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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培養學生能適應快速變遷的社會及面對未來挑戰，教學設計必須考慮相關的知識、技

能、思維、態度等學習要素。而數學常展現於日常的活動、科技的發展、社會及經濟現象的

解讀等生活及各種研究中，因此，「數學素養」一詞成為國民基本教育課程中的重要理念。

然而，許多文獻都在探討數學素養的意涵及其目標，卻很少說明培養數學素養的教材設計。

本研究從彙整現有文獻中的數學素養意涵，從而提出「知」識、應「用」、「觀」點與「學」

習是數學素養的構成要素，而教材設計可從現實問題轉譯為數學問題，利用數學結果詮譯情

境意義的學習迴圈，並配合 APOS理論之起源分解說明數學知識的認知發展，發展以數學「知」

識為核心，發展具內含及外顯特質的「用」、「觀」、「學」之素養導向教材。在此架構中，

素養教材設計不限於同時包含迴圈中的所有元素，且「知」、「用」、「觀」、「學」是教

材設計之方法而非必須依循的發展順序，教材設計者應考量學習者的認知及數學概念的發

展，設計配合知識的應用、對數學的觀感、終身學習的思維及技能為導向的數學教材。本研

究提供設計實例以說明教材設計的可能方向，並由此提出未來相關研究建議。 

關鍵詞： APOS理論、素養構成要素、教材設計、數學素養 

                                                        

通訊作者：李健恆，E-mail: kinhanglei16@gmail.com 

收稿日期：2018/01/26；修正日期：2018/03/28、2018/04/18；接受日期：2018/04/18。 



 

30 左台益、李健恆素養導向數學教材設計 

壹、前言 

為配合社會變遷，人才培育的方向需更重視問題解決及終身學習能力的培養，因此，教

育部（2014）提出「核心素養」作為各個課程發展的主軸，落實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精神，

以及「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並提出「自主行動」、「溝通互動」和「社會參與」三

大面向。與素養有關的研究主題因國際評量而日益受到重視（張毓仁、柯華葳、邱皓政、歐

宗霖、溫福星，2011；彭開琼、張佳雯、李瑞生，2017）；然而，要將上述理念落實到教學

實務中，教材設計及其發展將是重要的探討議題，它既是展現實施課程（ implemented 

curriculum）中幫助學生獲取課程所安排之知識及技能的執行（operational）層次（van den 

Akker, 2003），也是實現達成課程（attained curriculum）的依據及支持。 

數學是重要的學科之一，根據課程願景及理念發展學生數學素養自然是必須討論的議

題。讓學生成為一位能夠靈活運用數學的人，無疑是二十一世紀數學教育的目標（Massachusetts 

Department of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2017），只是目前學生的數學學習成效，仍

多由教師以統一的標準及規範，透過評量知識獲取的考試，作為判斷學生成就表現的標準，

甚至形成了主導教學的局面。這樣的設計或許提供了較公平的參照，卻忽略了學生的不同特

質和潛能，甚至造成對數學呈高成就低興趣的現象（Mullis, Martin, & Foy, 2008），而此現象

與學生所受的教學方式之間有一定程度的相關（余民寧、韓珮華，2009），因此，如何設計

出讓學生感到有用的數學是目前教育重要的方向。儘管課程大綱（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

中對數學素養的課程設計已有一些說明，但數學概念也是學生不容易掌握的內容，必須配合

學生對概念理解的認知發展，因此，要如何展現素養的內涵及幫助學生發展素養的數學教學

設計，更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議題。 

配合社會的人文經濟及資訊科技的發展，數學素養的意涵也不斷地演化及擴大，從過去

重視閱讀、寫作、算術（簡稱 3R）（Papert, 1993），重視問題解決的過程及教學（Voskoglou, 

2007），強調與數量相關思維的計數素養（numeracy）（Goos, Dole, & Geiger, 2012），或國

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中強調學生解決

問題時所能表現的數學素養（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6），雖然上述對數學素養的意涵尚未有統一的描述，但都是為了應用數學知識、技巧與思

維以解決現實生活問題作為素養的核心。然而，當我們希望培育學生具備上述素養目標時，

卻並非只強調數學與日常生活的連結就能達到，因為數學學習成效除了與學生對數學知識的

理解外，與他們的自我概念、學習情緒、學習策略都有一定的影響（劉玉玲、沈淑芬，2015）。

因此，與評量的觀點不同，培養學生數學素養的教學設計，將與數學素養的構成要素有密切

關係，釐清相關要素將有助於做更全面的考量以達成教學目標。 

一般而言，教學設計以不同的數學實踐（mathematical practice）呈現，除了需要注重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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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的獲取外，其意義、目的及呈現方式也是必須考慮的（Iow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0），因為有意義的數學實踐能夠強化理解，如解決與日常生活相關的問題；有目的的數

學實踐能連結課程目標，如發展學生數學素養的課程；而其呈現方式則需要依據目標來進行

設計，即教學設計必須能幫助學生理解數學的相關概念。Dubinsky於 1980年代開始，探討人

類在學習一個數學概念時心智中的發展模型，提出 APOS（Action-Process-Object-Schema）理

論（Arnon et al., 2014），配合數學概念的認知發展進行適當切割，從而提供對概念的理論分析

及數學實踐設計的參考。 

目前文獻上對數學素養的意涵存在不同的觀點，因此，本研究藉著對數學素養意涵的回

顧及分析，整理出數學素養的構成要素以作為教學設計的依據，而數學知識的獲取是發展素

養導向之數學教材設計的核心，本研究從 APOS 理論的觀點發展數學知識的學習模組，並透

過數學素養導向之教材設計概念圖及實例，為以素養為導向的數學教材設計提供參考。 

貳、數學素養的意涵 

一般而言，數學能力多用於描述「符合理性及邏輯思維的發展」（Karsenty, 2014, p. 372），

與學習具有抽象性及理論性數學有密切的關係。從不同的觀點來看，數學與數學素養都能說

明對方的部分想法、行為或現象（Turner, 2012），但可以肯定的是，數學素養並不只包含數

學知識及技巧（Niss & Højgaard, 2011），它比數學能力要表達出更多的內涵及構成要素。因

為數學素養是一個有機體，只因個體的經驗及背景知識不同，所展現的方式將有差異，因而

不會以有無素養做區分（Stacey & Turner, 2015），它將隨著社會變遷、文化差異及個體認知

發展而改變。 

在過去知識尚未普及的年代，閱讀、寫作、算術（Papert, 1993）就是教育的核心目標，

其中的算術則著重在四則運算的應用上，因此，那時候素養一詞主要與讀、寫、算等基礎能

力有密切的關係（Knoblauch, 1990）。而如今數學素養一詞在 PISA的引導下，則廣泛被使用

在描述現代公民在不同情境脈絡中，使用數學解決問題時所需具備的知識、技能、思維、態

度等要素。也因地域不同，因而使用強調數字感及符號感的計數素養（Jablonka, 2003）或應

用數學及統計來解決問題之思維習慣的量化素養（quantitative literacy）（Steen, 2001）。也因認

知不同所展現在處理數學相關問題方法上的不同，如「街頭數學」（Nunes, Schliemann, & Carraher, 

1993）以非正規數學方式來處理學校外的數學問題。另外，在英文名詞中還有其他與數學素

養具有近似意義的詞彙，如著重在解讀、推論、解釋及應用數據或計算結果的“matheracy”

（D’Ambrosio, 1999）或延伸至描述統計素養（statistical literacy）及金融素養（financial literacy）

（Geiger, Goos, & Forgasz, 2015）。這些用詞都因各自發展脈絡及強調的重點不同，而發展出

不同的英文名詞。然而，這些用詞的背後都具有下列特徵：一、強調數學的應用性；二、著

重與現實生活的連結性；三、與社會文化或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有密切關係。換句話說，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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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該只是學校裡的一個科目，而是要讓它自然展現及應用於每個人的生活中。 

在中文用詞中，「素養」是一種理念，是為了發展為一個健全的個體能因應不同的生活

情境所需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蔡清田，2011）。在結合數學的脈絡下，這與本研究所

探討的「數學素養」理念相近，為了方便描述起見，本研究使用「數學素養」（mathematical 

literacy）一詞來概括上述的概念，以能表達更廣泛、更具代表性的意義。因有很多不同的用

詞都在闡釋數學素養，使得在目前的文獻中尚未有統一的定義，但評析其描述可大致總結其

意涵如下： 

一、數學素養強調在生活中的建模過程 

Ojose（2011）認為數學素養就是能從日常生活中辨別及應用基本數學的相關知識，但它

的本質不單是執行解題程序，而是以知識為基礎，有能力及信心地應用這些知識到真實生活

中。從評量的觀點，PISA 關注於學生在不同的情境中提出、形成、解決及解釋問題的分析、

推理、溝通等能力（OECD, 2016），並配合源自於生活的數學問題，轉化為數學問題後可以

得到解決的方法，由此提供證據來對真實生活問題做解釋和評估，即類似於數學的建模活動，

但更強調數學化（mathematisation）的過程。雖然 PISA 強調真實生活中的建模過程，但也關

注學生一些非認知面向（如學生及學校的狀況、社經背景、動機、興趣等）的表現（OECD, 

2016），因此，de Lange（2006）認為個體能提出、形成及解決真實生活與數學世界的問題，

以及他們的態度及信念等元素都應該是數學素養所涵蓋的範圍。 

二、數學素養強調處理與數字相關的議題 

在眾多的數學領域中，數與量及統計在生活中主要都是以數字或數據呈現的數學。OECD

（ 2012）在國際成人技能調查（Programme for th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Competencies, PIAAC）中，就以“numeracy”代表在科技環境中以數學解決問題的能力，其重

點是在成人的生活情境或活動中，有關存取、使用、解釋及溝通數學資訊及想法的能力，因

此，“numeracy”是素養而非數學的一種形式（Barwell, 2004），並強調與其他能力的結合使用。

如同 D’Ambrosio（1999）強調讀寫能力、數學素養及科技素養是現代教育系統中三個核心的

學科，其中數學素養較強調當中的數學思維及價值，以作為解釋、理解、處理真實生活問題

的重要工具，同時也是科技素養的本質。 

統計是一個工具，主要用於蒐集、彙整、解釋、推論，甚至預測社會經濟現象及自然現

象有關數量方面的資料（吳冬友、楊玉坤，2005），其中因包括數學資料的客觀分析及推論，

因而被歸類為數學的相關領域。統計素養主要是指個體對統計資料、隨機現象或與數據有關

論點的處理、解釋及批判能力（Gal, 2004），這樣的能力將不只需要統計相關的技巧、程序及

運算，還強調個體對現況的理解與解讀，以及統計推理及思維的培養（delMas, 2002）。在這

樣的脈絡下，除了幫助溝通、分析、使用表徵等相關知識外，個體的批判立場、信念及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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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形成統計素養的重要元素（Gal, 2004）。 

三、數學素養強調在各種數學實踐中所需要的能力 

Niss（2003）認為數學素養是在數學內及數學外的脈絡中皆能理解、判斷、執行和使用數

學的能力，並將這些能力識別及區分化為兩組，一組用於提問及回答與數學相關及能使用數

學解決的問題，另一組則描述處理數學語言及工具的能力。這些能力除了高度相關外，它們

各自都具備分析性（analytical）及生產性（productive）的雙重本質。分析性觀點強調在理解、

解釋、評估數學現象與過程；而生產性觀點則著重在執行過程的主動建構，這樣的雙重觀點

更廣泛地說明數學素養不只是強調將數學應用於現實生活中，而是在所有數學表現形式相關

的數學實踐（Niss, Bruder, Plannas, Turner, & Villa-Ochoa, 2016），也是 PISA中評量學生基本數

學能力的主要參考（Niss, 2015）。正因為數學素養概括所有與數學或學習數學的相關活動，因

此，除了這些與解決問題高度相關的能力外，個體的信念、價值觀也與數學學習有著不可分

割的關係，能夠習慣視數學為有意義、有用、有價值的工具將有助於成功學習數學（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 2001）。 

參、數學素養的構成要素 

雖然目前文獻上對數學素養的意涵尚未有統一的定義，但透過分析其成分或構成要素應

可加深對數學素養的理解。若以處理與數學相關問題的觀點來看，Niss（2003）認為掌握數學

思維模式（mathematical thinking）、提出及解決數學問題（problem tackling）、分析及建立數學

模型（modelling）、數學推理（reasoning）、表徵數學物件及情況（representing）、處理數學符

號及演繹方法（symbol and formalism）、使用數學進行溝通（communicating）及工具使用（aids 

and tools）是八個形成數學素養的要素。這些要素並非只是對數學思維、表徵、建模等表面的

意涵，而一般化、抽象化、創造力等同樣重要的能力則處於較高的層次，個體將藉著能處理

部分或這八個要素的能力從而建構，這八個要素是密切相關但又各自能從其他要素中區辨出

來。若以學習數學的觀點來看，數學概念、過程、技巧、態度、後設認知都是問題解決中不

可缺少的能力（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2, p. 14），這樣的觀點類似五股數學力（NRC, 2001）

所提出概念的理解（conceptual understanding）、程序的流暢（procedural fluency）、擬訂策略

的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適性的推論（adaptive reasoning）及建設性的傾向（productive 

disposition），從數學的本質來說明學生在數學學習中需要具備的內容。因此，Yore、Pimm與

Tuan（2007）認為數學素養應由基礎（fundamental）及延伸（derived）兩層互動的含義所組

成，基礎含義與上述提及的要素或能力類似，代表這些基礎涵義是數學素養的必備能力，再

延伸及應用至理解各領域的數學知識、數學本質、問題解決或現實生活問題中。 

上述這些能力都是培養數學素養的重要目標，然而，卻無法直接提供培養數學素養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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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即教學的具體參考方向。這些能力都必須基於以數學知識為基礎，運用知識做推理、邏

輯思考及擬訂策略以解決數學外與內的問題，說明個人的觀感及對事情做批判思考，並配合

積極正向的態度及價值觀，從而培養終身學習的認知及技能，以解決急速變遷的社會中所遭

遇的問題與挑戰。因此，本研究嘗試從數學「知」識、應「用」數學的相關技能、以數學「觀」

感表達看法，以及培養「學」習能力四個面向（左台益等，2015）出發，探討以數學素養為

導向的教材設計。 

一、知（knowledge） 

數學知識是數學素養的核心及必要前提，數學素養必須在處理數學相關活動時才能發展

及運用（Niss, 2003）。如同 PISA在評量學生的數學素養時，也將不同的數學知識（數與量、

空間與形狀、改變與關係、不確定性）作為命題的重要維度之一（OECD, 2016）。從課綱的發

展也可看出，1993年、1994年公布之國民小學、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中，數學領域之教學重心

較偏重知識的學習，而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則著重能力的展現，非只重視知識的獲得（李坤崇，

2002），至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更以素養為發展核心。雖然知識不再是唯一重點，但

卻是不變的基礎。個體為了能理解、溝通、應用更多數學相關概念，數學知識必然是發展數

學素養的核心。 

二、用（application） 

數學是具有系統性的科學，具備邏輯性及抽象性是其重要的特徵，並以特定的數學符號、

語言、表徵、思維、推理方式等展現出來。例如，PISA將問題以數學式表示問題（formulate）、

應用數學知識解決問題（employ）、將數學結果解釋於脈絡情境（interpret），以及評估該結果

對問題解決的可行性（evaluate）之解題過程，訂為評量架構的核心內容（OECD, 2016），這

些問題都以不同程度的溝通、數學化、表徵、策略擬訂、符號使用、推理等能力來評估學生

對數學的應用（Turner, Blum, & Niss, 2015）。此外，隨著科技工具的發展，學習適當使用工具

輔助解決問題的能力日趨重要，尤其科技工具可將數學概念視覺化、資料整理及分析，從而

幫助學生有效探索、推理、判斷及反思問題（教育部，2013），這些運用數學知識、技能、工

具及思維既是展現數學的常見途徑，也是培養數學素養時不能忽略的重要目標。這些對數學

概念及程序的理解、推理、一般化等是建構高等數學知識的基礎，數學素養的發展必須同時

顧及廣度與深度的面向，以解決數學外與內的相關問題。更進一步地，面對各種生活資訊時

能以數學的方法和思維做整理及解決，在現實生活及數學世界皆能自然展現應有的素養。 

三、觀（disposition） 

PISA 雖以建模為核心，但學生除在填答數學問題外，也要填寫有關他們對數學的興趣及

從事數學學習的意願問卷（OECD, 2016），藉著學生的自我感受，分析學生對數學的態度與評



 

 

 

 

 

 

 

左台益、李健恆 35 素養導向數學教材設計

量結果之間的關係。這說明除了數學知識及其應用外，情意因素也與數學表現有密切的關係。

如同五股數學力（NRC, 2001）所強調的，若沒有對數學持有建設性的傾向，即認同數學的實

用性及價值，則無法讓各種知識及技能有充分的發揮及支持。林福來、單維彰、李源順與鄭章

華（2013）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數學領域綱要內容之前導研究》中也指出，「知」、「行」、

「識」能分別詮釋十二年國教數學課程的內涵，其中「識」就是對數學的內在認知與情意涵

養，包括明白對數學概念和推理思維的理解、認同連結數學與生活的重要性、能賞析數學的

美等都是以正向態度學習數學的潛在要素。數學的觀感除了透過個人信念表達對數學的看法

外，還可藉由個人以數學的觀點來解釋、評估與批判問題，如分析及比較各種商品的優惠方

案，並透過與他人溝通中呈現個人的解讀及評斷（Niss, Blum, & Galbraith, 2007）。這些基於數

學知識來表達對事物的看法、判斷及評估都是面對生活問題及解讀資訊時必須具備的能力，

是數學與生活的主要連結之一。反之，透過這樣的連結將引領個體感知數學的有用性及重要

性，從而建立正向的學習態度及價值觀，並能賞析數學的美。因此，從認知面以數學的方式

表達對問題的個人觀點，或從情意面所表達對數學的觀感，都是數學素養的重要構成要素。 

四、學（learning） 

獲取和應用各種數學知識以及對數學的觀感並非與生俱來的，因此，掌握各種有效的學

習策略也是培養數學素養時不能忽略的要素，而學習如何學習更是二十一世紀生活中必要的

技巧之一（Weinstein, 1996）。當數學素養成為一個有反思能力公民（教育部，2013；OECD, 

2016）不可或缺的元素時，數學知識、應用能力、思維方式將成為發展終身學習的重要資源。

例如，在動態環境下的概念工具及其產生的動態表徵能迫使使用者激發出數學想法（左台益，

2012），這種人與資訊科技的互動方式，藉著數學作為共同的溝通語言，從人機主從關係可能

轉化為雙方各自具適性回應的雙向互動關係，也因此掌握這些工具的本質及使用限制，將成

為發展數學素養時的基本能力。另一方面，藉由對數學的認知及後設認知反思能力，因應時

代的變遷，以適當的（科技）工具輔助獲取新知識，如大數據的使用，以察覺趨勢的評估及

制定策略。另外，透過數學的學習所發展的溝通能力（讀、寫、說等）也是二十一世紀推動

社會發展及互動的重要能力之一，溝通能力通常有兩個面向，一是與理解和解釋文字的（數

學）內容有關，二是能夠適當地將自己的（數學）想法表達出來（Niss & Højgaard, 2011）。數

學將成為強化溝通能力的重要工具，例如，數學幫助我們以建模方式解決問題，過程中除了

能對模型的可用性及相關性做出評估外，也應該能與其他可能的模型進行比較和分析，並結

合數學知識以監控和管理整個建模的過程（Niss & Højgaard, 2011），從而與其他人討論及評估

問題解決方案的可行性。這些有關個人思維的知識以及監控個人理解和問題解決活動的後設

認知能力，與善用各種解題策略及適性的推論有密切的關聯（NRC, 2001），也在概念的理解

及程序的流暢扮演重要的輔助角色，學習者如果無法學會監控和調整自己的學習過程，知識

基模將無法完整地建構，也無法將學習經驗轉化以幫助新知識的學習，影響正確學習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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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因此，以教學的觀點而言，能夠培養溝通能力、自我反思、掌握不同學習方法等增強

自我學習能力，從而藉由終身學習以適應社會變遷的方法，皆是發展數學素養的重要內涵。 

上述「知」、「用」、「觀」、「學」都是數學素養的構成要素，它們既表達素養要素的意涵，

也說明素養要素的屬性。意涵面向表示這些要素的基本意義，藉此探討不同要素的組合所發

展之數學素養；屬性面向表示這些要素能獨立呈現但彼此之間有密切的關係，藉此說明數學

素養可能展現的路徑。Jablonka（2003）認為在社會互動或交流時，將同時內含或外顯地促進

數學素養的概念發展。例如，著名的柯尼斯堡七橋（Seven Bridges of Konigsberg）問題是一個

基於現實生活中的問題，數學家把實際問題抽象為平面上點與線的組合，即將真實世界的問

題理想化為數學模式，再轉化為一筆畫的圖論模式，這樣的過程除了體現數學建模歷程（左

台益、胡政德，2009），也奠定了圖論系統的理論基礎，後續相關理論也在現實生活（如地圖

著色、電信網路、人工智慧等）中廣泛被利用。由此可見，數學問題與生活問題是相互影響

的一種發展機制，數學問題常源自於生活，以數學方法解決特定生活問題後，相關的數學方

法又能被推廣應用至其他領域，以解決更多的生活問題。 

因此，數學素養並不只體現在解決數學問題，對現實生活中的現象也要能以數學的角度

去詮譯及探討；反言之，數學素養並不只是為了解決生活問題，理解數學問題中所需要的數

學思維、推理論證、邏輯思考等，全部都是能夠展現數學素養的重要途徑。而在數學素養的

構成要素「知」、「用」、「觀」、「學」中，數學「知」識是素養的基礎，但無法單從數學知識

展現數學素養，因此位於數學素養構念的核心，如圖 1 所示。而「用」、「觀」、「學」都分別

以外顯及內含兩個面向來展現，外顯面向是指透過明確與數學相關的活動表現出來，內含面

向則是個體自身對數學的理解從而應用、價值觀及後設認知反思等。前者是受數學實踐觸發

並完成任務，後者則是個體自己觸發內在的信念，從而使用數學的知識、方法、思維等來解

決問題。 

 

圖1. 數學素養構成要素之構念 

外顯面向 

內含面向 

面向間相互發展

數學素養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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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構念是發展數學素養教材的方式，其他相關的數學概念、技巧、語言、推理、思維、

態度、後設認知等則是教學的目標，透過上述方法設計教材達成。然而，以數學素養為導向

的教材設計並沒有一定的發展順序。圖 2 是一道發展數學素養的參考問題，主要是將算術平

均數的概念應用至日常生活中。若依照問題內容來分析，它是從應「用」的面向切入，藉由

學生對算術平均數的「知」識，回答日常生活中以平均的概念描述的問題，並使用數學語言，

對事情的合理性進行批判，與此同時，學生必須學習閱讀理解及溝通的能力，這些都是培養

學生參與社會活動及終身學習的重要技能。教學設計還可以配合小組討論，探討面對車輛低

乘載所造成的問題，讓學生以數學的思維與方式說明可能的問題（如耗油量、污染物排放的

數據等）及解決方案等。藉由類似的教學活動，促動學生以數學方式說明個人「觀」點或見

解，瞭解學習數學對解決生活問題的有用性，一方面強化對數學的價值，另一方面發展有助

「學」習解決問題的思維及方法，以幫助解決個人在生活或社會上所遭遇的問題。 

 

圖2. 知、用、觀、學問題設計例舉。譯自“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al Literacy: Results of an 

Empirical Study,” by G. Kaiser and T. Willander, 2005, Teaching Mathemat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24(2-3), p. 58。 

肆、教材活動設計概念及其應用 

教材是實現教與學的重要工具及評鑑教學成效的內容依據，它是各個參與者（如教師、

學生、研究者等）之間持續不斷地對話、實踐和省思的動態變化過程（范信賢，2001）。教

材設計一般兼備所需習得的知識、習得知識的工具及方法，以及知識的呈現方式三個層面。

所需習得的知識與學校內容有關，如數學教材的知識就需要兼具過程及概念雙重性質（Sfard, 

1991），並藉由符號、表徵、邏輯語言、推理來呈現。習得知識的工具及方法則需配合知識

的發展脈絡，如利用動態幾何軟體設計活動供學生探索幾何問題（Stahl & The VMT Project 

Team, 2013）或學習數學閱讀的策略（Metsisto, 2005），都是幫助學生獲取知識和技能的重要

策略。然而，數學都是抽象化的物件，學習者容易被表徵的物件及表徵本身混淆（Fischbein, 

你是否知道（……）在繁忙時段平均一輛汽車只乘載1.2人？ 

問題1： 上述句子的意思是什麼？請詳細解釋。 

問題2： 在控制下，有10輛汽車的載客數量達到上述的平均。請問有多少人乘坐在這些汽車中？

請列出所有可能性。 

問題3： 在某公路上數得40輛經過的車輛中，其中有39輛都只載有1位乘客。這40輛車輛中並沒

有小型巴士。有人告訴你說平均有1.2人坐在這些車輛中，請問這是否可能？並對你的

答案給予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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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而多元表徵的特性也讓表徵之間的轉移及轉換不易掌握（Duval, 2006）。因此，考慮

教材活動中如何呈現知識將是需要關注的重點之一，如考慮將複雜的資訊按運算的程序做適

當的切割或獨立處理（Ayres, 2006），是降低程序運算複雜度的常見方法之一，而對數學概念

部分做有效切割，則需進一步探討學習者對相關概念的認知發展過程。 

由於知識是發展數學素養的核心，因此知識基模的建構非常重要。源自 Piaget 對數學學

習所提出反思抽象（reflective abstraction）的認知發展過程，Dubinsky 於 1980 年代開始，探

討個體在學習特定數學概念時心智中的發展模型而提出 APOS理論（Arnon et al., 2014），從而

掌握數學的本體，以數學物件的起源分解（genetic decomposition）來呈現其發展過程，作為

有效教學的基礎。Dubinsky 認為概念基模（schema）的建立與發展過程是經由在舊物件

（object）上的行動（action），從外在的引導內化（interiorization）為心智中的過程（process），

配合概念的調和（coordination）及逆轉（reversal）等機制也能順利完成後，所有相關概念已

逐漸被視為一個整體，並把概念膠囊化（encapsulation）為新物件。此時個體也能將物件做解

膠囊化（de-encapsulation），從而與其他相關概念做調和再形成其他物件，直到對相關概念完

全掌握而成為知識的基模（如圖 3所示）。 

 

圖3. APOS理論的心智結構及機制。粗體字代表APOS理論中的心智結構，斜體字則代表其機

制。譯自APOS Theory: A Framework for Research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p. 18), by I. Arnon, J. Cottrill, E. Dubinsky, A. Oktaç, S. Roa Fuentes, M. Trigueros, and K. 

Weller, 2014. New York, NY: Springer。 

Dubinsky 針對特定的數學概念，將其複雜結構以 APOS 理論為策略，提供對複雜數學概

念分割為行動、過程、物件等階段的依據外，也描述了概念建構的可能學習軌道（Arnon et al., 

2014）。APOS 理論的研究雖較多應用於探討高等數學概念的學習（Dubinsky & McDon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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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如向量空間（Parraguez & Oktaç, 2010）、導數（Maharaj, 2013）、循環小數（Weller, 

Arnon, & Dubinsky, 2009）等，但這些研究結果說明，對數學概念進行仔細的分析及切割，能

有效提供教學設計的依據和分析，對抽象且複雜的概念建構有正向的幫助。因為 APOS 理論

有助於將概念分解為可操作的細小部分，並對基模各個心智結構之間的關係給予詳盡明確的

描述，這樣的過程稱為一個概念的起源分解，它是為了描述學習一個特定的數學概念時，對

其認知發展與運作機制做更深入地描述分析而提出的一個假設性模型，在有關 APOS 的研究

與課程發展中，經常作為分析個體學習歷程的主要工具及學習理論之一。圖 4 以三角測量概

念為例，說明起源分解的基本想法，配合適當的課堂活動、同儕討論和練習等設計，提供發

展數學素養導向教材的參考。 

 

 

 

 

 

 

 

 

 

 

 

 

 

 

 

 

 

 

 

 

 

 

 

 

 

 

 

 

圖4. 概念「三角測量」之起源分解 

設計教學活動時需先從「行動」作為概念發展的第一步，它必須作用在學習者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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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上，此時「行動」中每個步驟都必須有明確的指引（如教師的教學指引、運算法則、工

具的操弄等）。例如，在學習三角測量問題時，學習者必須配合個人的生活經驗，逐步瞭解文

字所描述的情境，這就是學習三角測量時的「行動」之一。當學生對概念做重複的「行動」，

並對這些「行動」進行反思，慢慢將原來需要透過指引進行的步驟轉為心智活動時，學習者

已進入相關概念的「過程」階段，而這樣從行動到過程的機制即稱為內化，此時學習者已有

能力不需要逐步地處理這個概念，可以略過一些步驟甚至可以做逆轉處理。例如，學習者藉

由與生活經驗的連結，漸漸能將三角測量應用問題中的情境抽象轉為幾何圖示，就是進入概

念的「過程」階段。當學習者能進一步地將概念視為一個整體，即原來在過程中的動態操作

視為一個狀態結構，而這個整體觀念又可被另一個概念所操作使用，以產生更多的行動，此

時學習者已進入相關概念的「物件」階段，而從過程到物件的機制稱為膠囊化。例如，學習

者已掌握三角測量應用問題中的整個描述內容，並能正確描繪出相對的幾何圖示時，就是進

入相關概念的「物件」階段。此時新形成之數學物件再與各心智中其他物件連結，逐步發展

成概念的「基模」，基模具有動態的結構，將透過不同的數學活動來持續建構，而基模的連貫

性（coherence）決定於學習者是否能將此概念自然地應用至合適的數學情境中。基模是由若

干行動、過程、物件及其他基模所形成的一個具連貫性的結構。因此，學習者還需要有能力

將物件轉換為過程的解膠囊化，且能將兩個或以上的過程做調和來幫助形成新的物件，以及

對過程進行逆轉操作，以鞏固概念的基模結構。 

數學素養既能表現於解決數學世界的問題，亦能流露於現實世界的具體情境，只是現實

世界的問題需要透過知覺轉譯，將之轉化為數學表徵，以數學語言表示，接著藉由數學知識

的應用而得到數學結果，再投入個人的觀點對結果做詮釋情境意義，並以現實世界的情況作

為分析評估的考量，從而在解決問題上嶄露個人的數學素養。圖 5 說明上述過程的教材設計

概念，借助 APOS 理論所形成的學習模組，對概念的切割及分析以提供素養導向教材活動設

計之基礎。此概念圖是數學素養導向教材設計的基本架構，它除了說明問題解決的一般過程

外，還具備以下特徵： 

一、是一個統合素養構成要素的學習迴圈 

利用數學幫助解決現實世界問題的過程類似於建模過程（OECD, 2016）。將現實世界問題

轉化為數學問題是一種數學化（mathematizing）的過程，其中需配合學習者的數學知識、閱讀

理解等能力轉譯為數學語言來表示情境中的相關元素，過程中需要使用數學「知」識以求得

數學結果，也是應「用」數學知識的一種途徑，如在三角測量問題中必須解讀情境意義並轉

化為三角函數的相關數學式子，這個數學化的過程就是將三角函數的知識應用到解決現實問

題中；當使用三角函數概念求得解答時，學習者必須以個人的「觀」點對情境意義做合理的

詮譯，如三角測量透過餘弦函數求角度時，由負值所產生的鈍角需要考慮情境意義來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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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數學素養導向教材設計概念 

是否合適；最後對合乎情境意義的解答對狀況進行評估，確認是否為合適的解決問題方案，

否則重新評估已知條件及可能的取代方案，透過這樣的迴圈「學」習解決問題的過程及策略。 

二、可從任意節點啟動及結束 

教材設計概念並非必須包含整個學習迴圈的節點或過程，例如，活動設計從給定統計圖

表開始，學習者就個人的統計知識，對情境中的限制來解讀圖表的趨勢，就目前遭遇的問題

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透過同儕間相互討論及批判，從而培養以數學觀感看待事物的重要性

及價值；或根據討論的結果，給予學習者對現實生活問題重新設計蒐集資料的方式解決問題，

以及提出新探究方向及解決方法的學習機會。 

三、可在單一或部分節點強化素養構成要素之內涵和技能 

從現實問題轉化為數學問題時，可強化溝通的技能及閱讀理解的能力。在數學世界中表

達想法時，數學表徵及語言的使用是重要的工具。在解決數學問題時，數學的思維、分析及

建構數學模型、數學推理及工具的使用都是展現素養的重要技能。在評估及分析數學結果與

情境意義之關係時，解讀數學語言，並以自然語言做詮譯是社會互動中的重要溝通工具。因

此，教學活動可根據所培養的學習目標，選擇適當的節點作為活動設計的背景，提供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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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得不同素養要素的學習機會。 

四、以 APOS學習模組支持各個過程中的活動設計 

一個數學概念通常由多個已膠囊化的物件所組成，處理學習迴圈中的各個環節都可考慮

以 APOS 理論作為活動設計的依據。例如，在三角測量中學習者需先對測量術語的意涵及圖

示有一定的認識和理解，才能進一步解讀題意從而解決問題。因此，在活動設計中可讓學習

者描述生活中相關測量術語的對應情況，讓他們心智中能想像更多類似的情境後，逐步抽象

轉為術語的幾何圖示，可透過類比、對照的方式讓學習者掌握術語的意涵及幾何圖示，這些

測量術語物件將作為形成描繪情境圖示之行動所作用的物件，經過一層一層的學習，最終習

得三角測量的相關概念（如圖 6所示）。 

 

 
 

 

 

 

 

 

 

 

 

 

 

 

 

圖6. 三角測量概念中測量術語之APOS學習模組 

伍、數學素養導向之教材設計例舉 

數學知識源自於生活，再發展至抽象的思維層次，例如，因地形、地物所限，並考慮測

量的方便性及減少誤差，使用有關三角形之邊角關係來解決測量的相關問題。而知識在課堂

教學的脈絡中，數學教材設計應讓學習者知覺數學與生活的連結及其可用性（黃幸美，2005）。

Borovik 與 Gardiner（2006）認為一道好的數學問題，對學生來說應要具備能被理解、幫助思

維及技巧的發展、展現數學觀點及延伸更多探索層次等特性。因此，設計與學生經驗及其可

體會的生活問題是素養導向之數學教材的主要背景，具探究及討論性的議題是設計的主要原

則。以下將以三角測量、勾股定理證明、十字交乘法的概念為例，說明數學素養導向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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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一、三角測量活動設計 

活動設計可由測量物體的高度、長度等在土地及航海測量、天文觀測等生活題材進行討

論。換句話說，教學應著重解決問題的技巧而非應用三角測量解題。例如，可從西方最早記

載測量金字塔的高度為引入，測量方法是泰利斯（Thales）利用相似三角形的概念所得（洪誌

陽、洪萬生，2010）。教師可從提問如何測量學生的身高開始，到教室的高度、學校建築物

的高度、學校旗杆的高度等，讓學生提出個人的想法並與他人討論其可行性。其目的在於引

出當被測量物體愈來愈巨大，已無法利用一般的測量工具測得時，期待學生透過討論提出可

行方案，一方面檢視學生的先備知識，另一方面學習判斷真實情況中哪些屬於可被測量的量。 

 

從上述活動中，歸納古代解題方法主要是以邊長關係為主，此測量的技術發展還沒有成

熟，易造成測量結果有嚴重的誤差。教師可用實際例子以正弦、餘弦或正切計算直角三角形

未知邊長的差異，讓學生感受當距離值愈大時差異的變化。接著，介紹角度的測量工具，從

量角器到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中介紹的高度角觀測器製作，以及現代行動工具中有很多

不同的應用程式，可透過行動工具的相機功能，把實物拍攝下來後即可得到相關物件的角度。

這些工具的使用方式都可簡單向學生做介紹，讓學生瞭解角度的測量在現代社會中已可容易

進行，並由此引出有關仰角、俯角、方位角等概念。除了請學生列舉更多在測量中應用到仰

角、俯角、方位角的例子，並以圖示說明相關情境外，也重新討論前述活動的測量方法。 

活動一： 

下圖說明古希臘幾何學家泰利斯因為看到這樣的情景而想出求得金字塔高度的方法（若有需

要，教師可對情境加以解釋或請同學來說明）。 

 

（一） 請用幾何圖像表達上圖的情境。 

（二） 試猜測泰利斯是用什麼方法求得金字塔的高度？ 

（三） 還有其他求金字塔高度的可行方案嗎？（註：據記載，泰利斯是觀察當他站在沙地上，

自己的影子與他等高時所構成的等腰直角三角形而求得金字塔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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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述活動經驗，學生對測量問題的情境應有一定程度的理解，活動重點將進入情境轉

為幾何圖形表示。教師可參考三角測量的一般教材，改編 3～4題較接近學生可接觸的生活經

驗情境，建議教師可先將三角測量問題的情境以實境照片或短片播放（如以空拍攝影機視角

所看到的實境）的方式呈現，配以口述或文字方式描述情境內容，讓學生以幾何圖形表示相

關情況。其中從不同角度觀測物體的三維圖形但需以二維方式表示的難度較大，建議給予學

生足夠時間學習及討論轉換情境表徵為圖像表徵時的關鍵，讓他們習慣回顧、反思或與同儕

討論學習中所遭遇的困難及學習重點，從而漸漸養成自我調節的學習方法。 

 

此活動設計的重點在於解出與三角函數相關的問題，以及判斷解答在真實生活中的合理

性。問題設計可參考一般教材或參考書籍中的三角測量問題，題目選取主要讓學生可感知各

類解題方法。如果學生對解題方法（如兩式相除或平方的技巧）未能掌握，教師可先做示範，

但保留足夠的討論及思考空間歸納解法及對解答合理性的判斷。 

 

活動二： 

（一）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物體或建築物的高度或長度需要以仰角（或俯角）測量的呢？請

以幾何圖示表達相關的情境（包括待測量的物體、可幫助求得待測量物體的其他資訊

等）。 

（二） 當我們手上有可使用的工具測量物體的仰角或俯角時，金字塔的高度又可以什麼方法量

測呢？ 

（三） （參考「海島算經」中以重差術求海島的高度以及海島與測量點間距離的問題）海島的

高度及觀察點與海島的距離也可用類似測量金字塔的方法求得嗎？為什麼？若觀察點

為大海上的船隻（可能無法確切找到在同一直線上的觀察點），還有哪些測量的建議方

案？ 

活動三： 

（一） 根據（……）的內容，請以幾何圖示（包括圖像及標示已知量）表達上述情境。 

（二） 在繪畫上述圖形中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或有什麼值得注意的要點可與其他同學分享。 

活動四： 

（一） 根據（……）的問題，請列出情境中的關係式並討論解題方法。 

（二） 針對有關三角函數的方程式，有哪些主要的解題方法？ 

（三） 在三角測量的問題中，有哪些利用三角函數概念找到的解答可能與真實情境不符？為什

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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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活動是以三角函數的相關概念作為發展數學素養的知識基礎，藉由三角測量的主

題，理解數學是常被應「用」於生活中解決問題。其中分析及歸納解題的技巧，是鞏固數學

「知」識的重要方法之一，當掌握相關知識後，就能以數學的「觀」點來提出對問題的看法

及判斷解決問題方法之合理性及可行性，「學」習更多的知識及策略幫助解決問題外，也發展

數學思維、方法及態度以面對其他生活的問題及挑戰。另外，上述活動適合透過同儕相互討

論的方式進行，讓學生在社會互動中提出個人想法，也懂得分析別人的觀點來探討問題的解

決方式，有助於自我調整及反思，從而建立對數學的正向「觀」感及「學」習方法，以利後

續學習的進行。 

二、畢氏定理證明活動設計 

活動設計可由畢氏定理（Pythagorean theorem）的歷史、畢氏定理日等內容做引用。1其目

的除了介紹畢氏定理的內容外，還要對直角三角形的定義及各邊的名稱有一個初步的體會。

接著讓學生回顧在過去的學習中，平方運算的使用時機，藉此回顧正方形面積公式，以幫助理

解證明內容的重要意涵。2 

 

從上述活動的過程中，讓學生對直角三角形兩直角邊上的正方形面積之和等於斜邊上正

方形面積之和。接著在同樣的底圖上，教師準備一個兩直角邊的邊長均為 2 個單位長的直角

三角形，連同直角三角形三邊上的正方形的圖形，請學生以剪拼的方式，感受圖形透過適當

的切割，可以說明面積相等的道理。 

                                                        
1 畢氏定理日是由年（最後兩位數字）、月、日三個數字，組成「畢氏三數組」的日子。 
2 參考自張幼賢（2016, p. 94）。 

活動一： 

相傳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在參加某次宴會中，發現餐廳地板是如下圖的正方形大理石地

磚，藉著觀察這些圖形之間的關係而發現畢氏定理的。2 

 

（一） 你知道畢達哥拉斯看到圖形之間有什麼特別之處嗎？ 

（二） 上圖有很多小的直角三角形，選取其中一個並畫出它三邊上的正方形。 

（三） 與同學討論看看，你看到這些正方形之間有什麼關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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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同儕之間的討論，強化畢氏定理使用範圍的印象，教師可透過多媒體工具，展示非

等腰的直角三角形三邊上的正方形，經過適當的切割重組，也可說明畢氏定理的正確性。教

師先設計一個任意的直角三角形，其三邊長分別為 a、b、c，讓學生在觀看完影片或動畫後，

回顧一下剛剛看到的切割方式，此時可邀請數位學生與全班分享想法，重點在於引出這樣的

切割方式不易找到，因此教師介紹其他畢氏定理的證明方法。 

 

畢氏定理的證明方法有非常多，教師可再讓學生完成使用不同圖形的面積方法證明畢氏

定理，以加深對證明方法的理解。後續可請學生透過網路尋找更多畢氏定理的證明方法，並

向同學說明方法的內容。當學生都掌握畢氏定理的證明後，再設計畢氏定理的應用問題，如

行動電話螢幕的大小計算、不同品牌行動電話的邊框大小比較等。而上述活動主要是發展數

學論證的概念，先透過動手操作感知畢氏定理的內涵，藉著圖形切割重組後面積不變，利用

正方形及三角形面積的計算，引出特殊到一般的推理「觀」點，它是數學「學」習的重要基

礎，也是發展數學素養的要素之一。 

活動二： 

（一） 請把兩個小正方形用剪刀剪下來，並嘗試將這兩個小正方形做適當的切割，說明它們的

面積之和與大正方形面積相同。 

（二） 與同學比較看看，你們的切割方式是否相同？ 

（三） 你相信所有的直角三角形都有這樣的性質嗎？為什麼？ 

活動三： 

有人說只要利用下面兩個圖形就可以說明畢氏定理的正確性。圖中的正方形是分別以 a、b、c

為邊長，再外加四個底和高分別為 a、b的直角三角形所拼成的。 

 

（一） 這兩個圖整體看來是什麼圖形？你如何確定？ 

（二） 右圖的外圍由四個一樣的直角三角形組成，為什麼這樣的組成方式可以確認中間的部分

是一個以c為邊長的正方形？ 

（三） 由此，你可以說明畢氏定理的正確性嗎？ 

（四） 有人說即使只使用右圖，也可以說明畢氏定理，你知道如何做到嗎？試寫出右圖中各圖

形的面積後再與同學討論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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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字交乘法活動設計 

十字交乘法的運算法則屬程序性知識，或許較難直接與現實生活連結。因此，建議以（數

位）遊戲方式，引領學生從遊戲中學習數學的法則。遊戲設計以密碼解鎖為背景，要知道解鎖

的規則才能通關，若在數位環境下，可讓學生自行探索過關的遊戲規則（Chiou & Tso, 2013）。 

 

接著，將關卡版面設計為十字交乘法的直式形式，將直式中的十字交乘符號設為通關手

勢，藉著前面活動的經驗，類推到十字交乘法的運算法則上，讓學生在嘗試錯誤法中體會相

關的運算法則。 

 

活動一： 

注意數字後的符號提示，通過下列關卡（題數可依實際需要而設計）。 

【說明】 左邊的數字為通關密碼的提示，右邊的數字為透過滑動依序產生的數碼，可以讓學生

選取他們認為適合的數字用以通關。 

 

活動二： 

注意數字後的符號提示，通過下列關卡（題數可依實際需要而設計）。 

+ 4x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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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遊戲體會相關運算法則後，教師回顧因式展開的法則，並與因式分解做一比對，讓

學生掌握十字交乘法的原理。 

 

以素養為導向的數學教材活動設計，主要是讓學習者理解數學是常被應「用」於生活中，

是解決和思考問題的重要工具。當掌握相關「知」識後，就能以數學的「觀」點來提出對問

題的看法及判斷解決問題方法之合理性及可行性，「學」習更多的知識及策略幫助解決問題之

餘，也保持良好的學習態度以面對其他生活的問題及挑戰。透過對不同情境的重複行動，除

數學「知」識及其應「用」外，「學」會藉由後設反思自己的學習過程，根據自己的經驗及知

識進行判斷及提出「觀」點，由此「學」習使用數學與他人溝通的技巧，以及需要顧慮生活

問題的限制，從而體會知識的獲取能幫助提供更靈活的思維及解決方法。在往後遭遇到類似

的問題時，也可以提出更有利解決問題的「觀」點，並體會學習數學在生活中的有用性及價

值。然而，欣賞數學的有用性及重要性等「觀」感，以及培養終身學習的態度及能力，都不

是在單一學習活動中就能完整建構的。若設計者具備了這樣的理念，在每次的教學設計中都

有意地將「知」、「用」、「觀」、「學」這四個要素滲透到學習內容中，經過長期的發展後，這

種潛移默化的設計，相信對培養學習者的數學素養有一定的引導作用。 

陸、討論與建議 

合適的教材設計是培養學生數學素養的重要依據，本研究建議從數學素養的構成元素─

「知」、「用」、「觀」、「學」發展以素養為導向的教材設計。其中，數學知識為素養發展的核

心，因此，需配合 APOS 理論對數學概念的適當切割，透過起源分解作為概念發展的參考路

徑，並配合活動、討論、練習的教學循環，發展可實踐的教材設計參考。而「用」、「觀」、「學」

都可能是數學素養的展現路徑，教學設計既要注重透過合適的數學活動，讓學生應用數學知

識、以數學觀點評判事情，以及學習數學思維與方法，同時也要關注學生內在價值觀、態度、

思維的建立，讓學生一方面洞察數學的重要性，從而更積極地學習數學；另一方面在面對生

活問題時，自然將數學知識應用出來，從而培養終身學習的能力，成為有數學素養的社會公

民。 

然而，「知」、「用」、「觀」、「學」四個構成元素並非在所有教材設計中都占有同樣的比重，

活動三： 

（一） 請展開(x+3)(x+5)。 

（二） 上述展開式中的四項x
2、3x、5x、15與遊戲中通關方式有什麼關係？ 

（三） 試擬定形如ax
2+bx+c的多項式問題，請同學進行因式分解。 

（四） 試與同學討論能將形如ax
2+bx+c的多項式做因式分解，有哪些限制及需要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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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稱為以素養為導向的數學教材。由於知識是數學素養的核心要素，部分教學設計必須著

重數學物件及程序的發展，固化數學知識的基模後，才能進一步建構後續的數學概念（Sfard, 

1991）。如同 APOS理論中每個概念的建構都從行動開始，而行動必須作用於學習者心智中舊

有的物件上，因此，數學概念的習得將成為數學素養的重要基礎。例如，前述三角測量就必

須建構於三角函數的概念上，設計讓學生掌握三角函數性質的學習教材也是培養數學素養的

重要環節，否則過多要素同時呈現的教材設計，只會增加學生的認知負荷（Sweller, 1988），

最後造成無法學習或放棄學習的不良結果。 

本研究以三角測量為例，但由於篇幅所限，只針對教材設計的「知」、「用」、「觀」、「學」

如何安排做說明，其教學成效將有待進一步的探討。其中，評量工具的設計及選用將決定數

學素養的展現，除了重視統整學生學習經驗的多元評量方式（林素微，2000）外，「知」、

「用」、「觀」、「學」提供評量課堂教學成效之工具明確且具體的設計方向。PISA試題從評量

的觀點設計評量學生素養的題目，就是屬於基於「知」識為基礎，以「用」及「觀」的外顯

面向展現學生的數學素養，未來評量架構的發展宜考慮評量「學」習策略的習得。至於構成

要素內含面向的評量，則需要以持續且長期的追縱方式，並提供跨領域平台或真實生活情境

為背景，發展適合的問卷或專題導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的成效評估等，這些都是未

來研發數學素養的教與學之重要研究方向。 

數學素養的培養是一種日積月累、循序漸進、潛移默化的過程，並非透過幾個數學活動

就能看到顯著的成果。如同在數學解題的過程中，學生即使知道如何使用後設認知反思及評

估判斷或解答的正確性，因為這並非解題過程的必要環節，他們會傾向跳過這樣的反思過程

（Pugalee, 2004）。可見對事物的認知與認同是存在落差的，因此，教學設計除了要考量學生

的認知發展，還必須讓他們感知各種學習的知識、技能、思維是具有其價值及背後的用途，

否則只知道怎麼做卻不懂為什麼要做將難以持續展現數學素養。教師、學生和教材是教學實

務中三個必備元素（Ball & Cohen, 1996），但學生的基礎知識、個人的學習態度等必定影響課

堂教學的成效，教學過程中教師必須扮演鼓勵學生保持正向態度的重要角色，教師如何看待

數學將會影響其教學實踐，最後也將影響不只學生所學的內容，亦將影響學生如何看待自己

是否能成為一個數學學習者（NRC, 2001）。因此，其他有關數學素養構成要素的應用及設計，

如教師教學知識及信念、學生的學習成效、動機、態度等議題將有待後續研究做討論及分析。

總而言之，數學素養是適應現代社會生活每一個人都必須具備的，只是要脫離傳統教學的框

架，還需要政策的配合及教師的認同，本研究提供構成要素作為發展相關教學之依據，期盼

能提供具體執行方向作為未來政策及教學的參考，以達到培養適應社會變遷的公民之教育願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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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cy-Oriented Subject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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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help students’ adapt in a rapidly changing society, subject materials should incorporate 

learning components that feature knowledge, skills, thinking, and attitudes. Mathematics is 

commonly used in daily life, and it is vital for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xplaining economic 

phenomena. The term “mathematical literacy” is regarded as the main idea behind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Taiwan. However, studies have often explored the objective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mathematics curriculum rather than the design of subject materials for mathematical literacy. In this 

paper, based 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we propose that knowledge, application, disposition, and 

learning are the four components of mathematical literacy. Mathematical literacy-oriented subject 

materials can be designed based on a learning loop, which first translates real-life problems into 

mathematical problems and then uses the mathematical results to explain the context. This learning 

loop framework illustrates cognitiv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based on the genetic decomposition 

of APOS theory. The framework can be used to develop literacy-oriented mathematical subject 

materials with knowledge at the center, incorporating application, disposition, and learning and 

possessing implicit and explicit features. When designing teaching materials, some components can 

be excluded. The components of knowledge, application, disposition, and learning serve as the 

approach to teaching design rather than the sequence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 designers of 

subject materials should consider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learners’ 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mathematical concepts. Moreover, the skills of knowledge application, mathematical perspective, 

and lifelong learning should be included in subject materials. Herein, several examples of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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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ons for the design of subject materials are proposed, alongside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s. 

Keywords: APOS theory, components of literacy, design of subject materials, mathematical 

literacy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Gray Gamma 2.2)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3
  /CompressObjects /Off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tru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1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524288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tru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Preserve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15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40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15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40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76
    /HSamples [2 1 1 2] /VSamples [2 1 1 2]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15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tru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683964DA300C005000440046002800310032003000300064007000690029300D005D0020>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AddBleedMarks tru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true
      /AddPageInfo tru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8.503940
        8.503940
        8.503940
        8.50394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sRGB IEC61966-2.1)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ClipComplexRegions true
        /ConvertStrokesToOutlines false
        /ConvertTextToOutlines false
        /GradientResolution 400
        /LineArtTextResolution 1200
        /PresetName <FEFF005B9AD889E367905EA6005D>
        /PresetSelector /HighResolution
        /RasterVectorBalance 1
      >>
      /FormElements tru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arksOffset 0
      /MarksWeight 0.28346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ageMarksFile /JapaneseWithCircle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1200 12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