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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地區國中數學教科書數學素養内涵之比較分析

摘要
本研究對馬來西亞的董總版數學、新加坡 Shing Lee 出版的 New Syllabus Mathematics、
中國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數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的新世代數學以及台灣康軒文教
集團的數學中的畢氏定理和相似形單元進行數學素養内涵的分析，以及比較各地區之間數學
素養内涵的差異。研究者從建模過程、數學能力以及數學素養的内涵三個維度去探討五個地
區的畢氏定理和相似形單元中所具備何種數學素養之内涵。其中，建模過程具有問題情境、
形成、應用數學解決問題、以及解釋與驗證四大維度；數學能力含有溝通能力、數學化能力、
表徵能力、推理論證能力、選擇策略能力、使用符號、運算及正式語言能力、以及使用數學
工具能力；數學素養的内涵則由知、用、觀、學所組成。
本研究利用内容分析法，以上述五套教科書的畢氏定理和相似形單元進行分析與比較，
得到下列成果：
一、五個地區的畢氏定理單元在建模過程中，SG、CH、HK、TW 皆涵蓋一定比例的建模
過程内涵，而 MY 非常缺乏建模過程内涵。
二、五個地區畢氏定理單元在數學能力中，主要集中在基本能力，且幾乎沒有使用數學工
具能力，而溝通能力和表徵能力偏向於較高層次。
三、五個地區相畢氏定理單元在數學素養的内涵中，主要強調知、用，缺乏展示觀、學。
四、五個地區相似形單元在建模過程中，主要聚焦在應用數學解決問題的多步驟，以及解
釋與驗證的合理性。
五、五個地區相似形單元在數學能力中，主要集中在基本能力，且幾乎沒有使用數學工具
能力，而溝通能力、表徵能力是五個地區都展現較高層次的數學能力。
六、五個地區相似形單元在數學素養的内涵上，主要強調知、觀，較少展示用、學。

關鍵詞：華人地區、數學素養、建模過程、數學能力、數學素養的内涵、内容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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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馬來西亞、新加坡、中國、香港以及台灣國 中數學教科書的數學素養
之内涵。本章共有三節，分別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問題、以及研究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數學教育一直是世界各地關注的焦點。近年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針對國際學生進行數學素養、科學素養以
及閲讀素養的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這項評比除了測量各國學生的數學、科學以及閲讀程度，也調查了各國教育之各種面
相，並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與參考的價值。因此，各國開始使用 PISA 的調查結果來衡量該國學
生的知識與技能，透過與其他國家比較，來確定該國的教育水平並理解該國在教育政策上的
優略勢 (OECD, 2016)。
在最近兩次的 PISA（2012、2015）中，新加坡、香港、台灣、中國的數學素養排名都
名列前茅。2015 年的 PISA 共有 72 個國家（或地區）參與，其中新加坡、香港、台灣、中國
（北京、上海、江蘇、廣東）分別取得第 1、第 2、第 4 以及第 6 名。可是，馬來西亞所提供
的資料覆蓋性太小，可比性低，故不列入正式排名，但若根據該樣本進行統計的話，馬來西
亞將排名第 45 名。而在 2012 年的 PISA 共有 65 個國家（或地區）參與，其中中國上海排名
第 1，緊接著的是第 2 的新加坡、第 3 的香港以及第 4 的台灣，而馬來西亞的排名落在第 52
名，可見馬來西亞的表現與另四個地區相差甚遠。
另外，PISA2012 也調查學生對於數學的學習投入、學習動機及學習信念與數學成就的
關係。在台灣 PISA2012 精簡報告中，新加坡、中國、香港屬於高表現高毅力，台灣屬於高表
現低毅力；新加坡、中國屬於高表現高問題解決的開放性，香港、台灣屬於高表現地問題解
決的開放性；新加坡、中國、香港、台灣屬於高表現低失敗的自我責任；新加坡、中國、香
港、台灣屬於高表現高内在動機；新加坡、中國屬於高表現高工具性動機，香港、台灣屬於
高表現低工具性動機；新加坡、中國、香港、台灣屬於高表現高自我效能；新加坡屬於高表
現高自我概念，中國、香港、台灣屬於高表現低自我概念；新加坡、中國、香港、台灣屬於
高表現高行爲；新加坡、中國屬於高規劃，台灣、香港屬於高表現低規劃；新加坡、中國、
香港屬於高表現高主觀規範，台灣屬於高表現低主觀規範。由於此報告的參照國家并無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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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亞，故無法説明馬來西亞的表現。在 OECD 的 PISA 報告中，雖無直接的圖表展示馬來西
亞的表現，但從數據來看，馬來西亞是在低表現低投入、低動機、低信念。（OECD，2013）
Park & Leung (2006)的研究發現，東亞國家（中國、日本、韓國）深受儒家文化影響並
注重群體價值，他們的教科書内容較少考慮個體差異，而西方國家（英國、美國）在重視個
人價值的文化影響下，他們的教科書偏向滿足個體差異。其實，其他地區如馬來西亞、新加
坡、香港、台灣也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而且馬來西亞、新加坡、中國、香港、台灣是華人
覆蓋性高的地區。除了中國、香港、台灣之外，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2016）報道，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屬於前五個海外華人主要地區，兩地華人分別占了該國的
23.4%（Ho，2016）和 76.1%（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2016）。
影響學生的數學表現之因素有很多，其中教科書是學生學習數學過程中重要的一環
（Rezat,2009;Zhu & Fan,2000)。世界各地的數學教師在他們的教學活動中，非常依賴教科書。
數學教師大部分根據教科書上的内容來決定要教什麽、如何教以及指派什麽作業
(Grouws,1992)。此外，教科書不僅是學習的主要工具，也引導了教學程序的進行、展示知識
内容以及蘊涵如何學習知識的方法（左台益，李健恆，2017）。對學生而言，教科書提供了
一個能增進他們解決問題能力的平台（Fan & Zhu,2000）。
各地的政經與人文背景都直接或間接影響了教科書的發展，不同地區的教科書也反映
了當地的文化以及社會價值。當教科書成爲學習者有效吸收知識以及價值感的同時，教科書
的差異也可能反過來加強潛在的文化差異。因此，比較不同地區的教科書將展現各自的優缺
點（Park & Leung,2006）。這不僅有助於提供制定教育政策者、編輯者與教師一些教學參考，
也可以檢視自己與理想課程的落差，讓學生有機會學習更有效的課程。
如今，全球的資訊交流越來越頻密。因此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的教科書比較也逐漸被
關注。Li（2000）指出跨國數學研究提供了一個「經驗假設」的依據來反映學生實際的數學
表現，並瞭解到學生的數學經驗與他們的實際表現的關係。研究不同地區或不同國家的教科
書有助於了解世界各地的學生的學習機會之相同與相異點（Charalambous et al, 2010）。另外，
國際教育學習成就評量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
Achievement, IEA）的計劃 The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以下簡
稱 TIMSS）表示，藉由分析國際間的教育評比，更能深入瞭解各國不同教育政策下的影響
（TIMSS,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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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分爲三個部分：華文小學、華文獨立中學（簡稱獨中）以及華文
高等教育學府，其中衹有華文小學屬於政府學校。這表示後二者的辦校經費全由華社籌辦，
然而獨中和華文高等學府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依然培育不少人才，并在各個領域取得不俗
的成績（董總，2016 ）。另一方面，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師資不乏是中、港、台的畢業生，
而獨中課程綱要也經常參考中、港、台、新等地區之課綱（林忠強，1994），所以馬來西亞
華文教育與中、港、台、新的教育密不可分。研究者爲馬來西亞人，除了接受中小學的華文
教育之外，也到台灣繼續深造，之後在獨中任教數年的國中、高中數學。研究者察覺到，在
馬、台兩個不同教育體系的相互對比下，兩地的學習成果存在很大的差異。當各種國際評比
結果出來後，更發現馬來西亞的學生無論在何種程度上，都遠低於台灣的學生。若再加上同
樣是華人居多的新加坡、以及中國和香港，馬來西亞的學生更是望塵莫及。因此，研究者希
望透過此研究結果，能夠作爲馬來西亞數學教科書的新課綱的參考。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的目的是透過馬來西亞、新加坡、中國、香港以及台灣的國中數學教科書中，對於
畢氏定理、相似形的比較，探討各地區數學教科書的數學素養之内涵。以下為本研究的研究
問題：
1. 馬來西亞、新加坡、中國、香港以及台灣的國中數學教科書中，展示的數學素養内涵
爲何？
2. 馬來西亞、新加坡、中國、香港以及台灣的國中數學教科書中的數學素養之内涵有何
差異？

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聚焦在馬來西亞、新加坡、中國、香港、台灣的國中數學教科書為研究對象，
其中研究内容為畢氏定理以及相似形，所以研究結果不一定能推論至其他數學内容，或這五
地區的其他版本，甚至其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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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依研究目的，針對相關文獻進行分析，内容共分爲三節，第一節為數學素養的意
涵；第二節為國内外教科書的相關研究；第三節為馬來西亞、新加坡、中國、香港、台灣的
數學課程，第四節為内容分析法。

第一節

數學素養的意涵

一、建模過程
OECD 認爲數學素養是：在不同情境脈絡中，個體能夠具備形成、應用及解釋數學的
能力，以及藉由描述、建模、解釋與預測不同現象，來瞭解數學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之能
力。數學素養能協助個體來善用數學工具做出有根據的判斷，並成爲具有建設性、投入性及
反思能力的公民（OECD,2016）。2015 年，PISA 把數學素養分爲三個面向，分別是建模過程、
數學内容以及内容情境，而數學能力則支撐了整個建模過程。
OECD 認 爲 ， 建 模 過 程 (modelling process) 是 學 生 成 爲 積 極 問 題 解 決 者 的 中 心
（OECD,2016）。建模過程中含有三個過程：形成、應用數學解決問題以及解釋與驗證。
「形成」是指個體有認識與辨別的機會來利用數學，並針對指定内容來提供數學式。在形成
中，個體決定該如何提取必要的數學來做分析、設定與解決問題。個體把現實世界轉化成數
學世界。個體推理以及理解問題中的約束與假設。而「應用數學解決問題」是指個體能透過
應用數學概念、事實、程序以及推理來解決數學問題以得到數學結果。在應用數學概念、事
實、程序以及推理中，個體將展現所需的數學程序來推導結果以及得到數學解決。他們處理
問題情境、建立規則、辨識數學元素之間的連結並創造數學論證。「解釋與驗證」則是注重
個體對於反思數學解決、結果或結論的能力，並在現實情境下進行解釋。這包括把數學解決
轉化至現實情境，再判斷或評估結果是否合情合理。
在建模過程中（圖 1），最開始的元素是現實情境(extra-mathematical world)，也就是
該情境是否與現實生活中的元素有關。接著，含有現實情境的問題將形成數學式。數學式將
透過一連串的數學程序與數學事實來進行解決。最後的數學結果將進行解釋與驗證，以符合
當下的現實情境。在 Gatabi,Stacey,Gooya(2012)的建模架構（圖 2）展示了問題情境(problem
context)、應用數學解決問題(mathematical problem solving，簡稱 MPS)、形成(Formulation)、
以及解釋與驗證(interpretation and/or checking)。首先是「問題情境」，即判斷問題是否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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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情境或只在數學世界内（即只有數學元素）；「應用數學解決問題」的維度包含了三個
子維度。第一個子維度是多步驟的數學問題解決，即判斷學生是否利用一部分（子目標）來
完成下一個階段；第二個子維度是連結，是指除了原來的數學内容之外，其他數學想法、數
學程序和數學事實也用來解決問題。第三個子維度是新的問題解決，用以判斷是否有不同類
型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第三個維度則是「形成」，它分爲四個子維度，而此維度只用在現實情境中。第一個
子維度是新情境，即檢查情境是否在同章節内出現過；第二個子維度是形成的複雜性，當問
題呈現(1)含有太多或太少資料、(2)需要多步驟的形成、(3)涉及難以判斷相關數學時，將被認
爲是複雜的。而第三個子維度是形成有否由學生形成。第四個子維度是新形成，即檢驗問題
是否提供不同的機會讓學生尋找相關數學、從不相關資料找出相關資料並連結資料以形成一
數學式。最後的維度是「解釋與驗證」，意為是否含有解釋和驗證的過程。

資料來源： OECD. (2006). PISA 2006: Science competencies for tomorrow’s world. Volume 1: analysis. Publisher as
author.
圖 1 建模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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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atabi, A. R., Stacey, K., & Gooya, Z. (2012). Investigating grade nine textbook problems for characteristics related to
mathematical literacy. Mathematics Education Research Journal, 24(4), 403-421

圖 2 數學素養之建模過程架構類目

二、數學能力
數學能力也是發展數學素養架構中不能忽視的一環。PISA 採用 Mogen Niss 與等人提
出的八大數學能力，經過探究之後再濃縮成七大數學能力。PISA 所探討的能力是溝通能力
(Communication) 、 數 學 化 能 力 (Mathematising) 、 表 徵 能 力 (Representation) 、 推 理 論 證能 力
(Reasoning and argument)、選擇策略能力(Devising strategies for solving problems)、使用符號、
運算及正式語言能力(Using symbolic, formal and technical laguange and operations)、以及使用
數學工具能力(Using mathematical tools)，其中原有的數學思考能力（mathematical thinking）
與推理論證能力合并為一項。而 Turner, Blum & Niss(2015)利用四種層次(level0,1,2,3)來代表
不同程度的溝通能力、數學化能力、表徵能力、推理論證能力、選擇策略能力、使用符號、
運算及正式語言能力。因爲當時的 PISA 任務以紙本爲主，若考量使用數學工具能力則會不恰
當，所以暫不考慮使用數學工具能力。然而，研究者認爲使用數學工具能力是適應現今社會
的重要能力之一，因此本研究將使用數學工具能力納入考量。
溝通能力分爲兩個面向，即接受面向和建設面向。接受面向是指如何詮釋問題、連結
多元訊息並能夠往前或往後推論訊息，而建設面向是則聚焦在解決過程的‘性質和複雜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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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傳達結果的解釋或理由。數學化能力是指在建模過程中把現實情境與數學領域鏈接起來。
數學能力是雙向的，即從數學情境轉化至數學式以及把數學結果對應到相關情境中。表徵能
力是指轉譯、分析、操弄各數學表徵，連結不同類型的表徵來取得結果。當表徵的形態變得
複雜時，表徵能力的所需程度也隨著提高。另外，推理論證能力是指根據數學訊息來繪製有
效的推論，並匯集這些推論來證明理由或更嚴格地證明結果。選擇策略能力則是指選擇或分
析數學策略來解決問題，並監督與控制策略的執行。這裡的策略意為一組共同的階段來構成
解決問題的整體計劃，每個階段涵蓋子目標和相關步驟。最後，使用符號、運算及正式語言
能力是指理解與實施數學程序及數學語言（包括符號、算術和代數式），利用及管理數學規
則、激活及使用定義、結果、規則和正規系統。
三、數學素養的内涵
此外，李國偉（2013）在台灣教育部提升國民素養實施方案－數學素養研究計畫結案
報告中提到「提升數學素養的願景是：從學習數學的程中，學習到數學思維方式，以便靈活
運用數學知識、技能與工具，去解決生活中的問題，並成為具備理性反思能力的國民」。數
學素養是長期教育，從幼兒開始，直到大專、甚至到老都需要不斷地累積經驗和數學思維，
靈活運用數學來解決生活問題。左台益、李建恆（2018）認爲，培養數學素養的能力必須以
數學知識為基礎，運用知識來進行推理、邏輯思考及擬定策略以解決數學内或外的問題，説
明個人觀感及批判思考事情，並擁有積極正向的態度及價值觀，從而培養終身學習的認知和
技能，以面對現今急速變遷的社會問題和挑戰。爲了發展適合的數學素養教材，左台益與李
建恆（2018）從數學「知」識、應「用」 、應「用」數學的相關技能、以數學「觀」感表達
看法，以及培養「學」習能力四個維度出發。以下為知、用、觀、學的意涵：
（一）知（Knowledge）
PISA 把數學内容分爲四大領域，即變化與關係(Change & relationships)、空間與幾何
(Space & shape)、數與量(Quantity)、以及機率與統計(Uncertainty & data)。馬來西亞教育部把
數學内容分成數、形狀與空間、關係三大領域；新加坡教育部則把數學内容劃爲六個領域，
即數、代數、幾何、統計、機率，以及分析；而中國的數學課綱安排成四個部分：數與代數、
圖形與幾何、統計與概率，以及綜合與實踐；在香港，把學習範疇綜合為三個，即數與代數、
度量、圖形與空間，以及數據處理；台灣把數學主題分成七類，分別是數與量、空間與形狀、
坐標幾何、關係、代數、函數，以及資料與不確定性。不論在什麽地區，數學知識是數學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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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的核心及必要前提。知識不是唯一的重點，但卻是不變的基礎。個體爲了能夠理解、溝通、
應用更多數學概念，數學知識必然是發展數學素養的核心（左台益、李建恆，2018）。
（二）用（Application）
PISA 以 建 模過 程 的 形 成、 應 用 數學 解決問 題、 解釋 與驗證 作爲 評量 的核 心内容
（OECD, 2016）。在不同層次的數學能力下,PISA 的評量問題用來檢驗學生對數學的應用
（Turner, Blum & Niss, 2015）。此外，隨著科技進步，學生必須學習如何利用各種工具，包
括數學工具、數位工具等，來面對將來各種挑戰。透過科技的有效應用，學習者將學得更深，
並加深他們對數學概念的理解和直覺（NCTM,2000）。因此，如何運用數學知識、數學方法、
數學工具將是培養數學素養的重要元素之一。
（三）觀（Disposition）
Kilpatrick 等人（2001）提出數學素養由五個維度組成，即概念性理解（conceptual
understanding）、程序性流暢（procedural fluency）、策略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適應
性推理（adaptive reasoning）以及建設性數學素養的内涵（productive disposition）。前四者與
PISA 中的數學能力雷同，而其建設性數學素養的内涵，意為在學習數學時學生所感覺的傾向，
認爲數學有價值且期待學習數學會有所回報，以成爲有效的學習者和數學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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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知」、「行」、「識」來詮釋 12 年國教數課程。當中的「識」為對數學的内在認知與情意
涵養，包括概念理解、推理、連結、後設認知、以及欣賞數學的美。在教學上，能夠培養溝
通能力、自我反思、掌握不同學習方法等學習能力，從而達到終身學習以適應社會變遷，是
發展數學素養的内涵（左台益、李建恆，2018）。因此，以數學知識為基礎，去建立正向積
極的學習態度，並能夠欣賞數學的本質，也是數學素養重要的一環。
四、學（Learning）
爲了未來中解決不同類型的新問題，具有理解力的學習是重要的。學生學習更好時，
就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學習目標並監控自己的學習歷程。面臨挑戰時，學生將有自信去應付困
難，積極設法解決問題，靈活探索數學想法，甚至嘗試更多元的解決路徑（NCTM，2000）。
在獲取知識的同時，Crick(2007)認爲懂得「學習如何學習」來適應現代的複雜系統是重要的。
其核心概念是學習者自己認爲想要學習的想法，意識到自己是學習者並能夠接受自己在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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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學習軌跡。由上述研究可見，除了普遍認知的數學知識、數學能力構成數學素養的元素
之外，對於數學的觀感、信心、態度，以及對於學習的意識及其重要性，都不可忽視。
綜合上述各方專家對數學素養的看法，研究者統稱「知」、「用」、「觀」、「學」
為數學素養的内涵，並歸納整理出一個集合建模過程、數學能力和數學素養的内涵的分析架
構（圖 3）。

圖 3 數學素養分析架構

第二節 國内外教科書的相關研究
教科書是「一本旨在提供知識領域權威教育的書」（Stray，1994）。世界各地的數學
教師在他們的教學活動中，非常依賴教科書。數學教師大部分根據教科書上的内容來決定要
教什麽、如何教以及指派什麽作業（Grouws,1992)。在許多研究中，得出教師利用教科書為
主要來源以設計他們的課堂活動(Gracin & Matić，2016；Zhu & Fan，2000）。此外，教科書
為學生提供了一個能增進他們解決問題能力的平台（Fan & Zhu，2000)。教科書不僅是學習
的主要工具，也引導了教學程序的進行、展示知識内容以及蘊涵如何學習知識的方法（左台
益，李健恆，2017）。Valverde 與他人（2002）認爲數理教科書在課堂練習上有極大的影響
力。因此，教科書不論對老師、學生或教學活動，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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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不同國家的教科書能反映出世界各地所提供的學習數學的機會有何相同點與相異
點（Charalambous et al,2010) 。教科書是展示課程内容的媒介，因此針對不同國家做數學教科
書的研究將能揭示不同國家的課綱以及所授課程的特徵，而這些特徵將反映出該國家的文化
價值(Park, K., & Leung, 2006)。此外，由於各國少有大量的數學教科書版本，因此，若選擇當
地的暢銷課本進行研究，將能覆蓋一定比例的學生分佈，所以教科書研究算是介於宏觀（課
程標準、學生學習成就）與微觀（課堂研究、行動研究）的一種研究(Park, K., & Leung, 2006)。
O’Keeffe(2013)的研究中指出，在強調數位學習以及目前在愛爾蘭正在進行的課程之外，教科
書仍是課堂的中心。儘管衆所周知的「教科書」可能會發生變化，但在教學方面，「教科書」
的選擇仍然集中在提高與支持教學和學習上，因此傳統教科書的核心價值依然重要。
Fan , Zhu & Miao(2013)探討數學教育的教科書研究的發展情況和發展方向。他們把與
「數學」和「教科書」有關的文獻進行統計並分類出四個類別，即教科書的角色、教科書的
分析與比較、教科書的應用、以及其他，其中教科書的分析與比較佔最大部分。在教科書分
析與比較中，大部分研究在探討内容或單元在教科書中展現的差異性，接著也有研究在關注
認知與策略方式、或性別、種族、平等、文化和價值上的探討、跨國的教科書比較、以及概
念性和程序性課題的探討。由此發現，各方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一直討論如何展示數學内容和
解決問題的方法，或討論不同地區的教科書有顯著差異，但極少有人從數學素養的數學素養
的内涵去看待教科書的内容。因此，研究者決定從數學素養的角度去看待教科書内容。

第三節 馬來西亞、新加坡、中國、香港、台灣的數學課程
一、五個地區數學課程的整體目標
馬來西亞的數學課程目標期待學生能夠理解數學概念、擴展基本的計算能力、能夠進
行數學溝通、運用數學知識來解決問題並做出決策、利用數學做跨領域理解、掌握適當的技
術來建構、取得、解決、探討各數學領域、具備數學知識並有效地發展技能、培養對數學的
積極態度、以及懂得欣賞數學的重要性與數學美（CDC，2004）。對於馬來西亞獨中體制下
的學校，董總也發展出一套與國家數學課程大同小異的數學課程，其目標也在於讓學生擁有
數、量、形的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發展出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運算能力、空間觀念、運
用數學來解決日常問題的能力、科學態度及創造力，並引導學生認識數學的功用以提高學生
對數學的興趣（董總，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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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數學課程目標則希望學生能夠掌握一定程度的數學，讓自己在未來生活中受
益，而對於有興趣且有能力的人，能夠追求更高層次的數學。此外，他們也主張，學生需要
獲得並運用數學概念及技能、透過數學方法來解決問題以發展出認知和後設認知技能、以及
培養積極的數學態度（Ministry of Education，2012）。透過中國的義務教育學習，其數學課
程目標期許學生可以適應社會生活和發展所需數學的基礎知識、基本技能、基本思想和基本
活動經驗、體會數學與數學、其他學科、生活之間的聯係，並運用數學思維來思考、增強發
現與提出問題的能力以及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此外，了解數學價值、提高學生的數學興
趣、增強對數學的信心、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具有創新意識和科學態度也是他們的目標之
一（中國教育部，2011）。
香港的數學教育目標則旨在通過數學來提高 構思、探究、推理及傳意的能力，以及利
用數學來建立及解決日常生活和數學問題的能力、運用數字、符號及其他數學物件的能力、
建立數字感、符 號感、空間感及度量感及鑑辨結構和規律 的能力、以及對數學採取正面的態
度，以及從美學和文化的角度欣賞數 學的能力（香港課程發展議會，1999）。在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中，台灣的數學課程目標是爲了提供所有學生公平受教、適性揚才的
機會、培育探索數學的信心與正向態度、培養學生的好奇心及觀察規律、演算、抽象、推論、
溝通和數學表述等各項能力、培養學生使用工具，運用於數學程序及解決問題的正確態度、
培養學生運用數學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學生日常生活應用與學習其
他領域/科目所需的數學知能、以及培養學生欣賞數學的人文內涵中，以簡馭繁的精神與結構
嚴謹完美的特質（台灣教育部，2014）。
整體來看，發現這五個地區的數學課程目標大部分相似。爲了有效適應越來越進步的
時代，學生必須在有基本的數學基礎上，有能力運用數學來解決、分析、反思問題，再配合
掌握數學工具的能力，連結其他領域來擴展更深更廣的能力，以及具有積極的數學學習態度
和懂得欣賞數學美。
二、五個地區的畢氏定理與相似形課程目標
表 1 五個地區的畢氏定理課程目標

地區
馬來
西亞
新加坡

課程内容
1. 畢氏定理
2. 畢氏定理的逆定理
3. 距離公式
1. 畢氏定理

學習目標
1. 掌握畢氏定理及其逆定理
2. 應用距離公式
1. 畢氏定理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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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畢氏定理在現實情境的應用
3. 畢氏定理的逆定理
中國
1. 勾股定理
2. 勾股定理的逆定理
香港
1. 基本知識重溫
2. 平方根
3. 畢氏定理及其應用
4. 畢氏定理的逆定理及其應用
5. 有理數及無理數
6. 根式的運算

台灣

2. 已知三個邊長，判斷三角形中的哪個角是
直角
1. 探索勾股定理及其逆定理，並運用它們解
決一些簡單的實際問題
2. 探 索 並掌握 判 定直角 三角 形 全等 的「斜
邊、直角邊」定理。
1.認識及欣賞有關畢氏定理的不同證明(包括
中國古代勾股定理所用的方法)
2.知道無理數和根式的存在
3.運用畢氏定理及其逆定理來解答問題
4.討論第一次數學危機的來龍去脈，並領會
數學知識靈活多變的特性
5.**探究及比較不同文化在證明畢氏定理時
所選用的策略
6.**探討求平方根的不同方法

1.能理解二次方根的意義及熟練二次方根的
1.平方根與近似值
2.根式的運算
3.畢氏定理

計算
2.能求二次方根的近似值
3.能理解根式的化簡及四則運算
4.能夠理解畢氏定理及其應用
5.能熟練直角坐標上任兩點的距離公式

香港附有「**」號的學習重點可視作增潤項目的示例； 劃有底線的則為課程綱要的非基礎部分。

從表 1 來看，各地區皆强調如何應用畢氏定理，並掌握畢氏定理及其逆定理的判定。
香港和台灣課程内，含有平方根相關内容，顯示在學習畢氏定理前，學生必須掌握平方根的
基本運算，再連結至畢氏定理。值得留意的是，台灣在畢氏定理單元中並沒有要求畢氏定理
的判定，但在國三課程中另有“幾何與證明”一章,以期待學生能夠理解數學的推理和證明的
意義。此外畢氏定理的歷史背景豐富，雖然畢氏定理的發展脈絡與歷史故事並不在上述課程
内自成小節，但以上五套教科書都有在介紹畢氏定理的相關歷史。
表 2 五個地區的相似形課程目標

地區
馬來
西亞

課程内容
1. 比例缐段
2. 相似形
3. 相似三角形
4.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
5. 面積的比
6. 附錄 1：相似三角形判定
定理 3 的證明
7. 附錄 2：相似三角形其他
的性質

學習目標
1. 掌握相似三角形的證明
2. 掌握相似形的面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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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1. 全等圖形
2. 相似圖形
3. 相似形、放大以 及比 例
作圖
1. 全等的判定
2. 相似的判定
3. 全等三角形與相似三角形
的應用

中國
1. 圖形的相似
2. 相似三角形
3. 位似

香港

1. 全等的意義
2. 三角形全等的條件
3. 相似的意義
4. 三角形相似的條件

台灣
1. 比例缐段
2. 縮放與相似
3. 相似三角形的應用

1. 掌握全等與相似形的判斷
2. 掌握相似形對應角相等
3. 掌握相似形對應邊成比例

1. 了解比例的基本性質、缐段比
2. 通過具體實例認識圖形的相似，了解相似多邊形和
相似比
3. 掌握「兩條直缐被一組平行缐所截，所得的對應缐
段成比例」
4. 了解相似三角形的判定定理
5. 了解相似三角形的性質定理
6. 了解圖形的位似
7. 會利用圖形的相似解決一些簡單的實際問題

1.
2.

認識全等三角形及相似三角形的性質

3.
4.

認識固定一三角形的起碼條件

5.

探究如何以圓規及直尺繪畫角平分線、垂直平分線
和特殊角，並列舉理由支持有關繪畫步驟

6.
7.
8.

欣賞使用最簡單工具繪畫線和角

延伸變換及對稱的概念，以探究全等三角形及相似
三角形所需具備的條件
能列舉簡單理由判定兩個三角形是屬於全等三角形
或是相似三角形

**討論只用圓規、直尺將角三等分的可能性

**探究碎形幾何的圖形
1. 能理解多邊形相似的意義
2. 能理解三角形的相似性質
3. 能理解平行線截比例線段性質及其逆敘述
4. 能利用相似三角形對應邊成比例的觀念，解應用問
題

香港附有「**」號的學習重點可視作增潤項目的示例； 劃有底線的則為課程綱要的非基礎部分。

從表 2 得知，五個地區的相似形課程都注重相似形的性質、相似三角性的判斷，以及
如何在現實問題中應用相似形性質。在新加坡和香港課程中，相似形内容算是全等内容的延
伸。另外，除了馬來西亞，其他地區的課程皆展示如何利用數學工具（尺規作圖、網路資源
等）來認識相似形性質。

整體來看，五個地區的畢氏定理與相似形課程，都以數學知識為基礎，透過一連串
的經驗來進行操作、連結、推理、驗證、使用工具等，引導學生學會判斷與思考，並有機會
讓學生賞析數學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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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内容分析法理論
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的解釋，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是一種「客觀、系統而且
量化的方法，用來描述明顯的溝通內容」（國家教育研究院，2018）的方法。内容研究法一
開始用在心理學、社會科學、傳播研究上。隨著科技和統計軟体的進步，内容分析法開始廣
泛運用在傳播學及其它社會科學上，逐漸成爲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Krippendorff ，2013)。
他也認爲利用内容分析法，并不是將數據視爲非物理事件，而是把文本、圖像和表達創建成
可被看見、閲讀、解釋的意涵，因此内容分析法應該廣汎地應用在印刷品上，如教科書、漫
畫、演講稿、廣告。王石番（1989）則認爲，内容分析是以訊息的實際内容作爲主要的研究
對象，以及分析傳播内容的形式或載體，即探討「什麽」内容以及「如何」表達問題。許禎
元（2003）表示，内容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分析訊息，而訊息的範圍包含任何形式的傳播内容，
如書信、報章雜誌、廣告、節目、演講、條文、記錄、錄影、圖騰等。無論何種形式，都可
以用内容分析法加以進行探究分析，其限制條件極少。
Wimmer & Dominick（2013）列出十個内容分析法步驟（圖 4），但這些程序不一定要
完全依序進行。十個相關步驟為：(1)提出問題或假設、(2)確定研究範圍、(3)抽取樣本、(4)
界定分析單位、(5)建構分析的内容與類目、(6)建立量化系統、(7)建立信效度、(8)内容編
碼、(9)資料分析、以及(10)解釋與推論。在提出問題或假設時，最終目標必須清楚，以避免
無目的地收集資料。接著，確定研究範圍的目的是爲了説明所分析的内容界限，需要對母群
體定下正確的操作性定義。確定了研究範圍後，再抽取樣本。然後，就需要選擇適當的分析
單位，也就是實際計算的對象，且其定義需明顯而容易分辨。接下來，建構分析的内容與類
目，且所有類目都應互斥、窮盡和局有可信度。如果一個分析單位只可以放在一個類目中，
則此系統具有互斥性；窮盡性是指内容分析類目必須有適合於每個分析單位的位置；此外，
類目系統應該是具有可信度的，也就是說不同的編碼者對分析單位所屬的類目意見應有一致
性。接下來，可開始建立量化系統，一般上用到名目、等距和等比三種尺度。接著，信度是
内容分析中的關鍵性部分，爲了保持内容的客觀性，測量與程序必須具有可信度。而測量效
度的目的是在於檢驗測量工具是否能夠有效地測量研究内容，類目是否嚴謹且符合要求。將
分析單位放入内容類目的行爲，稱爲編碼，這是内容分析中最耗時但也最有意義的部分。通
常編碼者為 2 至 6 人，選取適當人選後，就必須對編碼者進行訓練，以求得精確的分析。收
集好編碼結果後，就能進入分析資料的步驟。最後，再對資料結果進行解釋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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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分析法是一種量化的分析過程，但它不只是單純的「量的分析」，而是以傳播内
容「量」的變化來推論「質」的變化，因此算是一種質量並重的研究方法（歐用生，1991 ）。
然而，他也認爲，由於内容分析法容易實施，尤其在教科書分析上，顯得容易發生困難。歐
用生表示，内容分析法是根據選定的分析單位，加以量化操作，去探究數量的差異意義，會
忽略質的存在。同時，内容分析法無論使用何種分析單位，都可能出現「斷章取義」，使得
結論容易脫離原來的脈絡而忽略整體的架構。此外，教科書只是課程的一部分，若不深入探
討「潛在課程」的層面，將無法了解何以呈現這些教材，也就無法深入了解影響教材選擇的
原理原則和影響因素。這將導致「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對課程研究影響不大。
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内容分析法，以客觀和系統性的態度對教科書進行探究，分析
教科書內容中所涵蓋的特性、訊息及更深層的内涵，藉以推論產生教科書中數學素養的内涵。
提出研究問題或假設
確定研究範圍
抽取樣本
界定分析單位
建構分析的内容與類目
建立量化系統
建立信效度
内容編碼
資料分析
解釋與推論
圖 4 内容分析法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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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將分爲四節，第一節為研究對象；第二節為數學文本分析架構；第三節為研究流
程；第四節為信效度。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教科書需要其它相關產品作爲輔助，如教師手冊、習作本、工作單、學生讀物、錄音
帶、電腦軟體、因材施教的教材、評量工具、題庫、產品網站、管理清單等等,以形成一完整
的教學支持系統(陳麗華，2008)。然而馬來西亞與中國的教科書僅有課本，其練習（或作業）
已同時編在課本内，其餘教材皆無，而中國市面上的習作或練習簿是各出版社自行配合教科
書出版社所發行的。礙於購買程序以及時間關係，香港、新加坡的教科書中，研究者僅購得
課本和習作。台灣的教科書（電子書）則有全套，即課本、習作、教師手冊。因此，爲了公
平，本研究只分析課本與習作，其餘皆不考慮。
由於大部分地區的教科書版本種類多，銷售量也因商業考量而無法取得正式數據，因
此研究者采用當地較受歡迎的教科書版本。馬來西亞的中學教育分爲國民學校以及獨立中學
兩大類，國民學校採用的是以馬來文和英文書寫的各出版社教科書。在遵循母語教育和其他
歷史因素下，獨立中學採用的是以中文書寫的董總版教科書。這套教科書不完全根據國家所
制定的課綱，而是綜合、參考馬來西亞、台灣、中國、香港及新加坡的課綱（林忠強，
1994）。新加坡的將採用由 Shing Lee 出版社的 New Syllabus Mathematics（譯為新課程數
學），其佔有率超過 80% (Sgbox,2018)。人民教育出版社是中國教育部所属的一家大型专业
出版社，多年蝉联全国出版单位总体经济规模综合评价第一名，其出版品也當地大受歡迎
（人民教育出版社官網，2018）。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在香港以教科書出版味核心，其
新世代數學亦深受歡迎（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2018）。台灣的康軒文教事業是台灣第一
家專業於中、小學教科書出版的企業，為教科書民營化揭開了序幕。經過多年耕耘，康軒版
已成爲台灣最有影響力的中小學教科書出版業者（康軒文教集團，2018）。最後，爲了編碼
方便，各地區將依據其英文名來做編號。馬來西亞編為 MY，新加坡編為 SG，中國編為 CH，
香港編為 HK，台灣編為 TW。
據表 3，可發現各版本的畢氏定理皆在國二，内容大同小異，唯小節分配、少數小節
内容不同。本研究的分析單位以每個版本皆有的内容為原則。從表 3 得知，HK 與 TW 的畢氏
定理章節内，出現與其他三者不同的數學内容用，即：平方根、無理數的相關内容。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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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的基本知識重溫主要回顧指數計數法、質因數連乘積、數缐的内容，算是為平方根内容
鋪成。因此 HK 教科書中，本研究僅探討畢氏定理及其應用、畢氏定理的逆定理及其應用，
而 TW 的僅探討畢氏定理。此外 HK 的無理數小節中涵蓋了如何用畢氏定理求無理數在數缐
上的位置（圖 4），而 CH 與 TW 的相關内容分別呈現在勾股定理小節和畢氏定理小節。由於
此内容直觀地應用畢氏定理且與無理數結合，故決定保留此内容。至於 MY 與 SG，並無相關
内容。此外，MY 與 TW 的畢氏定理單元設有距離公式，雖然其餘三者并無此内容，但距離
公式算是畢氏定理的應用之一，故決定保留距離公式。

表 3 各地區畢氏定理相關單元的内容

教科書

年段

章節名稱

MY

初二下

畢氏定理

SG

Secondary 2

CH

八年級下

HK

中二下

TW

國二上

畢氏定理相關單元

1. 畢氏定理
2. 畢氏定理的逆定理
3. 距離公式
Pythagoras’
1. 畢氏定理
Theorem
2. 畢氏定理在現實情境的應用
3. 畢氏定理的逆定理
勾股定理
1. 勾股定理
2. 勾股定理的逆定理
畢氏定理
1. 基本知識重溫 x
2. 平方根 x
3. 畢氏定理及其應用
4. 畢氏定理的逆定理及其應用
5. 有理數及無理數 x
6. 根式的運算 x
平 方 根 與 畢 1. 平方根與近似值 x
氏定理
2. 根式的運算 x
3. 畢氏定理
x 表示該小節不納入本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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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黃德華，黃鳴嬋（2017）。新世代數學（二版，2B）。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
圖 5 用畢氏定理求無理數在數缐上的位置

另外，從表 4 知，相似形相關課程的分佈不一。HK 的分配在國一、MY 的分配在國二、
CH 和 TW 的分配在國三，而 SG 的分拆至國二和國三。其中，全等相關内容只在 SG 和 HK 教科
書出現，所以不考慮為研究對象。縮放相關内容也只出現在 SG 和 TW 教科書中，故也不考慮
在内。而僅有 CH 教科書涵蓋位似，故不考慮之。
表 4 各地區相似形相關單元的内容

教科書

年段

章節名稱

MY

初二下

相似形

SG

Secondary 2

相似形相關單元

1. 比例缐段
2. 相似形
3. 相似三角形
4.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
5. 面積的比
6. 附錄 1：相似三角形判定定理 3 的
證明
7. 附錄 2：相似三角形其他的性質
Congruence
1. 全等圖形 x
and similarity 2. 相似圖形
3. 相似形、放大以及比例作圖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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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3

CH

九年級下

HK

中一下

TW

國三上

Congruence
4. 全等的判定 x
and similarity 5. 相似的判定
test
6. 全等三角形 x 與相似三角形的應用
相似
1. 圖形的相似
2. 相似三角形
3. 位似 x
全等與相似
1. 全等的意義 x
2. 三角形全等的條件 x
3. 相似的意義
4. 三角形相似的條件
相似形
1. 比例缐段
2. 縮放 x 與相似
3. 相似三角形的應用
x 表示該小節不納入本研究對象

總得來說，關於畢氏定理的相關單元，本研究只分析 MY 的畢氏定理、畢氏定理的逆定
理、距離公式，SG 的畢氏定理、畢氏定理在現實情境的應用、畢氏定理的逆定理，CH 的勾股
定理、勾股定理的逆定理，HK 的畢氏定理及其應用、畢氏定理的逆定理及其應用，和 TW 的
畢氏定理。而對於相似形的相關單元，本研究只探討 MY 的比例缐段、相似形、相似三角形、
相似三角形的判定、面積的比、附錄 1：相似三角形判定定理 3 的證明、附錄 2：相似三角形
其他的性質，SG 的相似圖形相似的判定、相似三角形的應用，CH 的圖形的相似、相似三角形，
HK 的相似的意義、三角形相似的條件，和 TW 的相似、相似三角形的應用。

第二節 數學文本分析架構
本研究將採用内容分析法，並依據Wimmer & Dominick（2013）的内容分析法步驟進
行分析。研究者提出研究問題、確定研究範圍後，即開始選取馬來西亞、新加坡、中國、香
港和台灣的國中數學教科書畢氏定理與相似形單元為樣本。接下來將説明如何界定分析單位
及解釋本研究的分析架構及其類目内容。
一、界定分析單位：
任何的實證研究，一開始就要決定觀察什麽、記錄什麽，因此存在於各類單位(unit)的
資訊是構成研究的資料。而單位化(unitizing)即是界定單位、釐清界限、規劃範疇的過程（王
石番，1989）。教科書的内容分析通常採章、節、單元、課、詞、句、字、頁等單位，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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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都有優缺點，例如以課章為分析單位，每個單位包含的概念很多，不宜做概念分析；句、
詞、字為分析單位時，數量太多，費時費力, 而且容易斷章取義（歐用生，1991）。此外，
Graneheim & Lundman（2004）也認爲分析單位太窄小，比如字，將使得内涵破碎化。而以單
元（lesson）來分析不足以衡量教科書中所有需要建構的細節, 所以把單元劃分為更小的單位，
稱「blocks」(Valverde,2002) 。Love & Pimm（1996）表示，最常被使用的文本結構為「内文例題-練習」。左台益、李健恆（2017）的研究中，除了頁首標題及頁碼等資料外，皆以「段
落」為單位。基本區分原則是以教科書中的一段敘述、一個例題或一個練習，視為一個段落。
本研究的對象都含有内文、例子、以及活動與練習，又爲了避免細分單位使得内涵破
碎化，決定將以「段組」為分析單位。段組是指在意義上有密切關係的幾個段落，注重在内
文的内容意義，而不糾結於語言表達方式的結構（崔應賢，2009）。如圖4表示中國畢氏定理
單元的其中二頁，一共展示八個段組：編號1、2、7、8分別為不同的練習，皆各別視為不同
的段組；編號3是思考題，自成一個段組；編號4的内容雖然在解釋上面的思考題，但編號3屬
於練習而編號4屬於内文，因此編號4看作另一個段組；編號5為探索題，是一個段組；編號6
由四段組成，並附有3個插圖。其整體在説明如何利用畢氏定理，透過作弧的方式求得無理數
在數缐上的位置。當練習中含有小題時，研究者將先判斷小題之間是否雷同，若是，則視爲
一個段組（圖6、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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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林群（主編）（2014）。數學（初版，八年級下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圖 6 教科書的段組舉例（一）

資料來源：Yeo J., Teh K.S., Loh C.Y. &Chow Ivy (2016). New Syllabus Mathematics Book 3 (7 th ed). Singapore:Shinglee.

圖 7 教科書的段組舉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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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架構及其類目内容
本 研 究 參 考 PISA 和 Gatabi,Stacey,Gooya(2012) 的 建 模 過 程 、 Turner, Blum &
Niss(2015)的數學能力以及左台益，李建恆（2018）的數學素養的内涵，經過與指導教授、
專家的討論後，發展出「數學素養分析架構」爲本研究的分析架構。以下將詳細説明本研究
的分析架構：
（一）建模過程
Gatabi,Stacey,Gooya(2012)認爲教科書分析與文本的需要一套專門的理論架構來聚焦
在以他們的研究。在他們的架構（圖 2）中，每個元素都代表與數學素養有關的教科書問題
面向。爲了搭配 PISA(2015)和 Gatabi, Stacey, Gooya(2012)的建模過程，研究者把 Gatabi,
Stacey, Gooya(2012)的「形成」和「應用數學解決問題」的順序對調。接著，研究者只保留
複雜性中的(2) 需要多步驟的形成，因爲本研究的教科書並沒有或極少(1)含有太多或太少資
料或(3)涉及難以判斷相關數學的相關元素。最後，本研究整理歸納出適當的建模過程架構圖
（圖 8）及類目表，而類目説明將在第 37 頁呈現。

問題情境

現實情境
新情境
複雜性

形成
由學生形成

建模過程

新形成
多階段
應用數學解決問題

連結
新解決

解釋與驗證

圖 8 建模過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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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

表 5 建模過程類目表

維度

子維度
現實情境 Extra問 題 情 境 Problem
mathematical
Context

形成 Formulate

新情境 New context
複雜性 Complex of
formulation
由學生列示 Formulated
by students
新形成 New formulation

多步驟 Multi steps MPS

應用數學問題解決
Mathematical
Problem Solving

連結 Connection in MPS

新解決 New MPS
解釋與驗證
Interpretation and/or
checking

合理性
Reasonableness/Limits of
mathematical solution

説明
含有涉及現實情境的元素，而現實情境
分爲兩類，即有數學式及無數學式（如
介紹數學史）
情境並沒有在之前（同章節）出現過。
多步驟的形成(2 個步驟或以上)會使得
形成複雜化。
由學生形成或列式
檢驗不同的形成（提供讓學生尋找相關
數學、從不相關資料中找出相關資料以
及連結資料來形成情境的機會）。
學生利用問題中的一部分（子目標）來
解決下一個問題，即利用 2 個或以上的
階段來解決問題。
連結不同的數學想法、技巧或事實來解
決問題。「不同」是指非此單元的數學
知識，基本計算能力（整、分、小數、
根號的四則運算）不算。
此維度旨在衡量學生是否在課本中遇到
不同類型的解決方法，或一題多解。
解釋或驗證結果是否符合數學或現實情
境上的合理性與限制性。

（二）數學能力
數學能力是發展數學素養架構中不能忽視的一環。PISA 採用 Mogen Niss 與等人提出
的八大數學能力，經過探究之後再濃縮成七大數學能力。PISA 所探討的能力是溝通能力、數
學化能力、表徵能力、推理論證能力、選擇策略能力、使用符號、運算及正式語言能力、以
及使用數學工具能力，其中原有的數學思考能力與推理論證能力合并為一項。而 Turner,
Blum & Niss (2015)利用四種層次，即 level 0,1,2,3 來代表不同程度的溝通能力、數學化能力、
表徵能力、推理論證能力、選擇策略能力、使用符號、運算及正式語言能力。因爲當時 2012
年的 PISA 任務以紙本爲主，若考量使用數學工具能力則會不恰當，所以暫不考慮使用數學工
具能力。然而，研究者認爲使用數學工具能力是適應現今社會的重要能力之一，因此本研究
將使用數學工具能力納入考量。研究者先模仿其他能力的層次分法，經過與指導教授討論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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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現有的使用數學工具能力的 lvl 0, 1, 2。另外，由於研究者察覺各地區國中教科書的數學
能力極少存在 lvl3，故研究者合併 lvl 2 和 lvl 3，歸納出現有的 lvl 2。
最後，本研究整理歸納出適當的數學能力架構圖（圖 9）及類目表（表 6），而類目説
明將在第 44 頁呈現。

溝通
數學化
表徵
推理論證
數學能力
選擇策略
使用符號、
運算及正式
語言
使用數學
工具

圖 9 數學能力分析架構

表 6 數學能力類目表

閲讀及解釋敍述、問題、指示、任務、圖像和物件；想象及理解所呈現的情況，並
理解含有數學術語的信息；展現及解釋個體的數學工作或數學推理。

溝
通

Lvl0: 文本用單一的字詞、數字與短句，提供學生能直接瞭解與概念相關的情境。
Lvl1: 文本用較複雜的敘述呈現相關概念所需信息，提供學生連結其他相關表徵，
或簡單表述。
Lvl2: 文本用多元連結的元素展現信息，提供學生描述、解説及呈現概念内涵、解
題或論證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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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前）
將現實世界的情境轉化成數學模型、分析相關情況的結果、詮釋或驗證數學結果與
情境問題的相關性或有效性。

數
學
化

Lvl0: 文本只呈現現實情境或數學形式，沒有提供從現實情境轉化數學模型的過
程。
Lvl1: 文本展現從現實情境轉化成數學模型，但沒有詮釋或驗證數學模型的結果。
Lvl2: 文本展現從現實情境轉化成數學模型，並詮釋或驗證數學模型的結果。
尋求解決方案時，解碼、轉譯及使用給定的數學表徵；選擇或設計表徵來抓取情
境，或展現個體的工作。（ 文字與圖案graphic屬於「溝通」，而符號與式子屬於
「使用符號、運算及正式語言」。）

表
徵

推
理
論
證

Lvl0: 文本無，或直接單一表徵來展現内容（從坐標系統中求點、從圖表中求數值
等）。
Lvl1: 文本用兩個以上的表徵（從表中比較資料、從圖表讀取圖像表徵等）來表達
情境或數學關係。
Lvl2: 文本呈現多元表徵及表徵之間的轉換與連結問題情境或數學關係。（立體圖
與展開圖轉換、坐標圖與表格的轉換、現實圖與幾何圖的轉換等）
透過使用以邏輯基礎的思維過程來組成推論，並以此來探索和連結問題，以形成、
審查、驗證論點與結果。 *選擇何種策略來解決問題屬於「選擇策略」，而想法中
若把情境轉化成數學式則屬於「數學化」
Lvl0: 文本無推理教學，或直接告知推論結果。
Lvl1: 文本從單一面向或簡單數學元件來引導推理的進行。
Lvl2: 文本從兩個（含）以上面向來進行推理、支持内容，或透過一連串的推理與
檢驗來證明結果。

選
擇
策
略

選 擇 或 設 計 策 略來 解決 問 題， 以 及 監測 和控 制 策略 的實 施。 策略由一 組階 段

（stage）組成，每個階段包含子目標和相關步驟（steps）。例如，收集數據，以
不同方式轉換和表示數據，分別為三個不同組的階段。
Lvl0: 文本無策略行動，或直接陳述解題過程。
Lvl1: 文本以一個階段的策略分析來整合或使用訊息。
Lvl2: 文本選擇二組階段（或以上）的策略來整合子目標或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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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前）

使
用
符
號
、
運
算
及
正
式
語
言

理解和實做數學程序與數學語言（符號式子、四則運算和代數運算），利用數學
公約和規則來管理；激活和使用定義、結果、規則與符號系統的知識。 設定公式

使
用
數
學
工
具

除了學習利用這些工具來協助完成任務之外，學生也要了解工具與數學知識的關
係、判斷在何種情況下利用適當的數學工具、及理解數學工具的局限性。數學工具
包括繪圖工具、小方格、計算機、電腦相關工具。

來反映數學外情境是屬於「數學化」，而解公式屬於「使用符號、運算及正式語
言」；操弄符號式子屬於「使用符號、運算及正式語言」，而轉譯符號與其它表
徵屬於「表徵」。
Lvl0: 文本陳述基本的數學事實，或只使用簡易的整數、分數、小數、根號的四
則運算。
Lvl1: 文本使用簡單的數學關係（線性函數的轉換與代換、涉及根式的運算、轉
換單位、使用數學事實求未知數）。
Lvl2: 文本彈性地應用與操作、或整合不同數學事實、數學規則與數學符號。

Lvl0: 文本無使用數學工具。
Lvl1: 文本使用數學工具來進行簡單的計算（利用計算機計算簡單的運算）。
Lvl2: 文本使用數學工具來探索或輔助内容（如利用網路資源看影片、利用幾何軟
體繪製幾何圖形、觀察與模擬幾何性質、利用電腦進行大量計算等），及瞭
解工具的合理性和局限性。

（三）數學素養的内涵
左台益與李建恆（2018）從數學「知」識、應「用」 、應「用」數學的相關技能、以
數學「觀」感表達看法，以及培養「學」習能力四個面向出發，提出數學素養應具備「知、
用、觀、學」四個元素（統稱數學素養的内涵）。爲了涵蓋更全面的數學素養内涵，再接受指導
教授、專家的意見後，本研究亦採用左台益與李建恆（2018）的數學素養的内涵，透過專家焦

點座談的内容，並配合教科書内容，嘗試建構出 相關的分析架構（圖 10）及分析類目表（表
7），類目説明將在第 54 頁呈現，專家焦點座談共有三次，分別邀請不同領域的專家討論數

學素養的内涵，座談的專家名單分佈以及座談逐字稿將在附錄三中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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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知識

知

呈現方式
獲得方式
轉化

用

連結
使用工具

數學素養
的内涵

合理性
提出見解

觀

數學史
數學美
數學正向積極態度
總結回顧

學

提供資源
引起動機

圖 10 數學素養的内涵分析架構

表 7 數學素養的内涵類目表
數學素養
的内涵

子維度

説明

知

數學知識
呈現方式

文本含有數學知識。
以多元表徵呈現或以單一表徵呈現。表徵包括文字、符號、圖
像、表格。
從探索活動或内文展演告知中，讓學生自行建構數學知識。探
索活動包括習作、習題、隨堂練習、課堂活動、想一想等。

獲得方式
用

觀

轉化

將情境和數學問題相互轉化、能運用數學思維或使用數學
工具來解決這些任務。

連結
使用工具

連結不同的數學想法、技巧或事實來解決問題。
使用數學工具（測量工具、小方格、計算機、電子資源、實體
教具等）來完成任務。
指導學生如何判斷事物的合理性及局限性。
提供學生機會去了解數學史以及數學發展的脈絡。
透過開放式題目，引導學生提出見解、溝通、傳達個人的想
法。
引導學生欣賞數學思維的美(和諧性／結構嚴謹、對稱性、簡
潔性／以簡馭繁)。
安排學生主動參與探討問題的機會，讓學生理解不是只要獲得
正確答案，而需要知道理解答案的合理性與獲得過程。

合理性
數學史
提出見解
數學美
數學正向積極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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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前）

學

總結回顧
提供資源
引起動機

提供學習總結（如重點整理、學習檔案、實作等），讓學
生從中審視自己的學習歷程，以發展新知識的能力。
提供進階的學習素材、資源（書籍、影片、網絡等），讓
學生從舊經驗或傳統經驗轉化成新的數學知識。
透 過連結 其 他 學 科， 或 學生有興 趣的事 物（漫 畫、 遊
戲），來引起學生學習數學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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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類目説明
1. 建模過程
(1)問題情境（problem context）：是指文本中含有涉及現實情境（extra-mathematical）的元
素。現實情境亦分爲兩類，即將形成數學式的，或不會形成數學式（如介紹數學史）。實例
如下：
有現實情境——此段組有人物小祐和物品帳篷，算是涉及現實情境的元素。

資料來源：洪有情（主編）（2015）。國中數學課本（第三冊）。台北：康軒。

圖 11 現實情境實例

無現實情境——此段組只有數學元素。

資料來源：洪有情（主編）（2015）。國中數學課本（第三冊,p.98）。台北：康軒。

圖 12 無現實情境實例

37

(2)形成(Formulate)：此維度只適用於有現實情境的單位。形成意爲把現實情境轉化成數學式
的過程。此維度有四個子維度。第一個子維度是新情境（New context），是指該單元的情境
並沒在同一章節内出現過。實例説明如下：
有新情境——在這單位之前，並沒有出現過這類情境。

資料來源：洪有情（主編）（2015）。國中數學課本（第三冊,p.99）。台北：康軒。

圖 13 有新情境實例

無新情境——在這單位之前，例 4（圖 13）已經出現過類似情境。

資料來源：洪有情（主編）（2015）。國中數學課本（第三冊,p.98）。台北：康軒。

圖 14 無新情境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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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子維度是複雜性（Complex of formulation），是指多步驟的形成(2 個步驟或以
上)會使得形成複雜化。實例説明如下：
有複雜性——這裡需要形成∆PQR 和∆PST，算兩個步驟。

資料來源：林群（主編）（2015）。數學（初版，九年級下冊.p40）。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圖 15 有複雜性實例

無複雜性——這裡只需要形成梯子一個步驟。

資料來源：林忠強（主編）（1994）。數學（24th 版，三下,p85）。吉隆坡：董總。

圖 16 無複雜性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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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子維度是由學生形成(Formulated by students)，是指由學生形成或列式。實例説
明如下：
有由學生形成——此段組是練習題，故必須由學生來形成或列式。

資料來源：林群（主編）（2014）。數學（初版，八年級下冊.p41）。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圖 17 有由學生形成

無由學生形成——如圖 16 所示，該段組是範例，内文已提供形成方法。

第四個維度是新形成（New Formulation）,是檢驗不同的形成，提供讓學生尋找相關數
學、從不相關資料中找出相關資料以及連結資料來形成情境的機會。實例説明如下：
有新形成——圖 12 中，該段組必須利用面積和畢氏定理來取得邊長。由於隨堂練習是跟隨前
面例子的題目，因此將預設答案。詳細情況將在研究流程中説明。
無新形成——圖 16 中，該段組只會利用畢氏定理來取得邊長。

(3)應用數學解決問題（Mathematicla Problem Solving,簡寫 MPS）：此維度是在數學世界内
（mathematical world）進行的，它共有三個子維度。第一個子維度是多步驟（multi steps
MPS），意為學生利用問題中的一部分（子目標）來解決下一個問題，即利用 2 個或以上的
階段來解決問題。實例説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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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步驟——此段組需先求 a 值才能求 b 值。

資料來源：洪有情（主編）（2015）。國中數學課本（第三冊,p97）。台北：康軒。

圖 18 有多步驟實例

無多步驟——此段組雖然要求 a,b,c 三個未知數，但它們是互相獨立的，其結果無法用來解決
下一個問題。

資料來源：洪有情（主編）（2015）。國中數學課本（第三冊,p96）。台北：康軒。

圖 19 無多步驟實例

41

第二個子維度是連結（Connection in MPS），是指連結不同的數學想法、技巧或事實
來解決問題。「不同」是指非此單元的數學知識，基本計算能力（整、分、小數、根號的四
則運算）不算。實例説明如下：
有連結——此段組連結速度。

資料來源：Yeo J., Teh K.S., Loh C.Y. &Chow Ivy (2016). New Syllabus Mathematics Book 2 (7th ed,p223). Singapore:Shinglee.
圖 20 有連結實例（一）

有連結——此段組連結面積。

資料來源：黃德華，黃鳴嬋（2017）。新世代數學（二版，2B，p.10-27）。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

圖 21 有連結實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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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連結——此段組並沒有連結其他數學想法、技巧或事實。

資料來源：黃德華，黃鳴嬋（2017）。新世代數學（二版，1B，p.10-24）。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

圖 22 無連結實例

(4)解釋與驗證：在段組中，解釋或驗證結果是否符合數學或現實情境上的合理性與限制性。
此維度只有一個子維度，故簡稱合理性（Reasonableness/Limits of mathematical solution）。
有合理性——此段組驗證了數值上的合理性。

資料來源：洪有情（主編）（2015）。國中數學課本（第三冊,p96）。台北：康軒。

圖 23 有合理性實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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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合理性——此段組驗證了現實情境上的合理性。

資料來源：林群（主編）（2014）。數學（初版，八年級下冊.p41）。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圖 24 有合理性實例（二）

有合理性——此段組證明與解釋内容的合理性。

資料來源：林忠強（主編）（1994）。數學（24th 版，三下,p85）。吉隆坡：董總。

圖 25 有合理性實例（三）

2. 數學能力：
(1) 溝通能力：指有能力閲讀及解釋敍述、問題、指示、任務、圖像和物件；想象及理解所呈
現的情況，並理解含有數學術語的信息；展現及解釋個體的數學工作或數學推
理。
Lvl 0: 文本用單一的字詞、數字與短句，提供學生能直接瞭解與概念相關的情境。
實例説明：這題目只提供單一句子。

資料來源：林忠強（主編）（1993）。數學（20th 版，二下,p88）。吉隆坡：董總。
圖 26 溝通能力 Lvl 0 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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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l 1: 文本用較複雜的敘述呈現相關概念所需信息，提供學生連結其他相關表徵，或簡單表
述。
實例説明：學生只需要直接計算斜邊即可。

資料來源：林忠強（主編）（1993）。數學（20th 版，二下,p88）。吉隆坡：董總。
圖 27 數學能力 Lvl 1 實例

Lvl 2: 文本用多元連結的元素展現信息，提供學生描述、解説及呈現概念内涵、解題或論證
過程。
實例説明：此例題連結了文字、圖像與符號，以描述與解釋如何利用畢氏定理。

資料來源：林忠強（主編）（1993）。數學（20th 版，二下,p88）。吉隆坡：董總。
圖 28 溝通能力 Lvl 2 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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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學化能力：指有能力將現實情境轉化成數學模型、分析相關情況的結果、詮釋或驗證數
學結果與情境問題的相關性或有效性。

Lvl0: 文本只呈現現實情境或數學形式，沒有提供從現實情境轉化數學模型的過程。
實例説明1：轉見圖26，題目只呈現現實情境。
實例説明2：轉見圖28，題目只呈現數學式。

Lvl1: 文本展現從現實情境轉化成數學模型，但沒有詮釋或驗證數學模型的結果。
實例説明：轉見圖 13，此例題把情境轉化成數學式，但並沒有做任何詮釋或驗證。

Lvl2: 文本展現從現實情境轉化成數學模型，並詮釋或驗證數學模型的結果。
實例説明：此例題把情境轉化成數學式後，也對情境做出解釋。

資料來源：黃德華，黃鳴嬋（2017）。新世代數學（二版，2B，p.10-15）。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
圖 29 數學化能力 Lvl 2 實例

46

(3)表徵能力：指有能力尋求解決方案時，解碼、轉譯及使用給定的數學表徵；選擇或設計表
徵來抓取情境，或展現個體的工作。 文字與圖案屬於溝通能力，而符號與式子

屬於使用符號、運算及正式語言能力。
Lvl0: 文本無，或直接單一表徵來展現内容（從坐標系統中求點、從圖表中求數值等）。
實例説明：文本直接展現斜邊、直角邊。

資料來源：黃德華，黃鳴嬋（2017）。新世代數學（二版，2B，p.10-8）。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
圖 30 表徵能力 Lvl 0 實例

Lvl1: 文本用兩個以上的表徵（從表中比較資料、從圖表讀取圖像表徵等）來表達情境或數學
關係。
實例説明：轉見圖28，題目以符號表徵和圖像表徵來表達邊長。

Lvl2: 文本呈現多元表徵及表徵之間的轉換與連結問題情境或數學關係。（立體圖與展開圖轉
換、坐標圖與表格的轉換、現實圖與幾何圖的轉換等）
實例説明：此題需要先把現實情境轉化成圖像，再連結畢氏定理，以得所求的結果。

資料來源：黃德華，黃鳴嬋（2017）。新世代數學（二版，2B，p.10-16）。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
圖 31 表徵能力 Lvl 2 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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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理論證能力：指有能力透過使用以邏輯基礎的思維過程來組成推論，並以此來探索和連
結問題，以形成、審查、驗證論點與結果。選擇何種策略來解決問題屬於

選擇策略能力，而如何把情境轉化成數學式則屬於數學化能力。
Lvl0: 文本無推理教學，或直接告知推論結果。
實例説明：轉見圖 18，此例題直接告知推論結果。

Lvl1: 文本從單一面向或簡單數學元件來引導推理的進行。
實例説明：此段落從一個面相進行推論。

資料來源：林忠強（主編）（1993）。數學（20th 版，二下,p77）。吉隆坡：董總。
圖 32 推理論證能力 Lvl 1 實例

Lvl2: 文本從兩個（含）以上面向來進行推理、支持内容，或透過一連串的推理與檢驗來證明
結果。
實例説明：此段落由三個面向進行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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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林群（主編）（2014）。數學（初版，八年級下冊.p30）。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圖 33 推理論證能力 Lvl 2 實例

(5)選擇策略能力：指有能力選擇或設計策略來解決問題，以及監測和控制策略的實施。策略

由一組階段（stage）組成，每個階段包含子目標和相關步驟（steps）。例
如，收集數據，以不同方式轉換和表示數據，分別為三個不同組的階段。
Lvl0: 文本無策略行動，或直接陳述解題過程。
實例説明：此即時訓練是練習，并無策略行動。

資料來源：黃德華，黃鳴嬋（2017）。新世代數學（二版，2B，p.10-11）。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
圖 34 選擇策略能力 Lvl 0 實例

Lvl1: 文本以一個階段的策略分析來整合或使用訊息。
實例説明：轉見圖 27，這兩個小題都只用一個階段來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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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l2: 文本選擇二組階段（或以上）的策略來整合子目標或步驟。
實例説明：此題須先求 x（一個階段），才能求 y（一個階段）。

資料來源：林忠強（主編）（1993）。數學（20th 版，二下,p82）。吉隆坡：董總。
圖 35 選擇策略能力 Lvl 2 實例

(6)使用符號、運算及正式語言能力：指有能力理解和實做數學程序與數學語言（符號式子、
四則運算和代數運算），利用數學公約和規則來管理；
激活和使用定義、結果、規則與符號系統的知識。設定

公式來反映數學外情境是屬於數學化能力，而解公式屬
於使用符號、運算及正式語言能力；操弄符號式子屬於
使用符號、運算及正式語言能力，而轉譯符號與其它表
徵屬於表徵能力。
Lvl0: 文本陳述基本的數學事實，或只使用簡易的整數、分數、小數、根號的四則運算。
實例説明：這裡直接敘述畢氏定理。

資料來源：洪有情（主編）（2015）。國中數學課本（第三冊,p94）。台北：康軒。
圖 36 使用符號、運算及正式語言能力 Lvl 0 實例

Lvl1: 文本使用簡單的數學關係（線性函數的轉換與代換、涉及根式的運算、轉換單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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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事實求未知數）。
實例説明：轉見圖 35，例題利用畢氏定理，再轉換未知數的位置，以得到結果。
Lvl2: 文本彈性地應用與操作、或整合不同數學事實、數學規則與數學符號。
實例説明：這裡根據前面的定理，得出 ∆A′DE~∆A′B′C′後，以∆A′DE為中介，去把∆ABC、
∆A′B′C′聯係起來。

資料來源：林群（主編）（2014）。數學（初版，九年級下冊.p32-33）。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圖 37 使用符號、運算及正式語言能力 Lvl 2 實例

(7)使用數學工具能力：指除了學習利用這些工具來協助完成任務之外，學生也要了解工具與
數學知識的關係、判斷在何種情況下利用適當的數學工具、及理解數
學工具的局限性。數學工具包括繪圖工具、小方格、計算機、電腦相
關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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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l0: 文本無使用數學工具。
實例説明：轉見圖37。

Lvl1: 文本使用數學工具來進行簡單的計算（利用計算機計算簡單的運算）。
實例説明：這裡需要用計算機來得出三位有效數字的答案。

資料來源：黃德華，黃鳴嬋（2017）。新世代數學（二版，2B，p.10-10）。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
圖 38 使用數學工具能力 Lvl 1 實例

Lvl2: 文本使用數學工具來探索或輔助内容（如利用網路資源看影片、利用幾何軟體繪製幾何
圖形、觀察與模擬幾何性質、利用電腦進行大量計算等），及瞭解工具的合理性和局
限性。
實例説明 1：這裡的附件二讓輔助學生更瞭解 AD、BD 的位置。

資料來源：洪有情（主編）（2015）。國中數學課本（第三冊,p94）。台北：康軒。
圖 39 使用數學工具能力 Lvl 2 實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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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洪有情（主編）（2015）。國中數學課本（第三冊,p205）。台北：康軒。
圖 40 使用數學工具能力 Lvl 2 實例 1 的附件

實例説明 2：這裡的 QRcode 讓學生能夠探索定理。

資料來源：黃德華，黃鳴嬋（2017）。新世代數學（二版，2B，p.10-16）。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
圖 41 使用數學工具能力 Lvl 2 實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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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數學素養的内涵：
數學素養的内涵是由知、用、觀、學四個維度所組成。知是指文本具備基本數學知識
（含概念、事實、程序與推理），使學生理解數學知識的概念內容及溝通技術。用是指文本
將情境和數學問題相互轉化、能運用數學思維或使用數學工具來解決這些任務。觀則是文本
具有指引學生能夠賞析數學的本質，和以數學的方式進行批判思考，並有積極的數學態度的
機會。而學是文本機會讓學生積極參與數學學習活動，並審視自我的學習歷程，將經驗轉化
於學習新的數學或其他領域。
(1)知：第一個子維度是數學知識，即文本是否具有數學知識。實例説明如下：
有數學知識——此段組開始介紹相似圖形，並説明數學上相似的定義。

資料來源：黃德華，黃鳴嬋（2017）。新世代數學（二版，1B，p.11-26）。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

圖 42 有數學知識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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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數學知識——此段組呈現在章頭頁，旨在透過學生經驗去引導相似概念。

資料來源：黃德華，黃鳴嬋（2017）。新世代數學（二版，1B，p.11-1）。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

圖 43 無數學知識實例

第二個子維度是呈現方式，是指文本以多元表徵呈現或以單一表徵呈現。表徵包括文
字、符號、圖像、表格。實例説明如下：
以多元表徵呈現——這裡有文字與圖像表徵面積。

資料來源：洪有情（主編）（2015）。國中數學習作（第三冊,p96）。台北：康軒。

圖 44 以多元表徵呈現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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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單一表徵呈現——題目衹是題幹，只有圖像表徵。

資料來源：林忠強（主編）（1993）。數學（24th 版，二下,p80）。吉隆坡：董總。

圖 45 以單一表徵呈現實例

第三個子維度是獲得方式，是指從探索活動或内文展演告知中，讓學生自行建構數學
知識。探索活動包括習作、習題、隨堂練習、課堂活動、想一想等。實例説明如下：
探索活動——這裡讓學生有機會探索三者面積之間的關係。

資料來源：林群（主編）（2015）。數學（初版，九年級下冊. p.23）。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圖 46 探索活動實例

内文展演告知——這裡直接告知如何得到畢氏定理。

資料來源：林忠強（主編）（1993）。數學（24th 版，二下,p77）。吉隆坡：董總。

圖 47 内文展演告知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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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將情境和數學問題相互轉化、能運用數學思維或使用數學工具來解決這些任務 。
第一個子維度是轉化，意為文本將現實情境轉化成數學形式，以解決現實情境問題。
實例説明如下：
有轉化——轉見圖 11
無轉化——轉見圖 12

第二個子維度是連結，是指文本連結不同的數學想法、技巧或事實來解決問題。實例説明如
下：
有連結——轉見圖 20、21
無連結——轉見圖 22

第三個子維度是使用工具，是指文本使用數學工具（測量工具、小方格、計算機、電子資源、
實體教具等）來完成任務。
有使用工具——此段組利用圓規。

資料來源：洪有情（主編）（2015）。國中數學習作（第三冊,p101）。台北：康軒。

圖 48 有使用工具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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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使用工具——轉見圖 47。
(3)觀：指引學生能夠賞析數學的本質，和以數學的方式進行批判思考，並有積極的數

學態度。第一個子維度是合理性，即文本指導學生如何判斷事物的合理性及局限性。。
實例説明如下：
有合理性——轉見圖 23、24
無合理性——轉見圖 25
第二個子維度是數學史，即文本提供學生機會去了解數學史以及數學發展的脈絡。實
例説明如下：
有數學史——這裡介紹了畢氏樹。

資料來源：洪有情（主編）（2015）。國中數學習作（第三冊,p106）。台北：康軒。

圖 49 有數學史實例

無數學史——轉見圖 31

第三個子維度是提出見解，指文本透過開放式題目，引導學生提出見解、溝通、傳達
個人的想法。實例説明如下：
有提出見解——這裡引導學生去發現圖中的形狀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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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林群（主編）（2015）。數學（初版，九年級下冊. p.22）。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圖 50 有提出見解實例（一）

有提出見解——這裡引導學生去思考各種幾何的邊、角、缐段、周長、面積等的關係。

資料來源：林群（主編）（2015）。數學（初版，九年級下冊. p. 37）。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圖 51 有提出見解實例（二）

無提出見解——圖 48 的段組雖然是探索題，但只要求進行程序性操作，並無提出個人見解的
機會。
第四個子維度是數學美，指文本引導學生欣賞數學思維的美(和諧性／結構嚴謹、對稱
性、簡潔性／以簡馭繁)。實例説明如下：
有數學美——圖 49 呈現的畢氏樹結構嚴謹，具有和諧性。
無數學美——轉見圖 47。
第五個子維度是數學正向積極態度，指文本安排學生主動參與探討問題的機會，讓學
生理解不是只要獲得正確答案，而需要知道理解答案的合理性與獲得過程。實例説明如下：
有數學正向積極態度——這裡讓學生經過嘗試後，再讓他們尋找相關資料，並與同學溝通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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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林群（主編）（2015）。數學（初版，九年級下冊. p.36）。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圖 52 有數學正向積極態度實例

無數學正向積極態度——轉見圖 45
(4)學：提供機會讓學生積極參與數學學習活動，並審視自我的學習歷程，將經驗轉化

於學習新的數學或其他領域。 第一個子維度是總結回顧，是指文本提供學習總結
（如重點整理、學習檔案、實作等），讓學生從中審視自己的學習歷程，以發
展新知識的能力。實例説明如下：
有總結回顧——這裡總結了畢氏定理。

資料來源：Yeo J., Teh K.S., Loh C.Y. &Chow Ivy (2016). New Syllabus Mathematics Book 2 (7th ed,p228). Singapore:Shinglee.
圖 53 有總結回顧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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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總結回顧——這只是探索後的整理，不算是總結回顧。

資料來源：洪有情（主編）（2015）。國中數學習作（第三冊,p94）。台北：康軒。

圖 54 無總結回顧實例

第二個子維度是提供資源，是指文本 提供進階的學習素材、資源（書籍、影片、

網絡等），讓學生從舊經驗或傳統經驗轉化成新的數學知識。 實例説明如下：
有提供資源——這裡提供應用程式 Maths iTutor，讓學生有機會從傳統經驗轉化成不同的經驗。

資料來源：黃德華，黃鳴嬋（2017）。新世代數學（二版，2B，p.10-16）。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

圖 55 有提供資源實例

無提供資源——轉見圖 52。紙片屬於教具（數學工具）。
第三個子維度是引起動機，是指文本 透過連結其他學科，或學生有興趣的事物

（漫畫、遊戲），來引起學生學習數學的動機。 實例説明如下：
有引起動機——這裡透過漫畫形式及運動科，引起學生的數學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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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黃德華，黃鳴嬋（2017）。新世代數學（二版，2B，p.10-23）。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

圖 56 有引起動機實例

無引起動機——圖 55 的段組並沒有連結其他學科或漫畫、遊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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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信效度
内容分析的信度分爲三類：穩定性（stability）、再現性（reproducibility）以及正確性
（accuracy）（Krippendroff, 2013）。再現性，或稱「可複製性」或「編碼者間信度」（intercoder reliability），意思是不同的編碼者對同樣的内容編碼時，會產生一致的内容分類。高度
的再現性是基本要求，因爲這將測量的是不同編碼這之間對於内容的瞭解度或同意度。本研
究采用再現性檢定，並邀請四位編碼者進行信度檢驗。他們四位皆是師大數學系數學教育組
的研究生，且都已修完教育學程。以下將説明信度分析的步驟：
1. 選取樣本：隨機抽取台灣和馬來西亞的畢氏定理單元。

2. 評分規則：將操作性定義表發給各編碼者，並解釋維度類目内容與教導如何進行編碼。
如遇到模糊不清的定義或疑惑點，即向研究者反應以利厘清或修正。

3. 信度計算：本研究采用Holsti(1969)的複合信度分析法。王石番（1989）認爲信度計算

比百分比同意度（percentange agreement）更全面、可靠。首先，先計算互相同意
度𝑅 =

，M是兩次編碼結果相同的次數，𝑁 是第一人編碼的次數，𝑁 是第二人

編碼的次數。接著，計算平均互相同意度𝑃 =

∑

，N是編碼人數，L是編碼者兩兩相

互比較的總次數。最後，把上述結果代入複合信度CR =

∗
【(

)∗ 】

。目前各學者對

複合信度的標準不一致，George Gerbner、王石番皆認爲複合信度至少要0.8以上而
Wimmer & Dominick建議0.9以上。王石番（1989）補充，當信度少於標準時，需要重
新界定類目定義，嚴謹而周延，盡量使編碼工作是文書性過程而非判斷性過程；如果
次類目（Category）的分辨渾生爭議，可將其合并，提升信度，但若這樣做，必須是
嚴格辨別次類目；或延請更多編碼者參與編碼，擴大共識基礎，減少極端錯誤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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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下為本研究的信度檢驗結果：
表 8 MY 畢氏定理建模過程之相互同意度

表 9 MY 畢氏定理數學能力之相互同意度

編碼者 丁
丙
乙
甲
0.887
0.871
0.876
0.900
研究者
0.909 0.875 0.891
甲
0.939 0.896
乙
0.903
丙
平均互相同意度=0.895
複合信度=0.977

編碼者 丁
丙
乙
甲
0.932
0.871
0.888
0.892
研究者
0.825 0.781 0.770
甲
0.726 0.878
乙
0.758
丙
平均互相同意度=0.832
複合信度=0.961

表 10 MY 畢氏定理數學素養的内涵之相互同意度

表 12 TW 相似形建模過程之相互同意度

編碼者
丁
丙
乙
甲
0.932
0.871
0.888
0.892
研究者
0.937 0.963 0.848
甲
0.900 0.823
乙
0.907
丙
平均互相同意度=0.896
複合信度=0.977

編碼者 丁
丙
乙
甲
0.811
0.831
0.819
0.846
研究者
0.819 0.881 0.842
甲
0.862 0.817
乙
0.862
丙
平均互相同意度=0.839
複合信度=0.963

表 11 TW 相似形數學能力之相互同意度

表 13 TW 相似形數學素養的内涵之相互同意度

編碼者 丁
丙
乙
甲
研究者 0.690 0.693 0.661 0.661
0.704 0.651 0.672
甲
0.720 0.695
乙
0.677
丙
平均互相同意度=0.682
複合信度=0.915

編碼者 丁
丙
乙
甲
研究者 0.906 0.858 0.872 0.852
0.885 0.911 0.832
甲
0.899 0.832
乙
0.899
丙
平均互相同意度=0.875
複合信度=0.972

由表7至表12可見，每個維度在MY及TW教科書皆超過0.9，已達研究標準，故可採納
本研究的架構。
歐用生(1991)指出，爲了提高研究的效度，在類目形成中，需要由熟悉教材的數人反
復討論，求其嚴謹性和周延性，並同時配合研究目的做出適當的修正。本研究採用的類目表，
是參考Gatabi, Stacey, Gooya(2012)的建模過程、Turner, Blum & Niss (2015)的數學能力以及左
台益(2016)計劃中所提出的數學素養的内涵。此外，研究者歸納出專家焦點座談中的内容
（見附錄），並多次與編碼員、學長姐和指導教授討論，以確定本研究類目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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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流程
Wimmer & Dominick（2013）列出十個内容分析法步驟（圖57），但這些程序不一定
要完全依序進行。本研究依據此步驟為本研究的流程。其中，在内容編碼上，本研究只對文
本上所呈現的訊息編碼，而無法對沒有呈現出來的解題過程或解釋過程進行編碼。換句話說，
本研究只對内文的内容、例題的題目與其解題或解釋過程、以及練習的題目進行編碼。不過，
對於呼應例題的練習（如TW的隨堂練習、HK 的即時訓練、 SG 的Practice Now），這些練習
都與例題雷同，故將參考例題的解題或解釋過程。而對於只有題目的練習（如 MY的練習、

SG的Exercise、CH的練習、HK的習題、TW的習作等等），將只針對它們所展示的題干編碼。
此外，研究者透過三次的信度檢驗才得以達成信度。在進行第一次信度檢驗時，由於
子維度的説明不夠明確，編碼者與研究者對於大部分定義的概念有所出入，在得出第一次試
編結果後，研究者認爲子維度定義必須更明確，故在不計算複合信度的情況下，立即進入第
二次試編。研究者多次與編碼者討論、修正架構後，亦得到第二次試編結果。可是，研究者
卻誤會複合信度的公式而認爲當時架構中的數學能力維度並沒有達到信度標準。於是研究者
與指導教授再深入討論，發現研究者也錯誤掌握架構中的建模過程。因此，研究者重新探討
並整理三個維度，數次與指導教授討論後，研究者再次擬出架構，並利用正確的複合信度計
算，最終得以通過信度標準。
提出研究問題或假設
確定研究範圍
抽取樣本
界定分析單位
建構分析的内容與類目
建立量化系統
建立信效度
内容編碼
資料分析
解釋與推論
圖 57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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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依照各維度進行整理，第一節為五個地區畢氏定理數學素養之比較分析，第二節為
五個地區相似形數學素養之比較分析。每一小節將再分別討論建模過程、數學能力以及數學
素養的内涵。

第一節 五個地區畢氏定理數學素養之比較分析
在畢氏定理單元中，扣除平方根相關内容後，MY、SG、CH、HK、TW 所有的段組數
量分爲為 62、111、65、180、54，其中 MY 與 CH 無習作，SG、HK 與 TW 有習作。
一、建模過程
此階段針對五個地區教科書中的畢氏定理進行建模過程的分析。本研究從表 14 和圖 58
得出的結果如下：
在建模過程中，SG 與 CH 的現實情境分佈百分比居高，分別是 39.64%和 38.46%，而
TW 的也將近三分之一，至於 HK 的段組數量雖然與 SG 一樣高達 44 個，但 HK 的總段組數
量是最多的，因此它所有的現實情境百分比只接近四分之一，最少的是 MY，只有 14.52%。
這顯示 SG、CH、TW 和 CH 都相當重視現實情境，藉此讓學生了解現實與數學的聯係，但
MY 幾乎只有數學式，顯示 MY 對現實與數學的聯係的重視度不高。形成只能在有現實情境
的情況下進行分析，但以下的百分比是整體教科書的百分比，並非在有現實情境下形成的百
分比。SG、CH、HK、TW 的新情境百分比皆在 18%-27%左右，然而 MY 的僅有 6.45%，表
示 SG、CH、HK、TW 版本不止讓學生復習舊現實情境，也讓學生有機會接觸新的現實情境，
然而 MY 的新情境在整個畢氏定理單元内卻非常少。 SG、CH、HK、TW 的複雜性也都在
10%上下，唯獨 MY 完全沒有複雜性。這表示 SG、CH、HK、TW 畢氏定理的形成難度不高，
而 MY 在極少現實情境下，完全無複雜的形成。在由學生形成的維度中，SG 的百分比高達
35.14%，而 CH、HK、TW 的都介於 20%-25%，而 MY 只有 11%左右。但換個角度來看，若
從有現實情境的情況下去看由學生形成的百分比，發現 MY、SG、HK、TW 讓學生形成的百
分比都超過七成，而 CH 的也有六成，表示其實各版本都提供許多機會讓學生去操作、形成。
而新形成中，最高百分比的 TW 有 3.70%，而 SG 有 2.70%，CH、HK 佔有 1%左右，MY 完
全無新形成。這數據顯示各版本的新形成極少，文本幾乎在用畢氏定理的知識來形成。
接著，在應用數學解決問題的維度裡，HK 的多步驟百分比最高，將近 45%，而 TW 與
SG 分別有 38.89&與 36.04%，MY 與 CH 較少，分別有 27.42%與 26.15%。由此發現，各版本
在應用數學解決問題時，大多數採用一個階段來完成；另外，擁有最高連結百分比的是 CH，
將近 37%，而 HK、SG、TW 的介於 20 至 30%左右，但 MY 的只接近 10%。這表示 SG、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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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TW 都重視畢氏定理與其它數學領域的連結，然而 MY 只有少部分會與其它數學領域做
連結。在新解決中，每個地區皆不超過 10%，其中 TW 的最高，即 9.26%，其餘地區都介於
1.6-7%。這表示各版本大部分依舊採用畢氏定理來解決問題。最後，HK 的合理性約有 27%，
而 MY、CH、SG 的分別有 20.97%、21.54%、13.51%，而 TW 的百分比落在 7.41%。不論在
數量上或百分比上，HK 較重視畢氏定理相關的解釋與驗證。若論數量而言，MY、CH、SG
相差不遠，分別為 13、15、14 個，但 SG 的段組總數多達 111 個而 MY、CH 分別只有 62、
65 個，因此 MY、CH 的百分比都比 SG 高，唯 TW 在這章提供較少解釋與驗證的機會。實際
上，TW 的證明都在國三的“幾何與證明”一章中，所以這五區都有注重解釋與驗證。此外，
MY 重解釋但輕驗證，意思是 MY 的練習都會有相關的證明題，但是在例題或内文中，卻只
展示正根為結果而完全忽視負根的存在。
整體來看，SG、CH、HK、TW 的畢氏定理單元内，皆涵蓋一定比例的建模過程内涵，
這説明這四版教科書提供機會讓學生把現實生活中的情境和畢氏定理做連接，而且不斷提供
新的情境，也讓學生自己去形成大部分的現實情景。此外，在應用數學解決問題上，SG、
CH、HK、TW 版本也積極提供多步驟和連結的機會，讓學生不只在畢氏定理單元中只學習畢
氏定理知識，而是能夠讓學生理解畢氏定理與其他數學是存在許多關聯的。可是，MY 不論
在形成上或而在應用數學解決問題上，都顯示為百分比最低的版本，可見 MY 版本極少注重
現實與畢氏定理的連結，也只在一部分内容提供多步驟和連結其他數學的機會。另外，各地
區都重視解釋與驗證。

表 14 五個地區畢氏定理的建模過程段組數量

問 題
情境

形成

解釋與
驗證

應用數學解決問題

地

現 實
由學生
區 情境 新情境 複雜性 形成
新形成 多步驟 連結 新解決 合理性

段組
數量

MY

9

4

0

7

0

17

6

4

13

62

SG

44

23

11

39

3

40

26

3

15

111

CH

25

17

5

16

1

17

24

5

14

65

HK

44

34

21

36

2

79

58

3

49

180

TW

17

13

5

12

2

21

11

5

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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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五個地區畢氏定理的建模過程百分比

二、數學能力
此階段針對五個地區教科書中的畢氏定理進行數學能力的分析。根據表 15、表 16 與圖

59，本研究結果如下：
在溝通中，SG、CH、HK 主要集中在 Lvl 1,TW 的主要集中在 LVL2，而 MY 的則平均
分佈在三個層次。這表示 SG、CH、HK 利用較多的較複雜敍述來呈現畢氏定理概念，而 TW
展現較多的多元連結，MY 的則在單一表現、較複雜敍述、多元連結上的分配較平均。在數
學化中，五個地區都集中在 Lvl 0 和 Lvl 1，且 Lvl0 的百分比都比 Lvl 1 的高，只有 HK 有少
部分落在 Lvl 2，這表示五個地區聚焦在只展現現實情境、或只展現數學，以及從現實情境轉
化成數學模型但無驗證結果。在表徵方面，五個地區也都集中在 Lvl 0 和 Lvl 1 上，其中 MY、

SG、HK 與 TWLvl 1 的百分比都比 Lvl 0 的高。這表示著，大部分文本積極運用兩個或以上
的表徵來表達情境或數學關係，而 CH 的單一表徵比較多。此外，Tw 有將近一成落在表徵能
力的 Lvl 2，這顯示 TW 呈現不少多元表徵及表徵之間的轉換。在推理論證方面，五個地區都
集中在 Lvl 0,介於 84%-95%，其中 SG 和 CH 有超過 10%落在 Lvl 1,其餘都少於 10%。這表示，
五個地區都沒有展現推理，或都直接告知推理結果，而 SG 和 CH 有一部分從單一面向或簡單
的數學元件來引導推理。
在選擇策略上，同樣地，五個地區皆集中在 Lvl 0，而 MY、CH、HK、TW 的 Lvl 1 都超
過 10%，且 TW 有近三成落在 Lvl 2 上。實際上 SG、HK 的段組總數幾乎是其他三者的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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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 Lvl1 和 Lvl2 的百分比上就顯得較低。另外，MY、SG 和 TW 的 Lvl2 比 Lvl1 來的高。從
上述看來，五個地區的畢氏定理單元大部分無策略行動，或是直接陳述解解題過程。研究者
認爲，這與練習或習題無預設答案有關，因爲僅有例子才有機會展現如何選擇策略。在使用
符號、運算及正式語言上，各地區的分配不一。MY 的 Lvl 0 和 Lvl 1 的比為 6：4，SG 有超
過九成落在 Lvl 0，剩餘的都在 Lvl1，CH 有八成在 Lvl 0，其餘的在 Lvl1 和 Lvl2 中，HK 的
Lvl 0 和 Lvl 1 的比則為 7：2，TW 的 Lvl 0 和 Lvl 1 的比反而使 3：6，且還有一成落在 Lvl 2。
這裡明顯看出，SG 主要集中在陳述基本的數學事實，或使用簡單運算，而 TW 則積極應用與
操作、或整合不同數學事實、數學規則及數學符號。最後，使用數學工具方面，MY 完全無
使用數學工具，SG 與 CH 有不足 2%使用數學工具，TW 有超過一成落在 Lvl1 及 2%落在
Lvl2。值得留意的是，HK 有三分之一落在 Lvl 1，這是因爲 HK 的畢氏定理單元有展現使用
計算機的機會，而 SG 與 CH 並沒有，即使這三區的國中生都能夠使用計算機。
整體來看，五個地區的大部分數學能力在畢氏定理單元中，主要集中在最初的層次上，
即 Lvl 0，而溝通能力與表徵能力是五個地區都展現較高層次的數學能力，而使用數學工具能
力是各地區所忽略的。這表示五個地區的畢氏定理單元並不需要展現太高層次的内容，應該
就能夠讓學生掌握畢氏定理。雖然五個地區的大部分數學能力都落在 Lvl 0 上，但並不表示這
些地區並沒有數學素養，而是這五個地區的數學能力大部分都在基本能力上。

表 15 五個地區畢氏定理的數學能力段組數量

地
區

溝通
0

MY 24

1

數學化
2

0

1

表徵
2

0

1

推理論證
2

0

1

2

選擇策略

使用符號 1

數學工具 2

0

0

0

1

2

1

2

段組
2 總數

1

20 18

54

8 0 24 38

0

59

3

0 45

8

9 37 25

0

62

0

0

62

0 110

1

0

111

1

1

0

65

1 143 21 16 125 48

7 120 60

0

180

0 32

5

1

54

SG

38

72

1

71 40 0 47 64

0

93 18

0 101

4

6 103

CH

21

38

6

48 17 0 41 22

2

55

1 53

9

3 53 11

HK

49

122

9 143 35 2 41 135

4

TW

14

17 23

41 13 0 17 32

1

使用符號、運算及正式語言簡寫為使用符號

2

使用數學工具簡寫為數學工具

5

9

168 11
49

5

69

8

6 16 15 34

64

47

6

表 16 五個地區畢氏定理的數學能力百分比（單位：%）

溝通

地
區

0

1

數學化
2

0

1

表徵
2

0

1

推理論證
2

0

1

2

0

1

MY 38.7 32.3 29.0 87.1 12.9

0 38.7 61.3

0 95.2

SG

34.2 64.9

0.9 64.0 36.0

0 42.3 57.7

0 83.8 16.2

CH

32.3 58.5

9.2 73.8 26.2

0 63.1 33.8 3.1 84.6 13.8 1.5 81.5 13.8

HK

27.2 67.8

5.0 79.4 19.4 1.1 22.8 75.0 2.2 93.3

TW 25.9 31.5 42.6 75.9 24.1

0 31.5 59.3 9.3 90.7

1

使用符號、運算及正式語言簡寫為使用符號

2

使用數學工具簡寫為數學工具

4.8

選擇策略

數學工具 2

0

0

1

0 72.6 12.9 14.5 59.7 40.3
0 91.0

3.6

6.1 0.6 79.4 11.7
9.3

2

使用符號 1
2

2
0

0

7.2 0.0 99.1 0.9

0

4.6 81.5 16.9 1.5 98.5 1.5

0

8.9 69.4 26.7 3.9 66.7 33.3

0

5.4 92.8

0 100.0

1

0 59.3 11.1 29.6 27.8 63.0 9.3 87.0 11.1 1.9

圖 59 五個地區畢氏定理的數學能力百分比
（淺色-Lvl 0 ; 中間: Lvl 1 ; 深色 Lvl 2）

三、數學素養的内涵
此階段針對五個地區教科書中的畢氏定理進行數學素養的内涵的分析。根據表 17 與圖
61，本研究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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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維度「知」中，MY、HK、TW 的全部都具有數學知識，而 SG、CH 中各有一個段組
沒有數學知識，SG 的該段組是引導畢氏定理的章頭頁，而 CH 的該段組落在第二個段組，也
在引導畢氏定理。在呈現數學知識方面，HK 高達九成以多元表徵呈現，而 SG 的多元表徵也
達到八成、TW 和 CH 也分別有 66.67%和 63.08%屬於多元表徵，而 MY 的只有約四成。這表
示前四者積極以多元方式呈現畢氏定理，而 MY 的畢氏定理單元顯得較單調。在獲得知識方
面，SG 與 HK 分別有 87.39%和 86.11%的段組是以能夠讓學生進行探索的，而 CH、MY、
TW 也都至少有六成的段組屬於「探索活動」。由此可見，每個地區都提供超過一半的機會
讓學生去探索知識，而不是單純被動告知畢氏定理的知識。
在維度「用」中，SG 的轉化百分比最高，即 37.84%，CH 的轉化也佔了三成，而 TW、
HK 有超過二成屬於轉化，但 MY 的僅有 12.90%屬於轉化。這些數據顯示，SG、CH、TW 和
CH 都重視轉化機會，藉此讓學生了解現實生活中的經驗與數學元素能夠互相轉化，然而 MY
對於現實與數學的轉化重視度不高。此外，擁有最高連結百分比的是 CH，將近 37%，而 HK、
SG、TW 的介於 20 至 30%左右，但 MY 的只接近 10%。這表示 SG、CH、HK、TW 都重視
畢氏定理與其它數學領域的連結，然而 MY 只有少部分會與其它數學領域做連結。在使用工
具的子維度中，HK 展現最多的「使用工具」，佔了畢氏定理的三分之一，而 TW 也有
12.96%展示使用工具的機會，SG 與 CH 分別只有 3.60%和 9.23%，唯獨 MY 完全沒有使用工
具的機會。但這裡值得留意的是，實際上 SG、CH 與 HK 的國中年段開始是允許使用適當的
計算機的，然而在 SG 與 CH 的畢氏定理單元中，内文極少或直接不展示需要使用計算機，但
HK 的會明確指示需要使用計算機，如 HK 的練習會提示答案準確至三位小數。因此 HK 的百
分比居高，而 SG 與 CH 的偏低。TW 與 MY 的國中年段是不能使用計算機的，但 TW 的卻嘗
試引入不少使用工具的機會，讓學生親自操弄工具，而 MY 的則完全不強調使用工具。
在維度「觀」中，HK 的合理性約有 27%，而 MY、CH、SG 的分別有 20.97%、21.54%、
13.51%，而 TW 的百分比落在 7.41%。不論在數量上或百分比上，HK 較重視畢氏定理相關的
解釋與驗證。若論數量而言，MY、CH、SG 相差不遠，分別為 13、15、14 個，但 SG 的段
組總數多達 111 個而 MY、CH 分別只有 62、65 個，因此 MY、CH 的百分比都比 SG 高，由
於 TW 另有一章“幾何與證明

，故這裡呈現的百分比較低。由於觀的合理性與建模過程的合

理性雷同，故這裡不再説明。CH 的數學史是最多的，佔了 13.85%，而其餘四者皆不到 5%，
相比之下，CH 較強調數學史的存在。CH 與 HK 分別具有 15.35%與 11.11%的機會讓學生提
出見解，而 SG 與 TW 的百分比在 5%左右，表示前二者提供有比較多的機會讓學生表達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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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和看法，後二者提供少部分這類的的機會，而 MY 則完全不提供這類機會。至於賞析
數學的美，只有 CH 與 TW 在注重這子維度，雖然百分比不高，分別為 9.23%與 5.56%，但這
顯示這兩個地區嘗試以不同面貌去理解畢氏定理。其餘的 MY、SG、HK 則完全不注重畢氏
定理的美。此外，在積極正向的積極態度上，五個地區皆不足 4%，其中 MY 與 TW 是 0%，
這表示五個地區極少提供學生主動參與探討畢氏定理的機會。
在維度「學」中，除了 MY 沒有總結回顧之外，其餘四者的百分比也不到 2%，這是
因爲 SG、CH、HK、TW 的課本和習作只有在章節結束後才會做總結（如重點整理）。SG 與
HK 在畢氏定理單元中提供 2.70%與 1.11%的資源來輔助學習畢氏定理，其中這些資源是網路、
電子資源，而 MY、CH 與 TW 並沒有這些資源。最後，在引起動機上，TW 與 HK 嘗試引入
漫畫或遊戲來引起學習動機，兩者的百分比皆不超過 4%，，而 MY、SG 與 CH 完全沒有。
值得一提的是，如圖 3 所示，TW 畢氏定理單元的奇數頁右下角都置入「動畫」，即手動快
速翻書右下角，就能看出面積如何移動以得到畢氏定理，這算是很特殊的引入動機方式。

資料來源：洪有情（主編）（2015,p.93,95,97,99,101,103,105,107,109）。國中數學課本（第三冊）。台北：康軒。
圖 60 TW 畢氏定理單元的奇數頁右下角的「動畫」

由上述得知，五個地區非常重視數學知識，SG、CH、HK、TW 大量使用多元表徵來呈
現畢氏定理，而 MY 大部分使用單一表徵來呈現，然而五個地區都積極提供探索活動讓學生
有機會探索畢氏定理知識。轉化、連結這兩方面的應用也備受關注，使得學生有機會去把現
實生活的元素轉化為數學式、連結畢氏定理與其它數學知識。在使用工具上，HK 積極展現
使用工具的機會，雖然 SG 與 CH 允許學生使用計算機，但並無展示使用計算機的機會，而
TW 在不允許學生使用計算機的情況下，則積極引入使用工具的機會。在「觀」維度上，除
了各地區較重視合理性之外，其餘的子維度（數學史、提出見解、數學美和態度）都極少展
示在五個地區教科書中。同理，在「學」 維度上，總結回顧、提供資源和引起動機也幾乎不
在這些教科書中。由此可見，這五區的教科書主要聚焦在畢氏定理的知識和畢氏定理的應用
上，而極少關注畢氏定理的數學素養的内涵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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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五個地區畢氏定理的數學素養的内涵段組數量

知
數學
地區 知識

呈現
方式

用
獲得
方式

觀

轉化 連結

學

使用
提出
合理性 數學史
數學美
工具
見解

態度

總結 提供 引起
回顧 資源 動機

段組
數量

MY

62

24

43

8

6

0

13

1

0

0

0

0

0

0

SG

108

88

97

42

25

4

17

5

6

0

3

2

3

1 111

CH

64

41

52

19

24

6

14

9

10

6

2

1

0

0

HK

180

162

155

38

61

60

49

5

20

0

6

3

2

3 180

TW

54

36

35

12

10

7

4

3

3

3

0

1

0

2

73

62

65

54

圖 61 五個地區畢氏定理的數學素養的内涵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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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五個地區相似形數學素養之比較分析
在相似形單元中，扣除全等和縮放相關内容後，MY、SG、CH、HK、TW 所有的段組數
量分爲為 108、127、85、119、153，其中 MY 與 CH 無習作，SG、HK 與 TW 有習作，此外
SG 的相似形分佈在第二冊和第三冊。

一、建模過程
此部分針對五個地區教科書中的相似形進行建模過程的分析。本研究從表 18 和圖 62 得
出的結果如下：
在建模過程中，CH 擁有最高的百分比，即 31.76%，而 SG 的接近兩成，TW 的略比一成
多，MY 與 HK 的僅約 5%。這表示 CH 的相似形單元有較多的現實情景元素，SG 與 TW 相對
少一些，分別由 20%和 10%左右。而 MY 與 HK 集中於展現數學式。形成只能在有現實情境
的情況下進行分析，但以下的百分比是整體教科書的百分比，並非在有現實情境下形成的百
分比。CH 的新情境也得最高百分比，即 22.35%，而 SG 的有 13.39%，TW 的約有 7%，唯
HK 與 MY 皆不足 4%。這表示 CH 與 SG 較積極提供新情境，讓學生不只學習舊情境而已，
TW、MY、HK 的新情境則較少。然而，關於形成的複雜性中，最高百分比的 SG 有 11.02%，
CH、TW 的皆不足 4%，MY 與 HK 更是完全無複雜性。顯然地，除了 SG 有一部分形成需要
多步驟之外，其餘四者較偏向於一個步驟即可形成。另外，CH 和 SG 有較多的形成讓學生去
執行，分別由 20%和 15.75%，而 TW、MY、HK 都介於 2-7%。這表示 CH 和 SG 積極提供機
會讓學生去形成，而不只是被動告知現實情境與數學式如何轉化。然而，僅 CH 和 SG 有極少
部分的段組有新形成，分別為 2.35%和 0.79%，其餘三者皆無。這表示這五區都聚焦於應用
相似形來形成，而不是透過其他數學内容。
接著，在應用數學解決問題的維度上，擁有多步驟最高百分比的是 HK，將近六成，SG
的也在 54%左右，而 MY、TW 的都將近四成，CH 的反而略少，大約 24%。這表示 CH、SG
有超過一半的段組利用多步驟來解決問題，MY、TW 也積極展示多步驟，而 CH 的略少。另
外，TW 的連結百分比最高，即 20.92%，接著是 CH 的 10.58%，而 HK、SG、MY 都不足 3%。
這顯示出，TW 積極把相似性單元連結至其他數學内容，讓學生有機會不止是學習相似形而
已，而 CH 僅有一部分提供連結的機會。五個地區的新解決都偏少，最高的 CH 也只有 8.24%，
其餘皆不到 3%。這表示除了 CH 利用較多的其他數學内容來解決問題之外，其餘四之都集中
在應用相似形來解決問題。最後，各地區都提供不少機會來展示解釋與驗證的合理性，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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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 HK 有 39.66%，最低的 SG 有 22.83%。事實上，各地區在相似形單元中，都透過不同
方式來展顯相似形的判定。
整體來説，各地區的相似形單元都聚焦在應用數學解決問題的多步驟以及解釋與驗證的
合理性，而其他子維度則偏少。現實情境的元素只有在 SG、CH 展示得比較多。另外，只有

TW 積極把相似性單元連結至其他數學内容。最後，各地區也較少應用其它數學内容來解決
相似形問題。
表 18 五個地區相似形的建模過程段組數量

問題
情境

形成

解釋與
驗證

應用數學解決問題

地

現實
由學生
區 情境 新情境 複雜性 形成
新形成 多步驟 連結 新解決 合理性

段組
數量

MY

6

3

0

4

0

42

1

2

26

108

SG

25

17

14

20

1

69

2

3

29

127

CH

27

19

3

17

2

20

9

7

30

85

HK

5

4

0

3

0

71

3

2

46

119

TW

17

10

5

10

0

55

32

4

42

153

圖 62 五個地區相似形的建模過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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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學能力
此階段針對五個地區教科書中的相似形進行數學能力的分析。根據表 19、表 20 與圖 63，
本研究結果如下：
在溝通中，MY、SG、TW 主要落在 Lvl 1，CH 和 HK 在 Lvl 0 和 Lvl 1 的百分比都介於
40%-56%，而 MY、CH、TW 都有 12-18%落在 Lvl 2 上。這表示在相似形單元裡，五個地區
的溝通能力都在 Lvl1，而 MY、CH、TW 有提供較多機會以展現較高高層次的溝通。在數學
化中，五個地區都集中在 Lvl 0，而 SG 和 CH 分別由 14.2%和 23.5%落在 Lvl 1，其餘三者的
Lvl 1 皆不足 4%。這表示五個地區的相似形單元大部分只展示現實情境、或只展現數學式；
SG 和 CH 則有一部分展現從現實情境轉化成數學模型但無驗證結果的機會。在表徵方面，五
個地區的七至八成都集中在 Lvl 1，除了 CH 有近六成落在 Lvl 0 上。這表示 MY、SG、HK、
TW 積極運用兩個或以上的表徵來表達情境或數學關係，而 CH 的單一表徵比較多。
接著，這五個地區約有四分之一在展現 Lvl 1 和 Lvl 2 的選擇策略能力。這表示在相似形
單元中，各地區皆展現不少需要一個策略，甚至兩個或以上的策略的機會。在使用符號、運
算及正式語言簡寫為使用符號能力上，HK 有 67%左右落在 Lvl 1，而 SG、CH、TW 有四分
之一落在 Lvl1，MY 僅有近 15%在 Lvl1。此外，HK 的 Lvl1 百分比是 Lvl 0 的兩倍。由此可
見，大部分地區只陳述基本的數學事實，或進行簡易的四則運算，而 HK 積極呈現簡單的數
學關係。最後，在使用數學工具上，SG、CH、HK、TW 僅有幾個段組有展示使用數學工具，
而 MY 則完全沒有。
整體來看，五個地區的大部分數學能力在相似形單元中，主要集中在最初的層次上，但
溝通能力、表徵能力是五個地區都展現較高層次的數學能力。此外，推理論證能力、選擇策
略能力、使用符號能力的 Lvl 1 也佔據各地區不低的百分比，其中 HK 的使用符號能力 Lvl 1
遠遠超越其他四區。這表示五個地區的相似形單元積極展現較高層次的數學能力，唯獨「使
用數學工具」是各地區所忽略的。此外，HK 善用符號、運算及正是語言來展現相似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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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五個地區相似形的數學能力段組數量

溝通

地
區

0

1

數學化
2

0

1

MY

18

70 20 107

SG

15

CH

35

40 10

HK

48

67

TW

38

96 19 147

111

表徵
2

0

1

1 0 33

2

75

64 20 1 49

4 116

3 0 21

選擇策略

0

0

1

2

1

2

3 108 19

0

34

2

72 13

0

66 11

98

0

71 48

0

91 23

5 118 34

1

6 0 43 105

1

使用符號、運算及正式語言簡寫為使用符號

2

使用數學工具簡寫為數學工具

使用符號 1
2

91 15

1 109 18 0 19 105

0

推理論證

0

78 16 14

1

數學工具 2

2

0

段組
2 總數

1

92 16

0 108

0 0

108

92 35

0 125

2 0

127

8

62 19

4

84

1 0

85

5

39 80

0 116

2 1

119

116 13 24 105 41

7 150

3 0

153

103

6 18

表 20 五個地區相似形的數學能力百分比（單位：%）

溝通

地
區

0

1

數學化
2

0

1
0.9

表徵
2

0

1

2

0

1

選擇策略
2

0

MY

16.7 64.8 18.5 99.1

SG

11.8 87.4

CH

41.2 47.1 11.8 75.3 23.5 1.2 57.6 40.0 2.4 84.7 15.3

HK

40.3 56.3

3.4 97.5

2.5

0 17.6 82.4

TW

24.8 62.7 12.4 96.1

3.9

0 28.1 68.6 3.3 77.1 22.2 0.7 75.8

0.8 85.8 14.2

0 30.6 69.4

推理論證

使用符號、運算及正式語言簡寫為使用符號

2

使用數學工具簡寫為數學工具

2

數學工具 2

0

0

1

0 84.3 13.9 1.9 72.2 14.8 13.0 85.2 14.8

0 15.0 82.7 2.4 85.0 15.0

1

1

使用符號 1

0 59.7 40.3

78

2

0

0 98.4 1.6

0

0 77.6 12.9

9.4 72.9 22.4 4.7 98.8 1.2

0

0 76.5 19.3

4.2 32.8 67.2

4.7 14.2 72.4 27.6

100

2
0

0 81.1

0

1

0 97.5 1.7 0.8

8.5 15.7 68.6 26.8 4.6 98.0 2.0

0

圖 63 五個地區相似形的數學能力百分比
（淺色-Lvl 0 ; 中間: Lvl 1 ; 深色 Lvl 2）

三、數學素養的内涵
此階段針對五個地區教科書中的相似形進行數學素養的内涵的分析。根據表 21 與圖 64，
本研究結果如下：
在維度「知」中，MY、SG、CH 的全部都具有數學知識，而 HK、TW 中各有一個段組
沒有數學知識。HK 的沒有數學知識的段組是以海洋動物的大小來引入相似形的章頭頁，TW
的則是以俄羅斯娃娃的大小來引入引似形的章頭頁。在呈現知識上，HK 的百分比高達
93.28%，MY、SG、TW 的百分比也都介於 80-90%，唯 CH 的百分比接近 58%。由此可見，
五個地區都積極以多元表徵的方式來呈現相似形内容。在獲得知識的方式上，SG 與 HK 分別
達到 85%和 82%，CH 的則是 75%左右，而 MY 與 TW 也有 62.04%和 58.82%。這表示，這五
區提供大量的探索機會，不論是練習、習題或課堂活動等，讓學生積極探索相似形知識，而
非被動告知相似形的内容。在維度「用」中，只有 CH 超過 20%，SG 的大約 17%，其餘三者
皆不足 10%。在相似形單元中，除了 CH 和 SG 展現一些轉化的機會之外，TW、MY 和 HK
提供的轉化機會顯得不足夠。另外，TW 的連結有最高百分比，將近 21%，接著是 CH 的
10.58%，而 HK、SG、MY 都不足 3%。這顯示出，TW 積極把相似性單元連結至其他數學内
容，讓學生有機會不止是學習相似形而已，而 CH 僅有一部分提供連結的機會。在使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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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每個地區都不足 2%，MY 的甚至完全不使用工具。雖然 SG、CH、HK 允許國中學生使
用計算機，但在相似形單元中並沒有展現使用計算機的機會。SG、CH、HK、TW 僅在某些
段組中引入數學工具，其中 TW 有提供尺規作圖的機會。
在維度觀中，合理性中最高百分比的是 HK 的 39.66%，最低的則是 SG 的 22.83%。這表
示，各地區提供不少機會來展示解釋與驗證的合理，例如相似形的判定、相似形的證明等。
另外，五區中只有 CH 與 TW 有在關注數學史，雖然佔的百分比都少於 4%，其餘皆無。這表
示 CH 與 TW 較重視與相似形有關的數學史。在提出見解的子維度上，HK 含有最高百分比，
即 26.05%，而 CH 與 SG 分別有 16%與 14%左右，TW 只有 5.23%，唯 MY 完全沒有。這顯
示出 HK、CH、SG 提供學生提出見解的機會，而不只是學習程序性操作而已，而 TW 提供的
機會略顯不足。此外，各地區皆不注重相似形單元的數學美，CH、HK、TW 都只有一個段組
來展示相似形的數學美。在積極正向的積極態度上，SG 的百分比最高，接近 12%，而其他四
區皆低於 2%。由此可見，SG 讓學生有不少主動參與探討相似形的機會，實際上 SG 安排不
少課堂討論等互動性活動，而 CH、HK、TW 提供極少的相關機會，MY 則完全沒有。在維
度「學」中，SG、CH、HK、TW 的總結回顧都不到 4%，是因爲 SG、CH、HK、TW 的課本
和習作只有在章節結束後才會做總結（如重點整理），而 MY 完全沒有。在提供資源上，只
有 HK 的 2 個段組展示 QR code 和網路資源的機會，其餘地區皆無。在引起動機上，也只有
SG 和 HK 透過一個段組以漫畫形式來引起學生的興趣。
整體來説，五個地區非常注重數學知識，且都大量使用多元表徵來呈現相似形單元，
並積極提供探索活動讓學生有機會探索相似形單元。然而在用與學上，除了 CH 在轉化上、
TW 在連結上、SG 在積極正向的積極態度上有多加關注之外，其餘的展顯並不明顯。在觀方
面，五個地區對於相似形的合理性還算重視，而且 HK、CH、SG 也嘗試提供一些提出見解的
機會。由此可見，這五區的教科書依然聚焦在相似形的知識上，對於觀有較少的關注，而極
少留意相似形的數學素養的内涵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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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五個地區相似形的數學素養的内涵段組數量

知
地
區

數學
知識

呈現
方式

用
獲得
方式

觀

轉化 連結

學

使用
提出
合理性 數學史
數學美
工具
見解

態度

總結 提供 引起
回顧 資源 動機

段組
數量

MY

108

95

67

5

1

0

25

0

0

0

0

0

0

0 108

SG

127

111

108

21

1

2

29

0

19

0

15

4

0

1 127

CH

85

49

64

20

8

1

30

3

14

1

1

1

0

0

HK

118

111

98

3

3

2

46

0

31

1

1

1

2

1 119

TW

152

125

90

13

32

3

42

2

8

1

1

3

0

0 153

81

85

圖 64 五個地區相似形的數學素養的内涵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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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將分爲兩個小節，第一節為結論，第二節為建議。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與比較馬
來西亞、新加坡、中國、台灣、香港國中教科書中畢氏定理和相似形單元的數學素養内涵，
以提供教材編輯者和未來研究者進行課程研究與教科書編輯做爲參考。

第一節 結論
綜合第四章的研究結果，第一部分就以建模過程、數學能力、數學素養的内涵之分析
和比較，歸納出下列六個結論，而第二部分將歸納五個地區的相同點和相異點。
一、 建模過程、數學能力、數學素養的内涵之分析和比較
1. 五個地區的畢氏定理單元在建模過程中，SG、CH、HK、TW 皆涵蓋一定比例的建模
過程内涵，而 MY 非常缺乏建模過程内涵。
SG、CH、HK、TW 提供不少機會讓學生把現實生活中的情境和畢氏定理做連接，而
且不斷提供新的情境，也讓學生自己去形成大部分的現實情景，相對來説 MY 的現實情
境太少。此外，在應用數學解決問題上，SG、CH、HK、TW 也積極提供多步驟和連結
的機會，讓學生不只在畢氏定理單元中只學習畢氏定理知識，而是能夠讓學生理解畢氏
定理與其他數學是存在許多關聯的。可是，MY 不論在形成上或而在應用數學解決問題上，
都顯示為百分比最低的版本，可見 MY 版本極少注重現實與畢氏定理的連結，也只在一
部分内容提供多步驟和連結其他數學的機會。另外，在解釋與驗證上，這五區都重視解
釋與驗證。
2.

五個地區畢氏定理單元在數學能力中，主要集中在最初層次，且幾乎沒有使用數學
工具能力，而溝通能力和表徵能力偏向於較高層次。
五個地區的大部分數學能力在畢氏定理單元中，主要集中在最初的層次上，即 Lvl 0，

唯有表徵能力是五個地區都展現較高層次的數學能力，而「使用數學工具」能力是各地
區所忽略的。實際上 SG、CH、HK 的國中生時被允許使用計算機的，只有 HK 在氏定理
單元中有明確展示使用計算機的機會，即要求答案以三位小數表示，而 SG、CH 的值在
開根號之後，都直接以小數表示。研究者認爲在 SG 和 CH 的學習文化中，已經認定使用
計算機的能力是自然而然、不需要特別強調的能力。五個地區的畢氏定理單元並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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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太高層次的内容，應該就能夠讓學生掌握畢氏定理。雖然五個地區的大部分數學能
力都落在 Lvl 0 上，但並不表示這些地區並沒有數學素養，而是這五個地區大部分落在基
本能力上。
3.

五個地區相畢氏定理單元在數學素養的内涵中，主要強調知、用，缺乏展示觀、學。
五個地區非常重視畢氏定理單元的數學知識，SG、CH、HK、TW 大量使用多元表徵

來呈現畢氏定理，而 MY 大部分使用單一表徵來呈現，然而五個地區都積極提供探索活
動讓學生有機會探索畢氏定理知識。轉化、連結這兩方面的應用也備受關注，使得學生
有機會去把現實生活的元素轉化為數學式、連結畢氏定理與其它數學知識。在使用工具
上，HK 積極展現使用工具的機會，雖然 SG 與 CH 允許學生使用計算機，但並無展示使
用計算機的機會，而 TW 在不允許學生使用計算機的情況下，則積極引入使用工具的機
會。在「觀」維度上，除了各地區較重視合理性之外，其餘的子維度（數學史、提出見
解、數學美和態度）都極少展示在五個地區教科書中。另外，MY、SG、CH、HK 的合
理性百分比比 TW 的多，原因是前四者提供不少證明畢氏定理以及其逆定理的相關練習，
而 TW 在畢氏定理單元中並沒有相關練習。值得留意的是，TW 的國三課程有“幾何與證
明”一章，但不屬於本研究對象，故不探討之。在「學」 維度上，總結回顧、提供資源
和引起動機也幾乎不在這些教科書中。由此可見，這五區的教科書主要聚焦在畢氏定理
的知識和畢氏定理的應用上，而極少關注畢氏定理的數學素養的内涵和學習。五個地區
相似形單元的建模過程内涵所佔的百分比有差異。
4.

五個地區相似形單元在建模過程中，主要聚焦在應用數學解決問題的多步驟，以及
解釋與驗證的合理性。
五個地區的相似形單元主要聚焦在應用數學解決問題的多步驟以及解釋與驗證的合

理性，而其他子維度則偏少。現實情境的元素只有在 SG、CH 展示得比較多，因此這兩
區的新情境也比較多，其他在形成之下的子維度顯得非常稀少。另外， TW 積極把相似
性單元連結至其他數學内容。最後，各地區也較少應用其它數學内容來解決相似形問題。
5.

五個地區相似形單元在數學能力中，主要集中在最初層次，且幾乎沒有使用數學工
具能力，而溝通能力、表徵能力是五個地區都展現較高層次的數學能力。

84

五個地區的大部分數學能力在相似形單元中，主要集中在最初的層次上，但溝通能
力、表徵能力是五個地區都展現較高層次的數學能力。此外，推理論證能力、選擇策略
能力、使用符號能力的 Lvl 1 也佔據各地區不低的百分比，其中 HK 的使用符號能力 Lvl
1 遠遠超越其他四區。這表示五個地區的相似形單元積極展現較高層次的數學能力，唯獨
「使用數學工具」是各地區所忽略的。實際上 SG、CH、HK 的國中生時被允許使用計算
機的，研究者認爲在 SG、CH、HK 的學習文化中，已經認定使用計算機的能力是自然而
然、不需要特別強調的能力，而且在相似形單元中，應用基礎四則運算就能解決大部分
問題。此外，HK 善用符號、運算及正是語言來展現相似形内容。
6.

五個地區相似形單元在數學素養的内涵上，主要強調知、觀，較少展示用、學。
五個地區相當注重相似形單元的數學知識，且都大量使用多元表徵來呈現相似形單

元，並積極提供探索活動讓學生有機會探索相似形單元。然而在用與學上，除了 CH 在轉
化上、TW 在連結上、SG 在數學正向積極態度上有多加關注之外，其他四者的展顯並不
明顯。在觀方面，五個地區對於相似形的合理性還算重視，而且 HK、CH、SG 也嘗試提
供一些提出見解的機會。由此可見，這五區的教科書依然聚焦在相似形的知識上，對於
觀有較少的關注，而極少留意相似形的數學素養的内涵和學習。

二、五個地區的相同點(A)和相異點(B)
A1. 五個地區的畢氏定理和相似形單元都注重應用數學解決問題的多步驟。
A2. 五個地區的畢氏定理和相似形單元所展示的數學能力大部分偏重在基本的數學能力，
而溝通能力與表徵能力偏重在中間層次。
A3. 五個地區的畢氏定理和相似形都大量以多元表徵和探索的方式來呈現數學知識。
A4. 五個地區的畢氏定理都極少展現數學素養内涵中的觀點和學習。
A5. 五個地區的相似形展現較少的應用和學習。

B1. 相對於其他四區，MY 的現實情境較少，因此能夠把現實情境形成成數學式的内容也
變得更少。此外，MY 完全沒有提供使用數學工具或應用額外資源的機會。
B2. 相對於其他四區，SG 提供較多的機會，如思考題、實驗題等來培養學生積極正向的
積極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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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相對於其他四區，CH 展示較多的數學史、數學美的機會。
B4. 相對於其他四區，HK 有明確展示使用數學工具的機會。
B5. 相對於其他四區，TW 展示較多的連結機會。

第二節 建議
研究者在分析過程中，根據各地區的聚焦重點及第一節歸納的結論，提供教師、課綱編
輯者以及教材編輯者進行課程研究與教材編輯的參考。
一、教材編輯者
五個地區都非常缺乏數學史、數學美、數學與其它領域的展示，研究者認爲可以多引入
相關數學史、與數學賞析有關的内容、或數學與其它領域連接的内容，來引起學生的興趣和
學習動機。另外，研究者建議，馬來西亞的教材編輯者可先納入現實情境，增加現實生活與
數學之間的轉化機會，讓學生更能夠在現實生活中應用數學知識來解決問題，接著再進一步
增加探索活動，以鼓勵學生主動學習。
二、未來研究者
研究者建議可增加對其他地區的比較，如表現不俗的韓國、日本、越南、澳門等地，
或可擴大至其他洲。研究者認爲，雖然各地區課鋼百花齊放，但最終目的還是以數學知識為
根本，培養出有數學素養的人。此外，數學知識尚有其他領域，如代數、統計、數與量等。
這些領域也適合作爲探討的内容。
另外，由於各地區教科書版本不容易在台灣取得，故必須儘早找到取得方法。透過國
外的朋友購買再郵寄過來、到當地書店購買、或直接透過網絡向出版社詢問都是可行的辦法，
唯這些花費不小，需謹慎安排。以研究者爲例，研究者直接在馬來西亞買教科書，並透過學
姐的協助購得新加坡、中國、香港教科書，才得以取得全部教科書。
最後，分析架構及類目説明的建立相當有難度。研究者參考許多學者的架構後，才決
定使用 OECD 的建模過程、Niss 等人的數學能力以及左台益計劃中的數學素養的内涵。接著，
爲了配合教科書分析，類目説明也需要經過調整及歸納，並加上適當的舉例説明。整個整理
過程繁瑣且需要高度專注力，建議此部分儘早進行，才能有更多的時間去進行研結果的分析
和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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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專家焦點座談
日期：2017/05/23
主持人：左台益 教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領域
數學家
數學教育家
（數學系背景）
課綱編輯者

單位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國立台灣大學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台北市立大學
國家教育研究院

人數
1人
1人
1人
1人
1人
1人

合計
2人
3人
1人
共計 6 人

 第二次專家焦點座談
日期：2017/06/15
主持人：左台益 教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領域
課綱編輯者
數學教育家
（非數學系背景）

單位

國家教育研究院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中原大學

人數

合計

1人
1人
1人

1人
2人
共計 3 人

 第三次專家焦點座談
日期：2017/06/20
主持人：左台益 教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領域
數學教育家
（數學系背景）
高中
中小學數學
教師

國中

單位

人數

合計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1人

1人

師大附中
師大附中國中部
北投國中
景興國中

1人
1人
1人
1人

1人
3人

共計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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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三次專家焦點座談（逐字稿）
第一次專家焦點座談
日期：2017/05/23
主持人：左台益 教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訪談內容-前言
左：我們這是一個焦點座談，主題是想了解大家對數學素養的一個看法，為什麼做這件事情？主要是兩個原因，一個是比較實務型的，107
課綱現在延到 108 課綱，數學課綱是以素養為導向，目前看起來很多人講法都……不是……也不能說不完全一致，但很多不同的觀點
再談素養，所以我們……那當然也知道在課綱發展之前這邊也做了幾次座談，也在去討論什麼是數學素養，那……在這種情況下還是
也沒有很一致的看法產生，至少目前是這樣，那我們想要借助地我們現在的計劃，現在有一個整合型計畫，我想各位都知道 A2 是我們
計畫的一個子計畫的一個成員，也是在談就是想去配合 107 課綱的發展，我們進行素養導向的這種教學的課程設計，這樣的研究計畫。
在這樣一個研究計畫之下，我們當然還是想要先定位什麼是數學素養，至少這個計畫的所謂看法。
A1：定義一下。
左：定義一下。那麼我們做法至少有兩個大方向，一個是透過 literature review，現在我們的助理兩個博士班學生為主，他們進行的這個數學
素養的文獻探討，一開始是 25 年，現在拉到近 15 年，因為從 25 年可以看出的整個國際數學素養的研究的文獻探討，大概前 25 年到
15 年之間的文獻非常少，在過去幾乎沒有什麼數學素養的研究文獻探討，所以在國際間有關數學素養比較成形的比較研究大概是近 15
年，那在這 15 年素養的文獻中現在還沒有完全做完，文獻探討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情，大致上我們得到一個感覺就在國際數學素養的
研究，對素養的看法基本上分成兩大類，一個就是數學的素養，一個是統計素養，就是你去看他們去看談數學素養，有一些研究就是
以統計素養為主的，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在談數學素養，那數學素養又以 PISA 的這個素養概念為核心，目前國際間的看法，那我們做因
為我們整合，我們這個整合型計畫數學素養是包含統計素養，包含統計這個領域(笑)。
A1：欸對……我本來就是想要問你，數學有沒有包括統計(笑)？
左：我們這個計畫是這樣子看法。
A1：包括就對了！
A2：課程也在。
左：對課程也是如此。
A1：可是統計學家想要脫離(笑)。
左：但不可諱言之就是說，在國際研究中他也有不同的素養的看法，但我剛剛講的主要還是以 PISA 的看法，但中間包法譬如說 Kilpatrick
他們五大核心力，或者是 Morgan Niss 他們的八大能力，這些都有人在論述，所以我們一個研究方面去談素養大概去看，國內文獻我們
看 A5 老師的這個文獻，我這門課開一門課，課程發展是以素養為導向，所以我也帶他們去研讀這些文獻，所以去了解一下這個國際間
的趨勢，跟國內的趨勢，另外一個就是想要了解數學素養的意涵，就是從焦點座談，就是實質上跟這方面的專家，所以我們焦點座談
大概就是今天就是焦點座談第一次，我們焦點座談我們規畫準備進行 3 次，那我們邀請的人有數學教育專家，各位我們共識的數學教
育專家，另外就是我們課程發展的實務比如說 A6 跟 A3 ，這些代表的今天他們代表的課程發展，但是你不一定要從這種課綱這種觀點
來談，一方面我們還會希望是課程實務跟教學實務的，例如說我們下一次可能會找一些中小學老師來進行教學座談，所以大概是這樣
的脈絡之下，所以重點就是我們想要了解從不同的面向來看什麼是數學素養。今天我們倒是想說逐漸地把焦點從教於學的面向，因為
我們剛剛講的，我們脈絡基本上要因應 107 的課綱的實施，就是國內的 12 年國民教育的實施，我們去做一個因應的處理，第二個就是
我們，我們這個整合型計畫主要也是從教與學，就是數學素養的教學這種觀點來去論述，所以我們希望在當然請各位來談，今天我們
釐定的大概 4 個子題，第一個子題大概是來談一下數學素養的意涵數學素養的意義，第二個我們談的就是說形成數學素養的元素是什
麼，請各位來幫我了解，那第三個就是說假如我們要培養一個學生的數學素養，我們有些什麼樣的進路來去處理，第四個主題當然是
準備做一個總結，各位能不能給我一個建議，不管在課程實務上或者是我們研究者上，我們有沒有一個什麼樣的這樣一個構念或是這
樣一個架構，或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模型，就是我們要假如要實踐一個數學素養為導向的這樣一個教學實務或者一個課程發展，各位能
不能給我們一個構念去讓我們將來可以比較作具體的發展，大概今天主要朝向這四個主題談。所以今天請各位來談這樣一個意思。那
這 4 個子題我們事前有規劃，所以把它分成每一個子題幾乎又分成兩個小子題處理，那我們想我們請各位就是說進行每一個子題的時
候能夠盡量給我們一些建議。今天我們想請專家希望提供我們意見，我們的背景是兩件事情，一個是因應 107 現在延到 108，這個新課
綱的發展，在教學實務上，或者我們編輯教科書的面向上我們想要了解數學素養的意義與內涵是什麼，第二個因素是我們有一個整合
型計畫，這個整合型計劃就是在論述數學素養為導向這種教學設計教學活動的這個評量該怎麼設計，那是就由這兩個因素去想要來聽
聽各位的意見，那我剛剛談到我們在處理這兩個問題，我們主要從兩個大方向走，一個是我們從國際相關文獻在處理，我在處理近 15
年大概有 300 多篇，所以我們蒐集到淘汰很多，一開始我們大概蒐集到 400 多篇，那現在大概刪掉了剩下 300 多篇，每一篇要找兩個人，
兩個人看有不同意見要在大家要產生共識，所以大概有一年多了，我們還沒有……。
A3：用張俊彥發展的那套關鍵字，他發展一套關鍵字可以看出那關鍵字的分布，他用在科學，挺寄過去幾 10 年報紙上出現的科學名詞，開
始去討論說我們到底社會上關心的科學議題是哪些，那個就真的聚焦出來發現我們過去幾 10 年我們報紙討論的科學名詞裡面我們關心
的是哪些事情，那時候大數據這個概念還沒有出現的時候，那 4 年前 5 年前張均彥就做這件事情，他光靠這個就發表了一堆論文(笑)。
A2：沒有，他們做的更 detail，他們還要看每一篇的研究問題，然後它的研究結果，然後去做分類，所以比較細。
左：他們比較辛苦，他們要實質的進去看那篇文章，去抓那個文章的那個內涵是什麼，他們看得非常辛苦，看了一年多還沒看完，害得我
那個成果報告期中報告還沒好。所以大概是如此那另外一個方向就是我們透過焦點座談，其實我們還有一個方向，那個準備做 Delphi，
我們也在規劃 Delphi，我們先焦點座談，三次焦點座談完，我們在進行 Delphi 的專家意見，透過 Delphi 再把那個意見把它聚焦起來，
大概是….這樣去處理。

訪談內容─議題 1
左：好，所以剛才說我們分成四個子題，第一個子題是想要聽聽看各位老師的有關於數學素養的意義，那……有一次林福來老師講說大家
都在談數學素養，能不能用一句話來談，你認為數學素養是什麼，好不好？我第一個問題請教各位，聽聽看各位精準的定義。
A1：用一句話很難精準的定義，假如用一句話可以精準的定義的話(笑)。
左：數學家不是喜歡先精確的他，然後你可以再做很多的給例子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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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那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說，如果用簡單一句話，就是……能運用適當的數學知識來解決實際的問題，這樣就是具有數學素養，就我自己
的看法，不管哪一個階段的學生，他中學、高中到大學生，他能運用適當他各階段他能找到他學到的數學知識來解決或處理實際上的
問題，如此……
左：A4 老師的意思基本上就是數學知識的知跟用，但他可能包含一點見解，因為他用了一個形容詞就是適當的，能用適當的知識解決數學
問題。
A1：用數學來解決實際問題，不是解決數學問題，數學問題跟實際問題差很多。
A5：因為最近都會看這個國家地理頻道，愛因斯坦的電影，我就有點套用愛因斯坦所說的，他的主持是教育但我覺得用在素養也可以，就
是素養就是當你忘掉了學校所教的知識之後，你還能夠剩下的東西，也就是說可能素養一定是跟知識相關，可是我們說這個人畢業之
後，到底離開學校之後到底有沒有數學素養，這件事情就是看他， 我已經離開學校或許我不是老師我也不是繼續從事這方面，可是我
在日常生活當中我還能夠運用以前所給我的一種經驗跟感覺，用這種東西來處理或者解決我在生活上、工作上或者研究上所碰到的事
情，所以我用簡單的，素養就是當你忘掉學校所學習的數學知識之後，還能夠剩下的東西就是素養。
左：我們能不能幫忙解釋一下就是，您所謂的數學素養就是把知識轉化成常識。
A5：或許是，我再舉個例子，上次 A6 也聽過我在那個台大演講的時候，我也講過這個例子，但每次講好像就是在誇我兒子阿，我兒子現在
是師大學生，所以誇我兒子就是誇師大，就是他有一次我跟他在看電視影集鐵達尼號，鐵達尼號不是有一個沈船嗎？船這樣沉沉沉..，
那很多人不是爬到了船尾巴那個地方去就抓著，可是當你越來越抖之後，人就抓不住了，就掉下來了那時候很緊急阿，我就在那邊看
看看，就看很多人從那個船底阿(阿~~)掉到海裹面去，那我兒子就轉頭問我說，爸，會不會掉太快，我說什麼，在這麼一個緊急的場合
問我說會不會掉太快，他從船頂這樣掉到海裡面那個時間會不會太短，我說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剛好機會教育那時候高中，我
問他說那你覺得呢？你為什麼覺得太短？他覺得應該更久一點，我說那這個時間要怎麼算，他說用物理的二分之一 gt 平方，我就說對
阿，剛剛大約幾秒，剛剛好像 4 秒，那 4 秒你去套用公式，那你覺得那個距離船身距離合不合理，他算完之後覺得說快一百公尺，蠻合
理的，所以我覺得說，這個就在無意之中展露出，但這跟物理相關不只純粹就是數學，可是我覺得這個跟數學有點關係，就是在生活
當中他不是刻意去運用他的能力跟知識，但是他突然有一種感覺，這種感覺會促使他用數學或者是科學的方法去分析這個事情，所以
我覺得說我兒子還算是蠻有數學素養，雖然說他學測數學考得不好。(笑)
左：舉個例子吧！
A1：舉個例子？比如說我常常舉的例子，高鐵時刻表裡面他其實有很多數學，可是很多人他卻看不到裡面的數學，但是我們談了以後，很
多人發現真的裡面有很多數學，而且也蠻好玩的，因為居然說那個高鐵時刻表裡面的那個車號，他本身蘊含了很多相關的數學概念在
裡面，它包括四位數，包括三位數的概念，包括奇數偶數等的問題，包括百位數是多少，它意義都不一樣，那個東西包括一個就是說，
我怎麼從日常生活當中去發現到他跟數學有關，形成數學、然後數學化，然後跟解決，那個問題可以幫助我們以後你搭車的時候就比
較不會搭錯車，不會說你在台中的時候你要往南結果跑往北去(笑)，本來就是阿很多人就是做這件事，或者你本來要從台中要到新竹，
而結果你搭的車子是直接把你再到台北。
左：所以三位都強調把數學知識運用去處理日常生活中的問題，大概是這樣子，A5 老師可能比較著重在感知，他應該是在自然的情況下應
用到，我不知道有沒有誤解你。
A5：對阿對阿，就等於無形之中，或者是不是在刻意之中能夠展露出來的東西才是素養。
左：會更擴張，包括他除了應用他評估他有的一些那見識見解的觀點。
A1：或者是形成數學問題，因為數學素養當然是希望他更好一點點能夠，不只是人家給一個問題你來解嘛，你要能夠觀察到生活當中的數
學。
左：我們就這樣一個順序，我們請 A3 老師。
A3：好，我想說我就從不同面向前用一句話，不可能所有面向都涵蓋到，那我想因為我們之前在做前導研究有談到知行識構成數學素養嘛，
那這個東西其實我這邊比較想談的是識的部分是關於數學的一種，他如果有數學素養他應該對數學是一種成長型的心態，他認為說他
其實只要努力他就堅持不懈，他就可以學好數學，這是第一個。那再來是他在這方面他可以理性反思，因為這是一個參與現在社會的
公民所應該必備的，大家看到一個訊息過來的時候，他知道說他可以用他學過的東西知道說這樣的數據合不合理，這個統計的數據，
他的抽樣有沒有問題，至少他有點 sense 知道說這個是不可信的，那再來就是，有這樣的東西他還願意跟別人溝通，畢竟你有這些能力
你學到這些東西，可是你有些發現你無法跟別人好好溝通你的想法，那其實在現代社會的參與就是有極限的嘛，就是你可能沒辦法把
你的想法傳播出去那也很可惜，所以我想到就是比較這種識的部分，就是這種理性反思成長型的心態，溝通的部分，這樣。
左：所以，A3 老師逐漸的從這個你們發展課綱的觀點來看這件事。(笑)
A3：就不要限於課綱啦，課綱我們也是有啦，有談那幾個核心。
左：培養一個具有批判性的，這樣關鍵思考的一個學生，這樣一個面向去處理，這強調一個數學素養應該要有一些理性的反思，大概是這
樣，所以我們至少已經有另外一個關鍵出來，我們聽聽看 A6 老師。
A6：我的確是要從這個課綱的觀點來看，而且輪到最後一個發現已經沒有什麼新的話，但其實我就是在這兩三個月就是講了，就是這個學
期應該是講過 10 次就是在傳達，至少在設計課綱的人的心裡面是怎麼看這件事，我跟 A1 很像的，我們一起合作那個前導研究的時候
就發現，我們有很多很像的地方，我都是從說文解字的方式來先認識彼此，所以我本來要跟他要說的話完全一樣，素就是平常，他本
來是白色的引申成平常，所以是平常就能表現出來的學養跟修養，但是一個結果，站在課綱設計人的立場不能……不能完全這樣看，
因為那是我們期望的完成課程之後的結果，對，但是我也很喜歡剛剛 A1 的例子，我還可以再補一個例子，那是在跟 A3 合作的時候出
現的一個例子，比如說等差數列，我們都知道那是對台鐵比較有效，我們都知道台鐵那個編號是 13、24 這樣，但是我們可能很少注意
到 13、24 是從車想的哪一端開始排，事實上就是車廂的 1234 號開始排，那我們是不是也有一種素養，這跟數學不一定有關係，這跟生
活中的素養，我們的車頭 1234 號的車都朝著那裡，其實都朝著南，往東部去的話就朝著台東……那個我經常都在辦旅遊活動，我們就
在碰到一個問題，當我在下午搭車往南走的時候，我們應該選單數還是雙數，當你要往花蓮去你想看海的話，不管上午下午你想看海，
那你應該選單數還是雙數……就是我們常看到數學老師出題叫學生辨識單數位在左邊還是在右邊，可是為什麼不跟真正的生活連在一
起，我關心的並不是我坐在左邊還是右邊，那個沒有什麼意義。
左：是是，我們常常會判斷早上和下午坐在哪一邊避免太陽曬到。
A6：這就是我們平常會做的事情，但我們做這件事好像比別人的效果都高一點，所以這就是一種平常修養的例子。那我還有一個機會做說
文解字，是因為我們用 literacy 這個字，literacy 這個老字，它本來不是自己存在的，他是 illiterate 那個觀念的相反，在 15 世紀的時候
illiterate 才是一個常用字，literacy 或 literate 是它的反過來的意思，所以 mathematical literacy 事實上 1960 年代英國創造一個新字放在他
們小學課綱上，左老師一定比我們還清楚，那兩個字就是 literacy and numeracy，但是 PISA 為什麼不用 numeracy 這個字要改成
mathematical literacy，我的詮釋我個人詮釋，沒有辦法訪問到什麼人，因為 literacy 大概只包含數與量與基本幾何、基本形體，但是
PISA 顯然認為這樣是對 15 歲是不夠的，所以他要再加上，我覺得至少加上機率統計，就是不確定性，還有以這個比例式為基本核心的
式的運算，它的式的運算，大概圍繞在比例式的這個觀念上，你從它的考題可以看到。所以他認為 numeracy 是不夠的，所以我要從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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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字來說文解字的話，literacy 或者 mathematical literacy 很簡單的話就是，數學掃盲，數學的掃盲，那這個數學的掃盲，其實這兩個都
不是我寫在文章裡面的一句話，我認為我們做課綱的觀點來看，不過我等一下闡述好了，作課綱的觀點來看，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哪些
content？哪些 material？是應該在什麼樣的適合時間放進去，所以我有一個簡單說法是配合國教院的說法，就是為了支持終身學習所應
具備的基本的數學的知識能力態度，因為他們就說這個素養就是知識能力態度，我個人相當不喜歡態度這個詞，我覺得這是一個錯誤
的翻譯，這是一個錯誤的翻譯，他其實就是一種心理狀態，但是翻譯成態度我認為是錯誤的，不過教育學者都這麼用了，那終身學習
呢是他們在畫那個三面九項的時候，畫了兩個環跟一個核心的圓，那個圓裡面他們就寫著終身學習，所以素養本身不是目的，我很擔
心我也是跟很多很多高中老師談，希望不要把素養評量當作一種題型來看。我認為素養本身不是目的，素養不是要評量的不是要達到
的一個本身的目標，素養是為了支持終身學習，整個 12 年或 18 年的教育，他是為了終身學習打一個好的基礎，所以課綱的設計是在看
什麼樣的課題，使得這個人變成數學的非文盲，他只要不是文盲就行，他不是文盲他將來就有機會再學更多，在他需要的時候或者認
為自己感興趣的時候就有需要就可以做下去，那些東西如果在學校裡沒有打好基礎，他的終身學習會面臨很大的困難。但是我這邊要
做一個但書，我們並不認為 12 年的教育都該做這件事，我個人一直主張 12 年國教是個錯誤，美國的 K–12 是一個完全沒有理論基礎的，
純粹用熱情做出來的一個制度，這個制度美國人應該是知道的，他心知肚明那是失敗的，要不然他不會做 AP 課程，所以在 1952 年他
們就開始了 AP，顯然就是 K–12 的一個全民共同的教育，是一個沒有事實根據的一個熱情的設計，那就跟共產主義一樣，其實這個東
西是要失敗的，我們台灣現在就跟著亂走，我們要走這件事一定要在第一時間就要學會人家的 AP，才能夠避免這些事情失敗，現在高
中為什麼做了這麼複雜的事情要搞這麼多選修，因為大家都察覺到，其實高中三年要給大家一樣的課程那是荒謬的事情，那你又很難
說很難去細分，不過我們數學已經細分了所以這樣子的理念之下，我們對外沒有真的這樣說，特別是現在課綱還沒通過，我就更不敢
講(笑)，所以不能說出去，我只認為 10 年級是素養，還有 11b，我只認為 10 年級跟 11b 是素養，課程特別是到了高中課程，我們有兩
個責任在身上，一個是素養，另外一個是學科，就是 mathematics as a discipline，對，他是一個學科，這個學科是要為了後續很多
科…….學系，不是，很多這個學門我們要負責任的，那所以這個，嗯，所以我並不認為我們在排 11a 跟 12 年級的課的時候，我心裡想
的是要培育素養，我認為微積分應該是素養課程，可是這件事情我在今年這次的課綱是沒有成功的，如果我視微積分是素養，他不能
夠放在高三，他一定要從高一開始，但是微積分有很多不屬於素養的東西在，像 ε-δ 就是了，但是什麼屬於素養，任何一個我們術語說
的平滑函數，當然對世界上的社會上的人來說不用管那麼多，就是函數，一個函數圖形局部來看都像一條直線，就這一件事情我認為
是素養。
左：那 A6 老師談的已經包括我後準備要談的東西(笑)。
A6：所以我們就停在這邊，就一句話啦，為支持終身學習所進行的數學掃盲工作。
左：數學掃盲工作就是素養的培育過程，它的目標就是去達成解決其他學門的，也就是終身學習啦。
A6：您說的這句話都對，但我就是擔心沒有終身學習這個帽子戴在上面的話，他會無上界的一直發展。
左：沒關係，因為對我來講，掃盲那個文盲不同年代有不同文盲的問題要去處理，也許在 19 世紀初 20 世紀初，大概人會算會看看文字他就
是有素養的人，可是這個年代可能不同了，所以那個盲可能有不同的解釋，我是認同的，那這裡的盲我支持你，其實我們要解決終身
學習的問題，至少數學這個學門，你剛剛講的它不僅是一種工具，它本來就是一個學門，它是一個學門。
A6：那我們在考慮 12 年級跟 11a 的課程的時候，我是這樣考慮的，是把數學當一個學門來看來考量，我們不能盲目的跟著某些人走說把 12
年都當素養來看，那我們教育要崩盤了，至少高等教育就要完蛋了。
左：不過我好像這個主持人做得不太好，因為我們焦點座談我看文獻是主持人只是……不能參與。
A2：用一句話，就是我把數學素養當成就是不斷的去把常識化為知識，然後又把知識化為常識的一個能力和習性，我本來是用態度，但是
因為 A6 老師說用態度不好，但是我確實去想我要表達的是那個習性不是那個態度。
A6：我建議一個詞你想一想，所以意識喔，意識就像意識形態，它已經變成這個社會上已經被污名化了，其實回歸它原來的意思……
A2：英文的話，你是想要用？
左：我們考慮這個字眼，我們英文……就像 disposition 這個字眼。它有一個……
A6：我們要找一個中文出來，你知道嗎？很麻煩……
A2：您對的英文是？就是您意識對的英文是？
A6：就是他們說的 attitude。
A2：哦。
A6：attitude 你翻出字典，它是說態度，但是你再深……你再非常細微地去了解這個英文字它用的地方，它是一個心理狀態。那個心理狀態
會 take a point，它會 take 一個 standing point，它會 take a view，它會 take an explanation……personal explanation，他所處理真在的那個
情況，當然都是……你也可以把剛剛我說的那三種英文解英文的那個說法，不過還是可以說成態度，但我覺得一說成態度到了中文這
個語境裹面，意思又不一樣了。我個人還是察覺比較像意識，就是我有個意識，數學是有用的；我有個意識，我現在應該可以想一個
怎麼數學模型出來處理這件事；我有個意識，其實就是一種意識形態，我這個意識認為世界上看到的事情，看到可能有的規律都一定
可以用數學來描述，用數學來作為一個處理它或描述它的語言。我有這個信念，這件事情一定可以做的。
左：假如用中文意念……
A6：意念也好一些，總比態度好。跟我說的意思差不多了……哈。

訪談內容─議題 2
左：很感謝各位能夠配合我們來用精準的一句話來討論各位對數學素養的意義，從各位老師剛剛來看，談到我們可以看到有不同的觀點，
有從課綱，有從數學本質上，也有從數學學習上來看這件事情，我們更希望就是說能不能談談看，我們實質上我們要怎麼幫助學生來
發展或者是建構這個數學素養，固然 A6 說數學素養不是一個目的而是一個過程，但過程我們也希望他學生能夠透過適當的途徑適當的
方法來發展出他們這樣一個數學素養，所以能不能從中小學就是說我們把 level 降低到，不要拉到 college 的部分，只拉到 12 年就是中
小學，中小學的這種教跟學的這樣一個觀點，我們怎樣來看怎麼看數學素養。
A6：我在後面嗎？
(笑聲)
A2：您是說那個方法是不是？
左：就是從教與學的觀點我們怎麼看數學素養。
A2：從教與學的觀點。
左：然後他的 level 階段是指只看 K-12，就是中小學。
A2：所以在…..其實在思考教與學的時候，我會先去想說現在我們要學的內容或比較偏內容或比較偏能力的培養，那如果目標不一樣的時候
所對應的一個教學方式也會有所不同，然後另外就是因為學，所以還有學生的特性的問題，也會去考慮到有不同的一個教學方法這樣，
那我先談到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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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就是說剛才 A2 老師說假如要談教與學就必須要去談數學內容跟數學能力這兩部份，數學素養至少要包含這兩部份意思是這樣子。我有
沒有誤解？
A2：沒有。
A6：我可能要搶你們的話，我要用知行識來說，其實很多三分法，像知識、情意、技能，像我們數學裡面一套非常經典的書，數學的內容
方法與意義，內容、方法、意義，還有像剛剛說的知識、能力、態度，其實我相信那個知識跟能力，一個是操作表現行為上面的，一
個是 to know 或者至少，行為上面就是說 to memorize，你可能覆誦，可以講得出來，可以默寫，這個東西是教育的目的是大家都很清
楚的，但是這兩塊是跟人生的經驗脫離的，所以之所以常常有三分法，就是因為知識能力這兩件事應該是所有人都看的到的所有人都
同意的，但是所有人也都看的到但有困難說出來的，就是怎麼把它包起來，這個包起來是要讓他們兩個能夠相生能夠互相成長，還有
是要產生意義，產生意義的這件事就是我剛剛 A1 有說的那個識，我們在前導研究說那個識，是一種三分法，這個三分法的那個識，是
企圖為知也好行也好找到意義，不是 meaning，是 sense，所以在這個觀點之下課綱能做什麼(笑)，課綱能做的事情非常少，課綱頂多我
們現在對外的主要演講的題目，就是課綱的數學支持怎麼素養課程綱要的數學綱要的結構跟重構，重點是這四個字結構跟重構，就是
說 12 年總共看起來該學的東西沒什麼改變，或多或少有一點進出，但是改變非常少，這一次的課綱主要的改變是前後順序的改變，或
者很多老師恨我們的那個螺旋，那這個理由就是課綱為了支持素養，重點是知行還有那個識，那個識呢我籠統的說就是剛剛說的意識
形態那個識，你說的意念那個識，make sense of，其實人是非常厲害的一種生物，我們對我們所在的環境所面臨的狀況，你跟我說的話，
我在做的事情有沒有意義，是有非常敏銳感受的，當這個感受抓不到的時候，這是大部份的人就無法繼續下去，大部分的學生對數學
或者對科學都是一樣的，因為數學、科學到了教室裡面去的時候，是跟任何人的生活經驗脫離了，事實上數學跟科學之所以 powerful
就是因為他超脫了個人的生活經驗，這是它真正 power 的地方但是學習過程中如果切掉了這些，你就察覺不到意義，所以課綱設計是要
希望排……重排這些順序，是想像這個也許有一些是想像有一些是根據過去他們做過的研究知道什麼時候學什麼東西是確定不合適的，
對大部分的學生是不合適的，在那個時間他無法想像。我在前幾個禮拜看到呂溪木校長的一篇老文章 1984 年，他那時候也是說課程設
計就是應該要至少要確定學生在學那個東西的時候，他能想像學那個東西的必要性，我們沒有說在那個時候學生一定學得會或學的快
樂，我不是這樣認為的，我不是這樣來考慮的，我的考慮跟呂溪木校長說的那句話是一樣，我們想像學生在那個時候能不能想像學這
個東西的必要性，只要不管他有沒有興趣，他能夠感受到有這個必要性那就是 make sense，做這件事情 make sense，那課綱就在那個時
候可以安排這個 topic，但是這只是第一層次課綱，在下來你就要有教材，在下面你要教法，在過來你要評量，或是你用 UDB 的話你要
先想你評量的目標，再來想你要教什麼東西，那這個就事情就牽扯多了，其實教材也是死的，但那最後還是老師是活的，但是老師跟
教材，老師可以有很多生活上的機會，老師要有素養，就是老師要有平常的修養，老師有平常的修養就應該可以在一天跟學生相處的
八、九個小時裡面的每一剎那，他都可能發現可以身教言教和環境教育機會教育，給學生一個啟發智力，我們可以有什麼什麼素養表
現出來，但是教材是死的，那我們在研究教材的時候，教材是盡量要 provide 老師跟學生，現在學這個東西的意義是什麼啦，就是這件
事，就是每一件事情，如果你回到當初發明的時候的那個時空背景，它都是振奮人心的，這也是 HPM 想要達成的事情，可是那個東西
切斷了來到了這個教室裡面的時候，就都是 make sense，它明明是很偉大的事情，但是 make sense 那就是我們註定要失敗的什麼，只有
很少數的人像我們這些人小時候大概就比較不了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們不太需要那件事，但大部份的人當他無法在他整個身體裡
面感受到我們現在到底在做什麼呀，這個問題的時候他無法說服自己，我們常常說就是數學就是個語言都是學習外語，那為什麼學習
英語的動機好像總比學習數學還強一點點，因為你還是可以比較說服自己我學英語有什麼用，看的到可以想像的到，數學也就也許比
較少這麼一點東西，所以學生得要靠一些資源幫他建立生活經驗的連結，但是到了比較中等就是國中高中的數學，你幾乎不能再人的
個人的真正的直接的生活經驗中找到例子阿，你一定要從寓言故事啊，過去的歷史啦，可想像的這個科學的需求阿，你一定要做這樣
的連結，就像現在很多人喜歡用 Facebook、用 Google search 的那個 engine、用 amazon 的商業模型來舉例，雖然那個還是被化簡了很多，
但是至少學生覺得 make sense ，他認為他 make sense 你雖然只跟他說 2 乘 2 方陣，但你跟他說現在 google 可以搜得這麼快就是因為他
用方陣，雖然那個方陣大很多，anyway 他就覺得我學個方陣好像有用就是這樣，所以到了教材呢，你就是盡量 provide，連結到他可以
理解的這個需求，或者是歷史的脈絡或者文化上面的表現，所以盡量做這個連結。
左：我非常支持你的看法，雖然主持人不能……我們在之前的 study 也做過如此的想法，但還沒有 A6 老師這麼完整，就是說從教育學的面
向，就是我們怎麼透過知跟，也就是知識跟能力這兩個為主軸，因為你課程發展必須透過這個才能實踐，只能用這兩個來做實踐，但
他要去達到讓不管是課程設計者或者是學習者產生意義，那這個產生意義的確如你說不是 meaningful，它就是 make sense，然後這裡面
它含有 perceptions，感知，useful，就是他這個 make sense，我感受到這些東西，我覺得他對我是有用的，大概是如此，謝謝你提供我
們比較，至少有些人支持我們這個看法，就是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
A6：因為我們三年前就寫那個前導研究。
左：其實我們只是把識在分，就是這個識這件事情茲事體大，不是一兩句話就能夠講清楚的。
A6：這其實就是當初的那個林福來老師支持那個字的原因，因為這個字糊塗。
A3：我談的這個教與學的話，我想他就是聚焦剛提到的數學素養啦！第一個是在教學上因為如果我們希望學生他對數學他是有種成長型的
心態，相信努力可以做到學的好或是說我可以堅持不懈的去完答，去解決一些數學的難題的話，那第一個是老師該提供學生學習好數
學的機會，唯有提供這些機會可以讓學生都能夠參與，因為這個素養應該不是所謂的菁英教育，應該是比較符合大眾的教育，大概就
是我們認為所有學生都因該能夠學好數學，所以首先是提供在那個教學上提供所有學生能夠學好數學的機會，那這當中可以給學生就
是一些挑戰，但是這些挑戰就是我們談的那種 GPD 近側發展區，是可以把他拉起來，然後讓學生在這當中他會發現說，他只要肯努力
他的心態是成長，就像那個 Jo Boaler，他最近有談到 mathematical mindset，從那個 Do it 那個過來的，他就談到說這個數學的成長性他
對學生是很重要的，所以這裡我想說如果在這裡老師在教學上可以讓學生去發展這樣的一個成長型心態，那對於他像說什麼，因為其
實在從課綱來講，我們現在回到課綱，那個比較談的是從核心素養轉化過來，核心素養有個就是說他是自發嘛，我們如果讓學生在這
個自發，他能夠願意去接受挑戰，那這裡老師就要安排這樣一個教學的環境、教學的鼓勵甚至是教學上給他一些挑戰，那再來就是自
主學習的能力，就是剛剛像 A6 老師提到的支持終身的學習，那這個終身學習一個這樣他願意自主學習，他願意自發去學習這個東西，
那老師如何是給他這種有感，讓他去願意去學去探索這樣，欸……這個數學這問題的那個美好這樣子還有困難這樣，那再來就是還有
就是構通的部份就是，如果要理性反思，我想這種理性反思不是自己想的就好，他可能要在跟全體互動中，可能別人給他一些他的理
由給他一些意見回饋，發現他論述不足的地方，言語不精確的地方，那是不是可以給學生這樣一個溝通討論的機會，比方說像一些定
義，我們是不是不要太早就給他，讓學生也許自己去形成定義，讓他去思考這個定義哪裡不足，然後讓他慢慢去培養他這種反思可以
思想更周全的機會，那先提到這邊，那如果就課綱來講，其實差異化教學阿有效教學其實我們都還會去提到，這些都還是可以支持素
養教學的一個部份。
左：所以你主要從教學觀點來看，主要是讓學生有學習的機會，透過給他學習機會讓他有成功的經驗，讓他去成長，然後他能夠自主學習，
然後用數學來進行溝通，這個意思，核心就是提供他學習的機會。
A6：這是課綱裡面的第 4 條，5 條裡面的第 4 條(笑)。
左：有 5 條是不是，的 1 條是什麼。
A6：數學是一種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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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那數學是一種文化是第幾條？
A6：第 3 條。
左：其實我們有唸，但還是不如……
A1：我開始在談之前，可能要先區分幾個名詞，一個是數學知識、一個是數學能力、一個數學素養，我比較希望說這是三件事情之間的包
含關係，或者他們的交集補集之類的概念先把他切清楚，然後我們在精確談素養的概念的時候，比較不會偏頗，那至少我相信數學素
養絕對不是數學能力，可能是數學能力的一部份，就是我們以前談的數學能力。
左：所以數學能力集合比較大？
A1：我認為的數學能力可能比較大，或者有些人認為的數學能力不全不包括數學素養，我也同意，因為以前談的能力跟現在談的數學素養
總是要有一些區隔，簡單來講這樣子，那我從數學感的角度來談，我們為什麼會產生數學的學習需求，就是剛剛那個 A6 教授所談的，
數學其實是為了解決生活當中一些問題解決實際的問題，然後在內部生成繁衍茁壯長大，然後最後又回來解決生活問題促進人類的發
展上面，那我從數學素養的角度來談的話，他不應該包括在數學內部生成繁衍茁壯長大的那一塊，為什麼？因為數學是理想化的概念，
我們生活當中 1 顆蘋果 10 塊錢，當你買 5 顆的時候絕對不會是 50 塊，但是我們必須把它理想化，一個東西你要把他平分，你絕對不可
能真正的平分，但是你必須把它理想化，所以就是說數學為什麼會成為一門學問，為什麼會發展的那麼……很多東西我們還讀不懂，
博士班碩士班念的一些東西我們真的不懂喔，但是為什麼可以在這一塊裡面繁衍茁壯長大，就是因為他把它理想化掉了，然後在裡面
內部自己去變成一個自我的體系，那我相信這一塊就不是數學素養可以全部包括的一塊，所以對我來講的話，因為數學是生活理想話
來的，然後呢，所以呢，從學習的角度來講，課綱不應該把它數學素養包括全部都是都是數學素養，懂我意思嗎？那我比較偏向於可
能就是阡陌那塊，我為什麼要學數學我可能因為生活當中有一些需求，然後我需要學數學就是形成數學問題類似這一塊，然後當我再
學習數學的時候，它就不是數學素養那一塊的東西，最後面我學玩數學以後，我可以拿來做一些運用，解決這種一些問題上面，阿那
個就是屬於素養的部份，意思是說以前我們的數學學習，很可能是比較偏向於解決數學內部的問題，那塊就不是數學素養的東西，但
是現在的課綱走向就是說，我們不應該過度強調解決數學內部的問題，我們應該把一部份的時間拿來看看說，日常生活當中有沒有相
關的例子，可以讓我們把實際的數學概念應用出來，所以呢，對我來講數學的教與學上面，我們可能可以的作法，理論上可以形成剛
剛我講的這一塊，我們在讓學生學習數學的時候，去想一想有哪一些實際的問題，其實是應該用到現在的知識，數學知識然後引起他
的學習動機，然後呢在學習內部問題的時候他就不是數學素養的問題，但是學習完了以後，比如說我學習了一個一元一次方程式或者
一元二次方程式，那為什麼利用一元一次方程式或一元二次方程式來解決他可能實際上生活問題，教與學的部份包括前面跟後面中間
我把它獨立出來，不是數學素養的問題。
左：聽你這樣說其實跟 PISA 的觀點很接近，PISA 那個 model 不是有一個數學外部，一個數學內部然後數學外部跟數學內部連結，它是朝一
個是把數學外部把他轉換成數學內部問題，數學內部就變成數學化，然後在來是數學內部的應用，那數學內部應用產出結果來，我再
來評估數學化的檢驗，所以數學素養的教與學應該是涵蓋這些整個一個過程。
A2：沒有，他把數學內的解題……
A1：學習那一塊不當作數學素養，你不要把全部當作數學素養。
左：這樣子喔～我懂你的意思，但我不一定支持(笑)。
A1：從實際生活當中形成變成你的數學問題，形成數學問題以後需要一些數學概念，然後你就會把它理想化，在數學概念裡面去好好學，
學完了以後，你可能就可以應用出來拿來解題或者拿來評價日常生活當中的一些事情，到底現實跟我解決問題之間的差異問題。
左：大致上我的看法……雖然主持人……大致上……
A2：我理解一下學長的意思是說，就是數學的外部連結那塊才算是數學素養，比如說從形成情境問題到數學問題，然後把數學的解又回到
情境上去做解釋，就這兩塊比較才是屬於。
A1：我比較偏向這一塊，因為數學素養是應該說大部份國民應該要學到的東西，那假如說是解決數學內部的問題，那當然那給數學家去做，
所以剛剛講說那個數學能力的定義要定義在哪裡，對不對，當然我也可以講說，我能夠把數學應用出來解決生活上的問題，那也是數
學能力呀，我能夠把在數學內部好好解決數學內部的問題那也是屬於數學能力呀，對不對？所以說就變成說我們要去定義這幾個名詞，
但我不建議把一個名詞統包全部。
A5：剛剛聽 A4 老師說的能力跟素養怎麼區分確實是很難，假設說我用最簡單的像通識，那通識要有一些指標，很多學校叫素養指標，很多
學校叫能力指標，然後每次評鑑的時候評鑑委員都會問說，請問你的能力指標跟素養指標又有什麼關係，沒有一個學校可以講得清楚，
所以我就不先從區分能力跟素養來看，那如果從教跟學來看比方說你現在 12 年國教你要跟老師講說我要教數學素養，那老師一定會問
說我要怎麼教？什麼是數學素養？那像今年的考題，我看會考的考題，看到目前為止，好像大家都覺得還蠻正面的，那我覺得心測中
心他們大概在二、三月的時候就開很多的座談會，那時候心測中心接收到教育部一個命令，就是他們以後要開始往素養命題，那可是
他們就把過去三年的會考的考題拿出來，那時候 A6 老師、A3 老師都有去參加座談會，他們就請所有教授說，請問我們過去三年出的
會考考題裡面有哪些題目是屬於素養考題？有哪些題目可以修改變成素養考題？那當然我講了一些，不過那些藉由翁炳宏老師說全部
通通都是素養考題呀(笑)，我個人當然是比叫不贊成這點，因為有些確實你說我這題考數學知識，這題考因式分解能力，你說這個不是
數學素養嗎？剛剛 A1 老師他的意思可能就是我就只會因式分解可是我根本不會用到其他地方去，那你說他可以有數學素養嗎？我只能
說你有數學的計算能力，但我不能夠說因為你會因式分解所以你就具有數學素養，可是數學素養都不能夠排除完全排除因式分解沒有
解方程式的能力這有點模糊，因此我也不太認同翁炳宏老師說這過去三年會考考題所有題目通通都是數學素養，我只能說他有點關係，
那關係是程度多大而已，那我就反過來因為我在弄通識的時候，很多人問我說請問什麼是通識？什麼是通識教育？我也說不上來，因
為到目前為止沒有辦法用一句話去定義什麼是通識，但是我就會反過來說那什麼不是通識，那相同的，當如果你問我說什麼是數學素
養他太多的時候，我就會反過來說，我可以告訴你什麼不是數學素養，我的理解什麼不是數學素養，如果說你的教跟學上面是專注於
過度技巧化的東西或者說沒有延展性的東西，若老師的教學著重在這上面的話那我就會說你教的不是數學素養，那什麼叫過度專注於
技巧性或者沒有延展性？之前聽過某一種說法，是誰說的我忘掉了，如果說有個想法只能用一次那是技巧，如果他可以用兩次那是策
略，能夠用三次它變方法，如果他可以用三次以上那就是模式，那我們現在走數學這個模式的科學所以我們老師在教一些想法的時候，
你要注意如果這個想法怎麼解決這一題，很漂亮，突然天外飛來一筆解決的很漂亮，那這個東西不是數學素養的東西，我不能說他不
是數學，但是這不是我們要教給學生的東西，你要去想這個天外飛來一筆的想法到底可不可以用在其他的一些場景，如果是只有它是
用在非常非常限縮的環境裡面，那很可能就變成 A1 老師說的那就給數學家吧，他們可能在解決某些很抽象的時候需要這些東西，但是
我們在教學上我們不要去教學生這種東西，因為他只用一次之後他沒有延展性，他沒有辦法我學到這東西之後活用什麼地方，他沒有
辦法，可是當一個想法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不斷在數學的情境或課程裡面出現的時候，這老師一定要告訴學生說你這個想法你可
以把它推廣，那我覺得我們在教數學素養的時候就需要這個東西。像等一下下午要去那個直播節目，上次我們去 ray 稿的時候那個主持
人就一直問說，那我們訪談到最後我們想傳達給就是我們訪談內容算是談戲劇跟文學小說這些東西，到底我們主軸是什麼？那洪萬生
老師就說，你就把整個搞聚焦在數學是一種模式就對了，其實我們在影集裡面，在小說裡面一直不斷要傳達，就是數學是一種模式的
科學，就在課綱裡面的第二點”數學是一個規律的科學”，所以我覺得說老師問我說請問我在教學上要怎麼去傳達數學素養，基本上就是
你不要過度專注於技巧性，如果這東西沒有延展性你也不要教，如果說老師可以掌握這一點的話，在某種程度已經可以聚焦在數學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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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上面了。我的想法是大概是但是這個所謂的想法可能是純數學的也可能是應用的，就是我應用這個想法去解題，你有沒有辦法一而
再再而三的在我的學習經驗裡面告訴我們，像我就覺得剛剛 A6 老師有一點我覺得講的很好，就是數學跟科學之所以他很 poweful，是
因為它超越我們的經驗，可是我們又必須從經驗當中學習，那個學生在 12 年裡面可能我們能夠做到的就是，我如何告訴他說你如何從
經驗當中學習，可是要給學生一個願景，就是到某種程度之後不管數學跟科學到某種程度之後，很有可能就是要超越你的經驗之外。
像比如說下午我們會談到那個數字搜查線這個影集，數字搜查線這個影集就是有個 FBI 的警探跟他弟弟是個數學家，當他破案的時候，
他弟弟就會根據這個 data 去導出一個公式，導出這個公式之後他有一個影集，他哥哥覺得說你這樣算來的東西可以幫助我破案嗎？他
弟弟就說了數學有時候就是這個樣子，我導出來之後超越我的理解，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個樣子，但是情境到了之後，這個我們沒有
辦法直覺去想到的這個概念卻可以幫助我們去解決這個問題，他弟弟就告訴他哥哥這樣子，他哥哥就覺得說，這個跟我的案子一點關
係都沒有，我也不知道關係是什麼，那他做數學經常有這種感覺，當然這個是數學家的那種感覺，你要我們學生去體會說你就算就對
了，某一天會有這種感覺，這是緣木求魚，我們不應該這個樣子可是我們在教學上可能要某一種程度在適當的時候告訴學生有這麼一
個視野，這件事情可能不是每一個學生必須要懂，但是對某些學生來講他或許未來可能需要懂，因為這是他進入大學以後的某一個點，
假設他念數學系念物理系或者就是純科學的，他到了某一點他可能突然發現這件事情我可能無法從直接上理解，像比方昨天我看的愛
因斯坦傳記影集的時候，就是他提出了一個時空觀大家都覺得怎麼可能，下一集可能會講到那個光線會扭曲的那個事件，就是愛因斯
坦他所提出的觀念就是，當時有的科學家通通沒有辦法理解的何況是一般人，但是到最後事實證明確實都是如此的，所以我覺得說像
東西可能在我們教學上要讓學生稍微知道知道一下下，但我沒有辦法證明也沒辦法去經驗，但是這個也是提供給那個數學的視野的這
個部份，一個 vision 這個部份我相信也是數學素養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部份，也就是建立於經驗，但是又讓學生知道數學跟科學不能只
於經驗，有點像哲學，哲學思考他們不是完全是經驗來的，如果你完全建構於經驗的話，很有可能你得到的東西是一個限縮的。
左：所以從教與學的觀點裡，我們數學素養應該是建立他的數學經驗來發展他的視野，他的 vision 出來。
A4：那個其實就教學的部分，就是要其實都要透過老師，剛剛有幾位教授有提到，老師其實我個人認為是關鍵，那就教材的部份那教材還
是要透過老師，那我們現在現職的老師還有我們源頭的師培老師，將來都是比如說他們現職老師或是將來我們的師培生對數學素養這
件事有沒有了解，其實是都是很關鍵的，那譬如說我想各位也都清楚，比如說在美國他要當一個數學老師，他可能只有大概 20 個學分
左右，我們這裡台灣要 30 幾個學分，那他那邊的數學老師他 20 幾個學分他也不需要限制說在數學專業課程，比如我們數學專業課程可
能就是頂多就是微積分、線性代數，尤其到代數就夠了，他不會再進一步，他反而希望說你有一些科學其他科學相關領域的，他都承
認在這個所謂你要當數學老師這件事的專業課程裡面，所以呢我個人是比較傾向說我們過去台灣在我們中小學各項表現都很好，所以
我們大家都歸功於老師這件他的專業能力是夠的這件事，那確實我們老師的專業能力就我們台灣譬如說我們師範體系培養出來各式的
大學培養出來的數學系的老師，數學系出生的我們這批老師，他的專業能力是相當強的，相對於國外來講，可是呢將來如果要面對數
學素養這件事情，其實跨領域教學協同領域教學，這一方面其實是未來我們的老師是應該要面對或是要接受訓練的，那比如說我這次
去新加坡看了他們的數學老師在上課在上所謂有數學素養的題材的時候，那老師會設計一個教學活動，那個教學活動的取材竟然是物
理知識，那試想我們這裡的學生怎麼辦？我們自己可能都沒有辦法，我們的老師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從相關領域的自然科學領域提出
一些題材，那剛剛 A6 有提到說我們要盡量跟生活情境或是生活經驗做連結，那我們這批老師的生活經驗在哪裡，那我們取出來的生活
經驗他有沒有辦法做適當的連結，那其實就是我們在目前，那個我們的老師的訓練過程中我們的專業化的程度非常強，可是協同跨領
域的訓練是比較少的，那這部份其實在我個人的揣測是在未來我們如果要呼應數學導向的這種師培課程，這其實是應該要有這樣的要
求，比如說我們常常說現在那個芬蘭那邊是那邊的老師好像是最受重視的那個一個教學活動，其實他們的老師他們在跨領域的教學這
部份也是做得非常好，那為什麼會做的這麼好？他們有這樣的訓練，他們有這樣的能力，那我覺得說我們目前現職老師還有將來我的
源頭師培生這部份我們的跨領域的教學，比如說他能不能科技融入阿，協同領域阿！這些透過這些東西來設計適當的活動，讓我們學
生慢慢能有這樣的生活連結，然後把那我們數學就是數學素養的這種精神觀念放進來，那其實剛剛那個 A1 老師有提到數學化，談到數
學化到底是不是數學素養。我講一個例子，我在 2008 年的時候有一次就是回去華盛頓大學，就訪問我在問到我以前的一個學妹，我問
她說你在哪裡工作她說在微軟，我就非常驚訝，你知道華盛頓大學的資工資訊或電機，那是全世界最強的學生都在那裡，微軟比爾蓋
茲他每年捐了很多錢在我們學校，他就是把這些最頂尖的學生吸引過去，那我說你為什麼有機會可以到微軟去呢？她跟我說她在考試
的時候主考官就問了一個問題，那資工系的學生問完以後就開始打開她的筆電在那邊寫程式然後 coding，然後我那個學妹她是一個大
陸的，她說她拿到問題以後，然後她就想一下就把它變成一個數學模型的問題把它模型化，做一個數學建模的問題，然後根據這個模
型向主考官解釋說解決你要的問題是什麼？那你解決了從這個問題裡面解決問題就可以回答了，他就只有做這樣的事情然後她就錄取
了，那這個是數學化當然是有數學化啦，我們把一個問題轉化成數學化，那這樣的過程當中有沒有數學素養，那當然她還解釋了，如
果我們廣義來講她又向主考官解釋了，這個數學模型裡面涵蓋你要的問題答案解決在哪裡，那這個東西是不是數學素養？那其實還有
那個劉院長他有提到天外飛來一筆，我舉個人的例子我常常跟我學生講，我自己在唸大學的時候，分析、代數、幾何我們常常學生我
們數學系的學生我們都分析、代數、幾何，我們學幾何當然都有一個圖像在那邊，那分析、代數這兩件事，你在學這兩個學科的時候，
其實他的特性差異非常大，我常常跟我的學生舉例說我們學分析、代數就像在修一部車子一樣，代數的人比如說你學代數的他就告訴
你說車子壞了，他給你一些工具，讓你就把那些工具檢查 check check 了，你就可以去修了，可是分析呢不一樣，我們在修一部車子的
時候，他只告訴你說車子壞了，你要把它修好，那你要把適當的工具找出來，那我要表達的是說分析、代數其實在我們的數學領域裡
面，就分析、代數這兩個完全不一樣的特性，代數他剛剛說我們修理車子的時候就是把每個工具都檢查清楚以後，那我們就可以去修
理車子了，代數有一個特性就是你檢查完以後雖然說很清楚你檢查完以後你還要找到那個切入點，那通常解決代數的問題切入點都只
有一個，那比如說過去我學的代數比較差，我就通常找不到那個切入點，可是呢我對分析非常喜愛，那一般不喜歡分析的人就覺得分
析太雜找不到那個切入點，那事實上分析的特性是什麼？你認為一個切入點你認為天外一筆都可以，你只要進入你認為有一個想法那
你就依據那個想法，那你不管怎麼繞你走到哪裡的時候你就把適當的工具找出來，那適當的工具在哪裡？你以前學過的數學知識，那
你這樣你不同的想法進去以後，你不同的路他最後還是都能把車子修好，這個就是分析的特性，所以我是覺得說向儘管我們是……
A5：你舉的例子不是數學素養。
A4：這當然不是數學素養我只回應那個，天外飛來一筆的時候。
左：或許那個人特別有數學素養。
A4：我們數學家常常在看數學說我們的數學品味，眼光，還有習性，這常常是我們要談的，那數學的用處其實就是我們所謂講的數學用處
我們自己本身學數學的人就是看看數學的用處跟我們現在講說數學的生活應用其實會不大一樣，我舉我自己本身的一個例子，我在博
士班畢業的時候我推了一道理論，其中有一個口試委員就問我說，你這個有什麼有用？我答不出來，有什麼用？可是我另外一個委員
就自動替我圓場說，他這套理論是把矩陣分析的東西做推廣，他將來他這樣的一個平行的架構其實在數學的結構裡面是非常美的，那
數學家常常講到數學是美的，當初也不曉得有什麼用，可是呢我竟然發現我在後續的我後續的研究過程中，我幾乎大概五六年以後，
我發現我這東西非常有用，我推的這道理論非常有用，就很多東西你當時看不到的時候，你可能五、六年以後你會發現說這些東西他
的應用就會慢慢浮現出來。
A1：就是在數學有時候應用就被人家發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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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你這個東西是你當下的時候，儘管我們做數學的人都不清楚說這未來有什麼用？所以也是說我們數學的步調會這麼慢，我們現在學的
東西還是 100 年前的微積分。
A1：我們學的東西比別人快很多了，很多自然科學的東西都在 follow 我們的後步，後步去做的。
A4：所以我就是在想說我們其實我們數學家講的數學素養，跟我們期待一般人的數學素養，一般來講就是看待數學素養這件事是有差異的，
那不過我是簡單回到源頭，就是說我們教與學的部分其實老師是關鍵，我們老師將來要有數學素養這一件事，我覺得他的跨領域教學
能力、設計，他必須要有適當的訓練才能設計適當的教學活動讓我們學生去從這裡面去得到數學素養的栽培。
A5：我先補充一句話就先離開，剛剛 A4 老師說的，就有一年 A6 老師想要休息，那個數學教材教法想休息，那我就去上課，然後我就問了
幾個修數學教材教法的學生，我就說你們以後出去之後，因為數學跟我們關係很重要，我說你們出去之後未不會告訴學生你要學好物
理，因為有時候透過物理呢，可以幫助你理解更理解數學，他說不會，我說為什麼？他說這是物理老師的事情啊，我認為數學就教好
數學就好，然後後來同一年，有一次我去高師大我同學那邊，我就問高師大物理系的學生也是教育學程的，我說你們以後教物理的時
候會告訴學生說要學好數學，他說會阿，所以物理系的人都說會，可是我們數學系的學生，我問了五個裡面有四個說不會，那是物理
老師的事情，只有一個說會，我說你為什麼跟別人的答案不一樣，他說他高中的時候做過科展他好像發現，原來做科展的過程當中他
發現科學研究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所以就是他科展的經驗促使他認為數學就是要跟外界的結合，可是其他數學系的學生就是一路上認
為數學、數學、數學，他沒有跨領域的經驗，所以他當老師後就覺得我就教好數學就好，那我覺得 12 年國教很多老師很難跨出一步，
就覺得我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經驗，有時候你也不能怪他們，他們沒有這種經驗，所以你現在告訴他你要去跟別的領域去做合作還
是怎樣，他會覺得我不會，我只會做數學題。
A2：他當母親當太久了，只要當好就好(笑)。
A5：所以很多人講說這是數學系的自大，就是反正我數學最重要的，你們大家都要靠我，可是當你不需要靠大家的時候，有一天你會發現
別人不需要靠你，我覺得這東西就是要互相幫忙，為什麼數學在很多學校聲音越來越小，就是因為大家覺得不需要靠我，我們都太自
大了，那大家發現其他人不靠數學可以活得好好的時候，他就覺得有一天就不要數學了，這是數學的一個危機，所以這是師培的一個
整個學分內容裡面一定要改變的。
左：數學素養方向的話，必須要跟其他的學門整合，尤其現在講 STEAM 可能更重要。
A5：各位老師不好意思那我就先離開了，因為他 11 點就要彩排還要化妝，化妝還要化很久。
A2：欸我們哪一台可以看到？
左：所以剛才談從教與學的觀點，各位老師談很多的，方向也蠻寬廣的，但基本上還是圍繞在知、行、識，讓我感覺我們必續透過知跟行
來去表現出他的識來，A4 老師是希望說，假如我們要做好這個數學素養學生的培育可能是這個更顯重要。
A6：但是現場就已經有大約五千名的數學老師，所以重新培育是太困難了，所以我們在國教院還是寄於這個教科書很大的期望，老師就我
剛剛有講，其實真正要發揮識老師絕對沒有錯，可是教科書第一步 provide 最初的……
左：你跟剛才講的這些都是我這個子題裡面要準備談的。最近那個我們看新聞的什麼台灣戲劇學院一個學系的學生沒有學好，那個老師就
打他一巴掌，然後就踹他兩腳，這個新聞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笑)，然後後來我從 Youtube 仔細看，欸，我發覺這個老師有功夫底子
欸，他真的有功夫素養，欸他打那個學生就一巴掌，他聞風不動喔，學生就被他打走了，然後站起來他踢那個學生他是兩隻手站在背
後，走到學生這個腳一踢起來，這個腳就趴了一下就下去了，你就可以感覺，诶，其它不講我們教育的先不談，欸這個人有功夫底子
(笑)。
A1：這個一打的話受傷程度比一般嚴重。
左：所以我們談一個人有沒有素養，的確要看他的表現，對不對你跟這個人談談，A6 老師這個人是不是有數學素養？
A1：他是能力還是素養？
左：我覺得應該是素養，他不僅有能力還有素養。
A1：我不知道，要先定義清楚你的素養再說。

訪談內容─議題 3
左：我們就在想，那我們怎麼去培養這樣一個人，就是說假如我們有一個期許，數學素養，那他應該發展的過程怎麼樣？那我們怎麼去培
養，在談這個培養之前就是說那所以組成數學素養的元素有些什麼？不如能不能給我一些意見？就組成數學素養的元素。就你認為這
個人要有數學素養，但我們大方向已經有知、行、識，可能有共識了，那還有什麼……
A1：因為剛剛談到的東西，素養有一個就是說一般國民都要有的東西，有一種就是它應用到職業上面的素養，那兩個我認為是稍微可以區
分開來的，因為以 12 年國教的基本概念來講，應該是至少要培養所有國民應該要有的數學素養，那至於職業中的數學素養，很可能是
比如十一年級十二年級以後要慢慢深入的部份，剛剛談到的那一塊，就是說物理學的學生可能認為數學很重要，應該要好好學數學沒
有錯，可是數學的人卻不知道說，他應該要如何應用到物理上面去，這個其實是我常常在講的大學的數學危機就在這裡面，因為我們
數學系的學生去支援別系上微積分的時候都上純數學的微積分，不 touch 到那個學科領域相關的微積分內容，那所以我們系裡面的老師
後來常常被踢掉，他們物理系的老師比如說我自己找一個會微積分的物理老師來上微積分就好了，因為他可以直接把他運用到微積分
上面去，那他當然就是，另一個是職業中的數學素養的問題，那一塊又是另外一個很深的概念在裡面，那所以我現在比較傾向於談的
就是說，當然物理也有被分成說，日常生活當中可以見到的物理現象，跟非常深入的物理現象，我們可以要稍微切開來一點點。
左：你能不能具體跟我說一下數學素養，你認為數學素養的組成元素，組成一個數學素養應該有哪些元素。
A1：這個問題太大了，要稍微想一下(笑)……
A2：知、行、識，已經算基本元素了。
左：知、行、識已經是了，那還有沒有其他的，就是說 A6 老師剛剛談到終身學習，所以一個人要有數學素養，他勢必要有學習數學這樣的
意念，算不算一個數學素養？
A1：那是因為有數學素養，導致他能夠終身學習？還是因為還是它兩個是交互形成的？
左：這是你的看法嗎？聽聽看你的看法。
A1：對阿，我認為應該是交互作用出來的東西，不應該是哪一個去推哪一個，應該是交互，互相影響的。
A2：什麼跟什麼交互？我剛剛沒有聽清楚。
A1：終身學習的那種理念，他一個人能夠終身學習跟一個人有數學素養，對不對？你一定是越來越有數學素養時候，你才能夠終身學習，
要不然你就停了嘛，那如果你終生學習的時候你可能就是你的素養會越來越強，所以我們數學素養不應該說有沒有，而是說他有沒有
好的更豐富的數學素養。
左：那我們想要了解或者聽聽各位的意見，那組成數學素養有沒有一些什麼基本元素，就是我們剛才談知、行、識以外，還有沒有其他的
東西？類似這樣，那在請各位想一下，回到就是剛才談的就是說，我們數學老師阿不太管別的學門，別的學門非常關心我們數學的知
識，其實這件事情不僅在數學老師，在其他工程界也感知到我們數學家好像不太管他們工程師在做些什麼，一般現在在 20 年前我剛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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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施政龍在桃園那個科學園區，他準備要發展那個數學軟體，不一定是數學軟體，就是一個發展軟體的，那個時候我不知道你有沒
有參與，就是他找了一些數學家到渴望園區住兩天還是三天，比較輕鬆的一個活動。
A1：你剛剛的問題是形成數學素養的元素？還是數學數養的元素？那兩句話的意義不一樣(笑)。
左：數學素養的元素，組成數學素養的元素。
A1：不是數學素養的元素吧？
左：不是。那個時候施政龍就是他一開始來介紹開幕話啦，他講了一句話我到現在都非常深刻，他說工程師的訓練跟數學家的訓練是不同
的，工程師的訓練最後是要一板一眼的，他要按表操作，但數學家是建構模式，所以他是可以天馬行空的思維，但我們軟體的開發是
要這種天馬行空的人來幫我們發展這個軟體，發展完了再交給工程師他再編碼，他按表操作這是他給我的一個深刻的一句話，再來他
又講，那很可惜的就是說我們工程師天天在看你們數學家在做些什麼，但你們數學家似乎不太理我們工程師在做什麼，這兩句話令我
一直在我腦筋裡面。
A6：他不一定公平阿，他如果去看看化學家，他說不定也不管工程師在做什麼，我的意思是說其實是因為 discipline 被分得越來越精確之後，
誰也不會管別人在做什麼。(笑)
左：他可能開頭就是說，他們軟體開發希望借助我們數學家。
A6：只是他那時候沒有想化學家來幫忙，所以才說那種話。我這邊插個嘴，我很喜歡剛剛 A4 說的那個例子，比如說到微軟去面試那個例子，
那個例子呢就我個人對素養這個中文的詞的感受，那是一個數學素養是沒有錯的，但是我覺得我們有一個麻煩，那個狀況呢，我覺得
我用英文來說的話，應該不會講到 literacy，應該會講到 competence，我們在兩千年初的時候……
左：所以你把它解讀成 competence？
A6：對，我們在兩千年初的時候，在國內的小圈子裡就吵過啊，素養是 competence 還是 literacy，現在是把他訂在 literacy，可是人資部門，
我們學校 HR 的人，在他們那一行的 competence 他們通通講素養，那你看他們 competence 是什麼，他們 competence 是勝任一個工作的
知識能力跟態度，說的人是這個話，可是 competence 跟 literacy 這兩個英文字的涵義是很不一樣的，一個已經到了職業程度，是專業程
度像我們剛剛說的那個學妹，她表現出來的一定不是我們對高中畢業生 12 年國教畢業生的一個期望，而 literacy 就是讀與寫的能力，是
最最最原始的那個意義，所以當我們說 literacy 我們要回到課綱的說法，這是為了只支持終身學習，competence 是為了支持你的生涯、
你的 career，你的你這個人在社會裡面的 function 的的的的那個素養，我們找不到別的詞來說它，你說 competence 用能力來翻譯是肯定
不對，恩所以好吧！
左：所以我們這樣走啦齁，請那個 A3 老師談談看，就是我們現在這個主題是在進入進入就是說元素，除了知、行、識以外，我們在有共識
啦，一個人要有數學素養你應該有數學知識、數學行動的能力、數學的意念吧或意識，還有沒有其他的這個元素？
A3：其他元素，因為，現在就是要看說我們自己怎麼去界定，不曉得這個計畫到時候要翻成英文的時候，我們要把素養翻成 competence 還
是 literacy？
左：我們，我們是用 literacy。
A3：literacy，可是我我要說一下，從因為我們是從總綱核心素養來的，可是總綱核心素養當初在研究先說它脈絡，當初更早是洪裕宏他們
做的，他們其實會用比較 competence。
左：對，他們是用 competence。
A3：然後蔡清田他們是用看參考洪裕宏跟 DeSeCo 就是歐盟的，他們也是用 competence。那當初為什麼翻成素養，那這我就不知道了，可
是實際上他們當初用的英文其實就是 competence，只是在總綱我們目前還找不到翻的，那因為又會混到本土那個什麼素養拉齁，可當
初這個是有其實在那個總綱來講，它其實不是先說他 literacy，因為 literacy 是比較狹窄，competence 是比較寬廣，那可是把 competence
翻成能力是真的是有問題，因為他又跟那個 ability，當初有些有做一些說文解字的研究，其實是用 competence，所以如果是從
competence 來看的話，真的是知識你是真的要有的，阿能力也是要有，那再來就是如果我們不講態度的話，就是那個意向意念是要有
的，那如果就這樣來看的話，從總綱來去思考的話，如果從核心素養，那可能就是說，就是說他對數學他有一個他有一個自主學，但
我還是覺得那個自主學習很重要，因為自動去學著個東西他才會去成就他的素養，而且這個素養在領綱這邊來講，其實我們會有結果
跟過程兩個，有些是我們會去看到說 18 歲的時候他應該會會具備哪些的知識跟能力，他應該要有的，還有在這過程中，他可能逐步發
展的數學 disposition，就是剛才主持人提到這個他可能是堅持不懈地解決問題，他可能願意跟其他人溝通合作，喔這些的，這些合作的
部分可能是要有的，那再來就是，他可能會去正向去向以總綱這邊轉過來，就是說他可能去願意參與社會的一些活動，去做一個承擔
一個現代公民的責任，理性反思，那這個部份是我是想說如果從總綱去思考的話，應該這些元素是有的，那其他我想就有點有待其他
再說了。
左：我們請那個 A6 老師來給我們一點意見。
A6：我覺得這個問題還是要還是說知、行、識 (眾老師笑)，那只是現在如果逼著我要多說一點好話的話，在「識」裡面呢，這個對我認為
小學比較比較不能，我覺得以下說的話不含小學，我覺得比較困難，那在在國中高中呢，我覺得對每一個數學，學的數學課題，要有
要學到它的歷史原因、當初的需求是什麼，不管是很少是數學內部的需求，其實都是都是跟當時的社會有關，互動的需求，這就可能
牽涉到物理、天文、經濟、人壽保險，其實這些……
左：那用詞文化脈絡好不好？
A6：好，我怕這個話帽子太大。(笑)
左：恩好，ok。
A6：總之啊，文化脈絡是對，就是對每一個數學課題知道源頭的的那個……
左：至少有一個知識論在裡面。
A6：知識論帽子也怕太大 (笑)，反正就知道那個故事，那個故事，當初是什麼故事就對孩子來說，只是說故事而已啦，是什麼一個需求，
是什麼一個需求來說來產生這個東西，那對那個課題呢，有至少一個典型應用，就是它用在什麼地方，當然是還有一個更高的前提，
講給學生聽都是他那個年齡層的人，他的生活經驗是 make sense 的，就是他可以想像的，那是個真的故事，不是個不是我們掰給他的
那種故事，因為我覺得小學難，因為小學那個小學學的東西歷史太久遠了，那個來源可能是不明的，但是國中以來……
A2：小學有那個意雯老師，她現在做的那個計畫，三民有可能快要幫他出版，就是小學會遇到的一些符號，然後他有把數學史編解去一些
繪本，不過她圖畫還是少一點，還是文字多一點，嘿對！
A1：從數學史的角度進來嘛！
A2：對，去編那個故事，有有一點淵源，但是又有一點改編這樣。
A6：我覺得就是他比較對他比較不像我我說的是一個，一個滿確定的問題，可能當時的社會上有各種問題。
A2：有比如說比如說要怎麼表達「大於」
、「小於」？然後他們也是數學家也有一些掙扎這樣。(眾老師笑)
左：似乎比較強調那個需求啦，就在在那個文化脈絡下……
A6：您說的這個是太好......對對，需求，一定在當時有個需求(笑)，對，是大家渴望解決的一個問題。
左：這裡面又接近 RME 啦，真實數學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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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是，我想就是再加這個元素啦，它屬於「識」。
A4：我只是講講知、行、識，因為對我來講我是不會知道太多的術語啦，不過把它平話就白話一點，比如說我們數學家，一個好的數學家
通常就講三件事，就是有品味、有好的習性，有好的眼光嘛，那那我覺得要有數學素養對一般大眾來講就是一樣可能比較白話的就是
「感知」、「連結」、「運用」這三件事，能感受到這個東西是好像是有就是有……感受到說這個生活情節是可能是跟你以前學過的這個
知識是有關的，那進一步連結到就是你的數學知識，然後你要運用它，就這樣子。我自己比較白話的推想是它的元素如果用白話文寫
是這樣子。
左：至少你認為組成數學素養應該對數學有感知，他能夠理解數學，能運用數學，這三個元素齁。恩，A2 老師。
A2：那當初我們整合型現在可以把那個那個稍微講一下嗎？就整合型計畫有有幾位……五位導師一起在討論，那也是從知、行、識開始去
做闡述，然後就我們會覺得說ㄟ，就是因為當初你們有你們的用意，所以就把它講的模糊一點這樣，希望可以涵蓋廣一點，那因為我
們想要比較具體一點，因為要可研究，所以就覺得「行」裡面其實應該要還有，就是它其實可以區分成「用出來」跟「學習的方法」，
那「學習的行為」
，然後在的「識」的部分，大家討論的時候會有有的人會覺得情意啊、信念啊、習性哪，效能啊等等都應該跟「識」
有關，還有數學的觀點哪，或是數學的見解啊，都在這個「識」裡面，所以就覺得說那應該再把「行」跟「識」再做一個比較清楚的
區分，後來就變成知用觀學這樣，那在知用觀學四個元素底下，還就會有比較……看每個老師的子計畫牽涉的對象跟內容為什麼，然
後會有比較細部的那個子元素。
A6：我補一件事，陳一良在看初稿的時候，有跟我說過「用」，他覺得應該要把「用」獨立出來，後來我沒有接受就是了(笑) ，四個字就比
三個字醜了一點 (眾老師笑)，所以這個是確實啦對，我們那個時候有至少陳一良跟我在一頓飯裡面一直在講，他覺得「用」很一定要獨
立出來…...
A1：
「用」獨立出來那個形成要獨立出來，因為那個只是其中的一部份而已啊！
A6：我知道，所以我後來沒接受。
左：在不同目標之下，我們做這個研究必須要明確化，要能夠具體可實踐的，謝謝各位老師！
A1：我剛剛在想一個問題齁，譬如說你在談數學素養的元素對不對，那我先問一個，假如你是你的話，你會把數學的元素怎麼做區分？
左：數學的元素，跟數學素養的元素。
A1：數學的元素，跟數學素養的元素要對比去談，因為要不然會談得太模糊，數學的元素。
左：喔這樣子喔，倒沒想過 (其他老師笑)，就是在這個研究中我們還沒有把想要再把它獨立起來，再解釋一下……
A1：對不對，因為你要解釋嘛，你要對比嘛，要不然你可能談的不是數學素養的元素，可能就是讓一個人可能形成更有數學素養的元素。
左：數學元素就是從數學教育觀點倒是有些人在談啦！
A1：所所所以就要對比類比出來啊，看從不同的觀點出來談，沒有可能從認知的角度來談啦，從情意的角度來談。
左：對，譬如說那個在 1990 年代到 2000 年代大概幾個數學教育上的大事啦，大概會去談說我們數學應該學習什麼樣的數學，這裡面基本上
就是從 Anna Sfard 1993 年提到數學基本上就是像一個銅板兩面，一個就是它的概念性知識，它叫做 structure，它那個時候用的就是數
學的知識結構，那個 structure，另外一個就是它的 process，其實它比較偏向於「用」啦，處理數學的那個過程，所以她認為這個組成
數學至少是從學習的觀點，要教導學生數學這兩個面向，那到了 David Tall 他再把這個更具體化，等於你數學就是一個是 process，另外
一個，數學應該是包含 process 跟 concept，然後他創了一個名字叫 procept，就過程概念他把 process 跟 concept 這兩個字前後就把它併
在一起，然後他認為這裡面要把這兩個整個起來有一個核心的元素就是符號，符號是這兩個元素之間的一個樞紐，關鍵出來的東西，
所以學習數學那個符號的學習，符號產生的意義，對 David Tall 他是這樣。那到到……
A6：那聽起來很危險，我說這個觀點聽起來滿危險的。
A6：你這個發展下去就會回到 Bourbaki，從 set theory 開始說一切的事情……
左：Tall 他本身是數學家，所以他他是有一些，不過到到了將近 2000 年，你像 Dubinsky 他就把這個他在就傾向於用 Piaget 的觀點他在用發
展所謂 APOS 理論嘛，我們學術研究，他的那個 action，我怎麼操弄數學這件事情，他應該包含數學這一個元素裡面，所以你學習數學
你應該要學習怎麼操弄這個數學 action，然後這個這些 action 怎麼轉化成變成一個 module，他把解釋 process 就是這個操弄數學這些東
西，它形成一個 module，有一個 process，然後這些 process 再跟你跟那些怎麼跟概念性知識整合起來，那就會形成說這是一個 object，
所以你說數學就是要有把這個數學這東西看成一個物件，這樣處理，最後他發展他依據 Piaget 的觀點，學數學還應該學習它新知識跟舊
知識的連結形成一個知識網絡，就是這樣，所以他叫 schema 的這個觀點，這個大概十九世紀，不不，1990 年代到 2000 年年代，在數
學教育界很多人在討論，這個學數學怎麼去透過什麼樣的模組來發展這些知識，1980 年代大概比較走向就是啦，大概就是學數學就是
一個具體應用它，透過解題的過程中學習，我想這個在數學教育的研究中提醒我們很多，就如同我剛才講的，但數學素養現在變成國
際數學教育的一個研究的一個……雖然還不算上主流，但它是一個趨勢在發展，尤其在 PISA 的導向，已經開始在著重培養什麼樣的，
培養下一代數學，他要學什麼樣的數學，其實在想這個這樣的一件事情。你要學什麼樣的數學，你要去改過到底他學數學是要做什麼
用，那就如同剛才那個 A1 談的，可能有兩個方向，一個就是職業性，一個就是它未來的發展啦，未來發展它牽扯到一個終身學習，就
是您談的 A6 老師談的，其實在國際數學教育界也開始在關心，因為這個時代變化太快了。
A6：一個就是 support 終身學習，另外一個我覺得因為剛剛我一直的感受就是「知」跟「行」沒有什麼好討論的，它只有層次幾年級該到達
哪裡，只有這個事情值得討論，是怎麼樣把這兩個東西 glue 起來，包起來、黏起來跟自己的意義生存的意義連結起來，我覺得在談
literacy 的時候，大概就覺得只有這個方向才有新的問題，才有新的開發，因為在知跟行上面，我覺得 literacy 上面已經很清楚啦，是不
是這樣？所以我們要聚焦在，不管你叫他識也好，意念也好，聚焦在這個狀態，就是數學是什麼？數學大家都是 object，可以說出好多
好多種來的，但這些還有沒有一個 metamathematics？當然有，那這個 metamathematics 在別人的文化，在中國的文化裡，反而還不清楚，
在西方文化裡面其實就是相信我們所見的世界有一個 rule 在後面，就是相信了這件事，這就是他們的一種識阿，他認為我們所能感知
到的所有現象。
左：所以他們知識的發展就是系統性的發展。
A6：沒有您剛剛說的知識論，算是這個信念，這個意念，這是他們一個很重要的那個理由，他們相信與觀察值得所有事情。
左：而且他們的經驗告訴他，我這樣子做我的生活上我就可以處理我的問題。
A6：有很多成功的經驗，支持他繼續這樣思考。

訪談內容─議題 4
左：我們回到就是說，我們不可避免的就是說，假如從課綱的發展，假如我們落實到將來課程發展，就不能不提到怎樣的評量怎麼去評估，
就是你雖然我們想說，數學素養應該是一個發展過程，讓他自然的從經驗中起來，可是你從教學實務面上，你不能躲避這件事情，所
以我們能不能請各位再來給我一點看法，假如我們從教跟學的面向，我們怎麼樣來評估？還是把那個 level 訂在 K-12 中小學上面的數學
素養，當然我們有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說，我們 follow PISA 的方法，這是一種方法，除了這種方法以外，我們還有沒有其他方法？
譬如說我們統計凱琳她們這邊，她們在做統計素養的作業上設計的時候，他們就有他們的一套的情形。所以哪一位老師？我們剛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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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裡是不是？這樣走好不好？章華給我們一些意見。
A3：評量？我先說一下，因為我們的評量，如果難你是去想，從 literacy 去想還是從 competence 去想，那可能評量的內容範圍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有去追蹤一下當時 PISA 他們用的字眼，我發現在 2012 的時候數學還是用 literacy，然後那個科學在 2006 大概也是用 literacy，
可是很有意思的是 2005 年科學用 competence，他們 competence the ability to 什麼他有分三項，所以我很好奇數學是 2021 年的時候，他
用的字彙是什麼？我這現在很好奇，因為這時候你可能評的方式就不一樣，好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去追蹤接下來他們用字的不同，因
為科學已經轉字了，他已經變成用 competence 這件事情，那 competence 就是說……
A1：2012 以後。
A3：2015，科學 2015 是用 competence，那之前他用的就不是 competence，我忘記他們是用 literacy 還是什麼詞，因為 DeSeCo 我記得他當
初發展他就是在直達 PISA 這件事情的，對，所以他這地方的轉變，以後我們可以去注意是不是有這樣的轉變。好那這是一個，那如果
說用比較像總綱核心這種比較寬廣的話，那你可能知識是要評嗎？能力要評嗎？反正教育界用態度嘛，那現在我們其實在國教院的測
驗評量中心，也要去發展，因為 TASA 也要發展那什麼素養的試題，現在就遇到問題了，態度怎麼評量？現在他們也在頭痛這件事情，
這個好像有難度，ok，那如果不要想到這麼難，那回到比較簡單，我是想可能這樣的試題評量，一個可能要那就是各位剛剛先進有提
到的，我怎麼去應用？用出來嘛，那第二個就是我覺得這次會考，他們出的還不錯的是，我數學有看了一下那個題目，因為有一陣子
我已經很久沒教，一陣子沒教國中數學，有些技巧都忘了，可是我發現很多題目其實你只要會基本概念就可以去拆解了，就是那個會
讓你根本他那個題目不會去憑學生那種，你要用一些好像這次學測，聽說這次學測就有被人家抨擊說，你要用一些技巧你就解很快，
你不懂那個技巧那個知識你就會解很慢，是不是這種題目就是，你只要具備一些基本的概念我可能題目會轉彎沒關係，但是我只要基
本概念我就可以把它拆解，我就可以把它解決的，然後這個題目是可以應用的，那再來是說，我們是希望學是有見識，是不是要學生
去說明他的理由，你的論述是什麼？你可以舉例說明嗎？或是提出反例來辯駁，那我像這個些可能是素養評量至少要考慮到的情況這
樣。
左：他這一次會考，非選題的第一題其實他就有一點見識的，考他們見識那個第二小題啦，就是有兩個，一個是那個統計題。
A3：村長得票的問題。
左：對對，甲是不是一定可以被選上，甲乙就丙已經丙知道他的結果啦，然後問甲是不是一定可以被選上，或乙是不是一定可以被選上，
然後要讓他解釋一下，是讓他有一些見識的觀點。
A3：那我再補充，再來就是說，如果回到教學現場，老師要知道說哪些題目不可以考，有時候老師會考一些奇怪的題目。比如說以課綱來
說，就是舉例來講像指數率好了，在課綱其實有限定，在目前九貫有限定說我們指數率是不可以教負的，指數那邊不能交負的，可是
說實在在教那個教科書那個是後段的教科書審查的問題，我們現在也已經在處理這件事了，那再來是說在考試的時候，課綱已經這樣
要求了，那老師是不是知道說如果你的學生，因為一般學校的學生，他程度沒有那麼好，你考這個題目合適嗎？當然如果你的學生程
度都很好，整班都很好，我可以往下教加速學習那 ok，但是對於一般的段考那是整個年級實施的，這種題目是不是要出現？這個就是
要注意，老師要知道哪些是可以考的哪些不應該考，或是剛剛像那個 A5 老師有提到，那個要很技巧一次那種的，那考這個的意義是什
麼？
左：其實我我，這個題外話齁，就是我們寫教科書阿，我們一開始有注意到這點，所以我們在教師手冊曾經提到，有特別有一欄，建議不
要出在評量上，就不要評量的問題，可是寫評量的……
A1：國中裡面不教負的指數率，但是教 10 的負 2 次方。
左：所以我們都會在每一章，都會貼出些建議要評量的。
A3：不要運算。
A2：表徵可以。
A1：你講清楚，可以教但是不要考，或者說侷限考在某個地方。在科學記號表示法 10 的負 3 次方就已經出來啦。
A6：這個到現場是有實踐上的困難，所以新課綱改了，乾脆就是乾脆沒有了。
A1：不出現？不出現 10 的負三次方？
A6：那出現出現……
A2：就是表徵跟指數率在進行運算把它區分開來，這個部分就是國中只做普通符號的數根科學記號數字的互換，只做這件事。
A1：但它本值得本身的概念是完全一樣的。
A6：其實也不太一樣，因為 10 的負幾次方式跟小數是直接連結的，那你說 2 的負 3 次方那就不一樣了。
A1：你 10 的負 3 次方不是 10 的 3 次方分之一嗎？
A6：但是它就是跟小數。
A1：那 2 的負三次方不是 2 的 3 次方分之一嗎？
A6：對！但是那個一計算就……
A1：不是，我同意說不去考那麼複雜的計算問題，但是他的概念是一致的，意思說概念跟我們的評量是可以稍微分開的，教概念的教學。
A6：其實我不是那麼確定這個概念是一致的，以 2 為底的 log 跟以 10 為底的 log，學生學習的那個難度，在高一的時候他能夠接受的能力就
很不一樣。
A2：因為他經驗不同，10 為底的經驗比較多。
A1：你說他拿出來應用的時候解題的時候，那是當然不一樣，但是你說以 2 為底跟以 10 為底的概念，概念的形成。
A6：我覺得這件事情要做研究，這個題目我現在對這個問題我現在暫時是，我的 H0 是它不同的，我的虛無假設是它不同的。
A2：你應該是同的，你要拒絕虛無假設。
A1：要先確定我們講的那些概念是不是一樣，你懂我意思嗎？
A6：一則指的是概念，二則我們現在說的是七年級，我 focus 在七年級。
A1：我的意思是說，比如說 a 的負 n 次方的定義上來講的話，他其實完全一樣的，但是繼續往下學的時候，那可能就有差異，我同意！因
為你在學 10 的負三次方可能跟學 5 的負四次方可能對學生來講可能不一樣，學習的難易度不一樣，但是它本身前面概念那一塊，是完
全一樣的，他本身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在裡面。
A6：但是用概念一樣而編成課程，那就是課程可能會出錯的地方。
A1：就是等於是我講的嘛，我們以前的老師比較習慣你或是給了一個概念性知識以後，我就深挖出數學裡面的東西，不直接把它拿出來應
用到上面，他只要轉到應用生活上面來的話，可能 2 的負三次方就少用 10 的負三次方就常用，就進來了嗎？
A3：這件事情我們曾經被李家同跟他去溝通過、抨擊過，當初我們會注意到這個問題，是因為李家同也是在研究在一次那個談城鄉的差距
的時候，他在演講他在抨擊說國中怎麼會，他說國中那麼短的時間學生怎麼會去學負的性質，在學負的運算，然後還知道說負可以放
在那個指數那邊，他說那是整人，所以當時你看那個中國時報他報導說國中學負次方見鬼了，那李家同老師他在偏鄉做這些偏鄉的那
個數學教育嘛，那個補救教學他這樣講我們當然不會這樣回應，我就去研究奇怪了到底是，是我們課綱見鬼了嗎？結果我去看課綱沒
有阿，課綱就沒有說這件事情啊，後來我們就跟李家同老師去跟他，有一次他就跟我們談溝通，他就發現說我們給你一些意見，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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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就算了，所以那時候我跟柯華威前院長，還有那個我們的召集人張正華老師，還有我們主任我們去跟李家同討論我們的數學課綱，
他聽聽覺得你們的課綱沒問題啊，他反而說好像愈後端問題越有問題，他就說他就可以諒解說，ok 好你們課綱這樣他可以接受，好所
以那次溝通是可以說服李家同老師說我們這一些安排這樣。
左：所以這個回到，所以評量真的很重要，我們寫教科書有這種感觸，我們特別有一些就是你不要過度延伸，去建議這些不要做評量，可
是後來我們拿掉了，拿掉也是因為市場上的考量，老師他回應說，就是我怎麼知道哪一些要考哪一些不要考，我覺得這個很奇怪就好
像不是我的東西，教科書的責任也不是課綱，不是這個是題外話，A6 老師來講。
A6：所以把 science 的 PISA 考試看成 science competence，我覺得這個就是對那個字，才是真正反映那個字，你知道 literacy 這個字就是……
我一直要呼籲大家，literacy 就把他想做掃盲，科學有沒有做掃盲，科學有沒有文盲的問題，當然也有一點點啦，這跟我們學文字語言
數學是一種語言嗎(笑)？這是很不一樣層次的事情，所以在科學上換成 competence，我覺得這就是他早就該這麼做了，因為科學沒有
illiterate 或是 literacy 的問題，它不是一個每個個人該具備的。
A1：我現在正在找，你現在是 PISA 2015 對不對？我現在正在找，感覺上還沒看到。
A6：所以我這個評量，其實我明天中午在建中要開始連續三週的研習，就是素養評量，那我們 approach 的方式就是把最近五年的學測拿出
來，一題一題大家再想一想，這一題的考呢是 for 數學 as a discipline？還是數學 as a literate？屬於哪一類？那在每一類我想再去分一下
他考的內容概念，是不是重要是不是 big idea？用科學的話來說，那是不是核心的概念？然後它的技術，就是剛剛我們說的能力的部份，
是不是必備的，所以這是我從明天開始要連續三週做的事情，我知道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我們還沒有才剛剛要開始要進入這邊，那
過去我一直 hold back，不做這件事，因為課綱還沒過欸。好，所以在這裡呢我打算跟中學老師分享的事情是，我們參考李國偉他們四
個人的定義寫了幾行，那裡面其中有幾件事，在現行的考試制度裡面我覺得根本無解，一個就是他剛剛說的態度怎麼考，態度裡面有
察覺，在那個李國偉寫的那一個定義裹面，在生活中工作經驗中能察覺，對數學的需要……，光是察覺，然後他要選一個數學模型來
用，這兩種事情在現行的制度裡不能考，因為你現在考試，你就已經考數學了，那你還有什麼好察覺的，這裡面不可能出一個地理的
問題，當然我們已經開始有這麼一點了，除非有一天這個考試像現在我們傳說芬蘭要做的，他不分科了，傳說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真的會這樣，那就是今天考試就是 6 個小時什麼……(笑)。
A2：你不知道在考什麼？
A6：對你不知道你在考哪一科，你在考的比如說針對議題，針對主題，針對所謂的 problem，你不知道你要用到什麼，其實國教院有一個很
偉大的概念想要做這件事，但我相信這件事是做不來的，因為你真的要考這件事你不能不准人家上課，必須要人有使用工具，馬上就
連到第二件，在那整個定義還有一條就是現在課剛從國一開始很重要的使用工具，以現在現在還沒去跟他盧完，他們還是不敢帶計算
機，如果就不准帶進去的話，使用工具這件事你怎麼可能考，像我在在我說我這明天開始的那個任務，可能我在很認真的重新做一遍
最近五年的學測，我注意到民國 103 年，答對率第 2 高的題目是什麼題你知道嗎？就是大概根號 2 加根號 3 大於根號 10，一個複選題
那裡面的題目就是，還有最後一到選項好像是根號 2 加根號三分之一，什麼有沒有大於根號 10 還是小於根號 10 我記不清楚了。
左：純數學？
A6：不是數學了，我覺得根本就是教人加一直在那做平方阿，或是一直是你背得出來根號 2 是多少啊！
左：那他不會去估一下！
A6：反正我就是這樣說阿，在所有複選題裡面這是答對率最高的，59%的答對率，複選題欸，59%的答對率欸這很高了，在全部的 20 幾題
裡面第 2 名，哪你說我們這樣訓練學生什麼？這個題目你在，這是很悲哀的，我們學生最會做的就是這種題目，假如今天這份考試是
准許帶計算機進去，這題目根本是一個廢題目阿，可是我們把學生訓練到，他們最會的就是可以被取代的，我們把學生都訓練成可以
被取代的，可以被機器取代的人。這個肯定是要提醒的事情。
左：的確的很難聽，你講這個讓我就想到，張海潮的一個例子，張海潮說不知道為什麼他要去，他要算他自己的 BMI，我常常舉這個他是
個好例子，這例子是說他體重是 60 公斤身高是 173，1.73 公尺所以他要做平方，1.73 的平方，那這個來計算機來算挺麻煩的，不是，
手算挺麻煩的，要不然就拿計算機，就是他有數學素養阿，就是根號 3 的。
A1：數學感很好！
左：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例子，但這種例子能夠進入評量？
A6：你要進入筆試的市場，所以說用李國偉的那一番話，我們抽出一些重要的關鍵詞我們已經可以分類，有一種是現在的分科考試，紙筆
考試我覺得是無解，這是不可能評量的，再有一些就是還要跟他吵，就是工具，你要不要跟他吵？再有一個就是能夠對人溝通，你能
夠說明這件事，那以現在的紙筆評量這個也是很難，你頂多就像現在的作文，或者證明題，但是我們的證明要變成解釋或者是說明，
那這樣子後續一定還有社會上的懷疑，就是我們評分合不合理這樣子的問題。
左：所以有一次，倒也不需要那麼悲觀啦，就是說教育的改革他是一種演化的過程，需要把他當作一個 revolution，它是一個 revolution。
A6：是是是。我們很了解不能讓它變成 revolution。好啦，所以把那些關鍵詞圈一圈畫一畫有些東西現在不能做以外，現在剩下的能做的，
大概就是說這個就是還是要回到我們最初的那個目的，就是說識那一方面能夠考的真的是很少，那還是要考這個知跟行，那行裹面包
括用，那就是所以說，參考 PISA 就是說，它的題目都是有生活情境的，那為什麼要有生活情境，是因為盡量讓解決這個問題的動機跟
那個程序是 make sense 的，我認為他可以用我們的識 make sense 來解釋，還有為什麼要跨領域，這也就是要說你要連結生活經驗，你
要連結，你要 make sense，所以要跨領域，但是呢生活情境跟跨領域都是伴隨著我們學生希望評量學生是否具備素養的一個工具或者手
段，本身不是目的，我一直想要說這不是目的，素養評量它本身不是題型，所以 A3 他也一直在他很怕以後每一題都變這樣，那也是個
災難，所以他一直想跟大家說特別是國中心測的同仁說，紮實的學會數學的基本。
A1：因為現在 PISA 的題目，比較偏向於就是直接拿數學概念上面的應用方面，比較沒有類似形成數學問題的那一塊，那假如有形成數學問
題的那一塊進來的話，那可能就不一樣了。
A6：對！我覺得 PISA 還算是有一點，因為它題目大部分有題組，因為題組的那個設計使得它在第一步第二步它可以慢慢導引，一個形成數
學化的那個過程，這是我們過去幾次跟心測中心開會一直在 promote 的事情，希望他們別把題目，我覺得他們好像有聽進去啦，今年一
定是來不及，但他們看來有聽進去，想說把題目慢慢變成題組。
左：這一方面社會的接受度也逐漸在接受了，林老師當年在處理特招，就想說用 PISA 的觀點，可是這個社會不太……，那是幾年前啊？
A2：2012-2013，2013。
左：可是我發覺現在這個社會，逐漸在接受這個數學的觀念，應該是會慢慢可以進行。
A6：所以利用題組應該是個好的工具，比較能夠看到，特別是我們會考還要把學生分 A、B、C 這些等級嘛，那同一個題幹，你用兩三道題
組，也比較容易說服別人，這些學生到所謂的 A 還是 B 嘛，那所以我最後還是趕快結束吧，就是要呼應張正華老師的話，的確要小心
不要把數學不是把素養當作一個題型，然後大家全部朝那個題型去做，所以素養評量不是評量一個叫素養的東西，素養評量是來幫助
測驗看看如果我們拿李國偉的那一番話當定義的話，那裡有好多個關鍵詞，能不能夠測量學生達到了那個關鍵詞，那在不同的程度，
比如說國中畢業跟高中畢業，高中畢業要特別說是學測那一部份，所以是否有達到支持終身學習，所應具備的那個那個基本的非文盲
的那個層次，這是我覺得素養評量，我將要用這個 approach 去做後面三個禮拜的事情。
左：核心還是在終身學習，我檢驗他是不是已經有達到可以作為終身學習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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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這是我現在的那個一個操作型定義這麼說好了，在處理九年級該怎樣？十一年級該怎樣的時候我們還是想像是終身學習，但您剛剛說
的就是在十九世紀初的那個終身學習的需求，跟我們現在二十一世紀的終身學習的需求是相當不一樣的，所以那這個不一樣裡面有一
個很 crucial 的不一樣就是，我今天有工具，所以他一定要進入考試，要不然我們還是把學生訓練成一個會被取代的人。
A2：我比較是以做研究還有就是說去開創說那評量可以為學習帶來什麼為考量，那剛剛 A6 老師你們談的比較是以說我們要把當成是一個要
把學生做一些考試，如果是就比較能過說為學習帶來什麼的考量，我還是一樣先把評量分成兩塊，一塊就是我評量他學過的東西，一
塊是評量他還沒有學的，那評量他學過的東西底下，第一個大家比較熟悉的就是成就測驗，然後第二個就是可能比較像 PISA 導向的那
種試題，那已經比較接近我們所想要的那種素養，那但是因為 PISA 有一個，剛剛您談的就是可能他有題組化，但是我們會覺得說那個
就整個建模的立場來講，他還是把他元素化了，所以他不是真的在評那麼完整的建模能力，那所以我們現在還有在合作的是去開發就
是真的比較完整的那個建模能力的問題，不過那個背後的數學模型也是他學過的，那像這樣的問題可能 45 分鐘只能做 3 題，所以在一
般的大考像就是全國性的相對是難的。然後再來就是，另一個要努力的方向，是比較是評量他的那種形成問題，然後去做探究數學探
究的那個能力，在我們的領域上還是比較缺的，所以這一塊還要再努力，然後另外一塊剛剛講的是說評量他還沒有學的，那還沒有學
的目前，我自己就是想到了兩個，或是正在努力的兩個方式，一個是就是比較跟閱讀有關的，學生透過他的閱讀能力來學新的數學，
有做了一些 model 出來說可以怎麼樣去設計那些試題，然後另外一塊是說，比較找那個有關的那個概念，比如說像我們學生都學過連續
型的相關概念，然後皮爾森相關係數，然後迴歸，但是那個類別型的，就是做列聯表之後要去看他的相關性的那個還沒有學，那我們
就去探討說，如果你已經學過相關性概念，然後那有的學生他那個公式理解的能力就不一樣，我就去開發怎麼樣去測他，就是理解那
個公式的程度，然後應用那個公式去做計算然後去做解釋低相關中相關那個，那個是他學過的，以及跟他在解讀那個列聯表的資料的
相關的時候，的那個關聯性是什麼，所以就是說列聯表這個相關是他沒學過的，但是他有沒有透過就是學連續型的相關的時候，去發
展一些背後共通的思維，然後來做這個列聯表資料的推論，我們覺得那就是一種素養，就是他真正就是我們去談到說他有沒有學到，
就是透過這樣的數學內容去學到他背後的數學思維，那個思維可以應用到新的內容上，這是另外一個在開發的方向。
A6：這在那個過程中他們會不會都碰到卡方分佈？
A2：我們避開那些就是沒有到那麼形式化，只做了相關的判斷。
A6：你說的是高一？
A2：我們做了高一跟高二的比較，因為高一沒學過，就是我們找高一那個……
A6：所以是高一上，還沒到第二學期的那個。
A2：然後已經還有學過的高二上的，然後去最一些分析這樣。
A4：我想就一個教材的編寫者，我也是同意說，剛剛 A6 老師講的我們的評量就是要往題組方面發展，就是數學素養包括計算機融入的，但
是如果就一個教育者的角度來講，我是覺得為什麼一定要透過紙筆測驗來評量數學素養這件事，比如說我們的師培生，師培生我們裡
面有知識 CK 的部份可以透過紙筆測驗，PCK 的部份怎麼能夠透過紙筆測驗測量出來勒？所以我是覺得說如果就一個教育者的角度來
看，那我們推動數學素養，我們還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說我們在學校裡面可以透過他們做一個 project，做專題，他們的科展，
還有比如說，剛剛 A2 的那個結合閱讀素養這邊，我們都可以做一些工作啦，不一定要用一個紙筆測驗來看看我們學生，我們的目的是
要幫助他們，那我們其實在教學現場上還是有一些事情可以去做，我是覺得說不一定要一定要在……我們的紙筆測驗當然是，比如說
我們做適當的題組規劃，我是覺得說不要每一題變成這樣，這是很好的一個方向在，不然我們真的到最後每個老師，真的他考出來他
搞不好真的段考題目他就把他出成這樣，所以我們將來，比如說在會考在學測這邊的命題者，一定要有個抓住這樣的方向，不能不然
你那一旦方向抓住那學校那老師就不會亂做。
左：這就是 A3 擔心的。
A4：所以那邊我們的大考一定要抓住定調好，那個學校就不會亂做，那你如果大考沒有定調好，那個就會……走偏了，我是另外一個想法
就是說我們從教育的角度來看，不一定要透過紙筆測驗。
左：在班級或是學校內，可能或許可以類似那種學習歷程啦，portfolio 這種東西。
A1：對於那個數學素養的評量，可能我們要先確認那個前提，那個 P，因為有了 P 以後才能談 Q，就是說我們談的只是測數學素養這一塊，
還是類似剛剛講的在大考或者是會考裡面，考學生的數學素養，因為那兩個可能要稍微區分一下，因為我還是一直堅持的就是說，數學
內部生成方面茁壯長大那塊，我們把它定位在數學素養上面去，當然是說比如說考無理數平方根的那些加減四則運算，當然就是說在試
題內部的化不該考得太深、太難，這是我一貫的講法，因為其實概念上都是一樣的，只是在計算上太過複雜了，需要用到可能有一些特
別的技巧而已，那些東西很容易就被機器取代掉，但是那個數學內部的基本概念還是很重要的，因為數學能夠變成一門學位，它絕對不
是一朝一夕，你把它某些東西拿掉以後，就可以解決它上面的問題，像那一塊有時候我會比較偏向於數學家的想法，不允許他用計算機
來算，因為計算機以後所有的根號 2 通通變成近似值，它會變成近似的概念進來在裡面，所以說我現在不談的就是數學內部那塊，就是
數學內部那一塊要評的話，我的建議是不能太過鑽牛角尖，應該考的是幾本概念，因為那個基本概念讓他可以講要往數學內部發展的時
候他有那個基本的知能，能夠繼續能夠持續往內部繼續發展下去，另外的一塊應該是說，就是我講的數學的應用問題應用慢慢的轉移到
評量數學素養的領域上面來，那個數學素養的領域上面來，就是我剛剛所講的可能不只是把數學拿出來用解決日常當中的問題而已，還
可以給他一個生活的情境，看他有沒有想可以形成一些數學的相關問題，就是各位想到可能是一個模組化的概念，一個題組的概念，他
可能有整個歷程都可以，那妳可以做適當的調配，這是我的觀點。

訪談內容─議題 5
左：最後一個問題還要請各位，譬如說能不能就是再回頭到就是說我們對不同階段，這所謂不同階段中小學，因為可能會小學或中學有些
區別，就怎麼樣培養我們學生的數學素養，這裡面可能從學習的面向，從師資培育，剛才 A4 已經稍微提到從師資培育，或者是從工具
的發展，比如說課程、教科書、教具，我們有沒有怎麼去發展適當的教科書來評量學生。
A1：這個是大問題。(笑)
左：聽看看嘛，給我們一些，或者教學活動就是說原來我是分成三個子題，現在把他當成一個子題，就是學習，或者從教學工具啦，教學
工具包括教科書、教學活動設計，作業設計類似這樣，或者教具設計的觀點來談談看，主題是怎樣培養我們學生的數學素養。
A1：怎麼培養我們學生的數學素養，這問題這麼大？
A6：我常講，我先說好了，其實還是剛剛說的解構與重構，他要學的東西沒什麼改變，整個十二年來說，但是我們的課綱使得已經有一些
拆散了有些拿前面有些拿後面，所以這已經是在課綱這個層級做的一件事，課綱那個程及做的第二件事，在很小的地方可能大家看不
出來，我們濃縮了一些課題，期望因此而提高效率，提高效率並不是要挪出時間來放新的課題進去，希望學生做更多的親手做，我倒
不會認為學生在做中發現怎樣，我發現那實在太難了，我不相信學生自己做一做會發現畢氏定理，哪有那麼容易，就是說那讓他做而
已 make sense 從裡面 make sense……
左：那跟以前的從做中學有什麼差別？
A6：做中學比較強調他從做裡面發現了一些，是學到那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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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以前可能是比較偏向於數學內部的東西，那現在可能已經不一定是數學內部的東西。
A6：對！我就舉幾個例子，我們雖然有計算機，這個雖然是一件事，但大家可能但是沒有注意到，可能沒有注意到我們除了寫計算機還經
常寫方格子，這個在高中聽說是師大附中一直有維持這個好傳統，但很多地方不會用方格子，一個例子，我現在舉一個例子，以前都
是把三角學完了，才教極座標，現在我們認為應該在方格子上面先用極座標，你拿著尺跟量角器把極座標畫在方格子上，然後才來認
識 sin、cos，我相信這是一個比較有效率的，可以花比較少的時間，可以連結這個直角座標系統跟極座標的連結，那這麼一連結其實
sin、cos 它就出現了，而它出現以後從餘弦定裡，或是從別的方式，內積根外積其實就可以推論出來了，那但是我們還是要寄望教科書
幫我們把它做好，那我們在寫的那個課程說明手冊，……
A1：你現在講的是高中的 sin、cos？但是國中已經直角三角比已經進來了。
A6：那國中我們已經做了一個例子，國中我們希望學生 make sense 一件事情，不是他馬上就有 sin、cos，是我們這邊假如有一些要測量的
事情，我們希望學生先了解，用相似三角形你就可以處理這些基本測量問題，你知道一個邊你知道一個角，然後你回來紙上面，你就
用那個邊那個角你可以畫一個相似三角形，然後你可以用尺量出來在這個紙上有多大，然後再把它放大到那個地方去，然後做兩三個
不同例子之後讓他發現，其實通通可以用相似的直角三角形來處理問題，然後跟學生說你每次都要做件事那不是很麻煩嗎？過去的數
學家都已經幫你算好了，他其實是可以查表的，但現在也不用查表了，現在用按一按的，但是這個如果老師願意按照我們這個方式教，
學生會花比較慢一點點去了解那個三角比。
左：但他會產生意義。
A6：但這個意義就會知道，沒什麼了不起，我自己也可以算出那個三角比出來，也許不那麼準確，那是他自己可以量出來那個東西，所以
三角比的目的不是為了解決測量問題，因為三角形只要你畫的出相似三角形都可以解決測量問題，三角比的目的是說你可以更有效率
的處理那個問題。
左：從動手實作中去親手做。
A6：我們特別強調不是動手做，因為動手做常常會是假的，是老師假裝說，所以我要強調親手做，學生希望經過親手做，所以所有這些事
情在這上面還是有一個哲學，就是 make sense，希望他透過一些親手的操作，他 make sense 他在做了這些事，這是國三的那個層次，到
了高中上面就是在直角座標系上面去了解極座標，然後用我給他的比如說 30、60 度，不要再用 60 度了，30、70 度，他可以真正畫出
30、70 度的那個位置，然後在方格子上面估計一下，x 座標是什麼？y 座標是什麼？然後在第一象限我們就可以連結國中的經驗，在第
一象限很容易你就 sin、cos 出來了，然後我們就推廣我們的經驗到其它的象限。
左：所以親手做為核心來發展教具、活動跟一些教材。
A6：這是期望 make sense 的一條路，到了指數對數的時候就比較不容易這樣做，那恐怕就要用故事來說了。
A1：剛剛講的那個問題，我都從概念推廣的角度來談，意思說我們原來定義的直角三角比是 0 度到 90 度之間，但是我們的角度不是只有 0
度到 90 度，那我們可以把他概念推廣到任何一個角度，但是我們概念推廣出去的時候，你回到原來的角度裡面那個東西都要完全正確，
所以我們就把它放在那個座標上面去，就定義在那個角度，然後把他推廣出去，因為我發現了很多數學概念都在做概念推廣，包括乘
法是加法的概念推廣。
左：那是後設的觀點。
A1：對是後設的觀點，沒錯呀！但是很多東西你假如那個概念推廣假如進來的時候，他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包括三角函數也是一樣，就是
相似形的概念推廣，只是用一個不同的角度進來而已。
A6：現在的課綱在說明手冊裡面就是這樣說，就是推廣……這裡沒有什麼為什麼，這個地方就是你跟 back work comparable，在第一象限跟
過去都考，但是當我們推廣以後我還是希望老師們讓學生有點 make sense。我這樣推廣不是亂來的，可是還有一個線索剛剛沒有用到，
斜率為負的直線，它通過……如果又通過原點在二、四象限，這個是國中沒有的經驗，國中知道斜率為負的的直線，但是當我們在第
一象限的斜率為正的直線，我們跟 tan 有了一個連結，但是那個 tan 是銳角，到了斜率為負的話，如果照我們剛剛那個定義的話他又吻
合了，那個鈍角的 tan 是出現負數了，他又是一個不久前才剛剛教過的一件事，就是斜率等於 tan，這是等於說是在 reconfirm 我們這個
推廣。
A2：所以新課綱那個國三也教斜率了？
A6：沒有，但我剛剛說的那個是高一，我剛剛的那個描述是說在高一的話，他們會剛剛說完這件事，就是他們會先用正的斜率跟 tan 有一個
連結。
左：A1 你的看法呢？怎麼樣培養我們學生的數學素養？
A1：很難，還沒好好想個問題，目前來講沒有心情在這裡，我要趕著回去。
A3：我是覺得教科書可以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因為我們教科書發展中心有做過調查，大部分中小學老師都相當依賴教科書，高中老師
大概有 70%，但我不曉得他是講哪一科啦，這個是我們那個楊主任說的，所以如果教科書要幫老師的話其實教科書做的好，其實對老
師的教學幫助很大，那一個剛剛其實有些師長有提到那個需求這件事情，那也許在教科書發展引入這些需求，比方說我們在技術型高
中，當時很多人在應該回到那個地方，在總綱的時候，我們在爭取數學節數的時候有些人就會反對說我學那麼多數學做什麼？學數學
對我有什麼用？我學 sin、cos 對我未來有什麼用處，他就把你這樣打回去，比如我們在發展技術型高中教材，我們是結合 sin、cos 跟電
學，因為電那個他那個其實有相位差什麼，他那個波形就是跟 sin、cos 是有關係的，就是讓學生去看到說其實我學這個跟我的電學，
跟我的專業科目是有連結的，這個地方就是一個需求，當然國中小有另外的。還有另外一個就是，也許教學上老師也可以讓學生做做
看專題探究，因為我們現在有選修，還有那個彈性學習課程，我最近有去看華德福他們，他們發表他們學生專題探就的結果八年級，
那我覺得實驗教育的今日，就是我們明日的學校教育，他們有些理念做的很強，他就讓學生去做專題探究，我們就看學生報告不同的
成果，有一個學生就談透視，一點單點透視、多點透視，他們就覺得八年級學生他們可以跟老師慢慢互動中，他可以從這當中慢慢學
到相關的數學概念，可以知道說數學的用處，因為他用很多建築物去當例子，所以讓我們很驚豔，還有一個是說是跟個人的有關，我
發現他們是一個跟自己對話的歷程，算是自己一個療癒的歷程，這個印象很深刻。也許我想在教科書可以再繼續朝向素養導向，在教
學法也許老師可以讓學生去做這些專題的探究。
A1：我補充一下，就是說我們剛剛在談課程統整，我們自己不會課程統整，但是我們要求學生會課程統整，你懂我的意思嗎？所以我的意
思是說，當然我們要培養學生，你老師當然要先要有數學素養，但是剛剛 A3 已經講過了，老師現階段不可能有數學素養，所以呢？研
究者要先有數學素養，先把數學素養好好弄清楚，所以你不可以先去談怎麼教學，你應該先好好研究，我怎麼把數學素養弄得非常清
楚，然後能夠讓比如說教科書的人可以拿出來，寫教科書的人也要先要有數學素養，要不然的話他怎麼把他寫到課本裡面去，阿你看
沒辦法寫到課本裡面去老師怎麼可能用得出來，因為那是環環相扣的嘛，簡單的講啦，頂尖的人要先懂，然後金字塔型的嘛，我們現
在影響的是學生那個最底層的那一塊，所以應該要從研究者的角度裡面去好好談一談，然後怎麼做數學素養的教與學，然後可能開發
出很多很多的例子出來，因為我們現在可能很多東西都是零散的例子，並沒有一個很完整的數學素養的結構在那邊，所以是不是那個
結構出來以後才能完整的去談數學素養的教與學，所以在這個之前，可能我們要的就是一個零散的，反正就是，我有一些好的數學素
養的問題，或者形成素養的歷程，然後我就讓學生去感受，就用這種方式，可能有不同的層次在裡面。
左：所以你已經從師資培育的觀點進來，研究者先那個師資培育者的先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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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因為我們 make sense 數學素養比別人更快，對不對？你要求老師有數學素養難度比我們高很多，至少我們人數比較少啦。
A2：那我延續剛剛 A6 老師講的學習活動為主，A6 老師有提到說其實要學生親手做很重要，我也是覺得這個是要特別強調的，而且是對照
我們之前舊有的學習方式，其實大部分的學生都在聽老師在說，那所以可能可以延續到就是說、讀、寫、做，在我們的課本裡面其實
我們分析了一下我們的課本可能潛藏的都有希望學生說、讀、寫、做，但是沒有那麼明顯，所以我會建議寫教科書的人可以很明確把
它凸顯出來，這裡可以有什麼樣佈的說、讀、寫、作的活動，搭配這樣的一個材料，不然老師 always 用那個材料來做說明，然後要學
生聽。
A6：我最近看到一個美國的教科書，裡面的就像隨堂練習那樣的，就是說，它寫的就是要學生起來說什麼什麼東西。
左：所以不僅親手做，還要怎麼溝通，也是一種數學素養，A3 也強調這一點，數學溝通。
A3：而且現在教科書的計價公式可能也會修改，就是好像是那個價格什麼，因為以往就我們教科書皮就是說嘛，比珍珠奶茶還便宜，開玩
笑的，就是因為當初由各縣市來跟教科書出版商出來議價，那每個不敢當壞人，所以議的價都很低，低到那個你看得連便當都還不如
這樣，跟國外那種教科書很精美，人家那個成本那錢是很高，我們這邊的這麼低，現在這個問題其實現在教育部最近有些報導，都已
經聽到了，所以教育部現在以後，他第一個可能會把，今年開始就會拉高，到 108 課綱的時候他們可能會成立專責機構，由中央政府
來議價，然後去檢討這個公式合理性，那我想到時候可能那個教科書，比方說像那個 A2 老師你做的是閱讀，那其實我們現在教科書的
閱讀量其實是很低的，那以後這個可能就會高了，那學生那個自學的可能性，那我就可以好好讀，現在都講得很非常言簡易懂，就學
生要自學不容易，可是計價公式改了，那可能頁數會厚一點，那也許這個東西就更又出來，他有很多地方會放寬，他們現在再檢討這
件事情。
左：好消息，我所知道的教科書出版商，教科書是賠錢的，他是靠周邊的東西。
A2：靠參考書，什麼評量，這樣。
左：真的很感謝各位！今天花那麼多時間來提供我們一些看法，我們將會整理，我們說我們會經過三次的焦點座談，最後我們還會做
Delphi，我們希望今年能夠把這件事做完，最好把它整理，我們寫成論文到時候會也再轉寄給各位。請各位再給我們一些意見。大概會
做這件事情。

第二次專家焦點座談
日期：2017/06/15
主持人：左台益 教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訪談內容

前言

左：各位，這次的焦點座談主要是談數學素養。
B1：是啊，知道。我腦袋空空怎麼辦？
左：數學素養這個概念，當做一個概念。單純就是概念的定義，好像也有很多人也還沒有同調。不僅在國內，在國際間的，我們、他們
review 了很多 paper 大概有三四百篇 paper，對數學素養的這個定義，我們講定義好了，也還沒有同調。所以你說將來我們要怎麼去實
踐數學素養這間事情，還需要有一些， 多聽一些專家的看法來讓我們能夠進行數學素養的，比如說課程的設計、教材的發展，這是我
們想要做的。另外，我們有一個計劃，就是數學素養的計劃，一方面是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綱的發展，再來我們的學術研究，我們想要
了解，就是數學素養大家的看法是什麼。所以，就是今天請給各位來的目的就在這裡。那我們這個研究大概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
我們先做文獻探討。所以文獻探討，他們就大概看了三四百篇做整理，我不知道這個是已經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在進行，然後我們也找
了幾篇比較國內跟國外的幾篇，大概將近 20 多篇就是精讀的文獻，我們也念了一些文獻。這是第一階段我們從文獻去了解國際間對數
學素養的看法。第二階段就是，我們想要進行專家焦點座談，專家焦點座談目前只有請國內的人，我們請五類的人，那第一類就是數
學家，那數學家把它分成兩類，一個是從事數學教育的，另外一個是現在發展課綱的，比如 A6，我們請他來。這兩類的，大概一個月
前吧，我們已經進行了，對。那，另外兩類就是今天各位，就是我們非數學家的但是從事數學教育，還有這是一類。另一類就是他有
實質進行數學素養的命題的工作，那本來就是，B2、跟那個 OOO，還有其他的一直排不上。但我們計劃要進行，所以今天你們代表的
就是原來非數學家在進行數學素養實質的命題工作的人 。那第三類，就是我們請現職老師，現職老師他對數學素養的看法，我們邀請
主要是國中跟高中數學老師進來討論，那個大概我們正在安排，希望能夠排在下禮拜進行。這是第二階段，我們對數學素養，應該說
一種理論建構的一種做法。那第二階段應該會看到很多發展性的、很多不同面貌的。我們會再整合第一階段的文獻探討跟第二階段發
散的，再收斂，再進行第三 Delphi 的專家調查。所以各位，將來有可能是 Delphi 的人，那是第三階段。我們希望通過第三階段 Delphi
的這個收斂的概念，概念看法的收斂，最後形成我們對於數學素養的一個看法，可能形成的教跟學的一種進行。我剛剛講，課程的發
展、素材的設計這些，我們可能將來都要透過這些理論建構來發展出來，今天請各位來大概就是要討論這件事情。那，因為文獻的探
討也有實真的，也有理論的，它那個是更發散的。東西、看法很多，所以我們在這裡面，在專家座談我們希望把它聚焦到就是，我們
純從數學的教跟學的面向來，但不局限，我今天希望把各位拉，往這個方向拉。對我今天這樣的做法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意見或什麼？
B2：老師，我第一點想提出來，就是說，目的啊？就是說現在老師做這個目的，比較剛剛所聽得，以目前現在課程發展要實施，那大概最
近是必然 107 現在延到 108。對，那現在老師出來的東西，會不會跟現在的十二年國教，課程以我們那邊課程發展來講的話，會不會又
有不一樣的東西？
左：呃，有可能。這個問題我們考慮到，所以我們第一階段文獻探討的時候其實包含課綱，所以我們也參酌了就是 12 年課綱，另一個研究
生準備要比較其他國家的課綱，我們也有在第一階段去處理課綱，但第一階段的課綱處理還很弱，所以我們有準備了，把課綱的精神
也拉進來。
B2：因為基本上，以老師剛剛整個過程，如果說我們那個 12 年國教。到時候的發展過程也類似像老師這樣子，然後對象也是國內外，理論
上應該是差不多。但是，以我所理解的，我們那邊的做法好像，跟老師所說的做法有一點點的差別。
左：比較沒有聚焦。
B2：對，尤其從一開始他那個數學素養的定義。他其實說是從課程，但那課程是比較 general 的，並不是說，其實每一科我個人的經驗，每
一科都有不同的屬性，但它是一個大的東西。對於說分散下來各個領域在我們數學的部分，我本身是比較沒看到特別對數學素養的部
分怎樣去發展或是說做一個定義。
左：是
B2：但是前一陣子，大概兩個月前，其實後來從我們課程裡面的內部資料那邊，他們是也有做一點簡單的定義。對。但是像這些東西，
啊……我會，剛剛回到那個問題。就是老師你這樣子比較周延的方式，跟目前你做出來的東西。如果說要完全一樣是不大可能，那如
果說基本上大部分比如說 70,80，少部分可能是不太一樣，那我覺得可能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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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所以這個我們有考慮過，所以我們在第二階段的第一梯次，我們就找了 A6 跟 A3，請他們來幫我們提供至少我們要求，拜託他們從他
發展課綱的觀點來，第一階段我們有請他們來。第二階段的第一期有請他們來談，他們正在整理這個，另外我們也去研讀現在的課綱，
把課綱的精神當然將來一定要拿的。那這個階段，第二階段的第三期，我們現職老師。現職老師也就有參與一些課程設計。
B3：課程設計
左：課程設計的那些老師。比如說 OO 國中的 C4，我們就有 C2 之類的我們都有去（請）來。當然我們除了多樣性以外，當然我們這種課綱
當然是引導我們將來課程發展跟教材設計的一個軸嘛。指導方向，我們大概，綜合大家的意見，他那一條路我們其實也把它包含進來，
但目前以我們研究的精神，我們不一定當做它就是主調。我們希望，這個東西做完，其實我另外一個研究生準備要，定調以後，他要
做大中華地區的課綱，從數學素養的觀點來看，大中華的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澳門上海，我們希望看這個地區的課綱跟教科書。看我
們也會在那個地方再做些研究來了解，現在就是我們國際間，我們比較還沒有這個能力去處，我現在衡量，我希望看看，將來我們這
個整合性計劃完了以後再發展再去我們定調 framework 出來以後，我們再去比較跟歐洲幾個國家……
B2：歐洲澳洲
左：澳洲幾個國家，澳洲啦去做。這個是往後走的。因為我們這是研究啦，所以我們不可能跟國家政策去做……也不是說不抵觸，就是說
國家政策的實施他的實施，我們頂多做這個研究給予一些參考，我們不會說拿這個東西就去跟國家政策做一個什麼 argue。
B2：很好。我們現在，就是國內，沒有很明確的。我們參考國際的，那國際跟 local 的東西還是有差距。那老師這個如果出來的話，至少我
們做研究，不管是將來的課程發展或是像我的評量的話，就有一個東西。我不要又重頭，每次可能又要 design 一個新的東西。
左：至少是，算是一個 research，它是一個研究發展出來的一個觀點。請政策的實施的人作為一個參考，之後要修訂或什麼，都可以參考。
因為我們不是代表國家嘛，我們不是一個官方政策的一個制定者。所以我們問數學素養，有一次我跟林福來老師討論，他說看看就是
要想把一個人數學素養最直觀的看法展現出來，就讓他講一句話，用一句話來談談看數學素養是什麼。
B3：對

訪談內容

議題 1

左：這個是座談，請大家給我們的一個意見。請你用一句話，但一句話也許太少了。不過盡量簡明，把你最直觀的看法，你認為數學素養
是什麼？今天請各位，第一個，用一點、攪一點腦筋的這個東西。
B1：我的想法是，因為當我們聽到那個素養的時候，會想到其實它就是有別於現在傳統課程裡頭的知識的面向，所以第一個讓我想到的是，
從數感那邊。當時他們發展數感的時候，其實也是先從數感到底有哪些成分開始談起。然後把數感的成分定義好了以後，可能他回過
頭來才有，左老師你要講的那句很短的一句話。
左：是是
B1：因為當你的成分比較……
左：模糊的時候
B1：模糊的時候，你可能就沒有辦法聚焦在到底什麼是這個東西。那我自己覺得說，在數學的素養，它……現在我們在看課程，是我們現
在課程沒有嗎？還是我們希望發展出新的東西？然後加諸課程。可能會先提出來就是說，到底數學素養這個東西，是新的東西，我們
過去課程從來都沒有的？還是說它本來就存在的我們課程當中，我們只是沒有特別去注意到，這可能都會跟未來要去定義這樣的東西
有關係。
左：好好
B1：另外的是，我自己個人覺得說，其實數學素養需要的是一種覺知。就是說，當這個人他在面臨一個情景的時候，他有沒有覺知到他可
以用他的數學知識來解決那樣的問題，或面對那樣的情景的時候，他有沒有覺知，這是一個可以用他過去所學習的數學知識來學習、
來解決的能力。那如果他有這方面的能力，我們會認為說他就有某方面的數學的素養。如果就我個人，要很短的來講的話，我可能，
說對數學情景的一個，也不一定是數學情景，對一個問題情境的數學覺知。對。
左：ok。你能不能給一個例子看看，就是當下你有沒有……
B1：剛剛跟，呃，跟老師在講說，因為我這次去在美國那個 Adult School 裡頭我去學英文，它不用錢。它不用錢的理由是，他們有一個實驗
的計劃，它實驗的計劃就是去上課前他有個前測，然後它上課後也要個後測。然後我做了一個數學測驗，我覺得它那個數學測驗還真
的是有數學素養的測驗，它測驗完了以後，是證明你的高中，呃，證明你是哪一個 grade、level 的高中數學，
左：噢噢
B1：但是我看那測驗題目，都不是我們在學校裡頭在教的那種數學。它舉個例子，它就是它告訴你，它可能就一張圖片，他告訴你說這個
東西幾 ounce，多少錢？幾 ounce，多少錢？它問你說，如果我現在要做什麼事情，那你覺得要買這樣的東西你要怎麼買，
左：ok
B1：類似這樣子的東西。他完全都是，它沒有很明白的告訴你這題是在做單位換算，這一題在做估算，但是他確實丟了一個生活當中你會
遇到的情景……
左：實際的情景
B1：然後讓你根據你以前學過的，譬如說你必須要把化成單位量，你要知道多少，然後才能夠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
左：他已經不是，不僅僅是 real situation，而是 authentic situation。
B1：他就有很多這樣的問題。他還舉了一個剎車的例子，就是說，你如果碰到前面有障礙物，你剎車的距離是多少。然後它現在給你一個
情景，現在你看到這個車子的背後是，大概是多遠的距離以後，請問你在什麼時刻你必須要踩下你的剎車？
左：okok。
B1：它也是數學……
左：是是
B1：但是它是談速率，但學校從來不會中規中矩地這麼教你，但是他給你一個問題情境，讓你去知道說譬如，你說剎車的距離要幾倍的時
候，那你應該在什麼時間點去踩你的剎車。
左：一個有素養的人，我演化你的意思來看是不是符合你的意思。一個素養看到這個他會去，我知道，我可以用一些我的數學知識獲
得……
B1：數學直覺……
左：或我的數學能力來解決這個問題。
B1：對對，我會這樣解說，這就是一個你對問題情景，覺知你需要用到數學，求解這樣的問題。那其實我問過一起學習的同學，他們就發
現，尤其有一個大陸來的孩子，他就說，那個數學對他來說就有點難，因為他說他們學校裡頭學的都是，很中規中矩的，看到這樣的
題目就是要求解的，但那題目對他難。
左：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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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我就用這樣的例子，比較有感……
左：非常好，謝謝
B1：提出我對素養的一些看法，對。
B3：那我就 followB1 老師的。我基本上覺得那個知識、行為、情意這幾個面向基本上還是核心啦，但是如果是素養的概念，他應該就是跟
B1 老師講的蠻像的，就是功能性，在日常生活裡面它那個知識可以具有功能，也就是它可以用的出來。那我會想到一個心理學的一個，
最近大概這三十年一個很重要的理論的演變，就是他們有很多人都共同主張那個，人的認知系統是兩個 system, 一個是 association 的，
另一個是 rule base。那 association 的東西通常我們說的那個捷思 heuristic 他是跟 association 這邊比較有關。那它追求的是一個可以很省
力省時可是不保證最佳，但是是夠好的一個 strategy。那我就在想說，如果就一個數學知識學得，有一些基本素養的人，他是不是就是
可以在日常生活可以很快速地運用這樣的一個捷思可是他的代價是什麼，他的代價就是，他未必是最佳解。那所以不是最佳解的意思
就是說，他有可能跟 rule base 說推出來的那個選擇，或者判斷，或者答案，他未必是一致的。那我們容不容許這樣子的表現叫做有素
養？那就像剛剛 B2 老師舉的例子，剎車的例子，我就在想說，那個情境基本上還是抽離真實生活的。也就是說，可以做這個題目的人，
跟他真正在行進當中他要判斷：我要什麼時候才剎車，實際上是不一樣的事情，但我說的東西會比較接近的是你生活中可以在行為上
被執行出來的那種能力。那樣東西要常常經驗，好，然後他未必對那個知識有非常系統的掌握，但是因為他經驗很多，在嘗試錯誤的
過程裡面，他就形成一個計算法則。這個計算法則很快地掌握一些變項，他就會推出一個決定，而這個決定可以是夠好，可是未必是
最好。
左：OK
B3：但是你進一步問說他怎麼算的，他可能講不出來。這邊就會有一個落差，就是，我們的素養的概念，是只容許那種 rule base 沒有錯的？
還是我們容許，那個不是最佳但是它夠好……
左：OK
B3：但是它可以在生活可以很省力，很隨時可以被用出來的。如果是那個面向的話，基本上，會覺得那個評量，就會是很大的麻煩。他就
必須在一個真實情境裡面被檢測，他就很困難。那為什麼這個東西很重要，因為，心理學家的那個高階領域裡面，problem solving 啊、
那個決策推理的研究都不斷告訴我們，我們學了一大堆那些 rule base 的東西，當你在日常生活裡面做決策的時候你常常用不出來，即
使你是經濟學家，如果你沒有想要動用那個知識的時候，你日常生活最輕鬆的方式就是你，根據你的 association 來的，所以你即使是一
個擁有非常豐富經濟學知識的人，你日常生活的判斷仍然有可能不是最佳解。
左：是是。
B3：那這邊就會有一個，就是說，代價啦。就是說，你可以很省力、可以很省事，你可以在日常生活裡面很大量地運用你擁有的知識，可
是好像它又不是那麼好，那我們要不要容許說，那個就是一種素養？
左：所以我幫你簡單地，你都是一種問號啦？
B3：對
左：你也可能……有一點傾向……你的看法就是……
B3：我每次在課堂時，我都說這是人的限制。就是說，你不可能要求，因為我們每次在談那個決策或推理的時候，我們都談很多 bias，談
很多的那個我們用 heuristic 時候是某種程度說不是最好的，可是我們談完了我都會說，你不可能要求每個人做每件事情他都 rule base，
因為他會沒辦法生活。因為他要收集那麼多資訊，那麼規規矩矩，然後他生活就卡在那裡。那所以那個是沒辦法的事情，所以如果我
們現在期待我們學生學了很多數學知識，他運用的方式都是 rule base，那他就是用不出來，他就沒有辦法真正在生活裡面聯想他的行為，
所以這是人的認知的局限性。
左：可能 rule base 在將來會交給機器人做。
B3：呵呵，說得好
左：系統化來做，他就是沒有辦法，它就是沒有人的素養，就我可以依據我的經驗加上我的知識，就是他的知識轉化成常識，我已經很自
動化了，我就大概處理東西，但不一定是最佳的。
B3：因為他可以只收集部分資料，他馬上來作反應。他有可能最後的判斷就不是最好的。
左：ya, ok。謝謝
B3：我一樣，還是很同意功能性啊生活情境的那些議題，直覺有個新的概念這樣。
左：ok。
B2：ok。好。那……
左：我們這個座談主持人，只是在想辦法收集資料，但我不表示我的意見。另外也就是說，我們這個焦點座談沒有 argument，不需要 debate，
就是他有他的看法……
B3：各言爾志
左：對對，各言其志
B2：ok。我這邊就是，剛剛跟兩位老師的想法相同的是第一個是 general 的那個部分。General 的部分，還是過去因為我們都是用術語，所以
說按簡單的一句話的話，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你所碰到的有涉及要運用到數學的知識的話，你有沒有辦法展現，那這個展現不一定是
行為上，就是在你腦袋裡面有沒有馬上去想到，我用什麼樣的數學知識可以來幫忙解決這問題的一部分，可能不是全部。那像不管是
其實日常生活中食衣住行我們很多東西，你要去買菜，你家裡現在要裝潢，我要買這個桌子的大小，其實你就要考慮到你空間這邊。
那其實跟數學有很多相關的，你出去旅行，我的時間問題，我要坐什麼車這些，其實很多東西雖然這些日常生活上我們所強調的數學
素養說，應該是擬真。你不一定會用到，但實際中會有的，比如說過去我們強調雞兔同籠的那些，實際上你是看不到的，你有辦法接，
但你真的是碰不到的，所以我們現在會比較強調的，你今天的素養的話，你應該碰到實際上生活上裡面，當然不一定說一定會碰到，
但是呢可能大部分的人或有一部分的人會碰到，很難講的，那你有沒有辦法去做解決。那個解決是比較 general，所以就是能不能在你
生活上用到數學知識來解決，但是這個解決呢，接下來大的概念之下，就會類似剛剛 B3 老師講的，你應該就會分層次，那這分層次就
會配合我們的教育階段。你今天一些 Basic 的東西，像生活啊，我今天煮菜要多少東西類似，那個是很簡單的東西，就是我只要知道比
例這一些，但是呢，再來國中高中之後，就像 B3 老師所講的，我這裡面 B3 老師有談到，這個解是最佳解嗎？因為這個會牽涉到實際
上生活裡面，我今天做方案或者做什麼東西的時候，那裡面就要用不同的方法，那你有沒有辦法去做判斷，然後呢又聽到一些能不能
去做 adjustment 去做修正，然後呢可能不是最佳的，但是是一直你腦筋裡面，我想說這個也是在我們數學裡面比較高階的這一種素養。
以我評量來講的話，我的架構大概就是分作幾類，不同層次裡面我也去做，這是我初步想的。那剛剛老師所提的最後一點，基本的東
西由機器人的部分，這點我有一點點不同的看法。這不是那個，因為現在 AI 其實就是很厲害，你給它很多東西，它包括後面那個部分
將來的有的人的看法，包括現在大陸還有林財富也是在說明，都有可能會做得到，或許不是最佳的，但是我們比他們厲害的是說，它
是根據那些過去陳述的資料，它可能是拿幾個 option 給你。那你比較重要，我從這幾個 option 裡面我怎麼去 choose 一個可行的或許不
是最好的，這個就是，我想說 AI 比較沒辦法做到的地方。
左：感謝感謝大家提供非常多的訊息。基本上三位都認為就是數學素養應該是能夠解決生活中實質的問題。那 B1 老師可能比較著重在剛才

107

她的話語，比較著重在前端，他能夠直覺到。B3 老師可能比較中間階段，就是說，他具體行為怎麼表現出來，而這個強調，你比較傾
向自動化的東西。B1 就比較系統化，我怎麼運用什麼樣的知識來處理。共同點大概就是，素養應該是在具體表現在他解決問題上，應
該是這樣。
B1：不過我想呼應一下，剛剛 B2 老師講的 level。
左：ya
B1：對，其實數學素養可能在不同的階段，是有不同的 level。譬如說這個對很……比較小的孩子，你到郵局去寫劃撥單，這是不是素養？
然後到比較大的寫所得稅，fill in 所得稅，這是不是素養？
左：是是
B1：假如是這些……這個情景的解決都是素養的話，那事實上不同 level 的孩子我們可能就會有不同素養的表現。
左：是是……
B1：就剛剛 B2 老師剛剛有提到，好像有不同的 level。我會真的覺得有不同的 level。我們在談的素養的時候，不會只是一個定義出來。然
後就是，他可能在不同的階段會有不同的素養成分。
左：ok
B3：那意思是指說，他是不是一個素養必須根據這個作業在他的認知能力上的挑戰來定義咯。所以它就會變成 task 跟那個 individual 本身的
knowledge 或者是 ability 之間的一個評比，才能夠去界定他到底是不是一個素養。
B1：對啊，我也會覺得說，你今天丟給他一個他完全不能夠去理解，或者完全沒有接觸的東西。那個東西是沒有辦法去讓他展現他能夠做
的事情。那就絕對不會是素養了。
B1：只要這個任務或者是這個問題丟出來，是遠遠超過他能夠直覺的或了解情景的話，他當然不可能表現……
左：並不表示他沒有素養。
B1：對，不是表示他沒有，而是此時此地的狀況下，因為他的知識背景不全。
左：已經超過他個人所有的知識點，所以那個素養它無法展現……
B1：那就有可能沒有辦法……
左：這是素養層次的觀點。
B1：我會覺得層次的觀點，可能是……

訪談內容

議題 2 和 3

左：這點很重要，我們之前有討論過，小學生怎麼培養素養？
B1：小學生的素養是什麼？
左：它有它小學生的 level 的素養。這個我們在之前有討論過，也接受的一件事情。
B2：我這邊再補充一下，所以如果說除了剛剛比較一句話出來，另外我也蠻同意現在講的，知識加上情意，還有呢情意態度，還有技能。
對，因為知識是過去我們所強調的，其實老師在教的就是知識，但其實呢不喜歡，對數學，連想都不去想，所以後面素養一定展現不
出來。嘿對這是第一個我所要表達。其實對他怎樣讓他有喜歡才願意去執行，這個部分我是覺得將來是我們要怎麼去做加強的，知識
部分我想，以我們課程過去來講是沒什麼問題。這個也延伸出來，這個素養裡面可能我個人來看的話，教跟評量可能稍微要做個取捨，
有些東西在教的過程中，因為不是死的，你可以一節兩節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可以去作培養，但是考試不可能考那麼久。對這裡面就牽
扯形成性跟總結性的部分，你這部分可能要去做區分……
左：我打斷你的話，你已經幫我拉到主題……我的問題二和問題三了。慢慢來，就是說，謝謝 B1 老師的一個延續，正好可以延續。我第二
個問題就是，剛剛談到數學素養你們的基本概念，也談到 level。能不能談一下，你認為數學素養的組成成分？就是你剛剛講……B2 老
師談到，你也談到了，就是它基本上含有數學知識、數學技能、數學情意的部分，除了這些，還有沒有，能不能再多談一點？這個
B1……
B2：因為這裡面就會一直離不開尤其知識部分，大家也認真，我們可能比較沒問題。我們自己有做過，其實知識跟素養的相關真的是蠻高
的，以數學來講。但是接下來情意那部分，怎麼把它引進來，就牽涉到，也是過去我們一直在談興趣的部分。那興趣就牽涉到我們將
來教科的呈現，老師怎麼教。這兩個部分才會牽動他喜不喜歡。因為我們過去都是蠻死的，但這裡就延伸到我另一個，我現在做的一
個研究思考。我們現在以內容為主，將來是不是以主題為主？所以我剛剛講到，生活中所碰到的，並不是說單一數學就能解決這個問
題，可能牽涉很多。所以才會講說，將來是不是會用主題式的東西，裡面用到數學。那其實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是閱讀，我
們能不能讀懂？所以這裡面就蠻多的……那數學有時候在生活跟我們的理化、生物、包括電視上看到的、包括社會，很多情景其實會
搭在一起。那將來如果主題式的方式的話來教，那包括現在我們也有課程統整的話，會不會對培養小孩的素養其實是更有幫助？這是
我另一個在思考，所以剛剛老師所講的，那你主題式的教學過程中，剛剛那三個東西，你的知識、情意、還有技能的部分，是不是比
較容易同時交疊……
左：跟其他學科的一個整合。
B2：對對……
左：其實這個……上一次，我們也談到這裡，談到素養，大家都會想，我一個人有數學素養，他不是單純地表現在他數學的表現。因為他
會應用，他會跟其他學科的……涉及到其他去。那就會談到，以前九年一貫，能力指標剛剛成立的時候也談到連接，所以是不是也一
樣的想法？那我就想到以前我有個整合性計劃，就是整合我們理學院，有生物系、有地科、有化學、有物理都進來，所以我們就想，
九年一貫剛開始時候，民國 89 年剛開始時整合起來，好那我們怎麼弄一個主題。哇，那個單單設計一個主題、一個腳本就搞掉我們一
學期，還要實際製作，那想到最後腳本就是說一家人要到北海岸一遊，中間會經過一些地形、那個海灘、那個沙石，那個地科的形貌
就引進來，然後到了海邊，海邊有看到什麼這些生物類的東西進來，還有物理……總之都它弄進來，然後數學就是……物理開車……
就你剛剛講的物理開車的時候碰到反射鏡，這時候我們看到，我們大概這個時候估有多遠、角度什麼的。哎呀……然後我們去實驗，
好像實驗不怎麼好。就是學生，一方面在當下的氛圍，這種教學學生也不大能接受，老師也不能接受，我們還做動畫，我們用……最
後有一個網站，叫做生活數學，就是那樣起來的。可是以後也關掉了，那個要經營非常難，搞那樣主題非常非常難。這個是額外話，
跟我們今天……那現在又有人開始強調 STEM，似乎又要當做一個研究主流，研究完了就算了嗎。徐應劭以前就是整合性計劃的……好
了，來。這個題外話題外話，也許他可能是培養素養數學素養的一條路徑。
B2：老師，我再延續，多花一點。雖然剛剛 basic 除了知識之外，我覺得另外有兩個，就是你怎麼收集資訊，這個部分我覺得應該是基本素
養的一部分，那第三個是怎樣跟別人合作。對，因為這個合作簡單來講，就是你怎麼跟別人溝通。因為你碰到你……時代不一樣，我
自己要把這東西解決比較麻煩，收集的東西可能有我不懂的，我可能會請教你，然後我們這個就需要一些溝通過程中，可能牽扯到數
學。他可能覺得講的很簡單，我可能聽不懂，所以呢，對，所以這個中間包括，這些 Basic 我覺得這個知識應該還要加上就是你怎麼去
收集這些資料、那你有辦法去做過濾、哪些事我需要對我的主題有幫助的，然後有一些不需要……碰到不會的，我怎樣去找人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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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我可以聽得懂。
左：有沒有可能把你剛剛這兩類列入一個由數學素養，他會透過他的數學知識來進行某一種學習？
B2：這個也是我牽涉到，這裡面我剛剛所說的，你的教學過程中應該也有這些東西進來，那其實我後端的評量，我會希望……把這些一起
整合進來。因為這樣子的話，才不會我們一直思考，我今天出數學素養就好像只是剛剛找生活情境裡面，怎麼把數學、哪一個主題、
哪一個東西啊怎麼應用進來，然後其實設計得出來，但是到最後我們發覺這個好假……或者是根本……對……
左：真的很假。我們還真正跑一趟北海岸。我開著車，然後真的到那裡。然後張永達是做生物的，他還帶相機……拍呀拍……
B1：不過我覺得剛剛那個收集資訊和合作，看起來任何一個素養好像都要。
B2：對，我說是 basic 的東西……
左：是是。
B1：可能不是單純數學素養的部分要……
B2：對，所以我把它放在 general 的基本素養……
B1：它會變得在教學上面，我們要去教會他具有這方面的能力。對，我想就是剛剛……
左：以前，我再打個岔。我們念文獻念到段曉林，他們跟 Larry Yore 在 2007 年他們寫了一篇文章，他們主要是談科學素養，附帶數學素養。
科學素養，數學素養。他把……科學素養，以後也用到數學素養，科學素養分成兩個 level。一個是基本，是 primary，它叫做
fundamental，另外一個是 secondary 的 level，叫做 derivative，就是導出來的。那 derivative 的這種素養是就跟你的這個知識有關，就跟
你知識有關。但 Fundamental 就是跟各學門都可以用得到的，比如說後設認知。它是認為一個科學素養的其中一個成分，他認為……那
他把它列入基本的素養，這種基本上，可能擺在文學或者其他都可以是需要後設認知的素養。他列入後設認知，當然認知……後設認
知這些把它列入是基本素養的東西。那比如說，那個所謂的延伸性延伸出來的素養，就是說數學知識、數學能力，它把這個叫作延伸
性的數學素養。
B2：所以根據老師講的，我覺得有一點 general 就是各科共用的。然後 Specific 的部分，就是數學裡面應該講什麼東西。這是跟 Fundamental
跟那個 derivative 其實是有點類似。
左：對對。
B1：我覺得這個還是跳脫不了知識、情意、技能這三個。
左：是是
B1：數學素養裡頭當然也要有數學知識，然後數學素養裡頭的情意部分很可能就是，它不需要坐在數學教室，但是它會在他的生活當中，
比如說科普、數學科普讀物，他會想要去拿來讀，或者是他會喜歡去探究一些他不知道的數學的這種相關領域的學習。然後他會喜歡
去做這樣的事情，這樣就會到情意了。剛剛資訊的收集跟合作，我會把它歸在比較屬於技能上面，比如你今天就能夠利用，就是學到
的東西去碰到問題的時候去收集一些資訊。然後你可以學到怎樣去跟人家去做合作來解決你的問題，比如說安排一個行程，三天兩夜
的旅遊，你要怎麼樣去做。這個就會比較屬於，比如說技術面的，但是它也可能包含了當然也要有的知識的基礎。那我剛剛特別有想
到一個點，可能也是我們未來的，就是因為我們現在都在談培養……為什麼我們現在談素養，這是因為我們時代的變遷是很快的，所
以有一個東西可能也是未來素養上面要教會的……教會他適應人的生活，所以有一部分……
左：還是學習適應未來生活？
B1：有一部分可能是他要學到，當他碰到一個未知的、沒有經驗過的東西，他能夠去解決，他能夠去理解，能夠去掌握，那這個部分可能
是很上位的一種，我們現在很難去測的。因為我也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比如，未來你也不需要去做什麼樣計算，你可能
看到那樣的情景，或者是，就是 20 年前跟現在可能有很多東西、知識，我們在學校裡頭根本沒有學過那樣的東西。但是我們現在卻必
須去面對這樣的問題，去解決的。這個部分是不是也會是素養裡頭的一個很重要的成分？
左：就是，有一些文獻是，其實你的觀點有非常類似，就是未來世界變遷得很快，然後不可預測的也很多。所以他要有一些基本的東西來
透過這個基本的東西去適應未來生活，重點是他要去學習，不斷地去學習，學新東西出來。就你學校可能四年學的東西出來以後可能
說不定念一念就沒有用。他其實現在有很多所謂的 Nano-degree，他們叫做微學位吧。
B2：應該是碎片式學習，就是我需要什麼東西我就學什麼東西。不像正道的，從頭學到尾。
左：是是是……所以他一個課程不一定是三學分，他可能是 12 小時，就一個課程的微縮。
B1：現在有微型課程。
左：很快地就是，完全針對你當下的需求，然後去學這個東西。但是這個東西它背後應該要有一些素養，才能夠去學。
B2：還是要有 basic 的東西。
B3：我覺得剛剛討論裡面，有一個比較有趣的問題就是說，什麼東西應該被包含在數學素養這個範圍？什麼東西其實它是一個更 general 的？
然後它可以應用在各個領域裡面，所以它其實不那麼適合涵蓋在數學素養。比方像剛剛提到後設認知，如果後設認知這樣的能力，他
在任何的學科領域，他基本上表現出來的能力，是跨學科，會是類似的。如果這個人是後設認知高的，那麼他在任何學科大概都會高
的話，那我會覺得他不適合特別放在數學素養裡面。可是後面有一些這種我們看似是一個更 general 的能力，可是它是非常 domain
specific 的，就是說你放到某個學科，當你的數學知識不夠的時候，它又動不起來，啊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的數學素養其實就是要測在
這樣的數學脈絡裡面，它有沒有辦法動用某一種看起來是 general 能力，但是因為會跟知識這些東西攪在一起，所以他的確是應該在數
學素養裡面去測量。那我覺得剛剛討論的東西好像跑來跑去，有時候我們談的東西是很 general 的。比方說學習適應新環境，他到底是
不是一個很 general 到說其實無關數不數學，任何一個新的技能我如果需要的時候我就會去學。啊如果是這樣的話，它其實就不應該放
在數學素養。我覺得這個部分，我一樣沒有答案，我覺得說，好像……好像要先釐清我們所談的能力，它到底會不會因著 domain 而不
同。
左：ok
B3：那回到你本來問的問題，是說那個成分嘛。我其實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說因為智力研究是心理學裡面做很多的，它也一大堆模型，我覺
得腦袋就會形成圖像，有人是描述說智力就是有一個 G-factor，然後但是另外很多的 specific factor，但是它是獨立的。有人會說一堆東
西，但這些能力是 overlap 的，那有人會把它弄成階層的。那我就想說，我們的數學素養。如果它核心的東西是，還是那個知識、技能
跟情意，那它有沒有一個……它是 overlap 的嗎？還是 overlap 的其實是很少，它是還滿獨立的？然後這三個東西假設有一點點 overlap，
然後它上面還有沒有有一個什麼東西？我現在想到，好像核心東西還是知識、技能跟情意。就是……
左：這個東西還拿到別的地方去，也是一樣。
B1：也是一樣的。會不會是下面的底，比較抽離上來的那個就是我們的數學素養？
左：那是基本的底
B1：那個是基本的，然後昇華上來的真正我們要的數學素養。
左：有沒有可能就是說，推理、表徵、數學溝通、數學化思考，這些算不算是……
B1：就是他們在說 mathematical power。
左：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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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其實……應該是說這邊講的數學素養就是他們在談的 mathematical power。解題、推理、溝通、連結的，就那四個重要的東西。因為他
們在訂解題、推理、溝通、連結的時候，就沒有特別講 content。
左：是是
B1：它就是解題、推理、溝通、連結嘛。就是你學到的這些東西能夠應用在解題，能夠跟人家溝通，能夠觸類旁通，比如說在物理啊……
在不同的領域裡頭應用出來，這不就跟我們這邊談的素養很像？就像是 mathematical power.
左：這 Morgan Niss 講的八個啦。
B2：那老師剛剛提到這一個部分就是其實還有一個部分，就是剛剛講的情境。那情景部分其實在數學裡面，有的在評量也碰到的。跟以前
的知識想剛剛所談的，因為包括 PISA 為什麼會把那個地方避開，他沒有……他只是說，生活情境中，但不是所有的都是在生活情境中，
因為有一些知識剛好是說，你有很多東西，所以呢沒有辦法都全部用生活情境來考，等於說，現有知識你要數學素養來考的話，這中
間會有一個情景脈絡，剛剛講的生活情境為主的部分就會產生。所以在這次我那個課程裡面他們有提到，情景裡面有包括很特殊的，
其他科沒有的，是指數學情境。
B3：例子是？舉個例子。
B2：我今天要去講，比如說邏輯推理。你就很難，當然你可以像我們在考 GRE 裡面那樣子來考。但是呢對很多小孩子，國中國小的還是比
較難一點。所以他有時候邏輯推理，它就是單純回到數學，看起來都是數學來考。他有一部分，所以他跟其他科比較不一樣的。就是
他的情境裡面，生活中裡面有時候，我們會以職業來分，教育、或者是個人社會等等來分。他特別就單獨一個出來，就是在數學情景，
那也可以涵蓋數學素養裡面。因為這個部分我們一直在思考，很多東西我們在解方程式，或者什麼，比如二元一次方程式，你今天要
他生活情境，就像要我們報紙上面所看到的，這根本是生活碰不到，但是這個又是將來你在一些基本數學科學，今天高中或大學裡面
你是要念理工的都是 Basic 的東西，你都要會，你又不能不考，如果不考我就不知道學得怎樣。所以我們特別有在那個課程裡面，有特
別定義數學情景裡面，可以發展這種題目。
左：對，我們學測，學力測驗，有關文字題，我們分為兩種，就是一種情境文字題、一種數學文字題。也就他講的情景，那個情景里有日
常生活用語的，那叫做情景文字題。再一種就是沒有日常用語的，舉個例子，就是說假如小明有 5 元，他爸爸有 20 元，那麼他爸爸是
小明的幾倍錢？這種我們叫做具體的情景。那假如文字題的話，數學文字題，就是甲數是 5，乙數是 20，那乙數是甲數的幾倍？這樣
我們就叫做什麼……數學文字題。通常有很多幾何的、結構的，很多都是數學文字題的東西。
B2：所以這部分就是我剛剛所謂提到是說，這個就會跟一般所謂的素養的定義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所以說我們數學特別要把……這部分不
容易進來的話，因為真的我在後端的考試，你很多主題今天四個裡面我可能真的很難考到素養的東西，就是用我們……生活中一定要
把它套進來的話，這四個裡面會有好幾個套不進來，包括老師在教的過程中可能也會有問題。那這是我先提出來，不曉得我們這個研
究裡面會不會有一個更好的定義或著更好的一個解套的地方。
左：其實我們也沒有很大的信心，我們這樣玩下來，我們真的能夠弄出一套大家都能夠比較接受的定義跟它組成成分嗎？
B2：這一部分就是我們看到這裡課程研發的單老師他們那幾個有想出來解套的，剛好也幫我評量這部分解套，要不然我真的就是再怎麼生
問題也生不出來。好像也幫基測有做一點解套，還有大考。

訪談內容

議題 4

左：是是。現在講到評量，現在要不要轉到另外話題？依據剛才各位想的數學成分，組成數學素養的成分，我們要怎麼檢驗學生他的數學
素養？也就是說我們怎麼評量？我們怎麼評量、評估中小學生的數學素養？就我們以中小學為主，大學生沒有。我們現在把範圍縮到
中小學去，就是我們怎麼評估中小學的數學素養？包含你會用什麼形式？
B3：不能局限在紙筆，這一定是必然的。
左：這個是上一次都……
B3：然後間中這種長時間，歷史性的資料可能也會變得重要。因為否則你怎麼看情意？
左：類似學習檔案嗎？
B2：portfolio
B3：對
左：這是談有關於形式部分，就是沒有辦法完全以紙筆測驗的形式來評估學生的數學素養。
B3：不可能是一個時間點的，它必須是長時間的。
左：不是一個時間點的。
B2：那我這邊的話，還是回到評量的那個，還是以兩大塊為主，一個是形成性的、一個是總結性的。那這裡面包括剛剛講的三個 Basic，一
個情意、態度、技能，還有知識的部分，那特別是剛那兩塊，情意態度還有技能部分，可能這個就是在形成性的過程中老師怎麼去做
培養、怎麼去做觀察。那個部分你到後面來說不管是要紙筆，或是說現代多媒體的部分，或是那個 portfolio 可以有一點點，但是另外我
剛剛講的如果只在短時間之內看到這些東西，我是覺得，其實用問卷來做調查的話，那個東西有點假。
所以那個部分應該是我會主張，我會把他放在形成性，看老師教導過程中怎麼去培養學生、怎麼跟他做溝通，讓他喜歡數學、有興趣
學數學，因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那這個也是很多專家學者一直 critical 的，就是說那你今天這些東西怎麼考，我個人主張是，應該是
老師在教的過程中，應該是要去了解的，不是拿到總結性這邊來考。我想這個可能是，如果個人的話，跟一些其他學科或者數學專家
的話，因為數學專家我知道有的純數學他們的比較不認同素養這一塊，他們覺得數學應該那些計算、證明那些等等的，所以那個在情
意技能部分，我覺得應該在形成性裡面。那在總結性的部分，多媒體部分可能就是要比較進來，然後可能我會比較傾向於我將來的話
用主題式的考試方式，就不是用類似單題的。
應該是講題組啦，這一題進來之後，然後學生怎麼看懂。所以呢，在那個國中小部分，閱讀可能就變成一個 Basic，他怎麼讀懂這個題
目，我要問他什麼，然後這個閱讀是一個。還有溝通，溝通就是說對於數學的，他今天看得懂文字之後，怎麼表述成數學，因為到最
後需要他不管是計算過程或者到最後部分，我們國中小裡面也要把他當做評量的部分，不是只看到最後的答案。那這等於說，他怎麼
去懂，還有過程的記錄，還有到最後這些我想說整個都要去做。結合大數據的話，或者將來設計評量時候，這些都是要收集的一些資
料，那回歸到數學素養的話，我才知道他素養到底學得怎麼樣，而且不是像過去我只知道數學，不管他知識有沒有學好。但其實在前
端的部分，如果老師平常的觀察記錄有收集的話，其實他的情意技能部分可能就是有問題了。
左：B1 老師有什麼嗎？
B1：基本上兩位老師講的大概就是，對啊，評量嘛，你數學素養當然就要跳脫傳統的評量方式。所以自然不能只是單一的方式，可能就是
我們在談的多元的評量。可是，說實在，多元評量，你要怎麼，還是要回歸，那到底你數學素養的定義成分是什麼？你才能夠對應的
有多元的評量，才能夠去檢核他是不是具有這方面的能力。那我認為說就是像剛剛 B1 老師講的，這種我們一般總結性的評量可能比較
會偏在一些局限的方式來做，所以形成性評量可能還是收集這些所謂數學素養很重要的一個方法，那譬如說像現在多元評量裡頭談實
作評量，我覺得實作評量可能是在檢核數學素養裡頭一個比較合適的一種方式，因為實作評量可能包含操作，包含剛剛題組性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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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包含是給一個情景讓他去解決的，所以這個部分也許是，如果說，假如我們要讓老師能夠知道數學素養它怎麼評量，可能類似這
方面的技術是要老師必須要會的，像是寫作。數學寫作也都是可以讓學生去闡述他的想法，在闡述這過程當中我們才會知道他到底知
道了些什麼而不是只是解出這個問題來。可能有一些類似這樣的多元評量的方式進來才有辦法。
左：假如是紙筆試的，像 PISA 這種是紙筆試，除了紙筆，我們希望是多元評量還有實作，檔案或者這些以外，假如因為勢必有些老師他希
望 unique 傳統的、紙筆的，像 PISA 的這種形式……
B1：他應該也是有可能的，剛像所謂實作評量，他也很多就是長得像 PISA 那樣的，還有可能在命題上面它會比較跳脫，是一種綜合的一些
問題的內容陳述，比如說以前我在談寫作的時候，我會把，比如說，下面有四個例子，請你說說看他出來，你要怎麼去處理他的餘數。
我們就舉四個例子，20 塊餅乾分給四個人，20 顆氣球分給 4 個人，計算機下面按 20 除以 4，然後還有……你有 20 元分給 4 個人，都
是 20 除以 4，可是因為它情景的不同，你必須處理不同餘數的問題，那就會讓學生根據這四個東西你寫下你怎麼處理它的餘數。那這
個東西就是一種比較縱觀的，因為他在學的時候就是除法把他除完，但是他沒有機會去了解到說原來……
左：他在實質情境底下。
B1：在不同的情景裡頭去處理。比如說，你有餘數的，剛剛我舉得都沒有餘數，應該是要用 21 除以 4 類似這樣子，如果你有 21 塊餅乾分
給 4 個人，那你到底最後那一塊餅乾是再把他分成分數呢，還是你餘下一塊，那你怎麼處理那一塊？那這種東西可能不是課堂上面考
試常考的那種問題，但他確實生活當中你可能會面臨到的問題，那你怎麼去處理它？這樣子的一種評量方式，你就會知道，他怎麼看
待這個問題？他怎麼處理那個問題？
B2：老師……
B3：對不起……
B2：你先談，我剛剛講好多……
B3：我是聯想到紙筆的，那個表徵的形態有可能因為我們現在科技發展而有更多的可能性嗎？就是說以往很可能就是字比較多，然後圖表
大概就是數學課本裡面常見的形態。有沒有可能以後的那個題目呈現方式，像現在有很多網路上提供給人看的資料，其實就是
infographic，那種又是有文字一堆、又夾雜圖表、要從裡面讀的資訊很大量的，會不會他的形態會越來越多元？
左：也有可能
B3：我只想到這個。
B2：老師，我是想到比較前段，不曉得老師這邊能不能幫忙。就是說，既然聊到評量，他架構成分，就是不止是 two way 的，可能是好幾
個 two way，因為那個不同的思考模式，那譬如說之前的 TIMSS 的話他就是三維的，那我們可能不一定像我們剛剛講的，可能好幾個
two way，
B1：好幾個 two way
B2：就是說你用不同的面相來思考的時候應該要哪些？這裡面不同的，可能國中國小會有點不大一樣。這裡面很重要的就是，那個數學知
識的部分，我個人覺得應該還是跑不掉。在數學，你不能全部都是應用高階的，那對學生如果都考不好的時候，其實回歸到 basic 知識
的部分，我們應該還是要懂他那些是 basic 是會的，是高階的不會。如果全部都是高階的話，所以我才會講說架構的部分怎麼去分層次，
類似低中高的那種概念。像我現在看的，改天要來請教老師的，荷蘭他們做的 level 一二三的那個部分，都會用那個再制，怎麼去應用，
怎麼去類似建模高階的部分，再制裡面有 basic 的東西。另外那個縱軸的部分，是不是還是用內容？還是說老師這邊有比較新的思考方
式，不用內容？用什麼樣的方式？對，剛剛講的情景的東西，要不要去做分類，等等？是不是老師的研究裡面也可以把它納入思考？
左：是是是。到了教學實務面上，評量知識可能不僅 two ways……
B2：對，所以我說是好幾個……一併處理……
左：還有好幾個。評量一個人，你不能用很 unique 的東西來……
B2：其實像剛剛講的，溝通是不是我如果考他溝通，是不是有另外一個架構，比較高階的、比較 creative 的部分？我剛剛就是有點比較
advanced 的想法。
B1：Rubric 都不一樣了。
左：是是
B2：就看老師這邊，能不能把他融入進去處理，還是說還是回歸 basic 的東西就好了。
左：要 take break 嗎？我們還有，本來是規劃兩個小時的。
B3：好像還好
B1：對啊，還好。

訪談內容

議題 5

左：還好，那我們就繼續。剛剛談到評量，也多少想要去了解一下就是說我們怎麼教？就我們從教學面向的話，我們怎麼培養學生的數學
素養？那我們把這個 level 還是放到中小學，就是 K 到 12。我們怎麼不同階段學生的數學素養？不同階段是指 K 到 12，小學國中高中
吧……因為講不同階段，就是呼應 B2 老師講的不同層次的學生，可能他還是有素養，只是素養的展現可能是不同的。
B1：就教學面這邊，我覺得我們台灣的教科書就很難教出有數學素養的。就像徐偉民老師的研究，他研究出來台灣老師基本上非常依賴教
科書的，但你的教科書在那裡，老師就是以教科書為版本下去教，你很難讓他去跳脫什麼東西。就算現在國教院他們也編數學素養的
素材，我真的還是看不出來，就是說，這樣的東西我們的老會師怎麼去轉化，因為他還是，能力指標還是在那裡，那你教的東西你要
他跳脫現在目前課本的內容，然後要去教出我們說的這些具有素養，可是素養又似乎是很多情景出來的時候，他才有可能去展現的東
西。但是在教科書裡頭，他又似乎是片段片段的，所以你就很難去整合這樣的東西。
左：是是
B1：我只是丟出這個問題，還是蠻難的。
B3：我先不管老師的能力。先想說，什麼是比較可以達成，因為以往大家就是主要處理的還是知識，那如果要情意的東西放進來，然後增
加技能的那種應用的層面的話，分能力適性大概跑不掉吧。你不適性，學生馬上情意的這個……他就放棄了，那個是最核心的問題。
B1：所以，差異化教學就要先落實。
B3：對！但制度上怎麼做？這個好像講的不是教學，講的比較是制度的面向。
B2：也跟教學有關係。因為接下來分了之後，你的教材怎麼樣？就不是只有一套了。所以老師我這邊想說，既然是素養，知識跑不掉，以
目前這麼多東西教給學生我個人覺得太多了，然後就像老師提過新加坡的 less is more，是不是現有的知識裡面能去做減少，然後培養
素養，所以怎麼去 integrate，還有 apply 的部分能不能去加強？這裡面就包括情意技能部分怎麼把它融入進來，因為這樣整體的實踐是
不變，如果你還是教那麼多知識，後面整個東西我剛剛講的這兩塊沒有拿進來？是不是知識部分，我個人還是比較 basic 的東西進來就
好，一些比較深的比較難的東西，等於說他將來不會有什麼影響的，部分可能可以思考，比較高端，剛剛講的，分出來之後高端的學
生才去學。比較 basic 的東西，學會了等於說，以現在來講，我教他一百的話，我們現在就減到 70，80，剩下 20，30，40 的部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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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他的情意態度怎樣，還有包括他學了這知識跟之前的知識，或者其他的怎樣 integrate，去整合？然後最重要的是，老師去找到的素
材，生活中碰到這些的時候，會怎麼去應用？我覺得將來的教學教材的部分就往這方面做思考？
B1：如果呼應這個點，這個是我蠻同意的。就是我發現，就是我們訂了太多的目標，所以綁著老師非得去教，但是如果當我的目標很明確，
就是只有這麼核心的東西的時候，那老師才有能力教出更多的東西。這我就非常同意，因為我的小孩就是在台灣這邊出了一些狀況，
送到美國去。他高三，就是高二高三，他學校在教的內容，數學內容，大概是我們八年級。可是他所有回來的 project，他在做的
project 我認為那個東西才是我們應該要讓學生學。他可以讓學生很清楚的知道，我現在學了這些東西，是她在生活當中會要去用到的。
所以，當他學校裡頭不是一致搪塞他解方程式啊，多項式定義是什麼，解根，當我們還沉醉要做這些事情，他們也許教得很少，但他
們會給很多情景，讓他去熟練他所學習的東西。這呼應一些 B2 老師說的，也許我們應該重新思考，更核心的東西。然後那些太多的知
識，是不是有那麼必要？因為我們真的覺得我們學得很多。
B3：而且他在 project 的製作過程，他可以學到一些沒有被教到，但是他也要用的東西……
B1：對，但是他的老師角色就很重要。他老師會進來，告訴他你可以到哪裡去找到資料來幫你，把這樣的事情完成。這時候老師的角色不
是只是把你這些概念都教會，老師是一個支持系統，提供給你 resource，你可以到哪裡去找到相關資料。譬如說你可能要用到計算器，
他也沒學會計算器，老師會告訴你，你會去哪裡找計算器，你自己要去讀計算器怎麼用。
左：對對，這個是很重要。工具的使用，老師只告訴你可以用什麼工具，但工具的使用你要想辦法。Ya，這個很重要。
B1：其實小孩都很厲害，他上去 google，他去找一些資訊，他都很容易，甚至老師不用告訴他，他找到那個地方，他就可以去運用他，然
後就可以解決問題。這是不是就是我們要的素養？對不對？因為我們並不希望他所有學的東西都是我們教過他的。
左：素養裡面要不要有情意部分？勇於解決問題的那種態度出來？我敢於……
B1：我們現在教出來的學生，被教怕了，教到我不想學。這個也是一個很糟糕的。
左：對對。這個是……
B1：非常有感。
左：你是指新竹中學那位的孩子。
B1：對啊，我為了這個，老二，他現在好不容易畢業了，這個六月才剛畢業。我這半年就是陪他畢業。所以，我就真的有看到他們的數學
是真的跟我們不一樣。他們的老師可能沒有像我們的那麼強的數學，可是他們老師在設計課程上面，我覺得能力真的有比我們的老師
強。對，他會用很多方法，讓孩子會喜歡去探索那些數學的學習。
左：至少數學探究，他們是會鼓勵他們去，給他機會去進行。
B1：他們教得很少。所以我說高三的，他們上的數學大概是我們八年級、九年級的數學。
左：可是我們的數學家不是很擔心我們的數學程度低嗎？我們比加州的課綱少了一年。
B2：老師，延伸這個，這個是我之前一直在思考的。能不能，因為其實就是又要 for 社會，那如果把數學類似做分級的那種制度，可能就不
是簡單的社會跟自然，我覺得那個還是有點太 rough，還是以他將來的職業。我記得美國之前好像，我有看過那研究，就是他把數學分
作，把將來的職業大概可以用到數學，大概分成六階還是七階的樣子，最低階當然就是，最基本的，我今天是藝術的，我可能最基本
的那些比例什麼東西就會了，就往這方面去思考，然後你今天或將來往哪個方面、大學往哪方面走的時候，我自己要修到哪個 level 就
好了。我想這個東西可能也可以同時不用數學家擔心，高階的學不到高階的東西。你要高階就自己學到最高層次的部分，然後你要考
理工組的，你一定要修畢。就是這種概念的話，會不會比較好一點？然後你今天比較 level 一二三四，可能應用的部分會更多，或許是
要教的 Basic 的東西可能更少。用這種方式思考，編教材或教學的話會不會更有幫助？那也不用擔心我今天數學沒課可以上，也不會啊。
這是我之前一直在思考的。老師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左：我知道。其實我們有另一個基本的看法，就是素養這東西，他不是靜態的狀態在那裡。他是一個動態的有機體。這個人，一個人隨著
他的知識的增長或者是他的生活經驗，可能他某種素養是在變遷的。變得比較正向或負向就不一定，他是一個變遷的。那數學素養就
是他跟數學知識是有一些正面的連結，但那個連結的程度不一定是高的。就一個高的數學知識的人，他的數學素養我們並不認為就跟
他的高數學知識能夠成絕對的一個比例。其實我們在想素養的一個假設，就是我們的一個立場。他應該是一個長期、動態的醞釀，或
者是學習的過程，他去積累出來的，他處理問題的一種知覺能力。我們是這樣想。所以在不同階段，我們還是可以培養他的數學素養。
這裡裹面，又回到 B1 講的，這個數學素養的核心東西是什麼？這里，現在我們目前當然還不容易抓，因為從文獻看，太多了。比如剛
剛講的數學溝通，有人認為是一種核心。所以溝通，跟數學知識不一定成正比，就數學知識不是很好，但我很會用數學想法、數學的
基礎知識來看一個問題，跟做一個比較有條理的、數據化的在說明一件事情。那我們這個就是說他很有數學素養的東西，這的確這怎
麼教，是不是也可以不一定要把核心東西弄出來？大概有個模糊概念，然後去朝向說把這個人推向往模糊的概念走？以下，剛才是我
的立場，不適合焦點座談的主持人講的話……
B2：老師，我補充兩點。剛剛講的分作幾個 level，差不多國小時候分。大概那個是上了高中之後才可以有這個思考的方面，等於說是國中
以下還是回到 basic 的概念。另一部分老師剛剛也講的，我現在其實還蠻讚同美國 common core 的概念。
左：對，我剛才也……
B2：是不是我們將來核心其實就是他們現在的 common core，我們要是核心得部分，有沒有辦法就是有類似美國 common core 的那種，因為
basic 的東西我主軸裡面教會哪些東西，然後就是要花蠻多時間的。可能不一定是用年級，美國是用 3 年級到 12 年級，我們如果不要做
那麼細的話，可以用階段的方式，也是一個思考模式。
左：也就是，剛剛談到的數學素養，他有不同的成分。他在認同，他應該涵蓋數學知識，但是數學知識的成分有多高，就是另外的。比如
數學知識裡面的可能涵蓋數學概念，也涵蓋數學程序性的東西。所以數學素養的培養，其實我想回應一下 B2 老師的，教科書設計，他
可能有些時候他不會，他在這個單元裡面，它這個時候正需要它那個知識的重點，就在程序性知識。比如說你在解一元一次方程式的
這個單元，他可能有素養的成分，就是他有很多具體情境。可是具體情境完了，轉化到數學模式，變成一元一次方程式，他要很多數
學、那種純數學的技能，解決這個數學程序性的問題，所以他可能要一段時間去鍛煉程序性的知識。那我的意思說，可能素養的培養，
就是一個這樣長期的。某個階段可能是著重某個成分，某一個階段是某一個，有些階段是成分的整合，你說這個成分是有 overlap 還是
可以 separate，這個很難說很難說。有可能是一些 overlap 的地方，那以我的立場，我們寫教科書，我們會把素養的那種具體情境，這
個一定會擺進去，但不會在任何每個地方都是要具體情境。
B1：我呼應一下左老師剛剛講的，就是說我們非得一定要花很多時間在做這個，這樣子的解題的這種的，比如說，早期我們教科書裡頭還
是拋物線那五個點啊，要去畫啊，就是當學生花了很多時間在解那個拋物線的圖形、畫那些圖形、練習啊、然後解聯立方程式，現在
訊息科技出來以後這些東西搞不好都不是重點了。所以其實我們在過往很多認為是必要的東西，不見得是他們未來需要的。
左：我也同意。
B1：對，所以，就是怎麼樣去拿捏到底我要多少的時間投入在這樣的，甚至於包含比如說從特教領域來講，他們就不認為說，如果這孩子
一直沒有辦法學會直式的計算，我們非得他一定要計算嗎？一定要學會這個傳統算則的計算嗎？他可不可以用計算機？他未來不會做
紙筆的這個計算，會影響到他的生活嗎？他如果可以用計算機來按，會不會比我們要求他去做很多直式計算來得更好？這些都是可能
我們在制定這些東西的時候都可能要考慮的。所以相對來講，傳統的算則這些東西，他如果我們今天討論他的數學素養，是這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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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還是說他會使用計算機，然後來解決這個問題重要？當然我也認為傳統算則很重要，因為傳統算則這個中間可能包含他對位置概
念的了解，他對於你為什麼要這麼做這些事情，他是有很嚴謹的架構在裡頭，學生應該要學會的。可是當有一些學生他完全不能掌握
的時候，是不是他還必須要學這樣的東西？這是不是他必須要會的？所謂的素養的東西。這可能又是另外一個。
左：你的觀點我是支持。這裡面還有很多議題，說不定以後我們再辦一個這種問題的焦點座談吧。就是這牽涉到，譬如我剛剛想到，科技
融入教學。我們科技融入教學，我們做了太多的研究在裡頭如何應用科技來學習數學，就是學習數學概念、學習數學思維什麼。但我
們很少另外一邊的，我們怎麼樣引導學生，用科技來解決數學問題。
B2：這個才是比較重要。未來的……
左：就是，你看現在，我們當時把這個……
B1：我們都是做好了，然後他就是用用……
左：是是是
B1：比較少說，你現在是有一個問題在那裡，你拿出來……
左：對對，這個東西拿來處理這個問題，對不對？
B1：對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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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這個國際間研究也比較少，尤其是數學部分。就我們大部分用科技來理解數學這個概念，我們很少用科技來解決數學問題。所以我們
教我們孩子是什麼，應該大概真的要不能夠一套標準來處理。好，我們再拉回來。這個談到工具啦，能不能談一下如何發展學生數學
素養的學習工具？比如說剛才談的多媒體、科技工具、或者教具。我這是學習工具，是廣義的，剛才講的多媒體工具，科技工具，我
也包括一般的教具，或者我把這個教學活動或教科書也當做發展，也當做一種教學工具來看待。所以我這學習工具是蠻廣義的。
B1：這是 for 老師還是 for 學生？
左：給學生。我下一個議題是給老師。我們現在談就是說你的這個 magical tool?
B3：萬用揭示板。
左：萬用揭示板。你怎麼來，有沒有可能轉化成，或者現在就能夠我們學生來發展他們的數學素養？
B1：這個其實就是兩個面向，對於學生來講，學生使用工具來學習數學。對老師來講，就是老師設計好的 model 給學生來學習。其實我們
在訊息科技裡頭談的就是，就像比如 GSP 它的應用就有兩種面向。第一種面相就像，現在很多，就像左老師做了很多，比如說 package
就是做好了，然後學生操弄一些變數、觀察、然後可以去求解這個問題。那個是設計好了的 model 讓學生去學習。另外一種就是我只丟
一個問題在那裡，學生要自己把那個問題情景利用這個工具去建構出來以後他自己再去探索，所以其實工具本身就是有這兩種用意。
那剛剛左老師特別談到的就是，我們現在學生比較欠缺的，特別是訊息科技這塊，比較欠缺的就是大部分學生是被動地接受老師提供
的問題來做學習。比如說這個操作的時候，大於零的時候試試看，小於零的時候試試看，你看到什麼，然後下了結論。可是事實上，
比較需要的是，學生可能完全不知道你為什麼要探討大於零？為什麼要探討小於零？他應該要是有辦法自己去決定想要做什麼樣的探
索。這時候工具本身是讓他有機會把可能沒有辦法建構出來的環境把他建構出來。所以應該是提供空白的、他可以自己去把那個圖給
畫出來，把那個拉 bar 給做出來。
左：ok
B1：那時候就會變成工具的使用上是不同的。
B3：我剛剛在類比那個，如果我很會玩電玩的人，我們叫他是很有電玩素養的人，它是怎麼發展出來？那整個環境，他會增強他的動機，
他會在裡面做問題解決什麼什麼，所以好像學習的系統假設用科技的環境來支持他發展數學素養的話，我覺得，我們可以模擬到電玩
的話，應該是很厲害的。就是情意的東西其實是會很強。但是，相反的來想，如果我們把科技拿來，素養的概念是它可以解決很多他
面臨到的問題，理論上他不應該局限在某個環境。所以，我對剛剛提出來的問題本身，我是有一點疑問。應該是生活中任何工具都有
可能變成支援他的數學素養發展的一個工具。所以很難去講說我們可以怎麼發展什麼工具。因為就是你的問題是什麼，他就必須想說
他手邊或者曾經經驗過什麼樣工具可能可以去解決，好像比較沒有辦法去設限。但如果就是要回到我們要發展一個系統，我會想象那
個電玩系統應該是目前最，最吸引人……
B1：最吸引學生的
B3：對對。現在好像已經有些系統它是學習輔導的系統，可是它就是用電玩的方式來設計。
左：有有，對對。
B3：我還沒有真正研究。
B1：學生最近跟我講了，這個 idea 真的好厲害。
B3：以後那個學習輔導把它放起來
B1：那個虛擬實境。
B3：對對，很多那種做了就是也類似他們電玩，然後分組的，有對抗賽，然後又有一大堆的工具，他都可以加的。
B1：真的是太厲害了。
B3：太厲害了。
B1：現在我才知道，有一種科系出來，叫做 computer game science，有這個科系。
左：computer game science
B1：對，我有一個大學同學，他兒子今年就是申請到這個科系，computer game science。這個是我們那個年代不會有的科系。
左：是是
B1：現在居然變成一個專業了。
B2：那個老師，我剛剛想到你這個主題的時候，因為既然是素養，我比較傾向於老師應該是自己提供 source，而不是教他怎麼使用這個工
具。雖然你今天包括計算機的話，比較簡單的加減乘除，其實現在很多小孩子計算機拿來不會用，因為他除了加減乘除，其他那個 MR，
M-很多東西其實他不清楚的。類似的剛剛講到方程式或什麼東西、拋物線，那其實我覺得老師應該引導的是有哪些工具他可以去用，
那提供 information 之後，那包括作業就是由他的工具來解決這些問題。那在操作過程中，他就要自己去找，那這個裡面包括他覺得哪
個工具好用？因為每個界面他知道工具之後，他界面會不會使用他自己要摸索，其實這個也是可以當做作業的部分。你為什麼找到這
個軟體，你覺得這個軟體為什麼好用？
左：是是
B2：我覺得這個應該是他將來出社會，他碰到問題的時候他應該要去做的。只是現在因為他剛開始比較不容易找，那老師可以，亦不一定
提供他 ABC 這幾個名字，其實可以告訴他網站、提供這一些工具。那你自己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這些工具你可以上那個網去找，
看你要哪個工具沒關係，可以把它解決出來。那比如說，那今天給你一個實境，今天打擊投球投過來，打多少度，然後怎樣？球會跑
到哪裡？哪個人可能會接到？等等這些，你就可以用你這個工具來做解答。我就會是，他應該是在工具的應用的部分，什麼時機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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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個主題適合，不是所有主題可以運用的，特別是比較無趣的那些東西，包括那個一元二次方程式或者二元一次方程式，我們常常解
題出來要花很多什麼來寫，可能你有些工具，你直接輸入的時候就可以看到，平行線或者什麼，他可以自己去找那些關係。那我之前
有學過，在美國我有跑去數學系修數學解題，其實他們有很多東西就是他老師講的，花很多時間讓學生去探索、去摸索，然後讓他們
自己去歸納一個結論，我們現在比較不一樣的是，常常我就是幫你講，幫你歸，其實學生到最後都沒有學到，都是老師的東西。當然
相對也會比較多時間，那還是回歸到我剛剛講的，你的課程裡面你如果這些東西融入進來，是對數學素養又幫助的，那哪些是不必要
的？也相對要去減。因為那過程中，真的是很難。當時我覺得，就跟我們教就好了，是研究所的課哦，他就還是把你當小學生一樣，
讓你去慢慢摸慢慢那個。對，後來我才知道，哦，他是原來教這些，這些很多人都是老師，他就是要告訴他們，你回去學生要透過這
過程，他學的東西才會比較扎實，concrete。他的東西他真的以後要用的時候比較不會忘掉。所以在工具的部分我比較傾向是用這種方
式，哪些東西教到這單元，其實有些 source 或者現成的軟體怎樣解決問題。比較重要的是，你會用這些出來的結果，你可以去解讀，
是不是很離譜？或是說東西根本是不對的？對，學生比較重要的應該是這些東西。
B1：所以剛剛 B2 老師那個，我突然想到我孩子，他的一個 project，他們那時候在教直線上兩點的距離。
左：直線上兩點的距離。
B1：教完這個概念，老師給了一個 project，老師發回來一張紙，上面就虛擬畫了不同的 island，他們老師要他們說我現在呢有一個小區域，
這個小區域有不同的 island 有那個水域，請你建構他的鐵路系統還是什麼。那這中間就是你要建構的時候，你要用最少的材料來蓋出那
個系統出來，然後同時算出他的距離，這中間他要用到比例，它因為有些是要蓋斜的，斜直線，他自己要去寫，那就不是很漂亮的斜
直線，
左：對對對
B1：他就要去算距離，他們教的是這個。他雖然只是教直線上兩點的距離公式，可是他要回去做的東西，是這樣的一個 project。
左：一定要連接其他不同的知識。
B1：對對，就變成，它有趣。就每個人可能蓋的方式不一樣。
左：蓋的方式不一樣，你就要說明為什麼你覺得這……
B1：對為什麼你相信這是對的。
左：是是是……這就是素養
B1：這個我就覺得不一樣了。這是我說的，他們教不多，可是他們會給學生的 project，不是只有著重不斷在解這個問題上面，而是他有機
會去應用。他也覺得，對，我也有機會展現我的想法。
B2：對，所以老師我剛剛講的就是說，在這個解題過程中，老師可以提供一些 source，你可以使用哪些工具，你就告訴他，你自己要用哪
個工具，或是要挑哪個工具，你要自己想辦法。我覺得工具的應用會在這時候比較好一點。因為你真的把它融入到課堂上，教他怎麼
使用，其實很佔時間的。對，回到剛剛老師有講過，其實電腦他們也做過實驗，就手機小孩摸一摸，到最後就不到一個月，很多小孩
子都知道怎麼上網，怎麼那個。好像有點天生的感覺，包括剛剛老師講的，game 你丟給他，他一下子他小孩子就很會玩，一些 rule 你
不告訴他，他自己都有辦法摸索出來，那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可以他自己要去的。
左：使用工具解決問題。
B2：對，我會比較傾向這樣子。
B1：所以這裡有一種能力是我們一直沒談的，就是評鑑能力，就是你有沒有辦法去判斷。
左：Evaluate。
B1：判斷說這個是好或不好。在數學上面，我們都告訴他，這個才是我們要的。但是事實上，很多是他需要自己去抓住是這個工具好，哪
個工具好，這個是最佳的。或者是……
左：是是是……
B2：這個就是我剛開始講的素養最高階的部分，你有辦法去選擇、判斷、調整。
左：林福來老師他們把這個當見解。
B1：簡潔……？
左：見——解——
B1：噢，ok，見，解。
左：包含你對你處理問題的看法。
B1：對。
B2：所以老師包含，這個包括在其實蠻低等的年紀，其實就可以做訓練。
左：那當然
B2：對，所以我剛剛講的，不是說到國中高中才可以，在國小部分就可以慢慢讓他去發表，這裡面包括一些溝通的東西也會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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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是是……謝謝。我們回到就是說，剛才談到……你們剛才已經想要談的，怎麼培養老師具有數學素養的 PCK？教數學素養的知識能力。
B2：我個人覺得老師的那個觀念的轉換。對
左：觀念轉換，引導老師觀念轉換。
B2：為什麼要教他們素養？因為很多老師，尤其數學老師，其實從我之前我們找的的九年一貫，然後轉成包括現在我不知道，轉成九年一
貫，80 幾年，其實剛好那時候我們在中等教師研習會，然後到各偏鄉到哪裡之後，我發覺到一個現象，很多老師你怎麼改沒關係，我
還是用教學……我怎麼學的怎麼教的那部分，很傳統的，有辦法讓你考高分就好了。那我覺得我們既然已經轉成素養，跟以前只是純
粹教知識能力的部分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老師的概念想法，第一個一定要先讓他們願意覺得，真的社會不一樣了，素養是一個未來小
孩子的趨勢，不是用我們過去那一套來套到現在小孩子。第一部分我覺得觀念的部分。第二個呢，就是說，要花蠻多時間，等於說讓
他們去研習進修。這點我真的覺得很重要，等於說我們可能有一些用主題，不是主題，我們有譬如說幾何代數這一些等等，會發展一
些例子來，告訴他們像這些東西什麼可以教。對，研習大概初階就是這樣子。中階可能要看他們能不能自己發展，對，然後呢回到學
校自己才有辦法去用。對，然後呢，當然相對的，我們在發展，我們剛所談的東西，怎麼把它融入這些，告訴他們怎麼去用。因為我
覺得這個可能會比較重要一點。
左：謝謝，就是兩步。第一步先進行信念改變、觀念的轉化。第二步我們從實物面與教師進修面上來。
B2：對，因為包括現在我們要講的評量，是给我發覺到，真的很多老師一出下來一看，對他們來講，真的很難。所以他們是老師，我覺得
我們還是有義務要教。
B3：我基本上，完全同意，就是這兩個應該是最核心。那觀念的溝通，應該是還包括大環境的整個氛圍。就是說，如果整個不只是，若只
有老師被改變，其實他很難動得了。
B1：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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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家長也是家長會壓著他們。這些是整個大社會的氛圍，他們要認識到新的世代的問題。那我現在就覺得，因為我們很多人看 Ted 的影
片，我覺得那種傳播方式其實是很厲害的，他就短短的 15 分鐘……
B1：15 分鐘、20 分鐘……
B3：但是很清楚，可能圖文並茂，可能有些短片等等。就是覺得這是一個好方法，就是如果我們真的是要去推這種素養的東西，不管是我
教育或教育部或者我們自己研發團隊那種機構，要跟社會去溝通這個觀念的時候，不要用長篇大論的方法，而是用一個很精簡短的，
甚至是有那個……
左：懶人包
B3：對，懶人包，或者 infographic，一個圖讓人家一看就可以懂了。那真的是現代裡面溝通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技能。但我們現在好像都
溝通方法都沒有改善，然後我們希望我們的社會可以接受新觀念，我覺得有點困難。所以觀念的溝通應該是整個大的環境要改變。研
習的部分，我其實會想到說，我們都是做 worked-out example 的人，就我覺得伸手剛開始他一定是從範例來，所以你要足夠多的案例告
訴他們說就是這麼做，然後他們就是成功了……
左：是是是
B3：好，他們才會敢踏出第一步，然後先仿作，然後慢慢自己的東西這樣。所以，提供很多的案例應該是研習開始的時候必須要做的事情。
B1：我完全同意這個說法。只是我現在國教院裡頭編這些東西，我覺得那說服力是怕不夠的。
B2：就像老師所講的，你如果要他們來做一整天，或是哪個講很多理論的東西，他們比較沒辦法。所以包括剛剛的例子，我剛剛所講的，
幾何的例子，可能一二十分鐘，我就單純講一個例子
左：一個案例
B2：對，一看就清楚明了。那接下來可能就是討論。
B1：那現在老師研習真的很多，其實會覺得都在研習但是都是不是很清楚的詮釋著想法。大家各有各的想法，所以他們可能也很難掌握說
現在推到底的是什麼樣的東西。
左：所以像這次 10 月我們要辦的工作坊，我就是要求，我要求他們來做工，他們老師說，你講國中的，你就拿國中一個例子，帶老師用執
行科技來完成你，不管你是建構主義也好，行為主義也好，或者什麼 anyway，但你拿一個例子來，告訴我，你現在的教學模式是什麼？
你把它做出來，帶大家一起來做，用一個案例來做。要不然真的以前，這種研習也好，或工作坊也好，聽了好多老師的理論，帶回去
也不曉得是什麼東西，然後還要罵人。

訪談內容

議題 8

左：我們時間差不多，最後一個，請大家再提供我，也許這個好像還蠻不好回應的。你心目中的數學素養的理論是什麼？透過這個理論，
你怎麼形成你的教學架構？
（大家笑）
B3：我們還沒有進入那個狀況……
左：ok 還沒還沒，我不一定要一個答案。
B3：理論，然後教學架構。
B1：嗯……
左：不要有太多壓力
B3：我還是支持說，如果是談理論的話，就是 Basic 的建構理論，因為你談素養，就是你基本的能力。所以知識還是要學習者自己去建構出
來，他遇到這樣的情景他可以自己去解決而不是別人告訴你的。
左：all right
B3：對，這個如果真的要簡單的談理論，我大概也只會想到這個東西形式比較具體的。
左：就是要培養一個學生的數學素養，還是架構在一般的那種建構理論。
B3：他還是他主動的去追尋、去追求這個東西。
左：是是是。ok，老師的角色就是佈置環境給他。
B3：對對，我會想到這樣的東西。
B2：我這邊所想到的，就是跟以往比較不一樣。以往的知識論跟認知兩塊來形成他們的底，但是在知識的部分因為我們知識部分過去都是
沿用過去的，我會比較進一步支持可能要往前看，所以知識論的部分，過去的不是全部都丟掉，對過去裡面要重新檢視哪些是可以 for
未來的那一些，把它留下來，再加上一些科技的一些知識，可能要進來。然後認知的部分，就是結合剛剛講的，怎麼讓學生自己可以
去動手，怎麼去建構出來，這兩個部分當做 Base，然後發展的這些東西之後包括課程啦、然後還有我們的教材教法這些，後面評量方
法的話，應該比較會就是整個一貫的。知識論部分，不好意思啊老師，我會比較傾向於還是要丟掉一些東西。我現在講的是一般
general 的學生，如果說以國中要學的東西的時候，個人要檢討。啊有一些新的東西要加進來，尤其科技的東西，對。
B3：我覺得好像也不可能無中生有產生一個新的理論。還是跟以往的學習的理論其實是差不多，因為目標不一樣了，你的教學方法會選擇，
以往比較接近說，那個統合的能力啊、那個情意面向包含進來的那樣教學方法應該會變重點，但那種比較機械式的練習會少一點。但
是我想那個整個理論應該也不出就是那些嘛。因為我自己在想的時候，我還是從我自己熟悉的心理學的角度去，其實也很難是完全新
的理論。
左：這也許這個也要等到我們發展，架構在舊有的學習理論，慢慢在看。這有個特定目標，這特定目標現在還沒有弄的很清楚，也許一邊
把特定目標弄清楚，一邊修訂或者是發展新的理論來做。
B3：或者是 Revise 一些舊有的理論。
左：對對……
B2：老師，我這裡提出一點，我們過去可能很多都是以老師為主，我心裡想說教給學生哪些東西。可能現在要另外思考的，就是以學生為
主。那學生為主的時候，那學生會怎麼學？怎麼樣才有辦法學到？另外一個就是，他學了這些東西，將來，for 將來他有辦法去用，這
個東西可能是如果說，你剛剛所講的 Base 的理論基礎的話，可能要有這個當前提來做思考，來做調整。不好意思講的比較抽象。
左：不會，我們盡量收集不同的意見。我們還有第三階段 Delphi 的，同時進行。謝謝各位，我們今天到這裡，提供我們非常多的好的想法
跟意見。謝謝。
B2：會不會太發散啊老師
左：我們預期啦……在這個階段有一些發散的想法會進來，最後我們就是靠 Delphi 來把它收斂。把每一位的，最後你是不是這樣的想法，
共同的想法是什麼，再收進來。
男：那老師你這個結果今年會出來嗎
左：我……有點晚啦。本來我們這學期應該，暑假我們就進行 Delphi，目前可能還來不及。
男：因為我現在就是，碰到的著力點，要弄那個架構，都並沒有什麼東西國內可以參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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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素養的
B2：對，素養的一些，對。就是有啦，之前我們那邊所做的，那個誰啊，那個什麼，數學退休的那個，對，李老師那邊的，對
B3：李國偉。
B2：李國偉老師那一邊幫我們做的素養，大概是那一個。
左：其實我們做的也覺得很可能接近，因為李老師李國偉老師他們也是……其實背後還是 OECD 的東西。
B2：對啊，但是那個……他……我覺得就是說，要進一步轉化成不管是教學或是課程還是評量的話，還是要去做轉化。
左：是是是
B2：那我們也期待您這裡有更細的東西，我可以……
左：我們努力啦，努力去把這件事情做好。但我們並不期望作為一個政策的……
B2：不不會，至少在我們研究可以做為很重要的參考，我覺得對我來說就很有價值。

第三次專家焦點座談
日期：106/06/20
主持人：左台益 教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訪談內容 議題 1
左：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想要請教各位，請你用一句話你認為數學素養是什麼，然後再給我們一些具體的例子，我們不拘形式。我們從 C1
開始。
C1：如果一句話就是，就是一個有數學素養的人，他可以用他所學過的數學來…來處理真實世界的問題，但是我要強調的真實世界不等於
日常生活，真實世界是…是在真實世界裡面會發生的事情，但他有可能非常的專業，比如說他…就說他是物理學家或工程師，那他為
了要研究這個真實世界，或工程師要解決設計汽車，他要用到很多數學，那他…他能夠用他過去學過的數學去來處理這些他在真實世
界遇到的問題。如果一句話的話我這樣想的。
C2：一句話可以講這麼長喔？！
C1：我不知道耶！我後面是解釋那一句話。解釋那一句話…能處理真實世界的問題。
(C3 老師進來)
左：我們在討論什麼是數學數養，就是最直觀的，那我們第一個問題就是說請你用一句話來說明你認為的數學素養是什麼，好不好？
C3：喔~~
左：所以，你一邊休息…
C1：我們都吃完了吃完了(大家笑)
左：我們都吃完了。好不好？好啦！那這樣子走，齁，C5 這樣！(意旨按順序回答問題)
C1：謝謝！謝謝！
C4：對，我…我…我也是覺得說，其實我也覺得說都因為沒有辦法像那個大學學到的數學一樣高層次的話，至少用…就是用他國中可能所
學到的數學解決身邊所遇到的問題，可是這問題裡面本來他當然目前很多預設是生活問題，可是我覺得即使是遇到他目前做到的數學
問題也是一樣，他能過想…或是類似數學問題，他能夠用數學的方法，譬如說分類阿…或者是想辦法做一些排序阿…然後處理、解決，
我覺得這就是數學素養。
左：就是…就是…就是應用現有的數學…
C4：應用現有的數學技巧…
左：你的意思是這樣？
C4：對對對，應用現有的數學技巧來處理周圍的。
左：大學的 level 可能他大學的有很多的可能，對不對？就是現有的…
C4：所以…所以我覺得解決課堂上的數學問題也是一個重要…他能夠想到，而且不是用老師教到的方法來處理。
左：喔~不一定用老師教到的？
C4：對，有可能是用之前學到的其他方法。
C2：一句話，就是…解決問題的手法
左：恩
C2：解決問題的手法中，恩…運用了…運用了自己能掌握的，啊！運用了自己懂的數學。
左：恩，懂的數學。
C2：對，可是這樣子…可是這樣來，那他如果不懂的數學他也沒辦法拿出來用啊！所以其實那個還可以再縮…縮減，解決問題的手法中用
上的數學。
左：OK！用他…他有的數學。
C2：對，用他有的數學。
C4：所以是數學當主詞，還是解決問題當主詞？
左：給一個例子啦！給一個例子，說說看。
C4：呵，這兩個不一樣。
C2：給一個例子喔！
ㄜ…例如…例如，我講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就是…就是…就是之前在研究那個房價，我想說要不要再買一間房子，然後就…
(大家笑，聊天…)
C2：然後，那…那我就想說，ㄟ~到底大家講的房價的那個高點是不是真的。
C4：是。
C2：然後因為我有鎖定一棟大樓，然後我就…首先我就是先去搜尋說原來這棟大樓裡面好像有三種房型，然後先鎖定買得起的房型，然後
就去調那個…那個實價登入，我就調過去五年的實價這樣子，然後我就用那個 Google 表單把他 key 下來嘛，把不要的資訊刪掉嘛，再
畫成折線圖，那個折…那個折線圖就看到那個房價喔~是這樣子…這樣子，然後高點果然落在 2014 年下半，對，然後我就回去搜尋新
聞，大家都說房價轉折是在 2014 年，對，然後我就說，ㄟ！我就把我學到的數學知識都運用，就是搜尋可能還好，但至少畫折線圖就
是一個很國中的數學知識，對，然後…然後我的問題是我想要了解我所在地區的房價，然後我用了這樣子…畫折線圖的一個例子，然
後應證他的高點果然落在 2014 年下半，然後我…我就大概看那個折線圖做一些評估啦！就是…就是覺得可能是差不多的，因為好像也
是別無可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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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是是是。趨緩。不過你…你…你舉這個問題，其實你…你所涵蓋的數學素養，那個成分非常多捏！第一個你…你能夠這樣知覺到說這
個問題可以用數學來解決，數學知識來解決。第二個你…你還知道我…我用一些工具來幫助我處理這些數學問題，這個也是一個某種
數學素養，齁~
C2：對對對。
左：不，這是我詮釋你…你…
C2、左：(笑)…
左：對不對？哈哈！你…你，你使用工具可能不只一個阿，除了科技工具，你還使用了統計工具阿，你做那個折線圖啊！
C2：對，但是做折線圖，不…不是一件很複雜的事，對。
左：對某些人可能很複雜啊！就你使用…
C1：對，就你選擇折線圖而不是長條圖這件事情，就是一個…
左：就是一件ㄟ…對對對
(大家笑，聊天…)
左：而且你還能夠解讀那個折線圖去回到你的現實問題上，所以你還有…有評估本能，評估運用數學來評估問題的能力，所以你的素養是
很高的。
C2：做了 PISA 一個迴圈。
(大家聊天…)
左：以前，那個…張海潮用了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他說，他身高 173 公分，體重 60 公斤，他想要去算一下他的 BMI 值，然後他 BMI 值
公式他去查，齁，BMI 公式就是…
C4：重量除以…體重…
左：體重是以公斤為單位嘛齁，除以這個…
C4：身高…
左：身高的平方，身高是以公尺為單位嘛齁，所以他就變成 60 除以 1.73 的括弧平方，可是這個平…他用的這個數學的概念，然後接著他說，
ㄟ！1.73 平方好難算喔！手…手頭上拿不到，然後他第一個想到拿科技工具，拿不到那個計算器，然後就想，ㄟ！1.73 這個根號 3 不是
大約 1.73 嘛！哈哈，你有聽的懂嗎？所以他就 60 除以 3，BMI 小於 20，接近 20。
C1：應該大於 20。
左：大於 20，對，1.73 多齁！
他用這個例子說明這是某種素養，就是運用他的數學知識解決…
C4：解決一個現場、當時的問題
左：解決現場，嘿嘿！通常焦點座談組織…
C4：但他比較像是解決一個數學問題，是計算上的數學問題
C2：老師，這就是張海潮老師講話的風格，就是你有數學背景你會覺得，哇！就是很有味道，可是一般人聽起來就覺得，恩……
(大家笑，聊天…)
C1：聽張海潮老師講故事是會…他…他會舉…他會舉的例子都是有念過數學覺得很帥的人，呵呵！對！
(大家笑…)
左：好啦！我們先請 C5 老師。
C5：好…好那我…我一句話之前我先說一下，我對這四個字的接觸就是 PISA。所以…所以應該說，會…會局限在那個試題評量或是那些概
念，如…如果要讓我講數學素養，我的感覺就是「數學感」，可能是數字感或是空間感或是量啊~形體這些感覺。那…那我的感覺就
是…因為那時候 PISA 在推的時候有看了幾個案例，就是統計圖表，如果只看局部…好像沒明顯增加多少，但是忘了看起點，其實那個
只是增加幾%，而不是好像…好像有點類似玩文字遊戲，或是只是斷章取義的時候，你會覺得…ㄟ！好像那個…增加率還是什麼…什
麼…，反正就是看使用者怎麼樣去做文章，不然是要去罵台上的還是政客怎麼樣，那…那我自己也舉幾個比較深刻的案例，以前例如
我們才出來教書不久，最常的感覺就是一直常常算幾 c.c.、幾公升、幾…，這些在轉換，那後來也是在研習聽到謝豐瑞老師他們的一些
提點，就是說…平平算，我們只感覺那數字的對錯，或是單位轉換的小數點，但…但是到…到底是多少是多少，你沒感覺，那時候才
開始你一瓶沙士 2 公升，那麼重那麼大，水密度這樣，那…那這樣是兩公升，這樣是五百、六百…等等，或是那時候飲料就是生活五
百，ㄟ你喝的那個就是 500c.c.，兩個就是一公升，等於說…或是說，是…至少是我們在教學上這個東西沒有人評量你，但是你…希望
你有一點感覺。或是我們自己在舉例，舉這樣子的講法，那我自己還有一個很深刻…曾經有過的感覺，就是那…那時候去吳哥窟觀光，
那他那邊跟你對話，用他們那邊的錢幣跟你兌換，他是可以用…直接台幣匯率在跟你算，還是美金，就是那些小販他要找錢，好例如
這個多少錢，他就怎麼找你這樣，阿那時候大家就在問，那我是先換成…我是用美金跟他算比較划算還是我直接台幣跟他算，啊…那
時候因為他…他的說法就是…我們那時候美金跟台幣大概是 1:30，那時候…，但是他那時候停留在的那個定額就是等於那邊的美金在
那邊如果算台幣等於就是停留在以前等於 40 塊台幣的這種，就小販跟你算的時候是這樣，對，所以我的想法是 這不就很簡單，我完
全不用算匯率，我就覺得…因為他的美金等於值我們以前的 40 塊台幣，阿現在我去換台幣，我換美金我是 30 塊去換，所以我的感覺
是…這不就很簡單嘛！完全不用算，不用感覺，但是他們感覺你怎麼直接就知道，直接就覺得用美金換…
左：你…你已經知道，他…他們……
C5：那…那個是，跟…跟……
C4：一開始都跟柬埔塞在一起對帳…
C5：甚至他們都還會看你覺得，他會用各種語言跟你聊、小販跟你推銷，他會講台語、講日或中，他覺得反正黑頭髮啦！他會先用日文跟
你對話，看你都沒反應，然後中文，中文又不太理他，他會講台語，反正他們都被訓練得很好，那…那這是我的感覺啦！就是…如果
講…講比較簡單或是數字感，那回到我們教學評量，有點類似學生算完之後，對於他自己得出來的答案有沒有一點敏感度，就即使他
們不需要真的…我還要帶進去驗算，對…對於我這樣算出來的答案，ㄟ~對於這樣子的情境或什麼是不是有一點合理的判讀…
左：是是是。
C5：那我的感覺就是好像就是你起碼有一點這種感覺啦！或是所謂 sense，當然真的要去計較，有時候也有好多盲點，以前聽過林福來老師
舉的案例，這樣的圓柱跟這樣的圓柱，有些當然是衝著某些既定的迷思，只是我們沒有被刺激過，但是如果真的要講，好像這種生活
素養，或是我們教學上，似乎是希望有這樣的感覺，不要你拼命算，算完那在幹嘛，我們不去…不去…
左：是就他產生意義啦！所謂 sense，sense making，就是…
C1：對
左：要讓他產生意義
C1：老師，不好意思，我問一下。您…您這個…這個焦點訪談你有沒有想要找小學老師？
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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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沒有。因為剛剛學長講那個數學感，（我）在猜小學老師可能會蠻有感覺的，因為年紀小的小孩他對數字有數感跟沒有數感，我
左：上次就有一位，就是 B2，我們上一次 B2 曾經建議找小學老師，就是…我們必須考慮…其實我們沒有找小學老師，我們只是覺得說…
數學感沒有那麼高，…
C1：其實小學老師可以不用亂槍打鳥，可以鎖定在讀碩士班、博士班的小學老師，就…就請像國北教大、市北教大的數學系介紹他們的研
究生，因為他們在碩士班，他們自己的數學教育不斷的在被磨練，所以他去看小孩的時候就比較有感覺。然後想要講答案那件事，學
生機率算出來大於 1，他就不會覺得怪怪的，就寫在答案上，然後寫上去就覺得自然這樣子，就老師講一百遍，他考試的時候還是會寫。
左：這種…這種案子很多啦！就是有人說他畫…畫那個細胞成長，成長跟消滅的那個曲線，所以假如橫軸是時間，然後縱軸是細胞個數，
然後他會…比如…假如說他是 exponential to k，他快速的降低，那他問…然後問他，比如說，十秒鐘以後他已經非常接近 0，對不對？
然後問他說 20 秒鐘以後，那很多人算出負數，所以他細胞個數是負的，所以他…就如同機率大於 1，他…他不感覺的…這個數……就
他對數字的感覺沒有意義的產生啦！通常我們 sense making，意義的構造他還沒有構造起來。
左：很好，我們謝謝。C3，C3，你的數學素養的看法？
C3：我記得之前在上課的時候，就是…好像不管講任何的概念，都會提到那個就是…那個…我記得您常常畫一個圖，就是什麼，現實生活
世界跟數學世界的那個什麼表徵的轉換，我覺得他們如果可以很自在的去轉換這兩者之間的一些表徵的話，我就覺得就…很有素養。
左：很生…那個生活世界跟數學世界的轉移…轉移跟轉換，然後特別是那個表徵的使用。然後你覺得一個人假如具有這個能力，就是數學
素養的展現？
C3：對對對。
左：這是第一個問題，感謝各位…

訪談內容

議題 2 和 3

左：好，我們第二個問題就是說，就你剛才所談到的數學素養，你認為一個人…假如要有數學素養，他基本的成分是什麼？組成一個數學
的數學素養成分，至少各位都談到數學知識是形成數學素養，因為你們都知道，運用數學知識去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嘛！對不對？所
以，除了數學知識以外，數學素養的成分還有需要什麼樣的成分來形成一個人的數學素養？還是 C1 開始。
C1：我直覺會想到的就是…那個，不只是數學，是很多其他學科都共同需要的，譬如懷疑跟批判思考能力，因…因為像那個你說你要對你
算出來的答案有 sense 這件事情，也就是說，當然有的時候是直覺的感覺，但是有的時候是…有的時候是，比如說我們在…我們在網路
上常常會看到很多文章，但這些文章就是說，你如果平常都沒有習慣…沒有習慣有一些懷疑，比如說，ㄟ…講簡單一點，就是…就是
邏輯，其中一個這個…這個懷疑跟批判思考中一個很重要成分應該是邏輯，你看網路上很多文章，他其實是前言不對後語，然後他…
他自己很容易前後矛盾，可是你都沒有去看看他邏輯，你去看看完就覺得是對的，然後就傳來傳去，Line 上面很多長輩文，有沒有？
就很好笑！就…就那個東西是數學知識本身他不見得是很有邏輯性的，因為我們運用數學知識去解決問題，他可能就是一個方法，那
這個方法不見得…不見得一定很有邏輯性，那…那但是就是說，ㄟ…我覺得…我覺得你要…，因為你要解決問題可能需要一些預估啊！
那你需要一些預估，所以說你要看看這個東西可不可行，然後能不能真的解決問題，有的時候就真的需要一些選擇批判思考跟邏輯，
你要自己看你想做的一些事有沒有會互相衝突，這些東西…所以可能我剛剛講一堆很亂的東西，裡面最核心的概念應該就是邏輯。就
是說，邏輯其實是不等於數學，那邏輯在很多的學科都訓練，不只是數學，邏輯不是數學專利，但是我們…比如說國文課、英文課、
歷史課這些課其實也有機會去念，但是我們沒有常常訓練，然後到後來大家覺得數學好像邏輯，但其實是兩件不太一樣的事。
左：恩，好！我們隨時可以插話。我們還是按這樣一個順序。
C4：我的感受是，因為他遇到解決一些他看到的問題，所以他要具備觀察，可是我覺得就跟剛剛 C1 老師講的懷疑也一樣，他要去觀察…去
做一些連結，所以他需要去對很多的常識要有基本的認識啊！阿把那些常識拿來連結、解決問題。
C1：所以我們在說數學素養都會跟其他素養連在一起。
C4：所以…所以他要具備有連結的能力啦！因為他如果連結不出來，他就找不到那個…看不到那個問題的其他樣貌，那他更不會用到數學。
左：那解決問題的能力，運用數學解決問題的能力，算不算一個素養的成分？
C1：剛不是就有誰講…C…前面的…
左：喔~
C2：老師，你…你這問題說？
左：組成一個人的數學素養的一些元素…
C2：除了數學知識跟數學能力以外？
左：對，除了數學知識跟數學能力。
C2：恩~~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批判當然很重要，那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那個動手做的「實作」，實作的…恩…，我覺得實作
是一種需要養成的，但是這個…這個動手做必須在他的學習的過程裡面，它要去被鼓勵，然後再來是他的回饋系統裡面，能夠給他…
因為是…談的是數學素養，所以…所以你只會傻傻地動手做，當然會有一些進步，但是…不太容易有好的進步，那通常是你要好的回
饋才會有好的進步，那在這個回饋的過程中，你得到的是數學方面的回饋。那…那像這樣子的經驗越多，他的數學素養就會用的…他
的數學素養就會被培養的越好。
左：喔~實作回饋會不會類似是我們學術比較專有名詞的類似…後設認知啊這一類的？
C2：不是，就是說…有時候解決，你遇到問題你再解決問題，然後你去…
左：會不會是像類似反思？
C2：比如說…我就拿我剛剛的問題來當例子好了，假設我想要知道房價的走向，然後但是我就…假設是學生他就遇到瓶頸了，那通常對學
生來說，諮詢比較厲害的人算是一個方法，那如果這個人他是…假設他是學數學的，他可能就…我就給他建議，那你就去實價登入，
去找找看，然後你就去做成圖表，這是一種回饋，那這個回饋是給他的是數學的建議，但是一個公民老師可能就說那你就去翻翻報紙，
報紙總會有…你就去 Google 房價的最高點，這也是一種回饋，但是這種回饋也解決他的問題，但是他這個不是數學的建議，那他所以
被培養的可能就是別種素養，但是問題還是被解決。對！所以我是覺得…在那個回饋的過程之中，你給的是不是數學的方向的建議，
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左：OK！所以除了親自動手做，本身這個還有一些回饋系統。
C2：不是，是他能夠接觸到的回饋系統，是不是…是給予他數學的回饋。
C4：所以動手做是做？
C2：動手做是他自己的嘛！自己要願意動手做嘛！
C4：應該說是願意嘗試啦！
C4：你的動手做指的是？
C2：我的動手做是指實際去動手做，就不是只是去想一想也不是談，而是「去做」
，就做做看！
(大家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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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最好還是具體的動手做啦！
左：好，C5 你的看法？就形成數學素養的一些重要元素。
C5：我…我覺得如果其實剛剛三位講完我還一直沒有答案啦！那…真的要我講，我覺得用廣義的就是「溝通」啦！
左：溝通？
C5：對，不管一個問題，我自己在跟題目解讀或是說剛剛 C3 說的，有哪些線索元素我要轉換或表徵，或是說在講另一種…就是我終於被這
個說服了，或是…不管是什麼小說、劇本還是故事，或是邏輯的都有，我…我被說服了，那我怎麼樣去說服別人？就有一套說法說服
自己，ㄟ！我接受這一套說法，或是怎麼樣交流，那我也可以用這個說法去跟人家溝通，去說服人家。
C1：可以用數學的語言，被說服跟說服別人，是這樣？
左：用數學語言…使用數學語言進行「溝通互動」。
左：C3 你的看法？
C3：我覺得就是…就是剛剛他們有點出來這一件事，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在「動機」這件事情上面。
左：動機？
C3：對，因為我家是因為說想買房子，所以才會去研究那裡面的動機。那…很多時候，因為我之前聽過一個研習，那個研習好像也是在講
素養，而且還是跟其他國家學生去做比較，那有些國家的學生他們的知識可能不會像我們培養的這麼扎實，可是他們在評鑑到素養這
一塊的時候，卻比我們國家還要再高，那…會不會是他在那個教學的這個環境背景上面，促成他在動機上面有…就是有所提昇這樣子，
對，因為我真的覺得現在…真的能夠懂得去欣賞那個數學純粹美好的，其實基本上真的不多。
C1：這件事情就是說…，對，因為你剛剛講回饋，我以為你講的是那個獎賞跟處罰這件事情。
C2：喔，不是不是！
C1：對，所以我剛剛想到的是學生使用數學，他會用得到的回饋是什麼？我們現在在…我們在考試裡面得到的回饋就是標準答案、就是得
分，然後…
C3：對對對，我們其實也是常常培養什麼應用什麼問題的練習的可能什麼…
C1：對，但是你還是要得到標準答案才會得分，就是說你面對真實世界問題的時候，你嘗試去用數學解決的時候，這時候你會得到什麼回
饋？
C3：寫了很多應用問題，但還是覺得他沒有用…
C1：如果…如果學生在用數學解決、嘗試面對真實世界，或是解決真實世界問題的時候，如果他會得到正向的回饋，那個東西就留在他腦
袋裡面，他…其實他沒有解決那個問題，那…那他還是會有正向的回饋的話…
左：那這個算不算是某種數學情意或者是態度的一種？
C1：是，我覺得是。就…就是說你願意用數學去面對你的問題，其實他不一定會成功，對，這件事情…但這個是需要去培養的。我們現在
的生活裡面、社會上的回饋系統就沒有…沒有這樣子在…在獎賞學生，就是說使用數學來嘗試，這件事他沒有…不會被獎賞，而且在
考試的時候，我們大部分是被處罰，因為你會寫錯嘛！他就覺得被處罰這樣子…
左：是是是。
C3：就感覺他沒有那麼迫切的需要去…真的要去為這個東西…
C1：所以我迫切需要就是考試寫對而已，我日常生活就這樣想，我不要畫折線圖，我 Google 一下，對！我也是解決了問題，那…那我兩個
得到同樣的結果、同樣獎賞，我就沒有使用數學的必要，那他這個情意就不會出現。
左 喔喔喔！
C3：不過，這樣…那個昨天好像就是講到什麼打電動這件事情，真的會有些人會用非常複雜的公式去呈現出其實我這樣子配置會比較痛這
件事情，他們可以用那種很難很難的那種公式，什麼那個衣服的比例要多少啊~阿我那個“拔出 的比例配件要多少？對對對，他去找
出…對，他去找出…因為他希望打的比別人痛，所以他能需要去知道說我到底要怎麼去配置才能得到那個最高的傷害力這樣子。
左：那…那他這個怎麼計算？計算完了才…才上戰去跟人這樣打？
C3：對對對，他還去實驗，就說我今天穿了兩件衣服，或者我穿了一件衣服加一個棒子…
C4：哇，他是經過實驗？我剛本來覺得他的實作有點像是實驗，其實數學實驗有時候不須用到真實的動手做，他所謂的動手做是筆阿~或者
是在電腦上輸入一些數值…抓到那個關係
左：所以 C3 除了強調實驗，他也還強調動機，就是我真正想要，用數學來處理這個問題…
C1：對，所以這是情意、情意啦！
C5：好，我講一個例子，我有一次想去淘寶買東西，那寄東西，他要看重量，或是要看那個會加價，然後反正就那個 OOO 叫我一起買東西，
那時候我就試…我要試那個價錢，我買幾樣，然後…因為我不知道那個重量，他真正的重量也沒有讓我看的出來，所以我只能用按一
次，ㄟ~價錢沒變？還是有變？然後來推算我要買的怎樣的量是一個最划算的，然後就去做一些，那可是我的動手做是在那個數據裡面
一直去調整，可是我其實當然也有一些預設的想法，所以我才會去做適當的方向，那如果這個方向不對的話，我要重新去試…
左：所以那應該是你剛剛講的…就是「實驗」。
C5：對，就是實驗。
左：動手做，然後再進行某種用數學知識進行的一些數學實驗。
C1：我們以前上課常常說…聽說數學沒有實驗，但那個其實是在做純數學研究的時候，但你要數學解決問題的時候，其實是常常會有實驗
的。
左：是是是，他就是數學科學。

訪談內容

議題 4

左：謝謝！我們第三個問題就…假如我們要評估中小學啦！包含小學在內，他的數學素養，我們會怎麼做？我們怎麼評估中小學生，就我
們剛剛數學素養的意涵、形成數學素養的一些成分，那現在我們怎麼檢定他們？
C1：我覺得如果…因為考試這件事情是我們的…我們的教育體制裡面還是不能沒有的東西，但在考試上面要評量學生的數學素養，重要的
是我們考試文化里面要可以接受…要可以接受沒有單一標準答案這件事情，就他的答案是有範圍，但當然不是隨便沒有範圍的東西，
不是叫你寫一篇作文這種感覺，而是…就是說像現在會考會出現這種題目，就說他這個…會考還是選擇題，所以說你的範圍裡面只會
有一種答案，但是我們在學校的評量裡面一定要有辦法…老師要可以接受，就是說…對，我這個問題是稍微有一點開放式的，因你只
要跟真實世界連結，他…那他通常都不會是一個 exact 的答案，他都是會有範圍的，所以就是說你要能夠…就是我們在教學上要出現這
種題目，然後那你…你的評量上要盡量跟這些…這是不容易的，這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就是說，這件事情，我們的文化要…要
能夠接受這件事情，那這樣子我們在考試裡面才比較有可能說…因為考試這件事情不可能消失的，那你在考試裡面你要讓學生覺得
說…我就是，我現在就是…就是那個…我是有一個自由度的，我不是完全的標準答案這樣子，當然這個牽涉到…比如說你考試，那就
不能只有出單選、多選題，你要出…要出問答題，不是計算、證明，而是問答，那個問答是他要描述他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那解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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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問題，那經過解決數學的方法之後得到的答案，這件事情，那老師要有能力去判斷說這件事情是不是可行的，他是不是真的解決他
想解決的問題。所以這個文化要改變出題很困難，這是事實…這樣子，就是說，如果我們要評量，我們必須要接受這樣的事情，我覺
得~
左：至少你提到三個，非單一標準、開放性的問題、問答題，類似這樣，就非選擇題這樣。
C4：所以包含數學問題？
C1：對，數學問題，就他…他…，那個問題是你考試的時候還是會設定，他要使用某些數學方法去解決你的問題，所以老師的確要有設定，
但那個東西又不是只有一個答案，所以的確是很難出來，你要叫我舉例子我可能舉不出來，呵呵~但是我是想到這件事情。
C4：那…這個我先插播。但因為真的定調那個申論題或是問答這個，還有習慣性問題，不過因為這幾年，不管從基測到會考，還是怎麼這
些聲音，我自己也翻過好些題目，我覺得…我們的大考中心或是心測中心也在進步啦！就是…例如現在好像…即使是選擇題或是尺規
作圖或是怎麼，那當然他說 A 的做法是這樣，B 的作法是這樣，那你問誰對誰錯？答案我覺得還缺一個的問題，就是他沒有在開放性
的問…問為什麼你認為他對或他錯？那我們現在還是在標準化，可能兩個都對，甚至我還翻過有一個是兩個都錯，我說這個在我們台
灣教育這樣是很難出現的，因為以上皆非已經不去碰這樣了，結果你選出來的竟然都是兩個都是錯的，那這樣我想要表達的，也許因
為現在至少某些東西開始有一些題庫或範本，那我覺得假設我們不要那麼氣餒，還有機會往上攀，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下，常常讓他
去判別 A 對還是 B 對，然後那順便有個空位讓他去說為什麼，即使兩個都對，即使他最後寫出來數學算式就對阿，那…那也是他的數
學的立論基礎，那即使他說的也只是個感覺或是怎麼，那我覺得只要是他想要去溝通、去傳達，那我覺得也都是方法。
左：那…那他至少提出他的見解。
C5：對，就是具體的一些說法這樣子，那也許是我們往這個的方向一小步，肯努力的這個點。
C4：因為我有些出些 PISA 或台灣目前想做的素養的評量啦，但是不能…後續都還是需要有些單選題，因為會是所謂多重選擇，因為那樣比
較好做評分的依據，但是我們後來有一個感覺就是…會有一些簡單的題目是要做到這樣，通常比如說要佈題，可能我們頭一兩題都還
是單選，而且主要是看孩子能不能把那個情境給讀懂，或裡面的資料能不能擷取出來，但可是通常我們後來都覺得最後一題都希望問
他開放性一點，看他是怎麼解決那個問題，或他能不能重新設計一個東西。我舉個例子，雖然那個題目還不能公布，因為還沒有考出
來，就是給大學…高中畢業前考的一個目前國民素養辦公室的題目，就是…我們是用網路上的一個文章當作是一個斐波那契鐘，你們
有沒有聽過？就那個鐘是用斐波那契的樣式，就是 1、1 的兩個燈，然後還有 2 的燈，然後在一個 5 的燈這樣，就這樣燈亮的顏色就可
以判斷是幾點幾分這件事情，類似這樣。那可能我們前面就是問他說…第一個譬如說這個顯示顏色是幾點幾分，那他可能就會…其實
他只要讀懂就會去判斷嘛！然後或者我們可以問他說那今天都出現什麼顏色，這是種什麼情況？這其實還是數學題，只是他的數學題
是因為他的情境是從身邊一個…一個身邊的物體產生，然後我們最後一個問題就問他說，那你現在老闆想要換一個造型，那現在變成
說只要用四個格子，那你可以怎麼設計那四個格子代表的數字？可以呈現 1~12 點就好。
C1：四個格子是都要加起來是不是？
C4：你可以設計加啦！也可以設計…，但是，這時候就很開放囉！你可能要預設，但你前面的引導都用「加」居多，我還真的有看過學生
用「減」的，那他寫的…光改那一張就要改很久這樣子。對對對，我們一開始的想法只是預設他可能是可以用二進位的方法來呈現，
可是其實不只二進位嘛！他只要那個數字能夠湊出來，他都可以…，但那更深層可能他想他怎麼設？反正只是嘗試的這樣子…類似。
所以就開放性就變得在那個我們裡面是變很重要，因為如果沒有開放好像就看不出他的呈現的素養這樣。
C2：好喔，我覺得齁！我覺得前題有一個…我一直覺得很有問題的就是說，恩~紙筆考試這種工具它本來就不適合去評數學素養，那所以你
再怎麼改，就我看起來它就是…就是在評數學知識跟數學能力，那你就是一個比較好評，就是說他評數學知識跟數學能力…評的比較
貼切而已。因為紙筆就不是一個評數學素養的好工具啦！所以工具就用錯了，他怎麼改…到最後他那個題型你只要被破解，就沒有用
了。
C1：所以就是說我們要接受其他的測驗工具，才有辦法評量…
左：其實上一次就很多人提到這樣，比如說實作評量或者是說檔案評量，類似學習檔案這種…
C1：這種…這種東西大學教授很喜歡講，但現在問題就是說，我們的文化裡面這件事情就是…就是我們…，因為現在考試牽涉到的是那個
資源分配，因為學校的分配其實牽涉到是社會資源的分配，因為背後那個邏輯是你讀比較好的學校就是有機會取得比較好的社會資源，
所以社會就會要求一個公平的標準，這件事情就是說…這就是當你的文化不認為某一件東西可以代表公平的時候，它就不會出現在…
它就不會期待被出現在考試裡面，但是不只是數學素養問題，只是說我們可以想很棒的工具，可是他不一定真的會被允許使用…
C4：或者應該是說廣為使用吧！
C1：對！所以這個當然就是，對，檔案評量這件事情就是…檔案評量就是累到老師啦！
(聊天…)
C2：所以如果在這個…那我，我先說明幾個觀點啦！但是我覺得如果…ㄜ…這樣子當然實際上我們不可能實際去做，可是我相信一個人的
數學知識、能力、他的程度的高低，跟數學素養，就是說如果把全世界都蒐集起來的話，我認為還是正相關的，對，而且可能有蠻大
的，就是說你畢竟是數學知識跟能力強，你數學素養發揮的可能性大，所以紙筆測驗適合評估數學知識跟數學能力，那…他一定程度
一定可以去預測他的數學素養好跟壞，就是說那…那但是今天硬要在紙筆測驗上面去評數學素養，他就是不恰當的工具，這是第一個。
好，那…那他當然，例如說假設是像檔案評量好了，還是各種另類評量的方式，我覺得它其實也只是比現有的評量好一點…，好的地
方是說現有評量的詬病就是說單一答案嘛！或者是標準答案嘛！那可是你就算是檔案評量好了，你其實也不過就是兩三個長輩，可能
就是老師或者是評分者對你的評價，那個也不一定是你在真實世界上能夠取得的評價。對，其實我…我覺得我們欠缺的評量方式就是
說…在學校的這個評量系統，跟真實世界的評量系統連不起來，就好像玖壹壹就超紅，聖結石也超紅，但是這種人在我們評量表演才
華學校系統裡面是評量不出來的，因為評量表演才華學校系統就是幾個長輩對你的評價，那…那數學的好處是說你用數學多少跟你的
數學知識、能力有關，所以這個我們不會失準太多，就是說你不太可能有一個人在學校的數學系統裡面得到很差的評價，結果他成為
一個非常擅長數學素養的人，或者是一個大數學家，這是不太可能的，因為這個知識是比較中性的，但是…但是如果是像藝術這種東
西，就會差很遠
左：這個問題的連接到為什麼我們連接到第二個問題，就我們先談數學素養可能的成分，阿不是剛剛有講有知識、能力，這種知識、能力
也許可以用傳統的紙筆測驗測量，阿其他的成分也許傳統沒辦法做，我們可能還要用其他的作法，所以我們假如從成分來看…這是我
的觀點，阿另外一個觀點就是說 PISA 他一樣可以…PISA 他號稱可以評斷他的素養，所以他有一套…就是說他的一個評量方式，但他
也是紙筆對不對？但他的問題就是…就如同 C1 講的，他不是單一的選擇題，他有一些開放性的問題在處理，那這個文化、這個社會能
不能接受？當初台北市要考特招的時候，第一屆特招的時候，台北市教育長找林福來老師去，林福來老師就提出 PISA，或是之後類
PISA，但這個社會當下的文化還是不太能夠接受啦！
C1：對阿，我去演講的時候其實講跟這個沒有關係，他們也問我說，我去一個國中，他們就問我說，這已經幾年前…六七年前了，說如果
以後要考 PISA 的時候，那要怎麼考？我已不知道怎麼考，呵呵！
C4：可是我覺得 PISA 有一種題型他做得還不錯，就是那個…讓電腦化評量。
左：對對，他正在做。

120

C4：他那個做的就有點像是我剛剛在那個淘寶上做的實驗，就是你要去試試看，然後看到一些數據，然後做一些…
C2：那一題沒有被歸類到數學素養？
C4：那其實被歸類到問題解決。
C2：對。
左：C3，你的看法？
C3：就是我覺得就是…因為畢竟就是在一般的教學現場正課上面來講，就是…就像剛剛講的，譬如我們現在要檢核他們學到什麼東西，必
須就要去用紙筆去考量，所以我覺得要去評估到數學素養部分，好像目前想到就可能比較偏向那個選修、非正課的那種課程裡面，那
我記得之前在討論到一些什麼特色課程選修裡面，我記得那時候參加一個讀書會，他那時候是講到就是數學跟運動之間的關係，比如
說跟棒球好了，他們其實就是有點也是這樣子坐在一圈，然後就有點像是在閒聊，比如說只是角色是老師跟一群學生，然後就想說那
你今天怎麼去評價一個球員是有價值的球員，那可能假如今天聊到棒球好了，他們就會…一開始會想到那就打擊率高的，那就是一個
有價值的球員，然後他可能就會開始去…，老師的角色就有點像丟問題說，喔那…那為什麼今天有幾個人可能年薪很高的球員他的打
擊率並沒有很高，對阿，然後就是…他可能會丟出幾個數據去讓他們質疑，然後可能今天再給他們幾個其他的資訊，比如說什麼上壘
率阿、長打率阿、有效打擊之類的東西，其實現在他們好像棒球當中有些指標是那種會特別去做統計，進階數據的部分，然後他們可
能就是攤開來讓他們去觀察，甚至去討論說，ㄟ！今天怎麼樣的一個數據的一些組成…讓他們就是有價值之類的，對。可是我覺得就
像…如果是用這種討論的方式的話，那我們…變得是我們要用怎麼樣的指標去評估說，嗯！也許我覺得是在老師的角度就變得說，喔
那今天他怎麼不去質疑、怎麼不去比較、怎麼去客觀分析，那我覺得可能我們個人覺得…嗯！這個學生有數學素養，但是…如果說今
天講到評估，因為畢竟這只是一種有沒有…這種多少這種感覺，他並不是一個量化數據的東西。
C1：對，因為我們傳統的考試齁~因為…數學這個東西就是太公平，我們也很習慣這種超級公平的標準，對，如果是國文、英文，他們那個
作文大家都很習慣，就是…你“兩三頁長被 看起來不一樣沒有關係，就是說…就他國文、英文很習慣作文就是那樣子，他沒有要三
個人打一樣的分數，可是我們非常習慣，我們那個數學算出來答案就是一樣，只有一個標準答案，所以我們已經太習慣這件事情了，
那太習慣這件事情之後，我要去評那種…解決真實世界事情問題能力，我們就找不到方法。
C2：學長，我打個岔。就是…因為我 PISA 改了很多份，我改了大概 3000 份，PISA 只是把標準答案放寬，對，例如說答案是 3，那他可能
接受 2.7 到 3.3，但是他那個其實就是一個放寬的標準答案，他基本上還是標準答案。
C1：對對對，我沒有說不是標準答案。
C2：我的意思就是說，我認為在這個架構底下，他其實沒有什麼開放性答案，他就是把標準答案放寬成為一段那個區間，嘿對~然後，都算
你對。
C1：對，所以他這是標準化測驗，是一樣，因為他是要做國際教育評比。
C4：或者應該說他提供了有更多種不同的…他的答案是比較多元的，你講的是那個 range，範圍，我是說，他譬如說有的答案他只要是能夠
提到…有點像非選的，他只要提到哪幾個重點是他要的，就可以達成。
C1：因為…國際教育評比，背後的邏輯，仍然是資源分配，只是說並不是聯合國來分配資源，而是每一個參與，因為國際教育評比是要自
己自願參加的，每一個自願參加的國家他希望在這個測驗成績出來之後得到什麼？比如說美國的教育學者都很希望他們成績不要考太
好，他們才可以跟政府要求說因為我們教育實在太差你知道嗎，你一定要讓我們改善公立學校教育，我們…對不對？或者是，比如說
什麼教育部長要政績啊！就他背後的邏輯還是資源分配，所以就這種資源分配的邏輯，讓我們一定要有標準答案，我才可以有一個大
家都可以接受標準去分配這個資源，所以說這件事情就是…就是很困難。
左：對，我們今天…今天我們下午讀一篇 paper，才唸到一篇…他是從科學素養來評量，就是他先把素養分 level，這篇文章是他是把素養分
成五個層次，比如說第一個層次是說毫無素養，根本…就是一點知識能力都沒有的，這種叫做 level 0。對！類似 van Hiele 的這種 level，
去把它定出來，啊比如說他在上面一點層次就是說，他好像只是死背了一些公式，或者是一些…知道一些某種名詞而已，這種也許是
一種素養的層次。啊再上來一個層次就是說他會解題，但他不知道那個解題的程序性的概念是什麼，那一層一層…。然後再上來一層
比如說他在處理真實問題的時候，他知道那個概念在哪裡、數學概念是什麼、那個數學的法則、演算法則是什麼，那個層次越高，最
後他…比如說他最高層次就是他…他能夠知道他這樣處理的好壞或什麼的，這樣一個…。他這一套是從科學素養那邊來的，然後他拿
來用到數學素養，那同樣…所以他考題就可以類似我們平常紙筆評量，所以他設計這個題目的 level 在哪裡？這個題目 level 在哪裡。
C1：所以說我們有可能剛才學長講到說那個，就是說…看到兩個方法對不對？啊你問他為什麼對不對，我們有沒有可能接受，就是…在現
在紙筆測驗限制之下，我們數學老師有沒有辦法接受像國文、英文作文這樣子…數學的作文，就是說…
左：他不一定！他不一定存在…，他一樣可以出個選擇題或者計算題，就你實質的。他…但是他那個處理問題的層次的確需要用到他定
位…剛才講的那個層次。所以這樣子的話，他對素養的評估就不是 yes、no，他可以依據這五個層次，然後每一個層次他會有幾題這樣
子。
C1：對，那個就可能要大規模實驗，然後這要發展常模，像…
左：對對對，他也許可以…
C1：對，van Hiele 搞了 30 年大家才接受這種的層次，這樣…
左：嗯！對，那還是在學界，實質還不一定用它…。不過這也是一種方式，裡面牽扯到你講的這種文化啦…的這個接受度。
C1：對啦！就說剛剛那種是說對不對，為什麼對不對這樣子，但是如果說我們的問題…就是說能夠真的開放式，就說不只是把 3 當成
2.7~3.3，而是我們方法都不告訴他，自己要描述那個方法出來，然後描述那個方法出來之後，他描述那個方法，然後他還要告訴我們
他為什麼覺得這個方法有可能解決他現在面臨到的問題，那這樣很像作文，那所以就是真的兩三個長輩要來判斷說這個方法有沒有效，
他這樣有沒有素養這樣。

訪談內容

議題 5

左：好，我們下一個想要討論的就是說，我們怎樣培養中小學生的數學素養，你怎麼教啦！白話一點就是這樣。
C2：老師這我先答啦！因為這是我最 OO 很久，我覺得數學素養齁~就是…當然傳統數學知識那部份就這樣子啦！反正他怎麼改差不多都這
樣子，那他…他沒太多變。但是我覺得在…在工具的引入、介紹、使用，就是要大量，然後要他去借由這些工具，做一個具體的任務，
譬如說，我最近拍了一個影片，然後也帶了一個…一堂示範的課，就是這間教室大概幾坪？這是一個問題嘛齁，那我們每一個人都可
以估一個數字，我相信沒有任何一個學生啦齁，我這樣講可能太武斷，但極少的學生曾經實際去測量一個正方形空間的面積，對，然
後我那堂課…ㄟ！那天你在嗎？喔對，我就是發兩個工具給他們嘛齁，一個就計算機嘛，一個就是那個…測距儀，那個紅外線的測距
儀，然後叫他們分組去量這間教室的面積，當然我給了一個補充資料說台灣喜歡用「坪」
，一坪等於 121 分之 400 平方公尺，這個是他
最原始的定義，然後當然那 3.0164 是取近似值之後，那…然後但是他整節課只是做這件事情，反正發下去他自然就開始做了，因為我
的錢只夠買三台測距儀，那我就把學生分三組，然後他們就開始討論就是說…因為他們全部人都知道長方形面積長乘寬嘛！然後他們
那個…因為測距儀很簡單啊！按一下有紅點，然後再抓…然後我還告訴他們說你們不要影響到別人，所以他們分三組就站三個角落，
那大概就這樣的場景啦！然後他們到最後…反正三組量出來的東西有很接近，就是…敦化國中一間教室大概就是 27 坪這樣子，我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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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這樣子的…像這樣子一個解決實際問題的教學活動，還有各種應用的工具要被大量的應用到現場…
左：而且要被鼓勵。
C2：對對對！那他當然是…他當然不會是一個課程的大部分啦！可是如果、譬如說他一個月可以做一次，他就知道工具上怎麼用，然後…
而且處理問題的數學知識層次都不會太高，所以我覺得…
左：而且你用到的數學知識…
C2：對對對！所以在知識的本身問題是不太大的，那是活動的本身要是…的確是一個應用數學解決問題，那有幾年下來的發展我覺得就會
還不錯…
左：是是是。就是比較真實的生活情境，我們昨天晚上討論他有這個需求，我真的要…需要來運用數學來解決問題…
C1：我補充一下，他剛剛講測距儀這個東西，學生正常…一定不太清楚測距儀的原理本身，但是他不需要知道，對，他不需要知道，他會
用就好，就像電子計算機啊！或是…比如說學生就算會寫程式，他…你中小學生會寫程式也是這種算低階還是高階語言，就是他不是
那種真的機器語言，他其實是圖形化的語言，所以他其實…就是說他其實不會完全清楚背後的原理，可是他大概知道他能夠用這個工
具解決什麼問題。然後我們在大學齁~老師開統計課齁~很喜歡強調一件事情，你不需要微積分的基礎，哈哈(大家笑…)，你不用懂微積
分，你還是可以讀懂統計，老師很喜歡講這句話，你知道嗎？為什麼？就定理都不證啦！定理都不證，但我就跟你講這些定理，這統
計的定理怎麼應用，因為在醫學大學只要…就是統計是最重要的數學，就是說你做研究就這樣，你做研究就是要雙盲阿、大量阿、然
後這些東西，然後你才可以…就是說，你要在統計上建立統計相關信服，你才有意義這樣子，其他都沒有意義這樣子，所以他們就一
定要學很多統計這樣子，但學很多統計，但他…但時數又很少，所以就是都不證明，哈哈！你不用懂…你不用懂後面的…你不用真的
懂數學阿，你就懂統計就好了。對，然後就真的丟真的實驗數據給他，所以學生在大學就可以做到我丟一個真的要解決的問題給你，
科學上真的要解決問題給你，那在中小學就是要創造，就是他仍然是非常像，但是…他就創造出來這樣，對。
左：所以還是要布置情境？然後…
C1：對，所以那個像台大社會系陳東升教授他們就很瘋…在台大就做那種事情啊！那個開通識課，工學院的學生，叫工學院你在校園裡面
造一座橋出來，大一的學生喔！他就說…不然他說你不知道為什麼要學那麼多數學、學那麼工程的東西，你大一嘗試去做一小小的
橋…
左：我有看到。
C1：對對對，對啊！就是…就是你知道為什麼要讀那麼多討厭的數學，呵呵~不然就做不起來，大一全部不會做啊！
左：好，我們不按照順序啦，以你的觀點你怎麼樣去培養你的學生啊？數學素養…
C5：我先分享，一個是剛剛 C4 講那案例，我在…遠哲基金會帶有好些類似“公設 活動，也有類似這種案例啦！那只是說…例如不是給你
那麼高科技的測距儀啦！可能給你皮尺、給你繩子，或是你自己皮帶、或是走幾步，好！或是說大家慢慢有一些…因為有些東西你量
的、我量的，就是…不管人為誤差還是什麼誤差，或是工具上的誤差，還是個人計算的精準度問題，那後來慢慢大家就聚焦一些共識，
例如那有沒有現成的參考數字？比如天花板有幾個？好！或是地板…假設地磚是規則的，初步抓地磚…有沒有一個初步的概念？啊甚
至在那種課程，早期的幾個老師還特別…當然現在學生不太有這機會…塌塌米！他就真的要主辦單位準備一個塌塌米，如果你去和室
吃飯，塌塌米這樣擺起來，這樣的感覺大概是一坪，就有試著有這樣多元的刺激啦！那我覺得那樣的東西，剛剛是說一學期或是偶而
有個一次、兩次這種實作的課程，那我自己知道國小這方面，尤其是自然科，他們的段考評量…例如下禮拜期末考，他們這禮拜自然
科就有一個實作評量，有這個實驗…當然可能課堂上就教過了，你要怎麼操作，show 給老師看，如果你到哪裡…你卡關了，老師給你
提示，你的等級分數低一點沒關係，但是給你提示，你也…這個實驗流程走完了，那一樣給你分數。
左：是。
C5：那數學科在這方面就還沒有特別聽到有國小…我的評量用闖關，或是用操作提示這樣子。嘿！我自己另外一個想法，就是…假設啦！
我們第一線老師要踩在這樣數學素養，除了前幾年林福來老師他們帶著…全台灣這樣，大家量產出來兩個範本之後，好像後面也就沒
有了。那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那當然可以說好像目前國中有的素材，那我自己期初寫過一篇文章，那我去幫大考中心歷年的…甚至
還去查這題的答對率、鑑別度……等等，那我自己有一個大概的感覺就是歷年的大考，不管基測、會考，還是大學端指考、學測，我
的感覺是說沒有有一個例如比較書信的助理或研究生的工作，把這些大考，不然有的是初步分類，例如這是統計題、代數題、或是幾
何題什麼的，那我的感覺是說先挑好一些就所謂有鑑別度的題目出來，因為大考…我們過往第一線老師大概慢慢流於經驗，或是補教
業傳出來就…這一屆…這一年的考題爆難，隔年超簡單之類的，但是到底是哪一題是品質好的？或是說真的可以有一些區隔性的，這
個題目是壞在哪裡？還是為什麼調？或是當年這題題目這麼說整張考卷不用看分數了，這題答對的就是數學好的，這題答對的…或是
亂猜猜錯的數學就是不好，我的感覺就是說，是不是有一個比較客觀性，當然有一些題目比如說早就是十年二十年前的經典題，但是
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還是存在，他就是聚焦在課程裡，我覺得會讓第一線的老師比較有說…依據啦！因為這個考題怎麼回事，這讓我
們不是專門聚焦在評量研究這一塊，但是…就是還是說大考考試領導教學，那怎麼考怎麼出，或是怎麼樣的模式是個好的考題，可以
評量出學生的一些等級差異，那老師也比較有所依據，那至少我自己當初感覺看到林福來老師他們帶了好多團隊在弄數學素養的時候，
不管第一線社會文化或家長、補習班、補教業有沒有受到刺激，因為我也看過有一些補習班打的那個標題就是數學素養，他們就是在
訓練那個…種種啦！那我的感覺是至少對第一線的老師，其實不管是這幾年大家講翻轉還是什麼，其實大家真的開始有被刺激到啦！
左：他們在做的…
C5：嘿！就不管是官派的任務還是…第一線的老師在課堂上真的行有餘力，或是有一點空檔時候，會比較願意把這些話題或是這些感覺跟
學生們去聊。那我覺得其實都是往好的正向在發展，那如果真的有人可以去過濾說哪些題目還不錯…
左：就是…總結就是希望從評量那邊的面向來看…
C5：我…嘿！這樣應該是比較速成，也比較老師接受度，或是可能發揮點，因為我就把這一冊、這個單元，假設有幾個範本代表題目，
那…當然如果有老師或團隊協助比較像正式的文章報導，或是分享，那比較會有一些刺激這樣。這是我的想法啦！在傳統這種模式，
或是舊的立基型的話，那我稍微往前跨，然後又還不失為本，如果我可以說服家長、說服學生，也聽我的這樣子是有效的，不要學生
都是在補習班。
左：OK，C3。你怎麼樣培養你的學生的數學素養？
C3：我覺得還是要回到一開始，就是…因為既然剛開始講到說數學素養那個培養的一個最初的關鍵是在於「動機」這件事情上面的話，那
我覺得在一開始培養階段的時候，還是要去…去盡量刺激他們去想、去用這件事情，那…像那個中山女高，就是有些同學他在那邊當
老師的時候，就是他們在推那個數學建模那個地方的時候，他們其實一開始推行的方式是…就是有點像是用幾個範例，就像你剛剛講
那幾個東西都可以當作是範例，然後…那個東西只是一個示範，那最後其實是要讓學生自己去想他們生活當中曾經接觸到什麼樣的問
題，比方來講，我記得有一個例子是有一組學生，他們好像就是…他們的目標就是要減肥，但是同時要滿足他們的口腹之慾，所以他
們假如…他們定了一個有點好笑的主題就是說，我今天呢~去吃什麼麥當勞也可以吃得很健康之類的東西，對，然後他們就去分析了麥
當勞每個食品的種…那個什麼卡路里之類的東西，然後熱量，假如說一個月維持這樣好了，我去搭配，然後又不要吃膩喔！所以我今
天去搭配那各式各樣的情況之下，這樣子要怎麼在卡路里控制的情況之下，我可以吃到所有的材料，又不會膩這種。這是一個動機！
但是他使用的一些題材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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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就還蠻專題式的。
C3：對！就他會變成一種專題式…
C1：這是學生自己設定的專題？
C3：對！這是學生自己設定的專題。這是一個開頭，然後他們那個模型就是從那個開頭當中去建構起來，那…就是…我覺得最當中如果碰
到一些…比如說他們對象可能是針對…可能是高一好了，他可能有些東西，比如說他統計的能力還不足、他分析資料能力還不足，可
能他需要機率的概念、他需要什麼…甚至於他可能需要借到電腦的輔助，那這時候老師再介入說，好！你需要這些東西我可以教你，
那這些專業知識的部分，我再給你補充，然後等到他真的有了這工具的時候，他再去把他對補到自己的位置上面來。
C1：我補充一下，因為…現在…那個就是中小學開始要推程式設計，大學就是他們前幾年要開始玩 CS+X 這件事情，這件事情在台大推得
很不順、超級不順，就是說…因為他們希望把程式設計跟其他學科結合…就程式設計當成是一個工具，那他幫你解決各個學科的問題，
那這件事情，他們去看史丹福覺得做得很好，可是台灣很難做…他們一開始想說那就請資工系做，那資工系做的時候就發現說，資工
系的…資工系會覺得說你都沒有學資料結構、沒有學演算法，你就要寫程式，就好像說我們沒有念高微就要做數學研究這種感覺，就
是資工系覺得說你這樣子怎麼會…你能做出什麼東西啊？資工系也很不願意做這樣子，所以他們叫資工系做，資工系不願意做這樣子，
因為你都沒有學內功心法，然後他那個、叫那個，出來了…我們請那個…比如說社會科學來主導，請社會科主導之後，他們就把學生
“視為 當黑手，比如說…就是說我想做，比如說我想做那個文獻大數據，你幫我寫程式，寫完論文都是我的，阿你們都是黑手，我
付你們錢就好了，這樣他們不爽了就這樣子，所以他們就很推不起來，所以他們現在的做法就是把開那個 CS+X 的課程開成通識課，
然後通識課是說…他叫學生把他自己的問題帶到課堂上來，老師跟你一起解決…就像你剛剛講的，就是說我不要老師去幫他設計問題，
你帶你的問題來，你帶你的問題來就是開放式問題，但老師是不一定能夠解決的齁！是不一定…老師可以提供你一些工具，就是老師
教你簡單的程式設計，但問題是你要自己解決，所以就說…就是這件事情當然是引起動機很好的方法，就是說…比如說像高中現在是
要選修課程嘛！他在台大做這種通識，在高中、國中就是用…如果有選修課來做的，選修課來做的時候，學生把問題帶來，那…但這
件事情又牽涉到說其實只靠數學又不一定解決他想解決的問題，所以他就變成說這個…這件事情在實行上面其實是很累的，但台大他
們就是幾個專任老師，但都不是專任啦！都是學術人工在做啦！都認識…哈哈！然後他們就是…不是有上課，他們還有值班、給學生
諮詢什麼，都是沒有錢的，就是台大教務長帶一批年輕小朋友在做這件事情，然後學生也不看好、老師也不看好。
(大家笑…)
C2：老師，我再打個岔。因為我剛剛提的是說把工具引進來嘛！其實我覺得還要再做一件事就是把那個升高中這一邊已經降低了，把升大
學數學考試的難度也降低了，對！因為一但只有低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然後就是你才會有普遍人意識到精熟學習是意義不大的，對
對對，像…所以那個會考、聯考試題難年年降低嘛！所以我就把那個難度降低是個好的策略，然後只要難度降低跟鬆綁，然後有素養
味道的課程就會進校園。恩，對！
左：這個在真實的生活情境，的確…。我小女兒到錫武去找工作，有一家公司去 interview，結果她沒有上，問題是成績太好了，就見面喔~
還付機票什麼都給他了，還就是你成績太好，就不要了！我們不要成績好的，沒有什麼理由，就是…
C4：那之前沒有看她成績？！還要跑一趟。因為成績那麼直覺地可以看的到。
左：可能一開始就台大這邊跟政大，他大學唸政大，那邊的成績她沒有帶去，她只是把美國的成績送去而已。
(大家笑、聊天…)
左：來，C4，你怎麼培養你的學生數學素養？
C4：ㄟ…我先講，可是我剛剛聽大家講的都很棒，可是在真實的學校裡面都…
C2：不會發生！
C1：沒有，你講得已經發生了。
C2：我講的已經發生了~喔對！所以以後我每教一個班我都會上一堂課，因為只需要一節。
C4：可是就我覺得那堂課，好啦！就這樣學有點…可是我覺得學生沒有展現出…
C2：素養！
C4：對！
C2：但是還有實作。
C4：就是我沒有看到他展現出任何有…素養，他就是量一量，甚至那間教室…譬如說很工整啊！
C2：那間教室很好量。但…
C4：可他工整之下也有一些不…，其實他都有柱子，他柱子還蠻突出，櫃子都……。我本來還預設，想說看有沒有哪一組會想說要扣掉那
些，都沒有！他們就很直覺地把周圍四個邊給他這樣…
C2：因為他們沒有實作經驗，這是他們第一步的實作經驗。
C4：好吧！但可我的期許又…就是反正我沒有看到他們沒有任何的…反正我自己覺得我自己問了一個很有效的問題，我後來不是有跟你講
說…
C2：哈哈哈！對對對，你那個問題不錯！
C4：因為我就看著測距儀，然後就想說他就是量房間的大小，然後我就…其實我是先問別人，我就先問 OO(人名)，ㄟ？！那你怎麼不把他
想想看，既然都可以量長度，我們一般都可以用尺量身高，那測距儀怎麼量身高？
(沉靜幾秒)
C1：躺下來這樣…呵呵呵！
C4：好，你們叫我講的意思？就測距儀怎麼量身高這件事，值得想一想。就…這時候有一個工具，可那工具也不是老師告訴他怎麼用啊！
但卻又是一個現實問題啊！那他怎麼來解決這個問題？這樣子…類似這樣，後來大家…後來我就自己在後面拿…我就借來拿，我就是
這樣…類似這樣，就我只是在想說，對！我們布置一個好的部分，可是我一直覺得卻沒有看到學生，可是這又是…我一直覺得回到課
堂上，就是如果是在現實的課堂中，人家就會問你啊~你要怎麼教？那你教…你真的可以實際使用嗎？就像中山女中他們那樣做法，真
的實際上 run 的時候有沒有那麼的順暢？好，而且今天放回到國中現場的時候，可能就要簡化啦！可能也許。可是，當然我 C2 覺得剛
剛講了一個很關鍵的就是，一定要評量上面那些都要簡化，不然我們在課堂上做那些事情其實可能會被家長和…
C2：指責！
C4：指責，對對對！甚至是被學生，甚至連學生也不會覺得…
C2：沒意義！
C4：對，他覺得你沒意義嘛！其實…，就像我們看自己，別的老師看，也在想你做一件好像也沒真的用到數學的事情，只是這樣子，那可
能……
左：這牽涉到剛剛 C5 的問題，假如說將來會考或什麼，學測它的考試朝向素養這觀念進行的話…
C2：老師，可是題型都沒有被破解呀！我覺得學校老師就帶頭破解了，就題型只要被掌握了，就會被破解了。
(大家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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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對啦！其實科展都可以有一個有結構化的感覺，類似這樣…。好，那所以我回來。因為那時候我們要幫忙想國家教育院寫教材，所以
我們只能想國中課程裡面至少怎麼做，老師們可以接受，然後教科書上也抓這樣好像做得出來，然後可能也可以教，所以我們那時候
只有簡化到說至少在課程的引…在課本內容的引進裡面一樣還是要有點脈絡、有點故事、有點情境下的領悟，這其實就製造簡單的…
就是類似評量上的題目，一個簡單的目標讓他先在裡面試試看，看看他看不看的到一些數學的東西或生活的東西，然後讓他用上，所
以如果在教學中我可能就會…也許是取好的題目，也許是要取自己生活中的經驗，也許就是買房子經驗在上統計那堂課，也許就是個
好的例子，你那…你剛剛…
C2：對學生來說不好，這個例子太遙遠了。
C4：太遙遠，對對對。這就是找另外一個例子，我們常常很多情境…都不是孩子想要的情境，就像我昨天其實一直在問那個 OO（人名）回
答我說，我一直覺得買衛生紙不是我要的情境，就是…但我因為“一直 都過來了，可是我覺得學生也不會有買衛生紙的經驗，不會
有買一袋衛生紙的經驗，所以就的確那個…
左：所以我一直在問啊！到底國中生要的是什麼？
C4：可我真的不知道，他們其實就買飲料跟買巧克力、買甜點是不是？
C2：差不多。
C4：你如果今天就想到快可立幾杯換幾杯或什麼…那個他們可能…，就是那個快可立，就是那個搖飲手搖杯啦！就手搖杯啦！可是手搖杯
講不出沒有什麼好問題，對對對，所以我覺得就是佈置一些合適的情境的題目，但是要有一點開放，所以我們那時候好像就會想說幾
乎每一次…第一，都會是那個教材，因為在課本上又不太可能抓到這個，因為你第一題這樣很開放的讓他嘗試講出各種不同的方法，
那個方法再慢慢得收斂到我們從課本裡面某一個方法開始進行，不過這真實上很難處理。
左：我們…這題外話啦！就是我們這次課本試題，就我有一個保守心態，我擔心…因為我們以前有失敗的經驗，九年一貫能力指標的試題，
我們第一年市場佔有率只有百分之 15，張靜嚳當主編的時候，那個非常建構的一個觀點在裡面，所以這次我就不敢那麼前進的在進行。
C4：怕一下把他一個搞倒。
(大家笑…)

訪談內容

議題 6

左：好，我們接下來其實剛才多少都已經提到了，就是說…那按照剛才各位想要培養學生數學素養的那種想法，阿你會有些什麼樣的配額
的學習工具，阿比如說你會需要怎麼樣的教具啦！那我們這學習工具包括教科書啦！我們教科書要怎麼設計啦？教具，怎麼樣的教具、
或者怎麼樣的教學活動？剛才他都提到了…
C1：對，比如說電子計算機這個一定要，我覺得這不只是你課綱要寫進去，而是我們要嘗試改變我們的文化啦！就說很多的這邊的老師不
會覺得說使用電子計算機會讓學生數學能力變差，可是很多的老師自己都會這樣想，就是說…ㄟ！都不會算，這個…這怎麼叫做數學
這樣子，那當然上次聽那個 A4 老師講那個就知道說電子計算機是他幫你做一些事情什麼的，你需要用你的數學能力來解決問題，這件
事情是還沒有說服家長之前要先說服老師，這個是…因為我們現在階段是連老師都還沒說服，這件事情是大家覺得說工具的使用，因
為大家都習慣有標準答案、紙筆測驗，就是用手算，都要用手算這樣子，所以這個就…像我考微積分我就很掙扎，我又想讓他們算一
點增值的題目，可是工程計算機又好到連積分都可以做這樣，你可以把函數上下界帶進去，他答案就出來了。
左：這是一種考量，另外一種考量就…為什麼只電子計算器？你剛剛講數位科技太多了，現在就說我…這又是我的題外話，就是課綱為什
麼要…現在感覺有一點在獨尊計算器這件事情。對不對？我們並不是反對計算器教學，可是為什麼把他的定位擺在那麼上面？這件事
我不支持的！
C4：比較不敢寫更多吧？！
C2：是這樣子喔？
C1：一個一個來。
C4：就是你寫電腦、寫什麼，就不好取得…，對！可是最接近的就像是那個…，我聽到的就類似是這樣。
C1：我覺得你對…，因為他要考慮城鄉差距這件事情。
C4：但是你在電腦…在計算機以上的你要在教學中使用是 OK 的。
C1：就是可以用，但是…
C4：對！但是在評量中。
C2：但是他寫出來的就是計算機啦！圓規呀！他大概就寫這樣子。
C4：喔！好吧！也是。
左：不能為了 A3 講兩句話我們就…
C1：這是很多現場老師的想法。很多老師的想法都是這樣子啦！
左：我現在有這麼好的工具，我有這麼…手機，我有其他的…平板，為什麼我一定要…，然後現在舉的例子就是說，ㄟ！新加坡有考…
有…，他們考叫做什麼？SBL 是嗎？就是他們高中要考大學的階段，他們有數學科科兩份考卷，一份用計算器，另外一份不用計算器。
就是為什麼要獨尊在電子計算器這件事情？我不支持！要多元的觀點啦！我們東西都要被淘汰，在我的觀點裡面，他是要被淘汰的東
西。
C4：我聽到的印象就是說…就是計算器只是教學的最低標，然後評量的最高標，就是評量最高也是用到計算機，然後在教學裡面你可以用
更多的其他東西，就只能這樣，因為他如果開放了，他怕到時候會很難在教學中實施啊！
C1：對，就智慧型手機這種東西，對啊！
左：你都有了手機，還拿那麼古板的…
C4：所以我會用 app 裡面的計算器，呵呵！
左：這是題外話啦！我們如果發展學生數學素養的學習工具啦！這學習工具包含教科書啦、教具啦、教學活動…等等。
C1：因為我剛剛講那個…
左：計算器啦！
C1：對！就是講說，剛剛 C3 講說…就是學生帶的問題，找老師的這種課程，這種課程可能需要幾組老師去發展幾個典範課程出來給大家看，
這個當然是不容易啦！但是…
左：會不會像是 C5 以後，補習班就開始破解…
C1：破解也不錯啊！就補習也會學到這種東西。
(大家聊天…)
左：就是幾個範例。
C4：經典課程應該就是要幾個經典例題。
C1：對啊！對啊！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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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那他剛剛提的那個算不算一個測量範例？
C1：算阿算啊！我覺得算啊！
左：就是他那個買房子的…
C4：太遠了！太遠了！
C1：就是他是…我覺得是，怎麼講…他是一個用數學解決真實世界問題的一個好例子，那但是就像你剛剛講的學生不一定有感覺，所以這
件事情他當然是…當然我們…，從學生經驗出發是我們教學策略的一部分，但他不應該是全部，因為他終究要面對真實世界，我們還
是要幫他準備外面的世界，所以外面的世界的例子也是需要的。阿他的經驗也是需要的！
左：我們今天下午研讀的他就有那個大哥大的方案，各種不同的方案，然後你可能因為你目前的情境不同，你怎麼選擇適當的方案？那現
在好像這個社會常常會這樣子，對不對？就很多有不同的方案，然後去…去作決定。
C1：對啊！因為學生都有用…上網用到飽的，有那個方案出來之後，其他就不用考慮，你只要用量大到某一個程度，我就吃到飽就好。
左：好，可是他沒那麼多錢，假如…他爸媽，是不是？C5 你會發展一個怎麼樣的學習工具？
C5：恩~如果要講，變成是要求他像 C2 講得實作啦！用高中題材玩到圓錐曲線，雖然現在大考已經盡量把它弱化，但是就是有一堂課的時
候，就還是會帶大家摺紙摺出那些包络線，或是數學可以就是那些教具，傳統那樣教具，雖然沒有要帶你看，我們也試著讓他理解啦！
就是我現在教的都是用方程式來看標準式，但是其他人都是怎麼回事，有個模型讓你去揣摩啦！以前那個年代沒有 xy、沒有方程式，
為什麼他會有這種定義，然後我們不是真的要去講好多數學史，而是讓你看到這個東西，你可以看圖說故事，或是去理解原來可以有
這麼一套劇本，還是讓他…也許是增加他情意面向，或是什麼這樣子，那偶而再搭幾個那種類似的考題進來，其實這個題目背後他其
實就是在摺那包络線或什麼，他只是…ㄟ！人家這樣考了，那你怎麼看？會…是在課程上面會試著搭這一款，或是這樣高三下他講到
積分那個什麼…錐體體積是柱體體積這個…，那到後面我們接著是旋轉…或是幹嘛，就去看到那個 sigma，積分以後的…結果，但是我
自己課堂上也是…我就真的把立方體切給你，讓你去還原、讓你去接收、讓你去…。雖然這個時候其實已經有點為時已晚了，高三下
不讀書的已經一堆了，因為都已經是大學生了。好，或是這個東西說…課綱從小到大，今天才正式攤開來告訴你錐體體積怎麼回事，
但是他可能在國中或是在哪裡，這種公式早就把它塞給他了，你就知道三分之一，阿你就是算就好了。但是我覺得，ㄟ！就是有空…
或是有時候不見得是課堂的空，而是段考完之後的…突然解放了，好那這禮拜還有一節課，那今天訂正完還有一節課，沒有想上新進
度，那有些單元課程就帶著走啊！那我覺得都會是一些刺激跟…差異啦！
左：實作，或者拿模型來…
C5：對對對，像我自己最喜歡講的經典就是所有的拋物線都是相似形這件事，在國中…因為一直突顯…因為沒東西教就一直突顯開口大小，
那因為從來就沒有把相似這種東西怎麼搭的時候，那真的要學生相信說拋物線是相似形，那是絕對不可能，他怎麼想都不可能，嘿，
即使你今天用古希臘的焦點、準線，還是真的我 xy 那個係數放大縮小放給你看，但他還是覺得開口大小就那麼明明白白的，而且已經
根深蒂固了，黑~那就試著讓他們有時候戳一些這種問題，雖然這個問題大考不考，因為課綱也不點，那…但就是我覺得我應該想讓你
有感覺啦！那有時候就這個拋物線…這邊在丟，還是一個砲彈從那邊打過來，你人在衛星看那個拋物線軌跡，你試著去有那種感覺、
去揣摩他，那就雜七雜八先這樣回應。
左：C3，你的看法？
C3：其實有一個我很想要做，可是我一直沒有膽子做的那種，就是像…因為學生他當然就是有些時候會，就是希望啦！我覺得他們現在胃
口可能因為資源很多，所以變越來越大，他們會希望是說，老師…因為他們考試考比較早，會考早結束嘛！他們就會說老師帶我們出
去玩之類的，那其實我以前就會想要去弄一個就是說…那如果去規劃行程之類的東西，就是說我今天就這麼長的一段時間，從早上八
點到晚上…下午四點，這麼長的一段時間，你們去想說要去哪裡玩，可是因為這會牽扯到錢，還有他會想要去什麼地方玩、會吃到哪
些東西，那甚至於你還要買些什麼什麼之類的，那他們就得要去規劃那個裡面詳細內部的東西，對對對！那因為這個就不像上網吃到
飽，就是說你的錢就這麼多，就是給大家一些限制這樣子，很多問題都是在於一些限制之下，你才會覺得去刺激他說，那我就真的得
費心這樣，對對對，所以可能就會變的是說…大家都知道為什麼我不敢做這件事情，因為就是一方面就是等於說你要…當然他不可能
真的認真去研究過後，可能真的有一套方案之後，就覺得真的是要把他付諸實現之類的，對對對。
C1：家長就有意見啦！
C3：對！就是都會有一些後續的問題是要去做處理的，但是我覺得就是一種…他的那種就是一個現實的一些工具，那…那我覺得講到這些
什麼的，他的操作面向的東西就變成回到剛剛講的，就說他會自然而然的用他目前所知道的，也許不一定很成熟啦！但是至少就是以
他目前能力所及的範圍之內的把那個最…他們認為最理想的方式去把他點出來這樣子。對對對…比如說交通路程之類的放進去。
C4：他還有動機的，說不定那個路程出去玩對他來講是沒有什麼動機的…
C3：對，呵呵！
C4：電動玩具裡的某一個，他怎樣達到最快。
C2：這個我曾經想在這東西在庫克裡拍一個影片，我本來想找 OO 那種。
C4：找我拍喔？
C2：對啊！就是…但是他不能在那個全班的情境裡，因為那個全班的情境會有問題。
C4：是個人旅行情境才是…？
C2：對！我本來想的情境是說找一個家長，然後談說家長可以怎麼帶小孩？就是他小六會先畢業嘛！然後其實小孩規劃全家一日遊的情形，
我覺得你推薦他們去做這件事情做幾個範例就沒有問題，但是全班就會變成有一個問題，因為他到最後不是規劃問題，是政治問題。
C1：對，是共識。
(大家笑…)
C2：那但是如果是一個小朋友做家庭的旅遊，是小六或國一…就沒有什麼問題，對！
(大家聊天…)
C1：那這件事情如果在，比如說你把他出成作業，那到後來很多會是家長做出來的，就是…
(大家笑、聊天…)
左：高中生還好。
C1：對！就是高中才可以…
C4：高中的話自主性很高，可在國中以前我覺得家長都介入很多，學生也…其實我剛剛…。我覺得學生問不出問題，你叫學生帶著問題來，
其實學生帶…，就連我們老師就可能帶不出問題來了，更何況是學生，大概都沒有人會…很少，因為現在學生只關心就是他的講義或
那個上面遇到的問題，或課本上遇到的，他根本就沒有辦法帶問題，這是很難過的事情。
C3：對，我原本想要教他們怎麼會問問題這件事情，即使這問題再怎麼單純或是到…蠢，我都覺得說只要他們…
左：你們國中你都需要這樣子？！其他…
C3：我覺得要一直推他們就是說有問題就問、有問題就問，就變得要一直鼓勵他們啦！因為他們有些時候就變得有點得過且過、算了、我
想不通因為他太難了、我想不通是因為我能力不夠，不過你沒有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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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我們的文化沒有鼓勵小孩問問題，沒有鼓勵小孩質疑權威這件事情，這沒辦法。
(在場老師皆贊同…)
左：我們文化也沒有很鼓勵我們孩子適性發展。
(在場老師皆贊同…)
C2：老師，這個打個岔，我桌上就擺一本，那個是武術武團的書啦！他是那個彼得杜拉克管理原則，那最近有一句話，我看了就覺得還蠻
有道理的，他說你應該讓你的屬下去做他擅長的事情，那倒過來，既然我們的文化沒有這件事情，那我們把這件事情加進來，這不是
在做我們不擅長的事情嗎？其實我有時候會這樣想，就例如說…
C4：我們文化不擅長這間事情。
C2：我們文化就不擅長這件事情阿！我們的文化擅長是打造順從我們的員工，所以我們的代工業很強，然後台積電可以變成世界級的公司，
所以我們應該根據我們的適合的東西去打造我們適合的路。
左：就我們要有自己的數學素養？
C4：台版數學素養。
C2：對對對！就是說我們這文化像…我們在這個領域擅長什麼事，然後我們就在這件事發揚光大，這個…我就對照那個什麼…最近那個
NBA 什麼冠軍賽啊！以前就沒有人想過你可以投三分球就拿走冠軍啊！可是這三四年的勇士隊就是靠三分球，對，嘿！
C4：連騎士隊也是。
C2：對對對！他就是如果他走那個 Jordan Lebron 那種模式，就沒有辦法！
左：所以我跟你要培養一個人數學素養也要依據這個孩子的個性？
C2：對！就是說假設我天馬行空亂想就是說，台灣就是可以不論理由地吸收數學知識，假設啦！那如果數學知識，這個我當然不知道是對
或錯，那如果數學知識越多那他用到數學素養能力就越強，對！那說不定這也是一條路啦！
(大家聊天…)
左：喔~好像目前課綱並不鼓勵…
C2：對！像我就有這種想法啦！呵呵！
C4：就是先加強數學能力。
C2：可是的確是拼命算的小孩也不一定就都不會用數學啦！
左：也是~~
C2：就說觀察小孩就這樣子。
左：對對對對對……還有就是另外一個問題，怎麼發展台灣文化的數學素養…的課程。
C2：然後台灣人…我覺得台灣人喜歡賺錢啦！所以就是…我覺得或許我們課程上做一些金融工具的引進，就是我本來有想拍這個，但是只
拍了第一集就沒有拍了，就是我去找那個兆豐銀行合作，但因為他們後來就發生那個洗錢案，不然我來跟那個公關經理都還有在 email，
就其實我很好奇說他們銀行，因為我們都以為銀行要用到這個數學工具，算利率什麼的，就是我們的經驗脈絡，然後所以我就實際去
中山機場拍了一個換匯嘛！就是教學生怎麼換匯，然後還找人、找老師，然後帶學生去，然後請他們行員出來拍，然後我才發現就是
其實…是不會的，就是…
C1：行員都是不會的。
C2：所有的行員都是 key 數字，但是這其中還是會有那個金融工具可以發展，就是例如說我後來就是去研究一些金融商品嘛！就是…我不
知道大家認不認識，就是這十幾年有一個人叫綠角，他非常的紅。
(大家聊天…)
C2：他是一個台大醫學系的，然後台大醫生，然後他就自己去研讀金融商品，然後他就提出自己一套理論，然後這套理論在十幾年也真的
賺到錢，所以他在共同基金界是一個教主，但我就是看完他兩本書啦！但是我就以我的數學素養對他作出了一個判斷，所以…那我發
現他所有的理論都是一樣的，他理論就是說，你的…他說世界上如果沒有發生戰爭，我們經濟的…我們錢的總額一定是在增加的，這
個是合理的嘛！
左：就勞務，我們不斷增加我們的勞務。
C2：對，所以我們金錢總額是增加的，所有的市場也是這樣子，那所以你只要被動投資，你就是不要做被動投資，你不用主動去挑股票。
譬如說你就是買這個國家的指數，那台灣就是買 005。
左：就華爾街的猴子，跟華爾街的分析師，投資…一年以後，猴子跟分析師是一樣的。
C2：猴子可能勝對不對。所以他的理論就是說你只要選擇贏到平均的錢，那這樣子就好了，那這樣子從此經驗來看你就會贏得很多的錢，
然後，全世界最進步的金融工具都在美國、都在華爾街，所以你就是到最進步的市場買他們平均的工具，然後你就可以獲得穩定的獲
利，然後你就可以不用想那麼多，這樣下來一定可以賺到錢。然後我就受了他這番話的影響，那我就想說我要怎麼去美國買一個金融
商品？
左：我還有一個問題，到底平均是指什麼？
C2：平均喔！
左：台灣也有人把 OO 叫做……，你就買台灣 ETF 嘛！到底那個平均在哪裡？只要他低於…有人喊 50 塊啦，台灣 ETF 50，假如他低於 50
的就可以進場買，高於 50 就可以…對不對。台灣 ETF 是七十幾塊。
C2：他的平均就是第一個一定要是被動投資，第二個是一定要跟指數高度連結。
左：是，台灣 ETF 就基本上就是…
C2：就是百分之好像 98、99 是跟指數連結，因為他選前 50 嘛！
左：是是是！還有一檔就是台朔，台朔基本上是跟台灣指數是……
C2：然後很強調的是你要依照規則操作，不可依照個人想法操作，好，那…那可是這後面的數學太複雜了，我講前面那一段，就是說我覺
得真正在用到的金融工具，例如說我那時候我就在…我在美國開戶真的是很方便，我上網填一填，護照照一照，我就開戶了。
左：喔！真的喔！
C2：真的真的！然後他還有中文…他還有做中文版。
左：你開哪一家銀行的？
C2：ㄟ…這上面(手機)有啦！
左：OOOOO?
C2：不是不是，我是開券商的，美國第一證券，對。
左：這麼容易喔？！
C2：對，然後他還有做 APP，對，所以我就可以…(手機秀出來…)
(大家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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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我在過程中就面臨一個問題，我不知道怎麼把錢從台灣的銀行轉到美國？
左：喔~
C2：對！這個是一個真實的戶頭。
左：他讓你開戶？
C2：他讓我開戶，但是你要自己把證券……
(大家聊天…)
C2：對，然後我覺得這就是一個真實世界的金錢活動的事實，然後這些知識是可以教的，因為他背後的數學不會太難，就是他為什麼要做
中轉行，然後那個你在中間會付出哪些手續費跟匯差？然後你要選擇的是哪個路徑轉過去最有利？那我覺得這是可以教的，但是是沒
有教的。那當然因誤我會蒐集資訊跟判斷嘛！所以我到最後我還是花了時間去解決這個問題，可是那就回到我前面的論述，是因為我
學了很多數學知識，所以我可以去解決他，但是你也可以在課程做這種真實的安排。
左：給他有這種機會去來經驗這種事、訊息。
C2：對！我們是很低階的金融行為嘛！那如果再高階一點，比如說指數啊！各種衍生性的金融商品，他背後的數學知識都不會太難，但是
總是有些可以探討的。然後台灣人又喜歡賺錢，所以我覺得教這些是有意義的。
左：我們今天另外念一篇他就有 financial 財務的素養，就數學素養裡面他有一個成分叫做「金融素養」，的確是有，有人談這件事情。
C4：就是操作一些金融商品，還是？
左：不一定是金融商品，反正跟你財務有關的事情。
C1：因為在真實世界我們有很多經濟行為，你要有些 sense，就是說那些跟經濟行為有關的 sense，應該是說他其實是可以看成數學素養的
一部分。
左：我還不知道，不過我女兒就在美國證券商工作，她就是幫人家……，台灣翻譯為營業員，但我不能買賣。
C1：對啦！營業員自己不能買賣。
(大家聊天…)
左：但我沒想到開戶這麼容易，早知道開戶這麼容易，你就自己來開個戶。
C2：對，然後台灣有一批人就在研究說，因為他們會比較哪家開戶更容易、手續費更便宜，就是因為他有…就是因為買賣…
左：說不定你去買賣還可以講中文，我女兒說他有時候會接到台灣口譯的但是講英文，但我女兒她那一個部門，不能講中文，
C2：規定不能講中文？
左：對對對，她有類似中文需求的，這種語言是要轉電話…
(大家聊天…)
左：所以財務金融這個範例也可以當作我們培養學生的學習工具。
(大家都認同)

訪談內容

議題 7

左：我們再下來可能跟各位稍微得遠一點，我希望聽到你們的看法，就是…前面都講到學生直接學習，那…老師的角色？就你怎樣佈置，
或者是你更廣一點怎麼培養老師來教學生數學素養？
C1：老師自己要有用數學解決真實世界問題的經驗，就是說老師如果只能教考試的東西，他…就…並不表示他數學素養不好，可是他沒有
經驗，他當然就沒有辦法佈置題目，或…
左：這裡面牽扯到兩個，插一下，一個是經驗，一個是他文化的觀點，對不對？就他態度的觀點。
C1：對，我以前去那個林福來老師的亮點計畫，我去一間學校，那間學校是有國中部跟高中部，兩群老師完全不一樣，高中部老師都比較
年輕而且非常認真，上課超認真的，阿國中部老師就那個就感覺是被逼著來，哈哈！然後就跟旁邊講話、趴著，然後他們主任就坐在
後面，就很不好意思，一直看著那群國中老師。
C4：可是亮點是為了國中…
C1：對！亮點是為了國中的啊！可是那個高中老師就很認真這樣子，然後有一個高中老師我就問他們說，如果你要引起學生學數學的動機，
你覺得讓學生感覺數學有用跟讓學生感覺數學有趣哪個比較容易？然後有一個老師就非常乾脆的回答我：老師我可不可以選第三個？
因為要「考試」！就他自己沒有感覺數學有用或有趣，他就感覺數學要考試啊！就是說他的「價值」
，他的價值如果是數學只能考試的
話，他大概就很難帶學生這個…做數學素養的事情，就他自己不見得沒有素養，可是他很難帶學生，所以就說老師自己要培養用數學
解決真實是就問題的經驗，他就像你有這種經驗，你隨時要跟學生講：來老師告訴你數學有什麼用，講得…就算學生沒有聽懂也很崇
拜你，對不對？呵呵！但是那個老師自己沒有經驗，他就覺得數學就是考試用，我覺得那個就是老師自我效能感很低，他其實根本不
覺得數學有什麼用，就是…我被逼著來上班、你們被逼著考試，我們就是一起…，對！一起共同度過這個困難，就是這樣子，就是…
也是有這種老師啦！所以，那種老師我不知道是多數還是少數？應該是…但是…就是說這種就是…，你剛剛講學生動機，老師自己沒
有動機的時候，他不可能帶學生做這件事情。
左：所以你講了很多有關於情意面的。
C1：對對對！
左：來！C4，你的看法？
C2：老師我的觀察是這樣子啦！這個當然是個大…講的是比例啦！不是說每個人都這樣，就說台灣的中學老師生活跟社會經驗是相對於一
般人貧乏的，對！因為他的工作穩定，然後他工作內容也穩定，然後處理的事情也簡單，對，然後頂多是家長抱怨，反正你也不可能
家長抱怨就丟了工作，但是！我們這是看到事情的不利面，但是他有一些有利面，有利的一面就是台灣的老師多少都有一些興趣，就
是因為他的生活太穩定了，然後無聊，他就會發展興趣，比如說有些人興趣就是出國玩，有些人興趣就是買精品，像我這次去那個美
西呀！我就發現那些女老師買精品真是超強的耶！又是她們到這個 mall 就知道說這個 mall 什麼，A and F 在…，但我不知道啊！我進去
就傻了，她們連怎麼上網辦那個會員卡都知道，對，她們就知道這個就是在這裡買，台灣代買會比較貴，對！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他
在社會上搏鬥的那個經驗也許不豐富，但是他有一塊很豐富的經驗是他的興趣。
左：他所感興趣的！
C2：他感興趣的，但我不知道什麼事情，就是說可能是出國是比較常見的啦！然後買精品是一個啦！然後最近就喜歡露營啦！
C1：感覺露營就是幾年…對啦！
C2：對對對！前幾年就是喜歡騎單車，哈哈！就是因為老師稍微有點錢又有點閒，所以他一定是對有些事情會投入到一個程度。
(大家聊天…)
C2：我覺得如果我們回到數學老師這種族群，他在他的興趣上，我個人的判斷是說多少有用到他的數學在裡面？所以我們要去，就是讓他
去做他擅長的事嘛！對，然後讓他在這方面去連結，你不要跟他講一個八竿子打不著，可能是你覺得很有用的，對對對！就像不是有
很多老老師到最後都成為包租公嗎？那他在這個方面其實有太多可以談的，或者是說他買股票輸了一屁股錢，他有太多可以談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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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是他有興趣。我們很少去發掘老師的興趣，然後鼓勵他在他興趣裡面去尋找他的數學素養，然後鼓勵他去跟他學生談這個，對，然
後他只要是談的話，他一定要是開始討好，然後多少就是會帶到…帶到數學嘛！然後如果慢慢長了，也許就可以發展成一個可以推廣
跟複製的模組。
C3：可是我覺得要提一點的就是，衝著這點，我覺得我真的缺乏的是那個時間，我覺得那個時間不是只說培訓、培養老師可以教學生的那
個時間，不是那些什麼研習那些東西，而是在說其實有時候我們自己在上課的時候，當然就會…比如說分享自己的生活經驗，然後導
致說：ㄟ！這個東西跟數學有些關聯，可是我在每次講完這些東西之後，講完之後我就有點懊悔：慘了！我課上不完了！因為我們時
間就那麼多，當我們今天想要去…就是把傳達那些數學素養的時候，等於是佔用了我必須要上正課的那些時間拿出來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像現在最缺乏的是那個時間的部分，如果有那時間的話。
C2：對！所以時間的連結是考試的難度啦！所以考試難度下降、然後考試鬆綁，一切就有可能了。
C3：我們就有時間講那些東西了。
C4：還有的話題像那個…包租公，我覺得不是個好話題，哈哈！就像我很早就跟一個數學老師就跟我講說：你看現在房貸利率多低啊！然
後他就去貸出來，他貸出來之後再去投資，然後就算給我看，這種話題不是很適合上課的…
C3：可是我覺得這至少可以讓老師有那種希望原來我可以在上課的時候去講…
C2：他上他比較有興趣的東西總是…
C4：也是啦！可是這些話題也太敏感了。
C1：你講得對，其實還牽涉到一些…
C4：你要選擇一些適合學生的
C1：對！題材的問題，因為這個…。像這個房價是 OK 啦！但是投資這件事情大家會覺得說沒有那麼適合。
C4：而且從學生再傳到家長耳朵…
(大家聊天…)
左：投資這件事情是那麼…那麼險惡嗎？或者是那麼…
C2：不能談到，不至於不能談…
左：在我們的教育界是不能談的，還是怎樣？
C4：是啊！因為不能買股票。
C1：老師有不能買股票？
C5：沒有不能買但是如果被拍到你就…
C4：喔！沒有人說不能買，但是你在上班時間…因為買一定只有上班時間，不像買基金你可以是下班時間買，所以這件事情只要一連接起
來就會出問題，上次就有一個新聞，有一個國中校長被人家拍下來，他就…
C2：股票也可以預約下單啊！不一定要現場，你就不要賺那一塊、一毛兩毛的價差，你前一天就先下，這沒有問題啦！
C4：也是啦！
左：C4，你怎麼看除了這個題材的問題？
C4：怎麼幫老師嗎？
左：對！培養老師的數學素養，或者教數學的…教數學素養的知識。
C4：恩~其實我一直覺得大部分老師他的數學素養他有沒有自己發現有這很重要，這跟他信念真的有一些關係，如果真的信念就已經不相信
有用跟不相信，那他就不會用，所以看很多，雖然我們都認為數學好跟數學素養好是正相關的，可是…
C2：正相關應該沒問題吧？難道沒有關係嗎？
C4：我覺得是正相關的，這還是有個因果關係好了，是數學或者說…因為我還沒辦法確定，因為畢竟數學好的人他好像不見得都呈現出他
素養好。
左：是是是。
C4：那時候我們才會說，那素養好他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譬如說閱讀啊！或吸取知識的能力，或包含那個…。因為他如果只具備數學好，
他只有數學好的，大概他也還是發展不出來。
C2：大概素養就不好啦！如果只有數學好…
C4：因為台灣也很多這樣的例子，可能很多老師是這樣…
左：有一篇學術上的論文是在談這兩個包含關係啦！是數學是包含素養，還是數學素養包含數學？還是他們有交集？這些…這是有的看法，
有一些 debate，有一些討論、爭論。
C4：因為…，我接觸到的素養是他們只想著這個東西可以解決一個問題，就是現在課堂上的問題，他們從沒有去想過生活中的問題，其實
他生活中遇到的問題要解決，他也沒有覺得他在用數學解決。
左：會因為可能就是剛才 C3 講的，他可能因為教學時數的壓力？
C4：沒有沒有，我說在生活中耶！
C2：在生活上。
左：喔~
C2：你應該講是說他可能用了數學但他不知道。
C4：或者他這樣認為…或還有一個可能，我看他是說：這麼淺的數學！
左：喔~不叫素養。
C4：他也不認為這要教喔！這理由也是一個，因為剛剛講到大家都認同的好案例，其實數學都不高喔！哈哈！其實這樣講完，大家都會說
可能國中數學不用教就…該有的素養的東西就已經夠了，就如果是這樣的話就變成就…，可以當然不代表不好。這時候再舉一個，好，
以前一個案例，就是買燈具的案例，我那時候真的是為了裝潢，我就要去挑那個家裡的燈，然後往賣場看到的燈就是有分 LED 燈或者
是螺旋燈，或傳統的燈泡，那燈泡放在一堆我也都不清楚哪個好哪個壞，只有分成價錢貴的跟便宜就是這樣而已，那真的去講發光係
數我也看不太懂，想說那就跟我們理化有關，就是那時候我跟我太太就抄了幾個數據，就是…就發光率都一樣的之後，就看價錢，還
有他可以用多久？然後還有他要用的電費，可是這你再去想，那時候好像…我後來把他變成一個問題、一個題目，第一題其實很容易
呀！他其實只是問說「成本」
，你這個成本…那成本怎麼看？成本不是看價錢，其實要看他買了以後可以用多久？這其實就用到了一個
數學，那在第二個用到的什麼？那當然就電費嘛！我裝上去就開始耗電，其實用電得久跟用電用得貴，我都同樣每天都要開兩小時，
我就是要耗電，所電費很重要，可重點來了，最後一個問題，其實才是用到不是國中的，那我要怎樣把這兩個價錢合在一起？
左：喔~到底是線性組合…還是全……
C4：我要考量誰？對，是線性組合咧？還是乘起來？還是什麼？這其實…那個東西就變成…
左：對對對。
C4：我是說這種案例其實是需要有的，可是好像就是不容易產生這樣子。其實我相信那些也有在用，只是他們那些用完之後就忘記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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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這些都只有用到小學，可是他其實裡面背後有需要多想、多讓學生去討論的東西，但就失去掉了。好例子難做，應該要發展好例
子是沒錯啦！
左：也有時候好例子不一定適合學生學呀！
C4：對！所以我剛剛就說如果真的有好例子來，也許老師帶一兩個…
左：不過你剛才那個真的還是個好例子耶！選擇電燈泡的…，就是把影響電燈泡的因素先提出來，阿至於這個因素的權重還是他要是線性
的、還是多項式的就…
C1：就跟開車一樣，你買的車之後還會耗油。
C4：其實買車跟耗油跟保養…
C1：如果你買車十年了，搞不好你車的錢跟油的錢、保養的錢要一起平均下去算。
C4：油還更多變數，因為油還會漲。呵呵！就類似這樣的問題要能夠開發出來是好的。
左：對對對對對對…那說不定有素養的人，我可以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模型來逼近那個真實的複雜模型，那也是一種素養啊！
C4：其實那時候我覺得有科技課的時候，我覺得還不錯耶！至少我自己認為我以前…我子己覺得我慢慢開始會關心那個解決生活中問題的
原因，可能是因為唸書的時候要寫程式啦！那寫出來的程式不見得是寫老師交代的，有時候還真的是想要自己解決一個問題，譬如那
時候我們就想要讓自己的經驗值增加，在上那個…就是上 BBS，很無聊啊！反正就…我們要讓自己衝到那個排前十名，所以我們就開
始寫一個程式，晚上沒有睡覺，反正第二天就發現我們成為前十了。可我們有一個目的，然後我們有去想辦法找那個程式的問題，他
是在哪裡做增加這件事情，然後我們怎麼在…放的暗門在這個裡頭讓他跑，但是很多的問題也是這樣，或…我同學是念化工，他問我
說：ㄟ！他們最近要寫個程式，要怎樣…，我就問他相關的數據，然後我們就幫他造一個模，我覺得那種經驗要能夠讓學生，其實我
剛剛講那個燈的比較也是個建模的案例。
左：是是是，那是建模。
C4：那有沒有適合國中的學生的案例？
C2：ㄟ！燈那個我要打插。因為你是數學老師，你老婆也是數學老師，然後台灣又認同是…省錢是…好的價值。但是如果我今天，我的出
發點就是…我就是要擺上去，我這家就是最漂亮，我就是要最亮的，我不計成本，因為其實這就機會成本來看，你都付的起啊！便宜
跟貴你都付的起。
C4：也沒有耶，像我昨天…，像電費漲了……
(大家聊天…)
C4：所以這時候就回來了，哪個才是學生需要的？我們一直都沒有抓到這件事情。
左：C5 老師呢？C5 老師你的看法？
C5：現在的主角是「老師」嗎？我的想法應該、可能比較初階啦！就是有沒有範本？
C1：就是好例子啊！
C5：然後我覺得即使老師可能沒有自發性說：ㄟ！原來這個是範本、這個是素養、這個是數感、這個是什麼？但是假設啦！就真的現在就
有這幾本你可以挑，或是你可以篩選。這個我看了沒感覺我不要、這個是球類的我有興趣我就把他納進來，那我覺得老師就在這邊加
減點，就是說原來這個就是其中的一塊，那不管…即使是學生，老師也會增加那成就感，原來我們其實都會，只是以前服務升學、服
務什麼，那重心都在哪？嘿！那我覺得關鍵是說「範本」
，或是說早期像林福來老師他們推出那兩本，有一點代表性，當然也有人在批
評說裡面有些題目不成熟怎麼的，那我覺得其實都好，但是變得是說…在回到現在，未來 108，其實不管講，多元選修還是什麼 3 面 9
項…種種問題，就是現在大家最面臨的新問題就是那到底上課老師要上什麼？是個人的魅力、個人的風采、或是個人的興趣…一堆，
就是你是大師級的，還是就老師過往的升學經驗，就沒有太多精采豐富的可以端出來，那他真的…我們現在特色課程附中玩了三四年，
其實就有兩極化，有的老師就是每個禮拜就只在煩惱那兩節，為了那兩節超鐘點八百塊，他寧可不要那八百塊，因為真的不知道要上
什麼，沒有東西上啊！當然你可以說網路上好多，或是說如果我們的自己那種某種道德標準不要那麼高，我把數字搜查線德那影集我
真的去買公播版一系列放，然後去網路上抓人家問的問題，學生寫心得報告，但有一點流於太形式或是敷衍，但是怎麼樣讓老師也是
成長，那我覺得也有個範本當作解題，那老師有機會走上來，應該是關鍵啦！

訪談內容

議題 8

左：我有點累了，我們最後一個問題，這問題就是說你心目中的數學素養有什麼樣的理論構念，這是理論或者應該怎麼樣有一個…透過這
個理論發展一個教學架構，就他剛才提範本啦！範本好像有點教案類似，阿要形成這個教案、形成這個範本，有一個什麼樣的理論？
或者那個架構，就是形成這個範本，我需要些什麼元素啦！就已經朝向…這個問題比較朝向學術性啦！
OO：什麼意思啊？
C4：例如他包含哪些面向！
C1：剛剛老師跟 C3 聊到的那個層次這件事情，比如說如果我們…identify 素養有哪些元素？數學素養有哪些大家共同認為有的元素？那…
那些元素我們把他分層次，再分層次…。那分層次…當然分層次還要看說，分層次是不是一定要循序漸進？還是他是組合不是層次？
他只是五塊，他不是五個層次。
左：或者某種面向。
C1：對對對。
C4：雷達表！
C1：他互相之間的關係這件事情，所以他，因為現在我們是都不知道，所以我們不知道我們其實是很難講說數學素養是什麼結構，那當然
是說層次是一個可能的方向，就是說因為科學有這樣子的層次，科學跟數學其實是在解決真實世界問題上面常常是合作的，他有一些
共通性，所以就說在這共通性下，如果科學素養發展出了一個是可以良好描述科學素養的模型的時候，數學素養或許可以嘗試做連結，
看可不可能有類似的層次出現。對，那 所以就說這個就講到如果有層次出現，每一個層次有他確定的…特色，還有一些確定的內容，
內容就可以連結範例，剛剛講的那個範本這樣，那你…所以你每一個…你要做到這件事情，那我們用範例，至少要讓老師知道說這個
範例是可以連結到這個行為或是這個能力這樣子，這素養的內涵。
左：是是是。
C1：那當然這個東西不一定是跟他的學生的經驗有連結，那老師從這邊去發展自己的題目。就空頭說白話~呵呵！
左：我們這個問題本來就是想要從理論層面來看。
C4：可老師我想問的是，你剛剛講的是數學素養分的層次對不對？
左：對。
C4：可他感覺聽起來前面還是數學能力阿！
左：是是是。
C4：他只是在數學能力上面就又加了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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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數學素養本來就含有能力啊！知識能力這件事情。
C4：就他前面幾層變得就是能力的分類，直到最後兩層多了一個真實世界的連結。
C1：這樣也不錯啊！至少前面幾層的老師是可以教的。老師一定可以教，哈哈！
左：其實那個研究，那個是一個實徵研究，前面幾層真正學生有影響的就是那前面幾層，後面那個高層次的數學素養反而沒什麼，還很難
教咧！
(大家贊同…)
左：來，C5。
C5：我也沒有理論耶！如果要簡單講就是有動機、有興趣啦！
左：喔~情意面！動機、興趣。C3 你咧？
C3：如果說今天、未來真的有朝這想法去分層次的話，等於說我們今天要去分析出有什麼樣的「跡象」可以讓他知道說他已經到達那個層
次了，所以那個跡象到底是什麼？是他能夠展現出批判呢？還是他…？
C1：對呀！那就是能力指標啊！對啊！就是能力指標，哈哈！
C4：還是評量…
左：所以他的層次之間轉換 indicator 啦！
C3：這種批判說不定…可是打破 indicator，他說要一步又走回來這樣子。
C1：這件事不一定說要從能力發展能力指標，也可以從外面進來，就老師覺得是好例子、這是好的數學素養，這些好的數學素養發展出一
些能力指標，我們再把他分類到層次裡面去也可以。
左：也是。
C3：就組織能力這樣子。就他可以把資訊整合，弄成一個脈絡這樣。
C1：所以就變成他說他其實不只有數學，他還有其他的學科，都互相支援關係。
左：C4，你怎麼看？
C2：老師我再確認一下，你那個理論意思是說我能不能把我對數學素養的描述有一個中心的理論？
左：是是是。
C2：我的中心理論就是…數學知識很重要。但是現在數學知識教太多了，然後他數學大部分作為一種…在數學素養作為一種工具，對！所
以我的意思就是說你這個工具…就是把知識當工具來用，然後用的越多數學素養就越好，可使我覺得這是一個描述，這算理論嗎？
左：Anyway，反正你現在沒有想有什麼理論就 OK 呀！
C2：把數學知識當工具使用。
C1：剛剛 C2 就是說為什麼知識教太多，是因為我們教的知識都只能在考試上面用，但是我們如果可以教少一點，那個少一點是在考試以外
也可以用，那樣的只是讓他…，但是我們仍然是在教知識，只是我們教知識的那個評量的重點是他在真實情境是可以用的，那所以就
是說剛剛 C3 講的那個時間太少，我上課時間太少，所以那個你量要減少，量要減少之後讓老師有空間去用這些比較少的知識，但是是
可以帶他去解決真實知識的問題，這樣的空間要出來。我覺得 C4 的想法是數學知識跟數學素養是有強烈相關的。
左：是！有的 paper 是…反正就說，數學素養單純的在數學課的發展是不夠的，所以他必須要跟其他的課，就他變成一個「跨」學門的…主
題這樣、發展。
C1：那這件事情在我們台灣是推不起來的。
(大家贊同…)
左：那就會回到以前所謂的主題式教學。
(大家贊同…)
C4：可是主題式教學我覺得老師一直沒辦法做到…
C1：你老師個人齁~有一些老師會合作的很好，但他們那個東西推廣不出去。
左：對！
C2：難以複製。
C1：蘇俊鴻學長他在北一女教數學，他是跟國文老師一起上，就學生就…好像是數學跟國文都變好…
(大家聊天…)
C1：他那的主題叫「數學詩」，他那寫詩不是說你詩裡面有幾個數學名詞就叫…，就說他跟國文老師很認真在設計那個課程，就是說他們要
真的教學生寫詩，而且在這個過程裡面要融入數學的概念…
C4：把數學的現象、狀況…
C1：對對對！不是詩裡面有幾個數字就叫數學詩，他那個就不是這樣子，你要把數學的元素變成隱喻，然後變成隱喻放在詩裡面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好厲害啊！
左：我倆原來是兩平行線，在偶然時間變成同心圓，但我們總是不能成為同一個圓，哈哈！這個胡扯的！
(大家聊天、笑…)
C1：對！這種東西就是沒辦法複製的例子，不是不能複製，就是現在看你覺得很棒，但是別的老師不見得會想做，因為他很累！
C4：教不來啊！因為他不見得有這 sense 來教。
左：好啦！C4 你最後一個，總結一下！
C4：總結喔~好，我覺得素養要好，第一個他數學要一個層度，要有個基本層度，然後他有一個基本程度之後，我覺得也許老師可以幫忙，
就是引導他發現生活周遭的一些材料，是跟這件事情有關的，那他可以關心跟解決，我舉個例子喔！說我以前喜歡用新聞來切入，像
今天每年這個時候都會公布一個新聞，我就覺得很有趣，每年都在這個階段公布，六月的時候都會公布一件事就是癌症的時鐘調快了
或調慢了。
左：喔~這樣子。
C4：這個裡面有一個數學，就是他為什麼設定這個時鐘來當成癌症的發生，他其實算法就是很簡單，就是一年之間，然後一年之中有多人
癌症意外死掉，這我研究就是這樣，所以平均下來就是幾分鐘就會有一個人癌症意外死掉，所以時鐘就調快了，所以他調快的原因就
是…說出來就是人死多了！可是我後來覺得不合理，其實我…我一直為什麼，我曾經把這問題變成一個數學的素養問題，就是這不合
理阿！人多了他時鐘就快了，那為什麼台灣要把他當成一個新聞的一個…就我不知道設定這個的政府機關是什麼問題？就他為什麼要
用這個做一個…？當然可能是要跟人民溝通很好溝通，可是這件事情就不能比較，他不是像譬如說統計圖表一樣，有些圖表就是可以
跟別人比較，有些圖表不能比較。
C1：對，人口基數不一樣。
C4：那他這就是一個統計工具嘛！這有點像是某一個工具，有一個測量、評量，可是評量工具其實事實上是不能跟人家…。因為我那時是
跟人家方便變成一個問題是…但這問題跟這無關，就是如果你今天跟大陸比，大陸的癌症時鐘就是很快。

130

(大家笑…)
C4：一定快！因為他人口就是我們…。事實上比率比完之後是一樣的，並沒有他吃了黑心食物上面比較多就死的比較快，其實是一樣，是
沒有死比較多人。我說類似這種問題其實就變成一個課堂討論上的一個好數學。但要取材。
左：溫哥華他有一個每日一數，就是 numeracy in daily，就 daily numeracy。好，他就…比如說今天 6 月 20 日，就 6/20 這一天個人排隊看醫
師的頻率時間是多少？就這一天。然後他會拿去年的這一天，他們同時在統計，就他排隊在看醫生的時間，然後來看這個效率有沒有
改進？比如 6/21 排隊等公車的時間。
C4：或用電量那些…，都可以啦！
左：對對對！他就有這樣子就是…
C4：那一年後會換一些數具，還是每一年都這樣子
左：他就大概是固定時間這樣子。
C1：溫哥華的公車是有時刻表的。
左：不，我的問題就跟你講，我很好奇就是說這個統計數據他怎麼統計出來的？
C4：有！其實都有，我覺得…，我現在覺得…
左：你排隊看醫生的時間，這件事…這怎麼統計？
C4：這是可以要得到的資料，我覺得他們就是有去蒐集。
左：喔~
C4：我覺得這是另一個問題，就是台灣不重視統計數據，或是不重視什麼，或是沒有在做…
左：所以透過這個數字來看問題，我台北市政的效率…我可以透過這個…，這個算某種素養的…這個層次的素養。
C1：我舉個例子，台灣數學系畢業的學生真的沒什麼…太多選擇(工作)，就沒有提供那麼多選擇，可在國外的數學系畢業的學生他有非常多
不同的工作選擇，不管是統計、不管是趨勢……
左：我們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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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數學素養的内涵的依據來源
表 22 數學素養的内涵的依據來源

數學素養
的内涵

知

子維度

説明

數學知識

文本含有數學知識。（OECD，2016）
以多元表徵呈現或以單一表徵呈現。表徵包括文字、符號、圖像、表
格。（NCTM，2000）
從探索活動或内文展演告知中，讓學生自行建構數學知識。探索活動
包括習作、習題、隨堂練習、課堂活動、想一想等。(鍾建坪，2010)
將情境和數學問題相互轉化、能運用數學思維或使用數學工具來解決
這些任務。(教育部，2016)
連結不同的數學想法、技巧或事實來解決問題。(教育部，2016)
使用數學工具（測量工具、小方格、計算機、電子資源、實體教具
等）來完成任務。（OECD，2016）
指導學生如何判斷事物的合理性及局限性。（OECD，2016）
提供學生機會去了解數學史以及數學發展的脈絡。（黃俊瑋，2007）
透過開放式題目，引導學生提出見解、溝通、傳達個人的想法。(教育
部，2016)
引導學生欣賞數學思維的美(和諧性／結構嚴謹、對稱性、簡潔性／以
簡馭繁)。（譚建國，1996）
安排學生主動參與探討問題的機會，讓學生理解不是只要獲得正確答
案，而需要知道理解答案的合理性與獲得過程。(教育部，2016)
提供學習總結（如重點整理、學習檔案、實作等），讓學生從中審視
自己的學習歷程，以發展新知識的能力。（Zhu & Fan ,2006）
提供進階的學習素材、資源（書籍、影片、網絡等），讓學生從舊經
驗或傳統經驗轉化成新的數學知識。（OECD，2016）
透過連結其他學科，或學生有興趣的事物（漫畫、遊戲），來引起學
生學習數學的動機。（謝豐瑞，1997）

呈現方式
獲得方式
轉化

用

連結
使用工具
合理性
數學史
提出見解

觀
數學美
數學正向
積極態度
總結回顧
學

提供資源
引起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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