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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幽默理論 

 

壹、幽默的定義 

McGhee ＆ Goldstein （1983）在 Handbook of humor research 一書中並沒

有特別界定幽默，他們認為不可能找到一個被大家所一致接受的幽默定義。

Veatch (1998)則視幽默為一種知覺現象；Martin (2000) 認為幽默包含了認知、情

緒、行為、生理及社會的層面。劉佩雲（民 79）認為幽默具有兩個面向：一是

幽默欣賞能力，一是幽默創造的能力；陳學志（民 80）認為幽默與笑、有趣、

好玩、笑話、機智、荒繆、好笑、喜劇以及微笑等概念交互作用；邱發忠、陳學

志、卓淑玲（民 91）認為幽默可分為五個層面來加以定義：一、幽默是一組特

定的刺激，能引起笑、好玩的特質；二、幽默是一種經驗：幽默刺激被個體覺知

之後，能產生認知或情緒上的經驗；三、幽默是一種反應：幽默產生之後，能有

一些外在可觀察到的反應，如笑的次數或者是笑持續的時間；四、幽默可產生能

力：有幽默感的人對環境的觀察具敏感度，且能掌握幽默創造的關鍵技巧，而依

情境的變化創造出好笑的幽默事件、刺激；五、幽默包含一種理解能力，能夠認

知幽默刺激材料，產生好笑的感覺。 

綜合以上所述幽默是一組特定的刺激引發個體認知和情緒上的經驗，讓個體

產生笑或是其他愉快的反應。本研究的幽默即是指能引發學生笑的反應和產生幽

默理解與創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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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幽默概念的整合性分析（引自陳學志,民 92） 

貳、幽默的理論 

根據過去一般對幽默的探討，大致可以將幽默的探討分成生理層面、動機層

面及認知層面，以下簡要說明各種幽默理論。 

一、生理層面 

（一）過剩能量釋放理論 

「過剩能量釋放理論」是Koestler、Freud與Spencer等人所主張，當個體遇到

幽默刺激的失諧狀態時，會產生生理的激動（引自陳學志,民80）。Wilson (1979) 

認為幽默刺激之所以能引發生理的激動，可能是由於生物體多半認為外在環境的

刺激是有害的，所以生物體會發展出一套機制，以因應外在失諧的情境，藉此免

除不必用的危險。此種機制近似一種反射動作，即使個體面對的是無害的幽默刺

激，亦會引起生理的亢奮，雖然個體後來能覺察到這是無害的，但生理上所喚起

的亢奮反而成為一個負擔，必需儘快加以消除，以回復到正常的生理水準，而此

時「笑」的行為，正可以達到釋放過剩能量的目的，使人的生理激發程度回到自

然的水平，這就是所謂的「過剩能量釋放理論」（引自吳靜宜,民93）。 

（二）激動觸發—激動回復理論 

「激動觸發—激動回復理論」是指當幽默的失諧部分出現，會提升個體的

激動狀態，從疑惑的狀態，到失諧狀態被理解，使個體產生快樂的情緒。Berlyne

（1972）認為快樂感受和喚起的改變是息息相關的，當幽默刺激增加時，而激發

的狀態也上升，激發愈高則快樂程度也愈增加。但當激發超過某一點時，則快樂

幽默產生能力 

幽默態度 

幽默刺激 

幽默應用能力 

幽默理解能力 

幽默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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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會逐漸減小；所以，極端高的喚起是會引起反作用的。Berlyne 指出當喚起

增加時，在初期是對「酬賞系統」(reward system)的激發，而有快樂的感覺。當

持續增加喚起，另一個「倒轉系統」（aversion system）也被激發，因而抑制了

「酬賞系統」，則快樂程度便會減小。此時若有任何事物減小激發狀態，則會引

起快樂，如：幽默語句的關鍵句子（punch line）便能減小激發狀態，而引起快

樂的感覺。 

Berlyne主張用兩個喚起機制(arousal mechanisms)來說明「酬賞系統」和「倒

轉系統」影響幽默愉快經驗的現象。其一為激動機制（arousal-boost），另一為

激動回復（arousal-jag），依前者激動機制（arousal boost）的觀點，當幽默的失

諧部份出現時，如使個體的激動狀態上升至中等程度，此時，「倒轉系統」並未

抑制「酬賞系統」的效果，所以，並不需要突然的降低激動，產生快樂的感覺。 

（三）心理逆轉理論 

Apter & Smith認為生理激發的程度與快樂狀態的關係主要是根據個人的後

設動機狀態(metamotivational state)而定，後設動機狀態又可分為：telic和paratelic

二種狀態，在telic狀態下，個人是目標導向的、嚴肅的，生理上的高度激動會被

認為是干擾目標的達成，因而產生不愉悅的感覺；相反地在paratelic狀態下，個

人會以自在遊戲的態專注於目前的活動，所以生理上的高度激動會被經驗為一種

興奮及愉快。人們在一般正常狀態下是處於telic狀態，因此幽默刺激中的失諧處

所引發的激動狀態會使人感受到不舒服，不過經由幽默刺激中的「遊戲氣氛」(誇

張、不合理的組合)，而使人知道「這不是正式的，只不過是個遊戲罷了！」，

於是就使人由telic狀態轉換成paratelic狀態，而將原本不悅的激動狀態知覺為快

樂的情緒（引自吳靜宜,民93）。Sveback與Apter（1987）以實驗的研究證實了心

理逆轉論，他們根據日常生活型態將受試者分為高嚴肅、認真(telic特質)和低嚴

肅特質（palatelic特質）的人。實驗中要求受試者去看十二分鐘的喜劇，結果顯

示出palatelic特質的人在觀看喜劇情境中，依然是palatelic state在運作。但是，嚴

肅、telic特質的人，卻由telic state轉換到paralic state。所以，縱然在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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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苟言笑的人，但在看喜劇時，亦可開懷大笑，從嚴肅的telic狀態轉換到paralic 的

狀態，以輕鬆的方式面對生活的壓力。（林小麗,民93） 

二、動機層面 

（一）心理分析理論 

Freud 認為一般笑話的內容大多隱藏著嘲諷人們的無知、社會不合理的制

度，或是對性的諷刺，幽默提供一個良性的本我衝動發洩管道，使人們的本能衝

動有一個健康合法的釋放管道，因此幽默被認為是一種防衛機制，能幫助個體在

面對痛苦的情境時不被打倒，幽默是超我(superego)安撫焦慮中的自我(ego)的一

種方式，藉由超我引導自我去取笑這些外在痛苦的事物，所以笑對於心理健康有

相當大的幫助（引自陳學志，民80）。因此，幽默可以幫助個體在面對困境時，

提供另一個管道，而使個體不致沉陷在負向情緒中（吳靜宜,民93）。 

（二）優越理論 

「優越理論」又稱為「貶抑理論」(disparagement theory)是歷史最久遠的幽

默理論。最早可推溯到Plato時代，Plato認為「發現他人的痛苦與不幸會使人感

到幽默，因此幽默者往往透過較好的洞察力，對貪婪、酗酒或濫用權力者等人的

無知、虛榮或偽善表示輕蔑與貶抑。」Aristotle則認為「幽默來自對於弱點或醜

陋的反應。就此理論的觀點認為，幽默是指輕視他人的出糗或愚蠢所產生的優越

感(引自Martin,1998)。直至十七世紀，Hobbes正式提出優越理論的觀點來解釋幽

默現象，他認為笑不過是當人們和以前的自己做比較或發現別人的缺點時，突然

感到自己非常傑出所引起的「意外的榮耀」(引自陳學志，民80)。Zillman （1983） 

提出「幽默的錯誤歸因理論（misattribution theory of humor）」，他認為人們對

於自己敵對的個人或是團體的失敗、出糗，會產生正向的情緒，但是這樣興災樂

禍的行為並不被社會所接受，因此透過幽默的方式則可以將敵人貶抑或嘲笑，讓

個體的攻擊驅力可以釋放，以顯示自己的優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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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認知層面 

（一）失諧理論 

「失諧理論」主張，訊息中的衝突、對立、失諧或不一致會引發幽默。Koestler

進一步指出，將二類原本不相關的想法置於同一訊息中力就會產生幽默。例如雙

關語之所以有趣，就是因為它把二類不同的語意訊息放在一起所造成的(引自

Martin,1998)；Nerhardt (1970) 進行「重量差異實驗」，發現重量與原先預期相

差愈多時，愈能產生「笑」的行為，也就是說在安全沒有威脅的環境下，當內在

表徵的衝突與矛盾愈嚴重，則會產生愈多的笑。Keith-Spiegel (1972) 認為失諧的

幽默理論主要是基於不相連（disjointed）或不適當（ill-suited）的觀念及情境，

形成期待和實際發生的衝突而引發笑的行為。 

（二）失諧解困理論 

Suls (1972) 認為「失諧」是產生幽默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必須運用自己

既有的知識解決失諧狀態，才會產生幽默的感覺。也就是說個體遇到某一個幽默

刺激時，會根據此刺激線索活化其相關基模，使得個體預測可能結果，如果不如

預期而導致無法順利解困，就無法理解該幽默刺激，並產生困惑迷惘的感覺，於

是又將尋找新基模或新概念來理解這個幽默刺激，如果新解讀能理解則幽默感於

是產生。所以Suls認為幽默感的產生可分為以下二階段：一為辨識差異階段，即

個體發現新訊息與原先不一致的情形；二為解除差異階段，即理解新舊訊息不一

致的情形。然而Suls的觀點只能用以解釋個體事先預期要接受幽默刺激進行理解

的情形，對於突發、無預期狀態下的幽默刺激則很難用此理論加以解釋。這個過

程就類似「問題解決」的歷程，先經歷「失諧」，再找尋有效的方法去「解困」，

因此稱為「失諧－解困」理論。 

（三）失諧解困的反向合意模式 

陳學志(民80)對於「失諧」的內在機制及「解困」的內在運作歷程作進一步

研究，提出幽默理解的反向合意模式。他主張幽默理解的歷程必需經過「衍生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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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命題」、「失諧」、「逆溯推論」及「否定隱含命題」四大階段。反向合意模

式認為，當人們閱讀幽默文章或笑話的「營造敘述」時，會激起相關的「優勢基

模」，再由優勢基模衛生出「隱含命題」並且對於結局進行某種預期，當笑話的

「關鍵語句」違反這種預期，個體就會使用「關鍵語句」或「營造敘述」中的相

關語句線索來作逆溯推論，最後尋求出一個與優勢基模和諧的「逆溯命題」，而

「逆溯命題」與「隱含命題」不一致的強度與好笑的感覺有關，因此產生不同程

度好笑的感覺。反向合意模式最獨特的主張，在於「解困」階段的精闢說明，也

就是「對於人們幽默理解的分析」：在「解困」階段，雖然人們從根據「關鍵語

句」所推論的「逆溯命題」和原來自己從優勢基模衍生的「隱含命題」不一致甚

至相反（此即「反向」的意義），但是這種「逆溯命題」與「優勢基模」則是和

諧一致的（此即「合意」的意義），因此，陳學志引用宋朝蘇軾「反向合意之謂

趣」的名言，替這個幽默理解的模式取了一個很經典的名稱（引自孫曉如,民91）。 

綜合以上所述，從生理、心理和認知三方面探討幽默理論，發現將幽默融入

教學可以協助學生在失諧的狀態時，釋放過剩能量，解除失諧狀態，使心情產生

愉快的感覺，當學生聽到和數學相關笑話時，產生失諧的狀態，經過解困，在課

堂上產生愉快的感受，進而幫助學習。將幽默融入教學也可以幫助學生面對數學

的焦慮，提供另一種管道面對困境，使學生不會沉浸在焦慮中，影響學習。幽默

融入教學也讓學生產生一種優越感，面對教師的權威，提供正當的管道給予學生

回應的機會，進而從畏懼的情緒到正向的情緒。由此可見，幽默理論提供教學許

多正向的益處。 



17 

 

參、幽默感的發展 

   Cornett （1986） 每一個個體的幽默發展情況是隨著成熟而改變。一般

學者認為幽默感是伴隨著智力和情緒發展而來，個人的人格特質、文化、教

育經驗、智力以及性別也都會影響幽默發展的結果，因此個體的幽默感發展

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包括個體的先天發展和後天的培養（引自鄭聖敏,民

90；高月好,民 93）。以下說明不同學者提出個體幽默感發展的順序： 

一、Hill（1988）將幽默感的發展分成五個階段： 

表 2-1-1  Hill幽默感的發展階段 

幽默感發展名稱 幽默行為與反應 

幼兒的幽默發展 這一個階段偏重在幼兒笑的發展過程，透過遊戲

（例如：peek-a-boo game 突然出現又消失的遊

戲）和聲音引起幼兒的笑，讓幼兒透過笑來表達

愉快的情緒。 

學齡前的幽默發展 這一個階段的幽默透過想像而展現，這個階段的

幼兒喜歡將東西取綽號，模仿動物的叫聲，在遊

戲中模仿成人的動作，透過想像假扮父母的角

色，喜歡對自己唱歌、說話、被人追趕而不覺得

疲累。 

這一個階段的幼兒有一種「殘酷的幽默」，不懂

得同情他人，因為他們無法抑制嘲笑他人，無法

了解所說的話對他人產生的影響，所以這個時期

的幽默是很現實和殘酷的。 

 



18 

表 2-1-1 （續） 

小學生的幽默發展 這個時期的小學生喜歡團體活動，經常透過一些

遊戲，尤其是整人的遊戲，例如：從背後嚇人或

是掀女生裙子，享受其中的歡樂； 

他們也喜歡視覺型的幽默，例如：低俗的鬧劇或

是一些成人的愚笨動作，這些動作本身很好笑以

外，也提供他們一個嘲笑權威者的機會。 

另外，謎語在 7至 11歲的小學生中流行，透過謎

語的遊戲可以顯示出自己比同儕更聰明。 

中學生的幽默發展 當學生越成熟，他們的幽默感越有成人的特質，

同時隨著他們所了解的字彙和知識越多，以及豐

富的生活經驗，他們越來越能了解複雜的笑話。 

這個時期的國中生正面臨青春期的生理變化憂

慮，高中生則面臨課業和害怕失敗的憂慮，透過

說笑話和聽笑話可以紓解他們的憂慮。 

大學生的幽默發展 大學生的幽默發展則是因年齡和環境而有不

同，這一個階段的大學生面臨多采多姿的生活，

他們所關心的問題包括選課、社團、愛情、職業，

他們的幽默感日趨成熟，主要是因應對生活的害

怕和危機。 

 

二、Cornett,1986；Shade,1996依據年齡列出幽默感的發展順序： 

邱連煌（民 91）指出嬰兒從哇哇落地開始，就具有笑的本能，與環境中

的人事物接觸，逐漸對外在刺激產生有意識的幽默，隨著時間的增加，在認

知、情緒和幽默理解方面也相對地提昇。幽默感的發展除了外在環境之外，

年齡也是原因之一。通常嬰幼兒受到語言能力的限制，對於幽默的偏好以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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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型和聽覺型的幽默題材為主，比較不會受到語言發展的限制，直到求學階

段，包括小學和中學階段，幽默刺激逐漸轉移到語言的層次部分。以下依據

年齡列出幽默感的發展和行為反應： 

表 2-1-2  Cornett ＆ Shade 幽默感的發展順序 

年齡 幽默行為反應 

出生第 1週 熟睡中微笑 

2個月 見到人的臉孔或形象，會裂口而笑。 

4個月 呵癢時會出聲而笑；逗弄，玩躲貓貓遊戲，玩大

而多彩的玩具時，都會出聲而笑。 

2至 4歲 對不和諧的事物如物體變形、字語變音變意，覺

得好笑；對荒謬詼諧的言詞，也覺得有趣；自己

的錯誤，逗趣之類的玩笑，也是笑樂的來源。 

4至 6歲 會笑下列事物或舉動：鬧劇、小丑逗趣、身體功

能與怪聲響、錯叫人或物、禁忌的語詞、無稽的

押韻字句等。喜歡簡單的謎語。其欣賞幽默的程

度，已至開始自行編造笑話或謎語。對於驚訝和

誇張，也感到好笑。 

7至 8歲 語言能力已發展到能聽出話中有話，及其隱含的

模糊意義；常會故意裝傻，照字反應，例如叫他

滾，他會就地一滾。戲弄別人，甚為普遍；認為

別人的窘境或苦況，可笑又有趣。聽來的笑話，

一再重複，樂此不疲。喜歡動物像人一樣行動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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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續） 

9至 12歲 笑話、謎語、雙關語、及其他形式的語言遊戲，

很受歡迎；任何脫離常軌之事物，都會覺得好玩

好笑，例如把禁忌的字眼或題材用於謎語或笑話

中。由於語言能力的進步，導致提升語文幽默與

語言戲弄的適用程度。開始接受自我嘲諷的話

語，化尷尬為幽默，藉以解嘲，與人一起笑自己。 

13歲以上 開始思考一件事情「為什麼」是幽默。運用高深

的語文機智，諸如詼諧語、戲謔語、調侃語、雙

關語、俏皮話、嘲諷話，以及有關社會、政治的

譏刺等等，也會用自嘲語幽默的言語，保全面子。 

 

綜合以上幽默感的發展，本研究的實驗對象是國中一年級學生，年齡

大約在 12~14歲之間，在幽默感的發展上屬於 9至 12歲及 13歲以上，這

個階段的學生喜歡笑話、謎語、雙關語等形式的語言遊戲，因此本研究的

幽默融入方式以適合國一階段學生的幽默發展為主，在數學教學中加入數

學謎語、數學笑話、雙關語… 等幽默策略，以符合實驗對象的幽默感發展

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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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幽默教學 

 

壹、幽默教學的價值與益處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ondary School Principals（簡稱NASSP）在1996 年

曾經調查中學生認為一個好教師應該具備哪些特質，結果名列前三位的特質分別

是「具有幽默感」、「解釋清楚明白」及「具專業科目學識」。國內外教師效能

相關研究也都發現幽默感是一位好教師應該具備的條件（邱連煌,民91；鄭聖敏,

民90；林碧真，民88；蘇萍，民82；Aksoy, 1998；Mack & Jackson, 1993）。在

課堂中或是任何情境應用幽默，例如穿插笑話及生活趣聞，甚至與課程相關的故

事或名人趣聞，不但能使原本枯燥的課程內容變得生動活潑，使學生振奮精神，

降低焦慮，並能提高學習動力，讓學生在安全愉快的氣氛下學習，教師更能掌握

學生的心，使學生充分發揮潛能，受到學生的愛戴；除此之外，具幽默感的教師

在課堂上遇到尷尬的情境，也可以自我解嘲，釋放教學的壓力和多變的學生行為

問題，進而保持愉快教學的心境（Yoels ＆ Clair,1995），以下列出幽默教學的

益處與影響力： 

一、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 

從學生的觀點而言，幽默教師比較受歡迎，因為幽默教師上課氣氛幽默風

趣，輕鬆自在，可以開玩笑或是開自己玩笑，這樣的課堂學生自然發自內心喜歡

（王淑俐,民87）。若於課程開始，先來個幽默的故事、笑話、或謎語，便能抓住

學生的注意力，專心上課。隨後，藉著偶爾穿插幽默故事或笑話，保持高昂的學

習興趣。老師若具備幽默感，師生之間在無形之中拉近許多，Wanzer 與Frymier

（1999）指出幽默導向的教師，可以增加學生學習的知覺。Powell 與Andresen

（1985）提出幽默的最大益處在於拉近學生與教師間的隔閡，師生在教學的環境

中常常一同歡笑，會使教室瀰漫著輕鬆融洽的氣氛，成為理想的學習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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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幫助學習 

    幽默通常被視為發展一個正向學習環境（ posi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的教

學技巧（Ferguson & Campinha,1989; Hill, 1988; Schwarz, 1989; Warnock, 1989; 

Walter, 1990）。幽默可以提升學生對課程內容的理解及對教師的評價（Johnson, 

1991）。幽默也能提高學生的注意力及動機等（Wandersee, 1982），根據Hauck

與Thomas （1972） 觀察小學兒童在回憶作業（配對作業）表現上，發現幽默

配對的回憶成功量上是優於非幽默配對的狀況，所以，幽默是可以幫助記憶的。

以幽默為研究題材的專家們，多數同意幽默的教學方式，能促進學生們對教材的

記憶，最有效的措施，是在講課的過程中，加入和教材相關的笑話或謎語，當作

是課程內容的補充，但不能完全替代重覆練習的教學策略。幽默的聯想確實能加

深記憶，但是若是與課程無關，不但於事無補，反而影響學習。 

 
三、提升創造能力 

Cornett （1986） 認為幽默能給人新奇的感覺。具創造力的兒童能成功掌

握一些不協調的關係以引起幽默，而具創造力的人則會以幽默的觀點來看事情，

因此幽默可以增加一個人的創造能力。許多研究者發現創造力和幽默感成正相關

（Ziv,1976；劉佩雲,民 79），從觀察 Torrance創造力測驗的答案可知，許多原創

性的答案本身就很幽默（孫聖和,民 89）。Cornett認為當聽到一個謎語之後，人

們開始思考可能的答案（預測），從一些答案中選擇一個最合適（做決定），並努

將答案記住（回憶），這整個思考過程包括問題解決、預測、做決定、想像能力

等，這些都是培養創造力的過程，因此，幽默若適時融入於教學中，能提升學生

的創造能力。 

由上述幽默的功能與益處中，可以發現教師的幽默是促進班級正向學習氣氛

的關鍵因素，因為運用幽默的教學除了提升學生學習的效果，也提高創造力和注

意力，增加許多教學的附加價值。儘管如此，幽默教學也不可以在課堂上過度使

用，因為教師並不是演藝人員，一味的搞笑也會帶給學生反感，如何將幽默的功

能發揮至教學中，重要的原則是幽默融入的教材必須和課程主題相關，如此才能



23 

將幽默的益處發揮得淋漓盡致，也使教師樂在教學中，增添學生對教師的喜愛與

專業能力的敬佩。透過文獻的探討，本研究所使用的幽默題材需與課程緊密結

合，以達到幽默教學最大的益處。 

貳、幽默教學的原則與技巧 

Csikszentmihalyi 與 McCormack（1995）指出只有當學生開始喜歡學習時，

教育才算真正地開始。因此，在課堂裡可使用的幽默有許多形式，包括講授時可

使用的，如笑話、謎語、雙關語、有趣故事和幽默評論等（Bryant, Comisky, & 

Zillmann, 1979），或 Berk 及 Nanda（1998）提出的幽默課程大綱、諷刺文、課

堂上自動發生的幽默、課堂上的幽默範例、幽默問題、幽默型式的複習考試及幽

默的考試內容等皆可以使用在課堂教學裡來幫助知識的獲得及理解。幽默固然具

備提昇學習、降低焦慮、釋放壓力，營造人性、歡樂的學習氣氛的可能，但是由

於部份幽默具有諷刺及挑釁的意味，若使用不當，對學生的學習將會造成反效

果。因此若教師故意或不慎使用學生無法接受的幽默，不僅無法達成其想要的目

的，反而讓師生關係產生裂痕，或對學生造成傷害。 

邱連煌指出（民 91）老師的主要任務是教學，並不是搞笑，但是在適當的

時機，加入幽默的題材，可以使課堂變得更活潑，充滿笑聲，學生的學習更輕鬆

愉快，但是在進行幽默教學時宜注意以下的原則：1.抱持幽默的態度；2.自我解

嘲；3.故意犯錯；4.幽默難易度適中；5.了解學生；6.提高警覺。 

教學上適時運用幽默，雖然擁有許多優點，但是不可以隨意使用，否則會造

成反效果，以下是避免教失誤用幽默教學的原則：1.不要揶揄學生；2.不要使用

與課程內容不相關的幽默；3.避開含有敵意的幽默；4.避免文化上禁忌的主題；

5.不要使用幽默淡化嚴肅的事情；6.不要使用幽默處理嚴重的行為問題。 

教師若是要在教學中融入幽默的教學技巧，首先教師本身需要具備幽默感，

如此學生才能在身教中體會幽默，進而理解幽默，培養幽默感。研究者整理Hill 

（1988）提出教師可以培養幽默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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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意週遭的幽默 

培養幽默感的第一步是留心生活中的幽默題材，以不同的角度看待生活中

的事物，而且要了解目前在流行什麼？透過報紙或電視節目的幽默，可以讓我們

了解大環境的幽默，也可以透過漫畫、書籍、雜誌來練習我們的幽默感。  

 
二、成立自己的幽默資料庫 

幽默資料庫可以包括書籍、報章雜誌、影片、圖片。多閱讀笑話書籍，是

開始認識專業幽默的第一步；戲劇技巧和公開演說等書籍，可以讓我們觀察他人

說笑話的技巧。另一方面，在教學情境將有趣的事情予以紀錄，嘗試了解學生為

什麼笑；當笑話失敗時，也嘗試分析原因，並計劃下一次可以如何改進。另外也

要紀錄學生彼此相處或與其他老師發生的有趣事情，以了解學生喜歡的模式。 

 
三、練習說笑話 

笑話中有一些關鍵字需要選擇和組合，因此要經由練習來不斷修正笑話，

使笑話變得更幽默，氣氛更有趣。 

 
四、笑話要簡短 

簡潔的笑話才有影響力，太長的笑話會使學生在關鍵字上想太久，而覺得

無趣，時間過長也會讓學生失去興趣。 

 
五、試著寫下自己的笑話 

專業的笑話作家指出，事實上沒有新的笑話產生，而只有將過去的笑話改

寫。寫下自己笑話最好的方法，是改寫他人的笑話以符合自己的情境。另外在寫

笑話時也要考慮聽眾的年齡、背景。 

 
六、了解團體的特質 

每一個班級有不同的特質，這一班學生認為有趣，另一班學生也許覺得無

聊，老師要分辨不同班級喜好的幽默，以建立班級的特質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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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多變化 

幽默應是出奇不意的，教師應嘗試各種不同的形式，而不要只靠一招半式，

走遍天下。練習各種的形式的幽默，也可提升我們講笑話的技巧。 

八、使故事或笑話生活化 

以自己或學生作為故事中的角色，加上動作，會使故事更為生動，以吸引

學生注意。開自己玩笑，並不影響學生對老師的尊敬，反而會改善師生之間的關

係，並引導學生如何以此面對生活。 

九、配合學生的程度 

依學生的幽默發展模式，選擇適合年齡的幽默方式，太簡單、太複雜都達

不到效果。 

 
十、適當說明 

教師要知道如何解釋，何時不需要解釋。如果有學生聽不懂，則當學生沒

有反應時，可稍作關鍵字的說明；但如果是學生不覺得有趣，就讓它過去，不必

再多說了。 

研究者自從接觸幽默後，時常蒐集相關幽默素材，並建立資料庫，也嘗試說

笑話給週遭的同事和朋友以及學生聽，在日常生活中不斷練習幽默，培養自己的

幽默感。因此，對於幽默融入的教學方式，已經過練習，可以自然將幽默融入教

學中。有關幽默融入數學教學的題材，不斷在蒐集，並與幽默專家與數學教師經

過對話，融入的題材一定要和數學相關，而不是一味的講笑話而已。透過文獻了

解幽默教學的技巧必須和團體特質搭配，本研究的實驗組班級特質不同，因此，

研究者在融入教學前需先了解班級的特質，再運用適合的方式將幽默融入教學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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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幽默教學的相關研究 

從文獻中發現，對於幽默與應用於教學領域的研究仍在起步中，雖然有學者

逐漸重視幽默訓練的重要性與可行性，但是，將幽默運用在教學上顯然需要再多

研究（高月好,民 93）。以下整理與幽默教學相關的研究： 

 
一、幽默與課程學習 

幽默在課程上的使用，幽默材料與授課內容必須是相關的（Hillman, 1995; 

Robbins, 1994; Zillman & Bryant, 1983; Ziv, 1988 ）；不相關的幽默可能對教學有

負面的效果，因為不相關的幽默可能會分散學生對課程內容的注意力。 

根據 Hauck 與 Thomas （1972） 以實驗研究的方式，提供小學生幽默與非

幽默的配對材料，結果發現，在「偶然學習」（incidental learning）的學習情境之

下，在幽默配對的回憶成功比例明顯優於非幽默配對，所以幽默是可以幫助記憶

的。其原因是受試者對幽默訊息產生複誦的作用，笑話及奇聞（anecdotes）可提

供學生回憶的記憶胍絡（context）而對學習有增益性。 

Kaplan and Pascoe (1977) 的研究主要探討幽默對於學習成效是否具有影

響，讓受試者欣賞具有幽默和非幽默內容的教學錄影帶後，發現立即測驗的分數

部分，是否介入幽默刺激對學習效果並無影響；但是，在延宕測驗中，介入幽默

刺激比不介入幽默刺激產生較高的回憶分數，換句話說，知識保留的效果比較

好。此外，在 Powell 與 Andresen（1985）及 Ziv（1988）等人的研究也都發現

加入幽默對知識保留是有相當助益的。 

Wakshlag, Day, and Zillmann （1981） 的研究發現，在美國一年級及二年級

學生，在自由轉台與沒有老師監督之下，觀賞穿插幽默成分的公共電視節目的時

間多於沒有穿插幽默成分的教學節目，而且穿插時間以分散方式比密集穿插方式

更佳。因此，運用在教學上，幽默適合以分散的方式穿插於教學之中。 

 
二、幽默與令人畏懼的課程 

幽默與教學中有趣的課題是，幽默與令人畏懼課程（ dread courses）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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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令人畏懼的課程是指令學生可能因缺乏信心、知覺內容困難及先前的負面經

驗而逃避的課程。Mallard (1999) 發現幽默是降低緊張情境的有力策略（powerful 

strategy），幽默的範例、測驗內容、指導語可以降低智性作業要求的焦慮

（McMorris, Urbach, & Connor, 1985）。因此，有研究者嘗試使用幽默在敏感性課

程內容，如在令人畏懼的課程（Kher, et al., 1999），結果皆發現幽默是可以有效

提升學習效果。例如在統計學這種令人畏懼的課程裡，可以降低學生的困難知

覺、先前的負面經驗及信心的缺乏，也能降低學生對課程內容的厭倦（Parrott, 

1994）。幽默可改善學生對令人擔憂、困難課程的接受度，而最後對測驗的表現

有正面的影響（Bryant, Comisky, Crane, & Zillmann,1980）。 

 
三、幽默與學科興趣 

如果學生對某一科目持正面態度，則學生對該科目的興趣愈高（Krathwohl, 

Bloom, & Bertarm, 1964）。Baldwin （1985） 指出許多有關題目的趣味性及閱讀

理解能力的相關研究上，都得到一共通的結論，那就是當小孩子對閱讀的文章較

感興趣時，他們所表現的理解能力較佳。Hidi (1990) 認為我們如何選擇並處理

特定型式的訊息，興趣本身是決定因子。而個人的興趣及事物本身的趣味性，對

於認知的功能及學習的幫助有重大的影響。Weaver及 Cotrell （1987）以問卷調

查學生對什麼因子是教室裡引發學習的因子，結果發現前三名為：有趣的科目、

教師與學生的互動及幽默感。但實際上，幽默對於教師與學生互動及課程的有趣

性是有提升效果的。 

Amibile、Hill、Hennessey及 Tighe (1994) 認為內在動機是個體好奇、興趣、

滿足，及對工作的自我挑戰。一般而言，有趣的事物可以引發個體的內在動機，

而內在動機的引發對學生學業成就表現有相當大的益處。內在動機是最有力量的

動機型式（Deci & Ryan, 1987）。與其它動機比較起來，內在動機對提升表現水

準、概念獲得、創造思考、記憶、正向情感、未來對作業的投入承諾、較佳的生

理及心理健康是相關較大的（Deci & Ryan, 1992）。因此，學生對於學習科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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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對學習有相當大的助益。 

Powell及 Andresen （1985） 認為幽默可以引發學生對幽默的正向態度。

而 Robinson (1977) 認為幽默可以引發興趣及增強學習動機。Dodge 、 Rossett 

(1982)使用幽默的教學方法於課堂上，發現幽默可以引發學習者的興趣。

Wakshlag 、Day 及 Zillmann(1981) 研究指出，受試在能自由轉台的狀況下，觀

看包含幽默埸景的教學影片時間，多於沒有包含幽默埸景的時間。由以上研究可

以看出幽默可以引發與趣，對教學將有助益作用。 

 

四、幽默教學與創造力之相關研究 

陳學志（民 92）認為，幽默可以提升創造力，幽默之所以能夠提昇創造力，

在於幽默能提供一種放鬆、安全、可冒險的遊戲氣氛，幽默之所以能促進創造力，

從認知、動機和情意三方面來加以說明： 

（一）認知：Morris （1989） 主張「認知的調整模式」（cognitive tuning 

madel），他認為個體能夠對外在環境加以評估，如果心情處於負向情緒狀態，代

表外界是危險或是本身資源不足，因此必須採取保守、嚴謹的訊息處理策略；想

反地，如果個體本身處於正向情緒狀態，代表環境是安全的，個體會對環境採取

冒險的訊息處理策略，因此思考也比較具有創意和新奇出現。因此，幽默產生的

正向情緒狀態將有助於引發創意的表現。 

幽默的理解及製造認知歷程能激勵創造，不論是早期的「失諧－解困理論」

（incongruent-resolution theory; Suls, 1972, 1977），Wyer 與 Collins（1992）之「理

解－推敲理論」（comprehension - elaboration theory）以及陳學志（民 80）及陳

學志、鄭昭明、卓淑玲（民 90）之「反向－合意」理論均指出，幽默的引發歷

程包括：呈現一個與個體當前所固著之基模不合諧的刺激，來引發個體失諧（出

乎意料）的困境，而這個困境又逼迫個體跳脫當前固著的基模，使用全新或全然

相反的角度重新詮釋即有的情境，從而解決此一困境。在幽默的創造與理解過程

中，所使用的「出乎預期」、「跳脫固著的優勢基模」、「重新轉換舊有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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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歷程幾乎就是產生創意的重要技巧。由於幽默產出或創作的歷程必需清楚掌握

人們思考固著的所在，所以幽默的訓練會使人更容易掌握自己思考的盲點，進而

產生對自己慣用框架的敏感與覺察。這對創造力而言，均有其正面的作用。 

（二）動機：Amabile、Hill、Hennessey 及Tighe（1994）認為內在動機是

個體好奇、興趣、滿足，及對工作的自我挑戰。一般而言，有趣的事物可以引發

個體的內在動機，而內在動機的引發對學生學業成就表現有相當大的益處。

Amabile（1983）發現，比起只為了討好教師而寫詩的學生，那些自己本身就喜

歡寫詩且能從中獲得樂趣的學生，寫出來的詩會比較有創意。此外，Hill（1991）

也發現，在寫作時愈快樂的學生，其創意的水準也就愈高。顯然的，個體在創作

過程中若能感受到自發性的快樂與喜悅，將形成有力的內在動機，驅使個體努力

的創作。 

依據 Spencer （1860） 和 Freud （1905） 「過度能量釋放理論」（excess energy 

theory of humor）的說法，幽默提供人們釋放日積月累的壓力管道，幽默能夠幫

助高焦慮的學生降低焦慮水準，有助於學生學習與創造能力的表現。因此適當的

幽默具有提昇理解、吸引學生注意力、創造學生對學習的正向態度與降低焦慮的

作用。 

（三）情意：陳學志認為，幽默可以營造一種「玩樂」的氣氛。如果教室的

學習氣氛是安全、輕鬆愉快的，學生理解失敗是被允許的、表達是被鼓勵和接納

的，也就是在幽默刺激中，一些「無害的幽默線索」隱藏或轉移人們內在的道德

壓力，因此行為是被接納和允許的。Frorn （1968） 認為下列情意方面的因素

可以助長創造力：1.提供充實而富變化的刺激環境；2.提供適性的教材教法；3.

提供友善而無威脅的環境和資訊；4.減少不安的氣氛；5.滿足學生的嗜好。 

Chamber （1973） 認為助長兒童創造力的教師特質有妥善準備、隨機應變、

容多納異、啟發智性活動、熱忱、敬業和多給學生鼓勵少責罵。Guenter （1985） 

認為教師是學生創造力的促使者，所以教師可以從各種途徑來激發學生的創造

力，除了營造開放和諧的班級氣氛、安排創造性的環境外，還要引發學生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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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教導學生如何放鬆心情，解凍固著想法，進而能採取各種途徑來探索知識

來源，經由驗證、發展、應用，協助學生創造性地運用知識，成為一個具有創造

力的人。 

J.P.Guilford認為創造力具有五種認知能力，即敏覺力、流暢力、變通力、獨

創力、精進力。以下就針對這五種認知能力加以說明，並例舉在教學之中培養學

生創造力的方法：  

1.敏覺力： 

（1）意義：一種察言觀色的能耐，敏於覺察事物，能發現漏洞、需求，及

不尋常的地方。 

（2）教學方式：在教學時提供學生一些簡短說明性的資料，在短時間內提

出問題；教師能設計適宜的教學活動，即是將敏覺力發揮於教學的具體表現。 

2.流暢力： 

（1）意義：意念泉湧、思緒流暢，能提出很多構想和想法的能力。 

（2）教學方式：教師可以在進行教學時，一下子列舉出許多例子，幫助學

生了解所要學習的新事物，即是將流暢力發揮於教學的具體表現。教師可以

在教學時提問：「請在三分鐘內，說出五種以上生活中可以看到的立體圖

形。」，透過引導可以培養學生的流暢力。 

3.變通力： 

（1）意義：一種觸類旁通或者隨機應變的能力。 

（2）教學方式：教師能善用替代性的教學資源，達到相同的教學效果，是

將變通力發揮於教學的具體展現。教師可以在教學時提問：「畫直線除了可

以用直尺以外，還可以想到用什麼方法來畫直線？」，此即培養學生變通力

的教學方法。 

4.獨創力： 

（1）意義：一種想法與眾不同的能力。 

（2）教學方式：教師採用新的教學策略，使學生學習更好，就是將獨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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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於教學之中。教師可以問學生問題，並鼓勵與眾不同的答案，即是培養

學生的獨創力。 

5.精進力： 

（1）意義：精益求精，更進一步的能力。能在原來的概念上加上一些新的

想法，使原來的東西更完備。 

（2）教學方式：教師的教學步驟更清楚、明確、精緻，使教學品質提昇就

是發揮精進力的表現。教師可以描繪一個圖形。在黑板上，讓學生回答圖形

的特徵，引導學生更明確的回答圖形的特徵，例如：「三角形」是一個基本

概念，如果黑板上是一個「等腰直角三角形」，等腰和直角是增加上去的細

節，讓學生能明確說出，即可以培養學生的精進力。 

教師在教學之中，可以透過適當的問答，提昇學生創造力的表現，也可以透

過創意教學的策略，建構和諧的環境，營造安全的班級氣氛，鼓勵學生多元的發

展，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進而提升幽默與創造的能力，型塑一套新的數學教學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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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數學學習領域與幽默教學 

 

壹、數學學習領域 

符號在數學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能多了解設計符號的訣竅，對教與學都

有很大的益處（Skemp,1987/1995），數學學習包含符號的理解與運用，學生對於

記憶與理解數學符號產生困難，採用創造性的學習方式，讓學生在自己心中建立

新的符號意義，這樣的創造過程，學生學習數學的情緒會比較正向，相對地對數

學的焦慮也會降低。Skemp表示，焦慮會提高理解的困難度，如果老師在課堂上

說了一個數學名詞，聽不懂的學生若是產生焦慮，越不能鼓起勇氣去理解，越不

理解就越焦慮，長期下來，數學課就變成是引發焦慮的表徵，因此許多證據顯示

焦慮在某些情況下確實有害數學思考。數學焦慮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效，學習數學

的信心以及學習動機有非常大的影響，因此教師必須整合更多有效的教學策略，

減低數學焦慮的影響。 

Skemp更進一步提出降低學生焦慮的做法：教師在問問題時先從學生有把握

答得出的基本問題問起，使學生減低焦慮、建立信心、改善學生的反應，讓學生

產生對焦慮的適應，學習如何解除焦慮的情況。學習中難免有挫折，能否適切處

理情緒並堅持學習是成敗的關鍵，有自信的學生學習效果佳，教師必須為學生準

備提供自信的學習環境，上課時盡可能製造輕鬆氣氛，不施加壓力，讓每個學生

參與，隨著老師的情感支持和班級氣氛的感染，學習數學變成一項有趣的事，有

助於學習成效。讓學生恐懼的學習環境不可能發生智慧學習，有壓力的學習環境

必然會影響學生的注意力，減弱智慧的思考力，讓學生無法優由於自在的學習情

境中。 

田村三郎（1979/2003）根據一份調查對象為國中、高中、大學共 467名學

生統計出，學生討厭數學的原因為：主體原因，包括：數學無趣、不懂、不會解

題；外在原因，包括：老師的教法不好、討厭老師、討厭考試、討厭強迫，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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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指出因為老師上課說話很諷刺，喜歡挖苦學生，讓學生更討厭數學。經過統

計之後，此份調查問了下一個問題：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讓討厭數學的人不再討

厭數學？將結果歸納成八大項目，其中有一項是在愉快中學習數學，所以營造課

堂愉快的學習氣氛，將有助於數學的學習成效。 

數學本身就是一門需要邏輯思考的領域，學生普遍認為枯燥，對於數學產生

極大的焦慮感，教師若是能在課堂引發學習動機，讓學生在愉快的氣氛中學習，

使學生對教材產生興趣，另一方面教師本身對於教材也需要產生興趣，如此才能

透過教師成功的啟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因為教師也是影響學生學習數學的因素之

一，因此教師的熱忱和想像力，也是影響教材設計的關鍵（Sobel ＆ 

Maletsky,1988/1996）。 

貳、數學學習領域的相關研究 

一、數學態度的相關性研究 

表 2-3-1 數學態度相關研究之摘要表 

研究者 對象 研究內容 研究結果 

魏麗敏

（民 77） 

台北市 11

所國小五、

六年級學童

共 1078人 

國小學生焦慮、數

學態度與數學成

就之關係 

1.男生之學習態度顯著高於女生。 

2.高社經地位之兒童之數學態度顯著高於低社經地位

之兒童。 

3.教師之學習態度、母親之數學態度、父親之數學態

度及性別等變項對於兒童之數學態度具有顯著的預測

作用。 

黃德祥

（民 79） 

彰化縣國小

五、六年與

國中一、二

年級學童共

14班 673人 

國中與國小學生

數學焦慮與數學

態度之分析研究 

1.排除一般焦慮後，中學生之學學習態度低於國小學

童。 

2.男生與女生在數學態度方面並無顯著不同。 

3.高數學態度之學生數學成就顯著高於低數學態度之

學生。 

4.數學態度、中小學別、一般焦慮、數學焦慮等變項

對國中、小學生之數學成就具有顯著預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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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續） 

王文清 

李添全

（民 80） 

台南市國小

六年級學童

共 10班 440

人 

台南市國民小學

數學態度及其相

關因素之研究 

1.學習數學的表現和信心，男生優於女生；女生對數

學性別角色關係所持的態度比男生不受傳統刻板印象

的影響。 

2.對數學有興趣的兒童其數學態度較為積極進取。 

3.數學態度與數學成就顯著的正相關，但男生在「數

學為男生科目」的分量表分數與數學成就分數不呈顯

著相關。 

高石城

（民 88） 

七所數學新

課程教學實

驗學校共

14班 471人 

數學新課程對學

生數學解題能力

與數學態度之影

響 

1.數學新課程實驗班學生對於數學所持的態度，明顯

比普通班學生更趨正面。 

2.實驗班學生在「數學自信」、「數學動機」、「數學焦

慮」等方面，顯著優於普通班學生。 

林奕宏

（民 89） 

北市及北縣

各一所國小

六年級學生

各一班 

「多元智能與問

題解決整合型教

學模式」對國小學

生數學學習成

就、解題歷程及數

學態度的影響 

1.多元智能與問題解決整合型教學模式」具有顯著提

高國小學生的整體數學態度、學習數學的信心及探究

數學的動機等效果。 

臧俊維

（民 89） 

高雄縣公立

高中之 2班

學生 

高雄縣高一學生

小組合作學習教

學法對數學學習

態度影響之研究 

1.接受小組合作學習教學的學生，在數學態度量表的

分析結果，具有顯著的正向改變差異。 

2.接受傳統式教學法的學生，在數學學習態度量表的

分析結果上，得到顯著的負向改變差異。 

高毓婷

（民 89） 

台北市國中

一年級學

生，共 39

位 

探討國中數學科

教學融入多元的

評量方式，對學生

成就、能力及態度

上的影響 

1.多元評量方式未能達到增加學生數學探究動機的幫

助；多元評量方式對學生數學焦慮的增加，有減緩的

幫助。 

2.對多元評量評價的不同，會影響其數學能力改變的

的程度，但數學態度改變則不受影響。 

周冠男

（民 91） 

研究者任教

的班級，共

39人 

透過與數學學習

態度相關的理論

探究如何改善數

學學習態度的方

式 

1.融入數學史教學，結合合作學習教學法，教學情境

的設計融入並強化過場時間的運用，對學生數學學習

態度呈現高度正相關。 

2.施行多樣化教學策略後，國三學生在學習態度上的

轉變達到顯著差異。 



35 

2-3-1 （續） 

蔡順清

（民 92） 

屏東縣某國

小高年級共

4班，馬卡

道族血統

12人，漢族

血統 124人 

馬卡道族高年級

學童數學成就與

學態度之研究 

1.不同族群高年級學童在數學態度量表得分上，有顯

著差異，漢族學童表現較佳。 

2.對屏東縣某國小高年級學童而言，數學態度與小數

成就、面積成就、幾何思考層次間有顯著正向相關。 

許桂英

（民 92） 

高雄縣市，

某國小三年

級，共 67

人 

探討學生小組成

就區分法（STAD）

對數學學習成

就、數學學習焦

慮、數學興趣的影

響 

1.在「數學學習成就」方面：在教學實驗後，接受「STAD

合作學習教學法」的學生在「數學學習成就後測」上

的得分，顯著優於接受一般數學教學法的學生。 

2.在「數學科興趣」方面：在教學實驗後，「STAD合

作學習組」之數學興趣顯著高於「一般數學教學組」。 

曾安如

（民 92） 

台中市中正

國小二年級

兩班 

實施數學寫作活

動對國小二年級

學童之數學成

就、數學態度的影

響 

1.數學寫作活動實施後，實驗組數學成就測驗成績優

於控制組。 

2.實驗組學童在數學態度的前後測分數有顯著差異，

後測成績高於前測成績。 

3. 實驗組和控制組學童在數學態度總量表上並沒有

顯著差異。 

4.兩組學童的數學態度與數學成績大多呈現正相關。 

賴姝秀

（民 92） 

台中縣某國

小二年級兩

班，共 55

人 

「數學史融入數

學教材的教學」與

「一般教學法」，

學生的數學學習

成就與數學學習

態度的影響 

1.兩組學生在數學成就上的差異情形：接受不同教學

法的學生，數學學習成就上並無顯著的差異；接受不

同教學法的男生，在數學學習成就上並無顯著的差

異；接受不同教學法的女生，在數學學習成就上並無

顯著的差異。 

2.兩組學生在數學態度上的差異情形：接受不同教學

法的學生，數學學習態度上有顯著的差異；接受不同

教學法的男生，在數學學習態度上有顯著的差異；接

受不同教學法的女生，在數學學習態度上並無顯著的

差異。 

林中斌

（民 92） 

台北市中正

區某國民小

學，二年級

一班，共 29

人 

探討遊戲融入教

學方式，對國小學

生學習興趣、數學

焦慮和學習成就

的影響 

1.在「數學興趣量表」的分數上，前後測分數有顯著

差異。遊戲融入教學方式，有助於提高學生數學科學

習興趣。 

2.在「數學科成就測驗」的分數上，學生在前後測成

績上並無顯著差異。遊戲融入教學方式，並不能增進

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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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續） 

洪慧津

（民 92） 

數學資優生

115位，一

般生是台北

縣某一國小

的 92名學

生 

探究國小高年級

數學資優生和一

般生數學解題過

程中創造力和情

意特質 

1.數學資優生數學創造力的表現優於一般生。數學創

造力與「免於數學恐懼」、「數學樂趣」、「數學動機」

的態度，呈正向關係。 

2.高數學創造力數學資優生表現的情意特質有：對先

前解題經驗採取開放的態度、接受解題過程的適度焦

慮情緒、高度的解題興趣和熱情、以愉悅情意面對挑

戰、正向解題信心、以輕鬆心情面對數學測試、對解

題的堅持、正向數學態度。 

洪郁婷

（民 93） 

高雄市某國

小六年級，

兩個班級，

共 59人 

不同教學方式對

數學學習態度與

學習成就的差異 

1.不同性別之學童，其數學學習態度在不同教學方法

間沒有顯著差異 

2.不同性別之學童，其數學學習成就在不同教學方法

間有顯著差異 

郭昭慧

（民 93） 

高雄縣某國

中一年級兩

班，共 80

人 

比較「GSP輔助教

學模式」與「傳統

講述教學模式」對

國一學生學習三

角幾何課程之學

習成效及數學態

度的改變 

1.實驗組全體學生數學學習成就的改變顯著優於控制

組。 

2.實驗組與控制組數學學習態度的改變無顯著差異；

但兩組學生大部分在數學學習態度的改變上皆呈現正

成長，唯有控制組的低分群學生呈現負成長。 

 

由上表可知，國內對於數學態度的研究偏向不同教學方法對學生數學態度的

影響，其中又以國小階段的相關研究最多，因為國小階段學生不用面對升學考試

的壓力，教師比較願意改變不同的教學方式；國中部份的研究主要以特定單元運

用不同教學方式的準實驗設計為主，有別於傳統的教學方式包括：合作學習法、

電腦輔助教學法、遊戲融入教學法，國中因面臨升學壓力，教師比較不願意做大

幅度的教學嘗試，更不用說幽默的教學方式，雖然創造力被認為是未來重要的能

力，但願意透過融入教學的方式培養，很少人願意嘗試。透過文獻的分析，國內

鮮少有關於幽默融入數學學習領域的研究，並探討數學與創造力的關係，引起研

究者嘗試建構一套幽默的教學模式，探討國中學生數學學習成效與創造力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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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學焦慮的相關性研究 

表 2-3-2 數學焦慮之相關研究之摘要表 

研究者 對象 研究內容 研究結果 

魏麗敏

（民 77） 

台北市 11所國小

五、六年級學童共

1078人 

國小學生焦慮、數

學態度與數學成

就之關係 

1.男生之學習態度顯著高於女生。 

2.高社經地位之兒童之數學態度顯著高於低社

經地位之兒童。 

3.教師之學習態度、母親之數學態度、父親之數

學態度及性別等變項對於兒童之數學態度具有

顯著的預測作用。 

林青青

（民 79） 

台北市 5所國小

三、四、五、六年

級學生共 1635人 

影響國小學童數

學焦慮因素之探

討 

1.不同年級學童在數學焦慮量表的得分均有顯

著差異。 

2.四年級或六年級的學童，女生的數學焦慮程度

較男生高。 

黃德祥

（民 79） 

彰化縣國小五、六

年與國中一、二年

級學童共 14班

673人 

國中與國小學生

數學焦慮與數學

態度之分析研究 

1.排除一般焦慮後，中學生之學學習態度低於國

小學童。 

2.男生與女生在數學態度方面並無顯著不同。 

3.高數學態度之學生數學成就顯著高於低數學

態度之學生。 

4.數學態度、中小學別、一般焦慮、數學焦慮等

變項對國中、小學生之數學成就具有顯著預測

作用。 

涂金堂

（民 84） 

高雄市 12所國小

六年級學童共 12

班 438人 

國小學生後設認

知、數學焦慮與數

學解題表現之相

關研究 

1.不同性別的國小六年級學童在數學焦慮的差

異方面，達顯著差異水準。 

2.國小學生數學焦慮與學解題表現達顯著負相

關。 

李建亭

（民 88） 

市區與郊區共4學

校，各校 4班，共

16班，474人 

文化概念教學模

式對國小學生數

學成就、數學焦慮

及數學態度之實

驗研究 

接受文化教學模式的實驗組與一般教學模式的

控制組經過一段時間教學後，兩者在降低學焦

慮程度與增加數學學習興趣上並沒有顯著差異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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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續） 

許斯琪

（民 91） 

九十年度入學之

國一學生共 40人 

數學教師降低國

中學生數學焦慮

之行動研究 

學生之所以對數學產生恐懼、焦慮與不安的感

覺主要是：1.過多失敗的數學學習經驗；2.重要

他人的數學態度；3.數學時常要考試；4.數學教

材內容太難；5.對數學教師上課氣氛的感受；6.

對數學教師教學方法無法認同；.解題技巧與能

力不足。 

邱俊仁

（民 91） 

高雄地區五所國

中一年級的學

生，共 392人 

探究高雄地區國

一學生數學焦慮

與數學成就及數

學焦慮與數學態

度之相關性 

1.高雄地區國一男女生之數學焦慮呈顯著差異 

2.高雄地區國一學生之數學焦慮與數學成就呈

現負相關，數學焦慮與數學態度亦呈現負相

關，且均達顯著水準。 

林承德

（民 91） 

台東縣十所國小

之四年級學童，共

265名 

台東縣國小四年

級學童之數學態

度與數學焦慮的

關係，以及數學態

度與數學焦慮對

數學成就之影響 

1.數學態度、數學焦慮與重要他人數學態度三變

項之間，兩兩達到顯著相關。 

2.數學態度、數學焦慮與數學成就之間，達到顯

著相關。 

3.數學態度與數學焦慮二變項，可作為學童數學

成就表現的預測變項。 

許桂英

（民 92） 

高雄縣市，某國小

三年級，共 67人 

探討學生小組成

就區分法（STAD）

對數學學習成

就、數學學習焦

慮、數學興趣的影

響 

「STAD合作學習組」除在「厭惡」分量表上之

表現，顯著低於「一般數學教學組」外；其餘

「擔憂」、「測試焦慮」、「壓力知覺」等分量表

及「總分」上，兩組之間並無顯著差異。 

林中斌

（民 92） 

台北市中正區某

國民小學，二年級

一班，共 29人 

探討遊戲融入教

學方式，對國小學

生學習興趣、數學

焦慮和學習成就

的影響 

1.在「數學焦慮量表」的分數上，學生在前後測

分數有顯著差異。遊戲融入數學科教學，對於

降低學生的數學焦慮確實有幫助。 

林怡如

（民 92） 

抽取南投縣與雲

林縣辦理綜合高

中的公、私立學校

共十所，660位學

生 

探討綜合高中一

年級學生數學焦

慮、數學自我效能

與學業成就的關

係 

1.性別、國中數學學測成績不同的學生，其數學

焦慮有顯著的差異。 

2.學生的數學焦慮、數學自我效能與數學學業成

就間具有顯著相關。 

3.數學焦慮與數學自我效能對數學學業成就具

有顯著的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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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對數學焦慮的研究顯示，數學焦慮確實對數學學習成效產生影響，本研

究採用幽默的方式提高學生的數學學習成效，應注意學生對於數學焦慮的問題，

透過幽默融入的教學方式降低對數學的焦慮，營造一個安全的學習環境，讓學生

將學習焦點放置在數學的學習，避免因為環境產生不安全，而影響學習成效。其

次，國內多數的研究探討數學焦慮與學業成就的相關性，以及數學焦慮產生的問

題，但是鮮少研究提出具體的方法提供教師降低學生數學焦慮的策略（林中斌,

民 92；許桂英,民 92），因此，本研究建構一套數學創意教學模式，提供教師降

低學生數學焦慮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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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幽默融入數學學習領域 

在教學時，老師的責任是指引、解說、修正錯誤，而且要負責引發並保持學

生的興趣和動機，而幽默教學即是一項保持學生高度興趣的方式之一

（Skemp,1987/1995）。教師可以說一個故事或講一個幽默的笑話引起動機，指導

學生學習時以深入淺出做生動的說明，除了文字介紹外，運用視聽媒體，讓學生

印象更深刻，記憶更持久的學習效果，並提供創造、思考、設計的作業，學習結

束時以幽默的活動做歸納整理，使學生覺得學習是快樂，課堂是有趣的（李春芳,

民 88）。 

根據趙月君（民 93）研究顯示教師的上課方式會影響學生上課的興趣，教

師如果依照傳統的方式作例題的講解，練習，考試，學生會覺得數學課堂很無聊，

乏味，進而影響學生學習的意願。想反地，當教師以較輕鬆或穿插遊戲的方式上

數學課，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意願，讓數學成為最有趣的課堂。教師的態度也會

影響學生學習情緒，當老師要求成績，打人，對學生藐視時，學生會覺得數學很

討厭，痛苦，想反地，老師若以鼓勵，說笑的方式上課，會讓學生覺得有趣快樂，

降低對數學的焦慮，提高數學的學習成效。 

提高學生學習興趣的方法有：（一）設計切合學生程度及教學目標的學習活

動：問題的設計要適合學生的程度和預備知識，讓教材活潑化，並符合該單元教

學目標；（二）使用活潑生動的教學方法：1.善用教具、避免枯燥；2.善用發問，

吸引注意；3.善用幽默，如沐春風；4.善用比擬，增進理解；5.善用回饋，激勵

學生；6.教師期許，鼓舞向上；7.創意思考，妙趣橫生；8.遊戲教學，寓教於樂；

（三）教授學習方法，減少學習挫敗：1.不同單元，不同內容有不同學習法；2.

善用諧音，幫助記憶；3.理解概念，融會貫通；4.掌握方法，事半功倍；5.抑揚

頓挫，起伏有致（Sobel ＆ Maletsky,1996；賴素貞，民 90）。 

王淑俐（民 87）提出教師有效教學的七項指標，其中有一指標即是幽默生

動，教師教學要生動就得幽默、放得開，自然而然能引起學生的興趣，「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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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教學方式多樣化、活潑化，與學生的次級文化相吻合；「幽默」是指教學態

度開放、有趣且富於變化，甚至具有戲劇效果。教學方法多樣化，教學活動轉換

流暢，教學設計凸出、新穎，教學內容獨特、有創意。予人推陳出新、出奇制勝

的感覺，學生自然印象深刻。 

人做許多事都是為了尋得樂趣，唯有「樂趣」才能讓無怨無悔的堅持下去，

教學的施與受也是如此，學生要在學習中找到樂趣才會喜歡學習，教師在教學中

也要找到樂趣才會熱愛教學，因此，幽默風趣的課堂，可以提升教師與學生的樂

趣，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阮玉如,民 88）。 

何碧燕等（民 90）根據教學現場提出教師在進行教學時，需要合適的教材，

引發學習動機，避免冗長無味的教學，但是教師要尋找有趣的教材時實在不容

易，書中提出三個方向與實例，以供數學教師再引起學生學習動機時的參考： 

一、使學生覺得有趣又好玩 

（一）圖片或照片展示 

研究者曾經在進行相似的數學概念時，展示研究者大學時代的照片，一張是

3×5，一張是 4×6的尺寸，讓學生透過圖片的展示引發學習相似數學概念的

動機，接著再展示有趣的卡通人物經過長或寬的比例放大，產生好笑的圖

片，與學生探討相似的數學定義，是一種很棒的引導，學生也會覺得有趣和

好玩。 

（二）猜謎遊戲 

例如教「函數」時，可以提出「漱口藥水」的謎題，請學生猜一個數學名詞。

預備教任何單元之前，可以用圖片讓學生猜猜看這個單元的名稱，都是極佳

的謎題。不論是以文字或圖片為謎題，都能引人入勝，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致。

也可用益智題目當作謎題，例如教「四則運算」時，可以提出「運用＋－×

÷及括號等符號，使用五個 1或五個 5來表示 100」，以及「搬動一個數字，

使 101-102=1成立」等有趣謎題。這類的謎題不勝枚舉，只要老師有心都可

找到相當多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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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漫畫欣賞 

漫畫容易抓入人心，若是能善加利用，效果更加，教師若是能讓學生演出課

本中的漫畫情境，學生樂在其中，也是一項創意的教學方式。 

（四）提出有趣的問題 

例如教「以符號代表數」單元時，教師可以提出下列的問題：「聖誕老人正

奔馳各處發放禮物，今天來到小明家，看到小明家的豪宅，非常羨慕，想量

一下他們家的大小，但是他沒有帶工具，請問各位同學有什麼辦法，能夠幫

聖誕老公公這個忙呢？」情境可以讓問題更「迷人」，使學生更願意學習，

懂得運用有趣的、新奇的問題作引導的教師，教學已經成功一半。也可以從

日常生活中的校園、教室提出問題，進來受歡迎的「數學步道」，就是利用

校園環境來設計題目，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五）敘說故事 

從數學史中找故事，喜歡聽故事是人的天性，能夠在適當的單元中，穿插一

些數學家或是數學的故事，都可以讓數學課更有人情味，使學生保持對數學

的興趣和熱誠。或者教師可以自行改編故事，可以配合學生的背景，自行改

編動人的故事情節。 

二、與學生的經驗相連結 

教師在指導新單元時或介紹新概念時，若能依據教材，引入學生曾經經歷過

的生活經驗，誘導學生察覺即將學習的新單元、新內容與生活息息相關，如

此必能引發學習動機，產生較佳的學習成效，但是教師索引入的生活情境必

須恰當，不要過於牽強，否則不僅效果不佳，甚至會造成誤導。以下舉一些

實例，提供參考：例如平日搭乘捷運的經驗，所接觸的路線、站名、距離、

票價等，可以引為教「數線」單元的情境；打籃球時投出的路線，都是學習

「拋物線」的極佳選材。 

三、使學生覺得有生活實用價值 

使學生覺得「有趣」比使學生覺得「有用」，更能引起學習動機，然而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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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告訴學生「學會了這個單元後，將可以直接應用於日常生活中」，是一句多麼

具有吸引力的話！例如：教「直角座標」單元時，可以告訴學生，這些概念可以

幫助我們看懂各種棋譜，也可以分析颱風的動向圖。 

事實上，引起學生的動機的方法可以多管齊下，只要老師有心幾乎所有的單

元都可以如此有趣，教師在輔以輕鬆幽默的言談，針對不特定單元，說個小笑話、

小故事，或是偶爾玩些益智遊戲，保持學生上課的興趣，那麼學生對每堂數學課

必然充滿期待。 

根據許扶堂（民 91）表示沒有快樂的學生，就沒有快樂的老師。一間教室

裡，如果沒有快樂的學生，老師教起書來當然也快樂不起來，快樂對人來說很重

要，尤其小孩子，但是在數學課堂中，許多教師看到學生的成績表現奇差無比，

學習態度興趣缺缺，怎麼能快樂起來？教師若是能設計活潑、充滿笑聲的教材，

學生臉上的笑容自然就多了，老師也可以放鬆自己，讓自己的表情不要那麼嚴

肅，教學內容不要那麼死板，多欣賞學生的優點，讓學生上課快樂，但快樂絕對

不是無所節制的嬉鬧或瞎起鬨，而是和課程內容作連結，如此一來，這樣的課堂

充滿愉快的氣氛，師生關係無形之中也拉近不少。 

林怡如、何信助、廖年淼（民 93）提出提升數學學習動機的教學策略，其

中包含教學活動多元化、佈置舒適的學習環境、多運用數學史上的趣味故事，這

些策略都是讓數學課堂充滿歡笑的氣氛，班級經營和諧，降低學生的數學焦慮，

以提升對數學的喜愛。本研究的教學設計除了教師採用活潑的引導方式外，更著

重教學內容本身的設計，透過多樣化的教學策略，適時運用幽默策略來教學，例

如運用江修楨（民 90）指出「鯨魚原理---想像極端論」即是將問題採用極端的

方式思考，譬如想像如果石油價格上揚，對生活會造成什麼影響？若是運用想像

極端論即是如果石油停止輸出時，完全無法使用時，生活會變的如何？此種方法

和幽默教學策略的「誇大」技巧有異曲同工之妙，運用在數學教學中，可以採用

誇大的例子引導學生思考可能產生的數學規律和變化。 

此外，安全溫馨、井然有序的學習環境，對於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有正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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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尤其是對於缺乏信心的學生而言，具有安全感的學習情境，有助於減輕學

生學習數學時的焦慮與恐懼（林怡如等，民 93）。本研究也將幽默融入班級經營

中，透過同儕合作和營造溫馨的學習氣氛，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學習成效。 

根據賴姝秀（民 93）的教學研究發現小二學生聽完數學小故事，有 78.6﹪

的學生認為在數學上或讀書的態度上有幫助，而且喜歡數學的人數明顯增多，因

此教師運用數學史上的趣味故事，可以激發學生見賢思齊，對數學教材產生興

趣。本教學實驗中，透過數學學習單將數學史的內容融入，並採用說故事的方式

引導學生學習數學知識，在無形中激發學生對數學產生興趣。 

從八十二年的課程標準到現在的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課程領域一路走來

不斷改變與成長，整個課程走向漸漸落實以學習者為中心，希望學習數學不再是

一件令人畏懼的事（陸昱任，民 91），並且將教材與生活作連結，取自生活的問

題，學生會覺得是有趣的、熟悉的，如此一來既可以達到數學領域的第五項內容

「連結」，也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和探索的動機，一舉兩得（賴怡君，民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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