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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於許多數學家強調數學的嚴謹邏輯推導和證明，提倡「問題解

決」(problem solving)的數學家波利亞(George Polya)曾說，數學不

僅僅是一門演繹的科學，更是一門實驗的科學。從第一本《怎樣解題》

(How to Solve It)開始，波利亞又陸續出版《數學與合情推理》

(Mathematical and

Plausible Reasoning)和《數學發現》(Mathematical Discovery)兩

套書籍，闡述為何數學是一門實驗科學。

 

    波利亞經常強調數學實驗中的四個關鍵元素：觀察、類比、歸納、

論證。觀察是對現象的關注，類比是將某個結果用到另一個類似的情

形，歸納是從特殊例子推出一般規律，論證是驗證假設的過程。

 

    在此以一個簡單的例子說明波利亞的理念。例如國小老師經常會舉

高斯如何從1加到100的故事來說明數字計算的巧思。我們可以進一步問

學生將1到100之間所有奇數相加的總和是多少？也就是1+3+5+7+…

+99=？學生經過觀察或許可以馬上類比高斯的方法算出1+3+5+7+…

+99=(1+99)+(3+97)+(5+95)+…+(49+51)=100 ´25=2500。善用類

比的學生固然值得稱許，但是他們真的內化了嗎？還是只是依樣畫葫蘆?

這時不妨換個方法鼓勵他們真的實際加加看以進行觀察：

讓數學變成一門有感的實驗科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特聘教授    劉柏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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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問他們發現了甚麼？學生應該會發現「2個奇數相加等於2的平

方，3個奇數相加等於3的平方，……」進而歸納出「n個奇數相加等於n

的平方」，所以1+3+5+7+…+99總共有50個奇數相加就等於50的平

方，也就是2500。

 

    不過這只是現象的歸納，如何論證這結果是可靠的呢？請看下圖正

方形陣列中的黑點個數。從左下角開始計算黑點個數，我們可以得到：

 
   將上式左右邊所有項相加總就可以得到1+3+5+7+9+…+(2n-

1)=n2。由於這論證方式訴諸直觀，不算嚴謹證明，傳統上這性質是透

過數學歸納法來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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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數學課綱強調「數學應提供每位學生有感的學習機會」，這兩

種論證方式哪一種讓學生較有感呢？進行形式證明之前必須先靠觀察實

驗得到結果，所以形式證明只是包裝，觀察實驗才是內涵。

 

    拉克哈特(Paul Lockhart)在《一個數學家的嘆息》一書中極力主

張數學是一種思考的藝術。他認為數學論證除邏輯說服力之外，必須是

巧妙且具啟發性的，才能提供情感上的滿足。他在書中舉一位學生如何

論證「半圓上的圓周角必為直角」來說明他的論點：

 
    這個建立在觀察與實驗操作的論證方式算不算證明？在數學上或有

爭議，但從教育觀點而言，算不算證明已不是重點，重點是學生那巧妙

且具啟發性的論證方式。

 

    法國數學家阿達瑪(Jacques Hadamard) 曾說，數學的洞見或是

發現需要一個「孵化」的過程，這過程除融合知識和直覺外，也依賴有

意識的思考和無意識(或是潛意識)的靈光乍現。歐幾里德的邏輯演繹的

論證方式雖可以檢驗真理，但它只是後見之明，光憑邏輯演繹的論證無

法發現真理，仍需「觀察、類比、歸納」等先見之明做先鋒。從人類數

學大歷史來看，邏輯演繹論證方式是特定時空與文化的產物，不是人類

思想自然演化的成果，所以在現場教學時須妥善引導，絕不能將其視為

學生學習上必然接受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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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善化國小校長   黃莉雯  

    以林福來教授為首、龐大教授群為諮詢團隊，央團數學與台師大數

教中心在民國103年起推出數學活動師奠基模組遊戲，讓第一線的老

師、學生動手玩數學，數學好好玩，卸下學生心中那份對於數學的恐

懼，從而愛上數學。

    近兩、三年，我們更針對現場教學需求，在數學奠基模組的精神上

推出「數學奠基進教室」，讓數學奠基變成現場老師與學生的如常。

    從八月刊起，我們將推出許多老師「數學奠基進教室」的教學實

作。引發學生學習興趣，進行探究實作，促進學生思考，師生共建、生

生共建的數學課原來如此美妙！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歡迎您走進「數學奠基進教室」的世界中！

 
    猶記得初為人師接觸到小學數學科教材教法，其中大費周章的圓面

積公式推導教學令我感到非常不可思議！小學數學教材對畢業於數學系

的我而言應該是易如反掌，直到進入課室，面對近百隻疑惑的眼睛，才

發現要讓40多個孩子理解這簡單套入就可得到答案的公式真不是件容易

的事，也因此改變了我對數學教育的偏見，更激起了想要說清楚、講明

白的決心！

 

    從參加數學活動師的培訓到親自擔任好好玩數學營的教學人員，

「學」與「教」的角色轉換，重新學習「教學生如何學」，對許久未擔

任第一線教學的我充滿挑戰！尤其在「動手學數學」的實作中，填補了

自己長久以來數學知識系統的缺口，更讓我深深明白，經歷大學四年純

理論數學的學習後，為何數學知識系統之於我仍有道跨不過去的鴻溝。

原因在於，研習數學的過程中，因忽略太多的「知識橋樑」，造成學習

者認知的斷層。

 

    因為操作教具而喜歡數學，因為看到學生的學習體現而發現動手玩

數學的價值！在教具開發尚未普及的年代，我即透過專案計畫經費設置

了「數學情境教室」，深刻體會到透過「操作驗證數學定理本身」就是

一種發現美的過程。現在，「奠基進教室」凝聚一群有志數學教學的夥

伴共同投入研發與教學，「操作學習」已漸漸擺脫過去「奢侈的數學學

習」限制（不論是從時間還是經費的觀點）到現今的「平易近人」，相

信未來將成為數學學習的主流！

 

「奠基進教室」初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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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擔任奠基進教室活動教學，一如往常，學生在過程中「玩」得

不亦樂乎，但帶領過多次數學好好玩營隊，學生的歡笑聲已無法滿足

我，我更企望學生在操作過程中發展能力並體現學習，作為後續滾動修

正，進一步完備課程模組。班級文化氛圍與團體動能是分組學習成功與

否的關鍵，數學奠基活動需透過分組合作學習、競賽及討論的學習歷程

完備。在團隊動能不足的班級中，低成就、人際關係障礙…的學生很容

易被邊緣化，需透過技巧性的分組及獎勵制度等加以調整，以達到學生

能充份參與。活動引入的時間點更是關鍵因素，教師必須對奠基模組內

容相當嫻熟才能掌握引入的時機點，將模組拆解運用於各相關單元教

學，巧妙靈活的組合，避免流於學生只是玩得開心，卻無從掌握數學學

習是否內化？

 

    「充份的師生對話」也是奠基進教室重要的環節。以本次「數字賓

果」活動為例，學生很容易對遊戲上手，然而也很快對遊戲失去新鮮

感。因為各組能力程度進度不一，我輪流進入各組引領討論，透過認知

衝突建立學生的正確觀念。如：2、4賓果牌之最小數字和最大數字各是

多少？為什麼？其餘賓果牌數字又是如何產生？學生很快發現最小與最

大數字各來自於8張2與8張4的數字和，但直覺認為其餘賓果牌數字只是

由16起，依連續的偶數序列產生(能發現數列規律)；這時候再引導其觀

察3、7賓果，同樣令其觀察最小與最大的賓果牌數字，學生很快說出是

24（8張3）和56（8張7），接著發現其他賓果牌數字是依公差4的等差

數列排列。為何相差4？一位學生不加思索地回答「因為7-3=4」，我再

問：「為什麼是7-3？」，學生卻說不出所以然，這時候再將問題回到小

組討論，列出所有的賓果組合，始能形成規律。然而，這樣的過程需要

花費相當的對話時間(教師一定要耐住性子，這時間花的值得)，儘管要

達到全班同步理解非容易之事。

 

    第一次嘗試「奠基進教室」，誠如林福來教授的回饋，層次上尚屬

於「好好玩數學」，對於教學環節的「再細緻」仍有賴更多的教學經驗

養成。然在過程中覺察到學生的思路歷程，並接收到其對數學的真實情

感反應，這絕對是「奠基進教室」活動的最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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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養導向的數學教學以學生為主體，重視情境與脈絡學習，「找到

正方形」單元設計以「精靈王國的國王想要蓋一座魔法城堡送給公主」

為故事開端，並且邀請學生擔任建築城堡的小工匠，一起幫忙公主完成

任務來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課程內容包括兩項任務：一是正方形拼一

維邊長的任務，引進可體現的因數問題情境；二是正方形拼二維區域的

任務，引進可體現的公因數問題情境。透過提問、討論和操作，引導學

生透過實物操作嘗試不同的拼排策略並做紀錄，師生歸納鋪排判斷準則

並以算式做紀錄，強調學習歷程及學習方法的重要性。

 

    在任務一活動中，教師引導學生找出拼貼完整一維邊長20公分的正

方形邊長時，學生可以找到正方形磁磚邊長分別是「1、2、4、5、10

和20」；老師改變邊長診斷學生的概念，進一步詢問學生找出拼貼完整

一維邊長21公分的正方形邊長時，有位資源班學生自信滿滿回答「2、

3、5、6、11和21」，引發不同想法的討論，透過生生共建數學與師生

共建數學的討論釐清因數概念。

 

    在任務二活動中，在問題情境「花園中有一塊長18公分、寬12公分

的長方形地板」找到適合的正方形磁磚中，我持續關注該名資源班學生

是否跟上學習進度，特別詢問他邊長4公分是否可以舖貼完整呢?學生很

肯定回答：「不行」，並且進一步說明「因為寬邊是12公分，4可以整

除12；但是長邊18公分，4不可以整除18，所以不可以鋪貼完整」的理

由。由此可見，資源班學生透過實物操作及生生共建，已建立因數和公

因數的心象概念。

奠基進教室點亮數學

 

臺中市永安國小校長、數學輔導團總召校長   陳靜姿

 

以「找到正方形」設計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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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此次參與「奠基進教室」活動，不僅讓我重拾過去擔任級任老

師上數學課的樂趣，更因為我對於每位學生不預設立場，上課中讓有意

願、想發表的學生主動發言，反而激發出有趣的生生共建討論歷程，獲

得意想不到的教學效果。此次參與整個「奠基進教室」教案遴選及課堂

拍攝剪輯過程，可以深深地感受到林福來教授率領的優質團隊對於數學

教學品質的用心把關，除了書面初審及複審的口頭報告外，進入拍攝過

程還安排攝影團隊進行預拍和正式拍攝，拍攝過程沒有任何彩排，完整

呈現學生最自然的對話反應和課堂紀錄，整個活動歷程讓我獲益良多。

 

    12年國教新課綱強調「素養導向」教學與學習，希望培養學生解決

問題及面對未來挑戰的知識、能力與態度，強調數學領悟的重要性。

「奠基進教室」活動課程將生活情境與學生學習內容聯結，可以活化學

生數學思考，提高學生學習興趣，也能讓學生能領悟數學概念，並有助

於知識活用，讓數學變成有趣又好玩。教師是課程轉化的靈魂人物，新

課綱落實的關鍵在於老師，鼓勵教師參與「奠基進教室」活動課程的轉

化和設計，可以精進其數學教學專業能力。期待透過更多「奠基進教

室」課程設計，能夠提供現場老師和學生更豐富的數學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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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學生都認為特殊四邊形很簡單，生活中也處處可見；但是學生

對於正方形與矩形、正方形與菱形之間關係似懂非懂，連對角線的關係

也混淆不清。在課本的教學中，是從定義出發，爾後開始證明其性質，

但很多學生卻無法將這些性質、知識，遷移到特殊四邊形之間的包含關

係，所以此模組的目的是希望藉由動手做，眼見為憑，讓學生具體觀

察，從屬性、特徵判別不同的特殊四邊形，並釐清它們之間的包含關

係。

   

    課程分為四部分，以下透過教學過程的照片，觀察並紀錄學生的學

習轉變。

奠基進教室

  桃園縣立中興國中   李慧玲

「脫形換骨、原形畢露」

 
    從喚起舊印象到組裝、命名，學生開始會提出自己的疑問，透過小

組討論一一修正。在組裝的過程中，還會主動查課本解惑；組內完成

後，學生可以到其他組偵錯，為了得分，學生會仔細測量四邊形的長度

與角度，甚至有學生找到「多了2度的直角」這種細微的誤差，逗得全班

哈哈大笑，數學課不再生硬死板，變成有趣的團康活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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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學生操作時專注的神情，平時成績一般的他（上圖左２），搖

出矩形時多麼驕傲開心，看得出他「自信指數」漲停板；在整邊活動

中，學生在聽完組員的分析說明後（上圖左３），露出靦腆羞澀的表

情，為了替自己的團隊加分，竟然主動示範平行四邊形的動態變形：先

整邊成菱形，再整角成正方形，進一步得到上圖右１的包含關係，學生

完成後興奮不已，連自己都不相信能有如此表現；學生彼此溝通協助，

從他人的經驗中學習，也是非常有效的辦法，數學課有了溫度，融化學

生畏懼數學的冰山。

    當老師提問四邊形的兩條對角線有哪些關係時，有人在小白板上一

條條列出，有人將橡皮筋掛在對角線並動手測量長度，最後發現以伸縮

扣條當對角線的四邊形最容易「整骨造形」，學生從操作試探中，找出

最適合的工具；在利用對角線造特殊四邊形的過程中，因為有「多了2度

的直角」此類誤差作為前車之鑑，大家都謹慎地測量長度與角度，深怕

被抓錯扣分；當內向秀氣的女同學（上圖右１），指出別組學習單上的

錯誤後，興奮得尖叫，完全不顧形象，由此可見學生打開心門，開始讓

數學走進心房。



糧倉 : 數學補給，讚!

 
    輪流造四邊形的學生有使命感，看見組員

寫出正確答案時的成就感，都寫在孩子得臉上。在這個操作式的評量

中，從學生從看題目，造出對角線關係已是評量，到其他同學猜出四邊

形，這個過程的傳遞表達，更是一種語言溝通的能力展現。

    將菱形與矩形動態平移使得部分重疊，提問、觀察師生共建出的交

集部分是何種特殊四邊形？當學生發現平移過頭時，自己又偷偷地拉回

去自行修正錯誤，表示他已經有判斷能力；學生組出五種特殊四邊形的

拼圖合體時，興奮的表情實在是不可言喻；說明圖形重疊的涵義難度頗

高，學生的回答不會是問題的唯一解答，甚至不會是最佳解答，經由接

力合作、修正、補充，生生共建出包含關係做為課程的結尾。

 

    教具有新鮮感、可變性，深深吸引學生，好奇心讓他們迫不及待想

主動試做。課程進行中學生從被動到主動，從這些照片中你能分辨誰是

高成就，誰是資源生嗎？只能從學生臉上的笑容看出數學課很好玩、有

趣、簡單，即使臆測錯誤也能馬上修正，還能在反思後主動提問，對於

其他同學的提問，也能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從別人身上吸取好的建議

和經驗，學生的潛力被激發且吸收更多的養分。學生在每個活動單元

中，不斷的思考、討論、動手做，藉由具體操作過程，讓學生可以體現

數學概念，透過提問與討論的過程達到生生共建、師生共建之數學架

構。

　　整個活動的設計和內容，都以學生為主角，感覺、臆測、驗證、合

作、分享，解決問題。將學習的責任還給學生，讓課堂上沒有一個學生

是客人，也就是讓學生重拾學習的主權，他們被允許在學習的節奏步調

上犯一些錯誤，而教師便是扮演監督指導的角色。在這些過程中，教師

陪伴在孩子的身邊，隨時可以看到學生的學習狀況，適時給予協助與建

議。



糧倉 : 數學補給，讚!

 
    「美女與野獸」的童話故事家喻戶曉，城堡是他們美麗的家。雖

然，城堡在臺灣並不常見，但是，世界各地著名的古堡，都是重要的文

化遺產。城堡建築外觀有什麼特色呢？屋頂、城牆有什麼特徵呢？引人

入勝的故事情境開啟了孩子們與柱體、錐體的邂逅，這是侯雪卿老師設

計的奠基進教室-柱體與錐體。透過城堡搭建、柱體錐體的分類命名等活

動，帶領孩子們進行一場精采的數學學習。

 

    這次奠基進教室教學實作，我選擇了「柱體與錐體」的單元，課堂

中針對孩子們的討論結果進行提問，不斷激盪孩子與同組夥伴對話互

動，嘗試帶給孩子主動思考的課堂。果然，給孩子足夠的時間與空間，

他們的表現相當亮眼！

 

    以下，透過表格呈現分類及特性描述活動進行時，師生共建數學概

念的精采對話（考量文章篇幅，僅呈現第一組成果）。

看見感動的力量-

臺中市國教輔導團數學領域國小組兼任輔導員

       臺中市中港國民小學  蕭弘卿

數學奠基進教室



糧倉 : 數學補給，讚!

 
    孩子的改變並非一朝一夕，107學年度，我們申請臺中市精緻課程

數學班，讓孩子們在人數較少的模式下學習，希望每個孩子受到更多的

關注。因為有了這個機緣，讓擔任行政職多年的我，能夠重新擁抱數學

課，將臺師大數學教育中心推動的奠基模組帶進課堂中，一次次的實

踐，讓我看見孩子的成長以及孩子眼中自信的笑容。

 

    每個奠基進教室教學實作都必須在兩個班級以上執行，因此，共備

觀議課就自然而然產生了！我和我的教師夥伴先一同討論奠基進教室的

內容，教學時邀請教師夥伴一同觀課，符應108課綱精神，大家都帶著

一雙專業且善意的眼睛進入我的課堂，幫助我一同檢視教學的流暢度、

教具使用的適切度，協助觀察孩子是否沉浸在學習歷程中，一同感受課

堂氛圍。觀課後的專業對話更是讓參與的夥伴們收穫滿滿，最令我感動

的是，我的教師夥伴對我說：「我最喜歡你不輕易給出答案，孩子可以

自由地思考、放心地嘗試錯誤，這是一堂以孩子為中心的課堂。」這正

是我的教學初衷，我希望帶給孩子們的課堂風景。

 

    臺師大推出的數學奠基模組提供了強大的支援，如同幫老師們打了

一劑強心針，讓我們這群老師有了明確的方向。數學奠基模組在全臺各

地推廣，教師透過了解奠基、應用奠基，重拾對數學教學的信心；孩子

們透過接觸奠基、學習奠基，重啟對數學學習的興趣。接下來，如何延

續奠基，將是我們即將面臨的挑戰。

 

    孩子，是串起教師們專業對話熱忱的關鍵；感謝孩子，讓我感受到

教育的希望；感謝臺師大數學奠基活動，讓我看見教育的初衷、看見感

動的力量。



會議廳 : 跨領域對談

 
    性別平等教育（以下簡稱性平）議題融入數學領域教學，從過去的

九年一貫到現在與未來的十二年國教都不是件新鮮的事。

 

    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1（江湖人稱97課綱或100課綱，下稱九貫課

綱）中，性平有獨立的能力指標，曾寫過課程計畫的老師大概對下圖都

有一些印象：

性別平等教育議題

高雄市前峰國中    晏向田

融入數學領域教學之過去、現在與未來

 
    許多學校版本或有大同小異，但可以發現右側一定有「重大議題融

入教學」的欄位。

 

    九貫課綱施行也已十餘年，議題融入的成效，見仁見智。常見讓明

列課程計畫中應融入的性平議題，消失於教學現場的理由是「進度」，

其次是沒有合適的「教材」（已幫教師融入議題者），再來就是能力指

標「轉化」的能力了。當然，就算除卻上述的三大困難，教師的性平素

養也是非常重要的，或許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因素了。正如同九貫課綱性

 
1 資料來源：http://teach.eje.edu.tw/9CC2/9cc_97.php
2 同前註



會議廳 : 跨領域對談

 
平議題能力指標關於融入學習領域之建議的部分

內容所言2：「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在融入學科課程

內涵所採取的策略，傳統上不外乎有貢獻、添加、

與社會行動等取向。而在課程實施上，如消除各學習領域課程中含有偏

見或歧視的內容（按：如下圖2、3之教科書檢視）；在課程中針對某些

少數特定有所貢獻的人物或事蹟，給予肯定和表揚（按：即貢獻取

向）；或以附加的教學單元，將性別有關的概念、議題和觀點納入其他

課程之中（按：即添加取向）。而融入式課程最理想的方式應該是採取

轉化取向，將性別平等教育目標與各學習領域目標重新概念化，統整並

建構學習目標，藉以設計課程內容。如此將兩種不同課程領域的原有結

構解體，再緊密的加以統整，促使其課程目標、課程內涵或教學計畫都

重新加以組織與整合為一體。」

 

 

 

 
   圖2：筆者翻拍教科書

 
   圖3：筆者翻拍教科書

 
上述於九貫融入的方式到十二

年國教階段依然適用，只是領

域與議題轉化融入對應的能力

指標，改為可參考各領綱附錄

二所提供之議題的實質內涵與

領域的學習重點(包含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對應示例。

 

 

 



會議廳 : 跨領域對談

 
性平議題融入數學可行的具體實踐方式除了適

切的能力指標轉化，舉例來說，計算同志大遊

行某張空拍照片中參與遊行的人數（概算）、

校園廁所空間性別相關比例調查（如使用時間、次數、等待時間等）等

普同認為數學領域能力指標中最容易、最適合與性平能力指標作轉化式

融入的單元外（在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資源網、國家教育研究院、國教

社群網、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輔導群、各縣市國教輔導團性平小組

的網頁資源都找得到相關的教案或影音資料），同時結合時事新聞（含

媒體識讀）也是重要方式之一，譬如近幾年快速成長的手機遊戲（簡稱

手遊），為吸引手機持有者下載手遊，在各種資訊載體充斥著數不盡、

看不完的手遊廣告，其中多數都是再製性別刻板印象，甚至性別歧視、

物化女性的言語或影像；廚房用品、汽車等之商品廣告，此等種種，透

過檢視這些學生生活經驗所及，一方面可收吸引學生注意力之效，二方

面也可藉簡短媒體識讀的活動，提醒學生對於媒體所傳遞的訊息進行解

讀、分析、批判，而勿全面接收。

 

    段考命題時，亦可嘗試在試題中融入性平相關的題型（如下圖

4），讓全年級的學生、甚或全校的教師都能透過「考試引導教學」重視

性平教育。亦可利用數學領域牆的布置，運用貢獻取向，選列了古今中

外三位女性數學家製作海報（如下圖5），讓看到的師生都能了解，「數

學」甚至「理工」領域不是男性專屬的天下，女性也可以在這方面出人

頭地，貢獻取向在所有領域／學科都是可以運用融入的一種方式。

 

 

 
   圖5：筆者佈置之領域牆

 
   圖4： 筆者段考命題 

    眼見12年國教領綱即將在108學年度正式上路，而性平能力指標也

將在數年後走入歷史，取而代之的是12年國教總綱所揭示的「課程設計

應適切融入性別平等…等議題」，未來的性平融入何去何從，尚不可

知，可以確定的是，坐等政策落實，不如起而行動，就在自己的場域，

為了性別弱勢的學生，盡自己一份心力，殊不知小小漣漪說不定會變大

大海嘯呢！！

 



⼋⽉份活動資訊
  

數學⼀期活動師培訓 (台北場 )：8 / 1 7 (六 )

數學活動師暨奠基進教室共備營 (台北場 )：8 / 1 8 (⽇ )

數學初階⼈才培育研習 (三峽 )：8 / 1 9 (⼀ ) ~8 /23 (五 )

數學活動師暨奠基進教室共備營 (南投場 )：8 /23 (五 )

數學四期活動師培訓 (南投場 )：8 /24 (六 )

 

九⽉份活動資訊預告
  

數學四期活動師培訓 (台南場 )：9 /7 (六 )

數學活動師暨奠基進教室共備營 (台南場 )：9 /8 (⽇ )

數學領導⼈⼈才培育研習 (三峽 )：9 / 1 6 (⼀ ) ~9 / 1 8 (三 )

 

磨坊 : 央團數學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