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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專題講座系列報導

    有時候，我們很確定是「既知又能」的知識與能力，但卻在面 

對問題、解決問題的當下使不出力來，徒有一身好功夫。這種素養不 

彰的經驗，大家大概都有！對於數學素養不彰的現象，我藉由下列的 

案例來分析其可能原因。 

 

    敘事：阿律兄和我兩位屆退的數學教授同時受邀參加數學閱讀 

的文本研發諮詢會議。對話間，我恭維阿律兄身體素質一級棒！阿律 

兄笑著回說，他的BMI值(身體質量指數)恰好為20，然後幽默地自我 

調侃他計算過程的素養不彰經驗。大家都知道，BMI值計算公式為體 

重(公斤)除以身高(公尺)的平方。 

 

    阿律兄說他的身高為173公分，當他動手用直式計算1.73的平 

方時，算到一半時傻笑著說，自己怎麼這麼笨啊！竟然傻傻地列出直 

式算式，一位數一位數地乘開。 

 

   大家知道阿律兄為何笑說自己傻嗎？有人也許會說，這年代誰還 

會用直式計算兩個三位數乘積，用計算機運算即可；但阿律兄如此說 

著，1.73的平方估算出來的答案就是「3」啊！ 

     

       的近似值為1.732，這個估算值不是從國中求學時就跟著其 

它幾個無理數     、    等等，就一直存在我們的記憶中。1.73 

的平方非常接近    的平方，就是「3」啊，我只要將我的體重除以 

3就是我的BMI值！ 

 

   阿律兄的數學素養一向是我極為欽佩，他幽默地調侃自己，應該 

意在提醒我們，所謂的數學素養教育就是期望學生「活學」、「活 

用」數學，尤其是面對日常生活或未來挑戰時，都能很自然地運用出 

來。這是個極具挑戰性的教育目標，也考驗第一線教學現場老師的教 

學素養。 

 

臺灣師範大學名譽教授、央團數學召集人  林福來教授

數學素養不彰溯因之一
─建構認知地圖點與點的聯繫



    當我們在進行1.73乘以1.73的計算當下時，能夠自然地聯想到記憶 

中    的近似值為1.732的人，必定具有良好的思考習性。這類的人在計 

算當下會先估算，猜個粗估的答案，才較有機會聯想到其方根值的逆運 

算。 

 

    在數學學習的理論中，我們常藉助認知地圖來比喻「了解」。認知地 

圖中，數學物件或性質的點與點之間的連線愈多，表示了解愈深廣。 

    如果你我只是將    的近似值為1.732當作是純記憶性的知識，那它 

在我們認知地圖上所代表的點，就非常可能只是一個孤單存在的片段知 

識。它跟其它的數學物件或物件屬性所在的點間連繫非常微弱，甚至離群 

索居。 

 

    當進行1.732乘以1.732這種三位數乘以三位數的計算時，如果僅是機 

械式的執行，那就是一種「算而不思」的猛算，這種計算經驗對於豐富我 

們的認知地圖幾乎無所裨益，計算歷程發生後對於我們的學習認知就是船 

過水無痕。在認知地圖中，我們並沒有因為這樣計算的經驗而建立有助於 

「了解」的關係性連繫。當純記憶性的知識孤立存在於我們的認知中，這 

種「算而不思」的經驗無法幫助我們建立新的認知連繫，自然無法將 

1.732的平方與    連繫起來，讓我們無法不算而知1.73的平方約為3！ 

 

    「計算的當下先估算結果」，這種良好思考運作習性的養成就是發展 

數學素養力的重要一環。學生倚賴純記憶，往往會產生解題的不當行為。 

    不久前，在一個小五班級觀課錄影時，班上兩人一組分組教學時，竟 

發現有幾組同學都表現同樣的不當解題行為。針對24的因數分解，他們都 

只列出4X6、3X8兩種情形，忽略了2X12這種情形。老師詢問學生後得 

到的回答竟然是，「2X12」不在九九乘法表中。解決問題時僅依賴記憶 

性知識缺乏系統性思考下的解題過程，也是學生數學素養不彰的原因。(待 

續) 

 

 

 

精采預告 

在「數學素養不彰溯因之二」中將針對一般人都具備的數學性質與規 

律，在情境問題中卻使不出來的原因進行分析探討。 



R E D B O X  M A R K E R T I N G

素養之我見我行 

    為了推動十二年國教的核心素養，目前各學習領域輔導團如火如荼 

地積極展開素養相關的宣導活動，數學領域當然也沒置身事外。最近我 

參加的數學領域工作坊或座談會，在對話中似乎嗅到大家都很期待能對 

「素養是什麼？」「什麼是數學素養？」的理解，達成一致的共識。現 

階段十二年國教的數學教科書尚未出版之前，百家爭鳴、各自解讀難以 

對「素養」達成共識，108課綱《總綱》的「核心素養」，李國偉等人 

的「數學素養」，以及林福來等人的前導研究「知、行、識」，是大家 

初步對素養的理解。 

 

    領綱中明確地揭示素養的意義，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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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對素養各自表述，似 

乎多數人是以PISA評量偏向於應用生活中的功能性素養來詮釋，而過度 

強調與生活情境的連結，將素養與生活情境的連結劃上等號。素養的養 

成轉化到教材設計與課堂的教學活動，目前似乎過度聚焦於與生活議題 

做連結，而忘卻了各學科本質的特性。若是採用這種功能性素養談素養 

導向的教學設計，可能會窄化素養的美意。從OECD對素養的定義，是 

指能因應複雜的要求，要能在特定脈絡下參照並運用各種心裡的資源 

（包括技能與情意）。情境脈絡不是僅限於生活的情境，而是遇到任何 

一個狀況時，都是一種情境。一個有素養的人是能在對的時間，用對的 

知識，用有效的方法，來解決所面臨的任何一種狀況。例如，一位學生 

用了「怵目驚心」的成語，祝賀導師的生日，而讓人啼笑皆非，這樣缺 

乏素養的個案，在教學現場的數學課堂中也常常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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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句話唸起來雖然簡單，但是當素養和數學相遇時，如何顧全數學本質又 

能培養核心素養？這對從事數學教育的我們，是目前面臨最大的挑戰， 

亦是最為迫切亟待解決的數學教學議題。素養無法像分數、面積、周長 

一樣，素養不是一個數學物件(object)可以定義清楚，它不是被教出來 

的，也不是透過一個活動或一個單元就能達成；而是需要在學生身上展 

現出來，所以，學校教育的責任是要去培養有素養的學生。 

主廳:數學專業新知

 國立清華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林碧珍



R E D B O X  M A R K E R T I N G

    在學校中，素養需要融入於平日教學，透過許多課堂活動一次又一 

次不斷地長時間來孕育、培養與發展。在學校教育階段的素養，需要聯 

合各學習領域發揮各學科的特性來養成。以數學領域而言，可藉由數學 

本質的特性，來培養學生的素養，諸如：(1)數學具有訓練邏輯思考的特 

性，善於處理生活中存在的規律性，數學關注於觀察數字間或圖形間的 

關係，尋找規律性。可藉由此特性，培養學童能有系統的整理及組織資 

料，讓學童察覺數學的規律性，以欣賞數學的結構之美。(2)數學具有培 

養理性溝通的特性，是其他學科所不及；當不同意他人論點時，是透過 

找反例來反駁他人的論點，找證據來辯護自己的主張或支持他人的論 

點，當中對錯的裁判者是不具爭議性的數學真理，而非具主觀性的權威 

也非個人經驗。藉由此特性，培養學生相互包容不同的數學想法，溝通 

協調、社會參與及團隊合作的素養。 

 

    從認知心理學的觀點來詮釋素養，自主學習者會在動機、目標、行 

動、與策略等方面主動介入與監控、調整和控制自己的認知歷程，所 

以，若將學生培養成為一個自主學習者，就有機會培養出一個有素養的 

公民。而數學問題解決的歷程，本質上就是自我調整、監控、與反思的 

歷程，這些都是會主動思考的解題者所具有的特質。認知心理學的「自 

主學習」相當於從數學本質的「主動思考」，所以教室中培養會主動思 

考的學生，應成為我們所要構築的美好課堂風景之一。這意味著，在數 

學課堂中培養學生成為會主動思考的學習者，就有機會培養出有素養的 

公民。而達成素養的教學取向，可以很多元，在林福來教授的帶領之 

下，我和一群現場教師，以數學課堂為基地，透過理論與實務的對話， 

多年下來發展出一個素養導向五個階段的臆測教學模式，可以培養學生 

「主動思考」的一個教學取向。臆測教學所形塑的主動思考的面向，諸 

如：（一）藉由啟發多元的解題策略和數學想法，培養學生的創造力。 

（二）藉由組織整理資料並觀察其規律性，讓學生有機會欣賞數學結構 

規律的美。（三）藉由找例子支持自己的想法、找反例反駁他人的論 

點，培養學生理性溝通的民主素養... . . .等等 

 



數學語言藏在數學素養裡， 
      數學閱讀是數學素養載具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數學學習領域課程綱要的基本理念指出「數學 

是一種語言」，精鍊的數學語言和符號，是人類理性對話最精確的語 

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數學課程綱要的基本理念也指出「數學是一種 

語言，宜由自然語言的題材導入學習」，將數學學習融入自然語言的生 

活經驗，連結文字及符號語言來理解數學概念。數學語言泛指數學詞 

彙、字詞、發音和符號等，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數學領域核心素養 

「數－E－A1」、「數－J－A1」和「數－S－U－A1」的等具體內涵 

中，都有論及數學語言(mathematics language)在數學概念學習與溝通 

的重要角色。因此，優質數學語言的使用，表示高度的數學素養表現。 

 

    數學語言在數學閱讀扮演重要關鍵，有意義的數學閱讀能促進數學 

素養的提升。所謂「數學閱讀(mathematics reading)」，泛指閱讀各 

種具有數學意義的數學詞彙、字詞、發音和符號等；閱讀的數學材料包 

括了教科書、文本、科普文章、繪本、漫畫、數學詩等。閱讀是知識的 

入門，數學語言對於數學素養極有影響力。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數 

學語言是數學素養的部分內涵，數學閱讀是數學素養的載具」。有效數 

學閱讀的目標，是要從「學會如何閱讀」 (learn-to-read)發展至「閱讀 

進行學習」(read-to-learn) (Richardson, Morgan, & Fleener, 

2012)，因此閱讀是一種手段或工具，閱讀的目的是能進行學習。 

 

    如果我們擴大Mckenna and Robinson (2002)對於語言和閱讀的 

溝通過程之詮釋，可以發現數學意義的說寫者(例如：教師)和聽讀者(例 

如：學生)之間的轉換傳輸過程如圖1。在這個過程中，數學語言理解是 

數學素養的內涵之一，而數學閱讀是提升數學素養的活動。 

你儂我儂，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數學教育學系   林原宏  教授

糧倉:數學補給，讚!



    此外，Mckenna and Robinson (2002)對於學科內容素養提出內 

容先備知識(prior knowledge of content)、內容特殊性技能 

(content-specific skil ls)和一般素養技能(general literacy skil ls) 三 

個認知成分(cognitive components)，這三個認知成分的形成了閱讀的 

運作，且其交集就是學科內容素養(content literacy)。 

    經過前述的說明，我們已瞭解數學語言和數學閱讀對於數學素養的 

重要影響。那麼如何在數學課室中善用數學語言和數學閱讀的實踐，在 

Ilany and Margolin (2010)等許多文獻中都提出了建議。在我進行數 

學課室觀察和臨床教學經驗中，發現多加協助學生在數學閱讀過程中的 

數學語言理解，學生迎刃而解後即可學好數學。兩個實例如下： 

實例一：引導學童理解數學語言的精確性和邏輯性 

    數學教學是從自然語言(natural language)、橋接語言(bridging 

language)到數學語言，逐漸提升語言的精確性和邏輯性。例如：數學課 

本出現「這個月的盈餘減少原來的  1/3」、「這個月的盈餘減少為原 

來的  1/3」等不同敘述，僅是幾字之差但意義並不相同，需引導學童 

區辨「盈餘」、「減少原來的」和「減少為原來的」之不同。又如要判 

斷菱形是否具有「兩雙對邊分別互相平行」的性質，其中「兩雙」、 

「分別」、「互相」等詞彙是具有精確的數學邏輯。當學生閱讀這些數 

學敘述時，常因為數學語言的閱讀理解困難，導致數學解題的失敗，所 

以需要以自然語言多加解釋這些詞彙的意義。 

實例二：善用多重表徵(multiple representation)來促進數學語言理解 

    數學語言、數學詞彙、數學符號等往往相當抽象，透過類比或具體 

的表徵，這些難以理解的含意即可理解。例如：數學課本的速率問題中 

出現「兩人同時同地同方向」、「兩人同時同地反方向」等高度精簡語 

言，如果請兩位學生上台進行「兩人同時同地同方向」、「兩人同時同 

地反方向」的走路進行動作表徵演示，相信學生很快就知道其意義。又 

如最大公因數的問題「水果行有60蘋果和72顆橘子要平分成若干箱，如 

果每箱的蘋果要一樣多，每箱的橘子也要一樣多，最多可以分成幾箱？ 

每箱有多少顆蘋果？每箱有多少顆橘子？」，這情境中有不少內隱的知 

識，如果透過花片教具表徵操作，讓學生瞭解「一樣多」、「最多可以 

分成」，就會把操作表徵過程意義和語言意義發生有效連結。 

數學教與學過程中，數學語言的使用頻率相當高，所以有些學生會覺得 

進入數學課室猶如進入外星人語言的國度。要進行素養導向的數學教 

學，可以從精進數學語言和促進數學閱讀理解嘗試看看。 



廣場:現場老師大聲說

桃園市山腳國中   謝熹鈐老師

模組名稱：捕光捉影、如影隨形

Peter F. Drucker - “The
purpose of business is to
create and keep a customer”

BRANDING

John D. Rockefeller - “Don’t
be afraid to give up the good
to go for the great.”

MARKETING

John D. Rockefeller - “Don’t
be afraid to give up the good
to go for the great.”

PUBLIC
RELATIONS

    接觸奠基模組課程是從擔任訓育組時接收了「好好玩數學營」的公 

文開始。在辦理營隊的過程中，看到學生開心融入、熱烈討論，這樣的 

課堂風景深深地震撼了我，於是我開始關注師大數教中心訊息，立志要 

讓自己也要成為活動師。當我收集完一期活動師的三張證書時，我起心 

動念有了想要成為模組設計師的念頭。 

 

    民國104年起，這個光影實驗從「多拉A夢幫助孫悟空西天取經」 

到「補光捉影、如影隨形」到「捕光捉影、如影隨形-奠基進教室」總共 

歷時3年完成。當初選擇這個主題的初心只是想將課本的例子：「如果用 

燈泡(光源)照射一個圖形，在牆壁上會出現它的影子，它們之間是縮放的 

關係。」藉由影子成像的實驗操作，眼見為憑！ 

 

    看似簡單的實驗，卻因為找尋適當的教具花了好多時間進行修正。 

然而，要從營隊模組活動到進入課堂教學，除了簡化模組操作外，還需 

加入連結課本的活動。在林福來老師的指導建議下，在模組活動的開端 

加入楊凱琳老師指導的縮放繪帶出投影實驗的需求；然而，林老師也建 

議，如何將多邊形投影縮放圖「立體」呈現，可清楚觀察各截面？也就 

是如何將下圖立體呈現？ 

 

北區座談會   

      國中組奠基進教室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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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固定那關鍵的三直線而使用了竹籤，並給予學生學生自行探索 

的時間與空間，我與桃園輔導團員李慧玲老師合作做出了這個教具： 

    竹籤模擬直線前進的光，兩相似圖形一個是影子、一個是圖卡，如 

何用影子，圖卡反推找出光源位置？因為用影子與圖卡概念，學生在用 

串出投影的模擬時，便會思考到這一個點的影子是由何個圖卡的點投影 

過來的？對應邊對應角概念有感的出現。而平行時光線才會聚焦一點， 

再觀察光源、圖卡、影子的位置關係，平行線截等比例並與兩縮放圖形 

比例有關。 

 

     下圖是「捕光捉影、如影隨形-奠基進教室」的教學流程概念圖 



廣場:現場老師大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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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個小活動都是讓學生自己操作，引動學生思考達成有感學習，並讓 

學生在具體操作過程中體現數學概念，透過操作、討論與提問過程達到 

生生共建、師生共建數學。 

 

    此次北區工作坊公開授課中，我漏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沒讓學生 

操作，以至於整場教學雖然有感、可以體現卻沒有達到會用的層次。情 

緒沮喪之餘開始反思我這一個月來在不同的班級上了4次課程的狀況，其 

他兩班也分別在不同的點遺漏掉帶學生操作，而分別出現不同的結果， 

此時我才幡然領悟林老師說的：教師診斷介入的重要性。觀課中不僅要 

觀學生的學習，還要察覺老師的介入是否適當？於是我把自己抽離授課 

者角色，反當一名觀課者時，統整4場教學中，比較分析教師介入的狀況 

是否適切及結果，讓自己更了解這個教案設計的流程的完整性。 

 

    在自己任課的班級中，九年級的第一章以「捕光捉影、如影隨形-奠 

基進教室」為課程的開場，之後持續以實驗中的語言連結課本中的內 

容，段考後學生的回饋如下： 

    林福來老師說，數學教學要有感覺到可以體現最後要會用，看到學 

生給我的回饋，這3年所花的時間是有意義的。 



廣場:現場老師大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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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的公開授課最大的亮點是利用實驗操作，讓學生直接具體觀察 

到課本描述的現象：對應邊成比例、對應角相等。學生能利用2倍放大時 

的觀察，與3倍放大實驗前的臆測，進而透過實驗澄清。教學以任務鋪陳 

學習脈絡，引導學生進行探索與發展概念。 

 

    上課利用手機當教具對學生來說很新鮮，既可以當用來觀察圖片的 

縮放，又可以當做下一個實驗操作的點光源。學生對手機及電腦的功能 

熟練程度不亞於老師，所以授課教師可縮短這部分的操作講解時間，讓 

學生有多一點的討論、發表。此外，建議教師的提問可以更精凖，並且 

提問前應先要求學生停止動作，仔細聆聽，如此才能更有效率地進行課 

程。 

 

    活動三的尋找光源活動，很具創意，利用三枝竹籤、3個相似的三角 

形圖，讓小組討論並說明，光源位置如何找？進而引導學生能直觀看到 

平行線截等比例線段，不過很可惜時間不足，而且老師的指令不是很明 

確，以致於學生的感覺沒有預期中的好。最後感謝熹鈐老師提供這麼好 

的一份奠基進教室的教案，並且利用公開課示範操作，讓觀課的我們能 

更理解設計的巧思。 

桃園市平鎮國中  劉建成  

座談會評論之一  

      



 一、 說課 

    謝熹鈐老師說明課程內容，透過操作實驗驗證投影，觀察圖卡與放 

大圖其對應邊成比例與對應角相等。由觀察二倍放大圖位置關係，臆測 

三倍放大圖可能位置，透過實作測量、驗證再修正。期待觀課能關注學 

生實作過程與表達內容。 

 

二、觀課： 

(一)學生表現超乎預期 

    任課班級非自己原班，師生建立關係；引起動機活動，學生按 

SHIFT鍵即可將圖形放大縮小，資訊能力遠超過老師預期。 

 

(二)任務分配分工合作 

    四人一組學習單一人一份，人人參與學習，每個座位給編號，交付 

任務，既合作又分工。 

 

(三)迷失概念錯誤直覺 

    學生尺量直角三角形三邊長為3、4、5(公分)時，沒有測量角度，立 

即填寫三內角為30度，60度，90度。 

 

 

數學說課、觀課、議課三部曲～ 

    以補光抓影、如影隨形為例 

臺北市國中數學輔導團主任委員 三民國中 莊國彰校長

廣場:現場老師大聲說-座談會評論之二



(四)成果檢核呈現結論 

    每組上台撰寫結果，老師逐一檢視與提問，協助修正與釐清資料， 

並做成結論。 

 

(五)操做實驗臆測檢核 

    做出二倍放大圖，掌握光源、圖卡與投影位置關係，臆測三倍放大 

圖可能相對位置，透過實作驗證並說明。 

 

(六)尋找光源建立模型 

    掌握平行要件，由圖卡與投影反求光源；有別於以往給光源與圖 

卡，畫出投影圖形。學生從建立模型，可畫出三倍放大圖。 

 

(七)釐清關係掌握模型 

    給光源與已知線段，畫出1/2倍縮小圖，發現學生先畫出光源與線 

段各頂點的連線，再與此線段平行移動，移至1/2倍縮小圖位置。 

 

三、議課： 

    面向1：了解操作奠基活動進行方式，以及臆測活動關鍵要素；提供 

未來課程進行可行性。 

 

    面向2：學生上台撰寫結果與表達，教師透過提問釐清想法並做結 

論。教師指導語可更明確，以利學生了解操作方式。 

 

    面向3：看到學生們正向積極參與課程，充分利用數位資訊媒材奠立 

數學基礎。 

 

廣場:現場老師大聲說



十一月份活動資訊

      1、數學奠基三期活動師培訓：11/3(六)桃園場 

      2、桃竹苗區大會師：11/4(日)桃園市中壢國中 

      3、第一次數學領綱宣講作業批改會議： 

         11/12(一)臺灣師範大學本部校區 

      4、數學與英文領域對談： 

         11/16(五)臺灣師範大學分部數學系館 

      5、數學奠基三期活動師培訓：11/17(六)屏東場 

 

歡迎來到魔數城堡，一個全國教師文字溝通的平台！ 

在這裡，你可以談教學甘苦談，可以談國家教育政策。 

為了孩子好，孩子棒，老師們都是教育事業的偉大推手。 

數學月刊無限期徵稿，投稿信箱：

ajohnajohn2001@gmail.com 

磨坊:央團數學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