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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敗也數學成也數學

        阿基⽶米德曾說：「給我⼀一個⽀支點，我將撐起地球。︒」學習上的弱勢者，所需要
的不是催促他向強者看齊的壓⼒力，⽽而是協助他建構⾃自⼰己學習⼒力的⽀支點！

        ⾃自從2001年出版<數學想想>以來，我們就想將它送往學習弱勢者的身邊，相信它
必是孩⼦子重拾數學信⼼心的⽀支點，於是打破都會孩⼦子才享有<數學想想>的局⾯面、︑開創偏
鄉也有數想師資的新局，「⽀支點計畫」誕⽣生了！

        很少⼈人的求學經驗是不怕數學的，許多讀⼤大學不選擇理科的⼈人就是為了遠離數學，
⾃自認數學不好的⼈人也比⾃自認數學不錯的⼈人缺乏信⼼心，因此，如果能讓孩⼦子從⼩小覺得數

學有趣、︑不是只有算來算去那麼無聊，不僅能維護孩⼦子學習動機，還能重建孩⼦子的⾃自
信！⽽而透過「⽀支點計畫」，我們將最好的教材跟⽼老師送到弱勢孩⼦子的身邊，同時也送
到熱衷提升教學的體制⽼老師身邊，相信<數學想想>所喚醒的不只是孩⼦子沈寂已久的學

習動機，還有⽼老師們投入教育的熱⾎血初衷！

        教育是需要長期耕耘的志業，⽀支點計畫從2003年底起跑至今15個年頭，佇⾜足檢視
成果正是時候！本報告彙整這些⾛走過的⾜足跡所產⽣生的影響⼒力，讓我們知道跳脫傳統、︑
嶄新突破的教材教法，為教學現場師⽣生帶來的改變是史無前例的，今後，如何擴⼤大影

響層⾯面，讓更多⽼老師、︑學⽣生接觸<數學想想>，是我們重要的⼯工作⽬目標，因為那將是台
灣教育在軟體上升級的重⼤大契機！



體驗課滿意度及後續影響問卷調查

      2003年開跑的⽀支點計畫，是以⼀一次性進入學校舉辦師⽣生體驗課程的模式進⾏行的，
學⽣生都只有上過兩節<數學想想>，但我們送學⽣生每⼈人⼀一學期的<數學想想>教材，校內
⽼老師當時在班上觀課，課後雙⽅方⽼老師進⾏行交流座談，我們並贈送學校數期<數學想想>
教材供⽼老師上課參考。︒

        到2005年已經累積了65所學校辦過體驗課程，於是2005年10⽉月對執⾏行過⽀支點計畫
的65個學校發出問卷，有40個學校傳回（回收率62%），共有59位⽼老師回答我們的詢
問，問卷結果如下： 

⼀一、︑學數學最⼤大的困難︖？ 
       43%：學⽣生覺得數學很難，沒信⼼心學好 
        27%：學⽣生沒有好的學習⽅方法 
        16%：學⽣生沒興趣 

⼆二、︑對數想體驗課的滿意度 
        72%：學⽣生很喜歡 

         28%：看不出來喜不喜歡 
           0%：學⽣生不喜歡 

三、︑驗課後學⽣生是否⾃自⾏行閱讀<數學想想>︖？ 
         76%：學⽣生偶⽽而會拿來看 
         13%：學⽣生經常閱讀 

         11%：沒看過學⽣生閱讀 

四、︑閱讀＜數學想想＞對學⽣生有幫助嗎︖？ 
        59%：有 
         41%：無法評估 

五、︑53%⽼老師⽤用＜數學想想＞作為上課輔助教材 

六、︑57%⽼老師覺得＜數學想想＞有助教學 



數想作為校內補救教學

深美國⼩小獲基隆市特優 

     2011年～2015年共九個學期，與基隆市深美國⼩小合作辦理「攜⼿手⽀支點班」，深美
國⼩小位於東北角風景區內，隸屬⼤大八⽃斗⼦子地區，屬於中型學校，當地學⽣生家庭經濟懸
殊，有如台灣社會縮影。︒

        參加「攜⼿手⽀支點班」的學⽣生皆為數學未通過檢測、︑家庭功能不彰者，由我們派出
⽼老師以<數學想想>進⾏行數學科補救教學，完全突破傳統補救教學模式，未曾發過⼀一張
評量卷，⽽而是以故事跟討論來上課，並帶領孩⼦子進⾏行⼜⼝口頭報告以及籌備遊戲攤位、︑玩
數學來驗收成果，參與學⽣生因此得到許多⾃自信。︒ 

         合作的第⼆二年基隆市政府對全市國中⼩小補救教學⼯工作進⾏行評鑑，深美國⼩小
因為數學補救教學的進步率⾼高達17%⽽而獲得特優，本會也因⽽而獲市府頒發感謝
狀。︒



「攜⼿手⽀支點班」成⽴立六個學期後，經由⼩小孩原班級導師填寫回饋問卷，得到以
下的成果。︒

1、︑孩⼦子在學習上的轉變

2、孩⼦子還有哪些不⼀一樣的展現？(⽼老師⽂文字描述)
        數學課出現笑容、︑比較活潑、︑變得開朗
        興趣明顯提升、︑較有⾃自信
        作業明顯有進步、︑對數學更願意嘗試、︑踴躍參與課堂討論

　 變好 不變 變差

學習態度 21 4 0

學業成就表現 14 11 0

對數學的興趣 19 6 0



以假⽇日營隊經營的成果 
  

⼀一、︑桃園蘆⽵竹鄉外社國⼩小

        TASA測驗優於全國平均

      2011年～2015年，我們跟桃園蘆⽵竹鄉山區的外社國⼩小合作，這是⼀一所全校僅有
6班的偏鄉⼩小型學校，學⽣生家庭之結構以新移民配偶、︑原住民、︑隔代教養、︑單親等為
主，我們約以每年⼀一梯次的頻率，共舉辦了六梯次假⽇日「數學想想營」，每梯次營隊

課程分成三個週⽇日實施，內容包括⼗〸十節<數學想想>課、︑科學性社團、︑想想遊藝場、︑闖
關發表等活動。︒尤以活動最後⼀一天的闖關發表最令孩⼦子回味無窮，開辦「⽀支點計畫」
期間，校長也⿎鼓勵學校⽼老師⼀一同觀課，以從中獲得教學靈感。︒

        101學年度(2012年)外社國⼩小五年級學⽣生被國家教育研究院的TASA測驗抽中施
測，鄭淑珍校長說，測驗的結果，國語不意外 的，每個向度普遍比桃園市平均
低1-2百分點，但數學很令⼈人驚艷，每個向度的成績都⾼高於桃園市也⾼高於全國
平均，尤其「幾何」⽅方⾯面⾼高出13%。︒鄭校長說 他跟⽼老師們開會討論，想研究出
⾃自⼰己到底跟其他學校有何差異才會出現這個結果，最後⽼老師們說：「因為我們
有數學想想，⼩小孩變得喜歡數學。︒」 

       另外值得⾼高興的，是外社國⼩小參加數學科補救教學的⼈人數在這段期間減少
了，校長說：「前三年補救教學有六班，每個年級都要補救，每班6-12⼈人，現
在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三四年級只開⼀一班補救，三年級2位四年級4位，少了
⼀一班。︒」從源頭就減少了需要補救的⼈人數，這對⼀一所學⽣生不超過百⼈人，家長為
新移民者眾的偏校⽽而⾔言，確實不⼤大容易，「⽀支點計劃」是有⼀一點功勞的！

!  



⼆二、︑⾼高雄岡山區⽵竹圍國⼩小數想營

覺得⾃自⼰己數學差︖？兩天讓八成六孩⼦子改觀！

       2017年暑假，⾼高雄市岡山區有三所國⼩小⼀一共80個孩⼦子齊聚當地的⽵竹圍國⼩小，參加

由福興基⾦金會贊助、⼈人本教育基⾦金會主辦的「數學想想營」，⼀一連三天的營隊，⽼老師
完全不要⼩小孩做習題、︑寫評量、︑搶答正確答案，卻要⼩小孩在課堂上做三件事：

⼀一、︑練習把「道理」說清楚
⼆二、︑發揮「想像⼒力」

三、︑尋找「證據」做出判斷
        營隊的80個孩⼦子來⾃自岡山區⽵竹圍、︑嘉興、︑岡山三校，⼤大多是校⽅方推薦「數學科在
落後邊緣亟需協助」的⼀一⼆二年級學⽣生(暑假後就會升上⼆二三年級），可以說是⼀一個由

中下程度學⽣生構成的營隊，以「增加學習動機、︑認知數學不是只有算出答案更要講道
理、︑增進⾃自信」為營隊的主要⽬目標。
       根據我們在營隊前的調查顯⽰示，這些學⽣生中15%不喜歡數學，33%覺得⾃自⼰己數學

不好且其中的23%沒信⼼心⾃自⼰己數學會變好，⼆二年級學⽣生比⼀一年級學⽣生更不喜歡數學更
沒信⼼心︔；雖然我們根據多年經驗早就知道⼤大致結果，但實際看到數字仍是令⼈人⼼心驚，

才上學⼀一兩年的孩⼦子，已經近六分之⼀一成為不喜歡數學的⼈人，且三成⾃自信⼼心低落如
此。然⽽而營隊才三天，能改變什麼︖？
        當然，七年之病難求三年之艾，但營隊雖短，但效果相當值得重視。︒根據在營隊
第⼆二天放學前對孩⼦子們進⾏行的另⼀一個調查結果顯⽰示：⼀一、︑71%孩⼦子喜歡「想想」的數

學︔；這能確信藉由營隊贈送給孩⼦子們的「數學想想」課本會成為孩⼦子們喜歡閱讀的書。︒
⼆二、︑86%的孩⼦子覺得⾃自⼰己變得超棒，沒有年級差別︔；「今天比昨天更好」這是進步真
正的意義，也是喚回孩⼦子⾃自信⼼心的基礎。︒事

實上，當我看到第三天參加懇親演講的家長
坐滿禮堂，我就知道這三天的營隊成果將會

由理解新觀念的家長們為孩⼦子延續下去！

經濟⽇日報 018年11⽉月6⽇日 台灣福興攜⼈人本⽂文教 數學想想無畏競爭 
PeoPo 公民新聞 2019年1⽉月23⽇日數學想想國 改善台灣數學教育的⽀支點計畫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6722/3464786
https://www.peopo.org/news/393005


當校內⽼老師開始⾃自⼰己教數學想想 

宜蘭員山國⼩小變得不⼀一樣

      2010~2013年跟宜蘭縣員山國⼩小合作，這是⼀一所教育部列為「教育優先區」的學

校，合作內容除辦理校內⽼老師進修外，教務主任薛⽂文哲還拿<數學想想>來開辦「補救

教學」跟「資優教育」。︒我們派出⽼老師，每週三下午幫員山孩⼦子上數學想想，也
幫⽼老師安排相應的研習，包括要試教，三年期間派師逐步減少⽽而改由校內⽼老師上
場教學。︒

        關於這段推動的歷程，薛主任說得很感動：「這種模式在校內是很難的，於
是我寫個說帖給⽼老師們，結果竟然有⼗〸十七個⽼老師願意參加，我嚇⼀一跳。︒我們把
每次上課拍起來，然後擷取部分教學過程來進⾏行研習，我們從來沒有做過這種
研習，然後是第⼀一次辦期末的成果發表會，真的很感動，看到那些弱勢的⼩小孩
敢跟⼈人家說數學，我們要說成效，除了數字之外，他的⼼心改變了，才能看得出
成效，看他們跟從幼稚園的⼩小朋友到⼤大⼈人去介紹數學，這是連成績很好的學⽣生
都很難做得到的。︒」

        引進數學想想之後學⽣生成績進步、︑喜歡數學，⼀一連串的改變使得員山國⼩小成為宜
蘭縣補救教學標竿學校，更在2013年時被親⼦子天下選為「不⼀一樣的學校」* 

*親⼦子天下 2013.12.01 不⼀一樣的學校 學校也能有「另類魂」　報導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54738-%25E5%25AD%25B8%25E6%25A0%25A1%25E4%25B9%259F%25E8%2583%25BD%25E6%259C%2589%25E3%2580%258C%25E5%258F%25A6%25E9%25A1%259E%25E9%25AD%2582%25E3%2580%258D/


當數學想想進入「正課」

⼀一、宜蘭⼠士敏國⼩小 

學⽣生⼈人數⽌止跌回升、學⼒力檢測⼤大躍進 

      2017年9⽉月(106學年)與宜蘭縣蘇澳鎮⼠士敏國⼩小展開合作，⽬目前進入第五個學期。︒

這是⼀一所六班⼩小校，弱勢家庭孩⼦子佔了半數以上，學⽣生⼈人數呈下滑趨勢的偏校，校長
薛⽂文哲曾經在員山國⼩小擔任教務主任，因此106學年⼀一上任就積極推動<數學想想>，
我們雙⽅方以過往的合作經驗為基礎，除了引進<數學想想>作為教師進修外，我們加強
了線上共備的進⾏行、校內⽼老師備課⽤用書的提供，薛校長更突破以往非正課時間才上數
學想想的格局，運⽤用校內彈性課程讓全校孩⼦子都能在正課時間就上數學想想，並且在
學期末辦理數學想想發表會，讓家長們親身⾒見證學⽣生在數學能⼒力上的增長。︒

       2017年9⽉月薛校⻑⾧長剛上任時，⼀一年級新⽣生⼈人數10⼈人，隔年2018年9⽉月新⽣生⼈人數已達
14⼈人，今年2019年9⽉月的新⽣生⼈人數達到18⼈人、全校學⽣生達73⼈人，是學區內唯⼀一不辦實
驗教育學⽣生⼈人數卻增加的學校。

        2018年宜蘭縣針對四、六年級舉辦107學年度學⼒力檢測，⼠士敏國⼩小獲得優異成果，

六年級數學平均62.50分，⾼高於蘇澳鎮平均(50.52分)，⾼高出了11.98分︔；也⾼高於宜蘭縣
平均(53.80分)⾼高出了8.7分。︒四年級數學平均72.22分，⾼高於蘇澳鎮平均(67.68分)，⾼高

出了4.54分，也⾼高於宜蘭縣平均(67.46分)，⾼高出了4.76分。︒這是在<數學想想>施⾏行⼀一
年後的結果，⼀一年前也就是106學年度，⼠士敏國⼩小六年級數學平均是⾼高於蘇澳鎮⽽而低

於全宜蘭縣平均的，四年級更是低於蘇澳鎮平均。︒最新消息則是108學年⼩小四基本學
⼒力測驗，數學平均73.08，⾼高於鎮69.38，縣72.53。︒ 

        

※葛瑪蘭新聞網 2018年3⽉月13⽇日數學想想園遊會 孩⼦子設
計家長同樂 

https://www.kamalan-news.com/local/18/2290


⼆二、︑台南光榮國⼩小 

整班學⽣生改變學習態度 

      2017年9⽉月起合作迄今，進入第五個學期。︒光榮國⼩小位於台南市左鎮區，屬六班

⼩小校，全校六成五學⽣生為單親、︑隔代、︑外配家庭，五成是平埔族，家長以打零⼯工及務

農為主。︒校長蔡坤良在⼀一次參訪宜蘭員山國⼩小認識<數學想想>之後，便邀請時任員山
國⼩小教務主任的薛⽂文哲⽼老師及林欣儒⽼老師赴台南光榮國⼩小跟全校⽼老師分享教學⼼心得，

2017年9⽉月加入⽀支點計畫，希望以<數學想想>發展學校特⾊色，我們則提供教師進修、︑
線上共備、︑數想教材。︒

         該校除了以早⾃自習上<數學想想>之外，並⾃自籌經費送校內⽼老師北上接受培訓，

還⿎鼓勵⽼老師在班級內⼤大量使⽤用<數學想想>於正課，於是當年度該校有⼀一位五年級⽼老
師，所有數學課都上<數學想想>，由於重度使⽤用，這個班級產⽣生了令⼈人驚訝的成果，
其中⼀一個原先被診斷為學習障礙的孩⼦子，五下學⼒力檢測時數學成績竟然比國語還⾼高分，

全班⼩小孩除了很愛上數學之外，到了六年級更成為很會討論很勇於發表的⼈人，令來客
座的台北明星國中的數學⽼老師刮⽬目相看，⽽而這⼀一班已經在2019年9⽉月升上國⼀一了，我

們將持續關注後續發展。︒

        以下⽤用該班周長誼⽼老師第⼀一學使⽤用數學想想的紀錄來呈現。︒

「⽼老師，我們可以不要上國語嗎︖？想要繼續上『數學想想』！」 

「⽼老師，你能請校⾧長再找找看有沒有『國語想想』、︑､『⾃自⾃自然想想』或『社會
想想』嗎︖」 

「⽼老師，可以請寫數學想想的⽼老師們，也編看看「國語想想」或「⾃自⾃自然想想」
嗎︖我們願意 當試驗品！」 

 ﾊ 

這是我們班⾜足⾜足上了60分鐘的數學課後，當我開始翻開國語課本時，他們回饋
給我的反應。︒｡ 

我‧嚇‧到‧了！ 

 ﾊ 

我知道孩⼦子們⾃自⾃自從接觸「數學想想」之後，漸漸喜歡上數學課。︒｡ 



但是，沒想到他們會這麼喜歡，⽽而且程度⼀一舉超越過「國語」、︑､「⾃自然」、︑､「社
會」。︒｡ 

 

我任教於台南市的⼀一所偏鄉⼩小學，班上只有六個孩⼦子。︒｡今年⼋八⽉月⽉月底，我⼀一來
到這間學校時， 校⾧長便告訴我：去年，我們學校是台南TASA* ﾊ測驗的吊⾞車⾞車尾，
希望今年的五年級(我們班)可以進步⼀一點點︔只是，孩⼦子們的程度不太好，有
學習520效應：上課五天，放假兩天，回來全部忘光，變成零。︒｡ 

 ﾊ 

當時我懷著半信半疑的⼼心態，沒想到開學後，「520魔咒」很快就發威：孩⼦子們
上課時的點頭跟寫作業的結果是兩回事，相同的觀念、︑､題型，總是⼀一講再講，
孩⼦子們的數學像⼀一張破了很多洞的網⼦子：超過10的加減法要拿⼿手指出來運算︔
九九乘法記不持久，出錯率還很⾼高︔除法運算⽅方法教了⼜又忘，更別提遇到應⽤用
題時，要將⽂文字轉換成數學式⼦子。︒｡ 

 

我拼命的補，卻永遠補不完似的，補了⼜又破。︒｡很多我視為理所當然的觀念，為
什麼孩⼦子們就是記不住︖課本明明就是這樣教啊！我們師⽣生不斷在原地轉呀轉，
轉得精疲⼒力⼒力竭，轉得我⽣生氣、︑､孩⼦子也氣餒！ 五年級的數學很難的：因數、︑､倍
數、︑､⼩小數、︑､分數加減、︑､⾯面積、︑､四則運算……，除了課本、︑､習作，學校還幫他們
訂了考卷、︑､作業簿，希望孩⼦子們多寫多練習，因為⼤大家⼩小時候都是這樣過來的。︒｡

 ﾊ 

⼀一個⽉月過後，數學果真不出所料繼續蟬聯班上⼩小孩們最討厭的課程。︒｡⼀一說要上
數學課， 每個⼈人的嘴嘟得⽐比天⾼高！這樣怎麼⾏行，才五年級啊！他們已經開始上
不下去了，接著六年級、︑､國中──難道他們的數學課要開始無⽌止盡的發呆跟放
棄嗎︖？我嘴巴上⿎鼓⿎鼓勵著孩⼦子慢慢來， ⼼心裡卻⽐比誰都急， 在九⽉月底的教師
晨會，我得知校⾧長找了⼀一套數學教材─「數學想想」，⿎鼓勵⽼老師借閱使⽤用， 作
為孩⼦子數學學習的輔助。︒｡ 

死⾺馬當活⾺馬醫吧！就這樣開始帶著孩⼦子展開我們的「數想之旅」，只是沒想到，
這趟旅程的開始，竟打破了我從⼩小到⼤大對數學的認知和學習⽅方式… 



孩⼦子寫給數學想想研發團隊的謝卡 

謝謝您們送給我們數想 
我們彼此完全不認識，您們卻能給與我
們⼀一套這麼珍貴的數學想想，數想讓我
喜歡數學，謝謝您的⼤大⽅方和⽤用⼼心，我⼀一
定會好好學習數學想想。︒

謝謝你們特地送我們數想， 
你們寫的數想比教科書還仔細，圖畫很
漂亮。︒我最喜歡「除了又除」還 有「三
角形怎麼算」，我覺得很好玩，也幫助
我開始想想。︒希望我六年級再繼續學數
想。︒祝福你們平平安安、︑身體健康。︒

謝謝你們送我們數想的課本，讓我們可
以學的比學課本還開⼼心。︒像我在分數那
裡學的比以前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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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外社國⼩小與群英扶輪社 

在「數學想想」中，看⾒見另⼀一種教育的可能                                          
                                                                              ◉採訪整理：諶淑婷
    2012年10⽉月的這次⽀支點計畫，由板橋群英扶輪社的社員，與本會數學想想國的⼯工作
⼈人員合作，來到桃園縣外社國⼩小，與孩⼦子⼀一起想想數學。︒

    外社國⼩小的校長為什麼願意申請參加⽀支點計畫︖？⽽而在⽀支點計畫中，外社國⼩小師⽣生所
經驗到的「數學想想」，和傳統的數學教學有什麼不同︖？又是什麼樣的⽤用⼼心，讓群英
扶輪社的社員，來找⼈人本基⾦金會合作這次的服務計畫︖？透過參與⽀支點計畫，社員們產
⽣生了哪些思考和體會︖？請⾒見以下報導。︒ 

外社國⼩小的孩⼦子與⽼老師 
      

從台北開⾞車到桃園縣蘆⽵竹鄉外社國⼩小，校長鄭淑珍會建議你從⾼高速公路下南崁交流道，
然後⼀一路穿過熱鬧的市區，越接近⽬目的地，路旁的建築物逐漸稀落，兩層樓的低矮房
舍取代了整齊⾼高樓，間或交雜休耕中的⽔水⽥田，不但商辦⼤大樓完全消失，鐵⽪皮搭建的⼯工
廠也靜悄悄無聲。︒ 

    鄭淑珍解釋：「外社國⼩小距離都會區只有⼗〸十幾公⾥里，經濟與⽂文化落差卻很⼤大！」根
據學校統計，有⼆二成五學⽣生來⾃自新住民家庭，部分又因⽗父母婚姻關係不佳，演變成單
親家庭，另外因為蘆⽵竹本地⼯工作機會不多，家長必須到外地⼯工作，所以隔代教養的家
庭也多。︒ 

    鄭淑珍校長透過代課⽼老師，知道了⼈人本教育基⾦金會的「數學想想」⽀支點計畫，決定
加入申請，接連在民國⼀一百年與隔年的⼗〸十⽉月舉辦兩次想想營，每次連續四個週⽇日上課。︒
參加的情況也相當踴躍，第⼀一年全校⼀一百⼀一⼗〸十四名學⽣生，有六⼗〸十⼈人來報到，第⼆二年的
九⼗〸十六名學⽣生也有四⼗〸十九⼈人參加︔；
鄭淑珍觀察到，有些沒報名的孩⼦子
會偷偷在教室外徘徊，「他們本來
以為是數學補習班，沒想到每週上
課都聽到好多好玩的遊戲，不知道
上數學課也能這麼不⼀一樣！」 

       數學想想營和⼀一般的數學課，
到底哪裡不同︖？ 



享受數學的樂趣
    「平常上課時，⽼老師如果發現同學在說話，會⽣生氣罵⼈人，但想想營的⽼老師，態度很
溫柔。︒」⼆二年級的葉佳怡剛說完，四年級郭⼒力元⾺馬上點頭附和：「想想營的⽼老師不會
不准我們說話，不過他希望我們說話的⾳音量只讓兩旁的同學聽到，不要打擾到其他同
學就沒關係。︒」郭⼒力元幽默的猜測，學校的數學⽼老師會不會是因為當過兵，所以上課
比較嚴厲呢︖？ 

    四年級的同班同學⿈黃閔澤和陳
廷騵都分析得仔細，⿈黃閔澤說：
「想想營的⽼老師好像比班上的數
學⽼老師更喜歡數學，所以也懂得
教數學的樂趣，上課時⾃自然不會
太嚴苛，他們會把⾃自⼰己變成喜歡
數學的⼩小孩⼦子，和我們⼀一起玩數
學遊戲。︒」陳廷騵則說，其實如
果⽼老師在台上發脾氣，學⽣生並不
會⽣生氣，反⽽而會覺得⽼老師「可憐
又⾟辛苦」，⼀一定是壓⼒力太⼤大，才
會忍不住發洩在學⽣生身上。︒ 

    教師們可能沒察覺到，⾃自⼰己在
課堂上所展露的絲毫情緒，學⽣生
全都看在眼裡。︒⿈黃閔澤說：「其
實我們都知道⽼老師教學的壓⼒力⼤大，
所以情緒控制不好。︒可是如果有
溫和的笑容、︑愉快的上課氣氛，
⼤大家會更放鬆。︒雖然嚴肅的上課
氣氛可以讓全班只聽到⽼老師的講
課聲⾳音，但快樂的課堂氣氛可以
讓我們更專注，即使有點吵鬧，
學⽣生也不會分⼼心。︒」 

每個孩⼦子都可以舉⼿手發⾔言！
    不只是臉上永遠掛著笑容，數學想想營⽼老師的教學⽅方法，也讓⼤大家感到別開⽣生⾯面。︒ 

    陳廷騵分析，⼀一般數學⽼老師教學有兩種形式，第⼀一種是要求會的學⽣生不要回答，只
挑選⽼老師認為不會的同學解答，然後⼀一直幫這些同學反覆複習，⽼老師認為這些同學學
會，全班就都會了︔；第⼆二種則是確認有多少同學不會，如果舉⼿手的同學很少，問題就
會先跳過，之後「再找時間解答」。︒ 



    ⿈黃閔澤接著說：「但想想營上課時，每個⼈人都可以舉⼿手發⾔言喔！不會的⼈人可以對照
同學的解答，⼀一邊看著課本串連出答案，所以雖然上課時間比較長，但⼀一點也不無聊。︒
如果還是有同學不會，想想營⽼老師會改出比較簡單的題⽬目，引導⼤大家繼續練習。︒」 

    同為四年級的郭⼒力元曾有糟糕的學習經驗，有⽼老師對不會的同學說：「連這麼簡單
的問題也不會！」同學還要回答：「我會改進…」但對於數學想想營的⽼老師，郭⼒力元
則說：「在想想營上課給我的感覺就是，即使有不會的東西也沒關係，⽼老師⼀一定會原
諒你。︒」 

    討論至此，五年級的余禎羚下了⼀一個最後的註解：「想想營的⽼老師很有耐⼼心，會詳
細回答每個問題。︒我想⼀一般的⽼老師⼩小時候可能也是調⽪皮的學⽣生，只是長⼤大後的個性就
變了，但想想營的⽼老師還保有兒童的性格，所以比較樂觀開朗。︒」她謹慎的接著說：
「我想學校⽼老師教學時，還是可以請同學安靜，讓同學輪流發⾔言，都有講話的機會，
但希望⽼老師臉上還是要保持笑容。︒」 

重視學⽣生答題的描述能⼒力，無論能不能正確解題。︒

    想想營⽼老師⿎鼓勵每⼀一位學⽣生發⾔言的教學模式，讓學⽣生能發現問題、︑打開觀察的眼
睛，學數學不只是計算、︑寫出答案，
還能延伸到⽣生活上的學習，最棒的是，
還有玩不完的遊戲。︒ 

    例如從套圈圈遊戲學習瞄準與⼒力
道，猜測拋錢幣的正反⾯面練習機率，
或是讓學⽣生組成關卡、︑⾃自⼰己設計折價
⽅方式並發送傳單。︒陳廷騵笑說：「如
果下⼀一個年度還有想想營，我希望每
週不只上⼀一天課，最好週五、︑週六都
可以上數學課！」郭⼒力元搶著補充說：
「不但天數可以更多，最好每天七點
就開始上課！」 

    教學資歷達⼆二⼗〸十五年的鄭淑珍校長，深知教室裡的教學難題，「傳統教學法容易僵
化，要突然改善並不簡單，我們也很難苛責⽼老師。︒他們覺得⾃自⼰己有教學的責任、︑有上
課進度的壓⼒力、︑有班級常規要維持，還有經營班級團體的課題…所以級任⽼老師又比科
任⽼老師更嚴謹，他們擔⼼心太亦師亦友會難以管教學⽣生，卻忘了和孩⼦子保持幽默的關係。︒
拿捏互動的分⼨寸，也是⼀一種教學藝術。︒」 

    她長年觀察⽼老師教學狀況，了解有些⽼老師雖然富有教學熱忱，卻太在乎班級常規，
要求全班不要說話、︑雙眼只能盯著⽼老師看，「其實這些⽼老師沒有⾃自信，無法確定⾃自⼰己



能不能吸引孩⼦子的注意。︒所以教師們必須⽤用⼼心備課、︑相信⾃自⼰己的教學技巧，好好吸引
住學⽣生⽬目光，⼀一味強調班級常規，反⽽而抹煞掉⾃自⼰己教學的魅⼒力。︒」 

    相較於傳統教學，或許因為⽼老師太清楚各別學⽣生程度，所以喜歡點名程度中等或較
差的學⽣生答題，以判斷學習成果︔；數學想想營的教學模式，則重視學⽣生答題的描述能
⼒力，無論能不能正確解題，孩⼦子都能在課堂上暢所欲⾔言，這對學⽣生來說，是「⼀一視同
仁」的尊重。︒ 

原來，數學也可以這樣教！
    鄭淑珍校長坦⾔言，在教育現場的⽼老師若有機會了解孩⼦子的感受，觀察到學⽣生的多元
與適性，會是最好的教學省思，「⽼老師的雙眼必須看到每⼀一個孩⼦子，讓孩⼦子們教導你，
改進你的教學⽅方式。︒」為了讓學校⽼老師了解⾃自⼰己的⼼心意，並拓展教學的可能，她特地
邀請學校⽼老師們⼀一起參加想想營，並在課程結束後進⾏行對話討論。︒ 

    ⼆二年級⽼老師⿈黃安閔欣羨的說：「想想營的⽼老師，雖然不全是經過正式師培訓練的師
資，但上課時，每三至四名學⽣生就有⼀一名陪伴教師，從旁觀察孩⼦子的狀態、︑⽴立即給予
協助，這是我們平時缺乏的資源。︒」平時的課堂裡，在課程進度的壓⼒力下，⽼老師只能
夠透過座位安排，由程度較好的學⽣生幫助學習慢的學⽣生。︒ 

    ⼆二年級全班有⼗〸十八⼈人，共有⼗〸十⼀一⼈人參加，當⿈黃安閔⽼老師在陪同上課時，發現遊戲式
教學讓孩⼦子們沒有壓⼒力，能夠興致盎然的盡情發⾔言、︑即使答案錯誤也敢於表達，這股
後座⼒力發酵了⼀一週，回到正式課堂上，學⽣生討論比以往熱烈許多，她也決定善⽤用想想
營教材的遊戲，融入⼀一般課程進度，讓學⽣生⾃自然⽽而然把數學和好玩的事情，連結在⼀一
起。︒ 

    四年級⽼老師呂秉修觀察到：「想想營的教材和我們所使⽤用的課本⼤大不相同，⼀一般課
本內容比較制式，又有能⼒力指標的限制，難免⽣生硬⼀一點，⼈人本所設計的教材強調兒童
本位，有插圖和故事引導，學⽣生讀起來⾃自然更有興趣。︒」他進⼀一步分析，除了教材的
差異，教學⽅方式也不相同，想想營掌握了學⽣生愛玩的本性，在課堂結束後規劃遊戲時
間︔；但平常班級上課時有進度壓⼒力，又擔⼼心遊戲結束後難以平靜班級氣氛、︑耽誤下⼀一
節上課時間，「不過既然學⽣生對教學遊戲反應佳，我們可以試著融入更多遊戲，但學
⽣生必須區分遊戲和上課是兩件事，玩的同時，別忘了學習。︒」 

    鄭淑珍⼗〸十分期待想想營帶給學校⽼老師的激盪與⽕火花，「既然我們選擇以教書為業，
就要珍視這些學習和⾃自我對話的過程 ，不⼀一樣的教學經驗，是⽼老師⼼心中的⼩小⼩小種⼦子│
原來數學也可以這樣教！│然後慢慢歸納出屬於⾃自⼰己的教學⽅方式。︒」 

    她期待下⼀一次想想營，又會帶來哪些好玩的數學遊戲，「對孩⼦子來說，玩樂是學習
誘因沒錯，所謂寓教於樂，成⼈人何必在乎孩⼦子們⼀一直玩︖？幫孩⼦子在學習過程中充電，
讓他們下⼀一堂課又充滿效率的學習，這就是當教師的任務！」 



群英扶輪社社員的體會
    學習的步伐，可不可以踏得更輕快︖？學習的滋味能不能更美妙︖？學習，能不能是⼀一
場遊戲︖？參與外社國⼩小數學想想⽀支點計畫，對板橋區群英扶輪社社員來說，是貢獻⾃自
我的服務，是對教育現狀的檢討，也是⾃自我學習歷程的反思。︒ 

在捐贈以外，⼀一場社友也能積極參與的服務計畫。︒
    ⼀一切起源於社員賴嫻如的家庭經驗，由於⼀一對兒女從⼩小就參加⼈人本舉辦的營隊活
動，她對⼈人本的服務內容⼗〸十分了解也認同，「家長⼀一直在等孩⼦子⾃自願學習，但等待時
間經常長到讓家長抓狂、︑放棄…⽽而⼈人本在做的就是協助⼩小孩⾃自願學習，所以我很贊同
⼈人本關⼼心孩⼦子的⽅方式。︒」 

    去年接下群英扶輪社社區服務計畫主委⼀一職後，她決定改變過去以捐贈為主的服務
模式，希望能透過⼈人本，規劃⼀一場社友也能積極參與的社區服務計畫。︒ 

    賴嫻如說：「這個計畫除了必須說服社員，還要克服時間、︑地點的問題，幸好⼈人本
幫我們找到位於桃園縣蘆⽵竹鄉的外社國⼩小，距離我們所在的新北市板橋區只需四⼗〸十分
鐘⾞車程，⽽而且全校學⽣生⼈人數只有七⼗〸十三⼈人，實
際參加⼈人數約是五⼗〸十⼈人，很適合我們社區服務
能負擔的規模。︒」  

    她的構想很快獲得社長郭宗霖的贊同，這場
服務計畫不僅會捐助三⼗〸十多萬元，還有六個社
員要接受兩晚的培訓，成為⽀支點計畫上課時的
班級助教，最後⼀一天的關卡遊戲⽇日，全體社員
都可以⼀一起參與。︒ 

孩⼦子們因為被⿎鼓勵思考和發⾔言，顯得很有⾃自信。︒
    「我喜歡⼩小孩，也喜歡教學，所以⾃自願當助教。︒」陳冠婷負責照顧六名三年級學
⽣生，她說：「⼈人本⽼老師喜歡⿎鼓勵學⽣生多想多思考，但我⼩小時候好像沒什麼在思考，尤
其到了國⾼高中，⾯面對⼀一⼤大堆要背的課⽂文與公式，壓⼒力很⼤大，學習狀態很緊繃，也害怕
學習，當時從不覺得學習可以放輕鬆、︑可以很好玩。︒」 

    所以她很喜歡數學想想的課本與遊戲，雖然學⽣生上課時難免因為興奮⽽而不夠專注聽
課，但她明顯感覺到學⽣生對於上課的喜悅，⽽而且勇於發表⾃自⼰己的意⾒見，和⾃自⼰己⼩小時候
害怕被⽼老師點名的⼼心情完全不同，讓身為助教的她也感到⼗〸十分興奮，「孩⼦子們因為被
⿎鼓勵思考和發⾔言，顯得很有⾃自信，我喜歡這種教育模式，不是硬要孩⼦子學會什麼，⽽而
是希望他不要害怕數學，只要喜歡讀書、︑喜歡思考就夠了。︒」 



    「整體來說，現代⼩小孩需要適性發展的空間，以引導和⿎鼓勵讓他們快樂學習，也讓
他們思考什麼事會讓⾃自⼰己活得更快樂，這是以前我們這⼀一代受教育最缺的內容，我們
不必思考⾃自⼰己喜歡什麼，只要能順利升學就好。︒」陳冠婷認為數學想想所強調的就是
學習思考、︑培養創造⼒力，以積極友善的⽅方式讓孩⼦子不再害怕數學。︒ 

⽀支點計畫若和更多學校合作，會改善很多學習問題。︒
    楊家銘曾經擔任國⼩小家教，他也是助教團成員之⼀一，對於孩⼦子願意假⽇日來參加數學
想想營，他讚不絕⼜⼝口，認為服務⼩小朋友比較⾟辛苦但也比較好玩，其實孩⼦子假⽇日來上課
就很感動了，「如果是我，可能沒辦法這麼努⼒力呢！孩⼦子願意利⽤用假⽇日上課，就是很
棒的⾃自主學習。︒」 

    回顧⾃自⼰己的學習經驗，他笑著說：「以前考不好會被打，所以不敢考不好，成績都
不錯！」他接著補充：「其實有時候學⽣生聽不懂，不⾒見得是注意⼒力不集中，有時候是
⽼老師教學⽅方式出問題，我⾼高中時也遇過很糟的⽣生物⽼老師，全班都聽不懂他在教什麼，
最後只能靠補習解決問題。︒」 

    楊家銘觀察數學想想上課過程， 認為傳統教育比較講求解題技巧，數學想想則重視
釐清觀念，「考試是學習過程最末端的測驗，但現在倒果為因，學⽣生為了考試⽽而讀書
學習。︒數學想想不以考試為導向，⽽而是強調教育本質，希望學⽣生有正確觀念，實際解
題過程反⽽而不多，屬於啟發型的教育。︒」 

    作為⼀一個「過去式」的學⽣生，他忍不住提出建議：「我希望⽀支點計畫可以和更多學
校配合，讓各科課程都加入⼀一點『想想』元素，不要像原本那麼制式死板，例如教材
多點故事和情境，並利⽤用遊戲、︑說明與教學，提⾼高孩⼦子的興趣。︒⽬目前少⼦子化，學校也
可以仿效這種班級助教制度，以⼗〸十或⼆二⼗〸十⼈人為⼀一單位，分配⼀一名助教，會改善很多學
習問題。︒」 

傳統教育的權威感，竟讓孩⼦子感到如此挫敗…
    「以前的教育，是要你照著寫⼀一⼆二三，但不准問為什麼，數學想想要讓孩⼦子思考，
為什麼要寫⼀一⼆二三︖？」楊紫湘是另⼀一名助教，她認為傳統填鴨式教育，要求反覆練習，
只要記得模式、︑不知道原因也能順利解答，相較之下，數學想想重視邏輯思考，更重
視語⾔言的傳意，「那是從⼈人的根本邏輯概念去作探討。︒」 

    楊紫湘作為服務計畫主委，她也報名助教團的職務，雖然只是助教，但⼀一想到是協
助孩⼦子學習，還是會感到有壓⼒力，沒想到她真的服務到⼀一名與⾃自⼰己非常相似的學⽣生，
她說：「我在⼩小三開始學加減乘除時，完全聽不懂⽼老師在說什麼，回家也不敢說，直
到爸爸參加教學觀摩，才發現我完全不懂，及時讓我補習才趕上進度。︒這個孩⼦子就像
當初的我⼀一樣，遇到不會寫的題⽬目就哭了，緊張到彷彿⾃自⼰己犯罪了，我才領悟到，原
來⾃自⼰己當初就是這種⼼心情，教育的權威感竟然讓孩⼦子如此挫敗。︒」  



    她也坦⾔言，從⼩小到⼤大居住在市中⼼心的社友，對於偏鄉⼩小校往往只是⽿耳聞，真正了解
者不多，能讓社友實際接觸偏鄉⼩小校，也許可以引導⼤大家思考城鄉差距、︑貧富差距等
難題，也讓⼤大家知道單親弱勢的孩⼦子，不等同於「會出問題的孩⼦子」，她說：「我們
的社友都很年輕，很多⼈人剛成家⽣生⼦子，但我們也看到各種教育問題，造成下⼀一代觀念
偏差。︒透過入校服務，對這些年輕爸媽來說，是接觸教育的好機會。︒」 

讓弱勢孩⼦子，也有撐起世界的機會！
    「過去扶輪社常常只是捐錢給弱勢家庭或捐救護⾞車，但我們是地區中最年輕的扶輪
社，平均年紀也才三⼗〸十五歲，有活⼒力也有動⼒力，我相信可以做更多不⼀一樣的社區服
務。︒」今年四⼗〸十四歲的郭宗霖社長，孩⼦子已經是國中⽣生，多數社員都和他⼀一樣，讓孩
⼦子就讀市區上千⼈人的⼤大學校，少有機會接觸到偏遠弱勢的孩⼦子。︒  

    他親⾃自帶領社友參與數學想想營最後⼀一天的活動，陪⼩小孩⼀一起玩闖關遊戲，「看到
孩⼦子們玩得興致勃勃，笑容之中顯露出兒童獨有的純真感，就讓社員們跟著笑容滿⾯面，
感受到孩⼦子真摯的情誼，這對我們來說，是特別的互動經驗，受助者和捐助者都受
益。︒」 

    對於社員們的熱情回饋，賴嫻如非常感動，她坦承⾃自⼰己就是⼀一個討厭數學的孩⼦子，
「我以前數學不好，但爸爸就是數學⽼老師，所以⼀一直討厭數學。︒如果不是參加⽀支點計
畫，也不會知道原來數學課這麼好玩，學數學可以這麼開⼼心！」尤其營隊結束時，孩
⼦子們抱著社友不放，直問社友何時再來
玩，更讓她⼼心情激動：「踏入職場多年，
很難遇到⾃自然流露感情的⼈人，孩⼦子的純
真讓我們非常感動。︒我⾃自⼰己深切的感覺
到，這些孩⼦子需要的就是陪伴，我很慶
幸我們⼩小⼩小的付出，讓弱勢孩⼦子能有機
會擁有撐起世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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