校中藉由廣泛，有系統的教學課程，以建立正確的機率觀念。如今，四分之一

世紀之後，我們發現在英國 Pearson版本的教材中，將樹狀圖和乘法原則以螺旋式設計

導入課程，經由系統化的教學後，推論現代的英國學生應有具備此能力，並培養出正確

的不確定性思維。相較之下，臺灣在過去 20 年間，僅在 9年級教科書中有樹狀圖的介

紹外，學生仍然未接受到乘法原則的正式教學，在機率的學習中，進度明顯較英國不足。 

2.3教科書 

教科書是重要的教學媒介，教材內涵影響學生的學習，對教材進行深入的分析與比

較有助於學生的學習（Yang, Reys & Wu, 2010）。而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其一認為課程

就是學科或是科目的總合；其二是指課程為學生在學校學習的總經驗（Beane, Toepfer & 

Alessi, 1986）。楊龍立（2006）指出各國公布的課程標準是具有計劃特性的課程組織，

其構成成分及順序安排，是一種人為計劃性的設計，學科亦可視為一種計劃性的知識體

系，故課程的「組織」特性及「計劃」特性是不可或缺的。而臺灣的教科書乃根據課程

綱要而編製，符合「組織」特性及「計劃」特性。在機率課程上，陳欣民、劉祥通（2002）

指出，課程設計若能以學童的機率迷思概念出發，藉此引導學童修正自身的迷思，而教

師又能於教學中適時察覺並破除學童的機率迷思，將使學童之機率概念發展合宜。尤欣

涵、楊德清（2010）在臺灣教研院教材與美國 MiC 教材於機率課程設計比較中，以「情

境設計與佈題方式」、「解題策略的發展方式」、「連貫性與延伸性」三種學習議題上的角

度分析，發現臺灣情境單一，教材多為教師示範例題，學生模擬其解題策略單元，最後

並無延伸性題型。研究者發現文獻中除了機率課程的安排，將影響學生對於機率的學習

外，上述研究多針對學習理論上的思維，缺少機率論在數學知識上的探討，因此，本研

究選用臺灣與英國兩套數學教材，探討在機率知識方面的差異性為何，需更深入的進行

分析。 

 



三、研究方法 

歐用生 （1994） 認為內容分析法為融合量化與質性的分析，採客觀與系統的態度，

進行資料內容的探究，藉以推論內容之意義性。在教育研究上，透過試題的分析或文件

資料的彙整能獲得核心價值（徐偉民、徐于婷，2009）。本研究目的欲針對臺灣九年級

數學教科書（南一、翰林）與英國 Pearson版本 Exploring Maths Tier6 教材在機率的樹

狀圖教材作比較，故採用內容分析法。 

本研究以教科書內用來教學或舉例的「題」作為分析單位，又將樹狀圖教材內容概

念層次分為「樹狀圖建立」、「具有獨立性」以及「在樹枝上呈現機率」以及「機率相乘」

等四部份，呈現兩國在樹狀圖教材之差異性。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立意取樣的方式，選取臺灣兩版本教材與英國 Pearson版本教材為研究對

象，進行教材內容的分析比較。以下，說明臺灣教材與英國 Pearson版本教材的樹狀圖

課程發展背景及內容。 

1.1 英國 Pearson 版本 Exploring Maths Tier6 

英國的國定標準課程 1—11年級，在時程上，11年的國民義務教育分成四個階段 

（Key Stages）；1,2年級是第一階段 （Key Stage 1），3,4,5,6年級是第二階段，7,8,9年

級是第三階段，10,11年級是第四階段。本研究所選 Tier6適用於 7-9年級之學生，但每

位學生的數學能力有所不同，使得每位學生所學之進度有所不同。國定課程將學科粗分

為核心科目 （Core Subjects） 和基礎科目 （Foundation Subjects） 兩大類，其中數學

屬於核心科目之一。英國的數學教育強調「溝通」，能正確使用數學詞彙與符號，精確

使用數學語言（包括統計數據）的溝通。這樣的思維亦在教科書中實踐。本研究針對應

用樹狀圖解決機率問題之教學例題作為研究樣本，共選出 26題。 

1.2 臺灣教科書（南一、翰林版本） 

本研究選取的兩版本教科書，皆是依據 97年「九年一貫數學領域課程綱要」的能

力指標編寫而成。臺灣現今強調帶得走的能力，其內容多採用真實生活情境，自身日常

經驗引導學習，教導學生數學基本概念，並期望學生能在未來真實生活中，應用數學知

識解決所遭遇之問題。本研究針對應用樹狀圖解決機率問題之教學例題作為研究樣本，

共四題。 

四、教材內容分析結果 

針對我國教材與英國 Pearson版本教材在機率內容方面，首先呈現臺灣與英國在各

層次上之分佈，再針對一、樹狀圖建立；二、具有獨立性；三、在樹枝上呈現機率；四、

機率相乘等四個樹狀圖概念層次做比較，分析臺灣與英國教科書在樹狀圖之教材上的差

異。 

如下表 1，臺灣數學教科書關於應用樹狀圖的機率部分，共有四題，且概念層次都

是屬於層次一、樹狀圖建立，英國 Pearson版本共有 26題，概念分布上四者皆有。題



數上，臺灣明顯少於英國，教師的教學上比重難免也會有所差異，且學生缺乏練習樹狀

圖的機會。 

表 1 樹狀圖之概念層次表 

 1. 樹狀圖建立 2. 具有獨立性 3. 在樹枝上呈現機率 4. 機率相乘 總數 

英國 5 10 5 6 26 

臺灣 3 1 0 0 4 

 

4.1 樹狀圖建立 

A. 英國 Pearson版本教材例題如下： 

這裡有一些紅色襪子、藍色襪子、綠色襪子在抽屜中，Natalie 從抽屜中選出 2隻

襪子，請利用樹狀圖畫出所有可能的結果。 

 

圖 1 英國 Pearson版本 Tier6 

此題的最後一句，明確指出建立一個樹狀圖以呈現可能發生之情況，屬於樹狀圖建

立。佈題上，以真實生活生為主軸，未有情境，條件與訊息清晰，數字與敘述合乎常理

邏輯。 

B. 臺灣教材（南一與翰林版）例題如下： 

 

圖 2 臺灣教材（南一與翰林版） 

此題的第一個問題，明確指出建立一個樹狀圖以列出所有可能，屬於樹狀圖建立。

佈題上，題目的數字與敘述皆是數學概念，雖非困難的知識，但較顯得生硬，缺乏生活

經驗的連結。 



 

圖 3 臺灣教材（南一與翰林版） 

此題的標題明確指出利用樹狀圖求某事件的機率，屬於樹狀圖建立。以真實生活佈

題，具有情境，題目敘述用字明確與合理。 

4.2具有獨立性：在完成樹狀圖的繪製後，導入獨立性之概念。 

A. 英國 Pearson版本例題如下： 

覆盆子冰淇淋和藍莓冰淇淋都銷售比為 1:2。每一個結果的機率都相同，都是 1/9，樹狀

圖中呈現所有可能之結果。 

a. 兩名顧客挑選不同口味之機率為何?（
4

9
） 

b. 至少挑選一次藍莓冰淇淋之機率為何?（
8

9
） 

 

圖 4 英國 Pearson版本 Tier6 



題目的表中，明確指出每個事件之發生機率都不互相影響且機率和為1，對照其樹

狀圖，更可以發現，每一層樹枝所代表之事件都不影響第二層樹枝，所以具有獨立性。

佈題以真實生活敘述情境，題目敘述用字明確與合理，數字經由精心設計，學生能將重

心放在機率學習，而非數字計算上面。 

B. 臺灣教材（南一與翰林版）例題如下： 

 

圖 5 臺灣教材（南一與翰林版） 

此題的樹狀圖中，每條樹枝所代表之事件結果皆互相不受影響，屬於具有獨立性。 

4.3 在樹枝上呈現機率：在完成上述兩項後，將機率加註到樹狀圖的樹枝上。 

A. 英國 Pearson版本教材例題如下：  

Sally 和 Craig 將去搭火車，Sally提早到的機率為 0.8。Craig 提早到的機率為 0.3。兩

事件具獨立性。 

a. 建立樹狀圖並將機率在樹枝上呈現 

 

圖 6 英國 Pearson版本 Tier6 

在樹狀圖的樹枝上填入每條樹枝所代表事件之機率，屬於在樹枝上呈現機率。整個

樹狀圖更能清楚表達其機率上的意義，明顯與樹狀圖之分類事件功能區分出來，能由每

一條樹枝瞭解其事件的機率，也能比較不同樹枝所代表之事件之差異性。佈題以真實生

活建構情境，敘述流暢且用字明確。此題之解答如下： 

 

圖 7 英國 Pearson版本 Tier6 



B. 臺灣教材例題如下：無此概念。 

4.4機率相乘：由樹狀圖上的機率，將事件所發生之機率求出。 

A. 英國 Pearson版本教材例題如下： 

承接上例題，另有兩道問題 b. Sally 和 Craig 同時提早到達之機率為何？c. 只有一人提

早到之機率為何？ 

 

圖 8 英國 Pearson版本 Tier6 

經由樹狀圖上的機率，求出每一條樹枝之機率，屬於機率相乘。 

B. 臺灣教材例題：無此概念。 

五、結論 

在題數上，臺灣的樹狀圖教學例題明顯少於英國，影響教學時間的比例分配，導致

教師可能較不重視樹狀圖的概念，其次，學生在樹狀圖上的練習機會也受限制﹔雖然樹

狀圖的機率問題並非困難的概念，但在臺灣課綱現況，學生為初次學習機率內容，理應

規劃較多時間來做練習。臺灣教材傾向將樹狀圖作為特定機率問題的解題工具，而非建

立樹狀圖與機率之概念。英國方面則可能有充裕的教學時間，教師可能充分完整的教授，

將樹狀圖如何應用在機率解題帶給學生，而學生也可能有足夠的時間作練習，有條理地

建立此概念。 

在樹狀圖概念層次上，臺灣只在層次一和層次二有例題分佈，顯示臺灣對於樹狀圖

的使用，只關注在分類事件上，並沒有針對樹狀圖做延伸之用途。臺灣教師在解決機率

問題上，只以計數方式來確定事件發生之數量，沒有將機率填入樹狀圖的樹枝上，這使

得樹狀圖停留在一般的使用，不能將其轉換為機率的樹狀圖，如此亦無法針對獨立事件

或是機率相乘之概念做應用，  

英國在四個層次上皆有例題分佈，從一開始如何建立樹狀圖，導入獨立事件，將機

率填在樹枝上，最後由完整的樹狀圖闡述機率相乘之概念。不只是將樹狀圖視為一種解

題工具，而是將樹狀圖應用在獨立性與機率相乘概念上，其中又以將事件發生之機率填

入每條樹枝上最為關鍵，它能使整個樹狀圖轉變為針對機率問題而建立，而非一般的事

件分類圖。這樣的概念轉換，讓我們在看樹狀圖時由於每一樹枝所代表之事件都是互不

影響，更能確立獨立性的概念。沿此脈絡下，機率相乘的概念及導入其中，也變得自然。 

 



六、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我們發現臺灣與英國之間，對於機率的重視程度是有相當的差距，

主因歸咎在臺灣現行 97課綱中，提及機率的部分只有一條：「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機率

的概念」，使得有關機率的例題數甚少。相較於英國教科書，教學時間與學習比重都較

顯充足，以螺旋模式安排機率課程，嚴謹的結合學科結構與學生之認知發展，提供一套

具有邏輯先後順序的概念組合，讓學生循序漸進探究一套逐漸加深加廣的機率內容。上

述課程設計亦提供教師明確的教學架構，可以依此做精緻的教學設計，發展完備的教學

模組。 

在應用樹狀圖解決機率問題之脈絡下，他們除了建立樹狀圖外，更導入互斥的聯集、

獨立性以及機率相乘，這些都是臺灣九年級的教材沒有的內容。在教學上，產生極大的

差異性。未有機率的樹狀圖就如同一般的分類圖示，沒有機率概念融入其中，而英國卻

能在樹狀圖教學中，確實結合機率概念，使其圖示能直接說明用來計算機率，使得初學

者也能透過圖示理解機率概念，不需經由繁複的數學模式下理解，如集合論與排列組

合。 

此外，互斥的聯集事件機率相加，以及獨立事件的機率相乘，臺灣教科書都是在高

中階段由集合觀點來詮釋。我們發現英國在學習機率前，並沒有學習過集合的操作，也

就是說這些機率內容，並非一定要經由集合論才能夠被解釋、教導，這與當前臺灣課綱

或是教科書，對於機率論的前備知識有相當認知上的不同。更有甚者，臺灣慣於將排列

組合作為機率的先備知識，但英國不用數學理論證明這些概念，而是藉由樹狀圖結構呈

現互斥，再由整體模型呈現獨立性，以視覺化方式讓學生理解。 

綜上所述，本文建議我國在應用樹狀圖解決機率問題的教材上，應以另一角度思考，

為何我們非要限定將集合論與排列組合作為機率論的先備知識，又固定用學習數學的方

式來學習機率？機率這門最貼近真實生活的學問，應以最具溝通性的方式教授，我們也

可借鏡英國教科書中，看到樹狀圖這項特色，具邏輯性地將互斥聯集與獨立性等概念完

整呈現，引導學生思考樹狀圖中每個階段隱含的資訊，用來推論複合事件的機率，讓學

生體會圖形視覺化的學習，減輕其數學理論的負擔。再者，我們也認為九年級學生，有

可能利用樹狀圖，學習機率的互斥性機率相加與獨立性機率相乘。 

以臺灣在 TIMSS或是 PISA的機率統計主題成績來看，世界排名前三，也超越英

國。且臺灣在國中自然領域的生物遺傳內容中，早有獨立事件之概念。臺灣學生是有這

樣的概念，也有足夠的能力，學習上述機率知識。換言之，在中學階段的樹狀圖教學上，

我們不該限定於列舉事件之類的程序執行能力，而應著重於建立複合事件之機率概念，

並提供以機率推論解決問題的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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