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數學藏寶圖」
數學領域
嘉義縣興中國民小學
陳瀅如、陳彩鳳、侯雪卿、張根延、楊雅琳

本文茲就創意教學背景、主題教學架構、教學設計、創新教學策略、創新教
學成效及教學省思與結語等六個部分說明「數學藏寶圖」主題教學的方案內容，
最後再提出未來展望。

壹、 創意教學背景說明
以下茲就改善學生數學學習困境、十大基本數學能力培養及認識校園進而喜
愛校園三個面向說明創意教學課程的設計背景：
一、改善學生數學學習的困境
興中國小位處嘉義縣、市的城鄉交界處，多數家長為從事農工的勞動階級，
工時長，無力顧及子女的學習。而在 2008 年遠見雜誌的評比中，嘉義縣在隔代
教養、單親家庭……等各項弱勢指標，位居全國第三名（遠見雜誌，2008）；而
興中國小在新移民子女、隔代教養的學生人數，又位居嘉義縣之冠。在此文化弱
勢的惡性循環下，造成許多學生在學習數學上的困境，甚至放棄學習數學。
因此，我們為謀求解決之道，提昇學生學習數學的意願及興趣，自發性的
發展出符合孩子生活經驗和結合校園景點的數學課程。
二、十大基本數學能力的培養
九年一貫課程中，數學課程強調數學生活化，數學教學應該配合孩子的實
際生活進行，在有意義的情境中，培養重要的「數學知識」和「數學能力」（教
育部，2000）。此外，根據胡志偉教授研究得知，數學概念與技能的學習，必須
由孩子自行建構，而非由教師灌輸而獲得，應讓孩子由解決生活實際情境中的問
題，而建構數學概念。
因此，我們希望透過本方案的實施，配合現行教材所習得的數學知識，提
供真實的問題解決情境，培養孩子的十大數學能力。
三、認識校園進而喜愛數學
我們試著從校園中尋找數學的素材，例如：以校園歷史為主題的「大象溜滑
梯」
、
「貓頭鷹時鐘」
，代表興中精神的「生生不息」與「感恩樹」
，或與孩子生活
中息息相關的「童話世界司令台」與「辦公廳」等，透過活潑樂趣的教學型態，
結合數學概念的學習，除了讓學生重新認識校園歷史文化與特色，更重要的是使
學生不再畏懼數學學習，重拾對數學的喜愛，並藉由同儕合作學習的方式，增進
孩子解決問題、自我負責及人際溝通等多樣性的數學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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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主題教學架構圖

1.
2.
3.
4.

數學行動
（教學）

統整學習
（領域）

遊戲情境
合作學習
獎勵措施
數語興中

1. 語文：
推廣數學寫作。

2. 鄉土：

數學護照
（評量）

參、

認識校園情境。

3. 藝術與人文：
激發數學創作。

1.
2.
3.
4.
5.
6.
7.

數學 DIY
數語如珠
數學寫作家
數學玩家
料數如神
read 數學
e 數學

資訊融入
（議題）

1. 教學簡報
2. 視訊廣播
3. 網頁平台

創新策略

數學藏寶圖

【活動一】
數字密碼戰

【活動二】
濃情密意

【活動三】
臥虎藏龍

發現校園景點

找出景點位置

挑戰景點數學

十 大 基 本 能 力
數學與自己
 數學知識
 演算能力
 抽象能力
 創作能力

數學與社會
 溝通能力
 連結能力
 評析能力

數學與自然
 推論能力
 探究能力
 資訊能力

依據上圖可知，我們所設計的創新的主題教學「數學藏寶圖」共有三個活動，
透過四種創新教學策略，培養學生數學學習的十大基本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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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數學藏寶圖」教學設計
97 年課程「數學藏寶圖」的學習對象僅限於低年級，透過實施後發現，真
實情境的數學學習，確實大大提升學習動機與成就，因此 98 年度起，我們繼續
研發以校園為情境的數學課程，擴大學習參與面，將學習對象向上延伸至中、高
年級，針對不同的學習發展能力，設計適合的問題情境，發展為全校性數學學習
的創意教學課程。
茲就主題活動實施對象、時間、節數及活動內容簡要說明如下：
一、實施對象：一∼六年級，共 41 班
二、實施時間：99 年 3 月∼5 月，晨光時間（8:00 ∼ 8:35）
三、節數：共 10 節
四、活動內容：（如表 1）
（一）活動一「數字密碼戰-發現校園景點」：
我們選擇校園內十個具有歷史性、紀念性的景點，結合數數、表格等數學概
念，再透過遊戲、觀察、比較等方式的進行，讓學生自行發現十個景點名稱。
（二）活動二「濃情密意-找出校園景點位置」：
利用學校地圖，結合方位、數字、文字情境引導，讓學生自行發現十個景點
的位置。
（三）活動三「臥虎藏龍-景點數學大挑戰」：
結合校園十大景點的真實情境，找出數學知識，針對低、中、高年級不同的
學習對象，發展出「基礎」、「進階」、「挑戰」共 30 題的數學情境題，透過師生
討論、學生合作解題、現行教材延伸應用，啟發學生更寬廣有創意的學習空間，
進而能主動建構不同的數學概念，並培養正確的解決問題方法。

■數學藏寶圖公播

■校園十大景點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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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藏寶圖集卡冊

圖 1 校園十大景點

貓頭鷹時鐘

一步一腳印

生生不息

感恩樹

辦公廳

永慶教學大樓

兒童遊戲區

司令台

大象溜滑梯

兒童爬杆區

表 1「數學藏寶圖」課程活動說明摘要表：
活動名稱

教學活動

活動一
數字密碼戰

校園景點命名

活動二
濃情密意

校園景點位置

方位

利用文字提示，結合方位概念，寫出
景點相對位置。

貓頭鷹時鐘

時間

以貓頭鷹時鐘情境，結合生活經驗，
設計有關時間的數學問題。

一步一腳印

周長
面積

結合一步一腳印的景點，解決有關周
長和面積的數學問題。

生生不息

形體辨識

結合生生不息的圖像，設計與形體有
關的數學問題，並利用圖形來創作。

感恩樹

周長
直徑

利用感恩樹的矮籬，實際測量，解決
有關周長、直徑等數學問題。

辦公廳

數與量

結合辦公廳內桌椅擺設情境，設計一
連串計算數量的數學問題。

大象溜滑梯

角度

結合溜滑梯外型，認識鉛垂線，實際
測量，解決有關角度的數學問題。

司令台

面積
體積

以司令台的形體，利用實測與創意，
解決與面積、體積有關之數學問題。

永慶
教學大樓

形狀
數量

利用教室的窗戶玻璃形狀和數量，設
計有關的數學問題。

兒童遊戲區

形狀
分數

藉由遊戲區的設施，設計有關形狀及
分數的數學問題。

兒童爬杆區

高度
速率

結合學生爬杆的遊戲情境，設計與高
度及速率有關的數學問題。

活動三
臥虎藏龍

數學概念

活動說明

對應、100 利用文字表格和數字提示拼湊出十
以內的數 大景點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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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創新教學策略
以下茲就數學行動、統整學習、數學護照、資訊融入四個部分，說明本主題
教學之創新策略：
一、 數學行動：以四種途徑，落實「做中學」的數學體驗。
（一）遊戲情境：利用數字、地圖、視訊等途徑，於晨光時間實施，藉由廣播系
統向學生介紹校園的景點及其歷史典故，並搭配數學題目。落
實遊戲情境教學，達到數學學習與認識校園的雙項目標。
（二）合作學習：透過共同討論，腦力激盪出各種解題策略，使用工具實測，易
於角色分工，合作學習，共享實作解題的成果。
（三）獎勵措施：公布通過名單；發給景點卡及集卡冊；頒發個人、班級獎狀及
獎金。
（四）數語興中：透過景點歷史文化的導覧，並配合景點設計相關的數學問題，
在解決數學問題的同時，加深對校園景物的認識，也促進學生
與校園景點的互動。
二、 統整學習：以校園景點之數學學習為起點，統整領域學習。
（一） 語文領域：搭配數學繪本、數學寫作及數學閱讀，統整語文領域的課程
學習。
（二） 藝術與人文領域：結合七巧板及景點創作，統整藝術與人文領域的課程
學習。
（三） 鄉土領域：透過校園十大景點的歷史文化介紹，加深學生對校園景物的
認識，促進學生與校園景點的互動，培養學生愛校的情懷。
三、 數學護照：結合 Gardner 提出的多元智力理論設計「數學全方位成長護照」
，
綜合運用多樣化的評量途徑，紀錄成長歷程，讓學生能充分將認
知、技能、情意三方面的數學能力展現出來。
（一） 認知能力：設計數語如珠、料數如神、read 數學，培養數學知識及抽象、
評析、推論、探究方面的數學認知能力。
（二）技能能力：透過數學 DIY、數學玩家、E 數學等活動，展現學生在資訊、
推論、演算和連結的數學技能。
（三）情意能力：結合數語如珠、數學寫作家的活動，讓學生表達數學學習的想
法，發揮創作與溝通的能力。
四、資訊融入：透過教學簡報、網頁平台輔助學生的數學學習
（一）教學簡報：透過自製的教學簡報，於學校的週一晨光時間，以視訊廣播的
方式，輔助校園「數學藏寶圖」主題教學活動的進行。
（二） 網頁平台：建置「生活魔數師」網頁平台，將活動教學的相關資料及補
充教材建置於網頁平台中，運用網頁的無遠弗屆，讓學習打
破時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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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創新教學成效
本部分將以學生十大基本能力的提升、多元能力的展現及教學活動集錦照
片的呈現，對創新教學之成效加以說明。
一、十大基本能力的提升
1200

由右表可看出，過半數的學生

1000

基本能力都得到提升，對於運用數

800

學知識、發揮創作及資訊能力的表

600

現較佳。原本就較低落的抽象思考

400

及評析能力，也有小幅提升，而這

200

個部分必須借力教師經常性引導，

達到人數

0
識 力 力 力 力 力 力 力 力 力
知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學 算 象 作 通 結 析 論 究 訊
數 演 抽 創 溝 連 評 推 探 資

是一個長期性的工作，也是我們持
續努力的目標。

二、多元能力的展現（以一步一腳印為例）
本方案實施過程中我們看到學生的能力表現，超乎我
們的預期，以下就數學認知、情意、技能三方面說明學生
所展現之多元能力：
（一）數學認知
1、知識力--①能充分展現對面積單位、面積公式、面積
點數等相關辨知、記憶與理解力。
②能欣賞與鑑定其他同學的數學解題和護照
寫作。

製作 1 平方公尺的報紙，舖
在水池上，測量面積。

③能分析、比較周長與面積公式的差異。
2、創作力--①能運用長方形面積加上不規則面積取代一
步一腳印的面積。
②應用面積公式與面積單位點數的方式，解
決面積測量的問題，有助於提升知覺力、
探索力。
（二）數學情意
1、自信力--學童皆能分組合作，實際測量長度與面積
分割成 2 個長方形，其餘用
的過程，增進自信力、貫徹力、挑戰性、
1 立方公尺報紙測量。
精進力。
2、合作力--透過分組發表與合作解題的歷程，展現出發問力、尊重心，開放
性與合作力。
（三）數學技能
1、解決力--能思考面積測量問題，想出多元的解決對策，展現其假設力。
2、溝通力--運用發表、對話與小組互評，提升評估力、驗證力和綜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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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活動集錦

幾何篇：看清楚，雕塑下部的圓柱，是 數數篇：利用不同的點數策略，數出辦
不是「圓柱體」呢？

公桌的數量有多少。
濃情密意

前庭區～(1)貓頭鷹

一進入校門，就會看到換上
五彩新衣的可愛貓頭鷹時鐘，數
十年來，風雨不變的站在辦公大
樓前面迎接你，每天它都堅守岡
位，告訴我們正確的時間，陪伴
我們度過學習的美好時光，也時
時刻刻提醒大家，要守時，更要
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合作學習：我們分組合作，正在認真討 數語興中：視訊導覧景點歷史文化，結
論解題策略呢！

合相關的數學問題。

實測篇：我們用 1 公尺的布尺，把一步 興中數學家：擇優選出解題具創意的學
一腳印的周長量出來吧！

生，授予「興中數學家」獎狀。

數學寫作：學生將解題歷程記載在數學 數學護照：記錄學習歷程，展現學生多
護照上。

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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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教學省思與結語
「數學藏寶圖」是全校性的主題教學，從一開始構思、實踐到現今，教學
群的老師無不用盡心思：資料蒐集、討論修正、實施教學、反思檢討、成果彙整，
時間長達二年之久，但是，當我們看到學童們喜悅的學習、創意無窮的作品、滿
載而歸的收穫，所有的辛苦都有了代價…

一、利用小組討論的方式，激發出不同的解題策略
以「永慶教學大樓」景點教學活動為例，大部分學生習慣要一片一片數出正
確的答案，後來發現太難數之後，就改變解題策略。有幾位小朋友先觀察之後，
發現每間教室的格局相同，只要先算出一間教室的窗戶數，再乘以教室的間數，
很快就能解決問題。
二、透過共同討論，有助同學釐清自己解決策略的迷思
以「感恩樹」景點教學活動為例，有些班級想好策略後，到現場卻發現沒考
慮到圍籬中有棵大樹，而無法解題。請學生實際觀察景點環境後，有同學發現可
在圓形圍籬外畫二條平行線，再量出平行線的距離，就可以得到直徑。有學生利
用在圍籬外畫一個正方形，正方形的邊長就是內圓的直徑。
透過共同討論，有助同學釐清自己解決策略的迷思，也激盪大家不同的思考
方向。原本學生覺得題目十分困難，但仍能解題成功，覺得十分有成就感。雖然
大家的答案都不同，但是都能接受並認同別人的想法。
三、數學學習低成就的學生得到參與感
實測的過程，學生除了要應用過去所學的數學概念去想出解題策略，還要學
習分工合作、溝通、操作、記錄、表達、賞析等能力，平時上課無精打采的學生，
也會忙著幫忙拉繩、畫線、記錄…，每個人充滿活力，忙得不亦樂乎。
它讓數學學習低成就的學生得到參與感，這些是教科書無法取代，也是筆紙
測驗無法呈現的。
四、真實的數學情境化為數學行動
真實的數學情境、實際操作的樂趣、解題成功的成就感，在這個教學活動中，
數學對學生而言，不是複雜的文字敍述，也不是難懂的數字組合，而是一個真實
的數學行動。
一位老師在進行教學之前，總是會有「假想的教學情境」，預測活動時，學
童可能的反應與教學需要引導的技巧。但是，學童的思想是「活絡的」，課堂的
反應常常超出「老師的預想」之外，令人充滿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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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未來展望
課程沒有最好，只有更好，需要不斷透過行動的實踐，再修正、再擴充，
永遠沒有畫下休止符的時候。然而，就算是無停止的行動歷程，發展數學領域之
校本化主題課程，始終是本方案教師團隊堅持的教育夢。
「數學藏寶圖」主題教學活動透過真實的校園情境，提供生活化的數學學習
教材，期望讓數學的學習更具意義，未來，我們將持續朝目標邁進：
一、建立社區化的「社區數學步道」特色課程。
二、提出「問題解決」
、
「合作學習」
、
「遊戲情境」
、
「示例補救」可行有效的創新
教學方式。
三、應用 e 化網頁，實施「數學藏寶圖」課程評量，讓學習超越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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