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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主要呈現分析資料所獲得的結果，本章共分六節，第一節「幽默式創意

數學教學」教學方案形成歷程與結果分析；第二節「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對國

中生數學學習成效之影響；第三節「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教學歷程分析；第四

節「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對國中生幽默感之影響；第五節「幽默式創意數學教

學」對國中生創造力之影響；第六節「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對國中生數學學習成

效與創造力之影響」實驗組學生回饋意見分析。 

 

第一節  「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課程架構發展與分析 

 

本研究進行實驗教學前，與幽默專家、數學教師進行課程的討論，以利教學

實驗的進行，包括訪談校內公認幽默風趣的教師，蒐集幽默教學策略，並在研究

者任教的國三班級中嘗試融入幽默策略，再加以修改，最後歸納出本實驗教學的

課程架構圖，如圖 4-1-1。再根據實驗學校所選用的數學課本版本進行單元設計，

融入幽默的教學策略，表 4-1-5至表 4-1-10依序呈現各單元實驗教學與原版本教

學流程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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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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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課程的架構發展 

研究者在進行幽默融入數學教學實驗前，歷經許多階段才形成本實驗的課程

架構，如圖 4-1-1，研究者的反思與整理，詳述如下。 

一、幽默教學的醞釀期 

研究考慮運用幽默的方式教學，乃是因為在教學現場中遇見許多學生，原本

在國一階段非常喜歡數學，但是到了國三階段，幾乎有一半的學生放棄數學，上

數學課時，猶如是班上的「客人」，完全不參與數學的學習，但是在研究者擔任

國三的數學教師時，卻發現當研究者在課堂上說笑話或是經驗分享時，這些「客

人」會突然豎起耳朵，並且參與反應，有時還會有驚人之語發生，在當時那一刻

突然發現，只要老師能提起學生有興趣的話題，每個學生都想參與課堂的學習，

於是從那時開始經常蒐集笑話、有趣的事情，時常與學生在課堂上分享。但是，

經過了一些時間的實行，發現學生只有在講笑話時才願意參與，反而在數學的學

習上並沒有增進，此時，與陳學志老師的幽默團隊中的幽默專家進行對話，並閱

讀文獻，發現將幽默運用至教學上，必須與教學內容作結合，所產生的成效比較

大，於是開始蒐集和數學相關的幽默題材。以下為研究者蒐集幽默題材的來源： 

（一）網站 

許多的網站專門蒐集笑話和有趣的圖片，例如：教育資訊站數學網

（http://www.edp.ust.hk/math/）、昌爸工作坊（http://www.mathland.idv.tw/），也可

以訂閱電子報，每天會有新的笑話和有趣的事件通知你，再將所蒐集的笑話和相

關幽默資料分類存檔，形成幽默資料庫，匯集成一本笑話集。研究者本身有一本

幽默笑話集和幽默媒體素材庫，其中更有數學笑話，隨時可以與教學作結合，對

於將笑話融入課程中資源相當豐富。 

（二）書籍與媒體 

各大書店有許多的書籍蒐集笑話，更有許多的節目和幽默相關，根據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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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校內幽默教師何叔俞老師，結論是多多接觸有趣的電視節目，再加以改編，

可以將學生當作是故事的主角，以增加趣味性。研究者的做法是將這些笑話綜合

改編，符合班級特質與教學情境，例如：可以將學生的名字當作是笑話中的主角，

將情境改成是課堂中的事件，如此一來學生會覺得比較貼近生活經驗，產生的共

鳴較大，課堂上自然笑聲連連，但是主角的選擇最好是班上比較活潑的同學，避

免揶揄同學，造成反效果。 

（三）隨時紀錄 

在與他人聊天時，經常會聽到一些笑話或是奇文異事，可以準備一本小冊

子，隨時紀錄聽到的事件，並觀察當事者如何描述整個事件，取其精華，使故事

更生動活潑。 

二、幽默教學的嘗試期 

想要進行幽默教學，除了本身的幽默感需要培養外，也需要將蒐集到的幽默

題材，練習運用在合適的場合，剛開始時，可以找自己比較熟悉的家人或朋友練

習說笑話，或是分享有趣的事件，甚至可以將教學題材試教一遍，可以直接詢問

聽的人的感受，作為修正的依據，因此研究者的家人和同事經常需要接受最原始

「冷笑話」。研究者本身並不是一位天生的幽默家，但是經過練習，每天說笑話

給家人和同事聽，熟能生巧後，自然而然可以掌握笑點。如此一來，比較有信心

將幽默運用至教學中。以下提供研究者在嘗試幽默教學的注意要點。 

（一）起 

開頭平鋪直敘，千萬不要和學生說：「我現在要講一個笑話給大家聽… 」，因

為如此一來學生已經有很大的期待，當你的笑話不好笑時，那種場面是很尷尬

的。開頭不妨和學生說：「老師現在要說一個故事… 」，學生會順著故事的情節聽

下去，但是不知道這是一個笑話，當笑點產生時，全班會哄堂大笑，效果就出來

了。 

（二）承 

在引入幽默題材時，平鋪直敘之後的轉折點，必須要加上生動的音調和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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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作配合，將學生帶至情境中，教師在此時千萬不能自己先笑，因為研究者曾

經看到學生們聽笑話時專注的表情，再聯想到故事的結局，自然而然就想發笑，

當然破壞了營造好的氣氛，效果打了折扣，所以教師在營造氣氛時，自己需要全

神投入，語調、肢體語言都要搭配。根據訪問學生的結果顯示最幽默的教師是，

講笑話時自己是不笑的。 

（三）轉 

當教師在課堂上說笑話時，當氣氛營造到最高點，笑話的笑點（punch line）

呼之欲出時，講話的速度要放慢，情節交代清楚，讓學生有充分的時間思考與想

像，此時，將學生帶到笑話的最高境界，學生的情緒和認知思考即將轉化到出乎

意料的結局，此即是轉的境界。 

（四）合 

幽默題材之所以能引人發笑，在於結果出乎意料，讓人有一種意想不到但又

合理的感受，當說完笑話時，需要花一些時間解釋，讓聽不懂得學生也有機會了

解笑話的笑點，以提升幽默感。好笑的笑話和幽默題材能存留在學生心中，研究

者發現學生會在課堂回饋單上，表達對於當時的幽默題材印象深刻，並且與他人

分享的過程，這是教學的附加價值。 

三、幽默教學的實行期 

研究者經過嘗試後，實際將幽默題材運用至數學教學中，與幽默專家和數學

教師不斷討論與修正，本研究擬將幽默運用「教學策略的融入式」、「班級經營融

入式」、「主題融入式」、「隨機融入式」，分述如下： 

（一）教學策略融入式 

教學策略的融入式主要是運用幽默的技巧，將數學題材運用幽默的技法融入

教學中，本研究經過研究者本身的嘗試，所採用的幽默技法包括：猜謎語、說故

事、講笑話、改編歌曲、諧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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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幽默教學策略融入式幽默技法說明 

幽默技法 說明 例子 

猜謎語 使用時機： 

1.在課程進行前，可

以先讓學生猜和課

程相關的數學名詞。 

2.在學生精神不濟，

可以穿插謎語，提起

學生的精神。 

3.在進行小考時，可

以加入考題，以增加

趣味性，和培養學生

的創造力。 

1.「孕婦臨產」猜一數學名詞（答案：分子） 

2.「考試不作弊」猜一數學名詞（答案：真分

數） 

3.「補充憲章」猜一數學名詞（答案：加法）        

4.「從輕判刑」猜一數學名詞（答案：減法） 

5.「坐船規則」猜一數學名詞（答案：乘法） 

6.「剃頭」猜一數學名詞（答案：除法） 

7.「13個小工人」猜一字（答案：除） 

8.「送走兔年，迎來龍年」猜一數學名詞（答

案：四捨五入） 

9.「貿易協定」猜一數學名詞（答案：交換律） 

10.「二重奏」猜一數學名詞（答案：結合律） 

11.「有情人終成眷屬」猜一數學名詞（答案：

結合律） 

12.「按勞取酬」猜一數學名詞（答案：分配

律） 

13.「不足為奇」猜一數學名詞（答案：偶數） 

14.「各種成績報告單」猜一數學名詞（答案：

數列） 

15.「決賽之前」猜一數學名詞（答案：等比） 

16.「人山人海」猜一數學名詞（答案：體積） 

17.「疊羅漢」猜一數學名詞（答案：體積） 

18.「七天」猜一數學名詞（答案：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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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續） 

說故事 使用時機： 

1.引起動機時，可以

運用說故事的方

式，將數學定理帶

入。 

2.教導學生讀書方法

或學習數學的策略

時，可以用譬喻的方

式，用故事性的說

理，讓學生從故事中

學習。 

無限大公主要到分數國參加 party，無限大公

主必須先裝扮好才能赴約。首先無限大公主

依序穿上內衣（小括號）、外衣（中括號）、

連身裙（大括號），再戴上帽子（次方），接

著請大家觀賞她的連身裙，上頭有乘除的符

號，接著拿出有加減符號的權杖，快樂的參

加party去！請同學思考無限大公主參加party

前的整裝順序，在帶入分數的運算法則： 

（1）有括號時，先算（）內的算式，然後是

[ ]內的算式，再來是{ }內的算式 

（2）運算時先算出次方，再來是乘除運算，

最後才做加減運算，而且要由左往右一步一

步作運算。 

講笑話 使用時機： 

1.隨時皆可，只要是

和課程相關的笑話

皆合適。 

2.也可以隨手捻來，

當遇到突發狀況，也

可以運用笑話作為

譬喻。 

從前有一隻公雞，和另一隻母雞相遇，結果

兩隻雞碰到了史上胸部最大的動物，結果發

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公雞和母雞生下了兩隻

雞，你知道為什麼？因為公雞和史上胸部最

大的動物有婚外情。請同學猜猜看史上最大

胸部的動物是什麼？（答案：斑馬。因為斑

馬的英文是 zebra，即是指 Z罩杯的意思）講

解完後，導入公式：奇數＋奇數＝偶數，即

是一隻雞＋一隻雞＝兩隻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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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續） 

改編歌曲 使用時機： 

1.背數學公式時，可

以將公式改編成兒

歌或是流行歌曲，甚

至是 RAP也可以。 

交換律之歌~~改編自兩隻老虎    

作詞：無限大數學皇后阿青 

兩隻老虎   兩隻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 

交換律ㄚ   交換律ㄚ   a+b      b+a 

一隻沒有耳朵   一隻沒有尾巴    

減法沒有交換   除法沒有交換 

真奇怪   真奇怪 

要注意   要注意 

諧音 使用時機： 

1.數學單位換算時，

可以將容易混淆的

公式，運用諧音變成

有意義的句子。 

1公秉＝1立方公尺＝1公噸 

÷1000                                   ×1000 

1公升＝1立方公寸＝1公斤 

÷1000                                   ×1000 

1毫公升＝1立方公分＝1公克 

可以將上面的換算公式，看成是三層樓，往

上爬一層樓就要除以1000，往下一層樓就要

乘以1000，第一層樓住著三個人，三個人的

名字是ml、cm、克（簡稱MC克），第二層樓

住的三個人名字是l、dm、斤（簡稱LD斤），

第三層住的三個人名字是kl、m、噸（簡稱

KM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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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班級經營融入式 

將數學課堂營造猶如家庭一般，運用班級經營的策略融入幽默的要素，並與

數學作結合。分成數學名字、數學存錢筒、數學魔法報。 

表 4-1-2 班級經營融入式活動說明 

名稱 實施方式 

數學名字 每個學生選取一個自己喜歡的數學名詞，經過了解之後，設計出

自己的簽名與綽號（例如:我的大名是真分數，綽號是考試不作

弊）。請學生利用簡單的材料，將數學名字的簡介、綽號、簽名，

設計成扇子的形式，再作評分，並在課堂上請學生回答問題或是

發問時舉手的工具，讓學生多了解數學，也能在介紹數學名詞時

可以請學生自己介紹數學名字讓其他同學了解。 

數學存錢筒 教師進行柱體的體積單元時，請學生回家製作一個柱體形式的存

錢筒，加以美化和組合，越有創意越佳，再將學生分組，三個人

一組，每個人訂定小考的數學成績標準，每達到表準者給予代幣

蘋果一顆，段考結束後，統計出個人組與團體組的前三名，教師

給予獎品獎勵。 

數學魔法報 將學生的學習單作品，每個單元匯集編製成刊物的形式，發給每

一位學生，讓學生觀摩別人的創作，學習更多的策略。 

 

（三）主題融入式 

   主題融入式的單元包括：柱體的體積、近似值的測量與誤差，而幽默考卷則

是在近似值得測量與誤差、樣式的規律兩單元中運用，學習單則是各單元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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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主題融入式進行方式說明 

主題名稱 進行方式 

摸摸樂 進行柱體的體積單元時，可以將所有的柱體放入箱子中，再由學

生摸摸看箱子裡的柱體，上台摸的同學必須誇大的形容出柱體的

外表，例如：幾個頂點、面、邊… 等，或是說出摸到的感覺如何？

再由台下的同學猜測，猜對的同學，可以獲得該項柱體的獎品，

接著教師介紹該柱體的數學相關知識。 

笑口常開 進行進似值與誤差的單元時，除了測量日常生活的物品之外，讓

學生兩人一組，彼此測量對方大笑、微笑、苦笑時，嘴巴的寬度，

全班測量完後，教師再詢問學生找出班上大笑、微笑、苦笑時嘴

巴寬度最大的學生，上台一起大笑、微笑、苦笑，台下的學生也

一起笑，增加趣味性，讓學生學習近似值的測量概念。 

幽默考卷 在進行小考時，可以加入和課程相關的數學謎語；或是將選擇題

的 A、B、C、D選項，改變成我、愛、數、學以增加變化；也可

以將整張考卷的題目主角改變成卡通人物、電視劇主角，最好的

方式是連內容都和數學作結合，例如：考「近似值與誤差」，可以

將主角設定成哆啦 A夢，實際考出哆啦 A夢的身高，再把進似值

的概念加入，如此一來學生會覺得是在回答哆啦 A夢的問題，減

緩數學考試壓力；也可將學生的學習單作品改編後加入考題，例

如歌曲改編部分，可以改變成改錯題，由學生的歌曲改編，再由

學生找出錯誤的地方。 

數學學習單 可以在合適的段落設計相關的學習單，讓學生回家思考，並且著

重在創造與多種答案的問題，和一般的數學題目作區別，學習單

上也可以加入對課堂學習的回饋，以及學生在課堂中學習狀況的

自評，運用文字或是圖畫方式皆可以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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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隨機融入式 

表 4-1-4 隨機融入式實施方式說明 

名稱 實施方式 

起立敬禮 上課前全班會起立向老師問好，一般的方式回應：「老師好！」，

在上數學課前，可以由全班大聲喊出：「我愛數學，數學有夠

讚！」，或是由學生各組自創出問好的創意字詞，再加上動作。

如此可以激勵學生上課精神，並發揮創意。 

段考宣誓 發給每一位學生數學誓詞卡片，帶領學生大聲一起念出，並簽名

以作為保證，教師護貝在請學生貼在桌上，以激勵學生段考努

力。誓詞內容如下： 

數學誓詞 

天公爺爺在上，土地公公在下，在往後的日子裡，我會努力上數

學課，每天做數學，考試盡全力達到標準，並幫助同組的同學一

起進步。                 立誓人           日期         

幽默因應 學生在課堂上的違規行為、不專心，教師可以運用幽默的方式回

應。例如：學生在課堂上拿著望遠鏡看黑板，研究者的回應方式

是：同學你是不是忘了戴眼鏡來學校，學生渾然無所覺，此時研

究者再向全班說：這位同學不只需要望遠鏡，還需要助聽器才

夠！這時全班哄堂大笑，這位學生也知道老師在提醒他專心聽

講。另外研究者在發考卷給同學時，突然發現有一位同學的考卷

空白，這時教師向全班說我這裡有一張”放牛吃草”的數學圖畫，

下次請這位同學多加上一些色彩，分數會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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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4 （續） 

幽默評語 學生的學習單上，可以運用幽默的字詞回應，讓學生感受到教師

的幽默處處可見，達到見賢思齊。例如： 

 

 

 

 

創意獎品 研究者讚進行課程時，偶而會獎勵學生，例如：急智歌王護照的

得主，準備贈送獎牌和獎狀，從坊間的糖果店買到的大巧克力獎

牌和創意獎狀，贈送學生，以達到驚奇的效果。以下即為研究者 

所使用的創意獎品。 

   

創意獎牌和創意獎

狀，具有誇大的效
果！ 

學生對數

學提不起

勁，教師譬

喻對症下
藥開處方。 

學生對老

師直接的

讚美，教師

欣然接

受，出奇不
意 

教師回應

不要在課
堂上補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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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中有寶，實驗教學

結束接近過年，送給
學生討個吉利！ 

OK? 巧克力，在學

習的過程不小心受

傷了，貼上一片，傷
口好的快！ 

給你一個吻，運用形

式上的吻，表達老師

的讚美和期望學生
學習時笑口常開！ 

數學強心針，當遇到

緊急數學狀況時，打

一針數學強心針，問
題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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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教案分析 

一、「分數的四則運算」教案分析 

表 4-1-5 「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與原版本「分數的四則運算」教學流程對照表 

教學 

主題 

節

數 

原版本數學教學流程 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流程 

分 

數 

的 

四 

則 

運 

算 

4 1. 依據課本的漫畫，介紹分數四則運算的規

則。 

2. 練習課本中的例題與隨堂練習，請學生上台

書寫計算過程，由老師逐題訂正。 

3. 檢討自我評量第 1題。 

4. 回家作業：數學習作。 

------第一節結束----- 

 

 

 

 

 

1. 檢討習作。 

2. 講解有關分數四則運算的應用題。 

3. 練習課本中的例題與隨堂練習。 

4. 檢討自我評量第 2題。 

5. 回家作業：數學習作。 

------第二節結束----- 

 

1. 檢討數學習作。 

2. 檢討評量單。 

3. 講解講義老師講解與學生演練題目。 

4. 回家作業：講義。 

------第三節結束----- 

 

1. 檢討講義回家作業。 

2. 講解講義老師講解與學生演練。 

3. 檢討單元評量大卷。 

------第四節結束----- 

1. 利用分數公主（自製布娃娃），介紹分數四

則運算的規則。（教學策略融入式：說故事） 

2. 練習課本中的例題與隨堂練習，抽籤請同學

上台書寫計算過程，並由台下同學找出錯

誤。  

3. 檢討自我評量第 1題，抽籤請同學回答正確

答案。 

4. 回家作業：分數與成語的結合學習單、數學

習作。（主題融入式：數學學習單）  

5. 製作數學名字的扇子成品說明。（班級經營

融入式：數學名字）  

------第一節結束----- 

1. 檢討習作、分數與成語的結合學習單。 

2. 講解有關分數四則運算的應用題。 

3. 練習課本中的例題與隨堂練習。 

4. 檢討自我評量第 2題。 

5. 回家作業：數學習作、歷史上的今天學習

單。（主題融入式：數學學習單）  

------第二節結束----- 

1. 檢討數學習作。 

2. 檢討評量單。 

3. 講解講義老師講解與學生演練題目。 

4. 回家作業：講義、歷史上的今天學習單。（主

題融入式：數學習單）  

------第三節結束----- 

1. 檢討講義回家作業。 

2. 講解講義老師講解與學生演練。 

3. 檢討單元評量大卷＋數學謎語考題（主題融

入式：幽默考卷）。  

4. 獎勵學習單書寫優良學生，發下數學魔法報

（班級經營融入式：數學魔法報）。  

------第四節結束----- 

註：黑體字表示與原版本不同之處；括號內文字表示幽默融入的策略 

說明：幽默教學策略的運用 

本單元為實驗教學的第一單元，首先運用的幽默策略是班級經營融入式，讓

每一個學生構思自己的數學名字，以引發學習數學的興趣，在單元結束時，發下

數學魔法報，讓實驗組學生進行觀摩學習，達到見賢思齊的效果；運用主題融入

式的幽默考卷，以降低實驗組學生對數學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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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似值與誤差」教案分析 

表 4-1-6 「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與原版本「近似值與誤差」教學流程對照表 

教學 

主題 

節

數 

原版本數學教學流程 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流程 

近 

似 

值 

與 

誤 

差 

4 1. 引導學生舉出生活中運用近似值觀念的例

子。 

2. 利用課本的例子介紹概數與進似值的取法。 

3. 講解課本例題與隨堂練習。 

4. 回家作業：數學習作。 

------第一節結束----- 

 

 

 

 

 

1. 講解數學習作。 

2. 介紹測量值，並實際測量課本中的例子。 

3. 誤差與實際值的公式。 

4. 講解課本例題與隨堂練習。 

5. 回家作業：數學習作、講義。 

------第二節結束----- 

 

 

1. 檢討數學習作、講義。 

2. 講解小數的進似值。 

3. 檢討評量單。 

4. 講解講義老師講解與學生演練。 

5. 回家作業：講義。 

------第三節結束----- 

 

 

 

 

1. 檢討講義。 

2. 檢討單元評量大卷。 

------第四節結束----- 

1. 引導學生舉出生活中運用近似值觀念的例

子，舉出誇大的例子（教學策略融入式：誇

大）。 

2. 利用電腦教學介紹概數與進似值的取法。 

3. 利用電腦中隨機選取的題目，作複習與測驗

（主題融入式：幽默考卷）。 

4. 回家作業：歷史上的今天學習單、數學習作

（主題融入式：數學習單）。 

5. 數學名字的扇子企劃書說明（班級經營融入

式：：數學名字）。 

------第一節結束----- 

1. 講解數學習作。 

2. 介紹測量值，並分組實際測量笑的時候嘴巴

的寬度。（主題融入式：笑口常開的測量） 

3. 介紹誤差與實際值的公式。 

4. 講解課本例題與隨堂練習。 

5. 回家作業：今天的數學課學習單、數學習

作、講義（主題融入式：數學學習單）。 

------第二節結束----- 

1. 猜謎語：送走兔年，迎來龍年，猜一數學的

計算方法，答案：四捨五入（教學策略融入

式：猜謎語）。 

2. 檢討數學習作、講義。 

3. 講解小數的進似值。 

4. 檢討評量單。 

5. 講解講義老師講解與學生演練。 

6. 回家作業：講義、今天的數學課學習單（主

題融入式：數學學習單）。 

------第三節結束----- 

1. 獎勵學習單書寫優良學生，發下數學魔法報

（班級經營融入式：數學魔法報）。 

2. 檢討講義。 

3. 檢討幽默考卷（主題融入式：幽默考卷）。 

4. 繳交數學名字的扇子成品（班級經營融入

式：數學名字）。 

------第四節結束----- 

註：黑體字表示與原版本不同之處；括號內文字表示幽默融入的策略 

兩者差異：教學內容相同，引起動機策略不同 

本單元在實驗組班級運用多種策略引起學習動機，例如：猜謎語、誇大的幽

默技巧，另外透過實際測量笑的時候嘴巴的寬度，增加學生在課堂上笑的機會，

並引起學習動機，讓學生在安全愉快的環境之下，學習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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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量的樣式與規律」教案分析 

表 4-1-7 「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與原版本「數量的樣式與規律」教學流程對照表 

教學 

主題 

節

數 

原版本數學教學流程 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流程 

數 

量 

的 

樣 

式 

與 

規 

律 

5 1. 講解運算的規律：交換律、結合律。 

2. 講解課本例題與隨堂練習。 

3. 練習自我評量第 1題。 

4. 回家作業：數學習作。 

------第一節結束----- 

 

 

1. 檢討數學習作。 

2. 講解運算的規律：結合律。 

3. 講解課本例題與隨堂練習。 

4. 練習自我評量第 2、3題。 

5. 回家作業：數學習作。 

------第二節結束----- 

 

 

1. 檢討數學習作。 

2. 介紹奇數與偶數的運算規則。 

3. 講解課本例題與隨堂練習。 

4. 練習自我評量第 4題。 

5. 回家作業：數學習作。 

------第三節結束----- 

 

 

1. 檢討評量單。 

2. 複習奇數與偶數的運算規律。 

3. 講解講義老師講解與學生演練。 

4. 回家作業：講義。 

------第四節結束----- 

 

 

1. 檢討講義。 

2. 檢討單元評量大卷。 

------第五節結束----- 

1. 利用改編歌曲的方式介紹運算的規律：交換

律、結合律（教學策略融入式：改編歌曲）。 

2. 講解課本例題與隨堂練習。 

3. 練習自我評量第 1題。 

4. 回家作業：數學習作、改編歌曲學習單（主

題融入式：數學學習單）。  

------第一節結束----- 

1. 檢討數學習作。 

2. 利用改編歌曲的方式介紹運算的規律：結合

律（教學策略融入式：改編歌曲）。 

3. 講解課本例題與隨堂練習。 

4. 練習自我評量第 2、3題。 

5. 回家作業：數學習作、今天的數學課（主題

融入式：數學學習單）。  

------第二節結束----- 

1. 檢討數學習作。 

2. 利用諧音與笑話的技巧介紹奇數與偶數的

運算規則。（教學策略融入式：諧音、笑話） 

3. 講解課本例題與隨堂練習。 

4. 練習自我評量第 4題。 

5. 回家作業：數學習作、今天的數學課學習單

（主題融入式：數學學習單）。  

------第三節結束----- 

1. 檢討評量單。 

2. 利用遊戲複習奇數與偶數的運算規律（教學

策略融入式）。 

3. 講解講義老師講解與學生演練。 

6. 回家作業：講義、今天的數學課學習單（主

題融入式：數學學習單）。  

------第四節結束----- 

1. 檢討講義。 

2. 檢討幽默考卷（主題融入式：幽默考卷）。 

3. 獎勵學習單書寫優良學生，發下數學魔法報

（班級經營融入式：數學魔法報）。  

------第五節結束----- 

註：黑體字表示與原版本不同之處；括號內文字表示幽默融入的策略 

說明：幽默教學策略的運用 

    本單元採用教學策略融入式中改編歌曲的幽默技巧，以改編歌曲為整個單元

的主軸，結合主題融入式的數學學習單和幽默考卷，讓學生學習改編歌曲的幽默

技巧，發揮創造力，自行創作改編不同的歌曲，並將數學的知識融入在其中，以

學生自由創作的作品，當作是幽默考卷的題目，出奇不意，引發學習的動機和學

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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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圖形的樣式與規律」教案分析 

表 4-1-8 「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與原版本「圖形的樣式與規律」教學流程對照表 

教學 

主題 

節

數 

原版本數學教學流程 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流程 

圖 

形 

的 

樣 

式 

與 

規 

律 

7 1. 了解學生起點行為：國小曾經學過的面積公

式有哪些？ 

2. 說明平面圖形的面積公式：正方形面積、長

方形面積、平行四邊形面積、三角形面積、

梯形面積。 

3. 講解平行的意義，利用三角版實際操作。 

4. 講解平行相關的題型。 

5. 作業：課本、習作。 

------第一節結束----- 

 

 

 

 

 

1. 講解多邊形面積的求法：填補法、切割法。 

2. 請學生上台發表活動一、例題二的面積求

法。 

3. 講解例題一的面積求法。 

4. 先讓學生練習第 102頁隨堂練習，再由學生

上台發表不同的算法。 

5. 作業：課本、習作。 

------第二節結束----- 

 

 

1. 檢討課本、習作。 

2. 講解例題三：道路與草地面積的求法。 

3. 先讓學生練習第 104頁隨堂練習，再由學生

上台發表不同的算法。 

4. 講解習作相關問題。 

5. 作業：講義。 

------第三節結束----- 

 

1. 檢討講義。 

2. 介紹有規律的數列：等差數列、等比數列、

菲波那契數列、巴斯卡三角形。 

3. 講解例題、隨堂練習。 

4. 作業：習作。 

------第四節結束----- 

 

 

1. 檢討習作。 

2. 介紹等差數列、等比數列。 

3. 判斷數字是否在該數列中。 

4. 講解如何求出數列的第 n項。 

5. 講解例題與隨堂練習。 

6. 作業：習作、講義。 

------第五節結束----- 

 

1. 檢討習作、講義。 

2. 講解如何求出數列的和：介紹梯形公式。 

3. 講解例題與隨堂練習。 

1. 了解學生起點行為：國小曾經學過的面積公

式有哪些？ 

2. 利用堂兄弟姊妹的關係說明平面圖形的公

式：正方形面積、長方形面積、平行四邊形

面積、三角形面積、梯形面積（教學策略融

入式：說故事）。 

3. 讓學生猜謎語：猴子最不喜歡的數學名詞，

答案：平行。因為沒有相交（香蕉）。再講

解平行的意義，利用三角版實際操作（教學

策略融入式：猜謎語）。 

4. 講解平行相關的題型。 

5. 作業：課本、習作、數學學習單（主題融入

式：數學學習單）。 

------第一節結束----- 

1. 利用誇大的技巧說明多邊形面積的求法：填

補法、切割法（教學策略融入式：誇大）。 

2. 請學生上台發表活動一、例題二的面積求

法。 

3. 講解例題一的面積求法。 

4. 先讓學生練習第 102頁隨堂練習，再由學生

上台發表不同的算法。 

5. 作業：課本、習作、數學學習單（主題融入

式：數學學習單）。 

------第二節結束----- 

1. 檢討課本、習作。 

2. 利用誇大的技巧講解例題三：道路與草地面

積的求法（教學策略融入式：誇大）。 

3. 先讓學生練習第 104頁隨堂練習，再由學生

上台發表不同的算法。 

4. 講解習作相關問題。 

5. 作業：講義。 

------第三節結束----- 

1. 檢討講義。 

2. 利用說故事的方式介紹有規律的數列：等差

數列、等比數列、菲波那契數列、巴斯卡三

角形（教學策略融入式：說故事）。 

3. 講解例題、隨堂練習。 

4. 作業：習作、數學學習單（主題融入式：數

學學習單）。 

------第四節結束----- 

1. 檢討習作。 

2. 利用諧音命名的方式介紹等差數列、等比數

列（教學策略融入式：諧音）。 

3. 判斷數字是否在該數列中。 

4. 講解如何求出數列的第 n項。 

5. 講解例題與隨堂練習。 

6. 作業：習作、講義。 

------第五節結束----- 

1. 買爆米花實際示範習作的題目（教學策略融

入式：說故事）。  

2. 檢討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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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成自我評量與習作。 

5. 作業：講義。 

------第六節結束----- 

 

 

1. 檢討講義。 

2. 講討單元評量大卷。 

------第七節結束----- 

3. 講解例題與隨堂練習。 

4. 完成自我評量與習作。 

5. 作業：講義、數學學習單（主題融入式：數

學學習單）。 

------第六節結束----- 

1. 檢討講義。 

2. 講討單元評量大卷。 

3. 獎勵學習單書寫優良學生，發下數學魔法報

（班級經營融入式：數學魔法報）。  

------第七節結束----- 

註：黑體字表示與原版本不同之處；括號內文字表示幽默融入的策略 

說明：幽默教學技巧的運用 

本單元採用的幽默教學技巧偏重在誇大技巧的使用，並運用諧音命名的方式

進行主題融入式的數學習習單，一方面讓學生發揮創作的能力，結合學習過的圖

形，經過組合將圖形命名，一方面提升學生學習數學的面積運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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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柱體的體積」教案分析 

表 4-1-9 「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與原版本「柱體的體積」教學流程對照表 

教學 

主題 

節

數 

原版本數學教學流程 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流程 

柱 

體 

的 

體 

積 

5 1. 引導學生舉出生活中的立體圖形。 

2. 利用教具逐一說明柱體與錐體的頂點數、邊

數、面數。 

3. 回家作業：利用習作附件製作各種柱體。 

------第一節結束----- 

 

 

 

 

1. 介紹各種角柱體積的算法。 

2. 利用教具講解底為平行四邊形的四角柱體

積計算方法。 

3. 歸納角柱體積的計算公式：底面積×高。 

4. 講解課本例題與隨堂練習。 

5. 回家作業：自我評量、數學習作。 

------第二節結束----- 

1. 檢討自我評量、數學習作。 

2. 利用教具講解圓面積的公式。 

3. 利用教具講解圓柱的體積公式。 

4. 講解課本範例與隨堂練習。 

5. 回家作業：數學習作。 

------第三節結束----- 

 

 

1. 檢討數學習作。 

2. 講解圓錐體積的計算公式。 

3. 講解講義老師講解與學生演練。 

4. 回家作業：講義。 

------第四節結束----- 

 

 

 

1. 檢討講義。 

2. 檢討單元評量大卷。 

------第五節結束----- 

1. 引導學生舉出生活中的立體圖形。 

2. 利用摸摸樂，讓學生形容摸出立體圖形的頂

點數、邊數與面數，再由其他的學生來猜。

（主題融入式：摸摸樂）  

3. 教師利用教具歸納柱體與錐體的頂點數、邊

數、面數。  

4. 回家作業：製作數學存錢筒。（班級經營融

入式：數學存錢筒）  

------第一節結束----- 

1. 介紹各種角柱體積的算法。 

2. 利用教具講解底為平行四邊形的四角柱體

積計算方法。 

3. 歸納角柱體積的計算公式：底面積×高。 

4. 講解課本例題與隨堂練習。 

5. 回家作業：自我評量、數學習作。 

------第二節結束----- 

1. 猜謎語：疊羅漢，猜一數學名詞，答案：體

積（教學策略融入式：猜謎語）。 

2. 檢討自我評量、數學習作。 

3. 利用教具講解圓面積的公式。 

4. 利用教具講解圓柱的體積公式。 

5. 講解課本範例與隨堂練習。 

6. 回家作業：數學習作。 

------第三節結束----- 

1. 檢討數學習作。 

2. 講解圓錐體積的計算公式。 

3. 講解講義老師講解與學生演練。 

4. 利用編故事的方式分辨柱體與錐體的相同

與相異處。（教學策略融入式：編故事）  

5. 回家作業：講義、柱體與錐體學習單（主題

融入式：數學學習單）。  

------第四節結束----- 

1. 獎勵學習單書寫優良學生，發下數學魔法報

（班級經營融入式：數學魔法報）。  

2. 檢討講義。 

3. 檢討單元評量大卷 

------第五節結束----- 

註：黑體字表示與原版本不同之處；括號內文字表示幽默融入的策略 

說明：幽默教學策略的運用 

本單元結合了數學與主題融入式的摸摸樂活動，將日常生活中的柱體，改用

遊戲的方式，進行柱體的介紹，讓班級氣氛熱絡，引發討論的學習環境；並運用

班級經營融入式，讓學生製作存錢筒，將單元的柱體實際製作成存錢筒，進行數

學成績的競賽，使班級在遊戲的氣氛中，追求卓越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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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容量與容積的關係」教案分析 
表 4-1-10 「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與原版本「容量與容積的關係」教學流程對照表 

教學主

題 

節

數 

原版本數學教學流程 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流程 

容量與

容積的

關係 

4 1. 從日常生活中的物品，詢問學生基本的容積

單位。 

2. 運用教具示範容積與容量單位的換算法則。 

3. 講解課本範例、隨堂練習。 

4. 作業：習作。 

------第一節結束----- 

 

1. 講解課本範例、隨堂練習。 

2. 介紹容積與容量、及體積與重量的換算公

式。 

3. 實際利用換算公式，練習範例和隨堂練習。 

4. 作業：習作、講義。 

------第二節結束----- 

 

1. 講解立體形體的體積與容積，請學生上台示

範心臟的大約體積的測量方法。 

2. 講解課本範例、隨堂練習。 

3. 作業：習作、講義。 

------第三節結束----- 

 

 

 

1. 檢討習作、講義。 

2. 檢討單元評量大卷。 

------第四節結束----- 

1. 運用說故事的方式，引導學生了解生活中的

容積單位（教學策略融入式：說故事）。 

2. 運用教具示範容積與容量單位的換算法則。 

3. 講解課本範例、隨堂練習。 

4. 作業：習作、請學生帶家中有容積單位的物

品到學校。 

------第一節結束----- 

1. 透過學生帶來的實際物品，介紹容積與容

量、及體積與重量的換算公式。 

2. 利用諧音，教導學生記憶換算公式（教學策

略融入式：諧音）。 

3. 實際利用換算公式，練習範例和隨堂練習。 

4. 作業：習作、講義。 

------第二節結束----- 

1. 講解立體形體的體積與容積，請學生上台示

範心臟的大約體積的測量方法。 

2. 拿出蘋果、番薯、鉛塊等有趣的立體物體測

量體積。  

3. 講解課本範例、隨堂練習。 

4. 作業：習作、講義、數學學習單（主題融入

式：數學學習單）。  

------第三節結束----- 

1. 引導學生討論數學學習單中大象體重的各

種測量法的可行性。  

2. 檢討講義。 

3. 檢討單元評量大卷。 

4. 獎勵學習單書寫優良學生，發下數學魔法報

（班級經營融入式：數學魔法報）。  

------第四節結束----- 

註：黑體字表示與原版本不同之處；括號內文字表示幽默融入的策略 

說明： 

本單元需要運用的公式進行換算，為了避免學生誤用公式，採用諧音的教學

策略，將公式改編成有趣的句子，加深印象，並正確使用公式換算，也讓學

生透過自行改編的方式，記憶公式，一方面發揮創造力，一方面降低公式的

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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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對國中生數學學習成效之

影響 

 

本節主要分析「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是否具有提升學生的數學學習成效，

本研究所指的數學學習成效以吳元良所編制的「數學態度量表」（包括學習數學

的信心、數學有用性、數學探究動機、對數學成功的態度、數學焦慮）的得分，

及學生第一學期三次段考數學成績的表現表示。 

 

壹、數學態度量表 

本研究以「數學態度量表」後測的得分作為依變項，以「數學態度量表」前

測的得分為共變項，以組別為自變項，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考驗實

驗組與對照組在數學態度量表測驗得分的差異情形。首先求出後測調整平後均數

以表示兩組排除前測分數之得分情況，結果如表 4-2-2。在進行共變數分析前，

先進行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考驗兩組學生數學態度之分量表之迴歸係數是

否達顯著，若未達顯著表示兩組同質性假設成立，則可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將檢驗的結果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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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組在數學態度量表的得分的比較  

兩組學生在「數學態度量表」之前後測分數的平均數、標準差，如表4-2-1；

以及調整後的平均數（排除共變項影響後的平均數）結果如表4-2-2所示。根據

此結果可以發現，經過實驗教學實驗組普通班與美術班，以及對照組在「數學態

度量表」調整後的總平均比前測低，可能的原因是數學的教材越來越難，造成學

生在學習上產生挫折感，而且有銜接不上的困難，進而影響對數學的態度。此外

實驗組普通班在前測分量表的平均接近4，以五點量表最高分5來分析，可能已經

產生天花板效應，也就是實驗組在前測分數就相當高，造成實驗組在實驗教學後

無法在後測有顯著增進。 

表 4-2-1 兩組學生數學態度量表前後測平均數、標準差摘要表 

組別 對照組 N=29 實驗組普通班 N=23 實驗組美術班 N=27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學習數學的信心 3.07 .71 3.22 .50 3.53 1.05 3.30 .40 3.25 .74 3.15 .40 

數學有用性 3.89 .64 2.93 .33 4.00 .76 2.91 .30 4.06 .87 3.10 .47 

數學探究動機 3.08 .93 3.02 .90 3.19 1.25 3.10 .88 3.12 .88 3.01 .81 

對數學成功的態度 3.45 .79 3.45 .85 3.94 .82 3.84 .83 3.84 .79 3.97 .74 

數學焦慮 2.96 1.00 2.81 .68 3.43 1.16 2.61 .77 2.89 .88 2.69 .70 

總平均 3.29 .62 3.08 .34 3.62 .84 3.15 .22 3.43 .64 3.18 .32 
 

表 4-2-2 三組學生數學態度量表後測調整後平均數 

組別 對照組 N=29 實驗組普通班 N=23 實驗組美術班 N=27 

學習數學的信心 3.28 3.21 3.17 

數學有用性 2.92 2.97 3.06 

數學探究動機 3.07 2.98 3.06 

對數學成功的態度 3.64 3.70 3.89 

數學焦慮 2.73 2.81 2.61 

總平均 3.13 3.13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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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因子多變項共變數分析的結果 

首先進行「各組迴歸線平行」的假設考驗，結果如表 4-2-3，檢驗結果顯示，

只有「數學焦慮」向度不符合各組迴歸平行假設（p ＜.05），其餘「學習數學的

信心」、「數學有用性」、「數學探究動機」、「對數學成功的態度」等四個向度均符

合假設（p >.05），也就是說，三組在這四個向度受共變項的影響是相同的。雖然

數學焦慮向度未符合假設，但是其餘四個向度皆符合，因此，可以繼續進行共變

數分析。 

表 4-2-3 「各組迴歸線平行假設考驗」結果 

 Wilks’Λ Sig. 

組別 × 學習數學的信心 .736 .053 

組別 × 數學有用性 .891 .747 

組別 × 數學探究動機 .829 .355 

組別 × 對數學成功的態度 .770 .119 

組別 × 數學焦慮 .684 .013* 

註：*p ＜.05；**p ＜.01；***p ＜.001 

接著檢驗「共同斜率為 0」和「各組主要效果相等」的假設，結果如表 4-2-4，

共同迴歸線斜率為 0檢定方面，Λ (2, 5, 71)＝.162，p ＞.05，未達顯著差異，表

示共同迴歸線的斜率是 0，換句話說，不必將受試者在「學習數學的信心」、「數

學有用性」、「數學探究動機」、「對數學成功的態度」、「數學焦慮」等五個向度之

前測表現予以考慮。 

由表 4-2-4可知，在各組主要效果相等假設檢定方面，Λ (2, 5, 71)＝.896，p 

＞.05，未達顯著差異，表示排除共變項的影響後，兩組在經過幽默融入數學課

程的教學後未達顯著差異。由此可知，參與者經過幽默融入數學課程後，在「學

習數學的信心」、「數學有用性」、「數學探究動機」、「對數學成功的態度」、「數學

焦慮」的表現上，由於平均分數差距不大，因此在統計上並未達顯著，造成假設

二的 2-1、2-2、2-3、2-4、2-5未成立。 



82 

表 4-2-4 多變量及單變量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SSCP) 單變量F 

變異來源 df 學習數學的

信心 

數學有用

性 

數學探究

動機 

對數學成

功的態度 
數學焦慮 

多變量Λ 

(df) 
學習數學

的信心 

數學有用

性 

數學探究

動機 

對數學成

功的態度 
數學焦慮 

常數 1  

.140 -.187 .027 -.330 .145 

-.187 .274 .014 .495 -.285 

.027 .014 .101 .045 -.148 

-.330 .495 .045 .897 -.540 

組間 

（排除共

變項） 

2 

.145 -.285 -.148 -.540 .472 

.896 

（2, 5, 71） 
.468 1.110 .125 1.084 .891 

4.145 .209 9.945 4.089 -8.088 

.209 1.990 1.887 1.106 .333 

9.945 1.887 27.875 4.384 -19.884 

4.089 1.106 4.384 20.655 -3.802 

共變項

（排除實

驗設計效

果） 

5 

-8.088 .333 -19.884 -3.802 19.657 

.162 

（2, 5, 71） 
5.522 3.225 13.765 9.985 14.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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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4續 

10.658 1.505 8.261 5.014 -1.937 

1.505 8.764 3.956 2.994 1.014 

8.261 3.956 28.756 2.782 -8.238 

5.014 2.994 2.782 29.373 -3.693 

組內 

（排除共

變項） 

71 

-1.937 1.014 -8.238 -3.693 18.809 

 

總和 79   

註：*p ＜.05；** p ＜.01；***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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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段考數學成績 

首先表 4-2-5顯示實驗組與對照組三次段考平均、標準差與調整後平均數，

接著進行不同班級、段考成績在「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結果如表 4-2-6顯示，在「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方面，班級與段考成績交互作

用考驗之F （4, 150） ＝.17，未達顯著水準（p ＞.05），顯示班級與段考成績

在「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上，並無交互作用的情形出現。接著再檢視班級、段

考成績主要效果發現，班級效果考驗之F （2, 75） ＝2.24，未達顯著水準（p 

＞.05），顯示三個班級「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上並無顯著差異；段考成績主

要效果考驗之F （2, 150）＝59.11，已達顯著水準（p ＜.001），顯示不同次別

段考成績在班級上存有差異。 

透過表 4-2-7三次段考的事後比較發現，第三次段考與第一次段考和第二次

段考評整後平均數皆達顯著差異，可能的原因是不同段考次別的題目難易度造成

的結果，並非本實驗教學產生的效果，因此本研究假設一的 1-1、1-2不成立。 

從實驗組普通班第二次段考平均減去第一次段考平均，發現退步4.3分，美

術班退步2.07分，與對照組退步1.38分的比較來看，兩班實驗組因為接受實驗

教學需要花費額外的時間書寫學習單，減少練習數學題目的時間，且實驗組學生

需要時間適應教師的幽默教學方式，進而在第二次段考數學成績上呈現退步的狀

況。但是第三次段考減去第一次段考平均發現普通班進步11.61分，美術班進步

14.93分，對照組進步13.75分，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差距越來越接近。由此可知，

經過兩個月的實驗教學沒有造成實驗組學生成績顯著進步，本實驗教學和許多數

學教學研究呈現相同結果（賴姝秀，民 92；林中斌，民 92），新的教學方式比

較不容易在短時間內提升數學學習成效，因為學生需要時間適應新的教學方式，

並且需要花費額外的時間學習，相對減少學生在課堂上練習的時間，因此只要沒

有讓數學成績退步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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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5 實驗組與對照組七上三次段考平均數、標準差摘要表  

對照組 N=29 實驗組普通班 N=23 實驗組美術班 N=27 量表內容 

M SD M SD M SD 
七上第一次段考 68.59 17.3 71.87 18.86 77.37 11.08 
七上第二次段考 67.21 22.17 67.57 25.16 75.30 15.63 
七上第三次段考 82.34 21.79 83.48 19.83 92.30 9.00 

 
表 4-2-6 不同班級、段考成績在「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摘

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受試者間      班級(A) 3752.986 2 1876.493 2.24 

誤差 62976.501 75 839.68  
受試者內  段考成績(B) 11301.977 2 5650.989 59.11*** 
段考成績*班級(A*B) 68.423 4 17.106 .17 

誤差 14338.218 150 95.58  
全體 92438.11 233   

註：*p ＜.05；** p ＜.01；***p ＜.001 

七上三次段考成績在班級的比較

段考次別

第三次段考第二次段考第一次段考

平
均
數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班級

對照組

實驗組普通班

實驗組美術班

 

圖 4-2-1不同班級之段考成績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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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七上三次段考」平均數的事後比較 

 七上第一次段考 七上第二次段考 七上第三次段考 

七上第一次段考 --   

七上第二次段考 2.179 --  

七上第三次段考 -13.67*** -15.85*** -- 

註1：*p ＜.05；** p ＜.01；*** p  <.001 

註 2：表格中的數字為三次段考平均數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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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教學歷程分析 

 

本節內容依據課程觀察、學生課堂學習成果，及教學省思札記等進行分析，

共分為三部分呈現「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教學歷程，第一部分呈現學生課堂學

習成果；第二部分呈現實驗組學生訪談分析；第三部分呈現教學者的省思。 

壹、學生課堂學習成果 

以下就學生的課堂學習成果分成幽默技巧與創造力兩部分分析，幽默技巧

分成「諧音」、「說故事」、「比喻」、「誇大」、「雙關」、「改編歌曲」、「重新解釋」、

「聯想」、「自創謎語」；創造力部分以 Besemer（1998）提出新穎（Novelty）、問

題解決（Resolution）及精進及統合（Elabortion與 Synthesis）三個向度，新穎

（Novelty）包含：原創、驚奇、幽默感；問題解決（Resolution）向度包含價值

性、邏輯性、實用性、可了解性；精進及統合（Elabortion與 Synthesis）包含：

組織性、雅致性、巧妙，共十個指標，本研究學生的課堂學習成果符合全部指標，

以下就創造力部分十個指標加以分析。 

一、幽默技巧  

（一）諧音： 

1公秉＝1立方公尺＝1公噸 

  ÷1000                                      ×1000 

1公升＝1立方公寸＝1公斤 

  ÷1000                                       ×1000 

1毫公升＝1立方公分＝1公克 

註：EN指實驗組普通班學生編號；EA指實驗組美術班學生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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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15 

開了(kl)=This(立方公尺)=空隊(公噸) 

餓了(l)=你家(台語)(立方公寸)=空金(公斤) 

罵了(ml)=麗芬(立方公分)=功課(公克) 

 

＊說明：kl是公秉的縮寫，利用諧音將公秉變成「開了」，立方公尺變成英文單

字的「This」，而公噸則變成「空隊」，EA15將 1公秉＝1立方公尺＝1公噸的關

係，利用諧音變成一句有意義的話「開了 this這個空中部隊」；而 1公升＝1立

方公寸＝1公斤變成「餓了你家空金（空金指人名）」；1毫公升＝1立方公分＝1

公克則是改變成「罵了麗芬（麗芬指人名）功課」。 

 

EA26 

尺筆鈍＞生寸金＞好勝分割 

變大的取陳依芊（×1000） 

變小的嫁楚義謙（÷1000） 

 

＊說明：立方公尺公秉公噸＞公升立方公寸公斤＞毫公升公分公克，而且如果變

大的話要乘以 1000，變小的話要除以 1000，所謂變大的意思是由公升變成公秉，

變小則是公秉變成公升。 

 

EN20 

秉石斗升合勺撮＝笨蛋都說老師錯 

 

＊說明：公秉、公石、公斗、公升、公合、公勺、公撮是容積中的十進位換算單

位，將整個改編成一句「笨蛋都說老師錯」，笨指公秉、蛋指公石、都指公斗、

說指公升、師指公勺、錯指公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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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說故事 

故事名稱：當柱體碰上錐體！ 

主角：角柱、角錐、圓柱、圓錐。 

配角：體積、展開圖。 

故事背景：在數學的國度裡 

故事大綱：有一天當三角柱走在大街上⋯.. 

EN10 

故事名稱：柱體與錐體的自我介紹！ 

主角：圓錐、圓柱、三角柱、三角錐、四角柱、四角錐和各種角柱與角錐等。 

故事背景：在數學教室裡 

故事大綱：在某年某月的一天裡，開學時數學女王要大家上台介紹，首先，圓柱

開始介紹，圓柱說：「我有 2個面，展開圖是長方形，沒有邊也沒有頂點。」又

換圓錐來介紹，圓錐說：「我有1個頂點，有1個面，展開圖是扇形。」再來是

三角柱，三角柱說：「大家好，我有 5個面，6個頂點，9個邊。」老師說：「嗯！

這位同學非常有禮貌。」老師接著說：「好！今天先自我介紹到這，下一次在自

我介紹。好！下課！」 

 

＊說明：EN10透過自我介紹的方式，將主角換成是圓柱和圓錐，透過介紹將圓

柱與圓錐的外在特徵形容出來。 

（三）比喻 

EN23 

心跳速度稍快，有點緊張！健康指數約80上下，有些題目的處理方法還不太清

楚，吃個感冒藥就可以了！ 

 

＊說明：將數學學習狀況比喻成身體健康狀況。 

EA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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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三角柱走在大街上，因為破產了，所以便想找個可憐蟲的家偷東西。好

不容易找到，偷偷跑進去以後，從一樓偷到了頂樓，就想從水管爬下來，但水管

突然斷了！三角柱掉了下來，受了重傷，於是就送到數學醫院動手術。由角錐執

刀，圓柱圓錐做助手，然後衰到不行的三角柱，就被角錐「拆」成展開圖。最後，

宣佈腦死，三角柱龐大的體積，就捐給急需內臟的其他「展開圖」們。 

EN16 

故事名稱：三角柱的自述 

大家好，我是柱體---三角柱，我沒有駝背的壞習慣，我的上下底絕對平行，側面

和底面絕對垂直，我還有 9邊 5面 6頂點的傲人身材，而且上下底一樣大，我的

側面是長方形，底面是三角形，請大家多多指教。 

EA12 

故事名稱：當圓柱遇到圓錐 

主角：圓柱、圓錐 

配角：圓柱媽媽 

故事背景：在大街上 

故事大綱：某天圓柱出來幫忙媽媽買東西，碰巧遇到出來壓馬路的圓錐，兩人是

非常要好的朋友，於是圓錐就跟圓柱走在一起，到了市場，圓柱找到了媽媽要的

東西，但他沒手，食物掛在身上立刻滑了下來，圓錐看到好友正在為這件事情傷

腦筋，立刻想到一個法子，挺胸而出幫忙圓錐拿食物，食物掛在圓錐上再也不會

滑下來，因為圓錐是鼎鼎大名的大屁股，而圓柱則是個水桶腰。 

EA18 

故事大名：當柱體—哈利遇見錐體—莎莉 

主角：哈利柱、莎莉錐 

配角：阿理阿雜 

故事背景：一個大家都想談戀愛的年代 

莎莉錐：「唉~~我都快三十了！卻連一個男朋友都沒交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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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阿花：「我有個點子，不如我幫你找到徵婚社，找個相親的對象！」 

莎莉錐：「ㄟ~~你原始人喔！什麼年代了還在相親，你真的很俗ㄟ~~」 

三八阿花：「有啥關係，阿不蘭，你要當老處女喔！」 

莎莉錐：「好吧！就相信你一次，可是來相親的男生，一定都是四不像！」 

三八阿花：「這樣才配你嘛！自己以為長得很正喔！」 

一天下午，哈利柱和莎莉錐在多邊形咖啡廳見面---- 

哈利柱：「你⋯你⋯.你好」 

莎莉錐：「你好！你長得還不錯嘛！直桶的身體，沒有曲線，再加上圓圓的頭蓋

和底部，真是太可愛了！」 

哈利柱：「真是過獎了！你的身材也不錯啊！圓圓的頭蓋，再加上由粗轉細的身

體，真是特別啊！」 

後來兩人開始交往，天天出去玩，也因為常常吃東西的關係，莎莉錐細小的下半

身也慢慢變得跟頭部一樣寬，久而久之也變成了「圓柱」！ 

從此她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也生了一打小小圓柱！ 

 

＊說明：將柱體與錐體擬人化。 

（四）誇大 

EN21 

我現在的心跳是跳的非常的快，無法停止（本來就不會，好笑嗎？）！因為現在

我對數學產生熱情，想要散發到最高點，順便也讓老師大吃一驚！也讓您哈哈大

笑！我現在的心情指數 10×10000000000⋯.太多太多，所以數學就像我的藥，所

以為何要就醫！我的治療大大師（ㄚ青老師）。 

 

＊說明：形容自己的心情指數，運用誇大的方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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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雙關 

EA10 

分配律：蛋×（荷＋包）＝蛋×荷＋蛋×包＝荷包蛋~~好吃 

交換律：皮×蛋＝蛋×皮  皮蛋和蛋皮（皮蛋的皮）一樣~~好吃 

結合律：（男生＋女生）＋陰陽人＝男生＋（女生＋陰陽人）~~一樣的人數 

EN16 

今天老師在講解講義時，竟然把題目中的人名寫成指數，如：守
2

、 )!(
3

加油 ，讓

我體會到生活處處皆數學。 

＊說明：將中文的含意運用數學的運算規則或形式，解讀另外的意義，一方面符

合中文的意義，一方面也符合數學的運算規則。 

（六）改編歌曲 

EA23 

結合律之歌~~改編自哥哥爸爸真偉大 

哥哥爸爸真偉大 名譽照我家           為國去打仗 當兵笑哈哈 

結合結合結合律  運算的規則           規律有規定  大家要注意 

走吧走吧哥哥爸爸 家事不用你牽掛     只要我長大 只要我長大 

規律就是加減乘除  加乘可以用         減除不能用  減除不能用 

EA14 

分配律之歌~~改編自小蜜蜂 

嗡嗡嗡  嗡嗡嗡   大家一起勤做工   來匆匆  去匆匆   做工興味濃 

分配律  乘法行   加號要在括號裡   減法ㄚ  需要ㄚ   在括號裡面 

天暖花好不做工   將來哪裡好過冬   嗡嗡嗡  嗡嗡嗡   別學懶惰蟲 

除法在前不可以   得在括號的後面   才能算  才能算   不要搞錯了 

EA16： 

1公秉等於 1立方公尺等於 1公噸，他們可不等於 1公升，一定得乘以 1千。公

升公斤立方公寸都是一樣的，如果那變成 1公克，就得再乘 1千。公克毫公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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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分他們相互等於，其實非常簡單，就是換算要注意。 

＊說明：利用 RAP的方式改編。 

（七）重新解釋 

EA25 

奇數族和偶數族是兩個友誼情深的兩個族群，他們的結婚配對符號為「×」，兩族

自古的習俗，奇數族的和奇數族的結婚，所生的孩子是奇數族的，偶數族和偶數

族的結婚，他們的孩子還是偶數族的，但奇數族和偶數族的結婚，他們的孩子卻

要歸屬偶數族的！長期下來，奇數族的人口越來越少，這樣也不是辦法！所以兩

族又立了新規定：奇＋奇＝偶，奇＋偶＝奇，偶＋偶＝偶（＋為結婚，＝為所生

下的小孩，不需給對方）而新舊規定每年輪一次，以平衡人口。 

＊說明：重新定義不同村莊結婚的規則。 

（八）聯想 

EA18 

郭宇榛≒敦字棒 

 

 

＊說明：EA18將自己的名字運用近似值的概念，改編成另一個有意義的名詞。 

（九）自創謎語 

EN16 

理髮店（猜一數學計算法則），答案：減法。 

＊說明：因為到理髮廳是剪頭髮，所以利用諧音變成數學的減法。 

EA23 

“安可”的雙胞胎（猜一數學名詞），答案：圓周率。 

＊說明：演唱會安可時需要拍手，所以和圓周率π的因相同。 

綽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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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造力  

（一）原創性 

有別於一般的文字描述，創作出有創意的課堂回饋心得，以圖畫的方式呈現

數學健康指數，相當有創意。 

 

（二）驚奇 

運用不同的形式呈現出自己的數學名字，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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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幽默感 

教師數學課堂的運算法則，學生透過諧音的方式將奇數與奇數相乘變成奇

數，運用圖畫的方式畫出，幽默感十足。 

 

（四）價值性 

學生的名字索取的綽號和簡介和分配律具有關聯，充分呈現非佩率的意義，

價值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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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邏輯性 

以實際的寵物當例子，創作出符合數學加減乘除的運算規律。 

 

（六）實用性 

創作出的數學存錢筒具有實際的用途，利於放入代幣。 

 

（七）可了解性 

運用圖畫的方式將數學的公式記憶起來，令人望圖生義，公式容易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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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組織性 

將課堂時間做有系統的切割，充分發揮組織性。 

 

（九）雅致性 

學生運用黏土細膩的呈現出數學存錢筒的創意形式。 

 

（十）巧妙 

學生巧妙的將數學符號中的未知數，運用「？」的形式呈現，十分具有巧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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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驗組學生訪談分析 

以下根據實驗組學生在接受訪談時的回饋進行分析。 

問題一： 

看到「數學」兩個字，你會聯想到什麼呢？ 

 

一致的看法： 

一、解題的成就感 

實驗組學生認為看到數學兩個字，會聯想到解數學題目，包括課內和課外

的數學相關知識，而且解出數學題會有成就感，也會感覺快樂、有趣，尤其在經

過長時間的摸索後，解出的那一剎那感覺最棒。 

EA＊20：老師有讓我們玩那個積木，就是九個的，在過程中學習到滿多的，最後拼成的那一個很

有成就感，真的是超級快樂的⋯拼起來那種感覺真的很棒，雖然花很多時間，但是這件事有完成，

就是感覺沒有遺憾！ 

EN21：我很喜歡數學，超喜歡的，常常和爸爸討論，我也比較會，比較有成就感⋯ 

二、引發正向的情緒 

實驗組學生以前想到數學時，會浮現老師打人的樣子，考試要求分數，現

在想到數學時會有正向的情緒產生，例如：好玩、有趣、快樂、喜歡、開心… 等

心情。 

EA20：「天堂」！算數學會使自己的心情很好，因為如果這一題的題目你會做的話，你會覺得讚！ 

EA08、EA23、EN21：很好玩、很有趣、很喜歡！ 

EN19：以前老師會要求分數… 讓你壓力很大，老師考試要看成績… 讓你覺得很可怕。老師還會

打人、罵人… 現在就會很開心。 

三、遊戲的方式 

經過實驗教學後，學生認為數學有許多好玩的遊戲，把上課解題當作是玩

遊戲，而且會想要主動延伸學習相關數學知識，包括：數學史、數學遊戲。 

＊註：EN指實驗組普通班學生編號；EA指實驗組美術班學生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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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21：數學課很開心，就是玩嘛，就當作是玩遊戲⋯ 

EA08：老師也有提到俐瑪竇一本書「幾何原本」，就很想看哪一本書，然後就很想要學數學⋯ 

EN21：數學也會聯想到埃及，因為數學是埃及發明的，就會想去了解埃及究竟是怎麼發明數學

的⋯ 

四、和數字相關 

訪談實驗組學生中有一半的學生會將數學與數字做連結，因為數學通常需要

許多數字的運算。 

EA23、EA25、EN18、EN21、EN09：「一大堆數字」、「密密麻麻的數字」、數學常常都是數

字，很少會有其他的。 

 

其他特殊意見： 

引發負向的情緒 

實驗組學生中想到數學就會覺得很難、很討厭，引發許多負向的情緒，其中

和國小數學經驗相關，經過實驗教學後部分學生還是對於數學有負面的看法，可

見小學的數學經驗影響深遠。 

EN20：「很難」、「很討厭」！ 

EN18：然後就很難！然後旁邊都是書，我站在中間，很像盆底！然後每次考試都會想到這個畫

面，都會覺得很難，怎麼都解不出來，想到一個方法，又解不出來，就很討厭。 

EN19：以前國小老師會要求分數，覺得你聽不懂就會較你站到前面來，然後就會給你另外的習

題，讓你壓力很大，老師考試要看成績，如果不好的話會一直盯你，讓你覺得很可怕。老師還會

打人、罵人。 

 

問題二： 

  你在第一次段考前，喜不喜歡上數學課？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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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看法： 

一、課程內容與數學課 

學生因為課程內容和國小相關，所以喜歡上數學課；但也有學生因為數學

課程與應用問題相關，所以不喜歡數學課。 

EA15：題目比較簡單就會喜歡，考試的時候就會比較討厭。 

EN20：因為是最大公因數和最小公倍數，都聽不懂，所以不喜歡⋯ 

EN21：不喜歡，因為我都聽不懂，主要是應用問題⋯ 

EN09：因為第一次段考前有一些小學就已經教過了，要算的時候就可以比較好算⋯ 

二、教師特質與數學課 

學生因教師教學活潑與親切，所以喜歡上學課；教師上課時給學生好玩的

感覺，比較不像小學老師的解題方式上課。 

EA23：以前老師會一直念，上課就解題，就很無聊，都沒人想聽，現在比較好玩⋯ 

EA25：以前老師會一直解題，現在變的比較活潑⋯ 

EN19：老師看起來很親切，所以還滿喜歡⋯ 

EN18：老師剛開始教大家都一直笑一直笑，然後覺得很好玩⋯ 

 

問題三： 

  從七年級第一段考到現在，你喜不喜歡老師上數學課時，運用幽默的方

式介紹數學的性質和解數學題？為什麼呢？ 

 

一致的看法： 

一、教師上課風格與學生的數學課 

學生覺得教師的上課風格是好玩、活潑、有趣、講笑話、幽默，比較不會

帶給學生壓力，讓數學課堂變的很熱鬧，不會無聊，像是在玩遊戲，從遊戲中學

習數學，這樣的數學課很輕鬆。 

EA08：很難想像國一還有那麼風趣的數學課，每次上課都有很多遊戲，不是想說在上數學課，

而是在玩遊戲，遊戲裡面學數學，就不會很困難，不會有壓力，然後這樣學數學很輕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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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20：以前討厭就是因為自己學不好，現在很喜歡，原因是老師上課的風格，感覺就會覺得很

好玩！ 

EN19：老師在講笑話的時候就覺得上數學課很好玩。 

EN20：老師用這樣的方式上課覺得很白痴，班上會很熱鬧⋯ 

EN09：老師用比較活潑的方式，比較不會有壓力⋯ 

二、幽默教學與數學課程 

學生喜歡教師運用幽默的方式介紹數學性質和解數學題，一方面可以幫助

學生上課專心，也可以讓學生自行創作，例如：運用諧音、編故事、寫歌詞的方

式記憶數學公式和單位換算，學生反而比以前更喜歡上數學課。 

EA20：現在本身就比以前進步很多⋯反而比以前更加喜歡數學。 

EA08、EA23：上學數學課覺得老師好特別，像考卷還有寫說「我愛數學」這種題目（笑⋯），

我在想說老師怎麼會想出這種東西，考試應該是很嚴格吧！幽默考卷會幫助我作答。 

EA25：滿喜歡用幽默的方式上課，上起來比較活潑，比較不會無聊，也比較容易增加印象，不

容易忘記⋯ 

EA15：學習單運用諧音、編故事，可以增加自己的印象，考試的時候可以想到，比較不會換算

錯誤⋯ 

EN19：老師在講笑話的時候就覺得上數學課很好玩，就變的比較專心，這些有趣的地方會讓我

們記下來數學的公式，寫數學的時候就會記得那些公式讓數學寫的更順。 

EN20：可以運用幽默的方式記住公式，讓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寫歌詞的時候，老師還把我編的

歌詞拿來當考試題目，感覺很驚訝。對於學習數學有幫助，可以記起來，在聯想其它的部分就可

以記住⋯ 

 

其他特殊意見： 

有一位受訪者表示國中補習增加，導致不喜歡數學。 

EN21：第一次段考後很喜歡，第二次段考後就不太喜歡，因為要補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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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 

  從第一次段考後上過的數學課，你最喜歡哪一個部分？為什麼呢？ 

 

一致的看法： 

一、活潑性的課程 

學生普變喜歡活潑性的課程，加上遊戲化的上課方式，有出奇不意的感受，

學生喜歡參與課堂上的活動，一方面可以學習數學，一方面覺得好玩，一舉數得。 

EA20：老師上課很好玩，我也很喜歡，不會很無聊，而且老師用「摸摸樂」的方式上課，不但

可以加深我們學生對立體圖形的印象，然後老師還會送東西，還可以吃，很棒，對我們學生就是

一舉兩得，所以我覺得很棒！ 

EA08：有一次老師上課帶了許多東西來，要大家猜有幾個角幾個面，讓大家猜，還有東西可以

吃，我好像說錯了，原本是六角柱說成五角柱，害大家都猜錯了，那一次就很搞笑。還有唱歌，

唱很多歌那很簡單，我又擅長的，就盡量表達，就唱很多首，有一些還五音不全，很搞笑⋯ 

EA25：老師會在黑板上面畫一些圖，但是畫的不標準，同學會在下面笑，就覺得很好玩。老師

會將題目變成圖形的方式，比較不容易忘記。 

EN21：老師還用摸摸樂上課，印象很深刻的是EN05和EN13的地瓜和聖誕帽，很好玩。 

EN19：老師會讓同學上去解釋，會讓我們覺得很開心很刺激，然後你就想要去答那些題目，然

後你就覺得自己會了。 

二、不需要複雜計算的課程 

學生對於幾何圖形的單元內容比較容易接受，不需要複雜的計算，只要透

過觀察即可找出答案，和實驗組學生是接受建構式數學的上課方式相關。 

EA08：只要是有圖片的單元，應該是滿簡單，這個都是我會的，可以大展身手，只要文字很多

就會很討厭。 

EA25：圖形的部分比較清楚，跟美術也有關係。 

EA23：有時候畫的感覺很有趣，不用一直算一直算，比較有色彩，不是每一個字都是密密麻麻

的。 

EA15：以前小學都很討厭換算，因為很怕換算錯誤，然後現在老師教我們這樣子背，馬上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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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起來，感覺滿輕鬆的，對這一章也滿有信心的 

EN20：不需要什麼算式，而且以前沒有上過，比較新鮮。 

EN09：因為比較好算，用一些公式就可以。 

 

其他特殊意見： 

EN18：「長條圖」、「近似值與誤差」兩個單元比較認真，考的比較好，也有去問同學，就比

較有信心，可以參與同學討論。 

 

問題五： 

  從第一次段考後上過的數學課，你最不喜歡哪一個部分？為什麼呢？ 

 

一致的看法： 

分數的計算部分 

學生一致討厭分數的四則運算，因為需要十分細心，只要一小部分計算錯

誤，導致整題全錯，學生對於這一個部分感到恐懼。 

EA23、EA08、EA25、EN19、EN09：只要不細心就會錯⋯只要看到分數就不想算它⋯你只要算

錯一個地方就全錯⋯.式子一大串很麻煩，很容易出錯⋯一小部分錯那一題就沒救了，所以很討

厭！ 

 

其他特殊意見： 

EA20、EN21：長條圖與折線圖，記的東西比較繁瑣，又要自己畫圖，很麻煩；問的問題很麻煩，

圖又畫的不清楚，害我扣一大堆分數。 

 

問題六： 

  你覺得運用幽默的方式（包括編歌曲、諧音、猜謎語、說故事、幽默考

卷）學習數學是否有幫助？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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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看法： 

一、加強印象與幫助記憶 

幽默的教學方式幫助學生記憶數學公式，學生練習編寫學習單加強印象，

利於學生回想課堂所學數學內容，並運用幽默技巧創作新的作品，透過數學魔法

報分享同儕創作作品。 

EA08：利用編歌曲的音調去記，而且很容易就記的起來，如果只有單單的文字給你，你就怎麼

看都背不起來，如果用唱的話就很容易，想老師還有編「兩隻老虎」給我們，這樣真的很容易記⋯ 

EA20：諧音！把每一個要背的公式想成比較好笑的東西，就會比較容易記得，就會對它印象也

比較深刻，然後就不會忘記；說故事可以看到別的同學編的，有一些很好笑，可以增加記憶。 

EA25：用諧音可以編一些很好玩的東西，增強印象，加深公式，幫助滿大的，像說故事和益智

問題都滿好的，可以增加印象，又可以學習到一些新的數學知識，這個策略會時常使用。 

EN18：因為我本身也喜歡唱歌，所以讓我更容易記憶 

EN19：根據一個公式然後慢慢推就會編出一個故事，寫學習單編故事就會記下來公式，而且我

寫學習單都會花比較多的時間，在那裡想，自然而然就背起來。 

二、降低考試壓力與舒緩緊張心情 

幽默考卷降低學生考試壓力，舒緩考試的緊張氣氛，提高學生的考試表現，

將學生作品呈現在考題中，增加趣味性和重要性。 

EA20：幽默考卷我會覺得很好玩，考試的時候就是比較幽默，這樣可以讓自己考的心情比較緊

張，變得比較放輕鬆，不會心情一直待在緊張的情緒中。 

EA08：可以一邊唱歌一邊考試，很有趣⋯ 

EN18：「幽默考卷」看到有一大題跟其他考卷不一樣，比較特別會想去看，然後解出來就覺得

很厲害，又是從我們的作業中改編的，很有趣！ 

EN19：「幽默考卷」會紓解我對數學考試的壓力，如果數學只有一堆的題目，就會很緊張，如

果時間又很短，就會亂寫一通，計算錯誤，就全部都錯，如果有一些比較好玩的題目，就會寫的

比較順，正確答案就會寫下來，表現比較好。 

EN20：「幽默考卷」很搞笑，會比較認真去看，也比較簡單，減低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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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09：幽默考卷很喜歡，因為很多考卷都是寫ABC,123那種，很無聊沒有變化，幽默考卷的選

項習慣以後就比較不會，考試心情會比平常還要輕鬆一些。 

三、提高上課興趣與增加創意 

摸摸樂的上課方式提高懸疑性，提高學生上課興趣，將單元重點融入遊戲

中，加強學生學習意願；編寫學學習單可以增加學生的創意與多角度的思考。 

EA25：喜歡用這樣的方式來學習數學，有趣又多樣化。 

EN19：讓自己的創造力比較好，學習數學可以用不同的角度來想，換個角度來想想看可不可以 

解題。 

EN21：爸爸覺得寫學習單很浪費時間，但是我覺得這些對創造力和聯想有幫助⋯ 

EN09：摸摸樂印象比較深刻，因為那時候大家都一直想，那到底是什麼東西，大家就一直想那

到底是什麼圖形，如果猜到的話，感覺很高興。 

四、數學課堂笑聲多 

透過測量笑時嘴巴的寬度，增加學生數學課堂的笑聲，運用幽默方式教學

無形隻中增加笑的機會，降低數學焦慮，學習數學比較不痛苦，學生也喜歡幽默

教學。 

EN18：像上「四捨五入」的進似值時，老師運用電腦上課，還讓我們量笑的時候嘴巴的寬度，

怎麼會有老師叫我們量這樣的東西，很好玩，很有趣！ 

EN09：這樣班上常常會有許多笑聲，這樣比較好，不然每次上課都一直坐著，聽老師講課，可

以參與。 

 

其他特殊意見： 

EA15：編故事有時候會覺得像是在硬ㄠ，ㄠ成故事內容，覺得怪怪的。 

 

問題七： 

  你對於寫數學學習單的看法為何？哪一張學習單是你最喜歡的？為什麼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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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看法： 

一、學習單有趣變化多好玩 

學生覺得老師編寫的學習單活潑、有趣、充滿變化、好玩，需要多方面思

考才能完成，雖然需要時間創作，但是完成後覺得很好玩。 

EA20、EA25：寫學習單覺得很好玩，很多題目可以變化⋯ 

EN21：覺得很麻煩又覺得很好玩，最喜歡的是「柱體與錐體」編故事的部分，因為我覺得很好

玩，我跟我妹妹一起編，我妹妹當時說一些很好玩的東西，我就把它編起來變成故事。 

EN09：大象的學習單比較有趣，可以想很多方法，可以慢慢想。 

二、完成學習單充滿成就感 

學生感受到完成學習單的過程辛苦，但是辛苦過後看到成果，會很有成就

感，因為是自己的創作，印象深刻！ 

EA20：寫的時候不會讓你覺得說只是交一份作業，給老師看看就好，就會覺得自己想要用心把

它寫的很好，如果寫的很好自己看也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EA08：數學學習單就很有趣，只要是可以畫圖，是自己擅長的，然後又簡單，如果細心的話可

以做的更棒，感覺原來我做的那麼美麗，一張普通的單子可以做的那麼完整，那麼漂亮！ 

EA23：因為都是寫的，想比較久⋯諧音的部分也很有信心，所以很有成就感⋯ 

EA25：寫完之後也會很有成就感⋯ 

EN19：花時間思考，完成後有成就感，我對這些學習單重視，很用心去寫⋯ 

三、提升創造力 

學生覺得寫學習單可以提升創意，激發創造力，想出更多的解決策略。 

EA23：我還喜歡寫學習單，因為有些題目很有趣可以思考，可以增加創造力⋯ 

EA25：還滿喜歡的，因為覺得很好玩，還可以提升創造力之類的⋯ 

EN18：數學就比較多方法，比如說：「量大象」那一張學習單，你就會想辦法去量，比較會動

腦筋去寫出來⋯ 

四、幫助學習數學 

對於幽默的策略，例如：諧音、改編歌曲、編故事… 等皆可以幫助數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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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學習，加深對數學內容的印象。 

EA20：對學習數學有幫助，透過學習單可以比較輕鬆的學習，因為可以把所有的算式記法通通

抄一遍，平常只會看，不會去寫，那如果再抄一遍，就可以加深自己的印象，可以將性質和定義

記的更牢⋯ 

EA15：因為是自己寫的，印象會比較深刻，考試的時候可以想起來，這樣就不會換算錯誤⋯ 

 

其他特殊意見： 

EN09：編歌曲比較花時間，問答的部分就還好。編歌很麻煩，如果少一些就比較好。 

EA15：功課少的時候比較可以寫，功課多的時候就比較不行。 

 

問題八： 

  你覺得現在上數學課的方式好，還是第一次段考前的方式好？為什麼

呢？ 

 

一致的看法： 

一、學生喜歡幽默的教學方式 

EA20：我覺得老師現在上的學課覺得很幽默，自己對數學課就會很喜歡很喜歡。 

EA08：老師上數學課都很有趣，有很多好玩的東西，所以不會像其他科目一樣，一看到就想睡

覺，然後就上課，就想睡覺，所以不管老師在怎麼上都很讚！ 

EA23：我覺得越來越好，每次都越來越有趣，活動也越來越多…  

EA25：很喜歡。因為… 就是很喜歡！ 

EN09：因為有些科目通常都是寫一些習作，看課本，然後考試，很少有需要寫一些學習單，所

以感覺比較特殊⋯ 

二、幽默教學方式降低上課壓力 

EA08：因為有時候有些課程都太緊ㄚ，很累ㄚ，然後上數學課可以放鬆一下，但是也有學到該

學的。 

EN19：老師也很用心在教，也會設計一些學習單，讓我們不會覺得數學很困難，也不會覺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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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給我們壓力很大，我們就比較喜歡上數學課，上數學課較比較敢表達⋯ 

三、幽默教學方式活潑有趣 

EA20：國小以前我想當一位鋼琴老師，第一段考後看到老師上數學課那麼好玩，每天自己都笑

的那麼開心，然後我還聽畢業的同學說：「如果你笑久一點的話，可以活比較久。」然後現在我

也覺得說當數學老師也是很不錯，不會太嚴肅，自己用不同的方法去上，覺得很好玩！ 

EN18：對老師的第一印象是「很活潑」！這種老師比較少，也是有，就有點絕種，第二段考後

也覺得很好，沒有太多改變。 

EN21：上課很瘋狂，上課很熱鬧⋯ 

 

其他特殊意見： 

EN20：上課的方式要結合一起比較好，可以寫一些作業，也要好玩。 

問題九： 

  你覺得自己有比以前幽默嗎？為什麼？ 

 

一致的看法： 

一、將幽默運用至日常生活中 

學生經常將教師在課堂上所講的笑話，回家後講給家人聽，增加親子良好

互動。 

EA20：以前我講笑話給我媽和我哥聽，然後我講完了之後，他們都說「好冷」。我自己現在講

話的方式有比好笑，我哥、我爸和我媽也都笑的很大聲。 

EA08：老師在課堂上講的笑話，我都會回家告訴我哥或我姐，然後就會笑很大聲。 

EA23：我自己覺得還好，我爸媽覺得有，他們會覺得很好笑，回家之後更活潑。 

EA15：在媽媽快生氣的時候，曾經使用過，將話題轉到別的地方，媽媽很快就忘記了。 

二、將幽默策略運用至其他學習領域 

學生將所學習到的幽默策略，例如：諧音、編故事… 等策略，運用至社會

科，加強記憶。 

EA20：我現在自己也會使用幽默的方式來記東西！就把它想想成好笑的，然後自己想起好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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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會記起來了。也會運用到社會科，因為社會要要記的的東西比較多，不知道要從哪裡記，用

比較特別的方法就很容易記起來⋯ 

三、提升幽默理解與幽默欣賞能力 

經過幽默融入的教學方式增加學生幽默理解的能力，例如：更容易了解笑

話的笑點；此外，也增加學生幽默欣賞的能力，在生活中欣賞和幽默相關的事物。 

EA25：會比較容易欣賞幽默的東西。 

EA20：以前聽笑話比較聽不懂，現在比較常聽，就很容易知道裡面的涵意，不需要經過別人的

解釋就可以自己了解。 

四、提升社交幽默能力 

同學彼此之間討論作業和學習單，經常使用幽默方式，同學之間的互動也

變得比較幽默。 

EA08：EA20下課也會講笑話，然後就很開心，每個人都在講笑話，就很幽默！ 

EN18：寫老師的學習單就很多創意的方式，然後和同學討論，講一些很好笑的事情，比如說歌

唱一唱，就會唱到一些很好笑的東西，所以就激發創意感。跟同學聊天的時候會比較幽默，剛開

始的時候會覺得女同學很幽默，後來發現她們都很好玩，她們有影響到我。 

EN20：我都講冷笑話，別人都一直笑。在家裡我都會講冷笑話，然後到學校講給同學聽，然後

他們都會一直笑一直笑⋯ 

 

其他特殊意見： 

EN21：沒有，越來越冷，別人都覺得我越講笑話越冷，不知道為什麼。都是別人講笑話讓我開

心，我很了解別人在說什麼，但是我不能在口氣上運用幽默的方式，我講的不好笑。我比較常講

冷笑話。 

 

問題十： 

  你覺得自己有比以前有創意嗎？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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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看法： 

一、增加畫圖的創意 

在美術課時，會運用不一樣的方式繪圖，讓圖畫變的不平凡，更有創意，

也會將文字的部分運用圖畫方式繪出。 

EA20：以前畫那種創意畫，老師都說不要再換一張，現在畫的時候比較有創意！我有拿給爸爸

看，爸爸說：「很好！你怎麼比以前有創意！」然後我說：「真的嗎？」因為我自己沒感覺，經

過爸爸這樣說我自己才比較有感覺，老師的數學課讓我動頭腦，真的會比較有創意。 

EA08：因為就是數學日記上面常常畫圖⋯所以創意就比較多！ 

EN18：上美術課時候，我就會想到學習單裡面的故事，然後就會把它畫下來⋯ 

EN19：畫圖也會，會把文字表達的內容畫下來⋯ 

EN09：畫圖會想更多東西，想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二、容易發揮聯想力 

背誦國文課文時，會運用聯想力，將內容串聯起來；寫作文時，會將文章

作創意的思考與聯想，更具可看性。 

EA23：把比較平凡的想成比較特別的東西⋯ 

EA25：就會聯想到別的東西，尤其是關於數學的，看起來比較普通的，把它想成比較多樣化的。 

EA08：以前背課文的時候，都是媽媽幫我想一些有的沒的，就會一連串給它背起來，現在我會

自己嘗試把它連在一起，然後就背起來了⋯ 

EN19：像在寫作文就會去思考，想一些其奇怪怪的東西加在裡面，整篇作文就會給別人不一樣

的感覺⋯ 

三、延伸學習創意 

學生想要多學習創意，自行閱讀相關書籍與學習技巧。 

EA08：然後也有去看一些比較有創意的書籍，教一些技巧⋯ 

其他特殊意見： 

EN20：有時候影創意有時候沒有創意。要有老師逼我才會有創意，例如：寫國文老師和數學老

師的學習單。創意太多也會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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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學者省思札記分析 
一、時間的安排 

當在進行幽默融入的教學時，每到了段考前夕，研究者就會發現對照組已經

提早上完所有課程，但是實驗組卻還在進行課程教學，因此在複習的時間和次數

上就有差別，也覺得實驗組學生需要花費額外的時間多創造創意作品，一方面擔

心學生的時間安排，一方面擔心課程的成效，確實充滿掙扎！但是看到實驗組學

生上課能在考前還充滿笑聲，一切就值得了！雖然，實驗組普通班經過實驗教學

後的第二次段考數學成績比對照組退步，但是堅持下去，就看到第三次段考實驗

組普通班學生恢復正常水準，可見融入幽默的題材，需要一段時間的適應，數學

成績才會看到成果。 

二、每當融入幽默的題材，學生的上課情緒都很高昂，需要花費時間將學生

拉回正題，許多的時間就在中間浪費了，因此，時常延宕到下課時間，所以在進

行幽默教學時，教師的掌控能力需要很好，不然會偏離主題，研究者也遇到相同

問題，第一次只能請學生安靜，再繼續進行課程，後來研發出來許多種方法，讓

學生安靜下來。 

（一）建立默契：和學生建立默契，例如：當老師說：「最高品質」，學生回

答：「靜悄悄」。全班一起回答時，表示注意力集中，教師可以再進行接下來

的課程。 

（二）停頓：當學生很開心時，教師可以停頓大約 20秒不說話，學生會覺

得很奇怪，立即會安靜下來。 

（三）微笑舉手：當學生反應熱烈，多人舉手一直想回答問題，此時教師可

以改採笑的最燦爛的同學有資格回答，學生立即會露出天真無邪的笑容，等

待老師點他回答問題。 

（四）道具輔助：教師可以準備有聲音的槌子，或是自製魔法棒，當學生很

吵時，利用道具讓學生安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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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題總動員 

老師用抽籤的方式讓學生回答問題，通常被抽到的學生都會覺得很倒楣，因

此，在實驗教學時，發明出一種抽籤的方式，一方面可以讓學生回答問題，另一

方面集中注意力全班參與思考教師所問的問題。運用座位的安排方法，是先告知

學生如果抽到 1號，1號的前後左右四位同學都要站起來，最慢站起來的同學回

答問題，如果四個人速度一樣，由 1號同學回答，命名為「小十字」。進行一段

時間後，採用進階版，抽到 1號同學，1號前後左右兩排的同學皆要站起來，命

名為「大十字」。每當學生進行問題總動員時，只要聽到教師說要抽籤回答問題，

學生立刻會問：「大十字？還是小十字？」，接著會挪動椅子，全班進入備戰狀態，

仔細聆聽老師的問題，注意十分集中，是一個很棒的策略！ 

四、將幽默運用至其他方面 

實驗組普通班學生在聖誕節前夕校內歌曲點播中，運用幽默的話語感謝研究

者，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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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實驗組普通班學生參與網頁製作比賽，在名稱的命名中運用諧音的方

式，取名為「時事噪音雄」，因為比賽的主題和噪音相關，所以依此命名，可見

幽默的策略確實影響實驗組學生，並且實際運用至各方面。 

五、延伸影響 

實驗組學生經過幽默融入的教學後，除了在數學表現上有影響之外，在學校

所舉辦的數學闖關比賽，由各班派出一至三隊參加，實驗組美術班由 EA01、

EA08、EA19、EA20榮獲第一名，實驗組普通班由 EN02、EN07、EN13、EN14

榮獲第二名，可見實驗組學生在數學活動的學習上表現活躍和成果突出；此外，

只有實驗組普通班參與校內科展競賽，由 EN15、EN19、EN20、EN22製作數學

科作品，榮獲優等獎，可見經過實驗教學後，學生在數學的研究上比對照組興趣

高昂。 

六、抄筆記 

上課抄筆記，學生有時覺得無聊、毫無變化，老師又要檢查，於是在一堂課

快結束時，請同學在講義上寫下這題數學的重點，另外再加上「阿青老師（學生

對我的稱呼）是大美女！」，拿到前面給我看過才可以下課，頓時全班的學生發

出「ㄚ！什麼！老師你是說真的還是假的」，原來老師認真的開玩笑，學生都還

不相信，所有同學的數學講義都有這麼一句話，抄筆記變的有趣，我想當學生在

複習這一題時，一定印象深刻，不知不覺想起數學老師的自戀。透過幽默的字句

讓學生對教學內容印象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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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對國中生幽默感之影響 

本節主要分析「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是否具有提升學生的幽默感，本研究

所指的幽默感以陳淑蓉所編制的「多向度幽默感量表」（包括幽默理解、幽默創

造、社交中幽默能力、幽默因應、幽默的態度、笑的傾向）的得分表現表示。 

壹、多向度幽默感量表 

本研究以「多向度幽默感量表」後測的得分作為依變項，以「多向度幽默感

量表」前測的得分為共變項，以組別為自變項，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考驗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多向度幽默感量表測驗得分的差異情形。首先求出後測調

整平後均數以表示兩組排除前測分數之得分情況，結果如表 4-4-2。在進行共變

數分析前，先進行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考驗兩組學生多向度幽默感之分量

表之迴歸係數是否達顯著，若未達顯著表示兩組同質性假設成立，則可進行單因

子共變數分析。將檢驗的結果分別說明如下： 

一、兩組在多向度幽默感量表的得分的比較 

兩組學生在「多向度幽默感量表」之前後測分數的平均數、標準差，如表

4-4-1；以及調整後的平均數（排除共變項影響後的平均數）結果如表 4-4-2所示。

從結果中可以看出經過實驗教學後實驗組普通班的學生在「多向度幽默感量表」

的調整後的總平均比前測進步，相對地實驗組美術班的學生則呈現退步的狀況，

雖然對照組也呈現退步。由此可以看出實驗教學對實驗組普通班的幽默感有提升

的效果，產生這樣結果的原因是實驗組普通班學生對於幽默教學採取正向的態

度，本身也比較具備幽默感，因此對於教師於課堂中運用幽默的方式教學接納度

高，領悟力也高，進而在下課中運用幽默的機會也多，練習的時間多，對於幽默

感的提升顯然有幫助。研究者在「近似值與誤差」的單元運用笑的測量方式上課，

課後實驗組普通班學生 EN14還請研究者幫忙錄下自己的各種笑聲，可見幽默教

學對於普通班學生具有延伸的影響。 

反觀實驗組美術班學生，研究者在第一次上課時發現整個班級十分嚴謹和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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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對於教師的幽默比較無法接受，因為美術班的學生比較重視學習和考試，希

望老師能多教導艱深的數學題型，因此對於幽默的方式介紹數學知識還無法完全

接納，因此也較少學生將幽默落實於生活中，所以在「多向度幽默感量表」調整

後的平均反而呈現退步的狀況。因此，幽默教學在提升幽默感的效果上和班級的

特質有關！ 

表 4-4-1 多向度幽默感量表前後測平均與標準差摘要表 

組別 對照組 N=29 實驗組普通班 N=23 實驗組美術班 N=27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幽默理解 3.49 .47 3.45 .52 3.46 .64 3.50 .67 3.50 .41 3.47 .41 

幽默創造 3.34 .84 3.36 .73 3.23 .89 3.46 .97 3.63 .69 3.39 .83 

社交幽默能力 3.16 .81 2.88 .66 2.83 1.08 3.04 1.10 3.28 .83 3.06 .80 

幽默因應 3.23 .66 3.14 .62 3.16 .81 3.51 .90 3.37 .80 3.33 .76 

對幽默的態度 3.90 .67 3.74 .72 3.62 .79 4.03 .86 4.07 .66 4.03 .59 

笑的傾向 3.05 .53 2.80 .57 2.89 .81 3.25 .80 3.27 .87 3.02 .74 

總平均 3.36 .49 3.23 .44 3.20 .69 3.46 .76 3.52 .56 3.38 .57 
表 4-4-2 多向度幽默感量表調整後的平均數 

組別 對照組 N=29 實驗組普通班 N=23 實驗組美術班 N=27 

幽默理解 3.45 3.60 3.39 

幽默創造 3.37 3.68 3.19 

社交幽默能力 2.87 3.27 2.88 

幽默因應 3.15 3.63 3.21 

對幽默的態度 3.75 4.18 3.89 

笑的傾向 2.81 3.41 2.87 

總平均 3.23 3.63 3.24 
二、單因子多變項共變數分析的結果 

首先進行「各組迴歸線平行」的假設考驗，結果如表 4-4-3，檢驗結果顯示，

「幽默理解」、「幽默創造」、「幽默的態度」、「笑的傾向」等四個向度均符合假設

（p >.05），也就是說，三組在這四個向度受共變項的影響是相同的。雖然「社交

中幽默能力」、「幽默因應」兩個向度未符合假設，但是其餘四個向度皆符合假設。

因此，繼續進行共變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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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各組迴歸線平行假設考驗」結果 

 Wilks’Λ Sig. 

組別 × 幽默理解 .851 .710 

組別 × 幽默創造 .702 .075 

組別 × 社交中幽默能力 .653 .023* 

組別 × 幽默因應 .640 .016* 

組別 × 幽默的態度 .732 .138 

組別 × 笑的傾向 .765 .249 

註：*p ＜.05；** p ＜.01；***p ＜.001 

接著檢驗「共同斜率為 0」和「各組主要效果相等」的假設，結果如表 4-4-4，

共同迴歸線斜率為 0檢定方面，Λ (2, 6, 70)＝.110，p ＜.001，達顯著差異，表

示共同迴歸線的斜率並非是 0，換句話說，表示必須將受試者在「幽默理解」、「幽

默創造」、「社交中幽默能力」、「幽默因應」、「幽默的態度」、「笑的傾向」等六個

向度之前測表現予以考慮。 

由表 4-4-4可知，在各組主要效果相等假設檢定方面，Λ (2, 6, 70)＝.712，p 

＜.05，達顯著差異，表示排除共變項的影響後，實驗組及對照組在經過幽默融

入數學課程的教學後達顯著差異。從單變項共變數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參與者除

了在「幽默理解」F (2, 70)=1.38，p =.259，未達顯著差異外，其餘在「幽默創造」

F (2, 70)=4.25，p =.018、「社交中幽默能力」F (2, 70)=3.38，p =.040、「幽默因應」

F (2, 70)=4.85，p =..011、「幽默的態度」F (2, 70)=3.67，p =.031、「笑的傾向」F (2, 

70)=9.32，p ＜.0001，皆達顯著差異。由此可知，參與者經過幽默融入數學課程

後，在「幽默創造」、「社交中幽默能力」、「幽默因應」、「幽默的態度」、「笑的傾

向」的表現上有顯著增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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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 多變量及單變量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SSCP) 單變量F 

變異來源 df 幽默 

理解 

幽默 

創造 

社交中幽

默能力 

幽默 

因應 

幽默 

態度 

笑的 

傾向 

多變量Λ 

(df) 
幽默 

理解 

幽默 

創造 

社交中幽

默能力 

幽默 

因應 

幽默 

態度 

笑的 

傾向 

常數 1    

.491 1.140 1.017 1.140 .864 1.442 

1.140 2.697 2.253 2.497 1.814 3.161 

1.017 2.253 2.344 2.687 2.210 3.395 

1.140 2.497 2.687 3.095 2.584 3.908 

.864 1.814 2.210 2.584 2.265 3.260 

組間 

（排除共

變項） 

2 

1.442 3.161 3.395 3.908 3.260 4.936 

.712* 

（2, 6, 70） 
1.38 4.25* 3.38* 4.85* 3.67* 9.32*** 

9.617 15.736 14.728 11.859 10.969 11.875 

15.736 31.226 29.881 19.795 19.435 20.382 

14.728 29.881 31.212 19.638 18.814 17.321 

11.859 19.795 19.638 21.334 18.463 15.552 

10.969 19.435 18.814 18.463 18.361 15.844 

共變項

（排除實

驗設計效

果） 

6 

11.875 20.382 17.321 15.552 15.844 18.611 

.110*** 

（2, 6, 70） 
9.00*** 16.39*** 15.02*** 11.15*** 9.91*** 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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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4（續） 

12.472 3.498 2.834 2.799 1.491 .370 

3.498 22.227 12.131 7.874 6.698 7.746 

2.834 12.131 24.242 10.958 5.331 7.345 

2.799 7.874 10.958 22.316 9.323 8.139 

1.491 6.698 5.331 9.323 21.610 7.108 

組內 

（排除共

變項） 

70 

370 7.746 7.345 8.139 7.108 18.535 

 

總和 79   

註：*p ＜.05；** p ＜.01；***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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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進行各分量表平均數差異的事後比較，結果如下表 4-4-5、4-4-6、

4-4-7、4-4-8、4-4-9。 

在「幽默創造」分量表的事後比較可以發現，見表 4-4-5，在實驗組普通班

與實驗組美術班的平均數差異比較，達顯著差異存在（p =.0050）；對照組與實驗

組普通班的平均數差異比較，未達顯著差異（p =.2414）；對照組與實驗組美術班

的平均數差異比較，亦未達顯著差異（p =.0657）。 

「幽默創造」達顯著差異主要是由實驗組普通班與美術班之間的差異造成，

所以幽默融入的數學教學對於實驗組並沒有達到增進的效果，因此本研究假設三

的 3-2不成立。 

表 4-4-5 在「幽默創造」分量表的事後比較 

 對照組 實驗組普通班 實驗組美術班 

對照組（X103＝3.36） --   

實驗組普通班（X105＝3.67） -.31 --  

實驗組美術班（X108＝3.18） .18 .49** -- 

註1：*p ＜.05；** p ＜.01；*** p  <.001 

註2：表格中的數字為組別平均數相減的結果 

在「社交中幽默能力」分量表的事後比較可以發現，見表 4-4-6，對照組與

實驗組普通班的平均數差異比較，達顯著差異存在（p =.0200）；實驗組普通班與

實驗組美術班的平均數差異比較，亦達顯著差異存在（p =.0306）；在對照組與實

驗組美術班，未達顯著差異（p =.9120）。 

「社交中幽默能力」是由實驗組普通班與對照組的差異及實驗組普通班與美

術班的差異造成，由此可知，幽默融入的數學教學可以增進實驗組普通班的社交

幽默能力，對於實驗組美術班並沒有顯著影響，因此本研究假設三的 3-3獲得部

分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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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6 在「社交中幽默能力」分量表的事後比較 

 對照組 實驗組普通班 實驗組美術班 

對照組（X103＝2.85） --   

實驗組普通班（X105＝3.26） -.41* --  

實驗組美術班（X108＝2.87） -.02 .39* -- 

註 1：*p ＜.05；** p ＜.01；*** p <.001 

註 2：表格中的數字為組別平均數相減的結果 

在「幽默因應」分量表的事後比較可以發現，見表 4-4-7，對照組與實驗組

普通班的平均數差異比較，達顯著差異（p =.0046）；實驗組普通班與實驗組美術

班的平均數差異比較（p =.0138），也達顯著差異；在對照組與實驗組美術班的平

均數差異比較，未達顯著差異存在（p =.7344）。 

從幽默因應的平均數差異事後比較中可以發現，幽默因應是由實驗組普通班

與對照組的差異及實驗組普通班與美術班的差異造成，由此可知，幽默融入的數

學教學可以增進實驗組普通班的幽默因應，對於實驗組美術班並沒有顯著影響，

因此本研究假設三的 3-4獲得部分成立。 

表 4-4-7 在「幽默因應」分量表的事後比較 

 對照組 實驗組普通班 實驗組美術班 

對照組（X103＝3.15） --   

實驗組普通班（X105＝3.63） -.48** --  

實驗組美術班（X108＝3.20） -.05 .43* -- 

註 1：*p ＜.05；** p ＜.01；*** p <.001 

註 2：表格中的數字為組別平均數相減的結果 

在「對幽默的態度」分量表的事後比較可以發現，見表 4-4-8，對照組與實

驗組普通班的平均數差異比較，達顯著差異（p =.0090）；在實驗組普通班與實驗

組美術班的平均數差異比較，未達顯著差異存在（p =.0763）；對照組與實驗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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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班的平均數差異比較，未達顯著差異存在（p =.3842）。 

「對幽默的態度」完全是由實驗組普通班與對照組的差異造成，由此可知，

幽默融入的數學教學可以增進實驗組普通班的幽默態度，對於實驗組美術班則沒

有影響，因此本研究假設三的 3-5獲得部分成立。 

表 4-4-8 在「對幽默的態度」分量表的事後比較 

 對照組 實驗組普通班 實驗組美術班 

對照組（X103＝3.74） --   

實驗組普通班（X105＝4.18） -.44** --  

實驗組美術班（X108＝3.88） -.14 .30 -- 

註 1：*p ＜.05；** p ＜.01；*** p <.001 

註 2：表格中的數字為組別平均數相減的結果 

在「笑的傾向」分量表的事後比較可以發現，見表 4-4-9，在實驗組普通班

與實驗組美術班的平均數差異比較，達顯著差異（p =.0008）；對照組與實驗組普

通班的平均數差異比較，亦達顯著差異存在（p ＝.0001）；對照組與實驗組美術

班的平均數差異比較，未達顯著差異存在（p =.6511）。 

「笑的傾向」是由實驗組普通班與對照組的差異及實驗組普通班與美術班的

差異造成，由此可知，幽默融入的數學教學可以增進實驗組普通班的笑的傾向，

對於實驗組美術班並沒有顯著影響，因此本研究假設三的 3-6獲得部分成立。 

表 4-4-9 在「笑的傾向」分量表的事後比較 

 對照組 實驗組普通班 實驗組美術班 

對照組（X103＝2.80） --   

實驗組普通班（X105＝3.40） -.60*** --  

實驗組美術班（X108＝2.86） -.06 .54*** -- 

註 1：*p ＜.05；** p ＜.01；*** p <.001 

註 2：表格中的數字為組別平均數相減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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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一、「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對實驗組普通班與美術班的幽默能力影響之比較 

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對於普通班的「社交中幽默能力」、「幽默因應」、「對幽

默的態度」、「笑的傾向」的表現上有顯著增進效果，其中「對幽默的態度」效果

最顯著，但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在美術班則沒有顯著增進的效果。因此，本研究

假設三的 3-3、3-4、3-5、3-6在實驗組普通班成立，只有假設三的 3-1、3-2在實

驗組普通班不成立；本研究假設三在實驗組美術班皆不成立。由此結果得知，幽

默融入的數學創意課程在不同班級會產生不同的增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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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l （1988）提

出教師在課堂上運用幽默需要事先了解團體的特質，蒐集班級喜歡的幽默類型，

因為同一個笑話，這一班學生認為有趣，另一班學生也許覺得無聊，因此老師要

分辨不同班級喜好的幽默，以建立班級的特質資料。而研究者在進行實驗教學

前，只有一次段考的時間蒐集兩個班級的相關資料，因此在進行教學實驗時，未

能完全按照班級的特質融入幽默題材，以符合不同班級的幽默感發展。因此，造

成實驗組普通班學生的幽默能力有達顯著提升效果，美術班則未達顯著提升。 

二、「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對實驗組普通班與美術班的幽默能力影響之探討 

研究者在進行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時，實驗組美術班的教學進度比實驗組普

通班快，因此幽默融入的教學方式在實驗組美術班皆是第一次進行，而實驗組普

通班則是研究者進行過修正的課程，並且在美術班已練習過一次，教學技巧熟

練，因此對於提升實驗組普通班幽默能力的效果優於實驗組美術班。 

三、「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對對照組學生的影響 

研究者在進行教學實驗時，也會不知不覺在對照組中運用幽默的教學方式，

幽默變成研究者的一項特質，會自然呈現在教學之中，無法完全做到百分之百的

控制，雖然研究者本身控制的並非達到完美，對本實驗結果造成些許的影響，但

是從研究倫理的角度來看，對照組學生也有機會接觸幽默教學，對學習產生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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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對國中生創造力之影響 

 

本節主要分析「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是否具有提升學生的創造力，本研究

所指的創造力以吳靜吉所編制的「新編創造思考語文與圖形測驗」（包括語文流

暢力、語文變通力、語文獨創力、圖形流暢力、圖形變通力、圖形獨創力、圖形

精進力）的得分表示。 

壹、新編創造思考語文與圖形測驗 

本研究以「新編創造思考語文與圖形測驗」後測的得分作為依變項，以「新

編創造思考語文與圖形測驗」前測的得分為共變項，以組別為自變項，進行獨立

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考驗實驗組與對照組在新編創造思考語文與圖形測驗得

分的差異情形。首先求出後測調整平後均數以表示兩組排除前測分數之得分情

況，結果如表 4-5-2及 4-5-4。在進行共變數分析前，先進行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

考驗，考驗兩組學生新編創造思考語文與圖形測驗之迴歸係數是否達顯著，若未

達顯著表示兩組同質性假設成立，則可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將檢驗的結果分

別說明如下： 

一、兩組在新編創造思考語文與圖形測驗的得分的比較 

兩組學生在「新編創造思考語文與圖形測驗」之前後測分數的平均數、標準

差，如表 4-5-1及 4-5-3；以及調整後的平均數（排除共變項影響後的平均數）結

果如表 4-5-2及 4-5-4所示。實驗組學生在新編創造思考語文和圖形測驗調整後

的平均數比前測提升。由此可知，本實驗教學對於提升學生的創造力顯然有幫

助，李永怡（民 81）的研究結果顯示，當幾組人用討論的方式思考同一個問題，

笑聲最多的一組是最具創意且成果最豐碩的，因為幽默與說笑本身就是一種創

意，所以透過幽默教學除了增加課堂上的笑聲外，也間接培養學生的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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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新編創造思考語文測驗前後測平均與標準差 

組別 對照組 N=29 實驗組普通班 N=23 實驗組美術班 N=27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流暢力 11.21 6.18 11.14 6.43 13.13 6.76 20.83 10.51 7.30 2.49 15.89 9.09 

變通力 6.48 2.95 6.69 2.14 7.96 3.31 9.61 3.01 5.33 1.47 8.89 3.00 

獨創力 6.55 6.10 6.69 6.56 9.13 6.21 16.65 13.49 4.07 2.42 14.19 12.73 

 

表 4-5-2 新編創造思考語文測驗調整後的平均數 

組別 對照組 N=29 實驗組普通班 N=23 實驗組美術班 N=27 

流暢力 10.38 18.55 18.65 

變通力 6.66 9.02 9.43 

獨創力 6.19 14.28 16.74 

 

表 4-5-3 新編創造思考圖形測驗前後測平均與標準差 

組別 對照組 N=29 實驗組普通班 N=23 實驗組美術班 N=27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前測 後測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流暢力 15.45 5.87 17.31 6.76 14.74 4.92 17.65 6.82 17.15 4.70 21.41 6.77 

變通力 9.55 2.85 10.07 2.78 9.87 2.85 11.13 2.88 10.22 1.85 11.52 2.59 

獨創力 11.69 6.96 12.52 6.80 10.61 6.56 16.43 10.77 11.56 5.03 18.26 7.16 

精進力 5.17 3.04 5.34 3.13 4.17 2.53 7.91 3.94 6.59 2.71 12.26 4.97 

 

表 4-5-4 新編創造思考圖形測驗調整後平均數 

組別 對照組 N=29 實驗組普通班 N=23 實驗組美術班 N=27 

流暢力 17.87 17.63 20.83 

變通力 10.50 10.89 11.26 

獨創力 12.45 16.47 18.30 

精進力 5.84 9.04 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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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因子多變項共變數分析的結果 

首先進行「各組迴歸線平行」的假設考驗，結果如表 4-5-5，檢驗結果顯示，

「語文流暢力」、「語文變通力」、「語文獨創力」、「圖形流暢力」、「圖形變通力」、

「圖形獨創力」、「圖形精進力」等七個向度均符合假設（p >.05），也就是說，三

組在這七個向度受共變項的影響是相同的。因此，可以繼續進行共變數分析。 

表 4-5-5 「各組迴歸線平行假設考驗」結果 

 Wilks’Λ Sig. 

組別 × 語文流暢力 .675 .118 

組別 × 語文變通力 .705 .201 

組別 × 語文獨創力 .811 .697 

組別 × 圖形流暢力 .763 .447 

組別 × 圖形變通力 .699 .181 

組別 × 圖形獨創力 .736 .320 

組別 × 圖形精進力 .791 .590 

註：*p ＜.05；** p ＜.01；***p ＜.001 

接著檢驗「共同斜率為 0」和「各組主要效果相等」的假設，結果如表 4-5-6，

共同迴歸線斜率為 0檢定方面，Λ (2, 7, 69)＝.093，p ＜.001，達顯著差異，表

示共同迴歸線的斜率並非是 0，換句話說，表示必須將受試者在「語文流暢力」、

「語文變通力」、「語文獨創力」、「圖形流暢力」、「圖形變通力」、「圖形獨創力」、

「圖形精進力」等七個向度之前測表現予以考慮。 

由表 4-5-6可知，在各組主要效果相等假設檢定方面，Λ (2, 7, 69)＝.489，p 

＜.05，達顯著差異，表示排除共變項的影響後，實驗組及控制組在經過幽默融

入數學課程的教學後達顯著差異。從單變項共變數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參與者除

了在「圖形流暢力」F (2, 69)=2.50，p =.090、「圖形變通力」F (2, 69)=.69，p =.505，

未達顯著差異外，其餘在「語文流暢力」F (2, 69)=10.93，p ＜.001、「語文變通

力」F (2, 69)=9.26，p ＜.001、「語文獨創力」F (2, 69)=7.05，p =.002、「圖形獨

創力」F (2, 69)=4.10，p =.021、「圖形精進力」F (2, 69)=15.64，p ＜.001，皆達

顯著差異。由此可知，參與者經過幽默融入數學課程後，在「語文流暢力」、「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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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變通力」、「語文獨創力」、「圖形獨創力」、「圖形精進力」的表現上有顯著增進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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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6 多變量及單變量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SSCP) 單變量F 

變異來

源 
df 語文流暢

力 

語文變通

力 

語文獨創

力 

圖形流暢

力 

圖形變通

力 

圖形獨創

力 

圖形精進

力 

多變量

Λ 

(df) 

語文流

暢力 

語文變

通力 

語文獨

創力 

圖形流

暢力 

圖形變

通力 

圖形獨

創力 

圖形精

進力 

常數 1    

1114.025 348.786 1267.288 191.119 78.224 672.371 554.453 

348.786 110.394 404.050 69.743 25.612 216.016 178.851 

1267.288 404.050 1486.002 277.784 95.821 798.426 662.783 

191.119 69.743 277.784 114.943 22.722 161.009 138.735 

78.224 25.612 95.821 22.722 6.546 52.382 43.870 

672.371 216.016 798.426 161.009 52.382 431.186 358.881 

組間 

（排除

共變

項） 

2 

554.453 178.851 662.783 138.735 43.870 358.881 299.107 

.489*** 

（2, 7, 69） 
10.93*** 9.26*** 7.05** 2.50 .69 4.10* 15.64*** 

2219.249 548.839 2143.008 1433.190 341.264 1273.118 207.134 

548.839 150.905 546.853 450.247 128.463 352.940 102.183 

2143.008 546.853 2148.110 1466.302 361.490 1303.933 300.617 

1433.190 450.247 1466.302 1903.022 576.951 1422.354 677.199 

341.264 128.463 361.490 576.951 246.331 406.391 234.227 

1273.118 352.940 1303.933 1422.354 406.391 1554.075 429.490 

共變項

（排除

實驗設

計效

果） 

7 

207.134 102.183 300.617 677.199 234.227 429.490 597.702 

.093*** 

（2, 7, 69） 
6.22*** 3.62** 2.91* 11.81*** 7.43*** 4.23** 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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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6（續） 

3516.171 908.503 4473.397 620.400 39.537 498.330 71.916 

908.503 411.447 1031.779 97.638 30.887 26.406 69.916 

4473.397 1031.779 7269.388 601.671 15.418 1029.904 86.494 

620.400 97.638 601.671 1588.921 343.768 1303.618 249.150 

39.537 30.887 15.418 343.768 326.881 392.641 115.714 

498.330 26.406 1029.904 1303.618 392.641 3264.004 703.392 

組內 

（排除

共變

項） 

69 

71.916 69.916 86.494 249.150 115.714 703.392 659.861 

 

總和 79   

註：*p ＜.05；** p ＜.01；***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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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進行各分量表平均數差異的事後比較，結果如下表 4-5-7、4-5-8、

4-5-9、4-5-10、4-5-11。 

在「語文流暢力」分量表的事後比較可以發現，見表 4-5-7，對照組與實驗

組普通班平均數差異比較，達顯著差異存在（p =.0004）；對照組與實驗組美術班

（p =.0003）的平均數差異比較，也達顯著差異存在；在實驗組普通班與實驗組

美術班的平均數差異比較，未達顯著差異（p =.9676）。 

「語文流暢力」是由實驗組普通班與對照組及實驗組美術班與對照組的差異

造成，由此可知，幽默融入的數學教學可以增進實驗組普通班與美術班的語文流

暢力，因此本研究假設四的 4-1成立。 

表 4-5-7 在「語文流暢力」分量表的事後比較 

 對照組 實驗組普通班 實驗組美術班 

對照組（X103＝10.47） --   

實驗組普通班（X105＝18.64） -8.17*** --  

實驗組美術班（X108＝18.74） -8.27*** -.10 -- 

註 1：*p ＜.05；** p ＜.01；*** p <.001 

註 2：表格中的數字為組別平均數相減的結果 

 

在「語文變通力」分量表的事後比較可以發現，見表 4-5-8，對照組與實驗

組普通班的平均數差異比較，達顯著差異存在（p =.0022）；對照組與實驗組美術

班的平均數差異比較，也達顯著差異存在（p =.0003）；在實驗組普通班與實驗組

美術班的平均數差異比較，未達顯著差異（p =.6293）。 

「語文變通力」是由實驗組普通班與對照組及實驗組美術班與對照組的差異

造成，由此可知，幽默融入的數學教學可以增進實驗組普通班與美術班的語文變

通力，因此本研究假設四的 4-2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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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8 在「語文變通力」分量表的事後比較 

 對照組 實驗組普通班 實驗組美術班 

對照組（X103＝6.68） --   

實驗組普通班（X105＝9.04） -2.36** --  

實驗組美術班（X108＝9.46） -2.78*** -.42 -- 

註 1：*p ＜.05；** p ＜.01；*** p <.001 

註 2：表格中的數字為組別平均數相減的結果 

 

在「語文獨創力」分量表的事後比較可以發現，見表 4-5-9，對照組與實驗

組普通班的平均數差異比較，達顯著差異存在（p =.0117）；對照組與實驗組美術

班的平均數差異比較，也達顯著差異存在（p =.0010）；在實驗組普通班與實驗組

美術班的平均數差異比較，未達顯著差異（p =.4981）。 

「語文獨創力」是由實驗組普通班與對照組及實驗組美術班與對照組的差異

造成，由此可知，幽默融入的數學教學可以增進實驗組普通班與美術班的語文獨

創力，因此本研究假設四的 4-3成立。 

表 4-5-9 在「語文獨創力」分量表的事後比較 

 對照組 實驗組普通班 實驗組美術班 

對照組（X103＝6.30） --   

實驗組普通班（X105＝14.39） -8.09* --  

實驗組美術班（X108＝16.84） -10.54*** -2.45 -- 

註 1：*p ＜.05；** p ＜.01；*** p <.001 

註 2：表格中的數字為組別平均數相減的結果 

在「圖形獨創力」分量表的事後比較可以發現，見表 4-5-10， 對照組與實

驗組美術班的平均數差異比較，達顯著差異存在（p =.0091）；在對照組與實驗組

普通班的平均數差異比較，未達顯著差異（p =.0725）；實驗組普通班與實驗組美

術班的平均數差異比較，未達顯著差異（p =.4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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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獨創力」完全是由實驗組美術班與對照組的差異造成，由此可知，幽

默融入的數學教學可以增進實驗組美術班的圖形獨創力，因此本研究假設五的

5-3部分成立。 

表 4-5-10 在「圖形獨創力」分量表的事後比較 

 對照組 實驗組普通班 實驗組美術班 

對照組（X103＝12.45） --   

實驗組普通班（X105＝16.47） -4.02 --  

實驗組美術班（X108＝18.30） -5.85** -1.83 -- 

註 1：*p ＜.05；** p ＜.01；*** p <.001 

註 2：表格中的數字為組別平均數相減的結果 

在「圖形精進力」分量表的事後比較可以發現，見表 4-5-11，對照組與實驗

組普通班的平均數差異比較，達顯著差異存在（p =.0011）；對照組與實驗組美術

班的平均數差異比較，也達顯著差異存在（p =.0000）；在實驗組普通班與實驗組

美術班的平均數差異比較，未達顯著差異（p =.1136）。 

「圖形精進力」是由實驗組普通班與對照組及實驗組美術班與對照組的差異

造成，由此可知，幽默融入的數學教學可以增進實驗組普通班與美術班的圖形精

進力，因此本研究假設五的 5-4成立。 

表 4-5-11 在「圖形精進力」分量表的事後比較 

 對照組 實驗組普通班 實驗組美術班 

對照組（X103＝5.79） --   

實驗組普通班（X105＝8.99） -3.2* --  

實驗組美術班（X108＝10.73） -4.94*** -1.74 -- 

註：*p ＜.05；** p ＜.01；*** p <.001 

註2：表格中的數字為組別平均數相減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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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一、「幽默融入的數學創意課程」對實驗組普通班與美術班的創造力影響之比較 

（一）相同 

幽默融入的數學創意課程對實驗組普通班與美術班，在新編創造思考語文測

驗的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皆產生顯著的影響；在新編創造思考圖形測驗的精

進力也產生顯著的影響。所以本研究假設四的 4-1、4-2、4-3及假設五的 5-4在

實驗組普通班與實驗組美術班皆成立。由此可知，幽默融入的教學方式可以提升

實驗組學生語文與圖形的創造力，本研究在教學過程中發展的學習單，皆是讓學

生練習運用語文和圖畫的方式表達，在學習單中激發學生創意，並運用有創意的

方式呈現，包括語文和圖形創作，所以在創造力的語文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

與圖形的獨創力、精進力皆有顯著增進。因此創造力是可以透過練習培養而成的。 

（二）相異 

          幽默融入的數學創意課程對實驗組美術班在新編創造思考圖形測驗的圖形

獨創力亦達到顯著的效果，但在實驗組普通班並沒有顯著的增進，造成如此的差

異的原因為美術班本身學生的組成即是對於繪畫方面能力明顯高於普通班，因此

在進行圖形獨創部分，美術班學生更容易達到增進的效果。因此，不同特質的班

級在進行幽默融入的數學課程也達到不同程度的增進。所以本研究假設五的 5-3

在實驗組美術班成立，在實驗組普通班則不成立。 

二、「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對實驗組普通班與美術班的創造力影響之原因探討 

本研究在設計課程時，除了幽默的題材之外，有許多的學習單設計激發學

生創造力，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經常會運用開放性問句詢問學生對數學問題的看

法，例如：「還有沒有想到其他的方式解答？」、「還有沒有其他的方法」，並鼓勵

說出解法，學生在無形之中即培養多元的解題和思考方式，以達到創造力的變通

力和獨創力，從研究結果可以驗證幽默融入的數學創意課程，確實增進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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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幽默式創意數學教學」對國中生數學學習成效與

創造力之影響實驗組學生課程回饋問卷分析 

 

壹、課程回饋問卷量化分析 

課程回饋問卷共有十五題，第 1題至第 4題為教學方式，第 5題至第 7題為

課程設計，第 8題至第 14題為個人感受，第 15題為實驗組學生喜歡幽默融入數

學課程策略的複選題，因此課程回饋問卷涵蓋教學方式、課程設計、個人感受等

三部分，第 1至 14題採用 Likert四等量表勾選方式，實驗組學生根據問題符合

程度圈選數字，認為「非常不符合」圈 1；「不符合」圈 2；「符合」圈 3；「非常

符合」圈 4，表 4-6-1為實驗組學生各選項填答人數百分比。第 15題為幽默融入

數學課程的教學策略複選題，表 4-6-2為實驗組學生對幽默融入數學課程的教學

策略人數百分比。 

表 4-6-1 實驗組學生「課程回饋問卷」填答人數百分比 

題目 實驗組普通班 實驗組美術班 

 非常不符合

與不符合 

符合 

與非常 

符合 

非常不符合

與不符合 

符合 

與非常

符合 

1.我覺得數學課的上課方式能引起我的學習興趣。 8.7﹪ 91.3﹪ 22.0﹪ 78.0﹪ 

2.我覺得老師的上課方式很有變化。 8.7﹪ 91.3﹪ 0.0﹪ 100.0﹪ 

3.我覺得上數學課很幽默有趣。 17.4﹪ 82.6﹪ 18.5﹪ 81.5﹪ 

4.我很喜歡老師所使用的教學方法。 8.7﹪ 91.3﹪ 18.5﹪ 81.5﹪ 

5.我覺得老師自編的教學活動很有趣。 8.7﹪ 91.3﹪ 7.4﹪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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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1 （續） 

6.我覺得老師自編的教學活動很有創意。 8.7﹪ 91.3﹪ 3.7﹪ 96.3﹪ 

7.我很滿意老師的教學活動設計。 13.0﹪ 87.0﹪ 18.5﹪ 81.5﹪ 

※8.我覺得自己在數學課的表現相當認真。 26.1﹪ 73.9﹪ 25.9﹪ 74.1﹪ 

9.老師的教學活動提昇我對數學的興趣。 13.0﹪ 87.0﹪ 22.2﹪ 77.8﹪ 

10.老師的教學活動提昇我的數學表現。 13.0﹪ 87.0﹪ 22.2﹪ 77.8﹪ 

11.老師的教學活動提昇我的數學信心。 13.0﹪ 87.0﹪ 33.3﹪ 66.7﹪ 

12.老師的教學活動讓我變的更有創意。 13.0﹪ 87.0﹪ 25.9﹪ 74.1﹪ 

※13.老師的教學活動讓我變得更幽默。 26.1﹪ 73.9﹪ 29.6﹪ 70.4﹪ 

14.如果有機會，我願意運用幽默的方式學習數學。 21.7﹪ 78.3﹪ 14.8﹪ 85.2﹪ 

註：1.題目前「※」表示 105與 108「符合」與「非常符合」合計人數皆未超過 80﹪。 

2.粗體表示「符合」與「非常符合」合計人數未超過 80﹪。 

 

從表 4-6-1實驗組學生的填答人數百分比，依「課程設計」、「教學方式」、「個

人感受」三方面檢視，其中實驗組學生勾選「符合」與「非常符合」合計人數百

分比超過 90﹪的項目為學生最滿意的部分，有待改善指的是其中實驗組學生勾

選「符合」與「非常符合」合計人數百分比從 80﹪至 90﹪的項目而言，不太滿

意是指「符合」與「非常符合」合計人數百分比未超過 80﹪，以下分別敘述學

生作答的情形。 

 

一、學生感到最滿意的項目 

（一）研究者的上課方式很有變化 

對於「教學方式」敘述方面，兩班實驗組學生皆覺得研究者的上課方式很 

有變化，普通班有 91.3﹪，美術班竟然高達 100﹪，由此得知，本實驗教學帶給

學生充滿變化的感覺，讓數學課不再只是解題的教學，而是充滿變化的教學方式。 

（二）研究者自編的教學活動有趣且富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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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課程設計」敘述方面，兩班實驗組學生皆同意研究者自編的幽默融 

入數學課程活動有趣且充滿創意，普通班有 91.3﹪，美術班竟然高達 96.3﹪，接

近 100﹪，兩班實驗組學生皆認為研究者自編的活動有趣，而且充滿創意，符合

幽默的定義好玩、有趣、有創意，讓教學活動與幽默自然結合，達到幽默教學的

效果。 

（三）研究者的上課方式能引起普通班學生的學習興趣 

     對於「教學方式」敘述方面，實驗組普通班學生同意研究者的上課方式能 

引起學習的興趣，且喜歡老師所使用幽默融入數學的教學方法。 

 

二、學生反應有待改善的項目 

兩班實驗組學生覺得在「教學方式」敘述方面有待改善的項目：「老師的上 

課方式幽默有趣」；「課程設計」敘述方面的項目為「很滿意老師的教學活動設

計」。實驗組普通班學生針對「個人感受」敘述部分的項目覺得老師的教學活動

能提升數學的興趣、表現、與信心部分有待改善。 

 

三、學生覺得不太滿意的項目 

兩班實驗組學生對於課程不太滿意的部分分別為：「在課堂表現相當認真」、

「老師的教學活動讓我變的更幽默」。其中實驗組美術班學生針對幽默融入數學

的的教學活動能提升數學學習的興趣、表現、信心、創意與幽默部分皆不太滿意。

因為美術學生對於自我要求高，對於課堂上的幽默活動會有所顧忌，再加上班級

學生之間比較不熟悉（因美術班是由不同國小經過術科考試組成的），因此對於

本實驗教學尚未營造出安全的氣氛，讓學生心中產生顧忌，因此對於幽默活動提

升數學的信心感到不滿意。反觀普通班學生比較沒有這方面的問題。因此，本研

究發現，幽默融入教學比較適合在班級已經營造出安全的環境中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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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回饋問卷複選題分析 
表 4-6-2 實驗組學生幽默融入數學課程之教學策略人數百分比 

實驗組普通班 實驗組美術班 幽默策略 

百分比 排序 百分比 排序 

※猜謎語 56.5﹪ 3 66.7﹪ 2 

改編歌曲 43.5﹪ 4 40.7﹪ 7 

※說故事 65.2﹪ 2 55.6﹪ 3 

諧音 21.7﹪ 6 33.3﹪ 8 

存錢筒 39.1﹪ 5 48.1﹪ 5 

數學名字 39.1﹪ 5 51.9﹪ 4 

數學日記 43.5﹪ 4 44.4﹪ 6 

幽默考卷 65.2﹪ 2 40.7﹪ 7 

※摸摸樂 87.0﹪ 1 70.4﹪ 1 

笑口常開測量 43.5﹪ 4 22.2﹪ 9 

註：幽默策略前「※」表示兩班實驗組學生的人數百分比超過 50﹪ 

 
一、普通班與美術班喜歡的幽默融入教學策略之比較 

從表 4-6-2實驗組學生幽默融入數學課程之教學策略人數百分比，依兩班學

生喜歡幽默融入的教學策略百分比排序分析如下： 
（一）實驗組普通班 

從表 4-6-2實驗組學生幽默融入數學課程之教學策略人數百分比，可以發現

實驗組普通班學生喜歡的教學策略依序是：摸摸樂＞說故事＝幽默考卷＞猜謎語

＞改編歌曲＝數學日記＝笑口常開測量＞存錢筒＝數學名字＞諧音 

（二）實驗組美術班 

從表 4-6-2實驗組學生幽默融入數學課程之教學策略人數百分比，可以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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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美術班學生喜歡的教學策略依序是：摸摸樂＞猜謎語＞說故事＞數學名字

＞存錢筒＞數學日記＞改編歌曲＝幽默考卷＞諧音＞笑口常開測量 

（三）兩班實驗組學生喜歡的幽默教學策略超過 50﹪的有：猜謎語、說故

事、摸摸樂。 

本教學實驗發現適合將幽默融入數學領域的教學策略有猜謎語和說故事，這

兩種教學策略最受學生喜愛，也能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因為猜謎語的教學方式

透過聯想將數學知識與謎語結合，激發學生對數學名詞和定理深入了解，並靈活

運用於生活中，是一種有趣的教學方式，猜測是學習數學的第一步驟；而說故事

的教學方式則是透過故事將數學內容融入，引發學生的好奇和學習興趣，也是教

師發揮創造力的表現，許多故事都是經過研究者改編，即使學生已經到校外補

習，但是對於故事內容可能是第一次聽到，因此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樂趣。另外，

主題式的融入則是摸摸樂的教學方式，透過遊戲化的方式引起學生好奇，再將數

學知識自然帶入，使學習數學變的有趣好玩，像是在玩遊戲，這樣的上課方式最

受學生喜愛。本研究的超過 50﹪學生喜愛的幽默教學策略，符合許多研究所顯

示的結果，能提起學生的學習興趣（Sobel ＆ Maletsky,1996；李春芳，民 88；

賴素貞，民 90）。 

然而，在不同班級特性幽默融入的策略受到喜愛的程度也不同，普通班的學

生屬於常態編班，比較不喜歡的幽默教學策略是需要創造性質的相關活動，例

如：數學名字、數學存錢筒的製作，反而喜歡幽默考卷、笑口常開的測量活動，

這兩種活動比較能引起學生的笑，讓課堂變得輕鬆熱鬧；但在美術班則呈現相反

的狀況，美術班的學生比較喜歡創造性的活動，例如：數學名字、數學存錢筒的

活動，這兩種活動都需要和美術做結合，因此和美術班的班級特質相符，所以學

生比較喜愛這類的活動，至於單純引發笑的活動，例如：笑口常開的測量，美術

班的學生比較不喜歡。 

其中幽默考卷普通班學生喜愛的排序是第 2，而美術班的排序是倒數第 3，

根據普通班導師表示學生在進行幽默考卷小考時，EN14哼起「哆啦 A夢」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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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曲，因為當時的幽默考卷和哆啦 A夢的內容相關，全班也覺得很有趣，普通

班學生則比較喜歡這樣的考試方式，也欣賞研究者的幽默表現；而美術班學生

EA01則表示這樣的考試方式很麻煩，容易浪費時間，因為美術班學生比較重視

考試的結果，希望能以一般的方式進行考試，避免影響成績。 

由此得知，幽默教學融入不同的班級，必須和班級的特質做結合，才能發揮最大

的效果，教師在進行幽默融入時，可以事先了解班級的幽默喜好，如此一來，效

果相益得彰，一方面可以讓學生快樂學習，一方面也可以達到數學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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