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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教育4.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名譽教授    林福來教授講述
基隆市國中數學輔導團  碇內國中  陳俊榮摘要

央團數學諮詢教師   林柏寬潤飾

主廳 : 數學專業新知

    在工業4.0的時代，數學素養教育也需要著

重演化與實踐；數學素養在此時是期望學生能

以數學的觀點去觀察世界，與世界互動。

 

    數學素養教育濫觴於1970-1980年代，三

種數學課程(結構主義課程、概念形成課程、統

整教學課程)有實無名，但到了2000年，荷蘭開

始發展現實的數學教育(RME)，雖然能更瞭解數

學概念，但不一定能表現在評量上。

 

    到了2000年，素養命名定錨。OECD以

Literacy(讀寫能力)表示，美國以

Competencies(五股數學能力【概念理解、程序

流暢、策略運用、適性推論、建設性傾向】)表

示。2010年後，國際推波(芬蘭、德國、日本、

美國、英國、中國、韓國)。

   

    以中國高中數學課程標準為例，學科核心

素養揭櫫了六個面向：數學抽象、邏輯推理、

數學建模、直觀想像、數學運算和數據分析。

這六個核心素養相對獨立卻相互交融，形成一

個有機的整體。而其課程目標就是冀望學生透

過數學課程的學習，能獲得進一步學習與未來

發展所必需的「四基」，數學基礎知識、基本

技能、基本思想、基本活動經驗；「四能」，

提高從數學角度發現和提出問題的能力、分析

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主廳 : 數學專業新知

    
    有專家學者質疑核心素養與數學素養的關聯，擔憂數學老師如何兼顧數

學教學與《藝術涵養美感素養》？如何兼顧《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如何

兼顧數學教學與九項核心素養的任一項？更擔憂數學老師如何評量學生的美

感素養？如何評量九項核心素養的任一項？

 

    以《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及數學素養之間的關聯，老師可以藉由黃金

比例、數學音樂、數學繪畫等教學引導讓學生涵養相關素養；同樣地，老師

可以藉由生活統計、報章雜誌的統計資料等教學引導讓學生涵養《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我們可以從認識了解數學素養的歷程中，看見世界，跟世界互動，達到

三層次教育目標。Con-forming，了解並適應世界的運作；Re-forming，參

與改進世界的運作；Trans-forming，創新以改變世界的運作。涵養學生發

展以數學觀點看世界，用基本的數學感，覺知世界；再以二分法的觀點，分

析事物，洞察本質；最後再以結構性、系統性的方式了然十方世界。

 

    數學教育可以做甚麼？我們是否想過未來社會公民的工作型態？全球化

的腳步不斷向前走，數位化與機器人的時代幡然來到，人與機器相伴的工作

型態無可避免。人與機器協調作業型態，人做什麼？機器做什麼？如何有效

互補？

 

    數學教育最可貴之處就在於，我們可以幫助學生聚焦數學素養，數學解

題這類程序性的問題就交給機器人處理，人則需要了解機器處理問題的邏

輯。我們可以透過數學教學讓學生深刻感受，在生活、工作情境中，覺察哪

裡有數學？數學可以應用在哪裡？如何將現實問題轉換成數學問題？如何有

效詮釋檢驗答案的合理性？數學素養教育莫此為甚，老師任重道遠！



1、林福來教授介紹了數個數學素養教學的教案影片，例如：秤重達人、體感線對

稱、長方形數等等，期望老師的教學能讓學生從生活情境中培養數感。

 

2、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設計建模，形成假設，解決問題是學生適應未來問題的

關鍵能力。現階段台灣的數學教學有涵養出學生這樣的關鍵能力嗎？

 

3、未來社會公民培養數學素養有四個面向。

   面向1：工作情境中覺察哪裡有數學？

   面向2：將現實問題轉換成數學問題。

   面向3：數學解題。

   面向4：詮釋與檢驗答案合理性。

   其中面向3的數學解題，未來可能被機器取代。而面向1、2、4就是數學素養

教學的養成重點。「數學奠基進教室」給了數學素養教學的解方。

 

4、讓學生學習有感的教學，透過奠基進教室課程活動可以讓教學過程中師生皆有

感，體驗與操作奠定學習的心像，有助於後續的學習。

數學教育4.0有感 

          廣場:現場老師大聲說

台北市三民國中   莊國彰校長

基隆市碇內國中  陳俊榮老師

1、以數學教育家的角度去觀察數學素養教育的核心價值，並看見林福來教授為了

讓大家認識數學素養而發展的認識論。從動心起念覺知世界、洞察本質二分事物、

分析事物結構系統，我相信這樣介紹給現場的數學教師們，對於輔導團推展108課

綱有實質上的幫助。

 

2、 接下來工業4.0的職場中，主管期許的人才也是以這個方向為主，人與機器之

間能合作的工作類型。希望我們能培養出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人才，而非與機器比

拚速度與精準度的工具人。教師並非大幅度的改變，而是將職場的需求融入課程，

增加學生與世界間的連結。



Book a group tour with us and enjoy a huge discount!

    面對工業社會4.0的世代，數學教育著重數學素養的教學是勢在必行，更重要

的是，我們應該要了解到未來世界到底需要的人才是什麼？這是林福來教授這堂課

給我很大的收穫。

    目前教育工作者最大的困擾就是，未來世界的變化樣貌是如何變化，我們自己

都不清楚，陷入傳統舊思維的框架。而教育工作人員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培養出可

以適應未來世界的社會公民，為國家未來產業需求預備培養人才。

    林福來教授提點了我們未來數學教學的四個面向，雖然境界很高，但我認為我

們應該將四個面向深植心中，教學時不斷提醒自己，我要培養的人才需要有這四個

面向的能力。上完林教授的課，壓力可真大啊！

新北市土城國中   徐澤汶老師

          廣場:現場老師大聲說

新竹市竹光國中   范慧蘭老師

    在林福來教授「數學教育4.0」演講中提到，數學學科本質是什麼？應要問：

數學是什麼？數學學習是什麼？數學評量是什麼？讓我陷入深深的思考。教授也提

到，在學校，要有機會讓學生「發覺問題」、「提問問題」、「提出可能解決的方

法」，這也讓我反思，在我的教學過程中，我如何提供學生「探索數學、發現數

學、活用數學」的機會呢？

 

    在演講的最後，教授分享到「學校數學與業界需求的落差」。這讓我想到經常

聽到的一段話，「學校教的，在工作時都用不到；而工作時需要用到的能力，學校

都不會教」。因為如此，所以我們的學生才會覺得數學沒用、沒價值吧！知道了

「學用落差」，或許我們可以試著在學校提供一些學習活動，培養學生未來在工作

職場所需的能力，讓學校教育真的可以呼應新課綱的核心素養─「一個人為適應現

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



看見提供有感學習對學生的影響
 
奠基進教室-捕光捉影、如影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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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山腳國中   謝熹鈐

糧倉 : 數學補給，讚!

    接觸數學奠基課程多年，自己也經常嘗試著將活動融入在課程中。有

幸於去年參與奠基進教室設計工作坊，思考如何找到奠基活動融入課程的

關鍵點，才真正了解到奠基課程的精隨。這時才會發現自己雖為活動師講

師，但是對課程其實沒有真的了解透徹。如同自己設計的「捕光捉影、如

影隨形」教案，一開始覺得已經夠進教室了，但林福來老師的一句話：

「你的還停留在平面！」讓我陷入苦思。還好林老師後來再提醒我：：

「放大縮小圖畫的是立體投影的截面，你應該做一個可以觀察這些截面的

立體教具，而不是一直在平面上畫。」就這樣才設計出最後尋找光源的教

具，並從相似形中利用縮放原理繪製縮放圖的部分切入課本的課程。



糧倉 : 數學補給，讚!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學生在實作過程中的想法：

 

一、學生使用工具驗證狀況：

    捲尺、量角器及圓規中，學生最弱的竟然是「量角器」，尤其成績表

現較佳的學生反而較不會用。原因除了不常用之外，還有因為過於基本的

工具孩子覺得理所當然反而造成輕忽。這也是我們老師教學中最常犯的錯

誤，覺得理所當然反而沒有提供讓孩子體驗的機會。

 

    當測量53度與37度角時，這些成績好的孩子量都不量，直接就答60度

與30度，而成績表現不佳的孩子則是乖乖量都答對，大家可以想想是甚麼

原因造成的呢？我們是不是在推論過程中，很少教孩子使用工具驗證呢？

所幸這堂課操作完後，這群孩子在進行下一個「脫形換骨、原形畢露」的

課程時，便能有效使用量角器驗證了。

 

二、由臆測引發學生使用代數驗證：

    投影過程是藉由直觀幾何2倍長影子，再臆測3倍長影子，接著做驗證

及歸納。實作課程時開始嘗試調整在投影2倍長影子的第1次後便給定學生

圖卡位置猜光源位置，接下來請學生投影驗證；再來是投影3倍長影子，也

是給定學生布幕位置猜光源位置，再請學生投影驗證，重複2次後再歸納。

結果學生能夠有效歸納出影圖與影光的關係，原來我給的已知反而誤導學

生聚焦。

 

    於是另一班在同樣操作狀況下改為給定學生光源位置猜圖卡位置，沒

想到在歸納時，我出了一題4倍長影子讓孩子們猜，不小心數字給的不漂

亮，造成當下無法立刻確認哪一組的答案正確時，竟有學生說布幕位置設

x，就這樣我們一起用等比例的式子算出圖卡位置，就這樣誤打誤撞從這裡

進教室了。

 

三、從不同的課程步驟驗證教案設計初心：

這個驗證也是誤打誤撞的，全都是因為兩場的公開授課中漏掉一個部份的

指令而意外發現。

 

    一次漏掉的指令是在尋找光源中，學生找到光源後沒有讓學生用捲尺

測量光圖、光影的距離去再次驗證是否與歸納結果相同，後果是後面的尺

規作圖，學生知道畫出光線，卻不知道3倍要如何取？

 

 



糧倉 : 數學補給，讚!

 

 

  

   

  

  

   

   

  

 

 

 

    另一次漏掉的指令也是在尋找光源中，這次是在學習單的第1點，因為

時間的關係，自己跳過了，而下場是學生在尺規作圖中，不知道要先由光

源畫出光線。

 

    還有一個驗證是在套三角板尋找光源的動作時，指令中只讓學生知道

誰是圖卡、誰是影子，確定學生知道光是直線前進，希望學生能透過影子

反推對應的圖卡邊角位置，找到光源。學生學習單回饋中告訴我，這個動

作讓她終於知道什麼是對應邊、對應角了。



糧倉 : 數學補給，讚!

    這些進教室的過程與回饋讓自己更加肯定一開始設計的初心，更在乎

的是實作對學生的影響：

 

    學生說寫題目時，這些操作過程躍然紙上；美術老師說，上過這堂課

的班級在上「一點透視」的繪圖時，學生會反映數學課好像有上過，而且

學生學習畫法比較快。於是我們透過這個課程與美術老師共備並做了一堂

跨領域的公開觀課。

 

    首先，由美術老師複習說明一點透視原理後，請學生驗證「紙藝大師

茶谷正洋作品」立體長廊模型設計是否有符合一點透視原理，因長廊模型

設計有規律性，再由數學老師帶學生觀察「立體長廊模型」及「尋找光源

教具」這兩個是否相同之處？結果學生發現消失點就是縮放原點……

 

這樣有感的學習才是帶得走的能力吧！



數學奠基進教室

點燃學習的熱情，品嘗成功的喜悅

臺中市松竹國小 黃秀玉

    數學課程對很多學生來說，是心中一大難題，對這些學生而言，無法

將概念做整合，僅以習得的片段知識反覆演練，因而扼殺了學習的興趣。

跟隨著央團數學與臺師大數教中心的腳步，在校園辦理「好好玩數學

營」，學生透過實體操作及遊戲競賽，引動了學習的動機、奠立了核心概

念、獲得成功的經驗並建立了自信心。這麼好的課程，只應用在營隊中，

不是太可惜了嗎？因此將之與學校課程結合，數學奠基進教室發生的非常

自然。

 

    「牛皮換地」的民間傳說，在世界各地都不乏其例，也有一則與臺灣

有關的「牛皮圈地畫地」故事。傳說，荷蘭人遭颶風漂流到臺灣，愛上這

塊地方，想用禮物跟當地的居民換一塊牛皮大的地，當時的老百姓，認為

這塊牛皮面積只有4平方公尺，是一樁划算的買賣，於是就答應了。沒想

到，荷蘭人竟將那張牛皮，剪成一條長3000公尺的細線，圍起大片的土

地。「比面積還是比周長」奠基進教室模組以此故事為開端，在故事中加

入了面積與周長的數學元素，讓學生體察到故事中面積的反差，引動了區

辨面積與周長的需求，接著以提問：「同長的細線只能圍出一樣大的面積

嗎？」來診斷概念並促進學生思考，有的學生認為「因為那些線都一樣

長，所以圍出來的地會一樣大。」，有的學生則認為「雖然線一樣長，但

是圍出來的地形狀不同，所以大小也不一樣。」學生認知產生衝突，觸發

了學生的需求感與學習動機。

廣場  :  現場⽼師⼤聲說  



    在「拼鋪高手」活動中，學生依所擲點數取正方形片，接著拼排圖

形，最後將圖形的面積和周長記錄下來。在活動中，學生說明「周長」就

是以手指繞著圖形周界畫一圈的長度，沿著周界點數就可以知道圖形的周

長；「面積」是指圖形內部的大小，以手指點數正方形片數量就可以知道

圖形的面積。學生相互檢核拼排出圖形是否重複、面積和周長是否正確記

錄。

 

    「周長密碼」活動為小組合作之組間PK，學生依所抽取的「數字」籤

取正方形片，再依所抽出的「比長」、「比短」籤，決定此回合周長最長

或最短為最佳圖形，排出最佳圖形進行記錄即可得分。學生透過討論、嘗

試、修正、再嘗試，拼排出各組最佳圖形。再到黑板上複製所拼出的圖

形，並寫出圖形的面積和周長。全班共同驗證檢核，凝聚大家對最佳圖形

之共識，找出優勝隊伍。最後以延伸活動「佔地圍王」讓學生以扣條排出

指定周長之圖形，扣回故事主題，解決「用牛皮細繩怎樣圍才可以圍出最

大的圖形？」

廣場  :  現場⽼師⼤聲說  



    當奠基吹進教室，這群三年級的學生，表現遠遠超出預期，令人驚

艷。學生在競賽活動中主動探索、嘗試、觀察、討論，並進行歸納、推論

與論證；在拋出問題後，學生間的對話、策略的發展、概念的澄清與建

立，一一接連引爆，噴發出燦爛耀眼的火光。學生學會了，品嘗到成功的

喜悅，提升了自信心及學習興趣；老師見到、聽到學生的想法及做法，確

認教學有成效，老師亦品嘗到成功的喜悅，教得更開心，也更加有信心。

廣場  :  現場⽼師⼤聲說  



數學奠基模組的課室⾵貌
彰化縣 ⿅港國⼩ 施淑津

廣場  :  現場⽼師⼤聲說  

    觀察學童在學習數學學科的困難之處在：如何理解抽象的符號與公式？

對著無感的量與數，提不起學習興趣，在一知半解學習之下，面對重重的挫

折，哪來的學習投入呢？根據皮亞傑(Piaget)認知發展論的四個發展階段(感

覺動作期、前運思期、具體運思期、形式運思期)，其中的具體運思期為7 ~

11歲，正為學童吸取基本知識的階段。此運思期階段的學童依據具體的事

例，來進行思考推理。由此可見，給予國小學習階段的學童，藉由具體操作

啟發推理思考，轉化成抽象符號的體驗歷程是無比的重要。

 

    筆者從事教職以來，對於數學教學皆習慣採用操作體驗與師生對話的方式，幫

助學童釐清迷思概念，單單隨意可取得的撲克牌，就能創意一些口算思維訓練，學

童自然而然地在進行遊戲活動之中，啟動了思考，理解了某某數學概念。而在備課

時，總是時時刻刻想著還有什麼的設計可以延展更多元的學習活動。第一次接觸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教育中心的數學奠基模組第一期數學活動師培訓，「數學活動

師」吸引著筆者的好奇，盼能從培訓工作坊獲得新知，精進數學活動的規劃能力。

妙用撲克牌數字於四則運算教學。

    第一次辦理跨班與跨年級的學生學習營隊──寒

假中年級數學好好玩營隊時，因為學童未曾經參加過

數學營，對於操作教具抱持著新奇、興奮的心情，家

長也很期待他們的子女能在數學營隊上有所收獲。報

名時會一直追問：會是什麼樣的課程？可見學童對於

參加數學研習營有期待，大部分學童想要讓自己的數

學有進步，但是心中會忐忑不安因為擔心要學習很困

難的數學概念。學童在營隊的表現是如此的優越，他

們專心聆聽遊戲規則，在遊戲進行中，同儕間的互

學，教師從旁適時地引導，營隊中有著討論的吵雜，



廣場  :  現場⽼師⼤聲說  

    同時也多了歡樂聲。學童在營隊模組遊戲中，願意動腦筋去想

一想；這個任務的執行，一開始覺得有點難，但是有夥伴一起想辦

法，想到破除關卡，真開心；在這個遊戲中，我學到了幾何概念；

……滿滿的學童正向回饋。甚至在問卷之中，有一道題目是「我希

望數學課都可以像『好好玩數學營』這樣上。」有學童自列一個

「非常非常」同意選項。校園內筆者在學童心中多了一的職務稱呼

──好好玩數學營隊老師。有了助教機制之後，邀請了校內取得數

學活動師資格的教師共同參與，親眼目睹學童著迷數學奠基模組的

模樣，能夠舉一反三的運用在其他課程單元。

營隊中同儕間的友善互動。

    筆者邂逅數學奠基模組後，便將熟悉的模組融入於班級的課

室，巧妙地切入建立學科概念的活動，學童很能夠接受在課堂中

加入了實際操作的體驗。給予學生具體物的操作，提升學生的學

習興趣，並且能夠在輕鬆的遊戲中，學習到單元的概念。例如在

四年級的體積單元，以層出不窮的模組基底，規劃一節課的體積

初探。學生回饋：在慢慢排列形體活動，理解了體積是一層一層

的堆疊，原來體積的公式是這樣堆疊而來的。在學習扶助計畫中

引入了數學奠基進教室實作，幫助對於數學理解力較差的學童，

藉由具體物的操作，大大提高了他們的數學自信。

    筆者積極參加數學教育中心舉辦的增能工作坊，有數學奠基

模組設計工作坊、數學奠基進教室設計培訓工作坊，活動師培訓

與共備講師培訓，能在數學專家教授的薰陶指教與數學同好教師

的共同腦力激盪下，創作奠基模組與實作教案。看到了學生學習

的喜悅笑容，體會到了數學奠基模組的魅力，從此踏上了數學奠

基模組教學之路。

感謝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教育中心的努力，以及眾多參與者共

同付出，讓數學教師得以將數學的希望與美好實踐在學生身上。

奠基進教室的實作，激發學習興趣。



磨坊 : 央團數學資訊

想想數學：為什麼圓是360度？

十月份活動資訊預告

數學四期活動師培訓(基隆場)：10/19(六)

數學四期活動師培訓(嘉義市場)：10/26(六)

數學活動師暨奠基進教室共備營(嘉義市場)：10/27(日)

 

    圓為什麼有360度？為什麼不是300度呢？

 

    最流行的猜測是公元前3000年，生活在現在的伊拉克南部的古蘇美爾人

計算太陽環繞地球的軌跡用了360天完成，所以他們把圓分成360個等份。而

這與2000年前生活的同一地區的古巴比倫人不謀而合，他們採用60進位的數

學系統。他們應用該系統將角分成60度，6個這樣的角組合在一起變成360

度，這與古蘇美爾人的想法大致相同。

 

    據說美索不達米亞人發明了車輪。他們很喜歡60這個數字，因為60很有

用，用來進行基本運算或做生意都很方便。布拉克斯瑪（Mary Blocksma）

的書《閱讀數字》（Reading the Numbers）中提到，美索不達米亞人的

這套60進位數字系統傳到了古埃及，而古埃及人則用這套系統把圓分成360

度。

 

    360度的圓對古埃及人來說非常好用。他們很喜歡正三角形，而一個圓

剛好可以容納6個正三角形。由於圓剛好由6個內角都為60度的三角形組成，

所以圓內角為360度相當合理。埃及人也發明了角度的符號，他們還發明了一

年360天的曆制，和現代的曆制只差了5.25天。之後，使用360度的圓更通過

了時間的考驗，進而影響到了時間刻度。人們首次在圓面上記錄時間時，就

很自然地把每小時分成60分鐘，每分鐘分成60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