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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小學課程發展史系列叢書總序
《臺灣中小學課程發展史系列叢書》內容主要涵蓋臺灣從民國 57
年實施國民中小學九年義務教育至民國 100 年的國語文、數學、社會、
自然科學、英文、健康教育、體育、視覺藝術、及音樂等九大領域之
課程及教科書發展重要歷程。本系列叢書參與撰寫、諮詢或審查的學
者專家超過百人，將從 2018 年起，陸續出版。
臺灣中小學課程發展，自 1968 年到 2011 年，配合當時國內外
政治、社會的發展趨勢和需要，及教學學習研究的發展，國民小學課
程標準/綱要曾進行 6 次修訂；國民中學有 8 次修訂；高級中學有 6
次修訂。在這麼多次的修訂及教科書發展中，課程及教科書的研發者
及編者一方面參考國外主要國家的課程和教科書，及應用最新的教學
學習研究成果，一方面進行包括適合學生程度的用字、詞語、組織方
式、及應用本地化題材等的研究發展，以提升學習成效。這些學者專
家也隨著課程的演進而成長，形成有機的發展體系，實踐課程及教科
書是發展出來的理念。因此，國內學者專家從實際參與研究發展中，
對課程及教科書的發展趨勢，與國外學者亦有「英雄所見略同」的心
得及創見。
文獻中雖然有一些與臺灣中小學教育發展史有關的期刊論文或書
籍，惟主題主要是探討特定區間年代，或者以宏觀、摘述性的探討教
育政策變化；缺乏以共通的跨領域議題、長時間軸、詳細的探討中小
學各領域課程的發展歷程。因此，本中心於 2014 年邀請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周淑卿教授共同討論規劃，於 2015 年中開始撰寫，過程中也
遇到一些未預期到的問題，在團隊共同努力下，順利的克服。團隊各
領域召集人為國語文羅宗濤教授及董金裕教授、數學鄭章華助理研究
員、小學社會周淑卿教授、中學社會陳國川教授、自然科學林慶隆研
究員、英文曹逢甫教授、健康教育劉潔心教授、體育林玫君教授、視

覺藝術趙惠玲教授、及音樂賴美鈴教授。跨領域探討的重點包含：各
時期的社會背景、該領域的教育政策與目標，該領域在各時期的名稱、
時數演變，該領域的學術理論、課程內容與教學（評量）方法，及該
領域的師資養成。
本系列叢書能順利的完成編撰，感謝共同規劃周淑卿教授、各領
域召集人及其諮詢和撰寫團隊人員、各領域兩位匿名審查專家、及本
中心彭佳宣及徐蔚芳小姐。相信本系列叢書的出版，除了豐富課程、
教科書發展的文獻，厚植國家教育及學術基礎知識，並可學習經驗，
鑑往知來，作為未來臺灣中小學教育課程發展，各領域研究與規劃時
的指引及參考。

國家教育研究院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
研究員兼任主任

林慶隆

主編序
《臺灣中小學數學課程發展史》探究自民國 57 年九年國民義務
教育實施以來至民國 100 年數學領域在各時期之課程修訂緣起、理念
與目標、教科書內容與特色、教學與評量特色，兼及探討課程發展背
後之教育哲學與學習理論，以及相關之師資培育和專業發展制度的演
變；並延伸紀錄、反思十二年國教數學領綱的研修歷程，為往後的課
程發展模式提出建議。本書歷經長達三年的討論、撰寫、修正，終於
在 2018 年通過審查出版，時值九年國教實施 50 週年，本書之出版有
其時代意義和價值。
本書作者群大多為中小學數學現職教師，嘗試詳實呈現這 50 年
來中小學數學課程演變及發展的歷程。教師身為課程轉化的關鍵者，
在課程發展史上卻鮮少聽到他們的聲音。本書是一個開始，數學教師
從課程實踐者的角色轉變為課程發展的研究者，呈現與詮釋前人在課
程發展上的努力與貢獻。相信這些兼具雙重身分的作者們，能為我國
的數學課程發展史提出全面而深入的觀點。
在寫作過程中，作者群發現在國小階段數學課程史的文獻相當豐
富，在中學階段卻頗為不足。為了彌補史料之不足，同時也進行資料
來源的三角校正，我們訪問了幾位參與課綱研訂的重要人士，藉由他
們口述親身參與課程發展的經驗來豐富本書的內容。
本書之出版除了感謝國家教育研究院語文教育及編譯研究中心的
統籌與作者群的辛勤撰寫外，並感謝彭佳宣小姐協助諸多庶務工作，
以及兩位匿名專家的專業審查意見。期許本書的出版，除了厚植數學
課程發展史的研究基礎之外，同時也能借鏡過去歷史的寶貴經驗，對
於臺灣數學課程的未來發展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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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章華
2018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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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緒論
所有發生在世上的新鮮事只不過是你不
知道的歷史而已
杜魯門 第 33 任美國總統

吳思慧‧鄭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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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緣起

教育是重要的國家資本，在社會文化的演進中，具有承續、實用及發
展的作用。一直以來，我國對教育的重視與投入，可說是不遺餘力，不但
提昇人民的素質和生活水準，也造就臺灣在社會、經濟和文化各方面快速
進步。民國 57 年（1968）實施的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至今已超過五十年，
為我國人才培育和國家發展奠定穩固的基礎。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鑒
往知來，過去的寶貴經驗可提供未來前進的參考，尤其是教育本具有傳承
之使命，對於教育發展的歷史詳細地紀錄與分析確有其必要性。
臺灣在各級學校教育的發展與研究多年來已經累積豐沛的成果，而針
對臺灣中小學各教育領域的教育目標、素質養成、政策、課程、教材、教
學資源、評量與師培等議題，政府機關、大學院校或民間出版機構，雖已
有發表與出版許多與臺灣中小學教育發展史有關的論文與書籍，惟主題大
多是探討特定區間年代，如日據時代、抗戰時期…等；或者以宏觀式探討
教育政策變化，如民國百年來中小學教育之發展，較少有整合性、精緻性
且連貫性的課程發展史料。尤其，針對特定學科，如數學科目論述的著
作，更是少有。
回顧臺灣數學課程發展的歷史，自政府遷台後，因應時代變遷，社
會、經濟、文化背景的轉變，及國家發展需求、政策等眾多因素而形塑出
不同時期的課程理念、目標和知識內容。只是，臺灣數學課程發展與演變
從九年國教實施以來雖已超過五十年，至今卻仍缺乏回顧性的論文（林碧
珍，2010）。故以專書全面式整合而連貫地探究中、小學數學課程發展的
歷史，對於臺灣的數學教育極具重要性與價值性，也是刻不容緩（白亦
方，2006）。
本書是《臺灣中小學課程發展史系列叢書》其中的一部分，分為上、
下兩冊，旨在探究我國從民國 57 年（1968）至民國 100 年（2011）間中小
學數學課程發展的歷史。民國 57 年是九年國民義務教育開始實施的年代，
本系列叢書以此為撰寫起點，探討臺灣數學課程發展的淵源與歷史，期間
中小學課程發展歷經的努力、挑戰、衝擊和成果，並展望未來中小學教育

第一章 緒論 3

課程的發展方向等，兼具研究與應用價值。以下分述本書的取徑、課程制
訂的時代背景，及簡介各章的內容。

第二節

本書的取徑

「課程」本身是複雜而包含許多向度的概念，難以簡單的下個精確定
義。國內學者黃光雄和楊龍立（2004：10）曾就諸多定義加以統整 ──
「課程經常被當作：學習經驗、學習活動、學科、知識、內容、結果、成
品及有關的計畫等」。遵此觀之，學生的學習經驗、學習活動、學習的學
科、所學習的知識、所學的內容、所學得的結果、所學之成品或是有關之
學習計畫都可能被稱為「課程」。Goodlad 等人將課程種類區分五個層
次，從這五個層次所描述的課程種類來探究「何謂課程」（Goodlad, 1979：
58-64），包括：（1）理想課程（ideal curriculum）：政府、團體或個人所
期望的、理想中的課程。（2）正式課程（formal curriculum）：指經由行政
單位認可，形諸文件，由學校或教師照章採用者。通常以課程標準、課程
指引、教科書的形式出現。（3）覺知課程（perceived curriculum）：亦即
人們心中所感受、體會到的課程。教師體會的正式課程內容；家長感知學
校 教 學 內 容 ， 產 生 某 種 自 行 詮 釋 的 想 法 等 。（4）運 作 課 程 （ operative
curriculum）：係指教育情境中實際出現的課程。（5）經驗課程（experiential
curriculum）：學生由教學中實際感受到的、獲取的經驗內容。
黃政傑（1990：68）從上述課程種類的五個層次加以分析，歸納學者
對課程的定義，發現課程不外乎下列四種意義：「目標」、「計畫」、
「學科教材」與「學習經驗」等。以課程為「目標」者，認為課程是教育
體系、政府當局或社會大眾預期產生的教育成果，或期望學生產生的改
變。以課程為「計畫」者，認為課程是為達成教育目標所擬定的系統方案
或策略，從而政策制定者、學者專家到學校行政人員、教師，都可能是計
畫的擬定者。以此觀之，教育部所頒佈的中小學課程標準，包括課程目
標、教學科目與時數的安排，以及實施方法的建議，可說是屬於全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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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程計畫；學校或班級所安排的日課表、課程實施進度、活動設計則可
視為範圍較小的課程計畫。以課程為「學科教材」者，則將課程視為有系
統的學科知識與具體的學習材料；因而，課程即意指某個學科、該學科的
知識結構、教科書、習作、教學媒體等。最後，以課程為「經驗」者認
為：課程是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各種互動、感受和經驗的獲得。
是以，「課程發展」的範圍相當廣泛，不僅只有領域課程內容的發
展，例如課綱內容研訂、教科用書編寫、教材與教學活動設計、評量等，
它更涵蓋了發展課程內容所需的推動事項與相關制度之建立（國家教育研
究院，2017）。綜合以上關於課程不同面向與層次的相關概念，在這本專
書中，我們所欲探討的重點為：自 1968 至 2011 年間，我國中小學數學課
程發展史中的以下要素：
一、各時期的社會背景、數學科的教育政策與目標；
二、數學科在各時期的單元名稱、時數演變；
三、數學科的學習理論、課程內容與學習評量；
四、數學科的師資養成（師培管道、職前培育內容、教師專業發展）。
承上，本書的主要架構為：
一、呈現數學課程在臺灣教育的發展與演變、名稱的更迭；
二、說明中小學數學課程在前述期間之社會經濟發展脈絡與相關教育
政策，及其對課程之目標與內容的可能影響；
三、數學教育的學術研究、學習理論發展，及其與課程發展的關係；
四、數學課程各時期之教科書的演變；
五、數學課程各時期之教學方法與評量方式的演變。
本書的作者群皆是曾擔任過中小學數學教師或是為現職教師，為課程
轉化之重要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他們在教室進行數學教學的過程
中，對於課程實踐累積了寶貴的經驗，這有利於其對課程歷史發展進行豐
富而深入地探究與詮釋。本書不在於呈現“客觀”而“真實”的歷史， 撰寫的
目的著重在理解過去所發生的事情，依據的理論架構是「詮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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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meneutics）。詮釋學一詞，原指希臘學者用來詮釋藝文傳說、故事和
其它文本 （text）的技術。為了要理解並詮釋一篇原文，詮釋者必須要知
道作者想要表達的意思為何，理解其意有所指的意義，以及將該文件置於
歷史和文件的脈絡中來審視。詮釋者藉由詮釋的辯證循環過程得以找出文
本的意義。所謂「詮釋」是指研究者對一現象的解釋、賦予意義的過程，
含有解釋（interpretive）與辯證（dialectic）的意涵，目的是藉由正例與反
例的解釋與辯證幫助澄清現象，而建立一個更高階理解（更清楚、更精緻
化地了解）的歷程。所以這個歷程也可能是在心中產生，是一個自己和自
己對話的過程，藉以視察收集的資料是否有偏差，如果有，應該如何修正
的歷程。以下說明本書的資料收集和分析方式。

一、課程發展相關文獻
專書作者群檢索國內外相關的文獻資料庫，如「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
書圖書館的數位文庫」、「國家圖書館之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國
內教育部百年教育史」等等；蒐集國內外中小學數學課程相關的文獻，包
括課程史學術研究論文、不同時期中小學之課程標準與課程綱要、數學教
科用書、網頁文章等資料，並進行閱讀、理解、整理、分析等工作。為了
涵蓋民國 57 年至民國 100 年間相關的數學課程歷史，使作者和讀者方便理
解事件的前後脈絡，並呼應到本書撰寫目的，資料的收集擴大延伸至民國
51 年（1966）至民國 106 年（2017）這段期間。

二、專家訪談與相關講座
有鑑於某些史實難以收集到相關文獻資料，或是欲豐富原有文獻資料
的內容，本書在撰寫的後期，由作者群邀約當年在中小學數學課程發展過
程中的重要參與者進行訪談，以口述歷史作為資料的補充和三角校正。專
家訪談實施時間約自 2017 年 6 至 9 月間，訪談名單 1包括（後為訪談日
期）： 曾政清老師（6 月 1 日）、林福來教授（6 月 23 日）、周筱亭老師
1

本名單沒有黃敏晃教授的原因在於已有不少學者或研究生訪談過他，有相當豐富的文獻可
供參考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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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4 日）、邱守榕教授（8 月 3 日）、呂溪木教授（9 月 22 日）等。訪
談的錄音檔事後並轉成逐字稿以供本研究分析。
此外，團隊成員還參考數學史相關講座，如「台大科學史沙龍知識講
堂」，其中於 2017 年 2 月 21 日講堂的主題一：「數學甲子緣--臺灣數學課
程 60 年速覽」，由劉柏宏教授主講，以及主題二：「半世紀的高中數學課
程回顧」，由單維彰教授主講。專書主編到場聆聽並向演講者提問以蒐集
資料，隨後將科學史沙龍網站的演講錄影轉錄成逐字稿，豐富本書的資料
蒐集，以進行後續分析與三角校正。
本書採用歸納分析的方式（Bogdan & Biklen, 2007），透過恆常比較確
認資料的發現，即收集資料並進行分析後寫下暫時性的研究發現，就發現
的結果以及書寫的焦點繼續尋找相關文獻，不斷將此發現與新的資料進行
對話，從資料詮釋中獲得洞察與新的觀點。
關於研究發現的可信賴度（credibility）（Shenton, 2004），本書的作
者群為了要減少資料來源中的偏見，盡量從不同來源獲取資料，以獲得不
同的史料觀點和說法。透過不同資料作交叉比對和檢驗，取其一致性，作
來源的三角校正，以提高結果的可信度。若能在分析的過程中得到相同的
“事實”，則可確認研究結果的真確性；若比對不同，必須再尋求較多文獻
用以推翻或確立研究結果2。

2

為此，本書為謹慎求是，並求內容的完備考量，在兩年多的撰寫期間，負責各章節的作者
群多次面對面開會討論及線上交互審閱。作者群在民國 104 年（2015）下半年至 107 年
（2018）上半年期間共召開 25 次專書寫作會議，其中，104 年開會 2 次，先商討各章負
責 撰 寫 人 員 、 撰 寫 範 疇 、 內 容 的 大 方 向 、 寫 作 要 點 、 體 例 格 式 等 等 。 民 國 105 年
（2016）前後共歷經 8 次，各章作者提出撰寫內容，進度，供作者群交互檢視審閱，提出
建議。並對該章作者有疑慮或困難處，商討解決或可行替代方案。作者群持續進行面對
面開會討論到 106 年共執行 12 次（包含前述的專家訪談），107 年共 3 次。歷次會議包
含至少兩輪全書各章逐章討論。另外還實施一輪網路線上交互審視，即全書各章分別以
兩週時間輪流進行線上審閱，整個歷程約四個月（105 年 8 月 29 日至 106 年 1 月 9
日）。期間每兩週輪流評閱書中特定一章之內容，除負責該章撰寫之作者外，其餘作者
群們分別針對該章提出評論意見與建議，以供該章作者參考修改。如此持續地進行面對
面與網路線上彼此檢視、討論專書各章格式與內容書寫之適當性，倘若有任何異議則將
資料重新分析比對，直到結果達成一致性為止。由此足見，本書撰寫之謹慎與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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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課程制定之時代背景

緣本書探究的主題為我國從民國 57 年（1968）至民國 100 年（2011）
間中小學數學課程發展的歷史，以下分敘這段課程發展背後的時代背景，
俾有助於讀者理解課程綱要與課程標準修訂之來龍去脈。

一、民國五○年代
臺灣戰後人口快速增加、經濟也跟著穩定成長，隨著人民生活水準的
提高，教育的需求隨之增加。例如，以前種田為生的農家子弟，漸漸地願
意送自己的子女到校就讀或繼續升學。但由於當時初中的學校數及錄取名
額有限，小學六年級一畢業就必須參加競爭激烈的升學考試，錄取才能就
讀。於是，補習的風氣在國小五、六年級相當盛行。而補習的形式，大多
是學校老師利用課後時間將學生留下來繼續加強課業，直到晚上八、九點
才回家。補習內容則以國語和數學為主。政府有意將國民義務教育延長至
九年並重新修訂課程標準，也希望這對於消弭惡性補習的歪風，有一定的
作用（邱石虎，2007；呂溪木，2007）。
其次，世界先進國家諸如美國、英國、法國和日本等，都在二次大戰
後，延長義務教育年限來提昇國民的教育水準，這是當時國際教育的趨
勢，也是另一種文明程度的指標，臺灣當時延長義務教育年限之條件業已
成熟，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是順應著世界的潮流（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
委員會，1974：324）。
再來，就是政治與國防建設的需要。九年國民教育之實施正足以說明
三民主義教育與大陸奴化教育之區分，在當時的反共時期，對大陸同胞具
有重大政治號召作用，亦是我復興國家民族之關鍵。此外，延長義務教
育，亦可直接提高國民之知識水準，間接更可提高國軍素質，增強反攻復
國力量，對鞏固國本及復國大業影響甚钜（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
1974：325）。
在上述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當時總統蔣介石先生在民國 56 年 6 月 27
日，國父紀念月會中宣示加速推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計畫。民國 57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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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總統下令並且公佈「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宣告臺灣九年國民
義務教育正式開辦。教育部為積極籌畫九年國民教育之實施，於民國 56 年
9 月著手修定國民中小學課程標準，至 56 年 12 月修訂完成。57 年 1 月正
式公佈，同年 8 月全面實施（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1984）。 九年
國民義務教育自民國 56 年 9 月籌備至民國 57 年 1 月公佈，只有短短 4 個
月，時間相當倉促也是歷年來費時最短的一次（國立編譯館，1980；歐用
生，2011）。在教材編撰、師資培訓、校舍設備等雖未臻完善，然對教育
普及、人力素質提升等，仍有相當程度貢獻，也為臺灣經濟起飛所需的中
級技術人力資源奠定了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民國 46 年（1957）蘇聯成功地發射了全世界第一顆人
造衛星，震驚了美國以及世界各國。美國政府痛定思痛地檢視其各級學校
的科學課程遠比蘇聯落後，因而緊急通過國防教育法案，提供龐大的經
費，召集各學科領域的專家進行中小學數學和科學課程的改革與研究，其
中負責數學課程改革的小組，編寫一套「School Mathematics Study Group
（以下簡稱 SMSG）」教材。後來也被稱為新數學（New Math）。當時，
美國數學教材的改革是由上而下的，也就是說先修訂高中數學課程，接著
再修訂國中與小學的數學課程，隨後世界各國紛紛仿照 SMSG 教材來修訂
自己國家的數學課程。臺灣的數學教育也趕上這股風潮。當時國內數理教
育界的先進，早在民國 53 年就先修訂高中數學課程標準，納入 SMSG 教
材，並於民國 54 年在各高中普遍實施（邱石虎，2007；呂溪木，2007）。
到了民國 56 年，教育部為了配合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之實施，將 SMSG 教
材延伸到國中與國小階段，於是進行國民中小學課程標準的修訂。

二、民國六○年代
民國 60 年代（1970-1980），臺灣歷經釣魚台事件、退出聯合國、中
日斷交、總統蔣介石先生逝世、中壢事件、中美斷交等，國際地位與政經
環境出現重大變化。不過，即使外交受挫，國內各項經濟計劃如「第三期
臺灣經濟建設四年計畫」、「第四期臺灣經濟建設四年計畫」等實施，對
維持物價穩定、擴大輸出、促進農業現代化、擴建基本設施、改善工業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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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等，卻有相當進展。當時國內不論是政府或是人民都表顯出空前的勇氣
和毅力，希望以自己的智慧與努力開創自己國家的前途。教育部有鑑於
此，決定透過實驗研究的方式有計畫地從事中、小學數學與科學的課程改
革（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1984），為板橋模式的濫觴。

三、民國七○年代
民國 70 年代（1980-1990）以後，臺灣的政治型態有了劇烈轉變：民
國 67 年（1978），蔣經國先生繼任總統；民國 68 年（1979），美麗島事
件使臺灣社會在政治文化上產生劇烈動盪，而事件之核心人物如施明德、
林義雄，以及其辯論律師如謝長廷、陳水扁等，後來也都在民國 75 年
（1986）民主進步黨成立後成為核心成員，接續影響著臺灣政治。政府在
外交危機、社會民主化，以及黨內權力鬥爭等壓力下，面臨嚴重的政治危
機，但在國族認同穩定情況下，也就沒有修訂課程標準的必要性（歐用
生，2011；劉俊庚、邱美虹，2012）。使得 64 年頒布之國小數學課程標準
一直沿用至民國 82 年為止，為我國目前使用壽命最長的課程標準。
民國 76 年（1987），蔣經國總統宣佈自同年七月十五日淩晨零時起解
除戒嚴，自此，臺灣實施長達 38 年又 2 個月的戒嚴令正式走入歷史。同年
十月，行政院通過大陸探親辦法；民國 77 年（1988）一月，宣佈解除報
禁。同年一月，蔣經國總統逝世，由副總統李登輝繼任為總統，逐漸朝向
本土化發展。這些變革象徵著我們的社會和國家已朝向更自由、更民主、
更多元的方向邁進。臺灣的教育制度也從中央集權逐漸開放和解構。社會
普遍期待教育發展能夠配合和適應此一變遷，因而要求在教育理念、制度
和政策等方面進行徹底的變革。
教育部為因應社會變遷和教育發展需要（教育部，1993：346），於民
國 77 年召開第六次全國教育會議，將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修訂的任務由「國
民教育司」轉至「教育研究委員會」，修訂工作歷經五年，於民國 82 年 6
月終告完成。教育部於同年 9 月 20 日公佈新修訂總綱及課程標準。此次修
訂因為加入了「鄉土教學活動」，提到「愛家、愛鄉和愛世界」，是過去
只強調「愛國」所未曾提過的，這是臺灣課程史上值得注意的一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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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用生，2011 ）。 再者，教育部於民國 78 年（1989）八月成立「國民
中學課程標準修訂委員會」以改進 74 年版之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並於同年
九月召開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討論課程標準修訂原則與重點，民國 83 年
（1994），教育部修正公佈「國民中學課程標準」，預定自 87 學年度起逐
年全面實施。至於教科書編審作業則沿用舊制，即與聯考有關之科目仍由
國立編譯館統一編輯，藝能活動及選修科目則為審定本。
此時期在地球的另一端發生了一項重要的數學教育興革運動，就是美
國數學教師協會（NCTM）於民國 78 年（1989）出版《學校數學課程與評
鑑標準》（Curriculum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 School Mathematics），
強調數學能力的培養與數學概念的理解，從傳統以「教師為中心」轉向以
「學生為中心」，教師不再是知識的「傳遞者」而是學生知識建構的「協
助者」。然而其過分著重概念理解卻輕忽計算能力的培養，招致數學家的
批評，對於「概念理解」與「計算能力」發展孰輕孰重的爭論，發展成數
學教育學者與數學家之間的數學戰爭（Wilson, 2002）。
此波風潮也擴及於臺灣，展現於民國 82 年頒布之「國民小學數學課程
標準 」所揭示的建構主義，強調讓兒童主動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建構與理解
數學概念。同年亦開放民間出版社編寫教科書，由四家出版商以及國立編
譯館同時編製國小數學課本。因為開放的時間急迫， 幾乎沒有經過實驗就
送審，審查通過後即直接實施於小學。各版教科書紛紛按課程標準之理念
而編製了所謂的「建構式數學」。此課程從民國 85 年起逐年實施，至92
年全面轉換為「九年一貫課程數學領域暫行綱要（89）」而止。
高中課程標準之改革、以及大學聯考制度變革的契機也於此一時期開
啟。教育部於民國 72 年 5 月公佈 73 學年度起，大學入學考試改採「先考
試，後填志願，再統一分發」方式辦理，並於同年 7 月修正公佈〈高級中
學課程標準暨實施辦法〉，預定自 73 學年度起實施所謂的｢73 高級中學課
程標準」；後來因升學競爭產生種種嚴重扭曲教育本質的現象，教育部於
民國 75 年 7 月頒布〈加強高級中學教育正常化重要措施〉，目的在於遏止
教育不正常的現象，希望人才的選考不致影響到人才的培養，繼而於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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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年 7 月成立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再歷經修訂特種考生升學優待辦法、大
學聯招名額的大幅增加等等變化，促使原本加諸於大學入學考試制度上的
教育控制力道減弱，讓日後在民國 80 年代成為主流的自主與多元理念得以
蘊釀和萌芽（黃炳煌，1990）。

四、民國八○年代
民國 80 年代，是臺灣民主化快速發展的年代，斬斷了過去種種的不當
控制。由於入學考試制度長久以來作為隱藏性教育控制及政治束縛的工
具，因此廢除聯考在某種意義上似乎意謂著揮別過去對教育的不當控制。
隨著民主改革的步伐，臺灣教育開始顯露民主化的曙光，在一連串教育法
制的變革過程中，人民為教育權主體地位漸被確認，自由與大學自治、教
師專業自主權、學生學習權、父母之教育選擇權與教育參與權、私人興學
自由等之保障有明文規定；教育行政權力之分權及教育政策形成之多元參
與皆已制度化；至於師資培育、教科書編寫與私人興學之多元化等教育民
主化指標，也透過教育法制的變革逐步落實（周志宏，2004）。
此時期最重要的教育事件為民國 83 年 4 月 10 日由臺灣大學數學系黃
武雄教授發起，來自全臺 200 多個民間教育團體共有二萬多人共同參與的
「四一○教育改造全民大結合運動」（俗稱四一○教改聯盟），此活動提
出四項基本訴求：(一)落實小班小校；(二)普設高中大學；(三)推動教育
現代化；(四)制定教育基本法。在民間強大的教改聲浪下，教育部於同年 6
月召開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廣徵建言，會後提出《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
──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教育遠景》，提出「紓解升學壓力」與「教育自由
化」兩大主軸的教育改革目標，做為前瞻二十一世紀的教育改革藍圖。同
年，教育部仿效日本「臨時教育審議會」的作法，成立跨部會的「教育改
革審議委員會」（簡稱「教改會」），並於同年 9 月 21 日正式在行政院成
立「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由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擔任召集
人，委員 31 人由相關部會首長、各級學校校長及各界菁英代表所組成，在
民國 85 年 12 月 2 日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書中對教育改革目
標，提出五項基本訴求：(一)教育鬆綁；(二)帶好每一位學生；(三)暢通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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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管道；(四)提昇教育品質；(五)建立終身學習社會。此外，更有八大優先
執行改革重點和五十二項建議（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成
為我國教育改革史上的一項重大依據。教改會指出，民國 82 年公佈之新課
程標準存在一些課程組織上問題，例如，中小學課程科目林立、科目本位
主義濃厚、課程縱向聯繫不足、教材銜接與連貫不夠緊密等。就此，教改
會在「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中提出具體改革課程與教學的建議，包
括：以生活為中心進行整體規劃、掌握理想的教育目標、訂定課程綱要取
代課程標準、強化課程的銜接輿統整、減少學科數目與上課時數（行政院
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1996）。爾後，教育部也依據「教育改革總諮議報
告書」中具體建議，以及 86 年 7 月提出之「教育改革總體計劃綱要」，於
民國 87 年提出「教育改革行動方案」，作為全面推動及落實教育改革工作
之依據。
依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之建議，因應前述「國家發展的需求」、
「對社會期待的回應」，以及「新世紀需要新的教育思維和實踐」等種種
考量，教育部在學校實施課程標準時期的課程的同時，又成立了國民中小
學九年一貫課程發展委員會，積極著手進行另一階段的課程改革任務（教
育部，2001）。教育部首先民國 87 年 9 月公佈「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
程總綱綱要」（教育部，1998），確立七大學習領域名稱及課程架構。嗣
後，又在民國 89 年公佈「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第一學習階段）暫行
綱要」（又稱 90 暫綱）並決定以四年為期，於民國 90 年（2001）正式實
施跨世紀的九年一貫新課程。至 92 年十一月止，又公佈各學習領域課程綱
要。至此，課程綱要已取代課程標準，國家層級課程之形式與實質產生了
巨大變革。
綜上所述，臺灣的政治轉型過程，從解除戒嚴、解放報禁、鬆綁言
論、觀光、出入境等限制、增加政治參與管道、選舉民意機構等，整個社
會的權力結構發生劇烈變化，從戒嚴走向憲政體制，從威權體制走向民主
體制，由一黨走向政黨競爭，政治的民主化也強化了人民的權利意識，而
隨著多元化和自由化的社會需求，教育部於 2000 年發布「國民小學及國民

第一章 緒論 13

中學教科圖書審定辦法」，規定中小學教科書全面開放由民間出版業者編
輯自由競爭，「統編本」畫下句點，國民中小學教科書政策正式進入「審
定本」時代。此外，教育部也於 88 年度開放全國各高級中學自編數學教科
書，高中數學教科書在教育鬆綁的呼聲下，由「一綱一本」的單行本時代
進入到「一綱多本」之審定本的新紀元。

五、民國九○年代
教育部於民國 89 年宣佈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將國小和國中課程做統整
的規劃，並於同年頒佈「暫行綱要」，堪稱是我國中小學課程的巨大變
革，是一新的里程碑（宋俊憲、黃政傑，2010），也可稱是數十年來課程
轉變最為劇烈的一次，所帶來的衝擊影響層面均大（教育部，1999）。自
此，數學科改稱為「數學學習領域」。其中最重大的改變是，取消了數學
傳統上具有較多授課時數的「主科」概念，而與其他學習領域平分。
90 暫綱強調培養學生具有統整知識的能力、具備將知識帶著走的能
力、由自身建構知識的能力、百分之八十的學生能夠學會等。為使國民中
小學課程能適應時代變遷、青少年身心發展需要，強調各級學校教育課程
應隨時改進，而國民中小學課程改革便成為此時之要務。然而，就在 90 暫
綱課程頒布且依年級陸續實施後，許多問題也緊接浮現。以數學領域課程
與教學為例，教育部（2003a ）和學者專家（林長壽，2004；許長壽，
2004；翁秉仁，2003）分別指出有多項缺失待解決，如：無法與高中數學
課程銜接；能力指標不清楚；化簡為繁的計算，使學生計算能力低落等
等。依據「暫行綱要」所發展出來的數學課程，多是國內經驗豐富的數學
教育家主導（鍾靜，2003），他們承襲了民國 82 年版數學課程標準的理念
（如建構教學），雖重視概念的理解，卻因教師誤解或教學不當，誤以為
可以不要求學生背誦九九乘法表或輕忽直式乘法計算，造成學生計算能力
有下降的疑慮，甚至造成小學六年級學生在民國 91 年（2002）升上國中一
年級的第一次段考數學成績普遍低落，經過媒體的廣泛報導，引起整個社
會的注意，促成「暫行綱要」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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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上述問題，教育部於民國 92 年 1 月間召開「數學小組諮詢會
議」，討論暫行綱要數學課程的影響與改進方案，2 月成立「數學領域綱
要修訂小組」，分國中、國小兩組，分別於中正大學和臺灣大學同時進行
修訂工作。修訂九年一貫暫行綱要時，數學家委員們提出「課程綱要的定
位太低」、「能力指標解讀困難」、「建構教學法對教師的數學素養與經
驗要求很高」、「現在沿用的建構課本不是一本理想的教科書」等意見
（林長壽、張海潮、陳宜良、李瑩英與翁秉仁，2005），在與美國加州 K
－12 年級數學課程內容標準作比較，並且參考行之有年的舊教材後，九年
一貫課程綱要在內容上做了大幅度的調整，例如，不再強調百分之八十的
學生學會、學生能夠快樂學習，而回歸到數學知識（概念、定義、解題），
希望能夠達到理解與熟練兼顧。
此外，國科會科學教育處和教育部國民教育司共同於民國 92 年分別舉
辦了三場「數學教育對話」，其中第一場的對談首次提供專業數學家、數
學教育家、基層教師、家長以及社會人士對目前數學教育的發展發表來自
各種面向的看法，而第二、三場則是針對「暫行綱要」修訂草案的版本提
出意見。這幾場的對話中，與會人士對修正草案提出質疑或建言，也表達
了對數學教育看法。
為避免課程範圍呈現鐘擺效應及考量一般學生的學習能力，修訂小組
建議綱要修訂應參酌過去長久以來已經穩定發展的教材，例如：以民國 64
年至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前所使用的數學課程標準和教材，以及此次暫行
綱要課程的內容與精神，作一折衷處理。此修訂版本「國民中小學九年一
貫課程綱要數學學習領域課綱」於 92 年公佈，規劃於 94 學年度自國小和
國中一年級開始逐年級實施，教育部也計畫同時推出部編版本教科書，與
民間版本教科書並行。簡言之，為了解決 90 數學暫綱的某些問題，92 課綱
對問題做出因應而有再次修訂意圖，但仍不免仍面臨其他隨之而來的挑
戰，例如，不同課程綱要的課程銜接的問題、教師對新課綱理解等，也都
是亟待解決的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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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2 課綱公佈之後，教育部從現場教師、教科書商、部編小組，以及
審查委員會所蒐集之意見，在不更動 92 課綱的基本理念與精神下進行微幅
調整；於民國 97 年 5 月 23 日，公佈新一波修訂後新課綱，名稱不變，亦
未涉及課程架構之改變，七大學習領域之學習節數分配亦不變動。主要將
學習階段由三階段改為四階段，分年細目和四大主題內容進行些微調整，
此新課綱規定自 100 學年起，由一年級、七年級逐年向上實施。
再者，由於社會變遷與就業市場結構性的變化，高級中學所應扮演的
角色及其目標的定位，「已逐漸從傳統『研究高深學術及學習專門知能』
為升學預備的特性，轉向兼具『普通教育』的延續性角色，以及某種職業
性質的『生涯發展』」（陳伯璋，2001：41-56）。換言之，高中教育已從
過去的菁英教育轉向為大眾教育。民國 88 年（1999）7 月，總統令修正公
佈「高級中學法」，增列完全中學、綜合高級中學及實驗高級中學之法
源，並規定高中應建立申訴制度，學年學分制取代學時制，課程綱要取代
課程標準，多元入學方案取得法源依據，高中廢除留級制，並組成「延長
國民基本教育年限政策諮詢小組」、「延長國民基本教育年限規劃委員
會」、「工作小組」及「研究小組」，積極規劃研擬推動十二年國教。
配合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繼民國 84 年（1995）版本的「高中數學課
程標準」後，教育部中等教育司於民國 94 年（2005）修正發佈「後期中等
共同核心課程綱要」。接著而來的 95 至 97 學年度便依據「95 學年度高中
數學暫行綱要（2006）」來實施，此期間為過渡時期。其後，為呼應 2004
年 4 月「全國高中教育發展會議」發展更理想課程之共識，決議立即啟動
理想的新課程之結論，教育部於民國 97 年（2008）修正發佈「普通高級中
學課程綱要」，在 99 學年度便開始實施「普通高級中學數學課程綱要」。
接著，數學科課綱進行微調並於民國 102 年（2013）7 月 31 日公佈，自 103
學年度實施。前兩者之目的皆為銜接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以期達成十二年
連貫的整體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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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導論／本書內容

本書分上、下兩冊，探討自民國 57 年至民國 100 年間我國中小學數學
課程發展的歷史。承上節，教育部於民國 87 年（1998），頒布「國民教育
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將「課程標準」改為「課程綱要」，「藉以
降低教育部對課程實施的規範與限制，提供民間教科書編輯者及學校實施
課程時較大自主性，以具體實踐課程鬆綁之教改主張（教育部，1998）」。
臺灣數學課程的發展，從此正式從「課程標準」時期進入「課程綱要」時
期，課程的性質也因此產生很大的改變（歐用生，2011）。本書以此作為
時間軸分水嶺的依據，將近 50 年的中小學數學課程發展的歷史，區分為
「課程標準時期」與「課程綱要時期」兩大時段，分別闡述。
本書先從數學課程發展的基礎論述起，包含相關的數學教育哲學、數
學學習理論（分別在第二、三章）；接著從課程標準到課程綱要的時間軸
延伸，分述國小、國中及高中的課程發展歷程（從第四章到第九章）；之
後討論課程發展之相關配套：師資培育及教師專業發展（分別在第十、十
一章）；最後則為本書做一總結（第十二章）。其中，中小學課程可分為
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和高級中學三個教育階段，本書依據三個階段及課程
標準和課程綱要兩大時期，分成六章，分別探討其數學課程發展的歷程。
第四、五、六章分別論述在課程標準時期，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和高級中
學數學課程發展的歷史。第七、八、九章分別論述在課程綱要時期，國民
小學、國民中學和高級中學數學課程發展的歷史。此六章的撰寫章節格式
一致，各章均分別探討該時期課程制定之緣起，課程理念與目標，教科書
內容與特色，教學與評量特色，最後並為該章做小結。詳細的章節名稱請
參見本書目錄。以下分別介紹上、下冊的章節內容。

一、上冊簡介
第一章為緒論，先論述探究臺灣中、小學數學課程發展史的重要性與
必要性，其次說明本書所採取的研究取徑，接著簡述自民國 57 年至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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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間，中小學數學課程發展相應的時代背景，最後簡介本書各章的內
容。
第二章探討我國數學課程的發展過程中，隱含在背後的數學教育哲
學，以及當時的數學課程規劃和實施又是如何受到這些數學教育哲學的影
響。數學教育哲學一直到 1992 在加拿大召開的第七次國際數學教育會議才
成為受矚目的一項重要議題。反觀臺灣的數學教育在改革過程當中，「哲
學」領域同樣一直未受到重視。本章先介紹什麼是數學教育哲學，緊接著
帶領讀者探討何謂數學的本質。作者從不同年代臺灣數學課程實施的觀點
分析臺灣數學課程哲學思維的演進，並提出其發現：57 年版和 64 年版的數
學課程背後之數學教育哲學屬絕對主義的範疇，82 年版數學課程則帶有濃
厚的建構主義色彩，民國 89 年數學課程由標準時期進入到綱要時期，社會
建構主義的思潮持續影響著數學課程的演進。數學教育的目標也慢慢由知
識的建構轉變成為能力的培養。最後，作者提出結論。
第三章主要探討從民國 57 年臺灣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至九年一貫課
程的這段期間，臺灣中小學數學課程的發展過程中，相關的學習理論是如
何演進及影響著數學課程的內容和教學方法。作者先帶大家瀏覽關於數學
學習理論的變遷，然後依照相關理論分析臺灣數學課程中數學學習理論的
演進。作者提出有關學習理論的演進，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一、
行為主義形式訓練時期，二、多元認知學習理論時期，三、知識理解與建
構時期及四、能力培養時期。各個時期受到當時社會背景及學習理論的影
響，導致不同的課程改革，並在最後做小結。
第四章的國小數學課程改革背景為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之開辦，過去所
稱「算術」改為「數學」，採六年一貫制與統整原則，並參考納入國外
SMSG 這套教材。本章論述從民國 57 年到民國 82 年間，所歷經之三次修
訂小學數學課程標準的歷程。
第五章論述在課程標準時期，國中數學課程自民國 57 年至民國 89 年
（此年公佈「國民中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前，歷經的五次課程標
準修訂的歷程。作者針對國中數學課程改革展演所反映之現象與衍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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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反思，並提出了多樣的思考觀點，或可供後續關心此議題者能有再探
與討論空間。
第六章論述的歷史與前兩章大約同一時期，自民國 51 年至民國 94 年
（此年頒布「普通高中數學課程暫行綱要」）前之高中數學課程標準，所
經歷四次修訂之發展過程。

二、下冊簡介
受到民國 76 年（1987）的政治解嚴，社會變遷，過去課程標準諸多問
題尚待解決等影響。教育部於民國 87 年（1998）先公佈九年一貫數學學習
領 域 暫 行 綱 要 。 實 施 三 年 之 後 ， 針 對 許 多 缺 失 再 改 進 並 於 民 國 92 年
（2003）頒布正式數學課程綱要。實施至民國 97 年（2008）進行課綱微
調。第七章即論述課程綱要時期國小數學課程的發展。
民國 89 年，教育部宣佈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將國小和國中課程作出統
整性的規劃，基於課程統整理念與教學實務革新，提倡領域教學理念，而
數學科也改稱為「數學學習領域」，中小學數學課程性質也產生了程度上
的質變。第八章旨在探究國民中學數學課程綱要時期的發展，所探討時期
自民國 89 年公佈「國民中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起至 104 年 12 月公
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總綱綱要」止，此階段正是頒布與實施九年一貫
課程時期，包括頒布的暫行綱要在內，數學學習領域課綱一共歷經三次修
訂。
第九章論述高級中學數學課程綱要時期的發展，探討從民國 95 年
（2006）的高中數學暫行綱要，到民國 97 年（2008）修正發佈後在 99 學
年度實施之「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乃至於民國 103 年（2014）實施
之課綱微調，數學課程的發展及演變。此時期只有短短十多年，課程綱要
卻歷經三次修訂，讓教師和學生在認識、理解和適應上都備受考驗。但從
課程綱要發展的演進及參與人員可以看出，課程的訂定與發展愈來愈多元
民主，考量更宏觀、謹慎，也更具完備性、全面性、整體性，朝向落實十
二年連貫的方向邁進，務使各階段學習的數學和各學科間所需的數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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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最妥善安排。換言之，高中數學課綱朝向更具一貫性、銜接性、連結
性、妥適性及國際性等特色前進。
教師培育和專業發展在教育改革中扮演領頭羊的角色，甚至是教育改
革的同義詞（Desimone, 2009），沒有考慮到教師的教育改革是不可能成功
（Guskey, 2000）。課程要能落實，達到預期的教育目標，最重要的是第一
線教師。因之，與教師有關的培育或訓練值得詳加探討。有鑑於此，本書
的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便是探究在課程改革過程中有關於教師的養成、培育
以及在職訓練等課題。
臺灣的師資培育制度發展，不但深受教育政策、政治型態及社會變遷
的影響，也會因應各時期階段的課程標準與綱要之改革修訂，以及配合新
課程的目標與精神而有所調整。第十章主要探討的是臺灣的數學職前師資
培育。作者從數學師資培育制度與課程發展歷程角度切入，為了解臺灣歷
年來中小學數學課程改革發展的脈絡軌跡，將內容分成四節，第一節「數
學師資培育制度之沿革」，包含「師資培育制度之變遷」、「數學師資生
培育機構之發展」以及「數學師資培育課程結構與科目」等三個面向；第
二節「數學師資培育之理論基礎」，分別針對學術取向、能力本位取向、
人文主義取向、反省批判取向及實務取向等五種師資培育理論，概述其緣
起背景並分析其基本概念；第三節「數學師資培育之現況」，分別就臺灣
數學師資培育之科系概況、數學師資生實習與資格檢定之轉變以及臺灣數
學師資生之教育概況，作進一步地具體地探討和分析；文中並提供量化數
據進行分析推論，同時也論述教師檢定考試對師培生的衝擊。第四節「小
結」，其中包含中小學數學師資培育課程內涵與各時期數學課程標準與綱
要修訂脈絡之間關連性的探討。
教師專業發展在課程實踐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一個教師養成之
後，在其從事教職的生涯中必須不斷地進修，學習新知，才能適應新的教
育政策和環境，且不斷改進自身的教學能力，提升教學知能。政府也透過
安排研習會等進修管道適時宣達新的改革方案，落實教育政策的推行。因
此，第十一章探討民國 57 年以降至 103 年 12 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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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頒布前的數學教師專業發展歷史。本章將民國 57 年至 103 年劃分為三
時期，前三節分別針對各個時期的數學教師在職進修進行討論，包括：數
學教師專業發展的背景脈絡，數學教師的在職進修管道或方式，以及數學
教師專業標準研訂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等。最後，則針對上述面向做一整
體性回顧並提出個人反思及可待持續探究與發展之課題。
第十二章為全書做總結，作者企圖以史為鏡提出十二年國教數學課程
發展的挑戰。本章作者擔任十二年國教數學領綱研修小組的副召集人，在
研修工作剛結束時，以關鍵參與者的角度記錄和詮釋參與研修工作的歷程
並提出論述，期能為十二年國教數學課程發展歷史留下寶貴的記錄。本文
首先簡述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以來的數學課程發展脈絡，指出臺灣在九年一
貫課程綱要與高中 99 課綱實施之後需要處理的三個重要議題，分別是：課
程連貫性不足、高學習成就落差與負面態度、教科書的超綱現象；復次，
面對這三個議題，敘述領綱研修小組所採取之相關作為，例如：研修成員
的組成和運作機制、課程理念目標和實施要點的擬定、學習重點補充說明
之呈現等。作者同時討論課程綱要的法律位階，這是課程發展史一直被忽
視卻又重要的議題，牽涉到課程綱要的效力和教科用書的審查。有別以
往，十二年國教數學領綱的發展在許多方面採納「十二年國教數學領域綱
要內容之前導研究」的發現和建議，以學術研究的成果做為研修根基。值
得注意的是，本次課程發展由於「高級中等教育法」的規範，採取課發和
課審的運作模式，有別於以往板橋模式「先實驗、再修正、後推廣」的做
法。本章在最後對於課發、課審的模式進行省思，期待我國能承先啟後發
展出一套有著板橋模式優點的「三峽模式3」。
最後，本書的作者群依照時間序列列出影響課程發展的重要事件，收
錄在附錄，標記「中小學數學課程史大事記」。

3

因現行課綱由國教院負責，而它座落在三峽，故稱「三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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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數學發展史來看，關於數學哲學的演進，可說是一個緩慢而充滿辯
證與衝突的歷程，其中與個人的信念或信仰有密切的關聯，並且具有不容
易改變的特性。回顧臺灣過去五十年中小學的數學教育發展，由於較少學
者以建立數學教育哲學為職志，並且顯著地影響到數學教育的實務。因
此，本章擬從以下數學教育的各個實作面向，探索曾經參與的數學教育工
作者可能擁有的數學教育哲學觀。茲分第一節什麼是數學教育哲學，第二
節數學的本質，第三節臺灣數學課程所蘊含的哲學思維之探索，第四節臺
灣數學教師的數學教育哲學觀，以及第五節小結，闡述如下。

第一節 什麼是數學教育哲學
近五十年來，有關數學歷史的、哲學的理論基礎，隨著數學教育的改
革已不斷地被討論著。數學過去曾經被視為客觀存在的知識，如今已被許
多人認為是歷史的或是社會建構的產物（Kimberly, 2009, 2010）。臺灣在
數學教育的改革過程當中，矚目的焦點大多放在有關課程、教學、學習及
評量等領域的研究上，而「哲學」一直是一個被「遺漏的典範」（missing
paradigm）（黃永和，1998）。數學教育哲學和數學哲學比較起來，前者
更是一門新興的研究課題。鄭毓信（1998）在書中指出，1992 年 8 月在加
拿大召開的第七次國際數學教育會議的議程（論題 16）裡，數學教育哲學
成為一項新的重要議題，會中強調社會因素（或文化環境）在數學哲學的
重要性，並且提及絕對主義的數學觀轉向可錯論或擬經驗論的數學觀的實
際情形，而這項轉變也對數學教師的教學實踐產生深刻的影響。
什麼是數學教育哲學？並沒有太多的文獻有直接的定義。Higginson
（1980）指出數學教育哲學是數學教育的基礎，它至少涉及四個部分：
一、數學哲學：內容包括，數學是什麼？我們如何說明它的本質？數學哲
學的發展包括哪些學派？二、學習的本質：內容包括，哪一種的哲學假說
中，存在有哪些可能的教學意涵，該意涵可以用來支持數學的學習？這些
假說成立嗎？哪一種認識論的觀點和學習理論是在這些假說之下的？三、
教育的目的：內容包括，數學教育的目的是什麼？這些目的可以成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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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的目的就是這些？這些目的是基於何種價值？有何得失？四、教學
的本質：內容包括，數學教學是依賴哪一種哲學假說？有哪些教學意涵？
這些假說可以成立嗎？採用何種方式可以達到數學教育的目的？所採用的
方法和要達到的目的是否會一致？
接著，對數學教育哲學有相當深入研究的學者鄭毓信（1995，1998）
指出，數學教育哲學主要研究的課題包含了以下三項：一、數學是什麼？
這是所謂的數學觀，也就是對數學本質的探討，例如絕對主義數學觀或社
會建構主義的數學觀，這些都屬於數學哲學的範疇。二、為什麼要進行數
學教育？這部分涉及數學教育的目標及評價標準，換言之，是談論有關數
學教育的課程目標是否能夠反映數學的價值與時代的要求。三、如何進行
數學教學？這是有關數學學習和教學活動的認識論分析，也就是從認識論
深入了解數學學習與教學活動的本質。
後來，Ernest（2004）也發表了「什麼是數學教育哲學」，文中提出五
項問題用來指引大家思考數學教育哲學是什麼？包括：一、數學是什麼？
二、數學如何與社會相連結？三、什麼是數學學習？四、什麼是數學教
學？五、數學教育作為一個知識體系的基礎是什麼？
綜合以上幾位學者的觀點，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數學教育哲學與數學、
教學、學習的本質有密切關聯。其次，數學教育的目的和價值，以及有關
數學教育的定位，數學與哲學、社會學、心理學、語意學…等的關聯也都
在數學教育哲學討論的範疇之內。基此，我們從上述的幾位研究者的論述
中，找到了探討臺灣數學教育哲學觀的一些方向。

第二節 數學的本質
數學是什麼？這是探討數學本質的問題，也是數學哲學研究的基本議題
（李國偉，1978）。它看似簡單，卻在過去二千多年來爭議不斷且一直沒
有定論。有關數學哲學的發展約略可以區分從西元前四世紀、十九世紀晚
期到二十世紀早期及現代的數學觀（Dossey, 1992：40-42）三個階段加以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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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一、西元前四世紀到十九世紀的數學觀
探討數學的本質可以追溯到西元前四世紀柏拉圖（Plato）和他的學生
亞理斯多德（Aristotle）的主張。柏拉圖認為數學是先驗的，獨立存在於這
個世界之外的。他認為幾何是一門由永恆、不變的數學事物所獲致的知識
（蘇俊鴻，2009）。亞理斯多德重視物理世界及其蘊含的數學知識，及強
調數學知識的經驗成分（洪萬生，1999）。因此他主張數學不是獨立於外
在、無法觀察到的知識體。反而主張數學知識是可以透過實驗觀察、演繹
和邏輯推理取得。這兩位哲人的哲學思想雖然相異，但其影響力均貫穿整
個中古世紀（十三世紀）的自然科學研究。中古世紀以數學為科學研究的
基礎，認為自然界所發生的事實可以用運動及運動的法則說明，而運動的
關係與法則可用數學的公式表示。
十七世紀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重視科學方法中的實驗和歸
納，提出歸納法來修正亞里斯多德的演繹法。他曾經將數學區分為純粹
（pure）和混合（mixed）的數學，雖然他對科學方法上使用的數學和演繹
法採取不信任態度，但也認為數學是科學的大門和鑰匙。笛卡爾（Ren'e
Descartes, 1596-1650）把數學的方法當作哲學的基礎，主張數學上的推理和
抽象是認識數學，獲得真理最好的方法，實驗只是演繹推理的一種輔助的
手段。他認為藉由不斷的懷疑可以確信「這個世界真的存在」，而且經由
證明過後的數學邏輯都應該是正確的。笛卡爾並且將幾何學的推理方法和
演繹法應用於哲學上，認為清晰明白的概念就是真理。
從數學發展史來看，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數學（科學）本質的論辯
一直圍繞在理性主義（rationalists）和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ts）之間擺
盪。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在幾何方面提出看法，
歐氏幾何學是先天存在的普遍原理原則，認為數學的公理和定理都是真
理。在十九世紀以前，人們普遍認為，歐氏幾何學是描述物質空間的唯一
幾何學，但到了十九世紀初非歐何學的出現，卻改變了人們處理數學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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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觀點，也讓許多數學家意識到歐氏幾何不再是物理世界的唯一真實
（蘇俊鴻，2009）。

二、十九世紀晚期到二十世紀早期的數學觀
探討數學本質的新方法，在實數系與集合論出現悖論（paradoxes）之
後，讓數學發展遭遇到了許多新的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在西元十九
世紀晚期到二十世紀早期出現了三大學派：

（一）邏輯主義學派（the school of legalism）
邏輯主義是數學哲學中的一門學派，1884 年由弗雷格（Gottlob Frege）
所創，其理論認為數學是邏輯的延伸，一切數學皆可視為邏輯的原型。後
來羅素和懷海德將相關的概念寫於 Principia Mathematica 一書，並且提出所
有數學概念最後都能簡化為邏輯概念，所有數學真理都能透過邏輯推進的
規則與公設而獲得證明。由此觀之，此學派認為數學是完全邏輯化的學
科，並且堅信只要從邏輯出發，便能為數學打造一個具有確定性與精確性
的嚴格知識體系（黃永和，1998）。

（二）直覺主義學派（the school of intuitionism）
直覺主義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布勞爾（L. E. J. Brouwer）。直覺主
義學派認為，集合悖論的出現不可能通過對已有數學作局部的修改和限制
加以解決，必須對數學作全面審視和改造才行。他們所依據的標準是：
「直覺上可構造性」。其著名口號為「存在必須是被構造的」。直覺主義
者的「直覺」，是指思維的本能，一種心智活動。直覺主義學派的哲學觀
點頗受康德哲學的影響，布勞爾曾經說過：「我們可以從康德那裡找到直
覺主義的一種古老形式。」康德把數學命題看成先天綜合命題，認為「先
天直觀」即「純粹直觀」是數學的基本依據，這種純粹直觀指的是感性的
純形式（分為時間直觀和空間直觀）。直覺主義認為，自然數理論是數學
的基礎，而自然數這種數學對象是藉助於人們的「原始直覺」創造出來
的。康德的「純粹直觀」與布勞爾的「原始直覺」是一脈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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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形式主義學派（the school of formalism）
大衛．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是形式主義學派的主要
代表人物。他制定了一個後人稱之為「希爾伯特計劃」：首先，將所有數
學形式化，把每一個數學陳述都用符號表達。然後，證明整個數學系統是
完備的，即對任何一個數學陳述都存在一個數學證明。同時，還要證明數
學是一致的，也就是說絕不存在自相矛盾的陳述。最後，還要有一個可以
實現的演算法，通過有限步驟的程式，用來判定數學陳述最終的對錯。他
雄心勃勃地想要將整個數學體系嚴格公理化，然後用他的所謂「元數學」
（證明數學的數學）來證明整個數學體系是堅不可摧的。後來，在 1930 年
9 月 7 日，當時年僅 25 歲的哥德爾（Kurt Friedrich Gödel，1906-1978）發
表了著名的「不完備性定理」，提出：「如果數學是一致的，那麼它就是
不完備的」。他證明了：任何一個包含算術系統在內的數學系統不可能同
時是完備的和一致的。哥德爾的結論顛覆了希爾伯特計劃，結束了此一學
派學者想要將所有數學形式化的企圖，也讓數學「真理」產生了重新詮釋
的空間。

三、現代的數學觀
二十世紀初期，將數學視為獨立於外在的數學哲學觀、形式主義的數
學觀或亞里斯多德的歸納與演繹等數學哲學觀，對整個數學的發展仍然有
很大的影響力（Tymoczko, 1986），許多數學家們仍然拿著一套在社會上
能夠被接受的固定規則玩著符號遊戲（Davis & Hersh, 1980）。在這個傳統
上，數學都會設定一些公理來協助演繹其命題，如果這些公理是真的，那
麼透過證明的命題亦是真的，歐氏幾何即是以此種方式來推論、證明其幾
何上的真理。Hersh（1986）認為這在尋求數學的基礎過程中是被誤導的，
數學實際上是可錯的（fallible）、同時也是公眾的活動（public activity）
（Tymoczko, 1986），這個觀點對過往認為數學是絕對的真理產生極大的
挑戰。
現代的數學觀主張數學發展不再只侷限是數學家的工作，數學是人類
的活動，而且是創造性的，不受任何學派控制的活動（Dossey, 1992）。至

第二章 臺灣數學教育哲學觀之探索

31

此，數學不被認為是先驗的知識哲學觀的轉變，慢慢地發展出兩種不同的
理 論 ： 一 是 Lakatos （ 1976 ） 的 擬 經 驗 論 （ quasi-empiricism ） ； 另 一 是
Ernest（1991）的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

（一）擬經驗論
擬經驗主義不強調以經驗檢驗數學定理，也不認為有確定不變的數學
知識。擬經驗主義認為數學並非在確定的根基上建立起可靠的系統，而是
有時會有錯的知識，因此知識可以修改，也可以經常的修改。數學的發展
一開始是由一些粗略的歸納和猜測開始，是一些非形式的發現，後來逐漸
檢視其證明的可靠性，不斷的修正而使其更為精緻嚴密，而成為形式化系
統。
Lakatos（1976）認為數學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經驗的，而是「擬經
驗」的理論。這樣的理論本身只是一種說明或解釋，但卻不能用經驗的事
實來加以驗證。擬經驗論的主要觀點包括：（1）數學知識是可錯的；
（2）數學是假設−−演繹的。即公理化不能真正表示非形式理論；（3）歷
史是核心。數學哲學認識論的任務在於解釋已存在的數學理論；（4）非形
式數學的首要性。因為形式數學是形式化後的東西，所以非形式數學是一
切形式數學的根源；（5）數學知識是在證明與反駁的辯證迴圈中創造的。
基此，擬經驗理論反映出數學理論在本質上是可錯的、後驗的且是可修正
的、並具有創造的可能性。此外，數學史也受到重視，因為數學史包涵數
學哲學的演變過程，從而能發展具實際使用價值的數學理論，說服數學社
群能接受該理論（許修豪，2005）。
擬經驗論主張數學知識是在一個動態的迴圈中，不斷的修正和創造，
對比經驗論主張數學知識來自於感官經驗和歸納所得，擬經驗論的數學觀
可以說是將過去靜態的推向了動態的數學觀。若再和形式數學的公理化觀
點相對照，我們可以看到，形式主義學派的學者認為，數學知識是存在於
理想世界（ideal world）的一些「形式」（form）或「理念」（idea），透
過理性思考、演繹和推理就能證明取得，是一種先驗的、不變的真理；而
依照擬經驗論的主張，形式數學並不是先驗的，非形式數學才是形式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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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源，即使數學形式公理化，仍然不能真正表示非形式理論，因為它具
有可變性、可錯性的本質，必須透過後天不斷的證明與反駁，必要時再加
以創造，才能形成數學知識。由此可見，擬經驗論的數學哲學觀逐步地擺
脫絕對主義的桎梏，邁向一個更動態、更有發展空間的新境界。

（二）社會建構論
Ernest（1991）認為數學哲學與人類的社會、文化和價值有關，他提出
了社會建構主義的數學哲學。社會建構主義將數學視為社會的建構，它承
認人類知識、規則和約定對數學真理的確定和判定具有關鍵作用。同時，
它也吸取擬經驗主義的觀點，認為數學知識是可錯的、是不斷發展和變化
的，數學理論在證明與反駁中得到發展。Ernest（1991）主張社會建構主義
的核心是數學知識的生成，他提出了知識產生的基本假說：（1）個體學到
的是通過個人建構的主觀知識；（2）發表成果是主觀數學知識變成客觀知
識所必要的；（3）發表的數學知識經歷 Lakatos 所說的啟發式過程成為客
觀知識。Lakatos 所說的啟發式過程是指，發表的數學知識須經他人的審視
和評判，才有可能重新形成並成為人們接受的客觀數學知識；（4）啟發式
過程取決於客觀標準；（5）評判發表的數學知識，其客觀標準是建立在客
觀的語言知識及數學知識的基礎上；（6）數學主觀知識本質上是內化的、
再建構的客觀知識；（7）在數學知識的增添、再建構或再現方面，個人能
夠發揮作用。
社會建構主義解釋了個人與社會相互作用促進主觀知識與客觀世界互
相調適的機制，為個人主觀知識的建構提供了認識論的基礎。這一理論融
入在教育範疇當中，則體現了主體學習的內涵。一方面「主觀知識不是被
動接受的，而是由認知主體主動建構的，認知的功能是適應並用於個人經
驗世界的建構」（von Glasersfeld, 1989）。另一方面，「物質和社會的客
觀制約對主觀知識具有塑造作用，這種作用使得主觀知識與客觀知識（包
括 社 會 和 物 質 世 界 的 以 及 他 人 的 知 識 ） 之 間 互 相 調 和 一 致 」 （ Ernest,
1991）。
綜上所述，絕對主義（absolutism）的典範（paradigm）主宰了數學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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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超過了二千年之久。此一思潮認為數學是絕對客觀、不變的真理；數學
與事實，以及和人類的價值是分離的（Ernest, 1991）。然而，在二十世紀
中晚期，這樣的觀點已經有所改變，黃永和（1998）透過科學典範轉移的
觀點來審視數學的哲學，認為在二十世紀六、七○年代興起一股哥白尼式
的革命，「將原本視為絕對客觀無誤與靜態的數學知識本質，推向可錯的
與動態變化的層面」。許多數學哲學家或數學家（如 Davis & Hersh, 1980;
Ernest, 1991; Lakatos, 1976; Tymoczko, 1986）對數學哲學已經提出不同的
看法（如下表 2-1），他們主張數學是可錯的、會改變的，而且和其他的知
識一樣都是人類發明的產物。這種動態的數學觀在現代教育上具有重要意
涵，進而導致了「數學教育哲學」這一新的研究課題的誕生（鄭毓信，
1995）。
表 2-1 絕對論與可錯論的數學哲學觀之比較
派別

絕 對 論

可 錯 論

真理性

絕對的

可錯的

客觀性

絕對的

社會性的

證明

可靠的，是獲得真理的途徑

不可靠的，具社會性功能

知識基礎

具有可靠的知識基礎

不具有可靠的知識基礎

發展觀

量的累積，靜態的歷程

邏輯觀

歐氏幾何的演繹邏輯

假設—演繹的否證邏輯

關注焦點

數學知識的合理化過程

數學知識的創造歷程

經驗與實踐

脫離經驗與實踐

重視經驗與實踐

人與社會

與人及社會因素無關

重視人及社會因素

價值

無涉價值的

負載價值的

數學史

忽略數學史

重視數學史

主題

資料來源：作者修改自黃永和（1998：97）。

量的增加與質的變化，
動態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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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數學哲學主要探究的是數學知識論或本體論等數學本質的問題
（鄭毓信，1998）。從知識論的觀點來看數學的本質，有絕對論、可錯
論。從本體論來看，想要探討的是數學是先驗或後天或是否存在的真理等
問題。這些有關數學本質的討論，雖然是多數研究者或數學哲學家的工
作，卻也是如何進行數學教學的基礎。以現代的觀點來看數學，它是可錯
的、會變的有機體，因此，在探尋數學知識時，直覺、權威、經驗和理性
都可作為知識建構的途徑。

第三節 臺灣數學課程所蘊含的哲學思維之探索
Dossey（1992）指出，社會對數學本質和角色所持的看法，對學校數
學課程、教學與研究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p.39）。換言之，數學課程的
發展能夠反映出當時人們對於數學（或數學教育）的價值與看法。如本章
先前所提鄭毓信（1995，1998）、Higginson（1980）對於數學教育哲學的
看法，其中提到「為什麼要進行數學教育?」這個問題，就牽涉到數學教育
的課程目標是否能夠反應數學的價值與時代的要求。換言之，在數學課程
的發展過程中，教育的目的隱含了當代社會所重視的數學價值。基此，我
們可以從數學教育目的改變，來探討數學教育哲學觀的發展與變遷。

一、數學教育的目的及其哲學觀
（一）菁英主義時期
回顧臺灣中小學的數學課程發展史，從民國57年（1968）九年國民義
務教育開始實施開始，即受到美國「新數學」 課程改革的影響，臺灣當時
的中小學數學教育的目的也跟著朝向「菁英主義」發展，重視的不是一般
大眾化的數學，而是少數資質佳的學生才能學會的抽象數學，此時期的數
學教育目的即在於訓練學生將來能夠成為科學家或數學家，以便對國家或
在國防上有所幫助。因此，當時數學教育重視是數學知識灌輸、數學技能
的學習，以及計算的技巧或方法是否熟練和正確（游自達，2016；國立編
譯館，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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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用主義時期
在 「新數學」 課程改革失敗之後，1970 年代美國數學教育又另外興
起一股所謂「回歸基本」（Back to Basics）的運動，臺灣的數學教育在民
國 64 年（1975）公布小學數學課程標準之後，也把數學教育的目的放在於
使兒童獲得「生活必需的基本知識和技能」（國立編譯館，1980）。當
時，臺灣的教育政策、目的、課程和內容，皆以追求能力本位、講求效率
和實用等為依據，以呼應當時美國社會所熱衷的「績效責任、功績制度」
之實用性、科學性與效率性的教育思潮（李桂蘭，2007：66）。數學教育
工作者在此思潮影響之下，也同樣重視學生從「實用」的觀點來學數學，
認為人類所處的自然與社會環境中，面對的人、事、物都與數、量、形有
密切的關聯。數學是學習其他學科的工具，在社會上的各行各業，若能具
備一些有關數、量、形的知識與技能，便能夠在自己的工作崗位勝任愉快
（國立編譯館，1980：1）。而國中生，為了改善他們數學學習意願低落的
情形，在民國 74 年（1985）出版的國中數學課程改革中，也特別強調引導
學生認識數學在生活中的功用，以提高學習的興趣，並培養主動學習的態
度及欣賞數學的能力（吳怡璇，2014）。此時期的數學教育可以說是為生
活而數學的哲學思潮。

（三）建構主義時期
1980 年代初期，美國開始重視全民數學（mathematics for all）。接著
美國數學教師協會公布了「數學課程與評鑑標準」（NCTN, 1989），這波
數學課程改革的走向深受當時新興的知識建構論的影響，教學過程強調學
生才是學習的主體，主張唯有學生從自身經驗中所建構出的知識，才能有
助於培養其解決問題的能力，也才算是有意義的學習。臺灣在民國 76 年
（1987）政治解嚴後，社會日趨開放而多元，間接促使了教育的鬆綁。課
程改革不再是由上而下的方式進行（詳見第一章），民國 82 年（1993）國
民小學數學課程標準公布之後，視數學為解題、推理、溝通、連結的觀
點，在數學教育圈裡逐漸形成共識。此時期，將建構主義主張從學生既有
的經驗中，主動建構知識的觀點納入了數學課程。「建構式數學」在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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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圈中曾經是「顯學」。

（四）多元觀點時期
由於建構主義的理念在教學現場一直遭受到許多的誤解和誤用（林宜
臻和林沂昇，2007）造成許多學生數學學習不佳的假象。在此期間，九年
一貫課程逐步取代了先前的課程標準，並且把建構式教學給淡化掉，轉而
強調培養學生帶得走的基本能力，希望能把所有學生都帶上來。在數學課
程目標方面，重視學生數、形、量基本概念之認知，具備運算能力、組織
能力，並能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了解推理、解題思考過程，以及與他人溝
通數學內涵的能力，並能做與其他學習領域適當題材相關之連結。臺灣中
小學數學教育的目的隨著九年一貫課程的推展實踐，由「知識」的建構轉
向了「能力」的培養，既重視理解也強調計算能力的重要；在課程提倡開
放多元、重視個人價值及自我實現的氛圍下，數學教育的哲學思維也在唯
實主義、存在主義、進步主義、實驗主義、人文主義、後現代主義和建構
主義等多元的觀點中，尋求折衷與調和（陳伯璋，2000；彭煥勝，2014，
2017；歐用生，2010；簡成熙，2004；蘇永明，2003）。

二、數學課程所蘊含的知識論主張
數學課程目標隱含了整個國家對我們下一代數學學習的期待與價值。
也蘊藏了對數學知識的假設。打開民國 58 年（1969）小學數學教科書（國
立編譯館，1969）的封面，裡面的編輯要旨第三點就寫著本書的目的在「灌
輸」兒童正確數學量概念…，「灌輸」二字一方面反映了數學絕對論的觀
點，它是獨立存在於現實世界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教學現場是以教師為
主的，教師可以將既存的數學知識「灌輸」給學生。
在國中部分，民國 57 年制定的國民中學暫行數學課程標準之目標二
「提供給學生日常生活中數量之知識，並啟發其研究自然環境中之數量問
題」（陳冒海，1989）。61 年（1972）版國中數學課程標準也同樣有提到
「給學生日常生活中數量之知識，使其認識數學之應用價值」。同時，在
課程標準的教學原則中也提到，要提供學生真確的、正面的科學事實，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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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涉及反面的事例；教師不僅傳授學生希望得到的且幫助學生了解真確的
真理。這些文獻都同樣反映出數學知識是存在的真理，是可以透過老師
「提供給」學生的。
從上述的課程目標裡，民國 57、64 年的數學課程對於數學知識的基本
假設都是數學知識是客觀存在的。數學教育的目標是促使這些知識能夠讓
學生透過理解而內化成為自己的知識，將來遇到問題能夠應用。因此，均
屬絶對主義的範疇。
周筱亭（1994）指出，國小數學課程在 82 年版之前，均以習得數學知
識為最後目標，因而教師和家長均以答案的正確與否來判定學童是否已達
成目標，卻不講求知識獲得的過程。82 年版新課程的設計，對於知識的基
本假設，主張知識不是客觀存在的真理，強調數學知識形成的過程：經驗
→察覺→理解→內蘊化（鍾靜，1999）。數學被認為是活動而不是知識，
學生是參與活動來建構知識，而不是被動接受或發現知識。因此，82 年版
數學新課程帶有濃厚的建構主義色彩。建構主義的核心要點有二：一個是
人，一個是知識。在數學教育場域裡，人指的是學生。既然（數學）知識
不是客觀存在的，無法從老師身上直接傳授給學生，換句話說，學生被動
學習並無法學到知識或概念。那麼，學生要如何獲得知識呢？答案便是
「主動建構」，學生必須主動地從解題的活動過程中，透過內在的同化、
調適以及與他人的互動，才會產生學習。82 年版小學數學課程及 83 年
（1994）版國中數學課程皆深深受到這種建構主義哲學思潮的影響。
基此，臺灣行之多年「客觀主義」（絕對主義）的知識觀與被動接受
的學習觀，在民國 82 年小學數學課程標準公布之後，以及後來 83 年版的
國中數學課程實施後皆轉向了「建構論」的觀點（吳怡璇，2014）。然
而，這樣的轉變也造成後來臺灣數學教育產生劇烈動盪不安的論辯（徐偉
民、張敬苓，2008）。民 89 年（2000）數學課程由標準進入到課綱時期，
九年一貫課程數學領域的教育目標也由知識建構轉變成為能力的培養，社
會建構主義等的哲學思潮仍持續影響著中小學數學課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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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學教育哲學與數學的教與學
數學教育除了提高人的認識、提高人的智慧以及提供人們作為應用的
工具之外，還擔負著傳遞文化的重要作用。今天，各國的數學課程改革都
在關注這個問題（李善良、單墫，2002：87）。價值論是教育哲學中除了
知識論之外，另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議題。數學的教與學，在本質上最重
要的是什麼？應該要怎麼做？才是有價值、有意義的？這些都是數學教哲
學當中需要探究的重要問題。回顧臺灣近五十年來中小學數學課程的發展
歷程，大致可以從以下這五個時期加以討論：強調提高國民知識水準與人
力素質的數學課程時代（1968 年起）、強調使用教具的數學課程時代
（1978 年起）、強調溝通互動建構知識的數學課程時代（1996 年起）、強
調連結與基本能力培養的數學課程時代（2001 年起）及強調演算能力的數
學課程時代（2005 年起）（李桂蘭，2007；教育部，1968，1969；許修
豪，2004；楊美伶，2003；鍾靜，2003a）茲分述如下：

（一）強調提高國民知識水準與人力素質的數學課程時代（1968 年起）
戰後的臺灣各方面的發展快速，需求增加，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是我國
教育史上劃時代的創舉，此次課程的修訂將中小學一起納入考慮而採「九
年一貫之精神」，也開創了課程發展的新紀元。數學課程一方面配合九年
國民教育的目標：「提高國民知識水準與人力素質，以奠定國家社會建設
與經濟發展之基礎，並充實戡亂建國之力量」（教育部，1968），另一方
面也順應世界潮流而引入當時盛行的新數學（New Math）教材（王克蒂、
譚克平，1997）。
這套教材的納入，使得當時數學科的教學重視發展「推理」，在數學
科暫行課程標準目標中增列了「訓練兒童對日常生活中之問題作數量方面
之考慮」及「發展兒童思考及組織之能力」；在各單元教材的編列強調應
該要以集合方法加以聯絡（教育部，1968，1969）；在教學實施方面，認
為應該要以兒童的實際生活環境作為單元，重視生活實用價值，認為不切
合實際生活需要的整數或分數應用問題，宜予減輕或取消、強調心算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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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筆算並重，在每次教學的時間，應抽出五分鐘到十分鐘，單獨練習心算
和速算等計算技術、教新的算法時，應加強「試算」的實施、能力強的，
給他較多和較深的題目，能力差的，多給容易計算的題目（教育部，
1968：132-133）。

（二）強調使用教具的數學課程時代（1978 年起）
在 民 國 64 年 小 學 課 程 標 準 修 訂 時 ， 皮 亞 傑 （ Piaget ） 、 布 魯 納
（Bruner）的認知發展理論，受到相當的重視，認為數學科的學習活動應
該要配合學生的認知發展，強調學生應當透過具體、半具體及抽象的學習
活動較能產生有意義的學習。因此，在教材內容上，會先分析教材以及學
生要如何學習，再將教材分成許多小單元，學生依照預先編排好的教材，
一個單元接著一個單元循序漸近地學習。
此外，由於教具的操作對學生而言是較數字與圖形具體的，在數學學
習活動之初，對於兒童數學概念的建立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對於讓學生
從具體操作、半具體操作，最後進入到抽象的形式運作幫助很大（楊美
伶，2003），於是政府花了相當多的經費製作教具並配發至各校鼓勵教師
使用。

（三）強調溝通互動建構知識的數學課程時代（1996 年起）
82 年版小數課程數學標準中總目標提出：「養成主動地從自己的經驗
中，建構與理解數學的概念」（教育部，1993），教學方法也提到：「數
學的概念與技能，必須由兒童自行建構，無法由教師灌輸而獲得，因此數
學的教學應提供兒童觀察、操作、思考、討論的機會並由此進一步歸納、
驗證數學知識」（教育部，1993）。從這兩句引述中可以看到，這是臺灣
數學課程標準中首次出現的「建構」一詞，其中的意思是學生的活動與思
辨經驗，是經由主動建構而成，非由教師灌輸獲得（鍾靜，2003b）。由此
觀之，這個階段的課程改革特別重視「兒童本位」，認為數學知識與技能
必須由學生主動建構。此外，受到美國數學教師協會提出數學即解題、推
理、溝通、聯結（NCTM, 1989）影響，數學的教與學特別重視學生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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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活動」與「群體討論文化」的培養（鍾靜，1999）。

（四）強調連結與基本能力培養的數學課程時代（2001 年起）
臺灣數學課程發展進入九年一貫之後，數學課程的目標轉而強調能力
的養成，培養學生「發展形成問題與解決數學問題的能力；發展以數學作
為明確表達、理性溝通工具的能力；培養學生數學的批判能力；培養欣賞
數學的能力（教育部，2001）」。
這一階段的基本能力尚包含「連結」，除了數學的內部連結貫穿各個
主題外，「數學的外部連結則強調生活及其他領域中數學問題的察覺、轉
化、解題、溝通、評析諸能力的培養（教育部，2001）」。而教學方面則
「應讓所有學生都能積極參與討論，激盪各種想法，激發創造力，明確表
達想法，強化合理判斷的思維與理性溝通的能力，期在社會互動的過程中
建立數學知識（教育部，2001）」。
本階段的教科書完全開放民間編輯，編排上延續與擴充82年版課程的
理念–「學科發生邏輯」（鍾靜，1999，2001，2003a），而更重視生活情
境的連結。但本階段的學生在82年版的數學課程實施下，呈現計算能力低
落的情形，在進入國中階段又因為教材銜接上的問題，加上九年一貫課程
與82年版的數學課程內容變動不大的影響，導致這群國一生的數學成績不
理想，而引起社會大眾的反彈，暫行綱要實行不到幾年即面臨遭更替的命
運。

（五）強調演算能力的數學課程時代（2005 年起）
相較於前一階段由數學教育家主導的數學課程，本階段的數學課程則
由數學家主導（引自鍾靜，2003a）。本階段綱要的修訂原則為：（1）參
考施行有年且有穩定基礎的傳統教材；（2）採用國際間數學課程必備的核
心題材；（3）考慮數學作為科學工具性的特質；（4）現有學生能夠有效
學習數學的一般能力（教育部，2003）。不難看出為了改變 82 年版數學課
程實施以來學生計算能力低落的情況而做的調整。而教學總體目標為：
（1）培養學生的演算能力、抽象能力、推論能力及溝通能力；（2）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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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問題的解題方法；（3）奠定下一階段的數學基礎；（4）培養欣賞數
學的態度及能力（教育部，2003）。其中，明顯可以看出演算能力是排首
位。此外，在課程綱要的文件中，也可以看到「學生的能力發展始於流利
的基礎運算和推演、對數學概念的理解…」、「學生在小學畢業前，能熟
練小數與簡單分數的四則計算；能利用常用數量關係，解決日常生活的問
題…」（楊美伶，2003）。在九年一貫課程中，數學被視為是基礎科學與
解題的重要工具，演算能力被強調重視是可以理解的。
綜合上述五個時期的數學課程改革的特性，隱身於課程背後的哲學思
考似乎是一個「執兩用中」的摸索歷程。64 年版強調數學知識的重要，82
年版及暫行綱要重視的是社會歷程的學習模式，而 92 課綱又回過頭強調
64 年版的數學知識，其理念為：「除了數學知識外，演算能力、抽象能力
及推論能力的培養是整個數學教育的主軸。…所謂『數學能力』，是指對
數學掌握的綜合性能力以及對數學有整體性的感覺（教育部，2003）」。
在教學上，重視的是觀念和演算，以及學生數學經驗（或數學感覺）的培
養。學生的前置經驗（或感覺），就是數學的直覺或直觀。當學生數學能
力需要深化時，它是奠基在舊有的直觀和結合新的觀念或題材之上的，進
而再逐漸擴展成一種新的直觀。在認知能力上，直觀是思維流暢的具體展
現；在能力培養上，直觀讓學生能從根本上，擺脫數學形式規則的束縛，
豐富學童在抽象層次上的想像力與觀察能力，這二者是兒童數學智能發展
中的重要指標（教育部，2003）。
數學哲學由絕對論的觀點轉向可錯論， 認為數學知識永恆對未來的反
駁與修改做開放，此觀點強調數學知識的來源多元化與重視批判的精神，
是後現代主義的論點。現代主義的課程觀強調線性的規劃、明確的目標與
工具（手段）及外控性；後現代主義的課程觀則強調脈絡化、網絡連結的
規劃、多元性、批判性與師生共同創造教育經驗。由課程觀來審視我國中
小學這五個時期的課程，可以發現 64 年版課程標準與九年一貫課程正式綱
要與現代主義課程觀相近，而 82 年版課程標準與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則
相近於後現代主義課程觀，因為 64 年版課程標準與九年一貫正式綱要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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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課程重視明確的課程進度與邏輯的先後順序；82 年版課程標準的數學課
程雖然仍重視明確的課程進度，但已出現建構的構念，與九年一貫課程暫
行綱要強調的形成問題與批判的精神，皆屬後現代的課程觀（許修豪，
2005）。

第四節 臺灣數學教師的數學教育哲學觀
雖然，有關臺灣中小教師數學哲學觀的研究，被認為是數學教育研究
的一個重要議題（王明慧、柳賢和洪振方，2007）。但可以找到的文獻卻
是寥寥可數。數學教育哲學與數學教學實際背後所蘊藏的目的（aims）或
理論基礎（rationale）有關（Ernest, 2004）。數學教學工作者面對自己每天
的教學實務也許都能清楚掌握，但是卻很可能對於數學的本質仍然不甚了
解，一個數學教師也可能在從事多年的數學教學之後，心中仍然會對於為
什麼要教數學和應當如何教數學產生疑問（鄭毓信，1998）。
Hersh（1986） 曾指出：「發生在教室內，教師如何進行數學教學的個
人觀點是強烈地來自於教師個人對數學本質的理解，而不是來自於他或她
相信『最好的教學方法是什麼』。」這句話透露了數學教學與數學本質息
息相關，教師個人對於數學本質的理解即是一種數學觀。
數學知識的本質是傳統柏拉圖主義的主張，即數學知識僅是一種本來
就存在於外部環境中只等待被發現的實體或現象，那麼教師的數學教學就
只要將這些永久不會改變的知識傳遞給學生就好，而學生學習數學時就必
須接受這些永久不會改變的知識，它們是真理、是事實，學生學習它們時
並不需要有任何的推理或質疑；但是，假如數學知識的本質是一種文化
的、創造的和經驗的活動，那麼教師在進行數學教學時，支持學生的數學
學習必須是站在他們自己的數學觀點出發，並不需要考慮他們的學習方法
有 何 不 同 ， 或 擔 心 他 們 的 學 習 方 法 可 能 來 自 於 過 去 的 習 慣 等 （ Handal,
2003）。
Thom（1973）指出「儘管所有的數學教學法幾乎不是一致的，但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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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數學哲學為其基礎的」。數學教師本身的數學哲學觀對數學教學有很深
的 影 響 。 持 絕 對 論 （ absolutism ） 的 數 學 哲 學 觀 偏 向 以 知 識 為 中 心
（Knowledge-centered）的教學取向，持可錯論（fallibilism）的數學哲學觀
的老師偏向以問題解決（Problem-solving）為教學取向（Lerman, 1983）。
數學教師不同的數學觀，深深地影響其教學實務。Lerman（1990）設
計了一項研究證實了這樣的看法，他選取了四位職前教師，兩位持絕對論
的觀點，兩位持可錯論的觀點，分別看一位數學教師的教學影片並進行批
判。研究結果發現，持絕對論觀點教師，他們對影片中的教師教數學的看
法多著重在教師是否詳細清楚指導學生獲得正確答案。並認為影片中的教
學過度開放，應該多指導學生如何進行解題。另一組持可錯論的職前教師
看完同一份影片後表示，喜歡和欣賞該教師對所有的答案採取鼓勵開放的
態度，雖然其中的答案有錯。甚至認為影片中的教師的教學指導成份過
多，還不夠開放。
Thompson（1984）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看法。教師對於數學的看法與其
教學行為有密切的關聯。他的研究發現，持絕對論的數學教師對數學知識
的看法是靜態的，重視數學內容的傳遞，教學過程以教師為中心，傾向可
錯論的數學觀的教師在教學上較為開放，認為數學知識是動態的，主張數
學學習最好的方法是讓學生實際參與數學知識創造的過程，是以學習者為
中心的教學方式。
臺灣的數學教育從民國 57 年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以來，大都是以講
述法為主。民國 64 年版的數學課程也傾向以教師或教科書為中心，強調教
師直接教導與學生練習，重視數學格式，要求學生記住許多數學知識，較
不重視學生的解題歷程與概念理解（黃敏晃，1994；溫世展、呂玉琴，
2003）。民國 82 年版的國小數學課程則強調以學生學習為本位，將數學視
為解題活動，重視學生數學概念的理解與數學知識建構的過程，九年一貫
數學課程同樣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著重培養學生數學的基本能力。雖
然，臺灣數學教師在 1980 年以後，已有許多老師進修時已經接觸了建構主
義，但是講述（灌輸式）的教學仍然是他們主要的上課方式。因此，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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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課程的推出，教學改變的研究也隨之盛行。鄭章華和王夕堯（2001）
的研究發現，數學哲學的引入能有效改變數學教師的教學實際，從絕對論
傾向於可錯論。
許修豪（2005）研究四位資深國小教師發現：對數學採取「先驗論」
的看法，認為數學的概念先於實體存在，與 Plato 的「理型世界」概念相
近，人類先有「理型世界」的數學概念，再對照到「真實世界」的實體。
所以，受訪教師認為數學是被「發現」，而非被「發明」。這和前述提
到，數學由人類經驗而來，是被「發明」的，人類可以創造出新的數學
來，且數學理論永遠保持開放，等待新的反例或是悖論出現來推翻舊有理
論觀點相異。足見受訪教師宥於國小階段數學是基礎數學的限制，無法知
曉數學的公設與公理的規定，而認為數學是抽象性的「先驗知識」，是事
先早已準備好了的知識。而在數學的使用限制上，受訪教師認為數學無法
描繪整個世界，必須加上其他的部份來補充。
根據廖素卿（2003）的研究，受訪教師一致同意「數學是一連串以數
字系統為基礎，用以呈現、描述與詮釋實際事物的變化關係」。這些受訪
教師在數學系統包含數學語言、數學邏輯與數學探究活動等的觀點上，一
致認為數學的邏輯性強，有固定的表徵模式，且具有階層的特性，必須先
熟習基礎的知識才能探究深層的知識，進行推理、演繹與歸納甚至是連結
其他數學概念，這些教師的數學觀點傾向靜態的數學觀。
王明慧、柳賢和洪振方（2007）研究一位國中教師之數學哲學觀與教
學實務均呈現絕對論的觀點，也印證了教師對數學的各種看法和觀點將影
響到他（她）的數學教學和學生的數學學習（Handal, 2003）。數學教育哲
學重要性即在於教師心中對數學學科的圖像（image）將影響其對數學內容
知識的解釋，以及他的教學方法。
綜上所述，教師之數學哲學觀的檢測就變成研究數學教育哲學的一個
重要觀點與議題。傳統的數學教學觀透過認識論的分析是將數學知識當作
是傳遞—接受的過程，重視「結果」是屬於靜態的數學觀。在臺灣的數學
課程發展史中，1980 年代以前數學教師多持這樣的看法。1980 年以後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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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數學教學觀主張從數學活動中建構知識，較強調學習「過程」，是屬
動態的數學觀。數學觀的演變顯示：一、應當把數學教學理解為數學思維
活動的教學，其範型為「過程+結果」；二、數學學習是學生主動建構知識
的過程，教師的主導作用是設計利於學生主動建構知識的環境，促進學生
習得的主觀知識與客觀知識在有效時間內趨於一致。

第五節 小結
臺灣的數學教育在民國 74 年國科會通過「數學教育合作研究計畫」
後，才逐漸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學門（陳正凡，2012）起步較晚，但受到
美國數學教育的影響頗深（林碧珍，2010；陳梅生、吳德邦，1986；吳怡
璇，2014；劉柏宏，2004）。所以，臺灣數學教育的改革和美國數學教育
的改革，雖然不是同步，但也是亦步亦趨。
數學教育哲學的研究與發展，雖然也是近一、二十年才開始逐漸受到
重視，但是有數學教育就有哲學的存在。從數學的本質、數學教育目的、
數學教學與學習的本質以及數學教師的數學哲學觀等方面的轉變，都可以
看到臺灣數學教育哲學由絕對主義逐漸走向社會建構主義，由靜態的數學
觀轉向動態數學觀的典範轉移（王明慧，2007；彭煥勝，2017；Schmittau,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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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如果沒有「學習」產生，教育的目標將無法達成，那麼教育便
會是空的。「學習」在教育的過程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它是也心
理學主要的研究範疇之一。什麼是「學習」呢？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
大辭書（陳李綢，2000）的解釋，「學習」的定義在心理學當中有兩派不
同的主張。例如，行為論認為：「學習是個體經由練習或經驗，而在行為
上所產生較為持久性的改變。」另一派認知論的學者主張：「學習是由於
經驗而在知識或認知結構產生持久性改變的歷程。」從這些定義可以知
道，「學習」至少包含三種性質：一、對個人的行為或知識會產生較持久
的改變；二、改變的重點是學習者外在的行為或內在認知結構；三、改變
是學習者經過練習或經驗所造成的。由此可知，「學習」需要時間，需要
經驗也需要練習，對學習者產生的改變可能是外在可被看見的行為，也可
能是內在認知的改變。
不過，上述關於學習的定義是現今的看法。回顧二十世紀初期，我們對
於學習的了解是從行為學派（behaviorism）開始的。此學派於1913年由美
國心理學家華生（J. B. Watson）所創立。當時受到十九世紀實證主義的影
響，主張心理學應以嚴謹的實驗方法，研究個體外顯的行為，反對研究思
考、情緒、認知等內在的心理歷程。因為行為可以觀察、測量，也可以加
以控制和測量，如此才符合科學客觀實證的精神。主要代表人物有：華生
（J. B. Watson）、巴夫洛夫(Ivan Pavlov)、史金納（B. F. Skinner）、桑代
克（E. L. Thorndike）等人。其理論主張學習行為是由環境中的刺激所引
起，再藉由對刺激產生的反應給予適當的酬賞與懲罰，以增強或消弱行為
進而產生刺激與反應之間的聯結。這樣的學習理論在1930至1950年代中相
當的盛行。二次大戰後行為研究取向由刺激---反應觀點轉移至認知的觀
點。
人類的學習畢竟比一般動物要複雜許多，運用行為主義學派的研究主
張來解釋人類的學習行為，只能解釋部份較低階學習的現象而已。行為主
義的刺激與反應之間聯結式的學習主張，在 1960 年代逐漸被認知心理學派
所取代。認知學派認為學習乃是個體對整個情境的認識、領悟及理解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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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也是個體認知結構的改變。所謂「認知結構」係指個人在環境中所接
收的客觀事實、主觀知覺及判斷等組合成的經驗，進而形成的觀點、理解
及概念。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皮亞傑（Jean Piaget）、布魯納（J. S. Bruner）、
維高斯基（L. S. Vygotsky）等人。
1970 年代以前，數學教育作為研究領域尚未被承認，數學教育的展
開，主要是由心理學著手，有關學生的學習理論，在西元 1980 年代後期大
致完備（陳正凡，2012）。以下將在第一節先說明學習理論從行為學派到
認知學派的變遷，第二節再進一步分析臺灣近五十年來中小學數學學習理
論的演變，第三節小結。

第一節 學習理論從行為學派到認知學派的變遷
學習心理學是教育心理學的核心，從十九世紀至今，數學學習理論歷
經了行為主義到認知主義的發展過程。行為主義在 20 世紀上半葉占主導地
位，其基本立場為：研究學習心理不應涉及無法觀察的心理過程，而應專
注於可見的行為，這樣的研究方可稱為具備科學根據的研究。
美國心理學家桑代克是行為主義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以「刺激－反
應」和「嘗試錯誤」為主的學習理論，認為學習是不斷刺激一反應聯結的
結果，這種聯結是直接、無中介的，是在反覆嘗試著「摒棄錯誤反應、保
留正確反應」中形成的。桑代克在實驗的基礎上提出學習三定律：準備
律、效果律和練習律，他在 1922 年出版的著作《算術的心理學》中指出，
算術無非是一組針對某種數量關係的特殊化行為習慣。桑代克的觀點為數
學學習中的精熟練習提供了理論依據。
另一位行為主義代表人物史金納進一步發展行為主義的理論，他認為
並非是刺激驅使個體反應，行為的真正來源是個體本身，單純的練習無法
保證行為的重複出現，而需藉由操作性條件的作用，也就是增強物的安
排。由此，他提出了「刺激－反應－增強」的學習模式，把學習目標分解
成很多小任務並且一個一個地予以強化，史金納的研究為教育技術學的發
展奠立了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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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 世紀中開始，認知主義逐漸取代行為主義成為數學學習理論的主
流。布魯納提出發現學習理論，強調學習知識的基本結構，能夠促進認知
能力的發展，並且提倡發現學習。布魯納和他的同事在大量數學學習實驗
的基礎上，總結出數學學習的四條原理：建構原理、符號原理、比較與變
式原理、聯結原理（孔凡哲、曾崢，2012）。此外，奥蘇貝爾（David Paul
Ausubel）提出「意義學習理論」、米勒（George Armitage Miller）提出
「訊息處理理論」。俄國心理學家維高斯基於 1922 至 1926 年間提出「歷史
文化理論」，認為社會環境對學習有關鍵性的作用，社會因素與個人因素
的整合促成了學習。他的理論因為政治因素受到蘇聯當局的打壓，直到六
十年代，他的理論才廣為人知，並在歐美引起極大的迴響與研究。維高斯
基的「近側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簡稱 ZPD）」的概念開
啟了近代鷹架理論、合作學習、情境教學等教學方法的研究。
隨著相關社會學、哲學思想的開展，建構主義漸漸從認知主義中區別
出來，維高斯基與皮亞傑分別開創與帶領著兩條不同形式的建構主義研究
路線－社會建構主義與認知建構主義，深刻實質地影響著二十世紀以後的
教育改革與教學設計。以下一步說明二十世紀以來重要的學習理論以及對
數學學習的啟示。

一、桑代克「刺激－反應」聯結學習理論對數學學習的啟示
桑代克是美國的心理學家與教育學家，他首創在嚴格的控制條件下對
動物進行學習心理的實驗研究法，被認為是聯結主義的創始人，教育心理
學的奠基者。

（一）學習理論觀點
桑代克通過實驗，提出學習過程在於形成某種聯結的理論：刺激（S）
－反應（R）。他設計了著名的迷箱實驗：把一隻饑餓的貓放在用板條製作
的迷箱裡，食物放在迷箱外貓可以看到、嗅到的地方，為了打開迷箱的門
吃到食物，貓必須拉動門閂裝置。一開始貓是亂碰亂抓，在第一次偶然作
出正確的反應把門打開吃到食物後，再將貓放回迷箱，進行下一回合的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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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桑代克記錄小貓每次逃出迷箱所需的時間，發現經過多次連續嘗試之
後，錯誤的反應逐漸減少，小貓開門所需要的時間越來越少，以至到最後
貓一放進迷箱就能打開門閂跑出迷箱取得食物。桑代克由此否定了頓悟學
習，他指出若是小貓是突然獲得概念的話，學習曲線應該呈現一種突然改
善的趨勢，但是實驗的結果卻是由慢到快的漸進過程，小貓的學習不是以
一種突發的形式產生並在一瞬間獲得對於問題情境的全新的思考和把握，
而是刺激和反應之間的直接聯結。在實驗的基礎上，桑代克提出了「刺激反應」學習理論。學習即是形成「刺激－反應」聯結，特定的刺激引起特
定的反應。學習是一種漸進的、刺激與反應的過程，教學則是安排情境，
以獲得令人滿意的理想聯結。
桑代克依據實驗結果，提出三大學習定律：準備律、效果律和練習律。
1. 準備律：準備律是反應者的一種內部心理狀態，一切反應是由個人
的內部狀況和外部情境所共同決定的，因此學習不是消極地接受知識，而
是一種活動。學習者必須要有某種需要，體現為興趣和欲望，此外良好的
心理準備還應包括對該情境起反應所不可少的素養和能力準備。
2. 效果律：桑代克認為，哪一種行為會被「記住」、會與刺激建立起聯
繫，取決於這種行為產生的效果。當反應對環境產生特定的效果時，學習
才會發生。如果結果是令人愉快的，那麼學習便會加强，反之如果結果是
令人厭惡的，那麼行為就會削弱。
3. 練習律：桑代克認為練習次數的多寡影響刺激和反應之間練習的穩
固程度。練習越多，練習越緊密，動物越清楚要採取什麼行動，逃脫的速
度越快；練習越少，練習不夠緊密，動物就越難找到出口。桑代克也指
出，只有當學習者發現重複練習能獲得效果時，練習才有助於學習。

（二）對數學學習的啟示
桑代克的「刺激－反應」學習理論至今對數學教育的教與學仍具有影
響力，此學習理論對數學教學有四啟示：
1. 前面所學的基礎單元，是學習後面較複雜單元的基礎（陳梅生、吳
德邦，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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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起學習動機、產生學習的興趣對於學習很有幫助。
3. 根據練習律，數學學習中的練習不可缺少，且必須緊密且加以應用。
4. 帶給學生良好快樂的學習經驗有助於聯結後續的學習。

二、史金納「操作性條件反射」理論與對數學學習的啟示
史金納是一位美國心理學家、行為學家、發明家、社會學者，也是行
為主義學派最負盛名的的代表人物。直到今日，他的思想在心理學研究、
教育以及心理治療中仍被廣為應用，堪稱行為主義學派的領袖。

（一）學習理論觀點
在俄羅斯生理及心理學家巴夫洛夫所提出的條件反射理論的基礎上，
史金納邁進一大步發展了自己的行為主義理論－操作性條件反射理論。他
藉著研究鴿子和老鼠行為的實驗，提出「即時强化」的概念以及强化的時
間規律。
史金納發明了著名的史金納箱（Skinner Box），他使用這個巧妙的裝
置進行大量的實驗，累積了可觀的研究材料，從而總結出操作性條件反射
理論。箱子的基本形式是一個可以讓小白鼠舒舒服服待在其中的小籠子，
一面的箱壁上裝有一根橫桿，橫桿的下方有小食盤和噴水器。老鼠在籠子
裡亂跑，當牠偶然按壓到橫桿時，一粒飼料會自動落下到小食盤裡。籠子
外面連接的一些實驗設備會自動地在移動紙帶上畫出一條線，準確地紀錄
老鼠壓下橫桿的次數。這比桑代克的迷箱進步了許多，更容易收集數據，
實驗者也不需要時時盯著老鼠、在老鼠壓下橫桿時立即遞送飼料，而只需
要查看和收集紙帶上的紀錄就可以了。
史金納在觀察中發現巴夫洛夫的條件反射理論和桑代克的嘗試錯誤理
論都只能解釋人類學習行為的其中一部分，例如吹口哨就不是通過這些方
式學習而得的行為。因此史金納認為並非是刺激驅使個體反應，行為的真
正來源是個體本身，單純的練習無法保證行為的重複出現，而須藉由增強
物的安排。由此，史金納提出了操作性條件反射理論：「刺激－反應－增
強」，他將能夠增强反應率的刺激，都稱為增強物，而强化就是通過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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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建立某種行為的過程，越是可能被强化的行為就越可能發生。
在史金納的操作性條件反射行為的實驗結果中，刺激的作用極小，操
作性條件反射理論也可以用一個公式來表示，但不是刺激－反應，而是反
應－強化，在塑造行為的過程中產生重要作用的不是反應前的刺激，而是
反應後得到的增強。史金納認為如果無意中做出的某個行為得到獎賞，人
們之後就會做出更多這種行為，如果無意中做出的某個行為受到懲罰，人
們之後就會盡量避免做出這種行為。因此，是行為的結果決定了行為的保
持或消減。

（二）對數學學習的啟示
史金納引用操作性條件反射理論首創「直線式編序教學法」，他認為
複雜的學習行為可用逐步接近、累積的方法連結而成。要實施史金納的編
序教學首先要思考三個問題：
1. 教學內容是什麼？這些教學內容最後要獲得什麼樣的行為表現？學
生的起點行為（先備知識）和終點行為（學習目標）是什麼？都必須先考
慮清楚。
2. 有哪些可以利用的增強物？增強物可以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
學習者對於學習材料有強烈的興趣，另一方面是教師在學習過程種給予學
生的獎勵，例如：肯定的微笑、讚美、獎品等。
3. 增強的最有效安排是什麼？教師要把複雜的學習目標分成小單位或
小步驟，才能使增強的效果提高到最大。
史金納提出編序教學法的基本操作程序是「解釋－提問－解答－確
認」，可以按照以下的流程來進行教學：
1. 把教材分成一系列具有邏輯性聯繫的細目。每一個細目包含一個學
習項目，系列的編排由淺入深、從簡至繁。被分解成小單位的教材，每一
小單位的學習為下一個小單位的學習奠基，由於每一個小單位之間的難度
相差很小，所以學習者容易得到成功建立自信。
2. 使學生產生積極的反應。也就是在教學中使學生產生反應，然後給
予獎勵增強來鞏固這個反應，並促使學習者做出進一步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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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學生的反應要有即時的回饋和增強。編序教學法特别强調即時回
饋，也就是即時讓學生知道自己答對，這是建立信心、保持學習行為的有
效措施。同時，當學生對一個細目的學習做出正確的回答時，便可以立即
進行下一個細目的學習，這種進展的本身便是一種回饋，讓學生知道他已
掌握了這個細目並往前進了。
4. 學生在學習中可以依據自己的能力、興趣、需要，自由訂定學習進
度。每位學習者可以按照個別情况自己掌握學習的速度，由於擁有適合自
己的思考時間和學習步調，學習比較容易獲得成功。
5. 讓學生有機會每次都做出正確的反應，把錯誤率降到最低。
史金納認為，在教學歷程中，教師的主要角色有兩個部分：一方面是
設計教學程序以進行刺激控制；另一方面是在適當的時機給予適當的增強
物。增強又分為即時強化與延時強化。在學習形成期，運用即時强化，而
在學習保持期則運用延時强化。
1950 年代初期循序漸進的編序教學（programmed instruction），在美國
如火如荼展開並流傳全世界。根據Ornstein和Hunkins（1998）的分析，包括
電腦輔助教學設計、精熟教學法、直接教學法等許多課程方案都是運用行
為 學 派 編 序 教 學 作 為 學 習 的 理 論 基 礎 。 1960 年 代 之 後 ， 在 人 文 主 義
（Humanism）心理學的倡議下，大家逐漸認為人類的學習行為應是更複雜
的，並不像狗、貓等低等動物只靠機械式的記憶學習（陳梅生、吳德邦，
1986：478），行為學派的學習理論因而日趨式微。

三、布魯納「發現學習」理論與對數學學習的啟示
在 1960 年代之後，認知發展學派開始異軍突起，相較於行為學派對外
顯行為的關注與解釋，認知學派則認為學習是人們通過感覺、辨別、理
解，在既有知識基礎上主觀組織新知識的歷程。認知學派認為學習不在於
被動地接受刺激作出反應，而是主動、有選擇地獲取刺激。重要的學者包
括：皮亞傑、布魯納、奧蘇貝爾、米勒等。
布魯納是美國心理學家和教育家，1952 年起任教於哈佛大學，1960 年
與米勒一起創建哈佛大學認知研究中心，並擔任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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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理論觀點
布魯納主張認知結構是人對物質世界進行感知的一種形式，是在過去
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且在主動的學習過程中調節變動。他在發現學習理論
中提出「表徵系統論」的看法（Bruner, 1966），把認知發展分成三個學習
階段：（1）動作表徵（Enactive Representation），靠動作認識瞭解周圍的世
界，也就是靠知覺探索來獲取知識；（2）圖像表徵（Iconic Representation），
經由對物體知覺留在記憶中的心像（Mental Image），或靠照片圖形等，來
探索知識；（3）符號表徵（Symbolic Representation），運用符號語言文字
為依據的學習方式。這時，人們能運用語言、數字等符號表現經驗以及學
習。認知表徵方式的不同，代表著人的認知發展從具體趨於抽象、從不成
熟趨於成熟，這三種表徵顯現出三種不同的學習方式，當人們發展到一定
的階段，認知結構中的三種表徵將在學習活動中共存互補。
布魯納認為「不論教什麼學科，務必使學生掌握學科的基本結構」。
基本結構包括學科結構（事物之間的關聯性或規律性）和學習態度與方法
兩方面。布魯納認為掌握了基本原理，使學科知識更容易理解，有助於學
習內容的記憶、增進學習遷移。學科基本結構的學習，能縮小高等知識與
初級知識之間的落差。他提出「任何學科的任何内容都能以適當的方式，
有效地教給任何發展階段的任何學童」。他也強調基礎學科的早期學習，
打通中小學與大學同一門學科知識是可行的。由此形成了「螺旋式課程」
（Spiral Curriculum），亦即將學習內容主題發展為不同層次，讓學習者循
序漸進，由簡而繁學習。概念或原理原則在不同層次中有不斷重新學習與
詮釋的機會，但在高層次的學習中，學習的內容則更為深廣。
布魯納也提倡發現學習法，發現學習就是讓學生獨立思考、組織材
料、發現知識、掌握原理。他認為：「不論是學生憑自己的力量所得出的
發現，或是科學家致力於尖端的研究領域的發現，實質上都是把現象重新
或轉換，使人能超越現象進行組合，從而獲得新的領悟。」布魯納之所以
强調發現學習，首要原因是他對於教學目標的看法，他認為，教學不僅應
該使學生確實地掌握學習内容，還應該盡可能使學生成為自主且自動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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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家。在學校教育結束之後，這樣的學生將會獨立向前邁進。布魯納的發
現學習論強調三個重點：
1. 在學生發現問題的答案前，他們的直覺思維是發現的前奏，因為透
過直覺，學生能發現解決問題的線索。
2. 學習情境必須是有結構性的，如此學習才會有效。
3. 學生在探索中的發現，無論答案是對或錯，都具相同的價值。
因此 Bruner（1960）提出，教師教學應該配合學生的身心發展，教導
他們如何思考；善用概念間的關聯性來建立結構化的數學知識，不但有助
學習上的理解和記憶，也能產生類比作用和學習遷移，培養學習者以簡馭
繁、統整知識及獨立思考的能力。Bruner（1966）還提出發現學習論有四個
原則，包括：
1. 動機原則：學生具有兩種天生的動機－好奇心及好勝心，因此在教
學活動設計時，需留有學生自由選擇獨立活動的時間，且教材應難易適中，
及考慮學生的個別差異。
2. 結構原則：任何知識的傳授，只要在教材組織結構上能配合學生學
習心理，都可以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
3. 順序原則：順序有兩種意義，其一為準備、動機（引起學生動機、
維持興趣，則易於學習），另一為教材方面，由具體到抽象、由簡單到複雜、
由動作表徵到符號表徵。
4. 增強原則：強調學習者是主動學習的，是自發的，是因好奇而求知
的，而因好奇而滿足其好奇心，便具增強作用。在教學中，教師扮演的是引
導角色，不講解教材，只鼓勵學生主動發現知識中所隱含的原則。

（二）對數學學習的啟示
布魯納和他的同事在大量數學學習實驗的基礎上，總結出數學學習的
四個觀點（孔凡哲、曾崢，2012）：
1. 建構－學生開始學習一個數學概念時，要以最適合的方法建構其代
表性的模型。
2. 符號－用螺旋式的方法來建構數學符號體系，以直觀的方法引進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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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概念，並使用熟悉而具體的符號來表示數學概念。
3. 比較與轉換－從具體到抽象形式之間的過渡，需要比較與轉換，其
中比較是幫助學生直觀地學習數學概念及提高抽象能力最有用的方式之
一。
4. 關聯－把各種概念、原理聯繫在一起，在一個一致的系統中學習。
說明和理解數學概念之間的聯繫，能使學生的學習較有成效。
布魯納注重認知能力的培養，提倡發現學習，強調學生學習的主動
性，教師扮演引導的角色，以及他提出教材由具體到抽象、由簡單到複
雜、由動作表徵到符號表徵的順序原則，對國內數學教育的教材編製與教
具的發展都有深遠的影響。

四、奧蘇貝爾「有意義學習」理論與對數學學習的啟示
奧蘇貝爾是美國心理學家，認知心理學的代表學者之一，曾在美國心
理學會、美國教育協會、美國醫學協會、全國科學院農業教育部、白宮吸
毒問題研究小組、生物學課程研究委員會等組織中參與研究工作，並於
1976年獲得美國心理學會頒發的桑代克教育心理學獎。

（一）學習理論觀點
奧蘇貝爾從兩個向度來區分學習：（1）依學生學習的方式，將學習分
為接受學習與發現學習；（2）依學習內容與學習者認知結構的關係，將學
習分為有意義的學習及機械學習。
接受學習是指將學習內容以特定的形式呈現給學習者，教師傳授，學
生接受，這種學習不關注學生的獨立發現，而在於將要學習的新知識與舊
知識作結合。機械學習是指學生並未理解符號所代表的概念，只是記憶某
個數學符號的使用規則或組合。而有意義學習則是在符號所代表的新概念
或新知識與學習者認知結構中已有適當知識之建立聯繫。
奧蘇貝爾認為學生的學習主要是接受學習，而非發現學習。接受學習
既可以是有意義的，也可以是機械的。同樣的，發現學習既可以是有意義
的學習，也可以是機械學習。那些只重視片段事實，而不理解其中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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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現學習便是機械的發現學習。奧蘇貝爾認為學校中的學習應該是有意
義的接受學習和有意義的發現學習，但他更强調有意義的接受學習，因為
在短時間内使學生獲得大量的系統知識是教學的首要目標。
奧蘇貝爾在教育心理學中最卓著的貢獻之一便是提出對有意義學習的
描述，他於1963年提出「認知同化論」（assimilation theory for cognitive
learning），也就是有意義學習理論（meaningful learning theory），有意義
的學習就是符號所代表的新知識與學習者認知結構中已經建立聯繫，是與
機械學習相對的概念。奧蘇貝爾所定義的認知結構是一個人觀念的全部内
容與組織，或一個人在某個知識領域的觀念的內容與組織。有意義學習的
過程就是新觀念與認知結構中的概念同化、儲存並交互作用，新知識納入
原有的認知結構中，從而獲得意義（孔凡哲、曾崢，2012）。奧蘇貝爾認
為學生是否能學習到新知識取決於他們認知結構中已有的相關概念，強調
事物必須對學生具有意義才能產生學習，並認為學生在學習之前的「先備
知識」（prerequisite knowledge）是產生意義學習的必要條件。
奧蘇貝爾將概念區分為「附屬概念」（subordinate concept）和「主導
概念」（superordinate concept）兩個層次，附屬概念代表學習者對事物特徵
的細部記憶，而主導概念則是對事物的整體認識，也是學習者學習新知識
的先備基礎。奧蘇貝爾認為學習者在學習新概念時，會用自己既有的先備
概念去檢核新概念，並試圖將之納入已有的認知結構中，從而同化為自己
的知識，學習會在「機械式」和「有意義」的向度上移動，逐漸達成「有
意義的學習」，如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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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蘇貝爾認知同化論的七個關鍵概念
有意義的學習（meaningful learning）：將新知識與認知結構中既存的
相關概念和命題做聯結，並且統整進這些概念裡。
含攝學習（subsumption）：將新知識包含進入既存的相關概念或命題
之下。
統整調和（integration reciliation）：整合不同但相關聯的概念成為一
新聯結的學習。
層級學習（superordinate learning）：與兩個以上有關聯但不同階層的
概念相聯結之學習。
漸進分化（progressive differentiation）：當新的含攝學習、統整調和
與階層學習產生時，概念與命題的意義會逐漸精緻化與類別化。
提綱挈領（advance organizer）：設計出一種簡單、有意義的學習綱
要，幫助學習者將新穎且特殊的知識與其已知的概念或命題作聯結。
機械式的學習（rote loaming）：以隨機、逐字複誦的方式將新訊息灌
輸進認知結構中。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自余民寧（1997）。

奧蘇貝爾提出有意義的學習可分為三種類型：
1. 表徵學習：符號與其所代表的事物或概念在學習者的認知結構中建
立了相對應的關係。
2. 概念學習：掌握同類事物的共同關鍵特徵。例如：三角形有三條相
連接的邊的共同關鍵特徵，而與它的大小、顏色等特徵無關。同類事物的
關鍵特徵可由學習者從大量的同類事物的不同例子中發現，這種獲得概念
的方式稱為概念形成。也可用定義的方式直接向學習者呈現，學習者利用
認知結構中原有的相關概念理解新概念，這種獲得概念的方式稱為概念同
化。
3. 命題學習：表示一些事物、概念或性質之間的關係。例如：「長方形
面積等於長乘以寬」，這裡的「長方形」、「長」和「寬」以代表長方形及其
長和寬，這裡的乘積關係是一般化的關係。在命題學習必須以表徵和概念
學習為前提，如果學習者對一個命題中的有關概念沒有掌握，他就不可能
理解此一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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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蘇貝爾認為好的「講授教學法」（Expository Teaching Method）是促
進有意義學習的最有效方法。講授教學法是由教師將教學內容組織成最後
形式（final form），並有系統地呈現給學生的一種教學方法。講授教學法
有別於傳統的注入式講述法（lecture），傳統講述法是教師單方面的講述、
灌輸；而講授教學法不只是教師的單方面講述，還包括師生的對答和資料
的關聯。因此，講授教學法是由教師將教材加以適當的組織，再以最後的
形式講解提示給學生，並由學生主動接受、積極參與而實施的教學方法。
因此，實施講授教學法，教師需要具備選擇適合學生教材的能力，並將教
材組織成最後形式，有系統地呈現和解說；學生必須要專心聽講，要能主
動瞭解教材的意義，並設法將之內化於自己的認知結構中，才能達到講授
教學法的成效。
奧蘇貝爾（1968）在其代表作《教育心理學：認知觀點》（Educational
Psychology, A Cognitive View）一書的扉頁上書寫：「如果要我用一句話說
明教育心理學的要義，我認為影響學生學習的首要因素是他的先備知識。
研究並了解學生學習新知識之前具有的先備知識，搭配設計教學，來產生
有效的學習，就是教育心理學的任務。」

（二）對數學學習的啟示
奧蘇貝爾「有意義的學習－機械學習」、「發現學習－接受學習」，
重新詮釋了講授教學與傳統注入式教學的差別，亦即教師將知識以特定的
方式呈現給學生，使學生進行有意義的接受學習，強調學生認知結構中舊
知識與新知識的交互作用，讓我國傳統的「講述法」及「機械法」數學學
習方法產生更新的認識。

五、皮亞傑「認知發展」理論與對數學學習的啟示
皮亞傑是瑞士心理學家與哲學家，他提出的認知發展理論是近代認知
心理學最具影響力的理論之一。皮亞傑於25歲時應瑞士日內瓦盧梭教育科
學研究學院主任的邀請，擔任盧梭學院實驗室主任，29歲回到他的母校納
沙特爾大學（University of Neuchatel）擔任心理學、社會學和哲學教授。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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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致力研究發生認識論，皮亞傑於1955年在日内瓦創建了「國際發生認識
論中心」並擔任主任，且集結當代著名哲學家、心理學家、教育家、邏輯
學家、數學家、語言學家和控制論學者研究發生認識論，對於兒童各類概
念及知識形成的過程與發展有深入研究。

（一）學習理論觀點
皮亞傑認為，認知的形成與發展是一種建構的過程，思維是透過與環
境的相互作用而經歷了一連串的蛻變，思維不僅僅累積經驗，而且也會因
為經驗而產生變化，因而得到更多的思維（李斯，2000）。皮亞傑的認知
發展理論（cognitive development）是根據他長期對於兒童的觀察與研究所
發展出來的。其中，思維操作是皮亞傑理論中的關鍵概念。他據此將兒童
的認知發展分為四個階段，年齡只是平均數，但皮亞傑認為順序是不變
的，每個階段都是下一個階段的必要基礎（Inhelder & Piaget, 1958; Piaget,
1970, 1974）：
1. 「感官動作期」
（sensory-motor period）
：出生至二歲左右，是感官動
作階段。在新生兒時期，嬰兒所能做的只是為數不多的反射性動作，藉著
行動（感覺、知覺）與行動的結果（環境）來認識世界，這一階段的嬰兒
建構了感官格式的認知結構。
2. 「前運思期」（preoperational period）
：二至七歲的兒童，這個階段的
兒童能快速地獲取圖像、概念和詞彙，而且能夠以符號的方式更流暢地說
話和思考。但缺乏因果關係、數量、時間、可逆轉性、比較等組織性的概
念，孩童還無法執行涉及這些概念的心理操作。因此，皮亞傑稱其為前運
思期。皮亞傑所謂的運思是指運用語言和文字去代表具體的事物，分類、
細分、在整體中辨認局部等都是典型的運思（李斯，2000）
。
3. 「具體運思期」（concrete operation period）：七至十二歲，這個階段
的兒童有了逆轉、守恆的概念，認識到數量在外型發生變化時並不會改
變，也有分類、排序和對應的能力。具體運思指這個階段兒童的思維需要
有具體物的支持，能在具體物的協助下解決一些問題。
4. 「形式運思期」
（formal operation period）
：十二歲以上，在發展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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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階段，孩子開始可以思考抽象的關係，例如比率和可能性。他們可以處
理代數問題，能夠作出假設、得到一些結論，並能有系統地思考科學問題
中的可能性。

（二）對數學學習的啟示
皮亞傑（1964, 1971）的認知發展理論中一個重要的觀點是自我協調理
論（self- regulation），意指人在遭遇難以理解的事物時，主動找尋新模式
的認知本能。自我協調是促進認知成長的動力，也是人在學習及瞭解新事
物時的認知模式。對於數學學習的啟示有：（1）給予發展階段相關的作
業，較能引起學習者有效學習；（2）認知發展每一個階段有一定的順序，
和年齡成長有關；（3）針對數學學習困難的學生，將教材調整至上一個運
思階段，可以幫助解決困難。

六、根本建構主義理論與對數學學習的啟示
建構主義是認知主義進一步地深化與發展，主要是在皮亞傑和維高斯
基的理論基礎上發展形成的。建構主義有兩大理論體系（Phillips, 2000），
主要分為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和心理建構主義（psychological
constructivism）（即根本建構主義radical constructivism）（陳昇飛，2004）。
在皮亞傑學習理論的基礎上，史坦伯格（Robert Jeffrey Sternberg）、格
拉斯婓爾德（Ernst von Glasersfeld）等人強調了個體的主動性在建構認知結
構過程中的關鍵作用，認為知識是創造的而非取得的，知識不是外在世界
的複製，也不是被動吸收或遷移他人的既有知識，而是學習者主動地建構
他自己所理解的或有意義的事物；社會建構主義則強調認知過程中學習者
所處社會文化歷史背景的作用。

（一）學習理論觀點
根本建構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格拉斯婓爾德（1995）提出兩項核心觀
點：（1）知識不能被動的接受，而是由認知主體主動構築而來的，認識活
動是「意義製造」（sense making）的過程，即主體依據自己的知識和經驗
建構出外在世界的意義；（2）認知的運作過程是一種調適的作用，為要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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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個體所經驗的世界，但因個體對於外在環境事物的體認不同，因此存在
個體心智中的「事物」並非客觀一致的。
Posner 等學者（Posner, Strike, Hewson & Gertzog, 1982）發展出一系列
極 具 影 響 力 的 「 概 念 改 變 模 型 」 （ Conceptual Change Model ） ， 簡 稱
CCM。此模型強調科學概念或知識的建立不是疊加，而是新舊概念間的重
整。要造成學生有概念發展的需求須滿足四個條件：對新概念感到可理解
的（intelligible）、似真實的（plausible）、豐富的（fruitful）、且對舊概念
感到不滿意（dissatisfactory）。當舊概念對於詮釋現象已有不足或瑕疵時，
人們大多會避免對既有知識架構作大幅修改，除非感受到舊概念和現象間
的嚴重衝突，才會引入新概念作為詮釋。在此理論架構下，學習數學不再
被視為單純的知識累積，而是概念意義的修改與概念間的重整，因此在學
習過程中，學生參與認知操作與概念闡述便成為關鍵。
根本建構主義對於學習與教學的主張在於學生對概念的理解是基於情
境及學生先備的「既有概念架構」來對新概念加以詮釋，因此學生對新概
念詮釋的結果可能與老師想表達的概念內涵大相逕庭。為了拉近師生對概
念理解的距離，課室中引導學生進行觀察、思考、分享與修正是不可或缺
的（McDermott, 1993）。
格拉斯婓爾德（1991）在 Radical Constructivism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一書的序言曾經提到，建構主義的觀點和傳統的教學觀念有些不同：
1. 數學概念並非像食物一般，從大人的手中傳遞給學生，除非這些概
念傳遞的模式合乎學生的學習經驗。
2. 從 教 育 的 觀 點 來 看 ， 建 構 主 義 最 重 要 的 部 份 是 明 顯 地 區 分 教 學
（teaching）和訓練（training）。教學目的在於讓學生對學習產生了解，訓練
在於表現學生的記憶。以分數的學習為例，前者的目的在於讓學生了解分
數的意義，後者則重視運算的速度及正確的答案。
根本建構主義在數學學習上有三項要點（陳昇飛，2004：74-75）：
1. 以同化與調適功能來詮釋獲得知識的歷程
格拉斯婓爾德進一步將皮亞傑提出的調適功能作為解釋人獲取知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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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機能，亦即學習的發生在於個體心智的同化與調適功能。格拉斯婓爾
（1996）強調個體獲知（knowing）的動態過程，經由這樣的變動過程所體
驗而來的知識是完全個人化的。同化與調適的機制在教學上的啟示是：直
接將知識「教給」學生是違反學習者的學習機制的，傳統講述式教學或未
經理解的練習不利於學習者產生調適作用，根本建構主義重視學習的歷程。
2. 提供有利於激發調適作用的教學環境
調適作用是指個體為了解決心智上的失衡現象而改變心智思維，而這
個失衡現象乃是週遭環境所引起的。反之，如果環境的改變對於個體而言
微不足道或是超出其能力所能察覺，個體便不會產生心智上的失衡，也就
無法激起調適作用。反映在教學中，教師如何去營造一個對學習者有挑戰
性的環境，關鍵在於教師如何針對學生的個別差異提供學習時的「限制性
規範」（constraints）。限制性規範一方面可提示教學目標，另一方面，限
制性規範的提供必須是因學生而異的，因此老師必須對每個學生的學習能
力和進度有所掌握，且有精熟的學科知識背景才得以勝任，這也彰顯了教
師的教學角色和專業素養。
3. 著重生活化與個別化的學習經驗
生活經驗不單只學習者的成長背景與環境，更需考慮其既有的學習能
力與條件。根本建構主義展現的學習取向重視個別的生活經驗，換言之，
學習的材料不應脫離情境因素或生活經驗。但這並不是指建構主義反對知
識的抽象化，而是學習應從與學習者息息相關的生活和經驗開啟，從學習
者能理解的解題策略和條件出發，逐步進入精緻的學術知識，因此建構主
義反對一開始就將最精緻的知識「教給學生」。

（二）對數學學習的啟示
首先，以建構主義的觀點來看數學，數學本身也是建構的產物，是鮮
活的、動態的、開放的、表現多元的，而非絕對正確的數學活動的結果，
這樣的數學觀也導致了數學課程觀與數學教學觀的變化（孔凡哲、曾崢，
2012）。
根本建構主義認為數學學習是經驗－歸納法（empirical-inductivist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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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個人概念與經驗間的調和（Mattews，1992），對數學學習的啟示包括
（孔凡哲、曾崢，2012；陳昇飛，2004；蘇育任，1997；Howe＆ Berv,
2000）：（1）教學活動的設計需考慮學生既有的認知結構，以學生進入學
習時的知識、態度、興趣為起點；（2）為有利於學生依據自己的理解建構
知識，教師需接納和了解學生的想法與能力，並據以佈置一個具有挑戰性
的情境，促發學生建構起關於知識的個人意義；（3）教師不只是知識的傳
授者，更應該是學生學習活動的促進者。

七、社會建構主義理論與對數學學習的啟示
維高斯基是蘇聯心理學家，社會建構主義理論的核心人物，社會文化
歷史學派的創始人，認為社會文化歷史背景對學習者有關鍵性的作用，社
會因素與個人因素的整合促成了學習。Millar（1989）認為學習雖涉及個人
知識的重新整合，但科學教育的目標在於公開的、社會化的知識，而非個
人化知識。Driver 等人（1994）認為科學知識是無法被直接發現的，無法藉
由「個人獨自閱讀大自然這本書」（read the book of nature）來學習，雖然
知識與概念的建構受到現象的規約，但人們也需要發明（invent）工具及特
有的觀點，才能對現象作詮釋與推論。

（一）學習理論觀點
維高斯基和皮亞傑同樣都肯定認知的主動性與主觀意識，但維高斯基
更強調認識活動中的社會性質，個體的認識活動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發
生的，「意義賦予」含括了「文化繼承」，也就是個體建構活動的概念發
展包含了與其相對應的「社會文化意義」的理解與繼承。
維高斯基主張學習可以帶動發展，個體的心智發展不只是生物學上的
自然生長，文化環境是個體心智發展的另一個重要主軸，而後者扮演的角
色在於引導或誘發。既然學習可以帶動發展，那麼個體心智的發展性有可
能多大呢？維高斯基在說明教學與發展的關係時，提出了「近側發展區」
（ZPD）理論。維高斯基（1978）認為傳統智力測驗的功能極為有限，所測
得的只是「靜態的」（static）和「僵化的」（fossilized）能力，無法度量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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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的個體心智的品質。他認為真正需要測量的不是個體已經具備的能
力，而是在他人引導之下所能表現與學習的潛力。因此維高斯基開創 ZPD
概念，並為其定義：是一種心智發展上的距離，是介於個體獨自解決問題
所顯示的實際發展水準，及在他人引導或有能力的同儕合作下的潛在發展
水準，這兩者所呈現的差距就是「近側發展區」（Vygotsky, 1978）。「ZPD」
並不是一段固定、明確的距離或空間，它會隨著個體的不斷成長而更新，
是在人際的對話互動中所創造出來的可能學習範圍。ZPD 概念對重新認識
教育與發展之間的關係具有重要意義。在課室的學習活動裡，ZPD 概念的
意義在於強調思考和教學中社會組織之間的關係，以合作來創造、獲得及
溝通，而不在強調技能由較多知識者到較少知識者間的移轉（Moll, 1990）
。
鷹架是（scaffolding）是 ZPD 概念的一個著名的運用，「鷹架」一詞由
Bruner 與其同事在 1976 年首先引用為教學上的一種隱喻。「搭鷹架」是指
他人提供有系統的引導及關鍵指示，讓個體能超越原有的認知層次（Wood,
Bruner & Ross, 1976）
。Bruner（1985）認為，如果學童在成人或較有能力的
同儕指導下有所進步，那麼指導者或同儕在這段時間內就如同學童意識
（記憶）的代理者（a vicarious fore of consciousness），直到學童能透過自己
的意識獨立完成活動。此時指導者或有能力的同儕即是扮演鷹架的功能，
提供學生在內化外在知識為心智工具上的支持，如同建築物的鷹架一樣，
當學生的能力增加後，「鷹架」便逐漸移開。因此，Bruner 認為學習要成功
必須具備兩個條件：（1）學習者必須願意嘗試；（2）教師必須提供一個
鷹架。
1990 年代末期，「社會文化」的觀點逐漸受到科學教育的青睞，「分佈
式認知」（distributed cognition）是其中之一。此觀點認為認知過程不應視
為單純發生於腦中的活動，學習應是個人與外界逐漸建立的有意義的關
係，而非個人獨自對外的詮釋（Salomon, 1993）。科學學習的過程除人與
人的活動之外，還包含（1）實體器材：如教科書、計算機、電腦；（2）
符號系統：如數學符號、關係圖；（3）物理環境：如教室佈置、課桌椅擺
放；（4）社群支援：如師生、同儕（Pea, 1993）。外在的工具與環境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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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協助思考，而是驅動思考的媒介（vehicle of thought）；工具與社群支
援能促使個人克服獨自思考無法理解的難題，提昇思考的層次（Perkins,
1993）。例如：計算機的普及降低了運算的瓶頸，擴展了可探討的主題；
電腦動畫的技術使得許多抽象概念得以具體化。由於科技的發展與普及，
大幅提升了學習的深度、廣度與速度，但享受這些便利之前，學生也須擔
負更多樣化的任務（Pea, 1993），例如理解工具系統的操作與判讀龐大資訊
等。

（二）對數學學習的啟示
社會建構主義認為個體的認識活動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發展得來
的，因此教室內的互動對話、搭建具學習效能的鷹架、形成溝通、辯證與
分享的討論文化對於數學的學習是很有幫助的。
綜合以上論點，我們可以了解到數學學習的理論與心理學的研究發展
有密切的關聯。二十世紀初，實驗心理學興起，講求應用客觀的觀察人類
外在的行為和實驗設計，來研究人類的行為進而推測人類內在學習的心智
活動歷程（陳梅生、吳德邦，1986）。但人類的學習要比其他動物複雜多
了，尤其是內在無法觀察到的心智結構的運作與轉變，於是在 1960 年代之
後，「行為學派」逐漸為「認知學派」所取代，迄今仍舊屹立不搖。

第二節 臺灣近五十年來中小學數學學習理論的演變
從臺灣數學教育的研究文獻探討中可以發現，我國幾次數學的課程改
革裡，有提及學習理論的，大多集中在國民小學的數學教育，國、高中以
上的數學課程相關的學習理論相對較少（參見林宜臻，2012）。此現象一
方面和我國的升學主義似乎有很大關聯，因為「考試文化」、「考試領導
教學」對臺灣國中與高中教學正常化的影響極大（陳正凡，2012；黃幸
美，2010），數學這一個科目的學習只要考試能拿高分即可，並不需要什
麼學習理論來幫助學習。另一方面也和我國多年來一直跟隨著美國心理學
研究的潮流發展有關（陳梅生、吳德邦，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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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如何學習」一直是心理學家很感興趣的議題之一。二十世紀初
期美國一些心理學家透過客觀的觀察和設計一些實驗，從外在的行為改變
來推論內在的學習心理，研究的對象大多是兒童，甚至包括雞、狗、猩猩
或老鼠等動物。由於實驗結果的不同，產了許多不同的學派，對人類的學
習有著不同的詮釋及爭議（陳梅生、吳德邦，1986）。若從民國 57 年臺灣
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至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這段期間，探討數學課程發
展過程中有關學習理論的演變，大致可以分為下列四個時期：

一、行為主義形式訓練時期
民國 57 年「SMSG 新數學」在高中數學課程修訂之後亦納入國中、小
學修訂的課程之中，希望中小學生也能提早接觸現代數學的概念與方法
（請參見第一章）。但是，當時數學教師的專業訓練不足，使得臺灣省國
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簡稱板橋研習會4）想盡辦法指導各縣市輔導員組成種
子隊，編寫教學活動設計，分區辦理數學教師研習（陳梅生，1986），期
望能夠在最短期間內讓教師學會如何教新數學，至於學生要如何學數學
呢？根據民國 58 年國民小學數學課本第一冊的編輯要旨內容所提：「3.本
書目標在『灌輸』兒童正確數學觀念，培育兒童基本數量知識，『訓練』
兒童計算技能，養成兒童凡事能從數量方面作考慮之習慣，並發展其解決
數量問題之能力；5.本書教材之組織一方面顧及兒童學習心理，一方面並顧
及數本身之系統；6.本書根據分布練習原則，各冊各單元均配有適當之習
題」（國立編譯館，1969）。由此觀之，當時的課程如何以「灌輸」、
「訓練」看待學生的學習數學。
實際上，正如陳梅生與吳德邦（1986）兩位學者所言，對於美國的數
學教育改革，我國是亦步亦趨跟隨在美國之後。由於「新數學」（New
Math） 教學強調對數學抽象結構的學習，美國在「新數學教學時期」（陳
梅生、吳德邦，1986）所編輯的教科書會依照數學概念的結構，依序編製
成系統性的教科書，希望教學時能顧及學生的「心智發展」並且提倡「發
4

由於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當時位處板橋，故又稱板橋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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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教學法」。但是由於課程內容實在太過於抽象導致學生難以理解，在這
樣的情況下，行為主義的「教師直接傳輸，學生被動學習」與「多練習才
會產生效果」等形式訓練的方式成為教學現場的主流（黃幸美，2010）。
臺灣此時期的數學教育，教材是新數學新教材，教法則是老方法（陳梅
生、吳德邦，1986），這老方法也就是在傳統教學法當中，最普遍、最受
教師歡迎的「講述法」。它的主要活動是教師依教學進度，把課本內容依
序講解給全班學生聽；學生則經由上課專心聽講或練習，以及課後的溫習
來熟練課本與教師所講授的知識內容。必要時，教師會補充許多教材或經
由考試增加許多練習的機會（張靜嚳，1996）。
由於當時小學是大班制教學，一個班級人數往往多達五、六十人，傳
統講述法的好處就是整個教室的秩序及教學進度完全掌控在教師一人手
裡，教師可以很有系統地一步一步將數學知識在很短時間內灌輸給學生，
考試前再大量出題目讓學生練習，少有溝通或討論，屬於單向式教學或俗
稱「填鴉式教學」。當然，會有很多學生因此不能適應進而討厭數學。教
師為了提高學習興趣，有的用高壓的手段，少考幾分打幾下；有的則用酬
賞制度，贈送東西或投學生所好。這種利用打罵來消除不適當的學習或利
用獎勵來增強某些被認可的行為，以及大量練習會讓數學成績提升等的教
學實際，皆與行為主義的教學法頗為相符。
SMSG 新數學改革失敗之後，接著美國民間團體在 1975 年開始推動
「回歸基本能力」（Back to Basic Ability）教育改革運動，可惜的是這項
改革仍然主張「學習就是訓練學生由刺激產生反應」、「每個學習者的學
習情況都是相似的，只要不斷地刺激－反應－再加強訓練直到會為止」
（段曉林，2000）。當時也正是教育部公布國民小學 64 年版數學課程標準
之際。

二、多元認知學習理論時期
民國 60 年初期國內數學課程的改革，一方面想要洗去新數學許多負面
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掀起了一股「實驗」的風氣，從高中數學實驗教材編
輯小組提出的實驗教材，到國小板橋研習會提倡的課程→教材→教法→教

74 數往知來歷歷可述—中小學數學課程發展史（上冊）

具→兒童作業→評量工具等全套有系統的實驗設計，或稱「國小數學理論
實驗」（林宜臻，2012：57-58；陳梅生、吳德邦，1986：473），皆企圖透
過教學實驗來修正教材。此一時期，在數學教育領域相關的文獻裡，提到
了許多當代學習理論如下：

（一）蓋聶（Robert Mill Gagné）的學習階層理論
蓋聶的教學與學習理論是在行為主義的觀點之上，融入了認知主義的
一些元素，例如概念與解決問題的心智歷程。蓋聶認為學習理論主要的任
務在於釐清及解釋人類各種學習的複雜性，教學活動應有合理的次序存
在，因此他提倡學習階層（hierarchy of learning）理論。
民國 64 年版的小學數學課程裡，實驗小組的成員曾經利用蓋聶的學習
階層理論，透過工作分析法，例如：「數數→重組→一位數+一位數→二位
數+二位數，不進位→二位數+二位數，進位」的方式將學習任務由高層次
至低層次一一分解變成小的學習任務，學生透過學習一連串較小的技巧，
獲得完整的行為（周筱亭，2017）。
雖然蓋聶提出人類心智能力的發展係由簡單至複雜，形成階層
（hierarchies）的學習階層理論，以及主張人類學習具有累進性的觀念，為
學校設計提供良好的理論基礎。但，此學習理論偏重結果忽略過程及學生
的個別差異、很難的教材並不適用、注重符號及紙筆測驗的教學等缺點
（周筱亭，2017），促發編輯小組再引進新理論的需求。

（二）皮亞傑認知發展階段理論
數學教育在小學數學 64 年版課程以前一直都是「行為學派」的作法
（魏慶雲，2009），民國 63 年奉教育部指示板橋研習會辦理「國民小學數
學科課程實驗研究」，因而成立了一個課程研究小組。其成員包括國民小
學數學課程、數學、心理、教育之專家學者及有經驗的國小現職教師。後
來透過周筱亭主任的關係，邀請了美國休士頓大學數學教育博士安德赫教
授（Dr. Robert Underhill）前來指導。安德赫教授引入了皮亞傑的認知發展
階段理論和布魯納的認知表徵理論（魏慶雲，2009）。
皮亞傑的發展階段理論及發展特徵如本章第 64 至 66 頁所述，他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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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先於學習」，不贊同藉由學習的手段加速兒童認知發展，不像布魯
納主張「任何學科的任何内容都能以適當的方式，有效地教给任何發展階
段的任何學童」那般積極。因此，影響了我國數學課程的發展朝向較消極
的配合學生的認知發展階段來安排，而不是利用課程的安排促進心智發展
階段的提升。

（三）布魯納動作、圖象、符號表徵三階段學習理論
布魯納的認知表徵理論有二個重點：第一、人類經由知覺而將外在環
境中周遭的事物或事件轉換為內在的心理事件的過程，稱為認知表徵或知
識表徵；第二、特別強調學生的主動探索，認為從現象變化中發現其原理
原則，才是構成學習的主要條件。針對學童的認知發展，布魯納提出表徵
系統論，他把認知發展分成三個學習階段：
1. 動作表徵期（Enactive Representation）：認為三歲以下幼兒靠動作認
識、了解周圍的世界，亦即靠動作來獲得知識。
2. 圖像表徵期（Iconic Representation）：認為兒童經由對物體知覺留在
記憶中的心像（Mental Image）
，或靠照片圖形等，即可獲得知識。
3. 符號表徵期（Symbolic Representation）：認為學童能運用符號、語
言、文字為依據的求知方式。
布魯納認為學習是學習者依照現有及過去知識為基礎而建構概念或新
知的主動過程，學習者係藉由認知結構，如基模或心智模式而選擇、改變
知識，及建構其假設、形成決策，以對經驗提供意義和組織，並允許個人
超越知識所給予的。
布魯納以認知論為基礎，提倡啟發式教學法，重視語言教學，認為語
言是認知發展的基礎，並且強調學習知識和身心成熟，對認知發展同等重
要，而發現學習可以提早讓符號表徵期來臨。
民國 64 年版小學數學教育的課程發展希望老師在教學過程中，能夠配
合學生的認知發展，由具體到抽象的過程協助學童學習數學。教具的操作
對學生而言是較數字與圖形具體的，加上政府配發每三班一套並且鼓勵使
用，教學方法也讓學生從具體操作、半具體操作，進入到抽象的、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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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楊美伶，2003）。使用教具教學成為 64 年版數學課程的特色之一。

三、知識理解與建構時期
民國 80 年代初期，無論國中或是國小均強調知識理解和建構（參見吳
怡璇，2014；鍾靜，2005），此時期的數學課程除了以建構主義的理念作
為學習理論的基礎外，也希望學生能利用創造性思考、溝通、分享、合作
學習等方式自主性的學習數學知識。同樣都屬於認知學習理論，在 64 年版
的數學課程裡，主要是運用到皮亞傑的認知發展階段論，在教學上大都著
重在配合學生的認知發展階段來安排教材。但在 82 年版的數學課程裡，則
運用了皮亞傑的發生認識論作為學習的理論基礎，即所謂的根本建構主義
（radical constructivism），運用了基模論（包括同化與調適的過程）來說明
個體是如何學習數學的。並且進一步以「共識域」（consensual domain）的
概念來說明學習者之間，必須透過溝通，形成一種可暫時存活的（viable）、
交互主觀（intersubjective）的共識，或「約定俗成」的概念作為學習的結
果。
另外，還有維高斯基的社會建構論，認為個體的認知發展受到個體所
處的環境、歷史、文化、社會所影響，而知識是個體和社會成員共同合作
所創造的。個人藉由符號系統，透過社會文化的互動，發揮潛能，便能達
成高層的認知發展（張世忠，2003）。維高斯基在認知發展論中也提到
ZPD 的概念。他將人們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稱為「實際發展水準」，經過
與成人或同儕合作之後之後解決問題的能力稱為「潛在發展水準」，而在
「實際發展水準」與「潛在發展水準」之間的差距則稱為 ZPD（張新仁，
2003）。維高斯基認為，學習與發展不是獨立的，而是一種互相影響的過
程。我們必須利用教學活動創造一個能不斷促進近測發展區的學習歷程，
引領學生發展更高層次的認知（孫賢霖，2008）。
除了上述有關基於建構主義所發展出來的學習理論之外，Wood, Bruner
和 Ross 在 1976 年引伸 ZPD 的概念（Maxim, 2006）提出了鷹架理論
（scaffolding theory）作為數學學習理論的基礎。鷹架理論是引導學生發展，
並經由老師及同儕的互動，建構學生的心理能力，使學生達成高一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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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發展（張世忠，2003）。而其中的互動與溝通，便是鷹架（scaffolding）
的概念。教學法是指老師與有能力的同儕給予輔助，使學生能跨越原來的
知識程度及技巧，完成任務，最終目標為不需輔助即能憑自己的力量完成
任務。一般而言，新手將任務分成很多細小的部分，依靠專家的輔助及自
己的能力一部份一部份完成。漸漸的，專家的力量一點一點的抽離，新手
的能力在這樣的過程中越來越強而有所增長（黃翊騌，2001）。
此外，Richard Skemp 的學習理論在此時期臺灣數學教育圈中也常被引
用。Skemp 本身是一位數學家，後來又投入心理學的研究。他以數學和心
理學作為基礎，主張數學學習可以分為二類：一是工具性的理解
（ Instrumental understanding ） ； 另 一 是 關 係 性 的 理 解 （ Relational
understanding）（Skemp, 1976）。工具性的理解指的是，在數學的學習過
程中，較偏向機械式的學習、背誦或只學規則或算則，例如背誦九九乘法
表及計算乘法問題。關係性的理解指的是，學生能夠了解數學概念或結構
之間的關聯，是屬於有意義的學習。例如，學生學習長方形面積公式之
後，老師再透過將長方形由對角線剪成兩半，讓學生發現直角三角形面積
原來是長方形面積的一半，進而導出底×高÷2 的直角三角形面積公式。
合作學習理論從 1970 年起被廣為提倡（于富雲，2001；張杏如，
2010）之後，由於合作學習的教學也是根植於社會建構主義（張世忠，
2003；郭英彥，2007），因此，臺灣的數學課程發展在民國 82 年版新課程
實施後，合作學習理論也逐漸廣泛受到青睞（周立勳，1994）。當時，數
學教育工作者大都認為分組合作學習是一種讓學生透過分組、小組成員互
動的過程中，達成共同目標的好方法，也經常認為將學生分組上課是一種
異於傳統教學的新方法。民國 57 年、64 年的數學課程，學習大都在個別以
及競爭的環境中進行，大部分的協助也都來自教學者；而競爭性的環境，
別人學習目標的達成也象徵著自己的失敗，互助行為更難以出現，唯有在
合作的學習環境中，個體的達成目標與其他個體目標的達成有積極的相
關，能營造同儕間互相支持的情境，程度較好的成員，能幫助其它的成員
達到其潛在發展水準。也就是說，經由合作所表現出來的成長，比個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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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競爭性學習得要好（黃政傑、林佩璇，1996；謝文芳，2007）。

四、能力培養時期
臺灣數學課程的發展，隨著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步入了一個強調能
力培養的時代。在這一個時期仍然以認知心理學相關理論為主，除了用來
定義學童的學習能力階段，也作為學生數學學習的理論基礎。九年一貫數
學課程的目標既強調發展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也重視學生數學能力的培
養，將數學能力視為國民素質的一個重要指標。因此，除了數學知識外，
演算能力、抽象能力及推論能力的培養是整個數學教育的主軸（教育部，
2003）。至於數學基本能力的內涵是什麼？這是教師在實踐九年一貫課程
時應該了解的重要課題（譚寧君，1996）。蘇俄學者 Krutetskii（1976）曾
經針對於中、小學生的數學能力進行實驗的研究，他基於訊息處理理論分
析出數學能力結構包含四個面向，對於臺灣中、小學生數學能力的培養，
極具參考價值：
（一）獲得數學訊息方面：形成數學問題的能力。
（二）處理數學訊息方面：1.數學符號的運算能力；2.一般化的能力；3.簡
捷思考能力；4.彈性思考能力；5.邏輯推理能力；6.逆向思考能力。
（三）保留數學訊息方面：數學記憶能力。
（四）一般綜合成分：空間思考能力。
由於九年一貫數學課程相當重視連結（鍾靜，2003）。除了數學本身
內部的連結之外，也強調與生活經驗的連結。荷蘭現實數學教育（Realistic
Mathematics Education, 簡稱 RME）的理念在 2001 年正式的引入臺灣（參
見林福來，2001），其核心概念視「數學是人的活動」（mathematics as
human activity）。這裡所指的「活動」包括：解題的活動、找尋問題的活動
和組織教材的活動（Freudenthal, 1971, 1973）。此外，RME 也認為數學是
根源於生活的，學生學習數學之後必須能展現該有的基本素養。因此，真
實 生 活 的 問 題 （ real-life problems ） 扮 演 相 當 重 要 的 角 色 （ Gravemeijer,
1996）。基於這樣的理念，現實數學教育主張學生學習數學，要從做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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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ng mathematics）開始，老師教數學則必須以問題為中心（problemcentered），擔任布題者的角色，不斷地提供具體的、脈絡化的問題給學
生，然後引導學生經歷重新再發明數學的歷程，並透過水平數學化與垂直
數學化等過程，慢慢提升學習層次至較形式化數學（Treffers, 1987）。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陳藝文（2013：30-32）的研究指出，臺灣的小學
數學課程從 64 年版、82 年版課程標準，到九年一貫數學課程的幾何教材皆
與荷蘭數學家 van Hiele 夫婦提出的幾何思考層次論（van Hiele, 1986）有
關。這五個思考層次分別為：

（一）層次 0─視覺期（visuality）
這時期的兒童根據幾何圖形的外表形狀來確認和操作幾何對象，也就
是能透過圖形的外觀來辨認，去學習詞彙、辨認，或是再創造一個與指定
圖形相同的圖形。在這個層次，學生由感覺來進行推理，他們能區辨不同
圖形，但是不能確定某一個性質，只注意圖形的視覺特徵 ──看起來一樣，
甚至能取代圖形性質的意義。這一階段的推理對象只是「有相同形狀」的
直觀圖形，這種推理的最後結果是產生圖形的概念化，這是以認識性質為
基礎的。

（二）層次 1─分析期（analysis）
這個層次的兒童是根據圖形整體外觀的樣子，而不是對單一圖形的認
識，能夠從性質上來認識和說明圖形或對象，或是藉由觀察、實驗操作的
方式，辨認圖形的特徵，但是還無法解釋性質之間的關係，也無法看出各
類圖形之間的包含關係。這時期兒童推理的對象，是一系列性質有關的幾
何圖形，推理的結果，是建立起性質之間的關係與次序。

（三）層次 2─非形式化演繹期（informal deduction）
這個層次的兒童可以形成抽象的定義，區別概念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
件，能理解、甚至做一些邏輯推理。他們能根據性質，按層次將圖形、對
象分類，並能給出非形式的推理，來證實這種分類。他們能了解定義，並
解釋非正式的論證。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體會定義不只是描述一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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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種邏輯組織的方式，但不能了解證明定理的重要性，不能由不熟悉
的前提去建立證明結果的成立。在這個層次，做推理是對象的一種性質，
推理的結果，是將已有的性質與對象聯繫起來的概念加以重新組織。

（四）層次 3─形式演繹期（formal deduction）
這一個層次已經有能力去檢驗圖形的性質，能了解在一個公設系統中
去建立幾何理論的意義，能認識到定義、公理、定理以及未定義的對象之
間的差別，是能夠加以證明，並且了解證明的方法不只一種，能理解充分
或必要條件的內在關係，能發現正逆命題之間的差異性。這層次所推理的
對象是性質之間的關係，結果是建立起「關係的關係」，用一系列的幾何
系統邏輯關係來表達。

（五）層次 4─嚴密期（rigor）
這個層次能在數學系統中做形式推理，在參照的數學模型不出現的情
況下研究幾何、理解公理系統間的關係，而不是只有在一個系統中做推
論。也能區分歐幾里德與非歐幾何的差異，甚至可以自創一種幾何公設系
統。一般人很難到達這個層次，即便是數學學者也不易達成。這個層次所
推理的對象是形式對象的關係，推理的結果將是建立起幾何的公理系統，
並作闡述與比較。
van Hiele 提出的幾何思考層次理論具有以下五點特性：（一）次序性
（Sequential）：上述這些層次間的發展是有順序性的，學生必須先取得前
一層次的學習策略，下一層次才能獲得成功發展；（二）進階性
（Advancement）：從一個階段進步到另一個階段，主要是受教學方法和內
容的影響，而不是年齡的成長，但也沒有教學方法可以讓學生跳級；
（三）內在性及外延性（Intrinsic and extrinsic）：一種圖形，在層次 0 的學
生只能接受其特定形狀，其他的性質必須要到下一個層次才會被分析和研
究；（四）語言性（Linguistics）：每一層次均有其特定的的語言符號和這
些符號之間的連結系統（van Hiele, 1984）。因此，在某一層次是正確的語
言，到了另一個層次可能就要修改了；（五）不適配性（Mismatch）：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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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教學所採用的內容、材料或語言，如果和學生所在的層次不一樣，那麼
學習和進步將不會發生（Crowley, 1987：4）。總之，van Hiele 認為學生在
幾何各層次上的發展，教學的重要性凌駕於學生本身年齡的成熟度。因此
教學的組織與方法、內容和教材的選擇與使用均非常重要。基於這樣的理
念，van Hiele 進一步訂出幾何學習的五個階段理論，包括：詢問（Inquiry）、
直接引導（Directed Orientation）、解說（Explication）、自由引導（Free
Orientation）、統整（Integration），進一步說明如下：
階段一：詢問（inquiry/information）
在第一階段，學生與老師會在同一層次上進行對話和探究的活動，包
括：觀察、問題探討，還有介紹這一層次的特殊字彙等。舉例來說，老師
會問學生：什麼是菱形？它是一個正方形嗎？還是一個平行四邊形？他們
有什麼相同的地方？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你認為正方形是一個菱形嗎？
菱形能夠成為一個正方形嗎？為什麼你那樣說呢？…這些活動的目的有
二：（1）老師可以學到有關於這個特定主題，學生有什麼樣的先備知識；
以及（2）學生學習到下一步即將到進行的探究方向。
階段二：直接引導（Directed Orientation）
老 師 必 須 細 心 的 整 理 許 多 的 教 材 ， 然 後 設 計 成 較 短 的 任 務 （ short
tasks），逐步地引導學生透過手邊的教學材料來完成任務。例如，要求學
生利用幾何扣條去製作一個對角線相等的菱形，一個比較大，一個比較
小。另外一個活動可能是用四個直角去製作一個菱形，或用三個直角、二
個直角、一個直角做一個菱形。
階段三：解說（Explication）
基於先前的經驗，學生對於所看到的結構，表達他們的想法或彼此交
換意見。在這個階段，老師不是去幫助學生使用正確且適當的語言，而是
將自己的角色最小化。在這個階段，層次的相關變得較為明顯，師生之間
會共同討論在之前的活動中，會出現什麼樣的圖形和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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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四：自由引導（Free Orientation）
這一階段，學生將面臨更複雜的任務──這些任務可能需要許多步驟，
或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來完成，且是一個開放性的任務。學生從發現自己的
方法或解決問題中獲取經驗。在他們所探究的領域中，學生透過自我導向
的學習，許多物件之間的關係，變得愈來愈明白。
階段五：統整（Integration）
學生透過回顧和總結所學，對於這些物件和關係，形成一個有系統的
網絡，老師也可以從旁協助綜整。然而，重要的是學生所獲致的結論可能
不是新的發現，菱形的特徵與屬性仍然跟往常一樣被整理出來。但最後，
新的想法還是取代了舊的想法，學生已準備進到下一個層次，再重覆這五
個階段來學習（Crowley, 1987：5-6）。
Van Hiele 的幾何思考層次理論和後來提出這五個階段的幾何學習理
論，皆具有相當紮實的實證研究基礎，因此在近二十幾年來，影響了世界
各國不僅是幾何課程的發展，也幫助了中小學數學教育工作者更清楚幾何
的教與學必須注意的關鍵點。
從上述四個時期的演變來看，行為主義的學習理論落伍了嗎？其實不
然！提起傳統數學教學，都會和行為主義作連結，甚至覺得機械式的訓練
並不足取。但是近年來，行為主義的學習理論，從小學到高中仍然有應用
於數學教學實務的研究，且有不錯的效果。例如：江惠真、李亦欣
（2016）在一所私立中學將一、二年級普通科之學生認為最困難的單元--廣
義角三角函數，依據編序教學的架構，將教材細分成五個階段，讓 368 位學
生從簡而繁，由淺入深按照順序學習，且每一階段學習皆要求達到精熟水
準，才能進行到下一階段。最後，進行總結性評量，結果發現有 89.8%的學
生都能達到及格標準，效果令人滿意。
楊凱翔、陳振遠（2017）在一所小學發展一套結合編序教學法與數位
遊戲的學習模式，採準實驗研究法探討其對國小五年級學生「分數的概念
（含等值分數）」、「異分母分數比大小」以及「異分母分數的加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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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部分的數學學習成就與學習態度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結合編序教學
法之數位遊戲式學習模式能顯著提升五年級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及學習態
度。
1970、80 年代，臺灣有關認知發展的研究，以皮亞傑的認知發展階段
理論佔大多數（陳李綢，1985）。例如，劉錫麒（1974）以皮亞傑的理論
進行實驗研究，探討臺灣兒童保留概念之發展。結果發現，臺灣的兒童各
種具體保留概念的發展順序與皮亞傑研究的結果相類似，年齡愈大的兒童
其保留認知能力愈高。黃曼麗（1980）研究國中二、三年級學生具體操作
與形式操作之推理能力，結果發現國中二、三年級學生大多數的認知發展
均在具體操作期及過渡期，因此國中生仍需要透過操作具體物，才能有效
的學習。從具體操作到形式操作的教學仍然適用於國中學生。吳武雄
（1981）以皮亞傑的理論設計團體測驗，進行國中生認知發展與科學、數
學課程學習之相關研究。結果發現在 283 位受試者中，只有 35.69％學生進
入具體操作期，有 53.36 ％學生列為過渡期，10.95 ％學生認知能力達到形
式操作期；形式操作期的學生，對科學及數學課程的學習興趣高於未達形
式操作期的學生。而且在科學及數學課程的學習成就也有較佳的表現。當
時，陳李綢（1985）認為布魯納的認知發展理論對教學及教材之改變也具
有重大的意義及貢獻，但相關的研究卻不多。於是以臺北市景興、古亭、
東門及長春國小三至六年級 160 名學生為研究對象，並設計一套完整、符合
中小學生認知結構之「認知表徵能力測驗」，藉以研究中小學生之認知發
展階段。結果發現，不論國小或國中生皆以動作表徵能力最佳，以圖像表
徵能力次之，以符號表徵能力最低。其次是小學學生對數學教材的認知方
式，以動作表徵、圖像表徵及符號表徵的順序呈現，其認知學習是最有效
果的。因此，也印證了國小及國中生數學教材，由具體、半具體到抽象的
表徵方式是符合臺灣中小學生的認知發展方式。
從 1990 年代末期開始，由於建構主義與情境化運動興起，數學學習理
論開始產生重大的變革（黃永和，2007）。如同皮亞傑、布魯納的理論，
除了注重個體的認知歷程之外也開始重視社會文化、同儕對個體認知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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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 Wood、Bruner 與 Rose（1976）延伸維高斯基的「近側發展區」的
觀念提出了鷹架理論，在臺灣 82 年版小學課程標準公布後，與建構教學同
樣興起一股研究與應用的浪潮。陳育琳和徐照麗（2007）以行動研究的方
式，利用「同儕鷹架」為理論基礎，對國中三年級學生實施數學日記、合
作學習、數學討論等教學策略，探討「同儕鷹架」對國中學生數學態度的
影響，結果顯示有許多學生對數學從畏縮退卻，轉變為有自信心等的正面
效果，對於臺灣中小學生經常有數學焦慮感或缺乏自信心的現象，頗具參
考價值。
關於數學成就和數學態度的研究，陳雅苹（2015）也在研究論文中比
較國中教師施行「分組合作學習教學法」與「傳統教師講述教學法」對國
三學生在數學學習成就與數學學習態度的影響。她採用準實驗研究法
（Quasi-experiment），對台中市某國中九年級 60 位學生進行 8 週的教學實
驗研究。課程內容為國三數學「外心、內心與重心」單元及「二次函數」
單元，以「數學學習總結性評量」、「數學學習態度量表」與「學生分組
合作學習經驗問卷」為評量工具。研究結果發現：「實驗組」低能力水準
學生在數學學習成就上顯著優於「控制組」學生；「實驗組」學生於施行
此教學實驗前、後，在數學學習成就上有明顯提升；「實驗組」學生的數
學學習態度也明顯優於「控制組」學生。
至於九年一貫數學課程的實施，以幾何為例，紀小玉（2006）研究以
van Hiele 的幾何層次理論為基礎，探討接受九年一貫課程國小學童對於基
本平面幾何圖形概念的認知。研究對象為臺灣地區隨機抽取之國小學童一
至六年級共 2225 名。經統計分析結果發現，各年級在各層次的基本平面圖
形通過率，高年級的表現優於中年級，中年級又優於低年級。顯示 van
Hiele 所提出幾何思考層次的發展是循序漸進的，每一個層次的概念一定是
來自於前一個層次的概念相符合。不同地區、不同年級的學童，在基本平
面幾何圖形及 van Hiele 幾何層次的表現有顯著差異。
從上述的許多本土的實證性研究可以得知，雖然近五十年來臺灣中小
學數學學習理論的引進各時期皆略有差異，然孰優敦劣並無定論，行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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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學習理論並沒有被淘汱，一切存乎教學者如何巧妙的設計及運用而
已。

第三節 小結
臺灣數學課程的發展，自民國 57 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以來，一直
都是隨著世界潮流在走的。1970 年以前，行為主義主宰了整個教育思潮，
臺灣的數學教育亦跟隨史金納等人的觀點，即行為學派的學習理論進行
（魏慶雲，2009）。在教學的過程中強調灌輸、訓練和反覆練習，對於數
學學習則重視外在行為的改變和學習的結果。1970 年之後，隨著認知學習
理論的引進，皮亞傑、布魯納等人的理論逐漸盛行，我們的數學教育轉而
重視學習者的學習歷程，以及內在心智改變。隨著建構主義的學習理論
（Cobb, 1988; Dengate & Lerman, 1995 ）慢慢地成為顯學，這時候臺灣的數
學課程也由「課程標準」時期進入「課程綱要」時期。回顧臺灣數學課程
發展史，有關數學學習理論的演變，可以說是在「行為主義與建構主
義」、「被動接受與主動建構」、「反覆練習與理解溝通」、「學科為中
心與學習者為中心」以及「知識的傳遞、知識的建構、數學能力、數學素
養」之間，慢慢地調適、融和及朝向多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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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於民國 38 年遷台後，國民小學課程標準歷經民國 41 年
（1952）、51 年（1962）、57 年（1968）、64 年（1975）和 82 年（1993）等
5 次修訂（參見梁淑坤 2011；國立編譯館，1980a；歐用生，2011）。由於
臺灣在日治之後，政府忙於接收工作，百廢待舉，教育在政策及制度上並
沒有重大的改變，直到民國 57 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才開始帶動了臺
灣教育全面的革新（騰邑文化編輯部，2013）。本章探討民國 57 年到民國
82 年間，總共三次修訂的小學數學課程標準，論述這段期間（即課程標準
時期，簡稱本時期）數學課程發展的過程。總共分為五節，第一節課程標
準制定之緣起；第二節本時期課程理念與目標；第三節本時期教科書的內
容與特色；第四節本時期教學與評量的特色；第五節小結。

第一節 本時期課程標準修訂之緣起
課程標準是教育行政機關依據各級學校教育目標而擬定的各學科相關
的 規 定 ， 作 為 選 擇 教 材 和 實 施 教 學 的 準 繩 （ 孫 邦 正 ， 1971 ； 歐 用 生 ，
2011：277）。而課程的修訂其背後隱含了時代背景、社會變遷，其內容也
會隨著社會需要而變動（司琦，1971）。換言之，課程標準的修訂定有其時
代背景也反映了當時社會對教育的期待以及教育相關知識典範的轉移。茲
說明小學數學課程標準從民國 57 年、64 年到 82 年期間三次修訂的緣起，
至於詳細的時代背景請參見第一章。

一、民國 57 年頒布國民小學數學暫行課程標準
由於臺灣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人口快速增加、經濟也跟著穩定成長，
隨著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對於教育的需求隨之增加。其次，二次大戰
後，國際教育的趨勢為延長義務教育年限來提昇國民的教育水準，臺灣當
時延長義務教育年限之條件業已成熟，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是順應著世
界的潮流（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1974：324）。再來，就是政治與
國防建設的需要，延長義務教育，亦可直接提高國民之知識水準，間接更
可提高國軍素質，增強反攻復國力量，對鞏固國本及復國大業影響甚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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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1974：325）。
在前述的時代背景之下，總統蔣介石先生於民國 57 年 1 月 27 日下令
並且公布「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宣告臺灣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正式開
辦。教育部為積極籌畫九年國民教育之實施，於民國 56 年 9 月著手修訂國
民中小學課程標準，至 56 年 12 月修訂完成。57 年 1 月正式公布，同年 8
月全面實施（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1984）。由於沒有充裕的時間進
行溝通討論、進行實驗、試教和檢討改進，因此稱為「國民小學暫行課程
標準」。
這次課程標準的修訂，在國小課程方面，數學科的改變最大（陳進
金、董群廉，2000）。數學課程除了參考納入 SMSG 這套教材之外，還改
變以往小學六年區分初級四年、高級二年之編制，採取六年一貫制與統整
原則，也將過去歷來所稱的「算術」改為「數學」，珠算教學，從高年級
（民國 51 年課程標準）改列在中年級，以便能與筆算相配合（司琦，
1971；邱石虎，2007；呂溪木，2007；教育部，1962；徐南號，1996）。
此次暫行課程標準之特色為國小與國中數學、自然及社會課程之銜
接，教材刪除重覆的部分，採一貫之精神編排（教育部，1968）。整個課程
修訂除了重視民族精神、生活教育外，也強調職業訓練，希望能矯正以往
學而優則仕的觀念；另一方面也使學生能夠依個別需要，從事就業之準備
（白亦方、劉修豪、黃炳煌，2011），所以此時期小學數學科、國語文、社
會、自然各學科都一樣把教育目標訂在「使兒童獲得生活必需的基本知識
與技能」（國立編譯館，1980a：1）。其中，全面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
課程採九年一貫之精神是臺灣教育發展過程中的一項創舉，也是重要的里
程碑。

二、民國 64 年頒布國民小學數學課程標準
教育部為配合兒童身心之發展及國家社會需要，對於 57 年公布之「暫
行」課程標準，早有通盤再研究和準備再修訂的計畫（教育部教育年鑑編
纂委員會，1984）。隨著政治、經濟、教育與文化的發展，新的教育思潮、
新的教材教法不斷的改進，以及教育部為長期發展國民小學科學教育，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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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民國 61 年 7 月正式成立「國民小學科學教育實驗研究指導委員會」訂定
國民小學科學教育課程實驗研究計畫，並轉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委託臺灣省
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執行。民國 62 年起先進行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新課程的
實驗，民國 63 年 6 月完成全部實驗教材之試教與修訂工作，成效不錯。於
是，數學科課程實驗研究乃參考自然科學課程實驗研究模式，於民國 63 年
7 月至民國 71 年 6 月止，展開為期 8 年的小學數學新課程的實驗研究（教
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1984）。在國民小學科學課程實驗研究這段期
間，教育部於民國 64 年 1 月，正式組織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修訂委員會，開
始進行遷台後第四次國民小學課程標準的修訂。這次課程標準的修訂，曾
經有 9 所師範專科學校參與。同時，教育部也指定近百所國民小學，進行
課程標準、教材、教法和成績考查的實驗，且提出許多改進的意見，加上
國小課程之比較研究和座談會資料等，經過整理、研商和諮詢後，依修訂
程序，於民國 64 年 8 月完成並公布施行（歐用生，2011：281）。此發展過
程打破以往未經實驗研究而由專家修訂課程標準、編寫教科書及教學指引
的成規（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1984）。
但是，在本次課程標準中除了揭示：國民小學教育以培育活活潑潑的
兒童、堂堂正正的國民為目的，要依據三民主義，注重倫理、民主、科學
教育之實施，加強民族精神教育及生活教育，力求德、智、體、群四育之
均衡發展，以及強調「本課程標準以民族精神教育和生活教育為中心」之
外，在 64 年版課程標準中，也第一次出現：「本課程標準是課程編制的基
準，各科須依據本課程標準中之各項規定實施之。」（教育部，1975：8）
這樣的指示，可以看出此時期中央集權的色彩，仍然存在（歐用生，
2011）。
民國 64 年國民小學數學課程標準的修訂，主要是因應民國 57 年實施
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時，受到美國新數學課程（SMSG 教材）影響所作的調
整，配合國民小學科學教育課程實驗研究計畫的實施，以及對臺灣首次推
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後，對於教育本質及對象的重新思考（游自達、陳淑
娟，2015；魏慶雲，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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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國 82 年頒布數學課程標準
隨著政治改革開放，臺灣的教育制度也從中央集權逐漸開放和解構。
教育部為因應社會變遷和教育發展需要（教育部，1993：346），於民國 77
年召開第六次全國教育會議，將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修訂的任務由「國民教
育司」轉至「教育研究委員會」，修訂工作歷經五年，於民國 82 年 6 月終
告完成。教育部於同年 9 月 20 日公布新修訂總綱及課程標準。此次修訂因
為加入了「鄉土教學活動」，提到「愛家、愛鄉和愛世界」，是過去只強調
「愛國」所未曾提過的，這是臺灣課程史上值得注意的一大突破（歐用
生，2011 ）。
而小學數學課程的發展自民國 64 年公布課程標準至民國 82 年，歷經
十八年之久，期間教育、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的轉變，使得舊的課程標
準已不符合時勢所需（周筱亭，1995）。總而言之，促成 82 年版小學數學
課程標準的修訂，主要的力量大致可歸納出以下三項（教育部，1991；張
素宜，2009）：
（一）社會的需求：自民國 64 年頒布的課程標準，歷經 18 年，期間政
府的解嚴，社會型態轉變，民主意識抬頭，課程應該配合民主化趨勢，加
以調整。
（二）兒童的學習行為理論：兒童的學習必須在有意義的學習中，才能
獲得知識的主張，成為數學教育工作者普遍的共識。64 年版數學課程實施
的結果，學生只熟悉課本題型，班級中有一成的孩子，對於數學產生焦
慮。
（三）數學教育圈對數學教育的看法：認為數學即解題（mathematics as
problem solving），學生必須養成主動思考的習慣。強調社會互動歷程可以
幫助學習。對於抽象運思的活動，可以透過溝通，討論，並形成約定成俗
的產品。
簡而言之，臺灣數學課程的發展與演變超過五十年，這段演變的過程
是臺灣數學教育史上的重要紀事，但是在這一方面回顧性的論文，目前仍
然相當缺乏，也相當重要（林碧珍，2010）。國小數學課程在課程標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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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發展過程之中，57 年版的數學課程受到美國新數學（SMSG）的影響，
以及屬於「暫行課程標準」，在數學教育留下很大的改革空間。64 年版的
課程標準有一個長期的課程實驗研究計畫支持，歷經 18 年，是目前國內使
用時間最久的數學課程。82 年版因民國 76 年的政治解嚴，促使社會政治朝
向民主化，以及 1989 年美國數學教師協會（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NCTM）所出版的課程標準影響，數學課程的發展開始注意到
兒童在學習中所處的地位，以及與建構主義有關的教育理念。上述這段期
間數學課程的變遷並非一朝一夕，有其獨特重要緣由與時代背景。

第二節 本時期的課程理念與目標
一、57 年版國民小學數學暫行課程標準
（一）課程理念
採取九年一貫之精神，加強民族精神教育、生活教育及職業陶冶為中
心，配合現代教育潮流及國家經濟建設之需要，以培養手腦並用術德兼修
之基層建設人材（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1974：202）。

（二）課程目標
民國57 年，教育部公佈「國民小學數學課程暫行標準」(教育部，
1968)。其課程目標有七項，分別為：
1. 從解決有關數量問題之經驗中，訓練兒童解決家庭、學校、社會、
日常生活中有關數量問題之能力。
2. 訓練兒童對日常生活中之問題，作數量方面之考慮。
3. 發展兒童對數、計算、實測之興趣與能力。
4. 培育基本數量知識。
5. 發展兒童思考及組織之能力。
6. 瞭解我國發明珠算的貢獻，及學習珠算的重要。
7. 指導兒童熟練珠算四則運算方法，增進正確、迅速的計算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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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時期修正之重點與特色（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1974：
203）
1. 在課程目標中增列「發展兒童思考及組織之能力」一項。
2. 取消將問題分成類型，並酌採代數方法解決問題。
3. 各學年增列集合基本觀念之介紹，刪減不必要之計算。
4. 擴大認數範圍：
（1）將二年級二位數之認、命、寫，改為三位數之認、命、寫。
（2）三年級改為四位數之認、命、寫。
（3）四年級改為五位數之認、命、寫。
（4）五年級改為五位以上數之認、命、寫。
（5）應用題編入有關各節中，不成為獨立的項目。
（6）簡化百分法之計算教材，小數之計算教材與分數取得適當聯絡，
並細為調整。
（7）珠算教學，原在五、六年級，為配合數學教學內容，提前三、四
年級實施。
由上述的課程理念可以看出，此課程乃是順應著世界潮流走的，除了
義務教育是世界趨勢之外，另一個就是深受美國「數學研究小組」（School
Mathematics Study Group, SMSG）的數學課程影響（王克蒂、譚克平，
1997）。美國在西元 1957 年蘇聯成功地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後，認知到太
空的競賽有些落後想要迎頭趕上，於是緊急通過國防教育法案，提供大量
經費從事數學與科學課程的研究與改革，當時負責數學課程改革的數學學
者比格爾（E. G. Begle）於 1958 年成立 SMSG，他們從高中的數學課程，
至初中和小學的數學課程，一路發展而下，發展出一套所謂 SMSG 的數學
教材，後來也被稱為新數學（New Math）。這套教材由於投注了大量的人
力和經費，有一定的水準，在當時舉凡重視數學現代化的國家紛紛仿照這
套教材，進而修訂成為自己國家的數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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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數學教育也在戰後趕上這股數學教育現代化的風潮。民國 51
年，教育部先成立高級中學數學科及自然科教材研究編譯委員會，由李新
民先生擔任小組召集人，委員包括羅芳樺、徐道寧、康洪元、胡澄生、彭
商育、余榮昌、蕭煥林、周宗樺等，對美國 SMSG 編印出版之中學實驗教
材，進行研究與翻譯工作，並擬定高級中學數學科教材大綱，作為高級中
學數學科課程標準之補充，自五十四學年度開始實施。這是臺灣數學教育
現代化的開端（林來發，1972：19-20）。
民國57年1月，教育部為了配合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之實施，將SMSG教
材延伸到國中與國小階段，數學課程標準不僅大量的採用現代化的數學內
容，國民小學算術科為使其能切合現代化的需要，決定更名為數學科，從
此臺灣的數學教育總算已能把握住世界的潮流趨勢（林來發，1972：20）。
此外，民國57年版的數學課程改革也希望學童能夠學習在生活中有應
用價值的數學。例如，在教育部公佈「國民小學數學課程暫行標準」課程
目標的第一項即指出：從解決有關數量問題之經驗中，訓練兒童解決家
庭、學校、社會、日常生活中有關數量問題之能力。其次是珠算，它在當
時被視為是各種行業與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計算工具（圖4-1），也是我國傳
統的運算學科，在數學教育方面有別於西方國家的一項特色（周立勳，
2003）。
臺灣當時社會就業市場非常迫切需要商業計算人才，而珠算教育也培
養出許多學生對珠算產生興趣，進而參加各項檢定與比賽，最後成為商業
會計人才，進到金融銀行體系上班（廖蕙婉，2008）。從此次修訂的暫行
課程標準裡，可以看到珠算教育在七項課程目標中就佔了二項，一方面期
望學生能了解發明珠算、學習珠算的重要；另一方面也希望能透過珠算的
學習增進心算及正確筆算的技能（教育部，1968），珠算教育的價值和地
位顯然受相當程度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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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國民小學數學課本第七冊之珠算教材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1971：94）。

二、民國 64 年公布國民小學數學課程標準
（一）課程理念
國民小學的數學科是國民小學教育課程中的一環。它與其他各學科以
及各種教育活動作密切的配合與關連，以實現國民小學教育的目標。然
而，國民小學數學科卻有其獨特的處理對象與內容。其所處理的對象不外
乎自然界或社會中各種事象的數、量、形的層面，以及存在於這些層面中
的各種關係、變化與運動等。換言之，國小兒童經過有關數、量、形以及
在於其中的各種關係、變化與運動等的實踐與學習活動之後，所獲得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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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然或社會中各種事象的認知、技能，以至於由此產生的各種「形
式」，即國民小學數學科的內容（國立編輯館，1980a；臺灣省國民教師研
習會，1977：25）。

（二）課程目標
民國64年，教育部正式公布「國民小學數學課程標準」（教育部，
1975）。其課程目標為：
1. 養成數、量、形的正確觀念，進而考慮其形成的需要與功能。
2. 學習數、量、形的基本知識與原理，獲得其基本技能，進而有效地
提高在生活上的實踐能力。
3. 能運用數、量、形之間的相互關係，及使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而
解決日常生活中有關的問題。
4. 養成從數學的觀點考慮日常事項的興趣與習慣，進而運用數學的知
識與方法，發展其推理、組織與創造能力。
64年版數學課程在目標方面，除強調組織化、明確化，比57年版更注
重「概念的培養」和「思考訓練」；在教材綱要上，在舊有的課程上加以
調整、增刪和改進，並且強調內容的整體結構能縱向、橫向連結並和國中
數學課程關連、重視數學術語與符號的價值和功能；在實施方法上，強調
學習過程與結果並重，及兒童自動自主的學習型態，由具體、半具體到抽
象的學習層次（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1977）。
在內容上，57年版和64年版都同樣標榜數學要從生活經驗中學習，並
能用於生活，提高有關數學知識、概念、思考、技能，以及學習的興趣。
不過，64年版數學課程標準更強調「數理思考」的培養（國立編譯館，
1980a：37-38）。
再者，57年版暫行課程標準沒有提到「形」這個部分，而64年版則出
現學習數、量、形的基本知識與原理，獲得基本技能，進而有效地提高在
生活上的實踐能力。57年版的課程標準裡，幾何教材的份量顯然較少，且
多是平面圖形的探討（林秀瑾、張英傑，2005），64年版的課程標準則可
以看出幾何（形）的地位與「數」、「量」並重（黃幸美，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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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珠算能力」直到民國64年的課程標準公布仍被視為「實測與計
算」的教學目標之一（周立勳，2003）。回顧我國國民中小學數學課程的
課程發展，小學數學課程標準內設有珠算的教學時間，依照民國五十一
年 、 五 十 七 年 （ 暫 行 ） 、 六 十 四 年 課 程 標 準 （ 教 育 部 ， 1962 ， 1968 ，
1975），對珠算教學內容的變遷，各年級分配如表4-1。
表 4-1 我國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中的珠算教學的變遷
版本
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民 51 年

民 57 年

民 64 年

加、減法及混合計算
小數加減法及混合計 含加、減法及加減混
算
合計算
乘數一位、二位乘法
除數一位、二位除法
學會加減法及混合計
增進加減法的能力及
算
小
乘數一位、二位的乘
數的加減法
法
學會珠算一位計算
除數一位的除法
複習加、減、乘、除
熟練加減法、混合計
法
算
熟練三位數乘法、二
二位乘法
位數除法、小數乘除
法、日常應用計算

資料來源：作者修改自黃國榮（2000：17）。

如上表所示，臺灣在小學階段四到六年級均需學習珠算，民國51年版
珠算課程安排在高年級，民國57年版提前至中年級實施，民國64年版則分
配至四到六年級，強調珠算教學的價值有二：一是使用器械（工具）計數
的價值，也就是可以用來培養低、中年級兒童數概念，同時又可增進兒童
在生活上的實用技能；另一為文化上的價值，也就是可以成為民族精神教
育的教材，並成為觸發兒童探討現代電子計算器械志趣的誘因（國立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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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1980a：65）。然而，珠算教育最後在科技快速進步，高效率的計算工
具越來越普及，以及在缺乏珠算師資及電算器的引入後逐漸式微。

三、民國 82 年公布國民小學數學課程標準
（一）課程理念
82年版數學課程改革，在數學內容上除了大幅度地刪減繁雜的計算教
材外，其他並沒有重大改革。主要的改變是在以下三點課程理念的實踐
（教育部，1993：397-398）：
1. 配合社會的需求
任一階段的國民教育課程裡的每一門科目，都應該反映社會的變遷而
調整其目標。以下就我國社會最基本的三種變革，說明這次小學數學課程
的調整情形。
（1）在民主自由的社會趨勢下，可以透過小學數學的學習活動，讓學
生養成溝通、協調、講道理、理性批判事物，與容忍不同意見的
習慣。
（2）科技快速進步，高效率的計算工具越來越普及，紙筆的計算將日
漸式微，所以紙筆計算的熟練時間應大量縮減，而電算器之引入
要盡量提早，並使每位學童將來能在良好的電腦環境中學習數
學。
（3）產業大量迅速轉型的狀況下，人類常要面臨許多非例行性的問
題。舊的知識與技術不足為憑，只有不斷的重新學習才能適應。
以數學解題為主導的學習方式，可以提供這方面的良好基礎。
2. 落實以兒童為本位的觀點
只有在學童主動參與教學活動下，學習才會發生。因此，課程應該以
學童為本位來加以安排。
（1）有意義的學習一定要將數學內容放在對兒童有意義且有趣的情境
中，在不超出兒童成熟度的狀況下，讓兒童由他對問題的自然想
法開始，逐步聯結到形式的數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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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處理兒童的個別差異時，要注意到使教學活動有彈性，採用多
樣性的評量方式，並且要容忍不同學生在達成同一學習目標的時
間差；另外，當學童採用不同策略來解題時，老師都應該加以肯
定和鼓勵，如此未來社會的多元化發展才有可能。
3. 強調數學解題活動
自從1980年之後，全世界的數學教育界人士，都同意應該「將數學視
為解題」。
（1）數學解題的方式是先將問題變成可以用數或圖形呈現的形態，作
出一些個案，然後以歸納的方式，或演繹的方式，把個案的解法
形成一個數學模式。這樣的解題歷程，在小學數學課程內應一再
的呈現，使兒童耳濡目染，在不知不覺中學到。
（2）當兒童在小學數學課程內習慣於面對非例行性問題，進行解題活
動時，他就養成了主動思考的習慣。在他將來步入社會時，這種
能力會幫助他調整適應，使他成為現代化社會的優良公民。

（二）課程目標
根據教育部民國82年9月修正發布的國民小學課程標準裡，數學課程標
準的總目標是「國民小學數學教育目標，在於輔導學童從日常生活經驗
中，獲得有關數學的知識，進而培養有效運用數學方法，以解決實際問題
的態度及能力。」這項目標和64年版的數學課程標準是相同的（教育部，
1975，1993）。
而數學總目標底下分別提出四點說明如下（教育部，1993：91）：
1. 養成主動地從自己的經驗中，建構與理解數學的概念，並透過了解
及評鑑別人解題方式的過程，進而養成尊重別人觀點的態度。
2. 養成從數學的觀點考慮週遭事物，並運用數學知識與方法解決問題
的能力。
3. 培養以數學語言溝通、討論、講道理、和批判事物的精神。
4. 養成日常生活中善用各類工具從事學習及解決問題的習慣。
82年版的數學課程基本上是為了因應社會民主化的趨勢，並落實以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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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為本位的教育理念而改革。甯自強（1993）指出此次改革主要的特色有
以下五點：
1. 由發現轉向建構：在 64 年版的課程修訂裡，讓兒童發現數學的意
義，是改革的主要動向。教科書把特定的傳統解題方法活動與被解決的問
題同時呈現。而 82 年版的課程修訂，讓兒童建構數學的意義，則為主要的
動向，教科書只提供關鍵性的問題，大部分的問題，由兒童提出自己的解
題方法。
2. 由具體物轉向具體活動：在 64 年的課程修訂中，由具體物操作、轉
向半具體物操作以及符號文字操作的過程被認為是兒童學習必經過程。教
學評鑑重點放在兒童在情境中所使用的表徵抽象程度上。82 年版的數學課
程則認為由具體活動、表徵活動及抽象運思活動是兒童建構數學概念的演
化途徑。故教學評鑑重點放在兒童解題時解題活動的抽象程度上，且培養
兒童在缺乏具體物的活動情境下仍具有解題的能力。
3. 認知模仿的成功不等於了解：82 年版的課程強調由兒童自行建構解
題，但是要求兒童在國小六年時間裡，發明人類耗費數千年所成就的文
明，事實上是不可能的目標。所以，82 年的課程承認「模仿」的重要性。
但是 82 年課程在承認模仿的重要時，也特別強調「模仿的成功並不等於了
解」。故教師須由注意解題的成果，轉向解題的過程之外，也要注意兒童對
解題活動的推理情形。
4. 釐清知識與約定成俗的分際：「約定成俗」是只由一群已有知識的人
經過溝通、協調、甚至妥協後的結果。這結果往往是較有效率的解題策
略，但未必能被正在學習的兒童所理解，並不一定對兒童是有意義的。所
以 82 年的課程強調教師應視自己為「佈題者」，而非「解題者」，讓學生自
行提出有效的解題策略，使兒童成為真正的「解題者」。對學生有意義的解
題知識，不管方法好壞，教師都應給予尊重。
5. 培養兒童的群體解題文化：82 年版的數學課程與 64 年版課程修訂最
大相異點，在於 82 年的課程積極強調「培養兒童的群體解題文化」（教育
部，1993；鍾靜，1997），而 64 年則否。82 年版課程非常強調學習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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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兒童間的互動討論，兒童可藉由溝通和反省，以及觀摩他人的意見，
增加對問題及解決之道的了解，這種方式也比教師的灌輸更為有效且更具
意義。
綜觀上述，我國小學數學課程目標，在數學課程標準時期三個版本的
內容中可以看出相同一致的地方，亦即希望學生學習數學之後，都能夠在
生活當中實踐運用。然而，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修訂的重點不同，也發
展出不同的特色。作者將各個時期課程發展特色，整理如表4-2。
表 4-2 我國小學數學課程標準時期發展特色
歷年課程標準

數學課程發展特色

57年版國民小學暫行課程 （1）將「算術」改名為「數學」。
標準（民國57年至63年） （2）小學一年級就開始納入「集合」的教材。
（3）課程目標重視「數」、「量」、「珠算」，
「形」未納入課程目標。
64年版國民小學課程標準 （1）在課程目標裡「數」、「量」、「形」並重。
（民國64年至81年）
（2）開始引入皮亞傑、布魯納等理論作為數學學習
的基礎。
（3）重視知識理解、教材的編排及教具的使用。
（4）珠算教育逐漸退出課程。
82年版國民小學課程標準 （1）重視由學生自行建構數學知識或概念。
（2）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及數學教室的討論文化。
（民國82年至88年）
（3）視數學為解題、推理、溝通和連結。
（4）刪除珠算教育，重視電算器的應用。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總之，民國57年、64年與民國82年頒布之數學課程目標均同樣重視數
學要從生活經驗中學習，並能用於生活之中，並且提升學生有關數學知
識、概念、思考、技能，以及學習的興趣與態度，強調數學思考與解題能
力的培養。但是民國57年版的數學課程目標偏向數與量的知識灌輸與計算
能力的訓練；民國64年頒布之數學課程目標，較偏向在教材領域之「數、
量、形」的概念、知識與相互關係之養成、學習與運用。而民國82年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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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數學課程目標較強調主動學習態度之養成，自行建構與理解數學的概
念，並透過了解及評鑑別人解題方式的過程，進而養成尊重別人觀點的態
度，能以數學的方式與別人溝通、討論、講道理，重視學童學習數學的樂
趣與信心及民主風度的養成（甯平獻，2010）。

第三節 本時期的教科書內容與特色
一、本時期教科書編審制度的更迭
民國57年實施九年國民義務教育，在當時先總統蔣介石先生所頒發的
「革新教育注意事項」中有明確指示：「今日我國各級學校不論小學、初
中、高中之課程、教材與教法，希根據倫理、民主、科學之精神，重新整
理，統一編印」。因此，教育部遵照此指示，同時公布了「國民中學暫行
課程標準」及「國民小學暫行課程標準」。教科書在政策上乃由國立編譯
館聘請專家及富有實際教學經驗之小學教師，組成各科教科書編輯委員會
改編教科書，再由合格民間出版業者（臺灣書店）負責印行工作採「精編
精印，統編統印」方式處理，並配合編有各科教學指引，以供教師參考。
自此，所有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包括教學指引）全部由國立編譯館統一編
印，進入為期二十年的全面統編制，並由過去的「免費制」改為「購買
制」（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1974：211；歐用生，2011）。
民國64年修訂了民國57年公布的「暫行」課程標準，教育部委託九所
師範專科學校教授及各界人士進行課程標準、教材、教法和成績考查的實
驗，提供改進意見，加上國小課程之比較研究和座談會資料等，經整理、
研商和諮詢後，依修訂程序，於民國82年修訂，國小三年級到六年級新增
「鄉土教學活動」乙科，每週一節，以期「立足臺灣」、「胸懷大陸」
（歐用生，2011）。
民國76年解除戒嚴後，基於社會結構轉型及教育改革的強烈推動，促
使教育部加速教科書政策與制度之變革，民國77年第六次全國教育會議決
議：「建議中小學教科書之編輯，應考慮逐步開放為審定制」，自78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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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至80學年度逐年開放國民中小學藝能學科、活動科目及選修科目為審定
本。民國82年教育部修訂發布「國民小學課程標準」，規劃之教科書政策
仍維持一般學科，即國語、數學、社會、自然、道德與健康5科教科書為統
編本，由國立編譯館組成國民小學教科書編審委員會編輯教科書；音樂、
體育、美勞、輔導活動、團體活動等科目由國立編譯館依規定分別編輯或
審定。然而，此一開放幅度並不符合社會期待，在社會各界及立法院的持
續施壓下，民國84年教育部宣布國小教科書自85學年度起逐年全面開放為
審定制，然開放初期，國立編譯館仍繼續編輯國語、數學、社會、自然、
道德與健康等5科教科書，與民間編輯之教科書同樣需送教育部委由臺灣省
教師研習會審查後發行，完全開放由民間編輯送審之教科書為國語、數
學、社會、自然、道德與健康、音樂、體育、美術、輔導活動等9科教科
書。
民國88年「國民教育法」修正通過，第八條之二規定：「國民小學及
國民中學之教科圖書，由教育部審定，必要時得編定之」。民國89年教育
部發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自90學年度起由一年級開
始實施，同年並發布「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審定辦法」，規定九
年一貫課程之教科書全面開放由民間出版業者編輯後送國立編譯館審查。
自此，確立了中小學教科書以審定政策為原則之方向。

二、數學教科書的編輯制度
數學教科書提供了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重要依據，它既是學生學習
的主要內容，也是教師教學的重要工具。近年來我國快速地推動教育改
革，教科書制度也受到影響，而有明顯的改變。
九年國教包含國小和國中兩階段，因此教科書制度是相同的，僅有實
施年限的差異。自民國57年我國開始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迄今，數學教科
書制度可歸納為三個階段：

（一）民國 57 年版
國民義務教育延長至國中總共九年，此時期的國中小學教科書採統編
本，或稱國編本，由國立編譯館負責編輯（圖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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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民 57 年課程標準時期之數學教科書封面例舉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由左而右：1979 年第四冊、1976 年第五冊、1976 年
第七冊、1972 年第九冊、1973 年第十一冊）；作者拍攝。

此期間也曾因為強調教科書簡化、淺化（有稱採日本功文數學課程）。
由於國立編譯館編輯教科書的這一套過程，係邀集學科專家、教育心理學
者、教育行政人員等組成編審委員會，依據課程標準，進行教科書的編
寫、出版，因國立編譯館位處台北市舟山路上，故有「舟山模式」之稱。

（二）民國 64 年版
教育部於民國61年（1972）指定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辦理小學
課程研究計畫，剛開始是小組成員先實驗自然科，歷經兩年的研發，成功
之後，民國63年（1974）再將此模式運用在數學科的課程發展，當時受聘
的實驗小組成員教授群有黃敏晃（召集人）、呂溪木、吳貞祥、邱守榕、
陳梅生、郭雲欽、薛昭雄、簡茂發、崔劍奇等學科、教育、心理、課程等
專家為委員，專家教師有邱石虎、林玉珍、許永賢、楊順和、詹宏鈞、蔡
進丁、賴榮勉、魏福政、李華榮、羅全櫻、林素圓、莊仁宗等人（教育部
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1984：1338）。這些成員負責課程標準和課程大綱
的修定、教材翻譯、教材研擬、設定教學單元、編寫教材、試教修訂等歷
程，最後再將教科書送國立編譯館審查修訂後出版（陳進金、董群廉，
2000）。因此，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變成了一個課程發展與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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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設機構，當時位處於台北縣板橋市，故此時期教科書編輯有「板橋模
式」之稱。在「舟山模式」時代，教科書僅是依據教育部頒布的「國民小
學課程標準」由幾位專家學者編寫出來；但是到了「板橋模式」時代，教
科書乃經由國小數學、課程、心理、教育之專家學者及優秀國小教師組成
的「國民小學數學科課程實驗研究小組」，經過教材研發→教學實驗→教
材修改→教材試用→教材修改→國定本教科書的課程發展模式共同發展出
來（林宜臻，2012；魏慶雲，2009）。
64年版數學教科書屬於部編本（圖4-3），是逐年編出來的，先實驗
本，然後試用本，最後是正式本。整個教科書編寫工作的運作是從民國63
年底開始，64年秋天進行實驗學校試用新教材階段，當時全臺灣省參與實
驗的學校32所之多，每班都分成六至八小組教學，所需要的教具數量龐
大，由臺南高工等校製作配發，製作經費財政廳統收統支來自各縣市的教
育捐（陳進金、董群廉，2000）。

圖 4-3 民 64 年課程標準時期之數學教科書封面例舉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由左而右：1981 年第一冊、1986 年第五冊、1980 年
第四冊、1981 年第七冊、1982 年第九冊、1983 年第十一冊）；作者拍攝。

67年（1978）出版數學教科書正式版本，到72年（1983）剛好六年一輪結
束，後來實驗小組有再針對一些小意見或小錯誤進行修改，直到73（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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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985）、75（1986）年都有還在陸續修正。結束後，編輯小組人員也做了
一些學習成果或教具使用情形等的調查，並發展評量卷（魏慶雲，2009）。
國小64年版的數學教材，為了讓編輯人員有充裕的時間工作修訂，在
課程標準公布之後才自67年起一年級開始全面使用，直到民國72年所有年
級都使用這套數學教材教學，並且維持到82年才有所更動。回顧臺灣數學
課程發展史，這套教材使用的時間最久。

（三）民國 82 年版
民國78年，臺灣大學黃敏晃教授從教育部得知課程標準即將更新的訊
息，在研習會主任吳清基及後來主任謝水南、歐用生支持下，擴充編制，
再度組成研發小組，此次教育部提供更為充裕的經費，小組開始招兵買馬
進行實驗教材的研發與實驗工作。參與課程研發小組人員研發小組成員包
含指導教授和編輯教師。指導教授有黃敏晃（召集人）、周筱亭、朱建
正、蔣治邦、甯自強、鍾靜、林碧珍、譚寧君、呂玉琴；編輯教師有邱石
虎、莊仁宗、楊美伶、楊煒雯、林淑君、郭美秀、黃慈賢、徐熊俊、陳麗
玲（張素宜，2009：85-86）。82年版數學部編本（圖4-4）及民間版本並
行。民85年（1996）教育部全面開放中小學教科書為審定本，教科書主要
是採開放式編輯，89年（2000）6月國立編譯館停編教科書。

圖 4-4 民 82 年課程標準時期之數學教科書封面例舉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由左而右：2000 年第九冊、2001 年第十冊及
第十一冊、2002 年第十二冊）；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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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小學教科書政策的巨大轉變可以「解嚴前、後」為大分水領，
解嚴前，為「統編本」 與「審定本」 並行的教科書政策（葉盈君，
2014）。其主要是採行全國統一版本的「統編本」，由國立編譯館主其事，
依據教育部頒訂的課程標準，負責編纂及審定各科教科書，由臺灣書店統
籌印製、發行及供應。此模式行之多年，對教科書內容的把關、價格的穩
定及時效的掌控等，均頗具成效。解嚴後，政治形式改變、社會改型變
遷，教育改革也漸邁向自由民主與開放多元，統編本教科書政策，被冠上
霸權意識型態、箝制思想、獨家壟斷、與民爭利等諸多弊端，亦被認為不
利於教科書的多元發展，也不利於學校本位的課程發展，更不利於教師專
業 自 主 的 彈 性 （ 吳 明 清 ， 1998 ） ， 故 開 放 之 聲 四 起 。 直 至 民 國 91 年
（2002），隨著九年一貫課程的全面實施，中小各科教科書逐步開放為全
面審定制（葉盈君，2014）。

三、編輯內容
（一）依照民國 57 年版暫行標準編輯的內容
在57年版的教材裡，一至六年級數學教材綱要分別為：
1. 第一學年：數、集合、實測、計算、簡易錢幣的認識。
2. 第二學年：數、實測、計算、錢幣之計數、集合基本概念—聯集。
3. 第三學年：數、實測、計算、錢幣之計數、認識數線及簡易長條
圖、集合基本概念—交集。
4. 第四學年：數、實測、計算、集合基本概念—一對一之對應、集合
之基數。
5. 第五學年：數、實測、計算、曲線圖之讀法及應用、集合基本概
念—空集、二對一之對應。
6. 第六學年：數、實測、計算、概算之應用、折扣、利息(單利之求
法)、地圖上比例尺之認識及簡易縮圖之繪製、圓形圖及其他常用圖表之認
識與應用。
民國57年版數學課程教材內容中如上所述共有分數、集合、實測、計
算、錢幣、數線與長條圖、曲線圖之讀法及應用、概算之應用、折扣、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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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比例尺之認識與縮圖、圓形圖及其他圖表、珠算等十三類，但其分類
的觀點如何？並不明確（國立編譯館，1980a：41）。而量與幾何都包含在
實測裡，和現今分「量與實測」、「圖形與空間」有所不同。一至五年級
都有集合教材單元是新數學思潮的產物。當時的小學生計算進位加減法都
得用到交換律或是結合律來解釋（呂溪木，2007；邱石虎，2007）。
此外，中年級（三、四年級）也編入了珠算教材以符應數學暫行課程
標準之目標。基本上，民國57年的課程修訂，數學課程與教學深受美國
SMSG數學課程影響（王克蒂、譚克平，1997），例如：（1）集合基本觀
念的介紹；（2）在實測的教材包含幾何內容，例如：三角形與圓的畫法；
（3）比較具體實物之形狀；垂直、水平、直角的意義、並繪製長方形與正
方形；（4）利用量角器畫角；（5）直角三角形、平行四邊形、梯形及高
之認識與畫法；（6）長方體、正方體及圓柱體之認識等（教育部，
1968）。
由於SMSG 教材是為了培養未來的數學家而設計的，是一套精英教育課
程（陳梅生，1986）。因此呈現的方式極為數學化。所謂的數學化就是以
集合為基礎來發展數學概念、注重邏輯推理的形式、重視數學的嚴密性、
對於名詞的界定與符號的使用極為嚴謹，因此數學課程內容抽象的程度相
當高，再加上學生的認知發展未臻成熟，所以在學習上產生很大的困難
（呂溪木，2007；陳秉筠，2008；莊月嬌，2005）。

（二）依照民國 64 年版課程標準編輯的內容
64年版的數學教材是以編序教材法編制，對於課本內容都由教師先為
學生設定好了，設計好學生應該先學什麼？再學什麼？都有詳細的分析
（魏慶雲，2009）。但是學生的學習並不一定需要經過相同的步驟，有的
學生也許從具體物的操作，就可以直接跳到抽象的思考或符號的操作；有
的學生可能即使用到教具，如：假錢，完成具體物操作卻仍然無法連結到
計算式中（周筱亭，2017）。
編輯小組成員在編輯64年版數學課程的時候，對教材都不算熟悉，所
以57年版及之前51年版的東西都有拿來參考，也有參考日本、韓國和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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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學課程。為了避免SMSG教材讓數學教育菁英化，實驗小組盡量將教材
內容中抽象的集合部分剔除。除了刪掉所有跟集合有關的名詞解釋之外，
原來57年版的雞兔同籠、流水問題、工作進度問題等類型問題都被拿掉，
取而代之的是六年級在第十一冊、十二冊，加入三個單元「怎樣解題」
（魏慶雲，2009）。
在64年版數學課程標準一至六學年的教材分類為：數與量、計算與實
測、圖形與空間、統計與圖表、集合與關係及術語與符號等六類，其分類
的觀點是以教學目標中所揭示的三大領域「數、量、形」為依據，同時顧
及知識、概念及技能等因素加以分類，每一學年均包含此六類數學內容，
顯示課程的統整性（國立編譯館，1980a）。此外，亦強調四則運算的意義
及基本的計算能力，引進電算器作為計算工具，不要求熟練複雜計算（林
宜臻，2012）。
64年版教材內容和57年版教材內容的比較異動如下（國立編譯館，
1980a；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1977）：
1. 提早教學的教材內容：時刻、分數、小數、概數、體積、角度、因
數、倍數、百分數、圓周率、長度的實測、乘法、容量、約分擴分、圓面
積、體積的計算、概算、直角三角形、長方形、正方形、平行四邊形、菱
形、拆線圖、數線、對應。
2. 延後教學的教材內容：集合、元素、集合與元素的表示方法、部分
集合、交集、聯集。
3. 新增的教材內容：十進位結構、負數、分數小學整數的統整、公
噸、簡易計算器械、平面區域、曲面區域、直線段、曲線段、疊合與全
等、三角形的內角和、對稱、錐體、旋轉體、變化關係、概率、正比、反
比。以及國際間通用的單位符號，包括：公分(cm)、公厘(mm) 、公尺
(m) 、公里(km)、公斤(kg)、克(g)、公升(l)、平方公分(cm2) 、平方公里
(km2)、平方公尺(m2) 、公畝(a)、公頃(ha)、立方公分(cm3 、c.c.) 、立方公
尺(m3)、噸(t)。
4. 刪除的教材內容：溫度、寒暑表、上下、前後、左右、地圖上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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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八方位、十六方位。
此時期國小數學教材由於經過實驗教學、研討修訂及試用修訂，故教
材份量與難易程度均甚適合兒童之需要與興趣。此次課程實驗研究成果能
夠全面推廣實施，在我國教育史上亦是一大創舉（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
員會，1984：411）。

（三）依照民國 82 年版課程標準編輯的內容
根據教育部（1991）小學數學課程標準修訂序言指出：現行小學數學
課程（64年版）的最大缺點，在於教材太多，教學時間不夠，部分教材太
難。因此，82年版的數學課程，在教材內容上大幅刪減繁雜的計算教材，
讓部分教材簡化、淺化，其他的教材內容並無多大改變。
小學82年版數學課程標準裡規定的教材綱要仍舊劃分六大領域，但相
較於64年版，修訂如下：（一）數與計算 、（二）量與實測、（三）圖形
與空間、（四）統計圖表、（五）數量關係、（六）術語與符號（教育
部，1993）。教育部在民國 64 年公布小學課程標準，對於保留珠算和新增
電算器上有些爭議，在經過無數次的討論後，決定要看看實驗結果如何，
若不佳，則予以刪除。由於是否保留珠算或是只教導電算器一直沒有一個
結論，所以在民國64年課程標準中尚未刪除珠算，後來透過研究調查發
現，小學裡有老師會教珠算的學校不超過百分之二十。加上民國82年的課
程理念強調，現今科技快速進步，高效率的計算工具越來越普及，用筆計
算的熟練時間應大量縮減，而電算器之引入要盡量提早…，故刪除了珠算
教育（陳秉筠，2008）。其餘教材內容大同小異，進一步分析異動情形如
下（陳秉筠，2008：81-89）：
1. 提早學習的教材內容：奇數與偶數、整數、小數與分數的關係、電
算器。
2. 延後教學的教材內容： 小數的乘除、小數與分數計算、億以上各數
的概念和整數系的統整。
3. 新增的教材內容：數線以及小數的認識、化聚、進位、三位數乘以
一位數、兩步驟的計算問題、估算概念、查乘法表以及等值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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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刪除的教材內容：負數、小數乘除混合、分數乘除混合、分數小數
的混合計算和乘數、除數是分數的乘除以及珠算。反比例、最大公因數、
最小公倍數、代數（怎樣解題）
。
5. 淺化及簡化的教材內容：82 年版課程標準在分數上只規定學生認識
分母為 10 的真分數、分母為 20 以內的真分數，而非如民國 64 年所規定的
分母為一百以內的真分數的認識。一般而言，64 年版所規定的內容與民國
82 年的幾乎都一樣，但是其教學年級，民國 82 年平均比民國 64 年大約晚
一至二年。數學課程標準時期主要課程題內容如表 4-3。
表 4-3 國小數學課程標準時期主要課程題內容
五十七年版
國小

版別
內容

六十四年版
國小

八十二年版
國小

數

數與量

數與計算

實測

實測與計算

量與實測

集合與關係

數量關係

計算
概算之應用
錢幣
折扣
課
程
內
容

利息
集合

地圖上比例尺之認識
圖形與空間
與縮圖

圖形與空間

數線與長條圖
曲線圖之讀法及應用
統計與圖表
圖形圖及其他常用圖
表之認識與應用

統計圖表

術語與符號
珠算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珠算

術語與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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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本時期的教學與評量特色
一、歷來的教學特色
過去的數學教學（64 年版課程標準以前），無論是數、量、形，一開始
就是先計算再練習，通常教師會採用演示計算的教學方法，接著就讓兒童
練習，以訓練兒童計算正確與迅速為教學的主要目標（國立編譯館，
1980a：75）屬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方式。隨著新的學習理論的引進，64 年
版課程標準以後的數學教學，逐漸有了改變。以下就課程標準時期，闡述
57 年版，64 年版、82 年版歷來的教學特色。

（一）57 年版：以教師為中心
民國 57 年版數學暫行課程標準乃因應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實施而修
訂，在歐美各國提倡數學教育現代化的改革浪潮，新數學（New Math）成
為改革的首選，教科書亦改編為新數學教科書（林來發，1972；陳進金、
董群廉，2000）。根據陳梅生先生受訪資料顯示，當時全國小學老師大約五
萬人左右，剛開始教新數學的一年級老師約八千人，他們都在教「連自己
都不會」的新數學，真是不知如何教起，而陳梅生先生學成回國時，已經
是新數學實施的第二年，有將近一萬六千名老師在教自己還不會的新教
材。為了解決此一問題，板橋研習會採用「領導人員」種子隊伍訓練的方
式，利用培訓出來的教師，分先受訓的「第一級領導人員」，再傳授給「第
二級領導人員」，再來傳給「第三級領導人員」…，這樣以一傳十、十傳百
的輾轉相傳策略，在短時間內將如何教新數學的方法散播至全體施教教師
（陳進金、董群廉，2000：239；陳梅生，1971）。57 年版數學課程除了小
學教師知道的並不多之外，就連當時培育小學老師的師專教授，在有關新
數學的教材教法也少有研究（周筱婷，1976），所以 57 年版數學課程的實
施，幾乎都把重心放在教師學會如何教新數學上。
所以，在新數學實施的第三年，為了避免領導人員在舉辦研習會的過
程中，缺乏教材或傳遞錯誤，研習會特別編輯了一套共同研習資料，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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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怎樣教數學課本第冊」
（如圖 4-5）
、
「照教科書內容施教之幻燈片說
明」、「教科書各課內容單元教學活動舉例」等三項（陳梅生，1971）提供
教師課前準備時有材料可以參考。

圖 4-5 怎樣教數學教師參考手冊
資料來源：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編印之《國民小學教師科學教育小叢書》、《國民小學新編
自然、數學課本教學參考書》；作者拍攝。

57 年版數學科教學時間分別為：一至二年級每週 90 分鐘，三至四年級
每週 180 分鐘（包括珠算 30 分鐘）
，五年級每週 180 分鐘，六年級每週 210
分鐘。與民國五十一年七月公布施行的「算術課程標準」比起來，一至二
年級每週增加了 30 分鐘，原本高年級珠算：五年級每週 60 分鐘，六年級每
週 30 分鐘，改至中年級每週 30 分鐘。
根據上述的發展過程，可以明顯感受到當時民國 57 年暫行課程標準公
布後，新數學納入國小數學教材所造成的衝擊，老師會不會教新數學成為
課程改革的首要。但根據文獻記載，當時大多數小學教師都在未受過在職
（職前）訓練就擔任新數學的教學工作，甚至培育小學師資的師專教授，
也未曾接觸過這類教材。到了七○年代，新數學失敗後改成「返回基本」
（Back-to-The-Basics）教學法，國內教師們更是無所適從。因此，當時的
基層老師曾經流傳這樣一句話：「他編他的新數學，我教我的老算術」（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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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金、董群廉，2000：239；陳梅生，1971）。這句話正是 57 年版數學課程
以教師為中心的最佳寫照。

（二）64 年版：由具體到抽象、發現教學法及個別化教學
國小 64 年版的數學課程改革，應用了皮亞傑（Piaget）認知發展階段
理論與布魯納（Bruner）的動作、圖形、符號三階段學習理論，配合學生
的心智發展課程（林宜臻，2012：58）。這些理論是當時透過周筱亭主任的
邀請，由美國休士頓大學數學教育博士安德赫教授（Dr. Robert Underhill）
在板橋研習會任教的半年期間所引進的。安德赫博士曾經帶領當時全省師
專數學科教材教法教師代表，集體編寫了一本「國民小學數學研習教師手
冊」，作為臺灣省國民學校研習會辦理國小新課程標準研習數學科的教材。
該手冊曾要求國小教師在教數學科新教材時要注意以下幾點（吳元杰，
1982：111-114）：
1. 教學時要區分具體、半具體和抽象三個學習層次，使兒童獲得正確
的概念。亦即先讓學生透過動手操作具體物，了解題目的意義；接著使用
模型、圖畫、影片等視覺增強物來理解符號的意義；最後就是用數學符號
學習新概念。根據調查研究顯示，當時約有 73.09％的教師經常讓學生由操
作具體物入手，再經半具體以至抽象的過程學習新教材。
2. 多用發現教學法以培養兒童自行解決問題的能力。其步驟有五：1.
發覺問題；2.形成方法；3.蒐集資料；4.形成假設；5.證驗假設。以上這五
個步驟如果完全由學習者自行完成，稱為「純粹發現法」；如果有教師從旁
協助，則稱「輔導發現法」。根據調查研究顯示，當時約有 58.91％的教師
自認經常採用發現法教數學，但當時研究者表示實地訪問及平時參觀與輔
導所見，真正實施發現法的教師並沒有這麼多的比率。
3. 加強個別化教學以適應兒童能力的差異。安德赫教授建議教師開始
教學前要先設定某一數學概念的教學目標，然後實施學前測驗，如果發現
學生已經具有此概念，則進行加強活動後再繼續教下去。如果學生不具備
此概念，則進行實際教學，之後再進行診斷測驗。如果發現學生已經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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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以進行加強活動後再繼續教下去。教師如果覺得需要再練習，也可
以進入練習活動。如果學生還未掌握此概念，可以選擇重新教學。
4. 在 64 年版數學課程裡，除了期許老師在教學過程中，能夠配合學生
的認知發展，由具體到抽象的過程協助學童學習數學之外，由於教具的操
作對學生而言是較數字與圖形具體的，加上政府配發每三班一套並且鼓勵
使用，教學方法也讓學生從具體操作、半具體操作，進入到抽象的形式運
作（楊美伶，2003）。因此，使用教具教學成為 64 年版數學課程的特色之
一。根據當時調查研究顯示，接近三分之二（約 63.64％）的教師各單元都
使用教具教學，約三分之一（約 34.55％）教師數學各單元教學都未曾使用
教具，其中主要原因是「教學時間不夠」（吳元杰，1982：135-136）。
因此，也有許多研究指出，大部分國小數學教師在實施 64 年版的數學
課程時，仍然傾向以教師、教科書為中心，強調教師直接教導與學生練
習，重視數學格式，要求學生記住許多數學知識，忽視學生的解題歷程與
概念理解的教學方式（黃敏晃，1994；溫世展、呂玉琴，2004）。

（三）82 年版：以學習者為中心
由於 64 年版數學課程在教材教法上有一些缺失，例如：（1）偏向以數
學知識的獲得作為學童學習數學的終極目標；（2）大部分的教師並不講究
知識獲得的過程，而以傳統灌輸的方法講解算則和技巧；（3）學生獲得的
是記憶的數學知識，他們都只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4）學生花很多時
間熟練計算技巧，卻對數學失去興趣；（5）記住了各類型文字題的解決模
式，卻沒有學到思考的方法；（6）學生無法將學得的數學概念或方法加以
清楚的描述與解說（劉好、許天維，1995：11）。
因此，從民國 82 年頒布的「國小數學課程標準」（教育部，1993）
中，我們可以看出數學教育目標演變成「…養成主動地從自己經驗中，『建
構與理解』數學的概念」以及「數學的概念與技能必須由兒童自行『建
構』，無法由教師灌輸而獲得」等理念。這裡所指的建構與理解數學的概
念，即社會上俗稱的「建構式數學」（周祝瑛，2003；洪雅齡，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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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建構主義理念於數學教學強調學生才是教室裡的主角，學生是解
題者，教師則是佈題者，也是學習的促進者（鍾靜，2000）。因此，82 年
版數學課程特別注重：（1）學童要獲得「有意義的數學知識」；（2）學童獲
得「學習數學知識和建構學知識的方法」；（3）不以學童能透過具體活動來
解答為最終教學目標，而以學童能透過抽象的運思來解題為教學的目的；
（4）養成學童以溝通、協調、講道理、理性批判事物與容忍不同意見的學
習態度與習慣；（5）使學童明確表達數學概念、獨立思考、分析問題、探
究原因、證明事實及歸納結果等能力（劉好、許天維，1995：12）。
根據戴錦秀（2001）研究發現，82 年版數學課程的教學模式是以「教
師布題→學生解題→溝通討論→質疑辯證→形成共識」的流程來進行教
學。這樣的教學老師是布題者的角色，並且需要製造一個能夠促進溝通討
論的環境，重視學習學習過程，尊重孩子的個別學習的「路徑差」，有耐心
地對待孩子學習的「時間差」。此即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數學教學。然而，實
際在執行的層面，教學方法由「講述式教學」轉向「討論式教學」這樣的
老師並不算多（鍾靜，1999，2000）。當時小學的教育現場裡，數學教學的
樣貌雖然多元，但手執 82 年版教科書，心中的教學信念卻是仍然是 64 年
版的教學方法與理念（張素宜，2009），跳脫不了講述或以課本為中心的教
學方式的老師不在少數。
總之，82 年版課程教學的特色是，在建構教學的理念之下，提倡兒童
主動學習，是教室裡真正的解題者，教師是布題者，並且經常鼓勵兒童勇
於表達自己的解題想法，能夠在多元的解題觀點下，互相合作、溝通、尊
重不同的想法，最後形成解題的共識。
綜上所述，民國 57 年版的數學課程改革的重點是在於「老師要會教新
學」，因此具有以教師為中心的特色。而大部分國小數學教師在實踐 64 年
版的數學課程時，傾向以教師、教科書為中心，強調教師直接教導與學生
練習，重視數學格式，要求學生記住許多數學知識，忽視學生的解題歷程
與概念理解（黃敏晃，1994；溫世展、呂玉琴，2004）。雖然，民國 82 年
頒訂的國民小學數學課程標準之總目標，與民國 64 年版的國小數學課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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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相差不多，但二者的教學方法則有明顯的差異（甯自強，1993），82 年
版的數學課程與教學明顯傾向以學習者為中心，重視學童數學概念的理解
與運算過程的了解。

二、各時期評量特色
國小數學課程在 57 年版、64 年版及 82 年版的課程標準中，對於學生
的學習評量方式以及實施應注意的重點各個版本均有些異同（如表 4-4），
茲進一步說明如下：

（一）名稱
「教學評量」一詞直到 82 年版課程標準公布之後才正式出現。在此之
前，57 年版通稱「成績考查」，64 年版則稱「教學評鑑」
。

（二）評量目標
57 年版評量目標是取決於老師當時的用途而定，可分為練習測驗、診
斷測驗及成績考查。64 年版和 84 年版則刪除了練習測驗，保留了診斷測驗
及成績考查。

（三）評量方式
雖然紙筆測驗一直是小學教學現場的主流，但在課程標準裡，三個版
本已經展現了「多元評量」的精神。57 年版（寫在成績考查的其他注意事
項中）和 64 年版的評量方式，都提到可運用故事、遊戲、製作、實測、操
作和繪圖等活動進行評量。82 年版提醒老師可以在師生同儕間溝通及行間
巡視進行評量。

（四）成績考查
57 年版和 64 年版的成績考查，在測驗的範圍、測驗的難度及測驗題量
與時間配合均相當類似，均重視學生所學內容的理解與熟練程度，題目由
易而難編排並注重客觀性與鑑別度，以及評量時間必須配合上課時間，通
常是以一節課可以寫完的時間為基準。但這些都是只是通則，看不出與數
學課程目標的關聯。82 年版的成績考查則有明顯與課程目標聯結，其中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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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區分了三大評量的項目及比例，數學知識與技能，約占百分之六十，用
數學語言溝通、討論，約占百分之三十，主動、合作、尊重等學習態度，
約占百分之十。此外，提醒老師注意學生的數學能力與態度應以平時考查
的紀錄做為評分的依據。

（五）注意事項
57 年版和 64 年版指出評量時應注意的事項包括：要求老師自行編製評
量題目、命題文字簡明扼要等。此外，57 年版還特別提到題目需有思考、
推理、速算等作用。昔日許多老師會認為題目出得愈難愈能考出學生的程
度，或是一直有「要考倒學生」或「要了解學生不會什麼」的觀念（林碧
珍，2000）。但在 82 年版則有比較明顯的改變，認為評量應該「考學生會
什麼，不考學生不會什麼」，也提到「電算器」的使用，在考「數與計算」
的基本運算能力時禁止使用，其他可視情況使用電算器、計算速度的快慢
不應是評量的重點，這些都是國小 57 年版和 64 年版的數學課程中較為少
見的。

（六）評分規準
三個版本的評分規準都有相同的看法，就是對於學生的解答不能僅以
答案的對錯計分，提醒老師要注意答案錯不能視為全錯，應該看學生答題
的過程，斟酌給分。82 年版甚至更具體指出「答數錯而過程正確者，宜給
三分之二以上的分數」（教育部，199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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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課程標準中評量內容之比較
向度

57 年版課程標準

64 年版課程標準

82 年版課程標準

名稱

測驗、成績考查

教學評鑑、成績考查

教學評量

應先決定每次測驗的 應先決定每次測驗的目 教學評量分成診斷評量
目標，以完成測驗的 標 ， 以 達 成 測 驗 的 目 及成績考查二大類來實
功能。如運用練習測 的。診斷測驗的目的， 施。診斷評量的目的在
驗時，其目的在獲知 在獲知其困難所在，予 於 瞭 解 學 生 的 起 點 行
其計算能力及速度； 以補救教學；成績考察 為，及其困難所在，以
評量 診斷測驗的目的，在 測驗的目的，在獲知其 作為擬定教學計畫之依
目標 獲知其困難所在，予 理解情形及學力程度。 據，並作為補救教學之
參考。成績考查的目的
以補救教學；成績考
在於對學生的數學能力
察測驗的目的，在獲
與學習態度施予評量，
知其理解情形及學力
作為學生學習的回饋及
程度。
輔導學生學習的參考。
應按照各學年教學目 測 驗 形 式 ( 如 選 擇 、 填 師生同儕間溝通及行間
評量 標及教材內容，按其 充 題 ) 、 說 故 事 、 遊 巡 視 、 紙 筆 評 量 、 製
方式 性 質 ， 設 計 測 驗 方 戲 、 製 作 、 實 測 、 操 作、操作、說故事、遊
戲、製作和繪圖。
作、繪圖。
式。
（ 1 ） 測 驗 範 圍 應 包 （1）測驗範圍應已習 成績考查應包含：
括已習教材內容的全 教材的全部，並妥選有 （ 1 ） 數 學 知 識 與 技 能
部，並能妥選有代表 代表性者，以考查其對 的總結性評量，應包含
性者，藉以診斷其對 所習教材的理解及熟練 本階段之前的教材，約
所 習 教 材 的 理 解 程 程度。
占百分之六十。
度。
（2）測驗內容應由易 （ 2 ） 解 題 能 立 即 以 數

成績
（2）測驗難度:測驗 而難，以使測驗卷有甄 學語言溝通、討論、講
考查
內容應由易而難，以 別作用，客觀測出學生 道 理 和 批 判 事 物 的 能
使測驗卷能具有甄別 程度。
力，約占百分之三十。
作用，客觀測出兒童 （3）測驗題量，以四 （ 3 ） 主 動 、 合 作 及 尊
程度。
十分鐘完卷為度，但題 重別人等學習態度，約
（ 3 ） 測 驗 題 量 ， 如 量與時間必須配合。
用測驗卷，低年級以

占百分之十。
（4）數學能力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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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

57 年版課程標準

64 年版課程標準

82 年版課程標準

應以平時考查的紀錄做
三十分鐘，中年級以
為評分的依據。
四十五分鐘完卷為
度。但題量與時間必 （1）除定期考查外，
須配合，不應使題目 應重視平時考查；考查
過少或過多；同時每 結 果 應 隨 時 切 實 的 記
題所佔成績應有合理 錄。
分配。
（2）測驗題目應自行
（ 1 ） 測 驗 題 目 ， 應 編製，不要直抄教科書 （ 1 ） 評 量 應 彰 顯 兒 童
的學習所得，「要考學
自行編製，不要直抄 練習題。
教科書中題目。
（3）命題文字簡明扼 生會什麼，不要考學生
（ 2 ） 如 採 用 測 驗 形 要，以不超過已習文字 不會什麼」。
（2）考數與計算的基
式，可以選擇、填充 為原則。
等法命題，但題目需 （4）編製測驗卷，應 本運算能力時禁止使用
有思考、推理、速算 將做題方法說明清楚， 電算器，其他可視情況
使用。
注意 等作用。
以免影響甄別作用。
（3）計算速度的快慢
事項 （ 3 ） 可 運 用 故 事 、
不應是評量的重點。
遊戲、製作、實測等
各項活動，作為測驗
（4）評量的題數以全
的方法。
班三分之二以上學生可
（4）命題文字須簡
明扼要，以不超過已
習文字為原則。

從容作答為準，應避免
為了每題配分多寡而增
加題數。

評閱試卷時，對計分 評閱試卷時，對計分方 評閱試卷時，對計分方
方法，需訂定標準， 法，須訂定標準，不能 法需訂定標準，按部分
評分
不能只看答數，答數 只看答數，答數錯而過 給分，例如：答數錯而
規準
錯 者 ， 不 能 視 為 全 程正確者，不能視為全 過程正確者，宜給三分
之二以上的分數。
錯。
錯。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自王麗娟（2004）、教育部(1968、1975、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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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從政府遷臺後的數學課程發展來看，在民國57年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改
革實施之課程標準就像臺灣經濟起飛一樣是一個重要起點，但時間倉促加
上師資不足，課程設計也不夠完善，經過教育部的審慎計畫和高瞻遠光，
不斷投入數理與自然科學課程的實驗，直到民國64年才有較完備的課程可
言，且一用就是18年。不過，隨著政治改革逐漸開放，新的社會變遷，臺
灣教育的中央集權制（魏慶雲，2009）也逐漸瓦解，新的教育發展和理念
需求，以及學術研究領域的典範的轉移，促使82年版產生了一個很不一樣
的課程。
82 年課程標準除了課程的簡化、淺化之外，不再像 57 版、64 年版數學
課程以數學知識獲得為終極目標，轉而強調方法的體認，讓學生透過自己
的經驗去建構和理解數學的概念，並能以數學語言溝通、討論與批判，以
及善用工具解決問題。基本上，82 年版數學課程是把兒童認知放在第一順
位，以「學生」為中心取代之前以「學科」為中心的理念，教材的處理也
配合兒童認知發展，由以前的「學科組織邏輯」轉向「學科發生邏輯」，教
學法由「老師要教什麼」以教師或教科書為中心的「講述」方式轉變成注
重「兒童能學什麼」，即教人不教書的「討論式」教學型態（周筱亭，
1995；鍾靜，1999，2005）
。
總之，不同年代的課程都會產生所謂意圖的（intended）課程：即專家
設計的課程、實施的（implemented）課程：即教師詮釋後所教的課程；獲
得 的 （ attained ） 課 程 ： 即 學 生 學 到 的 課 程 （ 鍾 靜 ， 1999 ； Travers &
Westbury, 1989）。基本上，意圖課程永遠都不會是個完美理想的課程，也會
是一個變動的課程，但不管是否完美或變動，夠專業老師總能夠縮小意圖
課程和獲得課程之間的落差。陳梅生（1986）指出課程的改進一定要和師
資訓練配合，相輔相成，方竟其功。就前述對於國小數學課程標準發展的
討論來看，教師的專業在課程發展中，是不容忽視的重要議題5。
5

關於這方面的討論，可以參見第十章與第十一章。

128 數往知來歷歷可述—中小學數學課程發展史（上冊）

參考文獻
王克蒂、譚克平（1997）。國小數學課程發展回顧。載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
學教育研究所（主編），趙教授金祈榮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我國科學教
育的回顧與前瞻（頁451-472）。臺北市。
王麗娟（2004）。數學評量的願景與迷失。取自 http://www.tkes.tn.edu.tw/
司琦（1971）。小學課程的演進。臺北市：正中。
白亦方、劉修豪、黃炳煌（2011）。形塑完美的國民：課程史觀點。載於國家
教育研究院（編印），我國百年教育回顧與展望（頁253-276）。新北
市：國家教育研究院。
吳元杰（1982）。數學課程實施之調查研究。載於王鴻年、伊文柱、夏起晋、
陳壽觥、柯維俊等著國民小學新課程實施之調查研究（頁 105-151）。臺
北市：國立教育資料館編印。
吳明清（1998）。鬆綁後的學校教育改革課題。教師天地，95，8-14。
呂溪木（2007）。民國75年之前我國數學課程演變。論文發表於臺灣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所主辦之「吳大猷先生百歲冥誕科學教育學術研討會~我國近五
十年之科學教育發展」。臺北市。
邱石虎（2007）。57 年數學課程標準的理念與特色。載於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研究所主辦之「吳大猷先生百歲冥誕科學教育學術研討會-我國
近五十年之科學教育發展」，臺北市。
周立勳（2003）。國小學童珠心算能力與數字常識之相關研究。國科會專題研
究計畫成果報告（NSC-92-2521-S-415-003）。臺北市：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
周筱婷（1976）。師專教授小學數學教材教法改進研討會報告。臺北縣：臺灣
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
周筱亭（1995）。八十三學年度國民小學新課程數學科研討會論文暨會議實錄
專輯。臺北縣：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
周筱亭（2017 年 7 月 4 日）。口述訪談資料。臺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

第四章 國民小學數學課程標準時期的發展 129

區。
周祝瑛（2003）。誰捉弄了臺灣教改？臺北：心理。
林秀瑾、張英傑（2005）。臺灣地區三十年來國編版小學幾何教材內容範圍分
析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報，18（2），65-92。
林宜臻（2012）。數學。載於洪若烈（主編），國民中小學各類課程內涵與取向
研析（頁 51-126）。新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
林碧珍（2000）。數學課室內之評量與教學整合。取自
http://content.edu.tw/primary/math/ml_cs/con1-17.doc。
林碧珍（2010）。臺灣數學教育研究院的回顧與反思。教育研究月刊。190，
129-143。
林來發（1972）。國民小學科學教育小叢書：新數學簡介。研習資料第1075
號。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編印。
洪雅齡（2005）。臺灣與日本之十二年數學課程比較（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國立中央大學數學研究所，桃園。
孫邦正（1971）。課程教材教法通論。臺北：正中。
莊月嬌（2005）。九年一貫課程小學幾何教材內容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
文）。國立臺北師範學院數理教育研究所，臺北市。
徐南號（1996）。臺灣教育史。臺北：師大書苑。
國立編譯館（主編）（1971）。國民小學數學課本（初版，第七冊）。臺北
市：編者。
國立編譯館（主編）（1972）。國民小學數學課本（初版，第九冊）。臺北
市：編者。
國立編譯館（主編）（1973）。國民小學數學課本（初版，第十一冊）。臺北
市：編者。
國立編譯館（主編）（1975）。國民小學數學課本（再版，第十二冊）。臺北
市：編者。
國立編譯館（主編）（1976）。國民小學數學課本（七版，第五冊）。臺北
市：編者。

130 數往知來歷歷可述—中小學數學課程發展史（上冊）

國立編譯館（主編）（1976）。國民小學數學課本（六版，第七冊）。臺北
市：編者。
國立編譯館（主編）（1979）。國民小學數學課本（十版，第四冊）。臺北
市：編者。
國立編輯館（1980a）。師範專科學校教科書數學科教學研究。臺北市：作
者。
國立編譯館（主編）（1980b）。國民小學數學課本（初版，第四冊）。臺北
市：編者。
國立編譯館（主編）（1981）。國民小學數學課本（四版，第一冊）。臺北
市：編者。
國立編譯館（主編）（1981）。國民小學數學課本（初版，第七冊）。臺北
市：編者。
國立編譯館（主編）（1982）。國民小學數學課本（初版，第九冊）。臺北
市：編者。
國立編譯館（主編）（1983）。國民小學數學課本（初版，第十一冊）。臺北
市：編者。
國立編譯館（主編）（1986）。國民小學數學課本（七版，第五冊）。臺北
市：編者。
國立編譯館（主編）（2000）。國民小學數學課本（正式本初版，第九冊）。
臺北市：編者。
國立編譯館（主編）（2001）。國民小學數學課本（正式本初版，第十冊）。
臺北市：編者。
國立編譯館（主編）（2001）。國民小學數學課本（正式本初版，第十一
冊）。臺北市：編者。
國立編譯館（主編）（2001）。國民小學數學課本（正式本初版，第十二
冊）。臺北市：編者。
張素宜（2009）。一位課程總召集人的心路歷程：黃敏晃口述八十二年版國小
數學課程發展（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教育研究所，

第四章 國民小學數學課程標準時期的發展 131

臺北市。
郭雲欽（1971a）。一年級數學教學。國民小學教師科學教育小叢書，研習資料
第 1041 號。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編印。
郭雲欽（1971b）。二年級數學教學。國民小學教師科學教育小叢書，研習資料
第 1042 號。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編印。
郭雲欽（1971c）。三年級數學教學。國民小學教師科學教育小叢書，研習資料
第 1043 號。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編印。
郭雲欽（1972）。小學四年級數學教學。國民小學教師科學教育小叢書，研習
資料第 1088 號。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編印。
郭雲欽（1970a）。怎樣教「數學課本第五冊」。國民小學新編自然、數學課本
教學參考書，研習資料第 1023 號。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編印。
郭雲欽（1970b）。怎樣教「數學課本第六冊」。國民小學新編自然、數學課本
教學參考書，研習資料第 1029 號。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編印。
教育部（1962）。國民學校課程標準。臺北市：正中。
教育部（1968）。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臺北市︰正中。
教育部（1975）。國民小學課程標準。臺北市︰正中。
教育部（1991）。國民小學數學課程標準草案。臺北市：作者。
教育部（1993）。國民小學課程標準。臺北市︰台捷文化。
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1974）。第四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臺北市：正
中。
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1984）。第五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臺北市：正
中。
梁淑坤（2011）。數學課程改革下綱要實施之相關研究。臺灣數學教師電子期
刊，28，1-20。取自 http://tame.tw/news/news.php?Sn=96
陳秉筠（2008）。臺灣小學數學課程標準的沿革：以數與計算為初探（未出版
之碩士論文）。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高雄市。
陳梅生（1971）。序文。載於郭雲欽（編著），怎樣教數學課本第六冊。臺北縣：
臺灣省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

132 數往知來歷歷可述—中小學數學課程發展史（上冊）

陳梅生（1986）。在研習會幾樁值得回憶的事。載於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
會三十年會慶專刊編輯委員會（主編），三十年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
會三十年紀念專刊（頁41-55）。臺北：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
陳進金、董群廉（2000）。陳梅生先生訪談錄。臺北市：國史館。
葉盈君（2014），我國中小學教科書審定政策之研究。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究報
告（NAER-102-12-G-1-01-01-1-03）。新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
游自達、陳淑娟（2015，10 月）。臺灣解嚴前後國小數學教科書的發展與改
變：黃敏晃口述史之分析。載於國家教育研究院舉辦之「臺灣中小學教科
書知識論與課程觀演變」會議手冊（頁 145-174），臺北市。
甯平獻（2010）。數學教材教法。臺北市：五南。
甯自強（1993）。國小數學科新課程的精神及改革動向―由建構主義的觀點來
看。科學教育學刊，1（1），101-108。
黃幸美（2010）。美國當代小學幾何課程發展及其對臺灣幾何教學之啟示。教
育資料研究集刊，45，233-269。
黃國榮（2000）。珠算教育對兒童數學能力、認知能力與學業成績影響之研
究。中華民國兒童珠算協會。取自
http://www.caca.org.tw/page11_89/page11_89100.htm
黃敏晃（1994）。國民小學數學新課程之精神。載於國民小學數學科新課程概
說（低年級）（頁 1-17）。臺北市：教師研習會。
楊美伶（2003）。教師如何因應數學課程的變革。國民教育，44（2），2731。
溫世展、呂玉琴（2004）。影響國小教師數學教學相關信念與教學是否一致之
原因探討。國立臺北師範學院學報，17（2），23-52。
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主編（1977）。國民小學數學研習教師手冊。臺灣
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出版。
廖蕙婉（2008）。臺灣珠算教育的起點─林天來老師訪談。取自
http://www.abacus6860.com/2013/01/blog-post.html
劉好、許天維（1995）。數學科課程教材教法基本理念。載於周筱亭（主編），

第四章 國民小學數學課程標準時期的發展 133

八十三學年度國民小學新課程數學科研討會論文暨會議實錄專輯（頁 11-28
頁）。臺北縣：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
歐用生（2011）。國小課程標準修訂的課程史分析。載於國家教育研究院（編
印），我國百年教育回顧與展望（頁 277-291）。新北市：國家教育研究
院。
鍾靜（1997）。數學教室文化的新貌。載於國民小學數學新課程概說（中年
級）（頁283-307）。臺北縣：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
鍾靜（1999）。落實小學數學新課程之意圖與學校本位的進修活動。課程與教
學季刊，2（1），15-24。
鍾靜（2000）。學校本位行動研究的實務。教育資料與研究，35，19-24。
鍾靜（2005）。論數學課程近十年之變革。教育研究月刊，133，124-134。
戴錦秀（2001）。建構主義與數學教學。屏師科學教育，14，10-24。
魏慶雲（2009）。黃敏晃訪談：國小 64 年版數學課程發展紀錄（未出版之碩
士論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教育研究所，臺北市。
騰邑文化編輯部（2013）。九年國教開辦。載於林惠萱（主編），臺灣教育世
紀回顧：民國時期（頁 36-41）。新北市：零極限文化。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e (NCTM) (1989). Curriculum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 School Mathematics, Reston, Virginia: NCTM.
Travers, K., & Westbury, I. (1989). The IEA study of mathematics I: Analysis of
mathematics curricula. London: Pergamon Press.

134 數往知來歷歷可述—中小學數學課程發展史（上冊）

第 五 章
國民中學數學課程標準時期的發展
陳玟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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遜清興學以來，我國中學課程歷經多次修訂，綜觀其演變歷程，或因
教育思想之變遷，或因社會需要之轉移，或因學校制度之改革，或因時代
情勢之需要，其中興革損益，變化良多，教學科目，固有增刪，教學時
數，亦有加減，教學內容，尤多革新。細究我國新教育中學課程之建立，
可溯自光緒28年（1902）清廷頒布之壬寅學制開始，當時由於內憂外患，
非變法不足以圖強，故效尤歐美日本之成法，頒布所謂「欽定學堂章程」
和「奏定學堂章程」，其中中學採「一級制」，即課程無初中與高中之
分，新教育制度和新教育課程至此得以建立。然而，其後雖經過數次修
改，直至民國11年（1922）北京政府公布新學制之前，此時期之中學課程
僅訂有科目和時數（或學分），各科課程尚缺具體標準。
民國11年，公布的新學制採行「六 ― 三 ― 三 ― 四」學制，中學始採
「二級制」，課程始有初中與高中之別。民國十八年，北伐成功、奠都南
京，教育部公佈中小學課程暫行標準，至此始有正式課程標準之訂定，內
容除了規定科目和時數之外，每一科目均詳列有教學目標、時間支配、教
材大綱，以及實施方法，裨於有所依循。民國21年（1932），正式頒布中
學課程標準，此後因抗戰、行憲先後配合時局修正。遷台後，長達四十餘
年的統編本時代，國中課程標準則分別經歷民國41年（1952）、民國51年
（1962）、民國61年（1972）、民國72年（1983）、民國74年（1985）、
民國83年（1983）等六次修訂，每一次課程標準的修訂都意涵著不同時代
的需求，因此檢視歷年課程標準，觀察其變化的軌跡，從中得悉國中數學
課程之樣貌。綜觀我國中學課程之演變過程，乃由於政治制度之改變，教
育思想之演進，社會之變遷，以及學校制度之改革等因素，不斷革新以求
教育品質之提升、適應時代與社會之需求。茲將我國歷次修訂之中學課
程，臚列如下：
一、光緒 28 年壬寅學制中學堂課程。
二、光緒 29 年癸卯學制中學堂課程。
三、宣統元年之中學課程。
四、民國元年壬子學制中學校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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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國 11 年新學制初級中學課程。
六、民國 18 年頒訂中學課程暫行標準。
七、民國 21 年公布中學課程標準。
八、民國 25 年修正中學課程標準。
九、民國 29 年修正中學課程標準。
十、民國 37 年修正中學課程標準。
十一、民國 41 年修正中學課程標準。
十二、民國 44 年修訂中學教學科目及時數。
十三、民國 51 年修訂中學課程標準。
十四、民國 57 年訂頒國民中學暫行課程標準。
十五、民國 61 年修訂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十六、民國 72 年修訂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十七、民國 74 年修訂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十八、民國 83 年修訂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本章旨在探究國民中學數學課程標準時期的發展，所探討時期界定在
統編本國民中學數學課程標準時期6。陳玟樺（2017）指出，民國五十年至
八十年代(1961-2000 年)間，隨時代變遷和教育哲學改變，數學課程約經四
波較大幅度的變革，皆反映當時時勢條件的限制和數學學習的特性，或受
現實環境限制。據此，本章以民國 57 年（此年正式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
育）至民國 89 年（此年公布「國民中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間教育
部所頒之課程標準為主要文本加以分析，然為裨於理解該時期國中數學課
程發展脈絡，本研究亦佐以此時期前後各課程標準或其他相關文獻為參，
以祈更能理解數學課程展演之來龍去脈。
6

本研究採彭致翎、詹美華（2011）研究，將民國 57 年（1968）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迄今
之國民中小學教科書政策約略分為四個階段：統編制（1968-1989）、統編審定併行制
（1989-2000）、全面開放民編之審定制（2000-2005），以及部編本民編本併行之審定制
（2005-迄今）等四個階段。本研究所指「統編本國民中學數學課程標準時期」乃自民國 57
年（1968）至民國 89 年（2000）間，即統編制（1968-1989）、統編審定併行制（19892000）兩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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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一共分為五小節：第一節為「本時期課程標準制定之緣起」，第
二節為「本時期的課程理念與目標」，第三節為「本時期的教科書內容與
特色」，第四節為「本時期的教學與評量特色」，以及第五節「小結」。

第一節 本時期課程標準制定之緣起
一、民國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1961-1979）的背景脈絡
民國 41 年，我國中學課程標準雖曾局部修訂，但因歷經多年，教育部
為順應世界教育潮流、配合當前國策，民國 48 年四月起開始籌備課程修訂
工作，同年九月先是成立了「修訂中小學課程標準委員會」，十一月又成
立「修訂中學課程標準委員會」與「修訂國民學校課程標準委員會」，至
50 年四月又完成中小學各科課程標準修訂草案，分寄有關機關學校團發與
專家學者徵詢意見，九月起又召開會議，將原草案再予修正，直至 50 年十
二月底終完成修訂。此次修訂的最大特色在於—總綱中將初中和高中之教
育目標分別予以明確地規定，即「初中教育目標在於繼續國民學校之基本
教育，發展青年身心，陶融公民道德，發揚民族文化，充實生活知能，以
培養有為有守之健全國民」、「高中教育目標在於培養優秀青年，陶融公
民道德，施以一般文化陶冶科學教育及軍事訓練，以奠定其研究高深學術
及學習專業技能之基礎，並養成文武兼備、效忠國家、服務社會之中堅人
才」（教育部，1961：1），初中數學每週教學時數也由原來的每週 18 小
時，調整至 18 至 24 小時，為適應學生個別需要，發揮分化職能，高中也
將主科教學時數分為甲表（以自然學科為主的修習時數）和乙表（以社會
學科為主的修習時數），兩表修習時數略有不同。此次修訂中學課程標
準，特別注意刪減重複教材，並注意各級學校間的課程聯繫，依照學校職
能，使初中課程盡量與國校課程銜接，以繼續小學之基礎訓練，作為延長
義務教育之準備。
民國 55 年（1966），中國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
委員會主席毛澤東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統治階級，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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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下動員成千上萬紅衛兵在中國大陸進行全方位的階級鬥爭。「紅衛兵」
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下，不僅對中國歷史文物和倫理道德大
力摧殘，為了「破四舊」，更闖入知識份子、富人及官員們的家中，焚
書、羞辱甚至殺害屋主，學校為其所佔據，教師也為其批鬥對象，其破壞
及寺院、宮殿、佛像、名勝古蹟、字畫、古玩等，批鬥、抄家、告密文化
使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與人倫道德遭受嚴重衝擊，也讓經濟活動和教育運
作幾近停頓。同年十一月十二日，總統蔣介石在孫中山先生一百週年誕辰
上宣揚三民主義與中國傳統相揉合之文化宗旨，宣稱「三民主義思想，不
惟為中華文化之匯歸，而三民主義之國民革命，乃益為中華民族文化之保
衛者」（陳鐵健、黃鐵炫，1992：120），「復興中華文化、承續道統」乃
為臺灣的神聖使命，道統的繼承，也正宣示了中華民國乃為法統所歸，教
育部通令各級學校宏揚孔孟學說，加強實踐固有道德，以發揚中國傳統文
化為教育之宗旨。民國 56 年八月，國民政府通過「九年義務教育實施綱
要」，次年（民國 57 年）頒布「國民中學暫行課程標準」，正式將國民教
育延長為九年，初中改制為「國民中學」，並以民族精神教育和生活教育
為中心。易言之，九年國民教育自 56 年七月至 57 年七月籌備時間僅約一
年，教材編撰、師資培訓、校舍設備等雖未臻完善，然對教育普及、人力
素質提升等，仍有相當程度貢獻，也為臺灣經濟起飛所需的中級技術人才
人力資源奠定了基礎(詳見第一章)。
為檢討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成效，自 59 年至 60 年八月，教育部由各國
民中學、各縣市政府、省市教育廳局等逐級展開課程教材的全面檢討，同
時編製調查問卷，調查學生家長、教師、教育行政人員、學者專家意見，
並彙編成問卷資料作為重要之參考。教科書方面，每科指定一所國民中學
提出改進意見，上述國民中學課程教材之實驗、檢討、調查問卷及教材研
究等工作於 60 年九月次第完成後，教育部接續開始籌畫修訂國民中學課程
標準，並於 61 年十月十日公布實施。當中有關國中數學課程部分，為適應
地方需要，除了必修數學在第一、二、三學年每週各三至四小時外，第三
年學年另增選課二小時，但學生若因志願就業或二年級學業成績符合留級

140 數往知來歷歷可述—中小學數學課程發展史（上冊）

規定者，得依自願免修三年級之數學，而以職業選科補足之，仍得以升上
三年級。是以，在該次課程標準修訂中，國中數學三學年每週教學時數最
高時數雖仍維持在 24 小時，然最低時數已由原來的 18 小時降至 12 小時。
此外，該次修訂之特色在於注重四育均衡發展，國中教育目標明列「養成
忠勇愛國、德智體群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亦為各校之教學重要方針。

二、民國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1980-2000）的背景脈絡
民國 60 年代（1970-1980），臺灣積極興建基礎建設，社會型態正面臨
轉變，在教育政策上，雖仍以陶冶民族意識、愛國情操作為教育目標主
軸，但民國 72 年課程標準修訂中，已不再提及有關於「總統指示」一類敘
述，而以適應現代社會生活為考量。在該次修訂中，配合「國民教育法」
之實施，另增列「美育」為教育目標，以求五育均衡發展；在課程規劃
上，除必修科目外，亦擴大選修科目，包括增加數學、自然學科的選修彈
性；在教材編選上，強調應切合學生能力，教材內容應以生活問題為中
心，並力求各科間聯繫。
民國七十年代（1980-1990）以後，臺灣的政治型態有了劇烈轉變(詳見
第一章)，為配合社會變遷、教育發展需要，以及改進現行國民中學課程標
準，教育部於民國 78 年（1989）八月成立「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修訂委員
會」，並於同年九月召開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討論課程標準修訂原則與
重點。民國 83 年（1994），教育部修正公布「國民中學課程標準」，預定
自 87 學年度起逐年全面實施，至於教科書編審作業則沿用舊制，即與聯考
有關之科目仍由國立編譯館統一編輯，藝能活動及選修科目則為審定本。
85 年十二月，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公布「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
書」，依該報告書之建議，教育部首先完成「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總
綱綱要」，確立七大學習領域名稱及課程架構，並決定以四年為期，自 90
學年度起逐步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嗣後，正式公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
課程暫行綱要」，至 92 年十一月止，又公布各學習領域課程綱要。至此，
課程綱要已取代課程標準，國家層級課程之形式與實質產生了巨大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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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臺灣的政治轉型過程，從解除戒嚴、解放報禁、鬆綁言
論、觀光、出入境等限制、增加政治參與管道、選舉民意機構等，整個社
會的權力結構發生劇烈變化，從戒嚴走向憲政體制，從威權體制走向民主
體制，由一黨走向政黨競爭，政治的民主化也強化了人民的權利意識，而
隨著多元化和自由化的社會需求，教育部於 2000 年發布「國民小學及國民
中學教科圖書審定辦法」，規定中小學教科書全面開放由民間出版業者編
輯自由競爭，「統編本」畫下句點，國民中小學教科書政策正式進入「審
定本」時代。
茲將上述 50 至 80 年代課程標準制定時代背景的主要發生事件整理如圖
5-1。

圖 5-1 50 至 80 年代課程標準制定時代背景的主要發生事件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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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本時期的課程理念與目標
遷臺後，長達四十餘年的統編本時代，國中課程標準則分別歷經民國
41 年（1952）局部修正中學課程標準、民國 44 年修訂中學教學科目及時
數、民國 51 年（1962）修訂中學課程標準、民國 57 年訂頒國民中學暫行課
程標準、民國 61 年（1972）修訂國民中學課程標準、民國 72 年（1983）修
訂國民中學課程標準、民國 74 年（1985）修訂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以及民
國 83 年（1994）修訂國民中學課程標準等，每一次課程標準的修訂或頒布
均意涵有不同時代背景下的差異需求。就數學科來說，此期間除了民國 41
年的修訂限於公民、國文、歷史、地理等四科，以及民國 44 年修訂重點僅
在於教學科目和教學時數之籌劃外，數學科在每一次課程標準修訂中，均
有所調整，質量上或增或刪、或有補充。於此，茲先將民國 57 年至 83 年之
歷次課程標準修訂版之國中數學課程目標（含選修）整理如表 5-1，並於表
後逐一說明與分析。
表 5-1 民國 57 年至 83 年歷次國民中學數學（暫行）課程標準修訂（頒布）
之課程目標（含選修）
公布 修訂（頒
課程目標
時間 布）名稱
壹、 使學生了解數與形之性質及關係，並熟悉運算之原則
與方法。
貳、 供給學生日常生活中數量之知識，並啟發其研究自然
國民中學
環境中之數量間題。
民國
數學暫行
57 年
參、 訓練學生關於簡單計算及基本作圖之技能。使有準確
課程標準
迅速及精密整潔之習慣。
肆、 培養學生以簡馭繁，由已知推未知之能力。
伍、 使學生認識數學之特質，並欣賞其應用價值。
壹、 使學生了解數與形的關係及性質，並培養其對「空
國民中學
間」
、
「函數」的直觀概念。
民國
數學課程
61 年
貳、 訓練學生關於計算查表及基本作圖的技能。
標準
參、 培養學生以簡馭繁，由已知推未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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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供給學生日常生活中數量的知識，使其認識數學的應
用價值，並啟發其研究自然環境中數量問題的興趣。
壹、 引導學生認識數學的功用，以提高學習的興趣。
貳、 輔導學生獲得數、量、形的基本知識與技能。
國民中學
參、 培養學生運用數學方法，解決日常生活中數量問題的
數學課程
習慣與能力。
標準
肆、 培養學生思考、推理的基本能力。
伍、 配合教育輔導，鑑別與試探學生數學的能力。
國民中學
民國 選修科目
72 年
數學
（甲）課
程標準

壹、 使學生認識數學的功用，以提高學習的興趣。
貳、 輔導學生獲得數、量、形的知識與技能，以奠定日後
繼續研究的基礎。
參、 培養學生運用數學方法解決數量問題的能力。
肆、 啟發學生思考、推理與創造的能力。

壹、 引導學生認識數學的實用價值，以提高學習的興趣。
國民中學
貳、 提供學生實用的數學知能，以適應實際生活及職業上
選修科目
的需要。
實用數學
參、 養成學生善用有關的數學知能與機具，解決數量問題
課程標準
的能力。
壹、 引導學生認識數學的功用，以提高學習的興趣。
貳、 輔導學生獲得數、量、形的基本知識與技能，以為日
後研究的基礎。
國民中學
數學課程 參、 培養學生運用數學方法，解決日常生活中數量問題的
習慣與能力。
標準
民國
肆、 啟發學生思考、推理與創造的能力。
74 年
伍、 配合教育輔導，鑑別與試探學生數學的能力。
壹、 引導學生認識數學的實用價值，以提高學習的興趣。
國民中學
貳、 提供學生實用的數學知能，以適應實際生活及職業上
選修科目
的需要。
實用數學
參、 養成學生善用有關的數學知能與機具，解決數量問題
課程標準
的能力。
壹、 引導學生認識數學在生活中的功用。以提高學習的興
民國 國民中學
趣。
數學課程
83 年
貳、 輔導學生獲得數、量、形的基本知識與技能，以提升
標準
數學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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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培養學生運用數學方法解決問題的習慣與能力。
肆、 啟發學生思考、推理與創造的能力。
伍、 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態度及欣賞數學的能力。
壹、 增強學生了解數學在生活中的應用，以提高學習的興
趣。
國民中學
貳、 輔導學生充實數、量、形的知識與技能，以增進數學
選修科目
素養。
數學課程
參、 增進學生運用數學方法解決問題的習慣與能力。
標準
肆、 啟發學生思考、推理與創造的能力。
伍、 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態度及欣賞數學的能力。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自教育部（1968，1972，1983，1985，1994）。

一、民國 57 年（1968）「國民中學數學暫行課程標準」之課程目
標分析
民國 51 年公布之中學課程標準，自 52 學年度開始實施，當時高、初
中數學教科用書已依新頒課程標準改編完成，惟所修訂課程標準仍依照
「小學六年，中學三、三年」學制，以維持六年義務教育為目標，初、高
中仍為選擇教育。當時，由於多數先進國家已將義務教育延長為九年至十
二年，我國義務教育仍停留於小學六年階段，鑑及此，當時總統蔣介石在
民國 56 年六月二十七日於總統府國父紀念月會時便指示（教育部，1968：
342）：
我們要繼耕者有其田政策推行成功之後，加速推行九年義務教育計
畫…現在世界各國，民智大啟，我們已不能再滿足於六年義務教育的
現狀。
基於此，加上為順應世界教育潮流、國家建設發展等因素，此頒布的
國民中學課程標準總綱所揭示之目標訂為（教育部，1968：1）：
繼續國民小學之基本教育，發展青年身心，灌輸民族文化，培育科學
基神，實施職業陶冶，充實生活之能，以奠定其學習專業技能或繼續
升學為基礎，並養成忠勇愛國之健全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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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57 年課程標準修訂之時任教育部長為閻振興，數學科由康洪元擔
任召集人，李新民、徐道寧、施拱星、陶濤、趙良玉、王冀、王德后、陳
石貝等學者為修訂委員。此次修訂在蔣介石總統指示之下，雖以「國文第
一」、積極培養學生語文發表及欣賞應用能力為原則，然在數學方面，也
特別強調應培養學生以思考推理能力，以及日常生活必備之智識重要性，
課程編選更參考先進國家如英美新教材之精神，重視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
之培養，並強調採九年一貫方式組織，並刪除重複部分等。
本次修訂所揭示之數學課程目標有五（教育部，1968：83），可謂在
前一標準7的基礎上做出補充，除了第一項、第二項，以及第四項目標承接
自舊標準外，此次標準第三項目標「訓練學生關於簡單計算及基本作圖之
技能，使有準確迅速及精密整潔之習慣」較舊標準第三項「訓練關於計算
及作圖之技能，使有準確迅速及精密整潔之習慣」更有補充，此次標準特
別強調「…『簡單』計算及『基本』作圖之技能…」，提示教學時應不以
訓練學生艱澀、繁複、高深知能為目標，盡量由直觀及歸納入手8。另課程
目標第五項「使學生認識數學之特質，並欣賞其應用價值」為本次標準新
增項目，強調數學教學在基礎知能指導之外，也應留意培養學生認識數
學、欣賞生活應用的數學知能等。此外，若進一步將此次課程標準與 51 年
標準作一整體比較可發現，此次標準於每一項課程目標上均將教學對象─
「學生」二字明列，即「使學生…」、「供給學生…」、「訓練學
生…」、「培養學生…」、「使學生…」，受詞（object）「學生」二字之
補充不僅讓教學對象明確、具顯化，也提供閱覽者在讀取目標時，更能理
7

即民國 51 年（1962）的「中學課程標準」。該次修訂所揭示的國中數學課程目標有四項，
依序為「壹、了解形與數之性質及關係，並熟悉運算之原則與方法」、「貳、供給日常生
活中數量之知識，並啟發學生研究自然環境中數量之問題」、「參、訓練關於計算及作圖
之技能，使有準確迅速及精密整潔之習慣」，以及「肆、培養以簡御繁以已知推未知之能
力」。
8
新標準在學制、課程、教材及教法方面，比起舊標準有更詳確之重點指示。蔣介石總統指
出，現行小學教材屬空洞之理論居多，與日常生活少有關聯，故今凡整齊清潔、簡單樸
素、尊師敬長、負責守分之德性，不論編纂教材或訓練師資等，均須特別注重實踐，亦盼
能根除惡性補習之痼疾。另新標準實施方法中揭示，數學教學應盡量由直觀和歸納入手，
避免不必要的孤立難題之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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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或意會其脈絡性、意圖性，正也從此次修訂開始，其後諸次國中數學課
程目標也都依此為課程目標的撰寫體型。
整體來說，九年國民教育之實施不僅為提高國民智識水準，適應國家
建設需要，也在於充實戡亂建國力量，國民中學課程在強調「國文第一」
原則下，也同時重視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的培養，由前列數學課程目標即
可知數學教學也肩負有相當重任。

二、民國 61 年（1972）「國民中學數學課程標準」之課程目標分
析
籌備九年國民教育自 56 年七月至 57 年七月約一年，由於修訂課程較
為倉促，且自 56 年九月開始籌備至 57 年一月公布為止，亦尚未滿四個月，
各科標準擬定皆於草創時期，故成效尚待進一步實驗和檢討後方可確定，
故時稱為「國民中學暫行課程標準」。爾後，教育部為全面檢討九年國民
教育實施成效，自 59 年至 60 年八月間，於各國民中學、縣市政府、省市
教育廳局、教育部等逐級全面展開課程與教材之檢討，透過編製問卷，調
查學生家長、教師、教育行政人員，以及學者專家等意見，做為改進課程
之參考，並於 60 年九月逐步完成後，籌劃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之修訂工作。
此次修訂的國民中學課程標準總綱所揭示之目標大致與舊標準相同，僅第
三段最後一句修訂為「以養成忠勇愛國、德智體群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
並奠定其就業或升學之基礎。」（教育部，1972：1） 同列為各校的教學方
針，除了注重四育均衡發展，也改變部分教學科目名稱，為適應地方需
要，亦增列其他選科。
民國 61 年課程標準之修訂先後歷經羅雲平、蔣彥士兩任教育部長，數
學科由范傳坡擔任召集人，李新民、周來香、施拱星、康洪元、陳銘德、
郭燮昌、趙良五、賴東昇、潘碧英、鄧靜華、繆龍驥、蘇競存、林迺珍、
李堂儼等學者為修訂小組委員。該次修訂在數學科方面，增列選修數學，
至於時間支配上，則是在 57 年標準的基礎上9於第三學年另增加每週二小
9

民國 57 年國民中學課程暫行標準規定，數學教學時間支配為第一、二、三學年每週均各
三至四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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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之數學選修教學時間。
本次修訂所揭示之數學課程目標有四（教育部，1972：91），較 57 年
標準少一項目，然仔細比對內文細節後可發現，此次標準課程目標在整體
內容上不僅未有短缺，反較 57 年標準有所補充。首先，61 年標準將 57 標
準中的幾個課程目標稍做整併，57 年標準課程目標第二項「供給學生日常
生活中數量之知識，並啟發其研究自然環境中之數量問題」和第五項「使
學生認識數學之特質，並欣賞其應用價值」在 61 年標準中已整合同列在一
課程目標下，即「供給學生日常生活中數量的知識，使其認識數學的應用
價值，並啟發其研究自然環境中數量問題的興趣」，本次課程修訂依然注
重數學的實用價值，更指教學過程中應透過「供給」生活知識，讓學生
「認識」到數學的應用價值，以進一步「啟發」其研究自然環境中問題，
整併後的課程目標帶有具體教學歷程指引的效果，對「認識數學的應用價
值」之實踐進路有更清楚的說明。其次，61 年標準第一項課程目標「使學
生了解數與形的關係及性質，並培養其對『空間』、『函數』的直觀概
念」與 57 年標準第一項「使學生了解數與形之性質及關係，並熟悉運算之
原則與方法」相較，57 年標準後一句「熟悉運算之原則與方法」已被刪
除，61 年標準改以「培養其對『空間』、『函數』的直觀概念」為替換。
事實上，「概念」描述即對某類型物件的內涵進行描述，本概括該類型物
件的有關特徵，是以，61 年標準「培養其對『空間』、『函數』的直觀概
念」本包含了「熟悉運算之原則與方法」的過程，「熟悉運算之原則與方
法」並未消失。從目標中以「『空間』、『函數』的直觀概念」取代「熟
悉運算之原則與方法」可知，61 年標準的數學課程目標之設定，已對以往
較為偏向於技術熟練的課程目標設定有所反芻，而以根據概念所延伸的包
含關係來定義目標。再者，61 年標準第二項課程目標「訓練學生關於計算
查表及基本作圖的技能」與 57 年標準第三項「訓練學生關於簡單計算及基
本作圖之技能，使有準確迅速及精密整潔之習慣」做一比較，61 年標準除
了將 57 年標準中「使有準確迅速及精密整潔之習慣」一句刪除外，同時也
將「簡單計算」替換以「計算查表」，「查表」首次列於國中數學課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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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中。
整體來說，此次國中課程標準的修訂緣起在於檢討並改進九年國民教
育實施後之利弊得失問題，尤其當時為順應世界潮流，特別參酌 1960 年後
出版之權威著作 SMSG 編修國內數學科書內容和講述方法，遭質疑該教材
過於抽象，有專為培訓「數學家」之疑慮，並非真正合適於一般對象所學
習（科學月刊編輯部，1985）。本次在國中數學課程目標略作修正，除局
部整併舊標準的幾項課程目標、首次將「查表」列為數學教學任務等外，
也留意以學科內容概念所延伸的包含關係來定義目標。此外，為適應社會
和地方需要，在必修數學科目之外，另也增列選修數學，惟選修數學未獨
立設有標準，而是依附在必修數學課程標準中，至於教學時數和教材綱要
則是另列10。

三、民國 72 年（1983）「國民中學數學課程標準」、「國民中
學選修科目數學（甲）課程標準」及「國民中學選修科目實
用數學課程標準」之課程目標分析
民國63年，教育部為全面研究改進國民中小學科學教材教法，分別自
61年和63年起委託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和師大科教中心辦理國民中
學「自然科學」和「數學」課程實驗研究工作。其中，國中數學自民國65
年七月起開始進行實驗研究，並在69年九月起指定十所國中進行教學實
驗，直至70年六月第一階段教學實驗結束後，教育部於71年擬訂「修訂國
民中學課程標準計劃」，並分別成立「研究小組」、「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修訂委員會」，以及「總綱小組」等，再次研訂國民中學各科教學目標、
教材綱要，以及教學方法，並於72年七月完成修訂、公布實施。此次修訂
的國民中學課程標準總綱所揭示之目標除繼續國民小學教育、以培養德、
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的健全國民為目的外，為實現前述目的，首

10

詳可參本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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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明確列出須輔導學生達成九項目標 11 ，而其中第四項「增進運用語文、
數學的能力，充實生活所需的知能」更直接揭示了「數學能力增進」之重
要性，此也是「數學」二字首次見於國民中學課程標準總綱目標中。
民國72年課程標準修訂之時任教育部長為朱匯森，數學科由顏啟麟擔
任召集人，王振瀛、呂溪木、李政豐、邱蕙蘭、洪文隆、陳銘德、陳昭
地、黃敏晃、郭燮昌、曹博盛等學者為修訂小組委員。此次修訂強調「富
有彈性的課程設計」，除必修基本科目 12 外，為適應學生性向和能力之差
異，擴大選修科目。以數學科為例，在必修數學外，又特別設置二種不同
學習進路的選修科目，一為繼續升學所預備的選修科目「數學（甲）」，
另一為適應實際生活和職業需要所預備的選修科目「實用數學」，學生自
第二學年起可依其性向和學習能力擇一選修。此外，與61年標準另一不同
是，61年標準的必、選修數學列有相同課程目標，但此次標準的必修「數
學」、選修科目「數學（甲）」，以及選修科目「實用數學」三者分列有
課程目標，至於教學時數、教材綱要和實施方法等也有差異。
本次修訂之「國民中學數學課程標準」、「國民中學選修科目數學
（甲）課程標準」及「國民中學選修科目實用數學課程標準」所揭櫫的目
標分別為五項、四項及三項（教育部，1983：83、351、391），在必修數
學方面，此次課程標準之修訂所揭示的數學課程目標內容明顯不同於61年
標準，相較於61年標準，此次標準課程目標所涵蓋層面更為廣泛，也更留
意於目標之間前後銜接的關係。首先，72年標準數學課程目標第一項「引
11

12

此九項目標分別為：壹、陶冶民族意識、愛國情操，以及互助合作、服務社會的精神。
貳、養成修己善群、守法負責、明禮尚義的優良品德。參、鍛鍊強健體魄，增進身心健
康。肆、增進運用語文、數學的能力，充實生活所需的知能。伍、培養善用公民權利、
克盡公民義務的觀念與能力。陸、增進認識自我、瞭解自然環境與適應社會生活的能
力。柒、發展思考、創造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捌、養成勤勞習慣，陶冶職業興趣。玖、
培養審美能力，陶冶生活情趣，養成樂觀進取的精神。(教育部，1985：23)。
該次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修訂將教學科目分為「基本科目」、「活動科目」與「選修科
目」等三部分。「基本科目」如國文、數學等；「活動科目」如童軍教育、輔導活動、
團體活動等；「選修科目」如實用數學、數學（甲）等。「基本科目」和「活動科目」
為國中全體學生所修習，而「選修科目」則依學生性向分別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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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學生認識數學的功用，以提高學習的興趣」看似首次揭示，然細究其內
容，或說應由61年標準第四項目標「供給學生日常生活中數量的知識，使
其認識數學的應用價值，並啟發其研究自然環境中數量問題的興趣」轉型
而來，72年標準更強調了教學應能引導學習者認識數學之功能和效用，並
提升其學習興趣和動機，數學課程目標在認知和技能目標類目的一貫定錨
上，另突顯了對情意目標的重視，而由此項目標之轉型也意味著1960年代
以來為我國數學課程規劃參考、飽受爭議的美國 SMSG 課程，其影響力更
有所削減。其次，數學概念內涵中具有「數」、「量」、「形」等複雜的
數學特徵，72年標準課程目標第二項「輔導學生獲得數、量、形的基本知
識與技能」首次將「數、量、形」並列於目標中，對於教學者的教學、學
習者的學習，以及數學學科知識的整體圖像等，有更清晰地指標效果，也
較61年標準課程目標第二項「使學生了解數與形的關係及性質，並培養其
對「空間」、「函數」的直觀概念」所指之數學學科本質內容涵蓋層面更
為周全、意旨亦較完備。再者，72年標準課程目標第三項「培養學生運用
數學方法，解決日常生活中數量問題的習慣與能力」強調數學教學應留意
於對學生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首次出現於數學
課程目標中。雖然先前的課程標準修訂中也曾揭示有相似的課程目標，
如：民國57年訂頒的國中數學暫行課程標準目標第二項「供給學生日常生
活中數量之知識，並啟發其研究自然環境中之數量問題」，以及民國61年
修訂的國中數學課程標準目標第四項「供給學生日常生活中數量的知識，
使其認識數學的應用價值，並啟發其研究自然環境中數量問題的興趣」
等，然此二版本多僅停留在提示教學者應主動「供給」學習者日常生活中
數量相關素材，以「啟發」學習者進一步「研究」環境中數量問題和興趣
之層次，對於學習者來說，仍偏向是「學術性」數學知能的探索，相較之
下，此次標準顯然更強調學習者應能以習得的數學方法，「直接」解決生
活中數學相關問題。此外，自此修訂開始，「培養解決問題能力」始終成
為我國國中數學課程目標的主要內涵，成為數學教學的專責要務之一。
再者，此次標準課程目標第四項「培養學生思考、推理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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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為首次增列，提示數學課程不僅停留於技術層面的操作學習，也應留意
更高層次抽象思考能力的養成。從目標中所揭示的「基本能力」之「基
本」二字可知，思考和推理能力之培養有其「基礎性」、「全面性」和
「必要性」，亦指個體為求生存所不可或缺的基礎能力，數學教學應司其
職。最後一項課程目標─「配合教育輔導，鑑別與試探學生數學的能力」
也首次出現在數學課程目標之列，相較於61年標準僅一套數學教材，72年
標準在基本科目數學外，另設選修科目「實用數學」和「數學（甲）」兩
科，並分列不同目標，學生自第二學年起，可依性向及其自身學習能力，
選習適當科目進行修習，以適應個別差異。為使選修科目實施有效，在教
學過程中，教學者應盡力協助、輔導學生瞭解與探索自我，故新標準將此
納為目標，成為另一項數學教學要任。
至於選修科目「數學（甲）」課程目標則列有四項，其內容與必修數
學課程目標前四項幾乎相同。由於此次標準內文揭示，凡具升學傾向者，
於第二學年可選習「數學（甲）」科目，並同時得免修必修數學（教育
部，1983：19），故「數學（甲）」可說是必修數學課程學習的接續，是
以兩者有幾乎一致的課程目標。至於另一選修科目「實用數學」則列有三
項課程目標，該科目標強調學生能認識數學的實用價值，並能運用所學數
學知能和機具來解決數量問題、適應真實生活，以充實職業所需知能。值
得注意是，選修科目雖名為學生依其興趣和需要自由選習，然此次標準中
亦有指出，學生於修畢第一學年課程後，凡具就業傾向或成績考查結果有
六科以上不及格者，學校得輔導其選習職業科目或實用科目（教育部，
1983：23）。是以，「實用數學」除了作為就業傾向者的選修科目外，亦
是建議「六科以上不及格者」選習的科目。
整體來說，此次修訂課程標準在必、選修數學的規劃和設計上較舊標
準有更多著墨，為適應各種學生能力、興趣和需要，72年標準在必修「數
學」之外，自第二學年起將數學課程結構進行分化，其中選修科目「數學
（甲）」為繼續升學所預備，「實用數學」則為適應實際生活和職業需要
所預備，必、選修數學課程分列有三種不同的課程目標。

152 數往知來歷歷可述—中小學數學課程發展史（上冊）

四、民國 74 年（1985） 「國民中學數學課程標準」和「國民中
學選修科目實用數學課程標準」之課程目標分析
民國 72 年七月公布的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中規定，自第二學年起，應擴
大選修科目及選修辦法，以適應學生的個別差異。然而，在實施過程中，
不少人士以為國民教育階段應在加強學生基本學科能力為首要，選修科目
與時數應有所減少，如此不僅能降低學校編班困擾，亦能減輕地方財政之
擔負（教育部，1985：480），是以，在距前次修訂僅約兩年，民國 74 年
再次進行課程標準修訂，修訂的主要訴求在於「加強學生英語、數學、自
然科學等基本學科能力為目標，及增進學生實際生活知能為原則」（頁
481），相較於前次修訂，本次修訂規模幅度明顯較小，尤其在國民中學課
程標準總綱目標維持不變下，主要針對「教學科目」和「教學時數」進行
微調。新標準將選修科目延緩至第三學年實施，增加了學生在基本學科學
習的時間，也將分流時間延後。在數學科方面，必修科目「數學」自第三
學年改為選修性質，仍稱「數學」，與 72 年課程標準相同是，教師仍需積
極輔導學生於「數學」或「實用數學」二者中擇一修習。
民國 74 年課程標準修訂之時任教育部長為李煥，該次修訂僅就「教學
科目」和「教學時數」做出調整，總綱目標無更動，至於數學課程目標則
因科目調整而略有整併。
此次修訂之「國民中學數學課程標準」和「國民中學選修科目實用數
學課程標準」所揭櫫的目標則分別為五項和三項（教育部，1985：85、
365），在必修數學方面，此次課程標準之修訂所揭示的數學課程目標列有
五項，若仔細對照此次與前次標準可知，此次標準課程目標較 72 年標準所
增補的文字如第二項「…以為日後研究的基礎」和第四項「啟發…創
造 … 」 等 字 ， 事 實 上 ， 乃 是 直 接 挪 移 自 72 年 標 準 的 選 修 科 目 「 數 學
（甲）」課程目標。由於本次修訂強調選修科目和時數之簡化，故將 72 年
標準中原本即差異不大的兩科課程目標進行整併，改為「一條龍式課程設
計」，即前後無縫銜接為三年一貫的課程設計。此外，74 年標準同步取消
72 年標準科目名稱中所附加之代號名稱，如「數學（甲）」已改稱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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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更為簡明。
至於選修科目「實用數學」課程目標則仍列有三項，其內容與 72 年標
準完全相同，強調能引導學生認識數學實用價值、善用機具和數學知能來
解決問題，以適應真實生活和職業需要。不過，值得一提是，74 年標準中
也未再看見原來 72 年標準選修辦法中提及的「六科以上不及格者，學校得
輔導其選習職業科目或實用科目」建議。
整體來說，此次課程標準的修訂，其主要任務在於「教學科目」和
「教學時數」上調整，就數學課程目標內容而言，74 年標準和 72 年標準大
致上是相同的。

五、民國 83 年（1994）「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和「國民中學選
修科目數學課程標準」之課程目標分析
民國 74 年修訂課程標準以來，歷經 76 年政府解除戒嚴帶來的衝擊、
因應國民小學 78 年著手修訂的連貫性、為未來延長國民教育實施的必要準
備，以及與現行國民中學課程實施以來學生負擔過重等課程問題，教育部
於民國 78 年八月成立「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修訂委員會」，並於同年九月召
開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為課程標準修訂工作再次展開預備。此次課程標
準之修訂，係以「培養二十一世紀的健全國民」為最高理想目標，強調應
根據各科教學特點、各學年學生需要，以及各科教材發展情形等，重訂各
科課程目標、時間支配，以及實施方法等。本次修訂之國民中學教育目
標，除仍為繼續國民小學教育，以培養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
的健全國民為目的外，為實現本次教育目的，更分別以五育為核心明確出
五項全新目標13。
13

此五項目標分別為：壹、培育自尊尊人、勤勞負責的態度，陶冶民族意識及愛家、愛
鄉、愛國的情操，養成明禮尚義的美德。貳、啟迪創造、邏輯思考與價值判斷的能力，
增進解決問題、適應社會變遷的知能，並養成終生學習的態度。參、鍛鍊強健體魄及堅
忍毅力，培養從事正當休閒活動的知能，增進身心的成熟與健康。肆、培養互助合作與
民主法冶的精神，增進群己和諧的關係，涵育民胞物與的胸懷。伍、增進審美與創作能
力，培養熱愛生命與維護自然環境的態度，增進生活的意義與情趣（教育部，199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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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3 年課程標準之修訂先後歷經毛高文、郭為藩兩任教育部長，數
學科分為必修和選修兩組：必修組由陳昭地擔任召集人，李虎雄、李炩
輝、呂溪木、余霖、吳清基、林秀珍、柳賢、陳俊生、郭生玉、屠耀華、
黃淑華、黃敏晃、鄭再添、顏啟麟等學者為修訂小組委員；選修組由趙文
敏擔任召集人，李虎雄、李炩輝、呂溪木、余霖、吳清基、林秀珍、柳
賢、陳俊生、郭生玉、屠耀華、黃淑華、黃敏晃、鄭再添、陳昭地等學者
為修訂小組委員。該次修訂在數學科方面，其最大特色為必、選修數學課
程目標的訂定強調相輔相成、適應學生個別能力上差異的特性，而教材綱
要也應充分配合目標，且充分銜接國小教材等。
此次修訂之「國民中學數學課程標準」和「國民中學選修科目數學課
程標準」所揭櫫的目標各有五項（教育部，1994：93、597），在必修數學
方面，此次課程標準之修訂所揭示的數學課程目標列有五項，除第四項
「啟發學生思考、推理與創造的能力」目標與 74 年標準相同外，其他項目
略有調整。由於本次修訂特別強調課程內涵應與學生生活有所結合，除了
應盡量提供現階段學生生活所需之教材，同時亦須考慮二十一世紀新國民
所應具備的生活內涵（教育部，1994：833），是以，此次標準課程目標第
一項「引導學生認識數學在生活中的功用，以提高學習的興趣」較 74 年標
準第一項「引導學生認識數學的功用，以提高學習的興趣」來說，特別補
充了「…在生活中…」說明，並避免作零碎形式知識的記憶背誦學習。其
次，此次標準課程目標第二項「輔導學生獲得數、量、形的基本知識與技
能，以提升數學素養」相較於 74 年標準第二項「輔導學生獲得數、量、形
的基本知識與技能，以為日後研究的基礎」，此次標準將「提升數學素
養」替代舊標準中的「為日後研究的基礎」，「數學素養」一詞首次出現
於國中數學課程目標中，其所代表的意涵除了指陳數學學習範疇包含多元
主題內容與能力表現之外，個體應能體現出一種感知與使用數學知能的傾
向，而此次標準課程目標第三項「培養學生運用數學方法解決問題的習慣
與能力」也同樣在於強調應指導學生能在社會文化脈絡和真實生活情境
中，有以數學方式處理周遭問題的能力。由此可知，在以往傳統數學課程
似都傾向於培養學生成為「數學家」的精英式教育中，慢慢轉向以「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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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素養」為取徑，更從動員戡亂時期強調具「富國強兵」性質的教育逐
漸轉變為「人與環境互動」中能有以數學方法解決問題的能力，74 年標準
修訂至此約十年間，臺灣歷經了政治生態劇烈轉變，似也具體地反映於此
次標準數學課程目標中。至於最後一課程目標 ─「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態
度及欣賞數學的能力」，亦為本次新增的情意目標，該目標除了彰顯數學
課程在認知和技能目標之外應同樣重視學生於情意層面習得的重要性之
外，也同步傳達了自民國 72 年起即列為數學課程目標之一、作為課程行進
方向標竿長達十年之久的「配合教育輔導，鑑別與試探學生數學的能力」
目標已在此波社會轉型過程中暫且「功成身退」。
至於選修科目數學課程目標則列有五項，其內容與 74 年標準亦完全不
同，此次標準中特別強調了必、選修數學課程具有互相輔成的功能，至
此，必、選修數學課程已跳脫以往以分化為目的，改為有一致的課程目
標，以期能達到相互充實、補救不足為功能。由是知，此次標準所指的
「適應學生個別差異」，其意涵也有所轉向，強調人人基於相同的課程目
標下，教學者為適應學生的多樣性，應以多元教學方法為路徑，促其達到
一致的課程目標。至於時間分配上，選修數學在第一、二學年每週教學節
數為一至二節，第三學年起每週為二節，三學年皆安排有選修時間，以便
與必修數學課程有所搭配。
整體來說，此次標準課程設計除了較 74 年標準更留意於階段（國小、
國中）和年級（或年層）間課程的連貫、銜接性之外，必、選修課程在性
質和功能上也產生了質變。
綜上所述，從民國57年訂頒國民中學暫行課程標準到83年修訂國民中
學課程標準，此期間所修訂或頒布之國中數學課程目標的設定和規劃，不
僅反映了當時時勢環境條件的限制，也反映了數學學習的特性。由歷次修
訂之數學課程目標發展脈絡可知，修訂緣起一方面固為因應社會環境之變
遷，另一方面也導引了社會變遷之發展。是以，某些目標或基於制定者共
同認定的重要性、或一再通過時代淬鍊和嚴峻考驗過關等，這些目標經多
次修訂後仍保留下來（如：民國72年課程目標「引導學生認識數學的功
用，以提高學習的興趣」，其意涵至民國83年止始終作為必、選數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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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有些目標經過不斷調適、修正等歷程，在微調中逐漸變形或轉型
（如：民國57年課程目標「使學生了解數與形之性質及關係，並熟悉運算
之原則與方法」，經民國61年「使學生了解數與形的關係及性質，並培養
其對「空間」、「函數」的直觀概念」、民國72年（必修數學）「輔導學
生獲得數、量、形的基本知識與技能」、民國74年（必修數學）「輔導學
生獲得數、量、形的基本知識與技能，以為日後研究的基礎」，至民國83
年（必、選修數學）「輔導學生獲得數、量、形的基本知識與技能，以提
升/增進數學素養」）；有些目標則在完成階段性任務後，暫且「功成身
退」（如：民國72年課程目標「配合教育輔導，鑑別與試探學生數學的能
力」等）。綜觀來說，該期間除民國61年修訂緣起主要在於九年國民教育
實施後利弊得失之檢討與改進外，國中課程標準大約每經歷十年修訂一
次，於此期間，國中數學課程目標從一開始偏向於對技術理性知能熟練的
強調，逐漸涵括至對學習者情意層面習得的留意，以及對數學素養培養的
重視等，包括必、選修性質和功能的質變在內，國中數學課程典範之轉移
或有其歷史的必然性或更多內外部多重因素使然，集中地體現了數學教育
的時代特徵。

第三節 本時期的教科書內容與特色
基於前兩節已針對本課程標準時期背景脈絡和歷次國民中學修訂課程
標準所揭示的數學課程目標有一闡述，本節將進一步探究與分析本時期國
中數學「教材內容」的展演情形。廣義來說，凡涉及教學時間支配、教材
大綱（綱要），以及教材分類等，均可視為「教材內容」範疇。本章限於
篇幅，將暫以歷次數學課標準中「教材大綱（綱要）」為主要探究與分析
面向，或基於需要，可能同時兼採其他相關面向論述之，以期能深入理解
本時期數學教材內容的展演情形。於此，茲先將此時期歷次國民中學數學
（暫行）課程標準修訂（頒布）中針對數學教材大綱之規範做一整理如表
5-2，並於表後逐一說明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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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民國 57 年至 83 年歷次國民中學數學(暫行)課程標準修訂(頒布)之教
材內容相關規範(含選修)
公布
時間

第
一
學
年

民國
57 年

民國
61 年

民國
72 年

民國
74 年

民國
83 年

必修

必修

選修

必修

選修 選修

必修

選修 選修

必修

選修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實用
(甲) 數學

數學

數學 實用
數學

數學

數學

第
一
學
期

數的記
法；集
合的概
念；點
、線、
平面、
空間的
認識；
整數；
分數；
有理數

數與度
量；數
的計算
；代表
數的符
號；有
號數；
等式；
一次方
程式

無

量與數；正
、負數的四
則運算(整
數的四則運
算、因數與
倍數、分數
的加減法、
分數的乘除
法、分數與
整數的混合
四則運算)
；簡單幾何
圖形(從實
物與圖案認
識圖形、點
線角的記法
與畫法、三
角形的全
等、垂直與
平分、三角
形的內角與
外角

無

無

量與數；整
數與分數的
四則運算；
一元一次方
程式；簡單
的幾何圖形
(從實物與
圖案認識圖
形、點線角
的記法與畫
法)

無

無

數與數線；
因 數 與 倍
數；
一次方程式
(以符號代表
數、式子的
運算、一元
一 次 方 程
式、二元一
次聯立方程
式)

整數與
小數的
四則應
用；因
數與倍
數的應
用；分
數的四
則運算

第
二
學
期

小數；
測度和
度量；
比和比
例、百
分率；
簡單直
線形

多項式
；因式
分解；
最高公
因式與
最低公
倍式；
分式

無

一元一次方
程式；二元
一次方程
式；平行；
直角坐標與
二元一次方
程式的圖形

無

無

三角形的基 無
本性質(三
角形的全等
、垂直與平
分、三角形
的內角與外
角、四邊形
的內角與外
角)；平行；
二元一次聯
立方程式；
直角坐標與
二元一次方
程式的圖形

無

直角坐標與
二元一次方
程 式 的 圖
形；比與比
例式(比與比
值、比例式
與連比例)；
近似值與方
根(近似值的
意 義 與 取
法、平方根
的意義、立
方根及乘方
開方表)

一次方
程式的
應用；
比例的
應用；
十分逼
近法

3-4

3-4

X

3-4

X

X

X

3

1-2

週節數
（續）

3-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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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
時間

第
二
學
年

必修

民國
61 年
必修
選修

必修

民國
72 年
選修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甲)

第
一
學
期

基本作
圖；直
角坐標
系；方
程式介
紹；誤
差；統
計圖表

簡單幾何
圖形（點
直線平面
、集合、
交集與聯
集、度量
與畫圖、
角與角的
度量、三
角形與多
邊形）；
開方法與
方根；近
似值；比
例與相似
形；統計
圖表

無

乘法公式
；二次三
項式的因
式分解；
近似值與
平方根

比例與函
數；乘法
公式與多
項式；方
根 與 開
方；一次
不等式

第
二
學
期

變數法
；相似
三角形
；三角
形的心
；圓

坐標系；
二元一次
方程式與
二元一次
不等式；
一元二次
方程式；
函數；分
式方程式

無

簡單立體
圖形(實
物與立體
圖形、柱
體、錐體
與球、※
錐體之平
面展開圖
、※表面
積與體積
公式)
；比例及
其應用；
統計資料
處理

簡單立體
圖形(簡
單立體圖
的平面展
開圖、表
面積及體
積公式→
強 調 角
錐，柱體
純 為 複
習)；因
式分解；
方程式；
等差數列
與等比數
列；資料
的整理

※測
定值
與誤
差；
百分
率的
應用
；等
比級
數的
應用

3-4

3-4

X

(4)

2

4

周 3-4
（續）

民國
57 年

選修
實用
數學
袖珍
電算
器之
操作
與使
用；
日常
費用
之計
算；
財務
處理

民國
74 年
必修 選修 選修
數學 數學 實用
數學
無
近似 無
值與
平方
根；
比例
與線
型函
數；
乘法
公式
與多
項式
；方
根與
查表
；一
次不
等式
因式 無
無
分解
；一
元二
次方
程式
；等
差數
列與
等比
數列
；資
料的
整理

4

X

X

民國
83 年
必修

選修

數學

數學

乘法公式與多
項式(多項式
與其四則運
算、面積與乘
法公式、面積
與商高定理)
；因式分解；
一元二次方程
式(用因式分
解解一元二次
方程式、簡易
平方根的乘除
運算、用配方
法解一元二次
方程式、平方
根的運算、分
式方程式)

一次
不等
式；
商高
定理
的應
用；
乘法
公式
與因
式分
解；
根式
的運
算

一次與二次函
數(一次函數
與其圖形、二
次函數與其圖
形、二次函數
的最大值與最
小值)；簡單
的幾何圖形
(從實物與圖
案認識平面、
空間的圖形)
；三角形的基
本性質(三角
形、多邊形的
內角和與外角
和、三角形的
全等、三角形
的邊角關係；
平行(角與截
線、平行線的
判別法)

一元
二次
方程
式與
二次
函數
的應
用；
面積
與體
積；
平行
的應
用

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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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57 年
必修

民國
61 年
必修
選修

必修

民國
72 年
選修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

數學(甲)

第
一
學
期

實數系
大意；
指數、
根數；
多項式
因式分
解；最
高公因
式與最
低公倍
式；分
式、有
理式

全等三
角形；
平行線
與四邊
形；圓
；不等
關係；
相似形

(上冊)
根式；
－元二
次方程
式；不
等式

無

幾何與證明
(推理幾何
與證明、幾
何證題法實
例、綜合證
題法、歸謬
證題法、疊
合 證 題
法)；三角
形(兩邊中
點連線性
質、三角形
的外心和重
心、三角形
的邊角關
係)；四邊
形

(上冊) 相 似 三 角
※ 相 似 無 (上冊)
形的應
幾 何 與 日常費 形(相似形
用；面
證 明 ； 用的計 的 意 義 、
積和體
三 角 形 算；百 相 似 三 角
積的計
(三角形 分率的 形 的 判 別
算
兩 邊 中 應用； 法 、 相 似
點 的 連 利息的 三 角 形 的
基 本 性
線 、 三 計算
質)；四邊
角形的
形(平行四
外心、
邊形、梯
三角形
形、三角
的
重
形 的 重
心、三
心) ；圓
角形的
(圓 與直
邊角關
線、圓心
係)；四
角圓周角
邊形；
弦切角、
圓
三角形的
外 心 內
心、兩圓
的位置關
係與公切
線)

相似形
的應用
；多邊
形與圓
；幾何
證題法

第
二
學
期

二次方
程式；
分式方
程式和
無理方
程式；
二元方
程組；
數列；
函數及
其圖形

數值三
角；等
差數列
；等比
數列

(下冊)
三角形
的心；
指數與
對數；
銳角的
三角函
數

無 圓；相似形
；二次函數
；數值三角
及其應用；
機率與統計

空 間 安 無 ( 下 冊 ) (下冊) 等 差 數 列
相 似 形 相似形 與 等 比 數
排與圖
案設計
； 二 次 的應用 列 ； 資 料
函 數 ； ；電子 的 整 理 與
；電子
數 值 三 計算機 機率(次數
計算機
角 及 其 簡介； 分 配 、 算
( 軟 硬
應 用 ； 電子計 術 平 均 數
體、種
機 率 與 算機的 、 中 位 數
類)
眾數、相
統計
操作
對次數分
配與累積
次數分配
、簡單機
率的計算)

數值三
角；等
差級數
與等比
級數的
應用

3-4

3-4

2-3

X

公布
時間

第
三
學
年

週數

(4)-(6)

選修

必修

民國
74 年
選修

實用
數學

數學

數學

2

X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教育部（1968，1972，1983，1985，1994）。

4-6

選修
實用
數學

2

民國
83 年
必修
選修
數學

2+(2)

數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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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國 57 年（1968）「國民中學數學暫行課程標準」之教材
內容與特色分析
（一）教材內容之分析
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之實施，數學教材內容，無論在架構、內涵呈現方
式等，皆受美國 SMSG 實驗教材影響，以集合的概念貫穿和組織整個教
材，重視數學結構與原則的了解。相較於 51 年，此次幾何教材以實驗為
主，舊有論證幾何教材大多刪除，注重數學精神與方法之培養，邏輯推理
之認知與訓練，以期學生能了解數學特質。在修訂特點上，標準中提及數
學科和自然學科首重培養學生思考推理能力與日常生活必備之智識，採九
年一貫方式編排，刪除重複部分，且參考英美各國新教材之精神，重視科
學精神與科學方法之培養（教育部，1968：358）。此外，教科書不再由各
書局聘請教師編寫發行，改由國立編譯館聘請學者專家編寫，發行一套全
國採用之教科書。

（二） 57 年與 51 年之數學課程標準教材之比較分析
民國 51 年「初級中學數學課程標準」所揭數學教材內容，主要將分為
三大主題，包括：算術、代數，以及幾何。時間支配上，第一學年第一學
期，以教授算術為主，每周 3-4 節，第二學期以代數為主，每周 3-4 節；第
二學年第一學期，續每周 3-4 節教以代數，自第二學期始，改為每周二節
代數外加每周 1-2 節幾何課程；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為每周 1-2 節代數課程
外加每周二節的幾何課程，第二學期，則改為每周四節幾何課程。茲將此
三大主題所包含內容整理如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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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民國 51 年「初級中學數學課程標準」教材大綱
主題

教材大綱內容

 記數法及命數法
 整數四則
 速算法
 約數及倍數，因數，素數（質數）
 最大公約數，最小公倍數
 分數四則
算術
 小數四則
（全一冊）
 近似算
 複名數
 比例
 百分法
 利息（複利用檢表法）
 開方法（利用檢表法及分解因數法）
 統計圖表及方法
 代數學之目的
 文字數之基本運算及運算律
 正負數之意義，正負數之基本運算，添撤括號
 代數式
 整式之基本運算
 一元一次方程式解法及應用問題
 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解法（加減法、代入法、比較法）
 乘除公式
 因式分解
 最高公因式，最低公倍式（因式分解法）
代數
 一元二次方程式解法及應用問題
（上、下兩冊）  分式之基本運算
 分式方程式解決及應用問題
 比及比例，變數法
 開方法
 根式之基本運算
 分指數、負指數及零指數
 虛數及複數（簡單運算）
 一次函數及其圖示，聯立一次方程式之圖解法
 二次函數及其圖示
 簡易二元二次聯立方程式解法及應用問題
 等差、等比、調和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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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利
 幾何學之基礎
 幾何學之起源
 圖形的觀察：直線、曲線、折線的觀察；平面、曲面的
觀察；三角形、多邊形的觀察；圓的觀察
 圖形的畫法（應用刻度尺、三角板、量角器、丁字尺，
圓規等）：直線、線段、圓、圓弧的畫法；角、等角、平
分角線的畫法；垂直線、垂直平分線、線段等分的畫
法；平行線的畫法
 證明的重要
 定義、公理、公法、定理與證明
 直線形
 角與邊
 三角形：全等三角形；平行線；三角形之內角和；三角
形邊與角之大小關係
 多邊形：多邊形及其內外角和；平行四邊形；梯形
 三角形的心（內心、外心、重心、垂心、傍心）
 基本作圖
圓
幾何
（上、下兩冊）  弦弧與角之關係；弦弧與中心角之關係；弦弧與圓周角
之關係
 直線、直線形與圓之關係：割線與切線；圓與四邊形
 二圓之關係
 作圖問題
 比例及相似形
 線段之比
 三角形的相似
 圓與比例
 面積
 三角形之面積及面積之比
 平行四邊形、梯形之面積
 畢氏定理
 簡易立體面積及體積之計算
 數值三角
 一般角、弧度
 銳角三角函數
 直角三角形解法及其應用、三角函數表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教育部（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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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51 年數學課程標準中之教科書內容，在算術方面，對於問題演
算，特重算式列法，對於簡單公式，則多以文字代表數字，以為學習代數
做準備；代數方面，重點在於方程式之解法、函數概念之認識，以及形與
數的聯繫。其中，方程式為解決問題之工具，而函數為研究各種科學之基
礎，至於形與數則為溝通幾何學和代數學之關係；幾何方面，取材上兼顧
實用與理論，如：重視圖形之畫法與量法，注意定理之推證方法與邏輯次
序等，而實驗幾何與理解幾何並行講授，強調先做直觀實驗，再做理論證
明。
為順應國際潮流新數學運動，57 年數學教材內容主要精神在於強調
「集合」概念，即留意嚴密的邏輯抽象推理、注重公設系統，以及邏輯推
理的形式等。在 57 年編審之國中數學教科書中，普遍應用集合之術語，
如：方程式的解集合、一角為二射線的聯集等，至於平面幾何，在內容上
與過去通用的教材內容相近，其主要差異乃在於此次課程標準意圖利用
「集合」之語言，將一些基本觀念做嚴密說明。茲以 51 年和 57 年兩課程
標準下國民中學數學教科書介紹「線段」為例14，其內容分別如圖 5-2 和圖
5-3。

圖 5-2 《初級中學幾何》上冊第一章「幾何學的基本概念」
資料來源：蔡英藩（1969：4）。

14

因涉圖文版權問題故未列入本章，請有興趣讀者自行參閱 1969 年蔡英藩（編者），教育
部審定由正大書局發行之《初級中學幾何》上冊第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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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國民中學數學》第一冊第三章「點、線、平面、空間的認識」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
（1968：66-67）。

據此，教科書中也引入了大量名詞，如：半線、射線、線段、內部、
外部等，在此脈絡之下，也提及全等與集合的相等應加區分、線段與線段
的度量應加區分等。綜言之，民國 57 年「國民中學數學課程暫行課程標
準」數學教材，主要以「集合論」為基礎發展數學概念，對名詞的界定與
符號的使用甚為嚴謹，然而，即使當時「學生、教師或家長都確實在下功
夫學習」、「造成了一片熱烈的學習氣氛」（呂溪木，2007），但其「把
數學抽象化，這樣的新教材使學生仿照唸國文或英文的方式來唸數學，課
本習題較缺乏深入的思考性計算題，取得代之的是一些概念題，學生喪失
計算能力，以致聯考中很多人數學成績掛零」（余文卿，1999），在實施
當下也引起了不少爭議與討論。

二、民國 61 年（1972） 「國民中學數學課程標準」之教材內容
與特色分析
（一）教材內容之分析
民國 57 年的數學教材，由於實驗和試教的結果不盡理想，經檢討後，
教育部決定恢復原來教材內容，只是呈現方式改採算術、代數、平面幾
何、簡易三角合併混合編列，並在第三學年增數學選修科目，以增加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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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彈性，至於教科書仍由國立編譯館聘請學者專家編寫，全國採用同一套
課程。本次課程標準，將代數與幾何打散，並配合算術、簡易三角、統計
圖表等單元，以螺旋方式呈現，以期教材更能配合學生之認知發展，以及
協助對概念有綜合性理解。至於統計圖表之判讀，則為針對國民應有之數
學素養而設計（陳冒海，1989）。此外，為適應地方需要，每周教學時數
仍酌留彈性 3-4 節，至於第三學年的數學課程，學生若因志願就業得予免
修。為減輕學生負擔、使教材合乎多數學生能力，將原教材部分單元改列
選修，選修每周教學時數為 2-3 節，並規定高中職入學考試內容不得涉及
此範疇。
民國 61 年課程標準將選修數學定位為「補必修科之不足，使學生能學
以致用，另一方面對於數學上較重要之新觀念，作初步之介紹」（國立編
譯館，1979：編輯大意）。於此，茲以選修下冊「三角形的心」單元為例
加以進一步說明。此單元中，共規劃三小節來介紹「三角形的心」，依序
為「1-1 與三角形的心有關的幾何性質」、「1-2 三角形的內心與外心」、
「1-3 三角形的重心與垂心」，究其內容，此單元於民國 57 年課程標準中
位置，原列必修並於第二學年修習，至 61 年課程標準後，基於教材能符合
多數學生學習能力為考量，此內容改列選修且於第三學年修習。不過，也
由於 61 年選修數學作為必修數學加深加廣之性質，故選修中介紹新知時，
通常先就必修數學中相關先備知識或學習脈絡提出鋪陳或說明（如圖 54），以提示讀者應有之必修基礎，或更能裨益於深廣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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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國中數學選修科數學》下冊「三角形的心」單元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
（1979：3）。

（二） 61 年與 57 年之數學課程標準教材之增、刪、修情形比較
關於 61 年數學課程標準教材大綱與 57 年數學暫行課程標準教材大綱
之增、刪、移情形，茲整理如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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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民國 57 年數學課程標準教材大綱與 61 年數學暫行課程標準教材大
綱之增、刪、移情形
公布時間
數的運算
記數法
集合

民國 57 年
一上（整數、分數）、
一下（小數）
一上（以十為底、大
數分節法等）
一上（概念；點、
線、平面、空間的認
識）、二上（簡單幾何
圖形）、三上（實數系
大意）、三下（函數）
三下
一下
二下
一下

函數
比例
圓
簡單直線形
（全等三角
形、平行與四
邊形等）
方根
三上
最高公因式與 三上
最低公倍式
不等式
二上，主要以能辨別
方程式和不等式之差
異為主，併入「方程
式介紹」單元

坐標系
一次方程式
分式方程式
指數
對數
度量
相似形

二上
三下
三下
三上
無
一下
二下

民國 61 年
一上，併入「數的計算」單元
一上，內容刪減，併入「數與度
量」單元
二上，內容刪減，以介紹概念為主

二下
二上
三上
三上

二上
一下
二 下 ，「 坐 標 系 」 單 元 （ 直 角 坐 標
系、一元一次不等式、平面上的直
角座標系）；「二元一次方程式與二
元一次不等式」；
三下，「不等式」單元（一元二次不
等式、配方法解一元二次不等式）
二下
一上
二下
三下，改列選修
三下，選修
一上
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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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方程式

多項式
因式分解
三角形的心
無理方程式
分式
數值三角

三下（含整式方程
式、複數、二次方程
式的解法、二式方程
式根的公式、應用問
題等）

三上
三上
二下
三下
三上
無

二下必修（含用配方法解一元二次
方程式、虛數、一元二次方程式的虛
根、一元二次方程式的根的公式）
三上選修（－元二次方程式（含複
數的四則運算、根與係數、用二次
方程式可解的高次方程式、簡易二
元二次聯立方程式等）
一下
一下
三下，改列選修
三上，改列選修
一下
三下，必修、選修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綜言之，相較於民國 57 年數學暫行課程標準教材大綱，61 年數學課程
標準教材大綱主要有以下幾點特色：
1. 包括必選修兩種，必修一科，名稱「數學」，規定於第一至三學年
修習，每周教學時數三至四小時；選修一科，名稱「選修數學」，於第三
學年修習，每周教學時數二至三小時。在時間支配方面上，民國 61 年的數
學教學時數是在 57 年教學時間基礎上，於第三學年另增每周二小時之數學
選修時數。此外，學生若因志願就業得予免修第三學年之數學課程。
2. 依必修數學教科書編輯大意，本次教材內容以適合學生實際生活與
程度者為範圍，由直觀歸納入手，一方面顧及學生學習心理，一方面顧及
「數」本身系統；依據選修數學教科書編輯大意，其取材上，一方面對生
活中所需之數學知識做詳盡講述以補必修不足外，另一方面則為對數學上
較重要之新觀念做初步介紹，以期能奠定良好數學基礎。
3.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增加算術四則問題的複習，以加強與小學數學教
材之聯繫。
4. 第一學年增加一元一次方程式、二元一次方程式、多項式、因數分
解等，而收集合之概念刪減，至於幾何之直線形、圓移至第三學年，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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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移至第二學年。
5. 增加數學選修教材，其內容包括：一元二次方程式、根式與無理方
程式、一元二次不等式、簡易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三角函數、指數與對
數、三角形的心等。
6. 第一學年上學期講授數的計算（含量與數、自然數與零的計算、分
數的運算、小數的運算、應用問題等），亦即將 57 年分列於第一學年上下
學期教授的整數、分數、小數單元作一整合。

三、民國 72 年（1983）「國民中學數學課程標準」和民國 74 年
（1985） 「國民中學數學課程標準」之教材內容與特色分析
（一）教材內容之分析
民國 72 年至 74 年課程標準之修訂，在總綱目標無變動下，主要就
「教學科目」和「教學時數」做出調整，修訂之主要訴求乃在加強重點科
目如數學等學科能力為目標，故民國 74 年數學課程標準中，將原 72 年版
本規定自第二學年即進行分流之數學課程，改為延至第三學年實施，祈藉
由分流時間的延後，增加學生基本學科學習時間，以提升學科能力為禱。
究此兩次課程標準前後差異，主要在於必選修數學時間的調整，及選修科
目的精簡等，至於教學內容上則是幅度調整。為彰顯不同課程改革時期下
數學課程有不同改革重點，於此，本文暫將此兩次數學課程標準所揭之相
近教材內容視為同一版本，並以較新版本 74 年數學課程標準教材大綱為
準，與前次 61 年數學教材內容作一較具有區隔性之分析比較，接續，再針
對 72 和 74 年之數學教材大綱作進一步細緻的比較。
在 74 年的數學課程標準中，除了刪減 61 年國中教材的分式方程式、
無理方程式、公因式與公倍式之外，亦簡化多項式的因式分解、根式運
算、近似值的教材，同時增加操作形的幾何教材，引入更多機率與統計的
教材。此外，為便於教與學，實驗教材亦講求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文字
敘述注意口語化，也留意與國小數學和國中自然科學的配合，複習教材的
處理、習題、隨堂練習安排等，以符合學生學習心理與習慣。至於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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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審，仍由國立編譯館聘請專家執筆。此次課程標準，必選修數學分列有
不同課程目標，主要作為分化用途，或為升學預備，或為適應實際生活和
職業所預備，為落實國民義務教育，使教材符合更多學生能力，實驗教材
更強調了注重實用性教材，講求配合學生認知發展，並儘可能透過具體操
作建立數學概念。於此，茲以實用數學上冊「日常費用的計算」單元為例
進一步說明。此單元中，共規劃兩小節來介紹「日常費用的計算」，依序
為「1-1 電費與水費」和「1-2 日常財物處理」，實用數學為適應生活和職
業所預備，其內容在 61 年數學教科書中並不可見。實用數學在介紹「電費
和水費」時，先是簡述了國內電費計價的方式、針對專有名詞提出解釋
（如圖 5-5a），內文中，也佐以實際生活中常用相關資訊為闡釋（如圖 55b，即掃瞄「台灣電力公司電費收據」表單供參），至於在例題講解後
（如圖 5-5c），也提供有學習者練習之「隨堂練習」（如圖 5-5d）。

圖 5-5a

圖 5-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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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c

圖 5-5d

圖 5-5 《國民中學選修科目實用數學科》教科書上冊「日常生活費用的計算」單元內容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
（1988：1-4）。

由上例可知，實用數學內容乃為適應實際生活和職業所預備，書中所
提供的實用性數學知能，以培養有關實際生活適應和職業上所需能力為
主，幫助解決數量問題，亦符合實用數學課程目標（可參本文表 5-1）。由
此次課程標準中必選修數學所習內容不同可知，此時的數學科本身已具有
分類學生之功能，與 61 年數學課程改革中選修數學作為必修數學加深加廣
性質不同。

（二）74 年與 61 年數學課程標準教材之增、刪、修情形比較
關於 74 年數學課程標準教材大綱與 61 年數學暫行課程標準教材大綱
之增、刪、修情形，以及如表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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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 民國61年數學課程標準教材大綱與74年數學暫行課程標準教材大綱
之增、刪、修情形
公布時間

民國 61 年

民國 74 年

集合

必修

刪除

簡單幾何圖形

二上
（點直線平面、集合、交集與聯
集、度量與畫圖、角與角的度
量、三角形與多邊形）

一上
（簡單的幾何圖形、從實物與圖案
認識圖形、點線角的記法與畫法）

一次方程式

一上 （含一元一次方程式、二
元一次方程式及其解等）

一上 （僅一元一次方程式，至於二
元一次方程式及其解則移至一下）

分式

一下，必修

較簡化，僅在一元二次方程式中的
應用問題提及，且限於能將其化為
一元二次方程式

多項式

一下

二上

一元一次不等式

二下，併入「坐標系」單元

二上，獨立單元

最低公倍式與最
高公因式

一下，必修

刪除

近似值

二上

二上（僅介紹四捨五入）

有效數字

必修

刪除

開平方

二上，傳統開平方法

二上，增加十分逼近法

指數律

必修

限正整次方

數值三角

三下，必修

三下，選修數學

相似形

三上
（面積與比例線段、相似形、圓
與比例線段、正多邊形）

三下，改列為選修數學，內容減量
（比例線段、相似形的意義、相似
三角形、相似形的應用）

根式

選修

二上，僅討論數值且限於平方根和
立方根，但強調查表

無理方程式

三上，選修

刪除

因式分解

一下

二下（不談質式，多項式之除法其
除式僅限一次式）

一元二次不等式

三上，選修

刪除

等差與等比

三下

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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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時間

民國 61 年

民國 74 年

虛數

二下，必修

刪除

二次函數

二下

三下，改列為選修數學

二元一次聯立方
程式

一上，併入「一次方程式」單元

一下，獨立單元

三角形的心

三下，選修，獨立單元

三上，選修數學（重心外心併入
「三角形」單元，內心併入「圓」
單元）

對數

三下，選修

刪除

機率與統計

二上，僅談統計圖表

三下，選修數學，不涉及排列、組
合之高中教材

日常費用的計算

無

三上，新增，列為選修實用數學

百分率的應用

無

三上，新增，列為選修實用數學

利息的計算

無

三上，新增，列為選修實用數學

電子計算機
簡介、操作

無

三上，新增，列為選修實用數學

圓

三上

三上，選修數學
增加三角形的內心 （原在「三角形
的心」單元） 和兩圓的位置關係與
公切線 （原在「不等關係」單元）
兩小節

幾何與證明

無

三上，選修數學
（推理幾何與證明、綜合證題法、
輔助線）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綜言之，相較於民國 61 年數學暫行課程標準教材大綱，74 年數學課程
標準教材大綱主要有以下幾點特色：
1. 包括必選修兩種，必修一科，名稱「數學」，在第一、二學年修
習，第一學年每周教學時數三至四小時，第二學年每周四小時；選修共兩
科，名稱分別為「選修數學」、「選修實用數學」，第三學年學生須就
「選修數學」、「選修實用數學」兩科中擇一修習。其中「選修數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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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升學所預備，每周四至六小時，「選修實用數學」為適應實際生活和
職業需要所預備，每周二小時。整體來說，此次課程標準下，必選修性質
和教材內容均大幅動變動。
2. 依必修數學教科書編輯大意，本次教材內容旨在引導學習者認識數
學的功用，使其獲得數量形的基本知識和技能，並培養學生思考、推理的
能力，以運用數學方法解決日常生中有關的問題；依據選修實用數學教科
書編輯大意，旨在引導學生認識數學的實用價值，提供實用的數學知能，
培養善用有關機具的能力，以適應實際生活及職業上的需要，並能幫助解
決數量上的問題。
3. 因式分解的用途除了解方程式之外，另一則為分式的四則運算。為
簡化教材之故，將分式的四則運算內容刪除，故也連帶刪除最高公因式與
最低公倍式單元。此外，集合、一元二次不等式、無理方程式、有效數字
等也一併刪除，此教材可謂大有簡化。
4. 新增內容如日常費用的計算、百分率的應用、利息的計算、電子計
算機簡介、電子計算機的操作等，多為選修實用數學教材範疇；另新增
「幾何與證明」於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的選修數學中，期透過引進平面幾何
的證明方法，訓練學生邏輯推理與思考，並作為推演幾何性質的基礎。
5. 將實驗幾何與推理幾何分開處理，在幾何推理中以直接證法為主，
避免反證法，且圓之內外公切線做法不談。

四、民國 83 年（1994）「國民中學數學課程標準」之教材內容
與特色分析
（一）教材內容之分析
民國 83 年數學課程標準，反應對 74 年數學教材實施後之因應，除了
實驗幾何與推理幾何充分配合外，必修數學方面，也簡化推理幾何且屏除
數值三角，選修數學方面，數值三角僅包含正弦、餘弦及正切三種三角函
數，大幅度簡化數值三角內容。再者，標準中首次列有「教材領域表」，
此表將三學年必修數學分為「數的概念」、「代數」、「平面幾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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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標幾何」，及「資料的整理與機率」五大領域，並將各領域所包含的
主題內容一一羅列（頁 98-102），使教材編審者和教學者更能掌握教學實
施。在選修數學方面，83 年課程標準取消舊標準中選修數學作為「分化」
功能的用途，將其重新定位為「充實」性質，即為必修數學內容之應用或
延伸學習。此外，針對需進行補救教學之學生，也提示教師可視學生學習
狀況及教學時間，自行選取選修教材中適當題材為用，無須全部講授。

（二） 83 年與 74 年之數學課程標準教材大綱之增、刪、修情形
關於 83 年數學課程標準教材大綱與 74 年數學課程標準教材大綱之
增、刪、修情形，如表 5-6。
表5-6 民74年數學課程標準教材大綱與民83年數學暫行課程標準教材大綱
之增、刪、修情形
公布時間
比與比例
線型函數
一次方程式
近似值與方根、
查表
相似三角形
數值三角

一次不等式
等差數列與等比數
列
資料的整理、機率

民國 74 年
二上，必修，列在「比例與線型
函數」單元下
二上，必修，列在「比例與線型
函數」單元下
一上，必修，僅談一元一次
二上，必修
三下，選修數學
三下，選修數學

民國 83 年
一下，必修，獨立單元
二下，必修，改列「一次與二次
函數」單元下
一上，必修，擴大至二元一次聯
立方程式
一下，必修

二上，必修
二下，必修

三上，必修
三下，選修數學（簡化內容，僅
剩正弦、餘弦及正切三種三角函
數）
二上，選修
三下，必修

分開處理
二下，必修，「資料的整理」單元
（包括：次數分配、相對次數分
配與相對累積次數分配、算術平
均數中位數眾數）；

內容整合
三下，必修，獨立單元
（包括：次數分配、算術平均
數、中位數眾數、相對次數分配
與累積次數分配、簡單機率的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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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時間

平行

民國 74 年
三下，選修數學，「機率與統計」
單元（包括：機率、抽樣調查）
一下，必修
（角與截線、平行線、平行線的
判別方法、平行四邊形）
三上，選修數學
四邊形（平行四邊形、菱形與鳶
形、梯形）

三角形的基本性質

一下，必修
（三角形的全等、垂直與平分、
三角形的內角與外角、四邊形的
內角與外角）
簡單的幾何圖形
一上，必修
（從實物與圖案認識圖形、點線
角的記法與畫法）
圓
三上，選修數學
（圓與直線、圓心角與弦弧的關
係、圓周角及其所對的弧、圓內
接四邊形、三角形的內心
、兩圓的位置關係與公切線）
日常費用的計算
三上，選修實用數學
百分率的應用
三上，選修實用數學
利息的計算
三上，選修實用數學
電子計算機簡介、
三上，選修實用數學
操作
一元二次方程式
二下，必修
三角形的外心
三上，選修數學，在「三角形」
單元下
三角形的重心
三上，選修數學，在「三角形」
單元下
因式分解
二下，必修
二次函數
三下，選修數學
十分逼近法
二上，必修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民國 83 年
算）
二下，必修
（角與截線、平行線的判別法）
三下，必修
四邊形（平行四邊形、梯形、三
角形的重心）
二下，必修
（三角形、多邊形的內角和與外
角和、三角形的全等、三角形的
邊角關係）
二下，必修
（從實物與圖案認識平面、空間
的圖形）
三上，必修
（圓與直線、圓心角圓周角弦切
角、三角形的外心內心、兩圓的
位置關係與公切線）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二上，必修
三上，必修，改列於「圓」單元
下
三上，必修，改列於「四邊形」
單元下
二上，必修
二下，必修
一下，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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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言之，相較於民國 74 年數學暫行課程標準教材大綱，83 年數學課程
標準教材大綱主要有以下幾點特色：
1. 對照於 74 年必修數學課程標準規定，第一學年教學時數為三至四
節，第二學年四節，第三學年則僅有選修，無必修數學，修訂後之本
（83）課程三學年皆有數學必修課程，名稱「數學」，第一學年教學時數
為每周三節，第二學年四節，第三學年二（加二）節，其中（加二）節為
教師每周實施個別差異教學時間。此外，83 年另設選修一科，名稱「選修
數學」，第一和第二學年每周教學時數為一至二節，第三學年為二節，必
選修部分充分配合，以達到充實及補救的功能，且充分銜接國小教材綱要
中減少或簡化後有關分數及立體圖形兩方面的題材。
2. 依必修數學教科書編輯大意，本次教材著重學生數學基本能力的培
養，配合學生心智發展，循序漸進，盡量由生活經驗出發，透過實際操作
之隨堂活動，使學生獲得基本概念的學習，並激發其學習動機與興趣，以
增進教學效果；選修數學教材之編輯重點同必修。
3. 國民中學的數學課程標準教材綱要，充分反應現行數學教材實施得
失，實驗幾何與推理幾何充分配合。幾何證題法，加強了解幾何證明的意
義，增進邏輯推理能力，如：「能證明三角形三內角為 30-60-90 度，則其
所對應的邊之比為 1:√3:2」（多解篇）、「能利用三角形面積證明內分比
性質與平行線截比例線段性質」（熱身篇），以及「能應用三角形兩邊和
大於第三邊的性質」（遊戲篇）等。
4. 必修數學中簡化推理幾何且摒除數值三角，選修數學中的數值三角
也僅包含正弦、餘弦及正切三種三角函數、特別角的函數值及在測量上的
應用，大幅度簡化了數值三角的內容。
5. 必修數學的教材領域表，就一、二、三年級分成數的概念、代數、
平面幾何、坐標幾何及資料的整理與機率五大類所包括的主題內容列表呈
現，便於使用。
6. 必修數學五大領域各單元題材之數學目標詳盡列出，使編輯教材者
及教學者充分掌握教學範圍實施，有效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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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次教材內容多以簡化為主，所刪內容幾乎多為原選修實用數學內
容，且單元內容多有調整。
綜上所述，從民國 57 年訂頒國民中學暫行課程標準到 83 年修訂國民
中學課程標準，此期間所公布之國中數學教材大綱的規劃，充分反映五十
至八十年代（1961-2000 年）歷次數學課程改革在不同背景脈絡下均有其強
調欲指導學生學習的數學內容，質變中最終形塑成民國 83 年的數學課程標
準教材大綱之樣貌。此外，自民國 57 年以來，數學課程從單一的必修性質
逐漸轉為雙軌制的必選修，教材內容或增減或刪移、或以升學導向或職能
導向，並各對應有不同教學時數等，甚至必選修也從一開始的分化功能逐
漸轉向為相互補充功能，在在說明了此時期數學教材內容之質量變化體現
了數學課程變革所呈現的鐘擺效應。

第四節 本時期的教學與評量特色
在闡述本時期課程標準背景脈絡、歷次修訂課程標準所揭示之數學課
程目標及教材內容後，本節將再進一步探究本時期國中數學「教學與評
量」之發展情形。事實上，此時期歷次數學課程標準中在「實施方法」篇
幅下，也多列有教學與評量之注意事項，如：民國 57 年「國民中學數學暫
行課程標準」揭示有八項教學要項說明；61 年「國民中學數學課程標準」
中有教學原則、教學要點、教學設備等近二十項說明；72 年「國民中學數
學課程標準」和 74 年「國民中學數學課程標準」中，也各有教學方法、教
具、特殊學生之輔導、評鑑等超過五十項說明；83 年「國民中學數學課程
標準」中，亦有教學方法、教具、評量等超過三十項說明。廣義來說，凡
涉教學方法、教學要點、教具設備和運用、教材聯繫與配合，以及特殊學
生之輔導等，均為「教學與評量」範疇。然而，本章基於篇幅關係，將先
初步針對歷次課程標準中所提之教學與評量注意事項作出整理、分類後，
以「教學方法與要點」、「教學設備與運用」及「評量」作為探討此時期
數學教學與評量的主要探究面向，然或基於需要，也兼提及其他面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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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茲將此時期歷次國民中學數學（暫行）課程標準修訂（頒布）中有關
「教學方法與要點」、「教學設備與運用」及「評量」之重點做一整理如
表 5-7，並於表後逐一說明與分析15。
表 5-7 民國 57 年至 83 年歷次國民中學數學(暫行)課程標準修訂(頒布)之教
學與評量相關規範（含選修）
公布
時間
教學
方法
與要
點

15

民國 57 年

民國 61 年

民國 72 年

民國 74 年

民國 83 年

壹、教科書之內
容及講述方法，
應順應世界潮流
並配合我國國情
編輯（參酌國外
一九六○年之後
所出版之權威著
作如SMSG等）
。
貳、教科書之文
字，以用簡明之
語體文為原則。
參、教材中之形
與數，應多加聯
繫，儘量用集合
討論問題。
肆、幾何教材以
實驗為主，不包
含論證幾何。
伍、取材應求廣
闊，避免深入。
陸、教科書中應
介紹國人對數學
之貢獻。
柒、關於數學之
意義與數學在科
學上之應用宜在
適當處加以說
明。

壹、教學原則
一、數學教學的
主旨、在儘量使
學生由直觀及歸
納入手，啟發其
創造的意念；培
養其辨別是非真
偽的能力。並認
識其應用價值，
使能發生研究的
興趣，而體會數
學構造的真善
美。
二、數學教學應
著重選輯推理的
訓練，基本觀念
的了解，計算查
表、作圖等技能
的純熟，務使所
獲得的知識，配
合日常生活的需
要，貢獻於社會
人們。
三、數學教學之
實施須顧及學生
智慧的發展，學
習行為的過程變
化，現代科學上
的應用，及既有

貳、教學方法及
教學要點
一、教學方法
（一）數學教學
均採單元教學，
並以學生的學習
行為為主來設計
教學活動。即應
儘量提升學生對
教學活動的參
與，並注意啟發
其學習與研究的
興趣。
（二）單元教學
活動，以講演式
與啟發式相輔而
行，採用三段式
（準備活動、發
展活動與綜合活
動）教學進行，
教師宜於事前對
教學設計作週詳
的準備。
（三）教學資料
除教科書外，宜
依課程標準與實
施方法，充實教
學指引的內容，
並在難度處理

貳、教學方法及
教學要點
一、教學方法
（一）數學教學
均採單元教學，
並以學生的學習
行為為主來設計
教學活動。即應
盡量提升學生對
教學活動的參
與，並注意啟發
其學習與研究的
興趣。
（二）單元教學
活動，以講演式
與啟發式相輔而
行，採用三段式
（準備活動、發
展活動與綜合活
動）教學進行，
教師宜於事前對
教學設計作週詳
的準備。
（三）教學資料
除教科書外，可
依其教學目標酌
予適當補充，惟
其難度宜配合學
生的心智發展。

貳、教學方法
一、協助學生體
驗並仿效由生活
情境中抽出數學
問題的過程，進
而養成學生能從
數學觀點考察周
遭事物的習慣，
提高學生應用數
學的能力。
二、數學教學特
別注重形與數的
聯繫，讓學生在
實測與直觀中，
獲得數、形的觀
念。並逐步對其
適度抽象化，進
而體會數學模式
的結構。
三、教學方法需
依各個單元的性
質，分別採用實
測、實驗、作
圖、討論、問
答、具體操作等
方法，並善予誘
導。
四、單元教學活
動，以講演式與

表 5-7 各標準下所列面向之編號層級為根據原文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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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
時間

民國 57 年

民國 61 年

民國 72 年

民國 74 年

民國 83 年

捌、本科之數學
應注意下列各
點：
一、儘量由直觀
及歸納入手，啟
發學生之創造能
力。
二、避免不必要
公式類集之記憶
及孤立技巧難題
之解決。
三、著重基本概
念之明瞭，邏輯
推理之訓練。
四、避免古典形
式主義之陶冶。
五、配合日常生
活之需要，及科
學發展之事實。

的統一的知識體
系，以適應社會
的需要。
四、數學教學無
論在內容上，或
講解時，均應提
供真確的正面的
科學事實，避免
涉及反面的事
例，亦即著重說
明後正確的知
識，而不必強調
不正確的例證。
五、教師不僅是
傳授給學生所希
望得到的，且幫
助學生了解真確
的真理，以至於
如何為正確的。
六、教師的教學
應多加明確鼓
勵，循循善誘，
務使學習情境能
充分發生興趣，
而不生恐懼感。
貳、教學過程
－、數學教學均
採單元數學，而
以學生的學習行
為為主，教師除
了善為指導講解
外，應儘量鼓勵
其自動學習，啟
發研究興趣。
二、單元數學活
動以講演式與啟
發式相翰而行，
探用三段式（準
備活動、發展活

上，以認知發展
應有的秩序為依
據。
（四）教學方法
依各個單元的異
同，酌予採用實
測、實驗、討
論、問答、具體
操作等方法，並
善予誘導。此
外，教學媒體的
配合使用，務必
切實進行之。
（五）在教學過
程中，透過引導
與啟發，使學生
能在問題情境
中，明智選擇解
決間題所需的數
學概念、過程、
技能和科學態
度。力求避免由
教師過早提出解
題方法及結論，
並作機械式的解
題訓練。
二、教學要點
（一）本科教學
特別注重形與數
的聯繫，讓學生
在實測與直觀
中，培養數、形
的觀念，使其適
度抽象化，並應
注意形、數的構
造，而作為數學
模式的結構。取
材宜廣闊，但儘
量避免過於深入

（四）教學方法
依各個單元的異
同，酌予採用實
測、實驗、討
論、問答、具體
操作等方法，並
善予誘導。此
外，應依個別單
元的特性，配合
使用媒體補助教
學。
（五）在教學過
程中，透過引導
與啟發，使學生
能在問題情境
中，明智選擇解
決問題所需的數
學概念、過程、
技能和科學態
度。力求避免由
教師過早提出解
題方法及結論、
並作機械式的解
題訓練。
二、教學要點
本科教學特別注
重形與數的聯
繫，讓學生在實
測與直觀中，培
養數、形的觀
念，便其適度抽
象化，並應注意
形、數的構造，
而作為數學模式
的結構。取材宜
廣闊，但盡量避
免過於深入而走
向純理論化的教
學方式。

啟發式相輔而
行，採用三段式
（準備活動、發
展活動與綜合活
動）教學進行。
五、教學過程透
過引導與啟發，
使學生能在問題
情境中，形成解
決問題所需的數
學概念、過程、
技能和科學態
度。教師應避免
過早提出解題方
式及結論，且不
宜作機械式的解
題訓練。
六、數學教學應
依學生個別差
異，設計教學活
動，鼓勵學生主
動參與，培養完
整的學習成就
感，並啟發其學
習與研究數學的
興趣。
七、數學教學應
幫助學生了解並
活用數學解題的
過程方法運用思
考，避免強調零
碎知識的背誦或
記憶。
八、教學應強調
用數學語言或方
法培養批判與精
確客觀的精神。
九、教學應提供
學生交互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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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
時間

民國 57 年

民國 61 年

民國 72 年

民國 74 年

民國 83 年

動與綜合活動）
教學進行。教師
宜於事前對教學
設計作週詳的準
備。
三、教學資料除
教科書外，宜依
課程標準與學生
學習行為目標，
酌予補充，以配
合其智慧的發
展。
四、教學方法依
單元個案的異
同，酌予採用實
例、實驗、討
論、問答、製作
等方法，並善予
誘導，儘量避免
純講演式，而放
棄事實的操作，
步向為升學的錯
誤路線。
參、教學要點
一、本科教學特
別注重形與數的
聯繫，讓學生在
實測與直觀中，
培養數形的觀念
而使適度抽象
化；注意形、數
的構造，而為數
學模式的結構，
取材宜廣闊，但
切不可深化而純
粹理論化，更不
可步向古典形式
陶冶孤立的教學
方式。

而走向純理論化
的教學方式。
（二）本科數學
宜培養對事理作
多方面觀察與認
識的態度，供應
日常生活的知
識，且養成作
圖、操作、計算
等技能的精確熟
練的習慣。
（三）數學教學
應兼顧數學概
念、過程、技能
與科學態度，幫
助學生了解並活
用數學解題的過
程方法，注重啟
發學生心智技能
的發展，避免強
調零碎知識的背
誦或記憶。

（二）本科教學
宜培養對事理作
多方面觀察與認
識的態度，供應
日常生活的知
識，且養成作
圖、操作、計算
等技能的精確熟
練的習慣。
（三）數學教學
應兼顧數學概
念、過程、技能
與科學態度，幫
助學生了解並活
用數學解題的過
程方法，注重啟
發學生心智技能
的發展，避免強
調零碎知識的背
誦或記憶。

機會，以發展其
欣賞他人觀點之
態度。
十、資賦優異學
生，宜施行個別
指導，並輔導其
選習數學課程，
以發展其數學才
能。
十一、數學學習
遲緩學生，宜施
行補救教學及心
理輔導，以激發
其學習意願，克
服學習困難。
十二、在第三學
年四節課中，其
中兩節應依照數
學程度實施充實
或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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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57 年

民國 61 年

民國 72 年

民國 74 年

民國 83 年

參、教具設備和
運用
一、教具的應用
在增加圖形正確
性，使學生觀念
明晰、印象深
刻，以增進其學
習效果。
二、儀器的使
用，在養成學生
實事求是的精
神，且訓練其如
何使用，俾能由
反覆運用而達於
熟練。
三、模型的使
用，在養成學生
觀察、實驗、細
心、求證的精神
與習慣，以培植
其精密思考的能
力，而啟發其研
究自然現象，進
而能主動設法解
決問題的興趣。
四、有關教材各
單元，教學指引
應儘量指出所需
之教具、儀器或
模型之教學媒

參、教具設備和
運用
一、教具的應用
在增加圖形正確
性，使學生觀念
明晰、印象深
刻，以增進其學
習效果。
二、儀器的使
用，在養成學生
實事求是的精
神，且訓練其如
何使用，俾能由
反覆運用而達於
熟練。
三、模型的使
用，在養成學生
觀察、實驗、細
心、求證的精神
與習慣，以培植
其精密思考的能
力，而啟發其研
究自然現象，進
而能主動設法解
決問題的興趣。
四、有關教材各
單元，教學手冊
應盡量指出所需
之教具、儀器或
模型之教學媒

參、教具及有關
教學設備
一、為使學生觀
念明晰、印象深
刻，增進學習效
果，教師應充分
使用各種教學資
源。
二、配合各單元
的需要，教學時
應選用或自製各
種教學媒體或操
作性教具。並視
實際狀況，設置
數學資源教室。
三、儀器的使
用，在養成學生
實事求是的精
神，且訓練其如
何使用，俾能由
反覆運用而達於
熟練。
四、模型的使
用，在養成學生
觀察、實驗、細
心、求證的精神
與習慣，以培植
其精密思考的能
力。
五、在適當的教

二、本科教學對
任－事理，宜多
方面的觀察與認
識，供應日常生
活的知識且養成
作圖，操作、計
算等技能的精
確、熟練與優
美。
教學
設備
與運
用

肆、教學設備
一、教具的應用
再增加圖形正確
性，使學生觀念
明晰、印象深
刻，以減少其學
習困難。
二、儀器的使
用，在養成其實
事求是的精神，
且訓練其如何使
用，俾能由反覆
運用而達於熟
練。
三、模型的使
用，在養成學生
觀察、實驗、細
心、求證的精神
與習慣，以培植
其精密思考的能
力，而啟發其研
究自然現象，進
而想如何解決自
然問題的興趣。
四、參考書籍的
設備，在供給教
師教學，學生進
修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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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
時間

評量

民國 57 年

民國 61 年

成績考查
一、 測驗原則，
以教材內容製作
學習行為目標，
訂定命題標準，
評量是否達到目
標。
二、 作業原則，
以良好的作圖技
能，整潔迅速的
習慣，優美的設
計表現，精確快
捷的計算，測度
儀器的純熟操作
等，評量其成
就。
三、 考查辦法—
以測驗方式、作
業、示範發表等
加以考核。

民國 72 年

民國 74 年

民國 83 年

體，學校應統購
或自製，教學時
應儘量送過實際
操作，幫助學生
了解抽象的概
念。
五、電算器在國
中一年級不宜使
用，但學校應使
國中二年級以上
學生能夠加以使
用

體，學校應統購
或自製，教學時
應盡量透過實際
操作，幫助學生
了解抽象的概
念。
五、自國中二年
級開始，部分教
材，依其特性，
使用電算器輔助
教學，學校宜購
置電算器以配合
教學。

學單元，可因應
個別差異使用電
算機具作為輔助
教學之工具。

陸、教學評鑑
一、評鑑項目
依各單元之教材
內容、單元特性
及單元教學目
標，編製單元測
驗，如選擇題、
填充題、計算
題、應用題、證
明題或作圖題之
測驗，或以作業
示範、表演、口
頭問答等。
評量其學習成
就，並以了解學
生學習情況作為
實施輔助教學之
依據。同時，應
將重點項目列入
教師手冊中，以
利教師之教學評
鑑工作之推展。
二、評分標準
（一）測驗原
則，以各單元教
材內容，製作學

陸、教學評鑑
一、評鑑項目
依各單元之教材
內容、單元特性
及單元教學目
標，編製單元測
驗、訂定評鑑項
目，如選擇題、
填充題、計算
題、應用題、證
明題或作圖題之
測驗，或以作業
示範、表演、口
頭問答等，評量
其學習成就，並
以了解學生學習
情況作為實施輔
助教學之依據。
同時，應將重點
項目列入教師手
冊中，以利教師
之教學評鑑工作
之推展。
二、評分標準
（一）測驗原
則，以各單元教

伍、教學評量
一、教學評量方
式宜多樣化，除
紙筆測驗外，應
配合單元目標採
用實測、討論、
口頭回答、觀
察、作業或專題
研究等方法。
二、在教學過程
中，須隨時採用
各種方法評量學
生的學習狀況，
以便及時發現學
習困難，進行補
救教學。
三、段考或平常
測驗命題時，其
範圍或內容須顧
及教學目標及教
材內容。試題難
度應符合學生程
度，以提升學習
興趣。
四、除選擇題與
填充題外之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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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57 年

民國 61 年

民國 72 年

民國 74 年

民國 83 年

習行為目標，訂
定命題標準，評
量是否達到目
標。
（二）作業原
則，以良好的作
圖技能，整潔迅
速的習慣，優美
的設計表現，精
確快捷的計算，
測度儀器的純熟
操作等，評量其
成就。必要時得
另編作業簿。
（三）除選擇、
是非、填充題外
之其他測驗方
式，均宜訂定分
段給分標準，依
其所能完成的目
標，給予適當的
部分分數。
（四）宜利用統
計轉換公式，將
各種測驗所得之
分數轉換為常態
分配，不宜將分
數過分壓低或偏
高，以提高學生
之學習興趣

材內容，製作學
習行為目標，訂
定命題標準，評
量是否到目標。
（二）作業原
則，以良好的作
圖技能、整潔迅
速的習慣、優美
的設計表現、精
確快速的計算、
測度儀器的純熟
操作等，評量其
成就。必要時得
另編習作簿。
（三）如選擇、
是非、填充題外
之其他測驗方
式，均宜訂定分
段給分標準，依
其所能完成的目
標，給予適當的
部分分數。
（四）宜利用統
計轉換公式，將
各種測驗所得之
分數轉換為常態
分配，不宜將分
數過分壓低或偏
高，以提高學生
之學習與趣

題型，均宜訂定
分段給分標準，
依其作答過程的
適切性，給予部
分分數。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教育部（1968，1972，1983，1985，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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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國 57 年（1968） 「國民中學數學暫行課程標準」之教學
與評量分析
民國 57 年訂頒之「國民中學數學暫行課程標準」，在「實施方法」下
提及八項教學相關要項，其中「參、教材中之形與數，應多加聯繫，儘量
用集合討論問題」一項，凸顯此次數學課程標準強調「集合」於數學教學
中地位，期許教學者多以「集合」術語，能將數學基本觀念做出嚴密說
明。
當本研究再進一步查看當時的「國民中學數學教學指引」後發現，其
每冊每章下也提示有教材摘要、教學目標、教學要點、參考資料、習題解
答等，以供教師教學參考之用。以第一冊第三章「點、線、平面、空間的
認識」單元為例，其在教材摘要上一共揭示有八項，分別為：
1. 認識點是空間的元素，線和平面都是點集合，所以都是空間的部分集
合；
2. 線可以沿其兩方向無限延長，平面可以沿其上各方向無限延伸；
3. 通過相異兩點恰有一點，通過不在同一線上的三點，恰有一平面；
4. 相異兩線的交集是一點或空集合，相異兩平面的交集是一線或空集
合；
5. 線和線、線和平面、平面和平面、平行的意義；
6. 一點介於其他兩點之間的意義；
7. 線、半線、射線、線段的區別；
8. 半平面、半空間的意義。
此外，此教材範疇所設定之教學目標和教學要點亦各有八項，條列清
楚，如圖 5-6 和圖 5-7。

186 數往知來歷歷可述—中小學數學課程發展史（上冊）

圖 5-6 《國民中學數學教學指引》「點、線、平面、空間的認識」教學目標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
（1968：31-32）。

圖 5-7 《國民中學數學教學指引》「點、線、平面、空間的認識」教學要點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
（196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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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5-7 所提教學要點內容可知，該單元之教學重點，無論點、線、
平面、空間等，教學者均需以集合觀念來敘述。例如，當教學者在教導學
生「點和空間的關係」時，應根據教科書上的鋪陳以下列方式說明（國立
編譯館主編，1968：47）：
所有點所成的集合，叫做「空間」，空間廣大而無止境，所含的
元素（即點），多至無限，由空間的意義，可以知道點所成的任
何集合，都是空間的一個部分集合。點所成的集合，簡稱「點集
合」，所以每一「點集合」都是空間的一個部分集合。
在評量方面，若再回頭查看標準中「實施方法」下所提及的八項教學
要項和教學指引後則可發現，兩處均未明確指出評量相關內容。然而，當
再進一步查閱 57 暫行數學課程標準「附錄一 國民中學暫行課程標準修訂
經過」時也發現，文中提及，因此次修訂時間較迫（自開始至完成，僅歷
時四個月），故在課程實施上有幾點事項應予以留意。由於原文長，茲暫
擷取部分如下（教育部，1968：359）：
課程標準僅係課程之方向與輪廓，實際影響於學生學習者，係課
程之內容—教材，故欲實現新課程標準之目標，全賴教材編審機
關，確能體認新訂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之主要精神，把握各科課程
重點，使其充分融貫於各科教材之中。
課程與教材，僅屬教育之一部分，而非教育之全部，欲達成教育
之全部目標，除課程與教材外，尤賴師資、設備與教學方法之配
合。故學校應視課程與教學之需要，充實各項教育設備；教師應
切實研究課程之內容，體認課程之重點與目標，瞭解學生之能力
與需要，並改進教學方法，提高教育效果，始能發揮課程標準之
功能。
課程之改進，有賴於實驗與研究…，各校實施時，必須瞭解其改
進主旨，經常研究，並進行必要之實驗，教育行政機關亦應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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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之研究實驗工作，加強策畫督導，務其精益求精，而使國民教
育能達預期目標。
九年國民教育，旨在提高人力素質，配合富國、建國之需要。其
課程之實施，並不限於學校教育，更有賴於社會教育有關機關及
公私營生產機構之共同努力…
由上列內容，再環扣回 57 年「國民中學數學暫行課程標準」在「實施
方法」下提及的八項教學相關內容，此時或正值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初
始，基於時間、相關物力人力均有所限、亦是挑戰下，八項教學相關多以
教科書編審者和課程實施者為對象所提出的叮嚀和說明。在教學方面，除
了特別強調教科書編審者和課程實施者所肩負的職責與任務外，也有社會
機構共同經營與致力之呼籲；在評量方面，從 57 年所揭示之數學課程目標
如「使學生了解數與形之性質及關係，並熟悉運算之原則與方法」、「訓
練學生關於簡單計算及基本作圖之技能，使有準確迅速及精密整潔之習
慣」等，以及圖 6 所揭示的單元教學目標做一對應下，似也隱含有此時期
教材呈現方式受美國 SMSG 實驗教材影響下，強調學生應重視數學結構與
原則的了解、注重數學精神與方法之培養、邏輯推理的認知與訓練等，以
期學生能了解數學的相關特質，然較為可惜是此次課程標準中並未具體呈
現有評量要點或內容。

二、民國 61 年（1972）「國民中學數學課程標準」之教學與評
量分析
民國 61 年訂頒之「國民中學數學課程標準」，在「實施方法」下提及
有教學原則、教學要點，以及成績考查等近二十項說明，相較於 57 年暫行
課程標準，民國 61 年數學課程標準對於教學和評量有較為具體、明確的說
明。61 年數學課程標準的「教學原則」中，不再強調「儘量用集合討論問
題」，除了提示教學者儘可能地引導學生由直觀及歸納入手、著重邏輯推
理之訓練等仍為承續自 57 年暫行課程標準外，61 年課程標準更補充了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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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提供真確正面之科學事實、避免涉及反面事例，亦應促使學生對學習
情境產生興趣等。
再探依據民國 61 年課程標準所編之「國民中學數學教師手冊」，其每
冊每章下均提示有章節次、教學目標、教材綱要、教學方法、練習解答，
以及參考資料（補充資料）等，以供教師教學參考之用。以第三冊第一章
「簡單幾何圖形」單元之「1-1 點、直線、平面」為例，其教材摘要內容一
共八項，分別為（國立編譯館主編，1975）：
1. 研究一個物體的形狀、大小、位置等性質，而不論他的顏色、
質料、功能的數學，叫做幾何學；
2. 說明點、直線、平面的表示法；
3. 說明怎樣決定一直線與一平面；
4. 說明線段與射線的意義與表示法；
5. 說明兩線相交的意義與性質；
6. 說明平行與垂直的意義；
7. 說明圓的意義；
8. 說明半徑、弦、直徑、弧、半圓、圓周等的意義。
此外，此教材範疇所設定之教學目標和教學要點亦有多項。以教學目
標來說即有 47 項，如圖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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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國民中學數學教學指引》第三冊第一章「簡單幾何圖形」單元
「1-1 點、直線、平面」之教學目標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1975：2-4）。

綜言之，相較於 57 年數學課程標準規範下之教學與評量，61 年課程標
準中所提之教學與評量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強調多樣的教學方法：依單元需要，在講述法外，數學教學應
含括多元教學方法，如：實例、實驗、討論、問答、製作等。
（二）強調「三段式」之教學：採小單元教學，在單元教學活動下，
強調三段活動式教學，即包括準備活動、發展活動，及綜合活動之教學進
行，以啟發學生學習興趣。
（三）重視教具的使用：強調教具、儀器、模型，以及參考書籍等輔
助使用，藉以培養科學精神和提升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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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意特殊學生之處理：此時期課程標準首次提出「特殊學生的
處理」方式之建議，提示教學者可依學生身心狀況等，適度調整教學內容
和教學方法等，以期符合個別差異。
（五）列出評量的原則：此時期課程標準中首次提出「成績考查」相
關說明，尤其強調製作學習行為目標，作為評量的規準；此外，考查方式
除了測驗之外，還包括作業和發表等多種考核方式。

三、民國 72 年（1983） 「國民中學數學課程標準」和民國 74
年（1985） 「國民中學數學課程標準」之教學與評量分析
由本章第三節知，民國 72 年和 74 年兩次數學課程標準有相近之教材
大綱，再進一步查看兩課程標準在教學方法、教學要點、評量事項等說明
後，其內容亦相當接近，故此將續承第三節探討模式，基於凸顯不同課程
改革時期下數學課程有不同改革的重點，故將此兩數學課程標準暫視為同
一版本，並以較新版本 74 年數學課程標準為準，與前次 61 年數學課程標
準作一分析比較。
民國 74 年訂頒之「國民中學數學課程標準」中，在「實施方法」下提
及有教學方法、教學要點、教具設備和運用、教學評鑑等超過五十項說
明，相較於 61 年課程標準，七十年代兩次公布的課程標準在數學教學與評
量上顯然甚具時代性色彩。在教學要點方面，在 61 年強調注重形與數的聯
繫、讓學生在實測與直觀中培養數、形的觀念使其適度抽象化、注意形數
構造以為數學模式的結構等基礎上，同樣強調教學宜培養學生對事理作多
方面觀察與認識、供應日常生活的知識，且養成作圖、操作、計算等技能
的精確熟練的習慣等。不同的是，七十年代修訂的課程標準更強調了數學
教學應兼顧數學概念、過程、技能與科學態度，幫助學生了解並活用數學
解題的過程方法，注重啟發學生心智技能的發展，避免強調零碎知識的背
誦或記憶等。此外，在教具設備和運用上，在依舊強調教具、儀器、模型
運用外，七十年代兩課程標準更進一步揭示有關教材各單元、教學手冊應
盡量指出所需之教具、儀器或模型之教學媒體，且應由學校統購或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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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讓教學者能透過實際操作來協助學生了解抽象的概念。再者，自國中二
年級開始，教學者應依教材特性使用電算器輔助教學，是以，學校宜購置
電算器以配合數學教學實踐。
至於在特殊學生輔導方面，與 61 年課程標準不同的是，七十年代修訂
之課程標準因已將必選修數學設置為分化功能，故針對資賦優異之學生，
強調教學者在施行個別指導外，更應指導其於第三學年選習以繼續升學為
目的之數學課程。至於心智略遲之學生，提示在施行補救教學外，必要時
也可另組班級，並依學習成績酌予刪減學習教材。此外，教師手冊亦應增
列資優輔導與補救教學之參考資料、教學方法建議、教學媒體介紹等項
目，以利輔導工作之推行。上述皆是七十年代修訂之課程標準在教學指導
上明顯不同於 61 年課程標準處。
在評量方面，植基在 61 年課程標準提出之評量原則下，七十年代課程
標準羅列了更為多元的評鑑項目，如：選擇題、填充題、計算題、應用
題、證明題或作圖題之測驗，或以作業示範、表演、口頭問答等評量其學
習成就，強調以此多元方式理解學生學習情形，以作為實施輔助教學的依
據。此外，七十年修訂之課程標準，強調應將重點項目列入教師手冊中，
以利教師教學評鑑工作之推展。至於選擇、是非、填充題外之其他測驗方
式，均宜訂定分段給分標準，依其所能達到目標給予對應的適當分數，而
教學者亦宜利用統計轉換公式，將各種測驗所得之分數轉換為常態分配，
以提高學生之學習與趣等，均為 61 年課程標準中所未提及。
再探民國 74 年訂頒之「國民中學選修科目實用數學課程標準」，相較
於民國 61 年選修數學為必修數學之延伸學習、且必選修數學共用同一課程
標準，七十年代兩課程標準將必選修數學改為分化用途，一為升學預備科
目，另一為職業預備和生活適應之選習科目，且各有課程標準。是以，誠
如上列之選修「實用數學」教學與評量項目可知，就其強調以職業預備和
生活適應之目的來看，著重教學者應提供與評價實用的數學知能、培養學
生善用有關機具的能力，以及幫助學生解決數量上的問題等。茲以教師手
冊中「日常費用的計算」之「教學方法與注意事項」局部內容為例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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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如圖 5-9。

圖 5-9 《國民中學選修科目實用數學教師手冊》試用本上冊第一章「日常費用的計
算」之教學方法與注意事項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
（1986：10-11）。

圖 5-9 為選修科目實用數學教師手冊試用本上冊第一章「日常費用的
計算」之部分教學指引內容。在「日常費用的計算」單元中，主要指導學
生能處理一些日常生活中常態性需要面對的費用問題，如電費、水費、計
程車費、工程估價、論件計酬與節省開支等計算，根據教科書內容，一共
分三小節進行，圖為第一節「電費與水費」教學方法與教學事項的指
導。
依據教師手冊，教學者應先介紹臺灣電力公司的計價公式及其價目
表，並舉例說明一般家庭與小店戶的電費計算方式，進而介紹水費的計價
方式，並列出臺北市自來水事業處及臺灣省自來水公司兩類水價表及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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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公式，繼而舉例示範計算水費的方法。由圖5-9可知，為「達到實用的
教學效果」，教學者應先盡可能地要求學生將水電費收據攜至課堂後，在
教其計價公式外，也教其利用機具和查表方式找出正確的對應價目，指引
中亦提醒教學者「有關水、電費方面計價產生任何困擾時，應及時就近向
附近的自來水公司、臺灣電力公司計費股請教細節」，甚至編輯大意中也
提示有「倘若費用調整，教學時宜以新調整者來處理」，足見選修科目實
用數學強調所學知能應能與生活中實用知識產生鏈結外，教學者也應能透
過教具模型或其他機具操作、實例演算等，培養學生解決數量問題的能
力。
在評量方面，不同於 61 年課程標準標選修數學評量方式，七十年代的
實用數學以職業預備和生活適應為目的，評量方式改以口試、操作等形成
性評量為原則，至於評分標準建議採取分段給分標準制，以提高學生學習
成就感。此外，教師手冊中特別提醒，數學試題的編製除應顧及一般學科
測驗編製的原理原則外，亦需特別注意以下 13 項原則（國立編譯館主編，
1989：22）：
1. 試題的取材宜合理分布，顧及知識、理解、應用、分析、綜合
與評鑑等學習目標。
2. 試題應配合教材重點與教學目標，內容應遍及教材的重要部
分。
3. 應注意基本原理與計算技能的了解與活用，而非零碎知識的記
憶。
4. 試題文字力求淺顯簡短，題意須明確，不可遺漏解題所依據的
必要條件。
5. 同一份試卷中，避免含有明顯暗示本題或他題正確答案的線
索。
6. 試題文字宜重新組織，盡量避免抄襲課本或原始資料。
7. 選擇題的選目間，力求文法結構類似，選目按邏輯次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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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影響作答。
8. 選擇題的選目間少用「以上皆非」，避免使用「以上皆是」，以
免造成答題困擾。
9. 經由錯誤的概念而仍可得到正確選目或數據的選擇題或填充題
應避免。
10. 填充題的空格應為重要的數學概念或經簡易計算、推理所能得
到的數據。
11. 應顧及學習能力的差異，實施能力分班的學校，宜編製不同的
試卷。
12. 合理安排題數、難易度與答卷時間。
13. 計算題、證明題和作圖題等應訂定合理的分段給分方法。
基於上述，茲以教師手冊中同一單元「日常費用的計算」之「評量應
注意事項」部分內容為例進一步說明，如圖 5-10。由圖中「本章之評量宜
強調形成性的評量、課堂內實作以及電算器的使用能力的訓練」、「評量
時應該准許學生使用電算器」、「日常生活的知識及商場上的知識可以在
教學上做適度的灌輸」等內容可知，「日常費用的計算」單元之評量不僅
重視學習者機具操作能力，同時也強調師生相互溝通之問答和討論的教學
方式，以利教師掌握學習者學習理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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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國民中學選修科目實用數學教師手冊》試用本上冊第一章「日常費用的
計算」之評量應注意事項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1986：10-11）。

綜言之，相較於 61 年數學課程標準規範下之教學與評量，七十年代課
程標準中所提之教學與評量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在教學方法和要點方面
就必修數學來說，強調數學教學應兼顧數學概念、過程、技能與科學
態度，幫助學生了解並活用數學解題的過程方法，注重啟發學生心智技能
的發展，避免強調零碎知識的背誦或記憶等；就以職業預備和生活適應為
目的的選修實用數學而言，教學以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為第一要務，儘量
透過教具模型或其他具體操作，並能以實例演算，培養學生解決數量問題
的能力，及將問題轉化為數學模型的能力。

（二）在教具設備和運用方面
就必修數學來說，強調學校應統購或自製教具、儀器、模型、教學媒
體等，而教學者應透過實際操作來協助學生了解抽象的概念，至於國中二
年級始，教學者亦依教材特性使用電算器輔助教學；就選修實用數學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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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除了強調學生應備有袖珍電算器以便常能練習之外，學校應購置微電
腦教具，使每位學生均有充分操作的機會。

（三）在特殊學生輔導方面
由於必選修數學已改為分化功能，故針對資賦優異之學生，教學者在
施行個別指導外，更應指導其於第三學年選習以升學為目的之數學課程。

（四）在評量方面
就必修數學來說，強調以多元評量方式理解學生的學習表現，並作為
實施輔助教學的依據，而除選擇、是非、填充題之外，其他測驗方式宜訂
定分段給分標準，教學者也能利用統計轉換公式，將各種測驗所得之分數
轉換為常態分配等均為特色；就選修實用數學而言，評量方式以口試和操
作等來形成性評量為主，至於評分標準宜採分段給分標準，以提學生學習
興趣。

四、民國 83 年（1994）「國民中學數學課程標準」之教學與評
量分析
民國 83 年訂頒之「國民中學數學課程標準」，在「實施方法」下提及
有教學方法、教具及有關教學設備、教學評量等超過三十項說明，相較於
74 年課程標準，83 年課程標準在數學教學與評量上也有重要變革。觀自民
國 82 年，「國民小學數學課程標準」率先完成修訂，受美國全國數學教師
協會（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NCTM]）於 1989 年出
版「學校數學課程與評鑑標準」（Curriculum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
School Mathematics）影響，新的數學教材大幅刪減了繁雜計算內容，改以
數學解題為主的學習方式、重視數學能力的培養與數學概念的理解等（教
育部，1993；游自達，2010）。民國 83 年，「國民中學數學課程標準」完
成修訂，教學目標從數、量、形的基礎內容，逐漸延伸到重視學生的思
考、推理與創造能力，強調情意層面的學習，而必選修課程也從分立目的
轉為強調相輔相成功能等（教育部，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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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方法方面，83 年課程標準中除了保有 74 年課程標準所重視之形
與數的聯繫、讓學生在實測與直觀中獲得數形的觀念、依各個單元性質分
別採實測、實驗、作圖、討論等方法、講演與啟發式並行的三段式（準備
活動、發展活動與綜合活動）教學、引導與啟發使學生在問題情境中形成
解決問題所需的數學概念、過程、技能和科學態度等外，另特別強調了教
學者應培養學生具有從數學觀點考察周遭事物的能力、數學教學應依學生
個別差異設計教學活動、強調用數學語言或方法培養批判與精確客觀的精
神、提供學生交互討論機會以發展欣賞他人觀點之態度等，均有更細緻的
提示。然而，原 74 年課程標準中強調「養成作圖、操作、計算等技能的精
確熟練的習慣」教學要點，在 83 年標準中已未再提及，83 年標準中另新增
「在第三學年四節課中，其中兩節應依照數學程度實施充實或補救教
學」，此明確規劃時間以進行數學學習充實或補救加強的規定，誠為 83 年
課程標準中數學教學特色之一。
在教具及有關教學設備方面，74 年課程標準與 83 年課程標準所揭內容
大致相近，較有殊異處是，74 年標準中提及「學校應統購或自製，教學時
應盡量透過實際操作，幫助學生了解抽象的概念」，惟 83 年標準中不再強
調由學校「統購」，而是改以基於各單元教學需要，教學者可「選用」或
「自製」各種教學媒體或操作性教具，也可視實際需要設置數學資源教室
等。此外，74 年標準中提及自國中二年級開始，部分教材可使用電算器輔
助教學，至 83 年標準中已不再硬性規定機具使用時程，教學者可在適當教
學單元中援用電算機具為輔助教學工具。
在教學評量方面，與 74 年課程標準較不同的是，83 年課程標準未再延
續 74 年對良好作圖技能、整潔迅速習慣、優美設計表現、精確快速計算、
測度儀器的純熟操作等之作業原則的強調，在與 74 年課程標準同樣重視多
元評量方式下，83 年課程標準也另強調了測驗命題的範疇和內容應顧及教
學目標及教材內容，且難度應符合學生程度，足見 83 年課程標準在評量方
式，更聚焦在對學習者的關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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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探民國 83 年訂頒之「國民中學選修科目數學課程標準」主要相關於
教學與評量之內容。進一步觀之，選修數學在教學方法、教具及有關教學
設備、其他有關事項，以及教學評量方面等之規定與必修數學的規範大致
相同，較明顯不同處則有二，如：在教學方法方面，增列「每學期應至少
實施三至四次探索式教學」(第五項)，以及對學習困難者指導之補充說明
「若此類學生選習本選修課程，宜加強個別輔導，並彈性選取學習的題
材」(第 12 項)。至於 83 年必修數學課程標準中原列有「在第三學年四節課
中，其中兩節應依照數學程度實施充實或補救教學」應本不在選修屬性的
討論範疇之下，故也已挪移於選修標準外。
事實上，相較於民國 74 年的必、選修數學分別作升學預備、職業預備
和生活適應之不同性質科目、連帶有迥異之課程標準內容，民國 83 年的選
修數學以充實為主、複習補救為輔，對需要進行補救教學之學生，教學者
可自行設計或選取補教教材，至於充實教學部分，教學者可視學生學習狀
況及教學時間，自行選取選修教材中適當題材，以供教學之利用，且無須
強求將各選修教材全部教授（國立編譯館主編，2000：6）。是以，83 年
選修數學標準在「實施方法」下提及有關教學與評量的內容與必修數學幾
乎一致，前所標底線之兩處，則是相較於必修數學後，選修數學新增的部
分。其中第五項所提之「探索式教學」，指透過選修數學探索式教材主題
之佈置，培養學生獨立學習的能力（國立編譯館主編，2000：6）。於此，
茲以選修數學教師手冊第五冊第二章「多邊形與圓」之「教學方法與注意
事項」部分內容為例進一步說明，如圖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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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國民中學選修數學教師手冊》第五冊第二章「多邊形與圓」教學方法
與注意事項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
（1999：43）。

為方便參看，茲將圖 5-11 教師手冊內容中提及的選修數學教科書頁面
（第 47 頁至第 48 頁）一併截圖如圖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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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國民中學選修數學》第五冊第二章「多邊形與圓」
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主編）
（2000：47-48）。

圖 5-12 為選修數學教師手冊第五冊第二章「多邊形與圓」之部分教學
指引內容。在此「多邊形與圓」單元中，因學生已於必修教材中學習過圓
周角、相似形等概念，然加以綜合應用之機會並不多，故選修數學於此單
元所設定之教學目標乃在綜合這些概念，意圖介紹多邊形與圓的一些性
質，如：圓內接四邊形的充要條件是四邊形的對角互補、圓冪性質等。在
選修數學中，此章共分為兩小節，一為熱身篇，另一為劇場篇，圖 5-12 為
熱身篇之部分教學指引內容，所欲達成教學目標有六，包括：（1）知道圓
內接多邊形的意義；（2）能觀察、分析圓內接正多邊形的特徵；（3）能
利用觀察圓內接正多邊形所得的特徵，來繪製圓內接正多邊形；（4）能由
操作或推理得知圓內接四邊形的對角互補；（5）知道不在一直線上的三點
可決定一個圓；（6）知道一個四邊形的對角互補，則這個四邊形為圓內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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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邊形。由圖 5-11 和圖 5-12 兩圖互參可知，在進行觀察圓內接正六邊形活
動之前，教學者須能先確認學生知道圓內接正六邊形之意義，而活動一是
觀察圓內接正六邊形的特性，主要希望學生能從摺紙中得知AD、BE及CF皆
為直徑，再推理得到六個正三角形，圓心角均為 60 度等事實，如此，學生
在畫正六邊形時才具有意義。以上教學脈絡之安排佈置，正如選修數學教
師手冊中所言，選修教材以「能探索數學」為目標（國立教育編譯館主
編，2000：5），且與必修教材相呼應，主要在供充實教學使用，教學者應
把握此精神教學。
至於評量方面，83 年必選修數學課程標準中不僅列有相同要項，教師
手冊中也列有相同的說明。在「國民中學數學教師手冊」內文中的「教學
評量」下，第一項即開宗明義指出，「教學評量是課程教學的一個重要環
節，多元化評量、分段給分及著重解題思考過程是必須強調的概念」、
「教學評量包括指評量例題舉例、不適宜出現之試題（含說明不宜之理
由）及部分錯誤類型分析等」、「習題解答中包含不同方法的解題方式」
等。此外，教師手冊中仍提醒有數學試題編製的原則，惟在 74 年揭示之
13 項原則基礎上，再新增兩項（如底線兩處，即第 5 項和第 8 項），一共
15 項原則（國立編譯館主編，1998：18）：
1. 試題的取材宜合理分布，顧及知識、理解、應用、分析、綜合
與評鑑等認知層次。
2. 試題應配合教材重點與教學目標，內容應遍及教材的重要部
分。
3. 應注意基本原理與計算技能的了解與活用，而非零碎知識的記
憶。
4. 試題文字力求淺顯簡短，提議須明確，不可遺漏解題所依據的
必要條件。
5. 試題宜按由易至難之順序排列。
6. 同一份試卷中，避免含有明顯暗示本題或他題正確答案的線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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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試題文字宜重新組織，盡量避免抄襲課本或原始資料。
8. 選擇題的選目，應針對學生錯誤類型設計，以便診斷學生學習
困難所在。
9. 選擇題的選目間，力求文法結構類似，選目按邏輯次序排列，
以免影響作答。
10. 選擇題的選目間少用「以上皆非」，避免使用「以上皆是」，以
免造成答題困擾。
11. 應避免經由錯誤的概念仍可得到正確選目或數據的選擇題或填
充題。
12. 填充題的空格應為重要的數學概念或經簡易計算、推理所能得
到的數據。
13. 應顧及學習能力的差異，實施能力分班的學校，宜編製不同的
試卷。
14. 合理安排題數、難易度與答卷時間。
15. 計算題、證明題和作圖題等應訂定合理的分段給分方法。
基於上述，茲以選修數學教師手冊中同一單元「多邊形與圓」之「評
量應注意事項」部分內容為例進一步說明。此單元之規劃為：數學教學評
量的方式除了段考、期考之外，平時測驗的方法也不僅限於紙筆測驗，同
時可採用活動、操作等方式來進行。此外，手冊中也列有「命題舉例」，
其命題也有多種解法。基於「教學評量是課程教學的一個重要環節，多元
化評量、分段給分及著重解題思考過程是必須強調的概念」等，教師手冊
中「命題舉例」提供教學者在進行試題編製時有較為明確地指引，同時也
強調應包容學生不同的解題方法、並訂定分段給分標準等，以上都是提醒
教學者應留意事項。
綜言之，相較於 74 年數學課程標準規範下之教學與評量，83 年必選修
數學課程標準之教學與評量有以下幾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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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教學方法方面
強調應培養學生具有從數學觀點考察周遭事物的能力、數學教學應依
學生個別差異設計教學活動、以數學語言或方法培養批判與精確客觀之精
神，以及提供學生交互討論機會以發展欣賞他人觀點之態度等。此外，新
增「在第三學年四節課中，其中兩節應依照數學程度實施充實或補救教
學」規定，至於選修數學改以「能探索數學」為目標，與必修教材呼應，
供充實教學使用。

（二）在教具設備和運用方面
基於單元教學需要，以教學者「選用」或「自製」各種教學媒體、操
作性教具等為主，不再強調由學校「統購」。此外，教學者可在適當教學
單元援用電算機為輔助教學器具，亦可視實際情況籌設數學資源教室等。

（三）在評量方面
在與 74 年同樣重視多元評量、合理的分段給分方式、注意試題編製原
則下，83 年課程標準中另強調了測驗命題的範疇和內容應顧及教學目標及
教材內容，且難度應符合學生程度。然 74 年所提及之作業原則「以良好的
作圖技能、整潔迅速的習慣…」和「宜利用統計轉換公式，將各種測驗所
得之分數轉換為常態分配…」等，在 83 年評量內涵中則予以刪除。
綜上所述，從民國 57 年訂頒國民中學暫行課程標準到 83 年修訂國民
中學課程標準，此期間所公布之國中數學教學與評量內涵，除了 57 年課程
標準闕漏評量面向的說明外，自民國 61 年課程標準起的各版標準，大致上
都提及了教學要點、教學設備，以及評量（成績考查）等事項，若再參考
各標準必選修數學之教師手冊時，更發現對教學者也提有諸多教學指引，
從「質」的變化觀之，數學課程改革已從以專注於知識和技能為導向的教
學，逐漸轉向以呼籲培養「二十一世紀的健全國民」為目的數學教學，故
在教學和評量面向上的相關決定也有更多元化、細緻化，以及人性化考量，
此外，83 課程標準在「附錄」更首次揭示有「領域目標」（教育部，1994：
106-131），此也程度上為教學和評量的可能做法提供了指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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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一、本時期數學課程所呈現的鐘擺效應主要促動於當時國際趨勢
或國內社會環境因素
民國五十、六十年代的反共政策、文化復興運動，到民國七十、八十
年代的解除戒嚴和教育鬆綁，在時代變遷、社會經濟逐步轉型，以及人類
活動不斷進展下，由本文分析可知，臺灣數學課程改革的走向與意圖發展
的態勢顯然不斷受到當代潮流、社會需要，以及學生興趣等影響，其在目
標、教材內容、教學方法，以及評量面向多有修正、調整或改絃。
民國 57 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其旨在提高人力素質，配合復國、建國之
需要，此時的數學課程強調以集合論為講述方法以期能與世界接軌，但因
過於將數學講述的方法抽象化，相對缺少較能深入思考的計算題型等，是
以，民國 61 年課程標準中便對此教材教法「急踩煞車」，不僅減低集合論
於數學教材中的份量，也強調應恢復以往對計算能力的重視。民國七十年
代，由於臺灣正值經濟起飛時期，另一方面也為適應學生個別差異，數學
課程乃擴大選修科目，強調學生可依自身興趣和需求選習適當課程修習，
此時，數學在必、選修也列有涇渭分明的課程目標，此乃前所未見，惟時
至民國 83 年再度修訂數學課程標準時，又轉為強調教育目標乃欲培養二十
一世紀人才，是此，數學課程目標不僅將前一標準中的「配合教育輔導，
鑑別與試探學生數學的能力」課程目標正式刪除，也重新詮釋了「適應學
生的個別差異」的意涵，轉為重視數學必、選修課程應具有相輔相成功
能，也將兩者也改列有相同的課程目標。
易言之，民國 57 年至 83 年歷次國中數學課程變革之開展，雖都師出
以世界潮流、社會需要，或符學生個別差異等為名，然根據本文分析，其
變革發生都有其主要促動的原因。從大環境來說，依本時期課程變革時代
背景脈絡和各次課程標準內容分析觀之，本時期第一次數學課程改革(57
年)的主要促動因素乃基於對國際間「新數學」的順應，第二次數學課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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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61 年)則在國內各層級對「新數學」實施後成效不彰的反芻後行動，第
三次數學課程改革(七十年代)強調必選修分流的特色則是回應了當時政經環
境使然的可能性之必要舉措，至於第四次數學課程改革則是在政治民主轉
型下改以關注「培養二十一世紀的健全國民」為最高理想目標，故呈現出
與七十年代迥異的數學課程觀與教學觀。據此可知，本時期數學課程變革
主要受限於當時時勢、社會環境，以及現實壓力等因素影響，因應有不同
風情的數學課程架構與內涵。

二、本時期數學學科功能所呈現的展演內涵主要從基礎知能的熟
練強調擴展至數學經驗和感覺等綜合性能力的培養
表 5-8 本時期(1961-2000)數學課程改革課程取向之演變
民國五十年代 ----------------------------------------------- 民國八十年代
數學教
育目的

以培養數學家為目的 ------------ 以培養二十一世紀的健全國民為目的

課程目
標領域

重視認知和技能領域 -------------------------------------- 擴展至情意領域

課程改
革導向

以知識和技能為主 -------------------------- 逐漸轉向以「能力」為導向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三、本時期必、選修課程設置所呈現的功能變異主要從分化意圖
轉向以相互充實
民國 57 年至 83 年間歷次國民中學數學課程標準修訂，必、選修課程
設置和其性質幾經浮動，茲根據本文研究將其演變情形整理如表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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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本時期(1961-2000)歷次國中數學課程標準修訂(或頒布)之選修數學課
程之演變
修訂(頒
布)年份
民國57年
民國61年
民國72年

選修名稱

選修數學

設置原因

選修數學(甲) 為適應學生性向
選修實用數學 與能力之差異
選修數學

課程目標內容與
必修數學比較

主要功能

完全相同

分化用途

是

幾乎相同17

分化用途

是

完全不相同

分化用途

是

完全相同

分化用途

是

完全不相同

分化用途

是

幾乎相同

充實用途

否(直接包含
為適應學生不同
於必修數學課
16
需要
程標準中)

為適應學生性向
選修實用數學 與能力之差異
為適應學生個別
民國83年
選修數學
差異
民國74年

是否有獨立
的課程標準
無選修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民國 72 年，「配合教育輔導，鑑別與試探學生數學的能力」首次列為
國中數學課程目標後，經 74 年至 83 年課程標準修訂，約十年左右時間，
數學教學的任務之一在於配合教育輔導機制、指導學生選習修業科目。此
外，為適應學生性向與能力，民國 72 年選修科目「實用數學」課程標準中
也特別載明─「附有※記號的教材，教師可視學生的程度，酌于減授」(教
育部，1983：392)，然升學科目「數學(甲)」教材中則無相關提及。此時的
國中階段，正透過進路分軌的學術性課程與職業型課程將不同背景或學習
成就的學生進行分流。
事實上，民國 61 年課程標準中數學科本規劃有選修課程，只是當時並
未獨立設置有課程標準，「鑑別與試探學生數學的能力」也未列入課程目
標，僅於總綱「學科和時間」下做出說明。不過，必選修數學課程的實施
在當時也遭遇不少困難。如：民國 61 年的選修內容，被規定不作為高中職
入學考試的範疇，但後因升學競爭過於激烈，以致又取消了該項規定，甚
至又改回必修科目（陳冒海，1989：170）；72 年和 74 年的必選修數學課
16
17

陳冒海(1989：170)則指為「為適應地方需要」。
前四項目標幾乎相同。惟選擇該科修習時已完成選修程序，故必修數學第五項「伍、配合
教育輔導，鑑別與試探學生數學的能力」不列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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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設計，明定為分化用途，規劃之精細堪稱此時期數學課程設計之創舉，
然也因「擴大選修科目」特色，面臨「聯考扭曲課程」、「教科書問
題」、「電腦與數學的整合，一片空白」等諸多問題（行政院國科會，
1986：117-118）；郭生玉等（1990：132、152）在「國民中學課程標準總
綱修訂意見調查研究」中也指出，受訪者如專家學者、教育行政人員、民
意代表、國中教育人員、家長，以及學生（國三和高一）等，在開放式問
題上也表達了許多意見，如「要降低標準，注意彈性及簡化」、「請任教
5-10 年之國中老師來編訂新課程」、「課程標準不必太詳盡」等。在民主
化與自由化風潮日漸下，直到 83 年再次修訂國中數學課程標準時，社會基
本的分類與架構已有鬆動，必選修數學課程設置也連帶呈現出一種「去分
類」嘗試，朝向以「統整」方式併攏，必選修數學課程目標「強調相輔相
成適應學生個別能力差異的特性，刪除七十四年修訂公布第五項…」（教
育部，1994：851）亦成定局。我國歷經長時期的政經和文化遽變之沿革，
也具體反映於歷次的數學課程中。
綜而言之，從民國 57 年至 83 年間歷次修訂之國中數學課程標準可
知，課程與教學逐步從知識與實用擴充至能力導向，也進一步地涵括了情
意領域目標，必選修數學課程的設置在此脈絡展演中，也從分化功能擺盪
至相互充實用途，此時期的課程改革，堪稱受限於當時環境條件限制影響
較鉅，也與數學本身的特性有關，以致數學課程與教學在不同時代背景下
均有其亟欲達成的階段性任務。然而，事實上，國中數學課程作為國小時
期數學教育的延續、高中時期數學基礎的奠基，本有其關鍵樞紐位置之重
要性，但本時期國中數學課程在歷次課程改革盤整中，也程度上與國小與
高中數學課程變革相互影響，這些亦有待進一步探究其相關。本文試圖從
歷次修訂（或訂頒）之國中數學課程標準目標所在歷史脈絡為起點，逐一
回顧與分析歷次數學課程改革之背景脈絡、課程目標、教材內容與特色，
以及教學與評量要項等，以期了解此時期數學課程之內涵與演變情形等，
除對該時期國中數學課程發展有所理解外，亦期與讀者一同反思其中可資
借鏡取法之處，並以其闕漏為殷鑑。囿於篇幅與能力所及，此類反思尚未
能於本文中具體呈現，此也待日後與各位共同耕耘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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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學數學課程標準時期的發展
蔡政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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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數學發展的歷史，整體來說，數學最主要內涵就是在現實世界與
抽象意念中尋找與建立規律，並運用這些規律來解決問題。在面對國際經
濟競爭、資訊科技的快速變遷，以及全球化趨勢的需求等因素，數學課程
改革被視為迎向未來挑戰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亦促成數學教育發展及其
教學模式出現新變化的契機，數學儼然成為公民必需的文化素養之一，此
素養底蘊需要透過課程、教學與評量等三核心要素來推動，更需要一套組
織嚴密的數學課程標準輔以執行。因此一個完善的數學課程標準與架構，
應該容易讓教科書編著者、教學者、評量者都能了解課程設計的方向，使
數學課程整體與教學實際執行之間能夠順利銜接。
臺灣高級中學數學課程之演變過程，乃由於國外新數學運動與科學教
育思潮之衝擊，國內政治制度之改變，教育思想之演進，社會之變遷，以
及學校制度之改革等因素，不斷演進發展與修訂，順應時代的演變與社會
的需求，以求數學素養促進國家教育品質與國家競爭力之提升。茲將臺灣
歷次修訂之高級中學數學課程標準，臚列如下。
一、民國 37 年修正中學課程標準。
二、民國 41 年修正中學課程標準。
三、民國 44 年修訂中學教學科目及時數。
四、民國 51 年修訂中學課程標準。（民國 51 年 7 月「中學課程標
準」）
五、民國 53 年修訂高中數學教材大綱。（民國 53 年 3 月「數學教材大
綱」）
六、民國 60 年訂頒高級中學課程標準。（民國 60 年 2 月「高級中學暫
行課程標準」）
七、民國 61 年修訂高級中學課程標準。（民國 61 年 10 月「高級中學
課程標準」）
八、民國 72 年修訂高級中學課程標準。（民國 72 年 7 月「高級中學課
程標準」）
九、民國 84 年修訂高級中學課程標準。（民國 84 年 11 月「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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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標準」）
為力求充分理解臺灣近年來高中數學課程標準修訂之發展脈絡，本章
往前溯及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前一個課程標準修訂版本，即 51 年中學
課程標準，作為理解高中數學課程標準發展的起始點，一直到實施九年一
貫課程修訂之後的第一個課程標準，即 84 高級中學課程標準，所述及為民
國 51 年至民國 94 年期間為主之課程標準的發展與範疇。因此本章內容分
成第一節是「本時期課程標準制定之緣起」，第二節為「本時期的課程理
念與目標」，第三節為「本時期的教科書內容與特色」，第四節為「本時
期的教學與評量特色」，以及第五節「小結」等五個部分加以論述，文中
為使讀者能清楚理解所提的文意脈絡，儘可能兼容並蓄該課程修訂時期前
後之相關文獻及文件，以祈更臻瞭解高中數學課程標準發展的來龍去脈。

第一節 本時期課程標準制定之緣起
民國 46 年蘇聯成功地發射了全世界第一顆人造衛星，震驚了美國以及
世界各國。就在美國政府痛定思痛地檢視其各級學校的科學課程遠比蘇聯
落後，因而緊急通過國防教育法案，提供龐大的經費，召集各學科領域的
專家進行中小學數學和科學課程的改革與研究，其中負責數學課程改革的
小組，編寫一套「School Mathematics Study Group（以下簡稱 SMSG）」
教材。當時，美國數學教材的改革是由上而下的，也就是說先修改高中數
學課程，接著再修改中學與小學的數學課程，隨後世界各國紛紛仿照
SMSG 教材來修定自己國家的數學課程(詳見第一章)。臺灣順應世界潮
流，也於民國 51 年修訂高中數學課程標準，53 年探擇、規劃納入 SMSG
教材 18 ，並於民國 54 年在各高中普遍實施（邱石虎，2007；呂溪木，
2007）。

18

此處稱為教材，而非教科書，乃沿用 53 年課程教材大綱修訂時之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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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教育向來以「發展青年身心」，和「研究高深學術及學習專門知
能之預備」為宗旨，其課程或因教育思想之轉移，或因學校制度之改革，
或因時代情勢之需要，屢有變更，例如，民國 37 年為配合行憲修正中學課
程標準；民國 41 年為配合戡亂建國，局部修正中學課程標準；民國 44 年
為減輕學生課業負擔，修訂中學教學科目及時數；民國 51 年為順應世界教
育潮流，修訂課程標準。由此觀之，高中課程標準的修訂連動到國家所處
之時空發展背景，限於篇幅，以下僅臚述自民國 51 年至 94 年之高中數學
課程標準發展緣起。

一、民國 51 至民國 71 年的課程標準
在這個時期，高中數學課程的修訂主要有四次：其一是「51 年高中數
學課程標準」於民國 51 年 7 月修訂，實施 10 年；期間於民國 53 年訂頒高
中數學學科教材大綱，是其二；其三是「60 年高中數學暫行課程標準」於
民國 60 年 2 月修訂並實施 1 年；其四是「61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於民國
61 年正式實施，實施 11 年。
國民政府遷臺後，為加強思想教育，曾在民國 41 年配合反共國策而修
訂國、公、史、地四科，但其他各科則沿用民國 37 年所頒佈之課程標準。
鑑於課程標準歷時已久，課程內容過於繁重，教育部於民國 51 年頒布修正
之課程標準，即所謂的｢51 年課程標準」。此次修訂最大特色，是在總綱
中將高中之教育目標予以具體規定：「高級中學注重人才教育，奠定學術
研究及專業訓練之基礎，培養社會之中堅人才」，可見培育各領域的人才
是高中教育目標的核心之一。此時高中數學教學節數為適應學生個別需
要，發揮分化職能，將教學時數分為自然學科組及社會學科組等兩類修習
時數，其中在自然學科組之數學修習時數，將高二修習時數增加到五小
時，高三修習時數增加到六小時。
值得注意的是，臺灣歷次修訂之中學課程標準，對於初中及高中之教
育目標，均未予分別規定，以致無法發揮其功能；有鑑於此，民國 51 年所
修訂之｢51 年課程標準」將初中及高中教育目標，分別予以明確的規定：
初中注重生活教育，培養健全國民；高中注重人才教育，奠定學術研究及

第六章 高級中學數學課程標準時期的發展 215

專業訓練基礎。又過去的中學課程標準以「升學」為目的，對於不能升學
之青年，未作周全考慮，以致造成青年失業問題，因此此次修訂之標準，
對於選修課目之幅度放寬，並增加多種職業類科目，以分別呼應學生「升
學」與「就業」之實際需要。除了上述增加選修課目及職業課目外，為了
充分發揮高中學生之分化職能，將「高中教學科目及每週教學時數表」分
為甲、乙二表，其中甲表以修習自然學科為主，乙表以修習社會學科為
主，既能適應學生之個別差異，又可與當時大專院校聯考制度配合。到了
民國 53 年，為了順應世界潮流，以及老舊課本沿用三、四十年，在時任
教育部長黃季陸先生的籌劃下，先修訂高中數學課程，接著到了民國 57
年再修訂中小學數學暫行課程標準。整體而言，此次數學課程改革自高中
端開始，後逐漸延展至國中、小階段，又此時期盛逢臺灣實施九年國民義
務教育開始之其事，當時全世界施行義務教育超過九年的國家不到十個，
臺灣算是名列前茅。同時期，教育部為配合九年國教之實施，停辦初職及
五年制高職，高職招收國中及初中畢業生，修業 3 年（湯志民，2011）。
民國 51 年，中小學數學課程標準進行修訂時，雖未能及時採納美國
SMSG 教材，然同年教育部先成立「高級中學數學科及自然科學科教材研
究編輯委員會」，邀請當時清華大學校長陳可忠擔任主任委員，並於民國
53 年 3 月公佈「高級中學數學教材大綱」，此時「SMSG 新數學」正式被
納入高中數學課程，掀起第一次高中數學課程改革。由當時清華大學教授
李新民帶領以此高中數學教材大綱為藍本，著手編譯臺灣版 SMSG 新數學
之高中數學教科書，即所謂的前「東華本」。此高中數學教材大綱之特色
強調以集合論觀點介紹數、量、形問題，然無法將實際問題數學化來解決
問題，因而導致此次數學教育變革遭到失敗(王九逵，2000)。
到了民國 60 年 2 月，高中數學課程標準先進行再修訂，重點在於減輕
教材中「集合論」份量；同年項武義教授提出「課本未經實驗教學，不可
冒然推廣到全國」的理念，進行第二次高中數學課程改革，刪除「SMSG
新數學」的集合相關教材內容，重新編寫高中數學實驗教材，並在彰化高
中進行實驗，結束了前東華本（即臺灣版 SMSG 新數學）之壟斷局面（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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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卿，1999）。原本由前「東華本」獨撐數學教科書巿場之大樑，在這一
波數學課程改革中，失去了長年壟斷巿場之優勢地位。此時巿面上的高中
數學教科書共有三種版本，分別是實驗本、東華本及數理本。其中實驗本
之前兩冊由項武義執筆，第三冊以後由黃武雄教授接手，走的是高程度路
線，非常精簡，但高深莫測。例如利用收斂的有理數列定出無理數，進而
導出實數的一些運算性質。理論上完美無缺，但有多少學生能真正體會。
另外，東華本改由徐道寧教授率領一群清華大學數學教授執筆，仍擺脫不
了之前東華本的抽象陰影，但已有實質改善，此版本即所謂的後「東華
本」。數理本則由師大教授執筆，適合中下程度的學生，較著重於例題的
演練與計算（單維彰，2017）。
簡而言之，在這個時代背景之下，為配合九年義務教育之國民中學首
屆畢業生，於民國 60 年訂立高中課程標準，即所謂的｢60 年高中暫行課程
標準」，僅限 60 年度入學學生教學之用；隔年，再修訂所謂的｢61 年高中
課程標準」，並自 61 學年度起逐年實施。實施至民國 72 年配合「高級中
學法」再次修訂高級中學課程標準，此「高級中學法」於民國 68 年 5 月由
總統令制定，並公布全文 27 條內容，第一條明文規定：「高級中學以陶冶
青年身心，培養健全公民，奠定研究學術或學習專門知能之預備為宗
旨」。由此可知，課程標準修訂不僅強化高級中學教育目標，除了升學準
備，也要兼顧文化陶冶、職業陶冶之多元性目標，以擴大高中教育之功
能。到了民國 84 年為因應社會變遷而再次修訂，此時高中數學的學習內容
強調思考能力和應用於生活的素養，並指出數學在其他學科上的重要基
礎。

二、民國 72 至民國 94 年的時代背景
在這個時期，高中數學課程的修訂主要有二個：其一是「72 年高中數
學課程標準」於民國 72 年 7 月配合「高級中學法」而修訂，並於民國 73
年正式實施，實施 15 年；其二是「84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於民國 84 年
因應社會變遷而再次修訂，於民國 88 年正式實施，實施 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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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國 70、80 年代，臺灣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及教育上都處於重
要的轉型階段。在政治上解除戒嚴令、開放黨禁、報禁，在經濟上加速國
際化、自由化、制度化，在社會上諸多新興社會運動蓬勃發展，使得往昔
的黨國威權體制受到強烈的衝擊而面臨調整。隨著政治、經濟、社會的多
元發展趨勢，社會普遍期待教育發展能夠配合和適應此一變遷，因而要求
在教育理念、制度和政策等方面進行徹底的變革，在外在環境漸行開放與
鬆動之際，高中課程標準之改革、以及大學聯考制度變革的契機也再度開
啟。因此教育部於民國 72 年 5 月公布 73 學年度起大學入學考試改採「先
考試，後填志願，再統一分發」方式辦理，並於同年 7 月修正公布「高級
中學課程標準暨實施辦法」，預定自 73 學年度起實施「73 年高級中學課程
標準」；後來因升學競爭產生種種嚴重扭曲教育本質的現象，教育部於民
國 75 年 7 月頒布「加強高級中學教育正常化重要措施」，目的在於遏止教
育不正常的現象，希望人才的選考不致影響到人才的培養，繼而於民國 78
年 7 月成立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再歷經修訂特種考生升學優待辦法、大學
聯招名額的大幅增加等等變化，促使原本加諸於大學入學考試制度上的教
育控制力道減弱，讓日後在民國 80 年代成為主流的自主與多元理念得以蘊
釀和萌芽（黃炳煌，1990）。
此時期教育變革起於教育部為導正教育本質及教學正常化，配合「高
級中學法」，自民國 72 年度（71 年 7 月至 72 年 6 月）辦理高級中學課程
標準修訂，並於 73 年 8 月正式實施。而大學入學招生方式，鑑於民國 83
年 1 月公布之新修大學法第一條明定「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
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並規定「大學以研究學術，培養人才，提
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遵循此一規定使得大學功能
多元化，招生對象普遍化，以及享有自主權。同時新修大學法之第二十二
條取消大學入學考試須經「入學試驗」之規定，改為經大學「公開招生」
並經錄取者即可入學（周志宏，2004），而大學法施行細則第十八條規定
內容，被視為 90 年代大學試辦推薦甄選入學方案，聯合組成招生策進會和
聯招會、自主決定招生及考試等政策取得合法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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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83年「410教育改造全民大結合運動」（俗稱410教改聯盟）提出
制定教育基本法等四項基本訴求對於我國的教育改革有著的深遠而廣泛的
影響；再者，美國數學教師協會（NCTM）於1989年出版《學校數學課程
與評鑑標準》（Curriculum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 School Mathematics），
強調數學能力的培養與數學概念的理解，從傳統以「教師為中心」轉向以
「學生為中心」，教師不再是知識的「傳遞者」而是學生知識建構的「協
助者」。在國內外教育改革思潮的襲捲下，教育部成立「高級中學課程標
準修訂委員會」，以及組成「高級中學課程標準總綱修訂小組」，歷經將
近六年確立總綱及各科課程標準，於民國84年11月修正公布「高級中學課
程標準」，即所謂的｢84年高級中學課程標準」，並於隔年1月公布「高級
中學課程標準實施要點」。高中新編教科書自87學年度起試用，並因應教
科書自由化由部編制改為審定制，由出版社承攬編輯，經過國立編譯館審
查通過後自行出版。同年度教育部也開放全國各高級中學自編數學教科
書，高中數學教科書在教育鬆綁的呼聲下，由“一綱一本”的單行本時代進
入到“一綱多本”之審定本的新紀元。
總而言之，雖然高中數學課程標準的修訂，不像中小學數學課程改變
那麼劇烈。但受到總綱科目增加的影響，授課時數明顯減少，從高一、高
二每週五小時，高三每週六小時調整為高一、高二每週四小時，高三每週
三小時。之後因應上課時數減少之事實，高中數學課程的內容不得不作刪
減，故於民國 95 學年度所實施的 95 年高中數學暫行課程綱要，將上一版
的 84 高中數學課程標準之部分內容移入附錄或刪除，但主體上仍以 84 年
版的課程內容為主(請參見第九章)。

第二節 本時期的課程理念與目標
數學是人類心智的一種表現，它反映出人類具有堅強活潑的意志，慎
思明辨的理性，以及追求完美的意願，其基本要素是邏輯和直覺、解析和
建構、概括和分殊。雖然不同的文化傳統，可能強調不同的面向，但是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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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些相對力量的辯證作用，以及他們互相綜合的努力，才能提供數理科
學以生命、效用和崇高無比的價值（Courant, 1996）。數學的學習注重循
序累進的邏輯結構，因此，過去國內外數學教科書的演進，概遵循此邏輯
結構，以保證數學教育的穩定性。在進入21世紀且處於高度文明化的世界
中，數學知識及數學能力，已逐漸成為日常生活及職場裡應具備的基本能
力。
基於以上的認知，高中課程標準的課程目標，以 84 年高中課程標準為
例，須能反映下列理念：一、引導學生了解數學的內容、方法與精神，培
養學生用數學方法思考問題的素養與能力；二、增進學生的基本數學能
力，奠定學習相關學科的基礎；三、提供學生在實際生活與未來生涯所需
的數學知能；四、培養學生欣賞數學內涵簡明有效及結構嚴謹優美的特質
（教育部，1999）。而高中數學的教育目標，以 72 年高中課程標準為例，
呈現如下：一、素養方面：了解數學的一般內容、方法與意義，以為立身
於現代社會所需的基礎素養；二、訓練方面：熟悉以數、量、形與函數為
中心的題材，增進基本的數學能力，並激發潛在的創造力；三、應用方
面：了解數學具有描述自然與社會現象的功能，以備應用於實際生活與各
種科學（教育部，1983）。
以下綜整民國51年至民國84年之歷次課程標準修訂版之高中數學課程
目標（含選修）整理如表6-1所示（教育部，1962；1971；1983；1995）。
表6-1 民國51年至民國84年之歷次課程標準修訂版之高中數學課程目標
（含選修）
修訂（頒布）
年份/名稱
51年
「51年高中課程標準」

數學課程目標
壹、介紹形與數之基本觀念使學生充分了解其關係，
明瞭代數、幾何、三角等科呼應一貫之原理，而
確立普通數學教育之基礎。
貳、使學生切實熟習數學說理推證之方式與性質。
參、供給研究各學科所必需之數學基本知識，以充實
其體驗自然現象及社會現象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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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頒布）
年份/名稱

數學課程目標

肆、訓練學生有關生活需要之計算及作圖等技能，俾
更臻純熟正確。
伍、灌輸歸納方法，函數觀念以培養分析能力及探討
精神。
陸、使學生明瞭數學之功用，並欣賞其立法之精，組
織之嚴，應用之博，以啟發其探討之興趣。
壹、確立學生對數、空間、函數等基本概念，並使熟
60年、61年
「60年高中暫行課程標
悉其基本性質與應用。
準、61年高中課程標準」 貳、闡述思考方法，培養學生思考能力。
參、供給研究其他學科所必需的數學基本知識，以充
實其探討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的能力。
72年
壹、素養方面：了解數學的一般內容、方法與意義，
「72年高中課程標準」
以為立身於現代社會所需的基礎素養。
貳、訓練方面：熟悉以數、量、形與函數為中心的題
材，增進基本的數學能力，並激發潛在的創造
力。
參、應用方面：了解數學具有描述自然與社會現象的
功能，以備應用於實際生活與各種學科。
84年
壹、引導學生瞭解數學的內容、方法與精神，培養學
「84年高中課程標準」
生用數學方法思考問題的素養與能力。
必修部分
貳、增進學生的基本數學能力，奠定學習相關學科的
基礎。
參、提供學生在實際生活與未來生涯所需的數學知
能。
肆、培養學生欣賞數學內涵簡明有效及結構嚴謹優美
的特質。
84年
壹、增進幾何的邏輯思考、推理方法及解題能力的素
「84年高中課程標準」
養。
選修部分
貳、增強空間幾何的概念及觀察幾何圖形的能力。
參、統合基礎數學相關幾何知識，以奠定有關學科的
基礎。
肆、培養運用幾何圖形描述現實世界的方法與態度。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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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6-1 之歷次的高中數學課程目標之內容分析，可看出 60、61 年高
中數學課程標準之目標強調學科內容知識的熟習、思考分析能力的培養以
及探討自然和社會現象的應用。到了 72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之目標，除了
強調數學分析能力與創造力的培養和應用於實際生活與各種學科的訓練之
外，亦開始重視立身於現代生活所需的基礎素養。另外，72 年高中數學課
程標準的修訂，首次增加選修部份，總目標與主修部份相同，在 84 年高中
數學課程標準之目標中，同時強調應用數學方法思考問題的素養與能力之
培養，讓學生欣賞數學內涵之簡明有效及結構嚴謹優美的特質。
此外，近年來台灣的高中數學課程變革主要以往下銜接國中小數學課
程為大方向，往上亦必須同時考慮高等教育課程的銜接性。為了解臺灣高
級中學數學課程標準之改革與修訂脈絡，對早期的課程標準重大變革情況
進行介紹與差異性的比較，以下將歷次高級中學數學課程標準之修訂背景
原因及其修訂之特點進行整理，以利理解與掌握當時的時空背景下課程標
準發展之脈絡。

一、51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及 53 年高中數學教材大綱
（一）時間
51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於民國 51 年 7 月實施，而 53 高中數學教材大
綱於民國 53 年 3 月實施。

（二）修訂背景原因
政府為順應世界教育潮流，自民國 51 年開始寧靜革命的內政改革，在
教育方面修訂了 51 年高中課程標準。另外，在民國 53 年 3 月 29 日，受到
美國「新數學」運動的影響，教育部為改進高中科學教育，訂頒數學教材
大綱及高中生物、化學、物理三科教材編輯大綱，即俗稱為 53 年課程學科
教材大綱。

（三）51 課程標準修訂特點
此次課程標準之修訂除了同時明訂中小學之教育目標而修訂新高中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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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課程標準之外，更以人才之培育以及奠定學術研究與專業訓練作為主要
的修訂核心，以下臚列八個有關 51 年課程標準修之修訂特點（教育部，
1962）。
1. 加強民族精神教育：特別注重道德教育及工藝教育，增列「軍訓課
程標準」及「人文地理課程標準」。
2. 推展科學教育：增加自然學科新的教材甚多，並注重各科目間的聯
繫與配合。
3. 實施文武合一教育，將「軍事訓練」列為高中正式課程之一，奠立
「文武合一」教育之始基。
4. 注重國民道德教育，將「公民」與「公民訓練」合併，乃稱「公
民」。其內容特別注意「道德教育」之實施，藉收「知行合一」之效。
5. 以往未分別規定初中、高中教育目標，此次明確規定高中教育目
標：注重人才教育，奠定學術研究及專業訓練基礎。
6. 充分發揮分化職能，因應學生個別差異加強選修科目及職業科目，
放寬選修科目之幅度，並增加多種之職業科目，以分別適應學生「升學」
與「就業」之實際需要。
7. 發揮分化職能，適應學生個別需要，將「高中教學科目及每週教學
時數表」分為甲、乙二表，甲表以修習自然學科為主，乙表以修習社會學
科為主。
8. 刪減初中重複教材，注意各級學校間的前後連貫，並力求與大專學
校的必修科目配合，以適應學生需要，奠立研究高深學術的基礎。

（四）53 高中數學教材大綱修訂特點
此次課程標準之修訂除了受到美國 SMSG 數學課程教材之影響，並為
改善使用三、四十年的老舊高中數學課本而修訂新高中數學教材大綱。以
培養未來的理工人才以及進行各級學校的科學課程之改革作為主要的修訂
核心。以下臚列四個有關此高中數學教材大綱之修訂特點。
1. 因 1957 年蘇聯搶先發射人造衛星進入太空後，民國 51 年成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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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高級中學數學科及自然學科教材研究編輯委員會」，下設數學、物
理、化學、生物四科小組，同時與亞洲協會合作，蒐集美國出版之各科最
新教材、教師手冊、實驗手冊等資料，進行研究。
2. 分別編訂高級中學數學科、物理科、化學科及生物科教材大綱，作
為各該科課程標準之編輯教材依據。
3. 新教材均有一中心哲學思想作為編輯之指針，即新教材並非以提示
學生一些學習材料為滿足，其目標乃在誘導學生學習， 啟發學生思考，使
學生從觀察自然現象中，發現科學問題，並使自己能從事各種實驗，證明
或解答其所發現之問題。
4. 新教材不僅編有教科書及實驗課本，而且編有教師手冊及實驗指
導，作為教師指導教學及從事實驗之用。

二、60 年高中數學暫行課程標準與 61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
（一）時間
60年暫行課程標準，於民國60年2月實施，限61學年度入學學生教學之
用，而61年課程標準，於民國61年8月實施，自61學年度起逐年實施。

（二）修訂背景原因
為因應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實施，同時也為使高級中學課程與國民中
學課程充分銜接，以增進高級中學教學效果，特別修訂 60、61 年高級中學
課程標準。基本上，此兩個課程標準並無太大差異，只是實施的學年度不
同而已。

（三）60、61 高中數學課程標準修訂特點
此次課程標準之修訂除了配合國民中學首屆畢業生而修訂新高中數學
課程標準之外，更以培養學生的思考、推理與創造能力，顧及情意面的學
習興趣，強化職能分流之培育作為主要的修訂核心。以下臚列七個有關此
高中數學課程標準之修訂特點（教育部， 1971）。
1. 特別重視與國民中學暫行課程標準銜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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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充分發揮分化職能：此課程標準仍照原有高級中學課程標準分為二
組，以自然學科為主之修習科目及時數，增「地球科學」，數學及自然學
科全部教學時數每學期 60 小時增至 66 小時；以社會學科為主之修習科目
及時數，增「西洋文化史」，語文及史地學科，全部教學時數由每學期 92
至 96 小時增至 104 小時。另外，高三每學期設有選修科目，兩組學生均可
分別依據本身性向、興趣或需要，自行選修適當科目。
3. 加強民族精神及民族道德教育：分別在三民主義、公民與道德、國
文、歷史、地理、軍訓等有關學科，聯繫配合，相機實施。
4. 增加臺灣固有文化教材：分別在三民主義、國文公民與道德、歷
史、地理、體育、音樂、美術等科。
5. 加強科學教育：包括 1. 增加必修科目：高三增加「地球科學」為必
修科；2. 增加教學時數：自然組高二數學及化學每週各增教學時數一小
時；3. 改進教材大綱：自然科教材大綱，分別依美國最新出版之教材，及
國科會報告，重予編排訂正，並刪去繁雜及與國中教材重複部分；數學科
則依原標準加以修訂；4. 增加選修科目：高三列有數學選科 2 小時，以適
應自然學科組學生一般之需要；另列生物選科 3 小時，以補有志研習醫、
農學術學生生物知識之不足。
6. 重視聯課活動與指導活動。
7. 選修科目增加彈性：選修科目每科每週教學時數，除課程標準已有
規定者外，職業科目為每週 2 至 3 小時，其他科目為每週 1 至 2 小時。學
生每週選修時數，不得少於 2 小時，甲表不得超過 6 小時；乙表不得超過 5
小時。

三、72 高中數學課程標準
（一）時間
於民國 72 年起修訂，並於民國 73 年 8 月正式實施。

（二）修訂背景原因
為配合高級中學法，並鑑於當代課程標準雖有甲乙兩組規定，唯其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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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小，實難充分適應學生之性向、興趣及個別差異，是以課程之安排、選
科、時數等面向均宜通盤檢討，故而修訂此 72 高中課程標準。

（三）72 課程標準修訂特點
此次課程標準之修訂除了配合高級中學法而修訂新高中數學課程標準
之外，也為適合學生之性向、興趣、志願及能力，以適應個別差異，以發
展資訊教育、重視科教、彈性選修作為主要的修訂核心，以下臚列六個有
關此高中數學課程標準之修訂特點（教育部，1983）。
1. 強調五育並重，均衡發展。
2. 課程分化，有利升學：選修科目有等六類（語文、社會、數學、自
然科學、藝能、體育）、64 種。在教學時數方面，二年級選修 2 至 6 小
時，高三 14 至 18 小時，學生可依其性向、興趣、志願或需要，在輔導教
師之指導下，選修其適合自己的學科。
3. 編審教材，切合實際。
4. 重視科教，彈性選修：在數學方面，除第一學年之基礎數學為共同
必修外，第二學年之基礎數學即分化為基礎數學演習，與基礎數學統合。
第三學年則更分化為理科、商科與普通數學，均由學生自由選修，俾適合
學生之性向、興趣、志願及能力，以適應個別差異，培養科學人才。
5. 發展資訊，增列電子計算機簡介選修 2 小時，在第二年級或三年級
實施。
6. 輔導評量，相互為用：要求各校全體教師，均須肩負輔導學生之
責；規定評量內容應包括知識、技能、行為習慣、態度、理想、情意與興
趣等，以力求其完整外；並明文要求對教學評量的結果，不必作學生間之
相互比較，而應注意學生之自我比較，以激發其努力向上。

四、84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
（一）時間
於民國 84 年 6 月 30 日召開第七次「高級中學課程標準修訂委員會」，
確立總綱及各科課程標準，並於民國 88 年 8 月正式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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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訂背景原因
教育部為配合國中、小課程標準修訂及鑑於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等
各方面，均有巨大轉變，而知識進展亦有一日千里之勢，乃於民國 79 年 1
月 11 日成立「高級中學課程標準修訂委員會」，並召開第一次委員會議，
成員包括大學及師範校院各學科、教育、課程、心理學等學者專家、高中
校長、老師代表、教育行政人員代表及民意代表等計 81 人。同時，由委員
中聘請 16 位組成「高級中學課程標準總綱修訂小組」，積極展開本次修訂
工作。

（三）84 年課程標準修訂特點
此次課程標準之修訂除了因應臺灣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之巨大轉
變而修訂新高中數學課程標準之外，更以提升高中生人文與科學素養，注
重通識教育並強化「高一統整、高二試探、高三分化」之理念作為主要的
修訂核心，以下臚列七個有關此高中數學課程標準之修訂特點（教育部，
1995）。
1. 重視民主法治教育與公民教育：將原屬社會學科的公民與班會、團
體活動並列為公民教育學科，以加強公民教育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其節數
仍維持不變。
2. 注重通識教育之理念：有關社會及自然學科係依「高一統整、高二
試探、高三分化」之理念予以設計。
3. 充實藝術教育之內容：高二之藝能學科原為音樂、美術，本次修訂
將「藝能科」改為藝術科，並增加「藝術生活」乙科，每週 2 節，以使學生
於選修「音樂」、「美術」之外，亦有選習「藝術生活」之機會，以提升
學生美化生活及藝術鑑賞的能力，以充實藝術涵養。
4. 反應未來社會需要：工藝類選修科目調整內容，以增進對現代科技
的了解。
5. 除課程內容中之性別差異：注重兩性平等互重，將原為男生修「工
藝」，女生修「家政」，每週 2 節，修訂將該二科合併為「家政與生活科
技」，每週 2 節，男女生均須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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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尊重學生的個別差異：配合輔導措施，指導學生依據能力、興趣、
志趣、專長選修科目，代替分組，以便因材施教，發揮選修功能。
7. 增加學校排課的彈性和自主性：為充分適應學生的個別差異，適應
地區條件，利用社區資源，發揮學校特色，本次修訂對學校課程之安排與
實施都留有相當的彈性與自主性，規定高二選修節數零至 6 節，高三為 17
至 19 節，學校可彈性安排選修課程，以因應學生分化學習之需要。
綜合上述，隨著配合國家需要、社會變遷與世界教育潮流的推動演
變，每次課程標準的修訂，都有其修訂重點與特色，可約略指出各時期的
修訂特色。例如 51、53 年版的高中數學課程標準太抽象化且注重內容的嚴
謹性；60、61 年版的高中數學課程標準太難；72 年版的高中數學課程標準
太亂（余文卿，1999）。在世界各國數學課程表現出趨同趨勢的同時（謝
明初，2010），不同國家的數學教育研究，也發生著變化，並表現出某種
程度的相似性（Bishop, 1998）。無論臺灣每次的課程標準修訂為何，其課
程內容也已慢慢與世界潮流走向趨同性的方向。
再者，臺灣高中數學課程歷來要處理的重要議題是如何銜接國中的數
學課程。有一趨勢非常明顯，就是國中的數學教材愈來愈容易，因而高中
的數學課程勢必跟著簡單化。例如 84 年版的高中數學課程標準之高一上學
期是銜接的關鍵所在，觀察到新課程所安排的基礎概念，數與坐標系，數
列與級數，以及多項式，無一不是國中課程的後續教材。或許如此也出自
設計課程標準委員的用心所在，使銜接國中數學教材並無困難，算是此課
程標準的最大特色之一。
另外，自 84 版高中數學課程標準起建議，利用小型計算機（此名稱參
酌 84 課程標準內容之用詞，但在課程綱要修訂時，則改稱之為電算器），
透過科技工具的使用計算有關指數、對數、三角函數與反三角函數等函數
的近似值，不再局限於古典的查表與內插法。而這種靈活運用小型計算
機，按出所要的數值之科技融入教學的建議，意味著電子計算器革新傳統
教學的時代已經來臨，這是一個好的開端而且方向正確的教學改革建議。
事實上，一些繪圖的相關問題皆可透過適當的軟體，統計上的數據更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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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做出可靠的分析，未來的數學可能會更倚重個人電腦或小型計算器，
這是前所未有的創舉，也是新課程標準的另一特色。

第三節 本時期的教科書內容與特色
教科書是課程落實在教學的重要媒介，更是最具體的教育內容，不僅
是教學的主要資源，更承擔起完成教學目標的重要角色。故教科書的良
窳，不但與師生之教與學的成效密不可分，也是國內的教育革新與發展最
直接的影響因素之一（黃政傑，1998；游家政，1998）。以下分述各時期
的教科書特色與內容編排。

一、各時期之高中數學課程標準的教科書採用方式
（一）51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
1. 教科書特色
在民國 53 年以前的數學教科書，是屬於「分科傳統數學」時期，一冊
一個專題（單維彰，2011），高一課程內容為平面幾何、三角，高二為代
數（含多項式、方程式、分式、根式、排列組合、機率），高三學習解析
幾何（內含直線、圓、圓錐曲線方程式、座標的平移﹑旋轉、圓錐曲線的
標準化、極座標）。民國 54 至 60 年間的數學教科書，多數在封面或序言
上，聲明其參考或依循了美國「SMSG」教材。此外，代數及解析幾何兩
科，在實施方面規定應各編兩種教科書，以適應以自然學科為主及以社會
學科為主者之需要，大綱中所列項目，雖多相同，然詳略難易自應有別
（教育部，1962）。
2. 51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和 53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之課程內容大綱
根據附錄6-1至附錄6-5，此課程標準之課程內容的編排架構分析如
下。
（1）高中數學之整體課程內容，分三個學年實施，包含第一學年的三
角及平面幾何，各四學分，第二學年的立體幾何及代數，各五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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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第三學年的代數及解析幾何，各五學分。
（2）每學年二個學期的課程內容，主要分成主題與子題兩部分，每個
主題分列一些子題作為主要教學內容。在第二、三學年的課程內
容，依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等二個類組分流實施教學，以適應學
生個別需要，惟少部份子題內容會加註「＊」記號，說明社會科
學組之教學內容不包含此部分。

（二）60 年高中數學暫行課程標準（限 60 學年入學學生之用）及 61 年
高中數學課程標準（限 61 學年後入學學生之用）
1. 教科書特色
民國 51 年 7 月頒佈〈高中數學課程標準〉，雖受到美國 SMSG 之影
響，但未及時採納 SMSG 新數學，到民國 53 年公布數學教材大綱內文才提
及採取 SMSG 新數學之編輯精神，故稱此時期（民國 51 年至 60 年間）為
「形式數學」或「新數學」時期（單維彰，2011）。在民國 61 年至 72 年
間之課程標準教材內容，不分代數、幾何、三角，整合為數學一科，此時
的教科書還是一綱多本，共有三間出版社的四個版本，分別是數理范版、
數理黃版、東華版、實驗版，故此時期（民國 61 年至 72 年間）被稱為「綜
合數學」時期。數理公司出版兩套數學課本，一套出自師大團隊，由范傳
坡教授領銜；另一套由台大黃敏晃教授執筆，在第一冊的第一版發行之
後，才有三位高中教師加入編撰陣容。東華版還是由李新民教授領銜，作
者陣容龐大，可謂清大版本。實驗版的作者埋名在「高中數學實驗教材編
輯小組」裡面，由「國立編譯館」出版，堪稱「部編版」的鼻祖。在單維
彰的「高中綜合數學時期的教材特色」一文中曾提及，實驗版的前兩冊由
項武義教授執筆，後面由黃武雄教授接手，並於民國 62 年起，黃教授親自
到「省立彰化高中」（即現今的國立彰化高中）實驗講授這套教材（單維
彰，2011）。
2. 61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和 51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之差異性的比較
根據附錄 6-6 之新增、刪除及調移等三部分，針對 61 課程標準和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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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標準之每學年課程內容的差異性分析論述如下。
（1）第一學年
a. 61年課程標準新增「集合與數系大意」及「函數與反函數」。
b. 61 年課程標準刪除「正切定律」，亦刪除「基本定律及方
法」、「正多邊形，軌跡，作圖題」。
（2）第二學年
a. 61 年課程標準新增「數體」，即為代數數體，是數學中代
數數論的基本概念，數體的一類，簡稱為數體，指有理數體
的有限擴張形成的擴體。
b. 61 年課程標準刪除「參數方程式，超越曲線」及「數字方
程式近似解法（Horner 氏方法）」，亦刪除「笛卡爾坐標
（基本公式），軌跡與方程式」。
c. 將 51 年課程標準的「虛數、複數、三次方程式解法」，調
移至 61 年課程標準第三學年的「複數系」，並將「行列
式 」 調 移 至 61 年 課 程 標 準 第 三 學 年 的 「 行 列 式 與 其 應
用」。也將 51 年課程標準的「無窮級數」，調移至 61 年課
程標準第三學年的「無窮數列與極限、無窮級數」。
（3）第三學年
a. 61 年課程標準新增「平面之方程式、空間直線之方程式」及
「代數之結構」，也新增「矩陣與其運算」、「向量之矩陣
表示法」。
b. 61 年課程標準刪除「笛卡爾坐標（基本公式），軌跡與方程
式」。
c. 將 51 年課程標準的「圓之方程式及其性質，橢圓、拋物線
及雙曲線之方程式及其性質」，調移至 61 年課程標準第二學
年的「複數系」；同時也將 51 年課程標準的「坐標軸之移
轉」，調移至 61 年課程標準第二學年的「坐標變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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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72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
1. 教科書特色
民國 72 年教育部重新公佈「高中數學課程標準」，民國 73 至 87 年間
此時期之教科書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主編，國立編譯館審
查、出版（稱為 72 年版）。一至四冊為基礎數學，其中第四冊新加入敘述
統計，並提供「基礎數學演習」與「基礎數學統合」給學生選修修習。另
外，高三分流，提供「理科數學」、「商科數學」及「基礎數學」三種教
材給學生選修。更值得一提是，此時期之教科書先從民國 67 年起，在中正
預校實施六年，至民國 73 年才正式實施於全國，可見此次課程改革之教材
編寫格外用心，且內容著重實用與趣味（教育部，1983）。
2. 72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和 61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之差異性的比較
根據附錄 6-7 之新增、刪除及調移等三部分，針對 72 年課程標準和
61 年課程標準之每學期課程內容的差異性分析論述如下。
（1）高一上
a. 72 年課程標準不談符號用法及基本數學語句，亦不談實數的
完備性。
b. 72 年課程標準第一次引進線性規劃至第三章「二元一次聯立
不等式與線性規畫」。
c. 72 年課程標準將「一次方程式」中的二階，三階行列式（以
展開式定義之）及二元、三元一次聯立方程式移至高二上。
（2）高一下
a. 72 年課程標準新增「三角函數的性質」中的「正餘弦函數的
疊合」。
b. 72 年課程標準刪除多項式的中間值定理，但保留勘根定理。
c. 72 年課程標準將多項式的中間值定理移至理科、商科數學之
上學期「極限與導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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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二上
a. 72 年課程標準新增「敘述統計」一章。
b. 72 年課程標準刪除「直觀經驗幾何與作圖」中的「基本作圖
（如垂線，平行線，分角線，等角等）」，也刪除空間基本
概念與基本性質」中的「次序與分隔」、「恆等與空間的均
一性」、「平行公設與三角形內角和定理」、「阿基米德性
質空間的完全性」和「幾何學的一些基本定理」。
c. 61 年課程標準高二上的解析幾何原理中的向量概念移至 72
年課程標準的高一下平面幾何一章。
（4）高二下
a. 72 年 課 程 標 準 刪 除 「 複 數 及 其 基 本 性 質 」 中 的 「 黎 曼
（Riemann）球面」，保留複數及其運算，亦刪除「不變量
與二次方程式的討論」。
b. 61 年課程標準自然學科、社會學科組高二下的「排列與組
合」以及「二項式定理」合併移至 72 課程標準之高二下的
「排列組合」一章。
c. 61 年課程標準自然學科、社會學科組中的「古典（直觀）機
率」、「有限機率空間」、「隨機變數（有限機率空間）」
合併移入 72 年課程標準之高二下的「機率」一章。
（5）選修一
a. 72 年課程標準之理科、商科數學新增「積分及其應用」、
「其他初等函數的微分與積分」、「對數與指數函數的微分
與積分」。
b. 72 年課程標準刪除極坐標及隨機變數（有限機率空間）。
（6）選修二
a. 72 年課程標準新增「矩陣」，包含「矩陣的應」中的「馬可
夫鏈矩陣」（即為所謂的「轉移矩陣」）；同時，理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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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數學新增「數值方法」。
b. 61 年課程標準的「方程式論」、「行列式」分別移至 72 年
課程標準中的高一下「多項式」及高二上「一次方程組及行
列式」。
此外，72年課程標準的教材內容，同時包含基礎數學、基礎數
學演習、基礎數學統合，以及理科、商科、普通數學。除基礎數學
為必修之外，其餘皆為選修。高二學生在基礎數學演習與基礎數學
統合兩種教材中自由選修一種；高三學生在理科數學、商科數學、
普通數學三種教材中自由選修一種。

（四）84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
1. 教科書特色
由民間出版社依據教育部公布之「高級中學課程標準」來編定教科
書，經教育部國立編譯館聘請委員審定通過後，再由各校開會自行決定選
擇使用。72 年版與 84 年版課程標準，皆著重於敘述統計的介紹，主要差異
在於順序、安排上的不同以及教材名稱，不再使用基礎數學，理科數學及
商科數學等名稱，改以數學一至四、數學甲及數學乙稱之。另外，84 年版
刪除統計指數的介紹，並開始出現常態分布的概念，且在數學乙中介紹統
計在生活中的應用實例與判讀。為配合社會變遷及提升教師專業自主權，
教育部於民國 86 年宣布，高級中學教科書新課程（民國 84 年修正公布之
高級中學課程標準）之實施，依據教育部於民國 84 年公布之「高級中學課
程標準」，高中數學教材分成「數學 1」、「數學 2」、「數學 3」、「數
學 4」、「數學甲上」、「數學甲下」、「數學乙上」、「數學乙下」、
「幾何上」、「幾何下」等十冊，每冊使用一學期（教育部，1995）。
此外，84 年高中課程標準係於民國 84 年公佈實施，教育部考量要銜接
九年一貫數學課程，因而著手修訂高中課程綱要，但因為某些原因使得新
修訂的高中課程暫行綱要將延至 95 學年度實施，似無法達到原先預定銜接
九年一貫課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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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4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和 72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之差異性的比較
根據附錄 6-8 之新增、刪除及調移等三部分，針對 84 課程標準和 72
年課程標準之每學期課程內容的差異性分析論述如下。
（1）高一上
a. 將分散在各章節的邏輯、集合以及函數等相關概念合併移
入 84 年課程標準的第一章「基礎概念」。
b. 將「二元一次聯立不等式與線性規劃」移至高三上的數學
甲、乙。
（2）高一下
84 年課程標準新增「反三角函數的基本概念」。
（3）高二上
84 年課程標準新增新增「一次方程組與矩陣的列運算」的
「克拉瑪公式」。
（4）高二下
a. 84 年課程標準新增「圓錐曲線與直線的關係」，含光學性
質。
b. 84 年課程標準刪除圓錐截痕，圓錐曲線方程式只介紹標準
式，亦刪除常用的統計指數。
c. 84 年課程標準將機率與敘述統計合併後，再分拆成機率與統
計（Ⅰ）和機率與統計（Ⅱ），分別移至高二下和高三上的
數學甲、乙。
另外，84年課程標準在第二學年或第三學年，另有「幾何學」
供學生自由選修。
（5）選修一
a. 84 年課程標 準第三 學年 數學甲 ，新 增「平 面上 的坐標變
換」，含平移、旋轉、二元二次方程式的圖形。
b. 84 年課程標準刪除轉軸及二階方陣所對應的平面變換，也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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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其他初等函數的微分與積分，亦刪除對數與指數函數的微
分與積分。
（6）選修二
a. 84 年課程標準刪除數值方法。
b. 84 年課程標準將理科、商科數學之高三下的矩陣移至高三
上。

二、課程標準時期之高中數學教科書內容的編排與起始發展
（一）高中數學教科書內容之主要分類
數學概念非常廣闊，高中數學教科書也涵蓋不少，但歸納起來，不外
乎「數」、「形」與「函數」等三大類，分別說明如下。
1.「數」
高中數學的學習內容從 51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已編列有關「數」的代
數、數論等主題項目。數之相關課程泛指代數方面的相關課程，包括數系
發展、方程式論與線性代數。從大家所熟知而用於計數的正整數出發，加
入零與負整數而成為整數系；考慮兩整數相除而得出因數與倍數的概念；
定出有理數是兩整數相除的商，把有理數標示在數線上，雖然密密麻麻，
但仍有許許多多的空隙在，這些空隙是無理數的所在。而實數包括有理數
與無理數，可跟數線上的點做一一對應：數線上的每一點皆對應一實數，
而每一實數也能在數線上標示出來。即使解一般的實係數二次方程式，也
發覺方程式不一定有實根，因而有引進複數的必要。複數是形如 a + bi 的
數，其中 a, b 是實數。引進複數後，使得任一多項式皆可分解成一次因式
的乘積，這是代數基本定理的一主要推論，不過此定理在高中數學階段實
際上並未給出嚴密的定理證明。
方程式論包括解方程式與聯立方程式，解一次與二次方程式或一般的
高次方程式，並從根與係數的關係探討根的性質，注意到一般五次以上的
方程式並不能解出，故能解出的高次方程式只限於特殊形式，如 1 的 n 次
方根可用三角函數表現出來。二元一次與三元一次聯立方程式皆有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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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解，即所謂的克拉瑪法則，並有附加的幾何解釋。線性代數涵蓋平面
上與空間中的向量運算以及矩陣與行列式的基本理論，並談論二階方陣所
對應的平面上變換。
2.「形」
高中數學的學習內容從 51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已編列有關「形」的平
面幾何、立體幾何與解析幾何等主題項目。形之相關課程泛指幾何方面的
相關課程。歐幾里德所著的幾何原本是古希臘人在幾何學上的研究結晶，
國中的平面幾何只是幾何原本中的部分結果而已。應天文、航海與土地丈
量的需要而發展出三角幾何學，其目的在探討三角形的邊角關係。當然，
免不了要定出三角函數。
高中數學所涵蓋的幾何學尚還有坐標幾何（或稱解析幾何）。坐標幾
何是法國數學家笛卡爾與費馬分別獨立創建的。在平面上引進直角座標
後，可把平面上的直線用二元一次方程式表示出來，而把圓、橢圓、雙曲
線與拋物線等圓錐曲線用二元二次方程式表現出來，在空間中引進直角坐
標，可把平面與直線的方程式用三元一次方程式表現出來。
3.「函數」
高中數學的學習內容從 72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開始增加了「函數」主
題項目，強調思考能力和應用於生活的素養，並且指出數學在其他學科上
的重要基礎性。函數課程泛指分析方面的相關課程，除一般所熟知的一次
函數與二次函數外，在高中的三年，陸續會介紹多項函數、指數函數、對
數函數、三角函數與反三角函數。這些基本函數成為微積分處理的主要對
象，在高三數學甲類也利用導函數探討多項函數的極值問題。

（二）高中數學教科書內容之起始發展
20 世紀中期以降，隨著國際性數學學習成就評量的推動與評量結果比
較，各國將國民數理科學知能視為其國家未來競爭力的表徵，紛紛推動課
程改革，強化國民教育階段學生的數理科學知能（吳韻儀，1995）。臺灣
高中數學課程的發展歷程，與全國性的教育改革同步邁進，從 19 世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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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初，教育改革的目標在於以學習西方的實用知識與科學技術，解決
內憂外患釀成的社會危機、內修國政、富國強兵（毛禮銳、邵鶴亭、瞿菊
農，1989），20 世紀中期以來，更為順應世界潮流、國家社會發展之需
要、提升國民素質與國家競爭力之需求（教育部，1993；2003）。
課程改革的終極目標，在於增進國民的素質與國家競爭力，提升學生
的學習成果（教育部，2003；鍾靜，2005）。尤其許多數學課程之主題概
念結構，對於激發高中數學教與學之教育改革的社會脈絡與教育思潮，以
及對國民之數學能力與創新創造能力之潛在影響力，都具有很重要的理念
意義與啟示性。以下臚列一些高中數學課程主題，首次出現在各時期的高
中數學課程標準或課程綱要中。
1. 三角
51 年課程標準首次以一冊一領域方式呈現，將「三角學」納中高中第
一學年的數學教科書中，內容包括角之度量、三角函數、複角三角函數、
三角形邊與角之關係、對數之性質及其應用、三角形解法、反三角函數、
三角方程式。到了 72 年課程標準，刪掉反三角函數，到 84 年課程標準又
加進來，不過只提 sin-1 、cos-1 、tan-1 之定義，及強調反三角函數的表示
法，後來又在 95 年課程暫行綱要中，又將反三角函數刪掉。
再者，51 年課程標準強調高中三角課程，以三角函數為中心，注重三
角函數性質，三角恆等式，方程式等，均宜與代數方面相當問題做比較，
以供進修高等數學時之用。另外，這個三角專題到了 60 年課程標準改以一
章一主題方式呈現。
2. 平面幾何、立體幾何與解析幾何
51 年課程標準首次以一冊一領域方式呈現，將「平面幾何」納入高中
第一學年的數學教科書中，內容包括基本定律及方法、直線形、圓形、比
例及相似形、面積、正多邊形、軌跡、作圖題、極大極小。到了 72 年課程
標準，除了直線形、圓形外，其餘均刪掉。將立體幾何納入高中第二學年
的數學教材中，內容包括空間之線與面、二面角、多面角、柱體及錐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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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多面體，相似體、圓柱及圓錐、球之截面及切面、球面三角形、球面圖
形及球之面積與體積。到了 72 年課程標準，除了空間之線與面、二面角、
球之截面及切面外，其餘均刪掉。
同時，「解析幾何」也納入高中第三學年的數學教科書中，分自然學
科與社會學科二表，主要內容包括笛卡爾坐標、軌跡與方程式、直線、圓
之方程式及其性質、橢圓、拋物線及雙曲線之方程式及其性質、坐標軸之
移轉、一般二次方程式、切線及法線、極坐標、參數方程式、超越曲線、
立體解析幾何。到了 72 年課程標準，除了直線、圓之方程式及其性質、橢
圓、拋物線及雙曲線之方程式及其性質，並規定橢圓、雙曲線中不介紹準
線與離心率外，其餘均刪掉。
51 年課程標準同時強調高中幾何課程，應訓練學生自動探求之能力，
並注意邏輯次序，使達於相當之嚴謹程度。另外，到了 60 年課程標準，這
三個數學專題改以一章一主題方式呈現。
3. 代數
51 年課程標準首次以一冊一領域方式呈現，例如將「高中代數」納入
高中第二學年的數學教科書中，分自然學科與社會學科二表，主要內容包
括數之基本概念、有理整式、有理分式、無理數、虛數、不等式、二次方
程式及二次函數、指數，對數，級數、排列及組合、二項式定理，數學歸
納法、或然率、方程式論、複數、三次方程式解法、行列式、無窮級數。
到了 72 年課程標準，方程式論、三次方程式解法均刪掉。
51 年課程標準強調高中代數課程，應以函數及方程式為中心，並建議
教導學生函數觀念，於推求初等函數之變值變跡19時，由於不易明瞭，應結
合教具詳加解釋，以確定基礎概念的了解；也應注重方程式之通性及同解
原理，討論解之變化及根之增減，以增進深層概念的理解。有趣的是 51 年
課程標準的代數領域都有一章「方程式論」，而那一章裡又都有「代數基

19

本詞出現在 51 高中數學課程標準。本於恪遵當時時空背景之用詞，故維持原稿文字而不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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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定 理 」 ， 也 都 會 提 到 高 斯 證 明 了 它，但 是「 因為超 出本 書範圍 而從
略」，這個超出課程範圍的內容，就這樣一直流傳至今，甚至也納入 99 年
高中數學課程綱要中（單維彰，2017）。到了 60 年課程標準，三年六冊的
數學課程結構的第一章改由數與式當起手式，取代了以前的領頭羊章節：
幾何與三角。
另外，高等代數，以方程式論為中心，強調複數之存在，作為代數基
本定理成立之先決條件，也強調行列式為消去法之利器。唯方程式應用問
題，不僅限於日常事實，應與幾何、三角、理化方面多加聯繫。而或然率
（參酌 51 年數學課程標準之用詞，即所謂的機率）為統計學核心，以自然
學科為主的課程宜多加注意，以社會學科為主者亦應講授。不過，這個代
數專題到了 60 年課程標準，改以一章一主題方式呈現。
4. 機率與統計
自 51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起，機率才進入了高中數學課程，自然組放
在第四冊，社會組放在第五冊。此時統計尚未進入高中課程，直到 72 年版
的高中數學課程標準才第一次將敘述統計納入高中教材裡，大大地提升了
機率與統計在數學的地位。之後的 84 年版課程標準、95 年暫行綱要、99
年課程綱要更增加了統計教材的份量。此外，在 84 年版的高中課程標準將
「常用的統計指數的介紹」刪除，也開始出現常態分布的概念，並在數學
乙中介紹統計在生活中的應用實例與判讀。
5. 線性規劃
高中數學課程裡的線性規劃，根據單維彰（2011）在「線性規劃是怎
樣進入高中教材的？」及「高中數學課程裡的線性規劃」等兩篇專欄文章
裡曾提及，「線性規劃」首次出現於民國 53 年李新民教授主編的東華版第
四冊教科書中的第五章「不等式」5-4 節內，且有前瞻性又具有原創力地設
計一個只有兩個變數的典型問題，以一個實例說明線性規劃的模型和解
法，共佈滿兩頁。該實例是說『符合問題之解答，則為五邊形之內部區域中
坐標為整數之有序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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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並沒有“可行解區域圖形”之名詞，也沒有“目標函數”之名詞，而
是說『故求解之問題變為求 x, y 之正整數或 0 之值以使 960-2x-y 為最
小』。更未說明求解的方法及理由，只是說『（解法）一般將至為繁複，
但由線性規劃之理論，960-2x-y 之極大或極小值，將在五邊形之頂點出
現』。然後就是頂點列表法。另外，習題之中，有六題是解二元一次聯立
不等式的操作練習，兩題練習畫解的區域圖形，一題練習由解區域找所對
應的聯立不等式，只有一個文字應用題，而此題是沒有唯一解的狀況。到
了 72 年課程標準才正式出現在高一基礎數學上學期的第三章中，在 84 年
課程標準中又調整到高三自然組數學甲上冊的第四章不等式中，而且只限
二元的情況。
6. 向量
60 年課程標準減輕了空間幾何的分量，增加了向量的角色，首先將向
量納入高二數學課程。雖然 60 課程標準要求教向量，可是各版本的差異很
大，重點也頗為不同，例如數理范版安排在三角章節後用兩章講平面向量
及空間向量，涵蓋了線性關係與基底，數理黃版以融合向量的方法處理三
角等式，東華版則在第四冊利用一章講解向量及其應用，包括基底變換，
實驗本也很有創意地融合了複數方法來處理三角等式（單維彰，2013）。
7. 矩陣
72 年課程標準首次將矩陣納入高三的理科數學與商科數學中，談到的
是一些簡單的矩陣運算及其性質，以及矩陣的應用，主要內容除了包括 61
年課程標準中的一次方程組與高斯消去法，還包括矩陣的列運算、列運算
及行列式的降階、矩陣的加法與係數積、矩陣的乘法以及矩陣的應用。其
中在「矩陣的應用」裡所提到的「馬可夫鏈與馬可夫矩陣」，是林福來教
授在出發赴劍橋進修之前，以委員身份提出關於 72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之
「離散數學」的內容建議，當時參照的是他在美國復旦大學留學期間擔任
助教使用過的教科書：Finite Mathematics，作者為 James Thomas 和 Ann
Thomas，1973 年由 Allyn and Bacon 出版。此書的選材與形式，影響了 72
年版的「國編本」關於離散數學的教科書內容，進而將其第五章第六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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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二節的部分內容，編輯成高三選修「理科數學」下冊第二章〈矩
陣〉的第六節「矩陣的應用」裡提到的「馬可夫鏈」。
到了 84 年課程標準，教科書恢復一綱多本，「理科數學」下冊的〈矩
陣〉移至「數學甲」上冊，但是捨棄了「矩陣的應用」一節，唯獨「馬可
夫鏈」改名為「轉移矩陣」，被調移至「矩陣乘法」一節，並成為矩陣乘
法的一種範例。（單維彰，2012）
8. 微積分
72 年課程標準首次將微積分納入高三的理科數學與商科數學中，談到
的是一些簡單的理論與公式，主要內容包括極限與導數、導數的應用、積
分及其應用、其他初等函數的微分與積分以及數值方法，也介紹常數 e 的
存在性，採直觀的方式，不作嚴密證明。到了 84 課程標準，將基本函數的
微分、微積分基本定理、其他初等函數的微分與積分以及數值方法刪掉
（單維彰，2009）。
在 95 年課程暫行綱要，把微積分的體積積分納入高三的數學甲中，民
國 88 年後的教科書刪掉了「基本函數的微分」、「積分基本定理」以及
「數值分析」，而加入「坐標軸變換」以及「矩陣變換」。
綜合上述，高中階段的數學課程內容，一直是以單元內容來描述。72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之教材大綱開始具細靡遺的列出教授的內容到簡單的
主題內容，並以負面表列的表述方式備註不應列入教材之內容。例如在
「數」章節中不可介紹實數系的完備性；在「平面向量」章節中不介紹向
量空間；在「圓錐曲線」章節中不介紹橢圓與雙曲線的準線與離心率；在
「機率」章節中不介紹機率空間與隨機變數，此課程標準可謂是首次出現
負面表列的高中數學課程標準。到了 84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明確規範每
個概念大約上幾節課。然後到了 95 年高中數學課程暫行綱要在主題之下羅
列主要內容，並在主要內容之下闡述教授的內容；進到 99 年高中數學課程
綱要，課程內容分成主題、子題和內容等三部分，並以負面表列的表述方
式羅列不應列入教材之內容（請參見第九章）。

242 數往知來歷歷可述—中小學數學課程發展史（上冊）

第四節 本時期的教學與評量特色
二十世紀中期以降，隨著國際性數學學習成就評量的推動與評量結果
比較，各國將國民數理科學知能視為其國家未來競爭力的表徵，紛紛推動
課程改革。臺灣五、六十年代之教育制度與課程修訂理念，受美國學制與
杜威的實用主義思想影響深刻（毛禮銳等，1989），例如，民國 57 年高中
數學課程標準修訂與數學教學，深受美國 SMSG 數學課程影響(呂溪木，
2007)，由於此次高中數學課程修訂之教材內容過度抽象，導致教學施行困
難，其在教學實務上的窒礙難行，亦類似美國 SMSG 教學實務之困難。由
此可見，不只強調課程標準修訂之教育目標，亦要強化課程內容教學與評
量之實施方式，方能達到歷次課程標準之修訂精神、目的與成效（教育
部，1962；1964；1971；1983；1995）。
臺灣自民國 51 年頒布高級中學課程標準，之後歷經多次的修訂，對於
教育目的稍作調整，本章節依據自民國 51 年以來歷次課程標準所訂高級中
學教育目標，依序簡要列成表 6-3，對照歷次課程標準教育目標，分析高中
數學課程教學及評量特色，以利了解高中數學課程修訂與教學的發展脈絡
（教育部，1962；1964；1971；1983；1995）。
表 6-3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歷次修訂「教育目標」的演進情形
年度 辦理依據 名稱

主要目的
在於培養優秀青年，陶融公民道德，施以一般文化

51

課程標準 目標

陶冶科學教育及軍事訓練，以奠定其研究高深學術
及學習專業技能之基礎，並養成文武兼備、效忠國
家、服務社會之中堅人才。
在誘導學生學習，啟發學生思考，使學生在觀察自

53

教材大綱 目標 然現象中，發現科學問題，並使自己能從事各種實
驗，證明或解答其所發現之問題。

60
61

課程標準 目標

在國民中學教育基礎之上，施以一般文化陶冶，科
學教育及軍事訓練，以奠定其研究高深學術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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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知能之基礎，並養成文武俱備、德智兼修、效
忠國家、服務社會之優秀人才。
72

課程標準 宗旨

84

課程標準 目標

為實現高級中學法第一條「以發展青年身心並為研
究高深學術及學習專門知能之預備為宗旨」之規定
以繼續實施普通教育、培養健全公民、促進生涯發
展，奠定研究學術及學習專門知能之基礎為目的。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總之，鑑於民國 83 年修訂大學法第一條為「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
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此揚棄了民國 71 年大
學法中第一條「大學以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為宗旨」的宣示，似顯
示大學已由專才教育邁向通才教育，影響所及，高中課程目標亦隨之演
變。
高級中學目標的變革（如表 6-10），由民國 51 年至 72 年所訂定課程
標準的目標（宗旨或目的）來看，其目標均強調「準備升學、準備專業訓
練」，作為研究高深學術及學習專門知能之預備，其定位在於實施人才教
育，而非普通教育。到民國 84 年政府頒布高級中學課程標準，明列「實施
普通教育」；後至 93 年修訂的「普通高中課程暫行綱要」則強調「提昇普
通教育素質」，因而高中教育目標已由菁英教育逐漸轉向普通教育。以下
分別依各時期高中數學課程標準的實施方法，教學評量方式以及大學聯考
數學考科題型的轉變等三個面向加以論述。

一、各時期高中數學課程標準之實施方法的特色
大致說來，影響高中數學教育成敗的關鍵不外乎於課程、教法與評量
三項。課程標準中所訂定的課程實施方法，能提供教師一個明確有方向、
組織有架構與策略有哲理的指導方針，協助教師依據學生個別差異，設計
教學活動，鼓勵學生主動參與，培養學生完整的學習成就感，並啟發其學
習與研究數學的興趣。以下針對各時期的高中數學課程標準論述其實施方
法的特色（教育部，1962；1964；1971；1983；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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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51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
1. 建議除了講解討論，課內練習，課外練習，考試複習等項與初中同
之外，也要強調高中學生理解能力，盡量引起其自動研究之興趣，培養其
自動研究之能力。
2. 代數及解析幾何兩科應各編兩種教科書，以適應以自然學科為主及
以社會學科為主者之需要，並建議指定參考書籍雜誌，讓學生進行分組或
個別研究，並報告所得結果，老師隨時予以指導；或於教科書外另選補充
問題，讓學生自行演算討論，以滿足其興趣，而發展其數學才能。
3. 幾何課程宜用啟發式之解剖，儘量用反證法以明思考之途徑，並就
定理間之關係，組成系統；建議教師引導學生洞察幾何全部一貫之線索，
讓學生能提綱契領，增加運用之能力，且應注重邏輯次序，訓練學生自動
探求之能力，使達到相當程度之嚴謹性。
4. 代數課程內容，應以函數及方程式為中心，強調複數之存在，為代
數基本定理成立之先決條件。行列式為消去法之利器，並建議輔以教學教
具協助解釋與推求初等函數之變值變跡，以明瞭函數的一些基本性質及圖
形結構。

（二）53 年高中數學教材大綱
1. 以集合論為基礎發展數學概念，誘導學生學習，啟發學生思考，使
學生在觀察自然現象中，發現科學問題，並使自己能從事各種實驗，證明
或解答其所發現之問題。
2. 教材內容關注嚴密的邏輯抽象推理、注重公設系統與邏輯推理的形
式，且對名詞的界定與符號的使用嚴謹（李恭晴，1989；呂溪木，2007）。
3. 課程內容重視數學概念之抽象結構，建議採發現教學法進行數學教
學，並建議將數學概念依其概念結構，依序編製成系統性的教科書（陳梅
生、吳德邦、李源順，1987）。

（三）60、61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
1. 課程取材方面，需詳述「數」，「空間」，「函數」等基本觀念，並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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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配合其他學科的應用，例如為了配合物理及化學等學科之教學，將「向
量」主題內容編在第四冊或第五冊，「指數函數」及「對數函數」主題內容
編在第三冊。
2. 教科書的內容與講述方法，須適應世界潮流，並配合國情，也應配
合國中教材，教材編排的章節次序可斟酌變動，惟力求系統分明，前後連
貫。
3. 教科書編寫，應著重數學之整體性與連貫性，為便於學生閱讀，應
一律採用簡易通俗之白話文。

（四）72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
1. 除了基礎數學演習及高三普通數學兩種之外，其他各科均須編教學
指引以供教學之用，其內容應詳列教材摘要、教學目標與時數、教材地位
分析、教學方法與注意事項、評量注意事項、習題解答、充實教材、參考
資料。
2. 教學時宜視教學目標、教材性質、學生程度、時間因素，選擇適當
的教學方式，增進教學效果。例如，講演式與發現式；集中教學與分組討
論不可偏廢。
3. 各單元之教學，宜把握教材大綱之精神，不應增加教材大綱中未列
的概念。例如，三角教材不可增加反三角函數；橢圓與雙曲線教材不可增
加準線、離心率；積分教材應由直觀方法引進極限概念，不可利用ε-δ這種
嚴格的定義方法，不可增加分項分式法、部分積分法等積分技巧。
4. 教學時，應介紹每一概念所需的預備知識及未來的應用，並在每個
概念或方法介紹過後，安排類似問題讓學生作隨堂練習，適時輔以教學媒
體。例如教學影片、幻燈片、投影片，掛圖、模型等輔助教具，使學生能
獲得具體的印象，增進學習效果。
5. 教學過程應注重學生的學習反應，利用教學技巧，引發學生思考，
主動參與討論，以達教學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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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84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
1. 此課程標準開始對必修（選）、選修兩部分詳細地闡述教學課程的實
施要點，並建議教科書各章節前後應有說明學習目標與重點，以利學生學
習；且在教學例題之設計應具有示範性與發展性。同時教科書內容中也須
安排隨堂練習，提供學生上課時演練之用；習題之設計配合主題內容，較
前幾版課程標準的教科書更具有思考性與啟發性，以兼顧不同程度學生之
需要。
2. 承續 72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各冊教材內容與編排順序力求與相關
學科配合，同時編輯各冊教師手冊提供教師教學使用，亦建議各校應設置
數學資源教室，鼓勵老師與學生使用，希望教師配合各單元之教學需要，
選用或自製各種教學媒體或操作性教具，以增進教學效果。
3. 教材之編選應與國民中學數學教材銜接，而編排亦應依據學習心理
之通則，誘導學生研習數學的興趣，並發揮其潛能；亦建議使用在適當的
教學單元，作為輔助教學之工具模型，以培養學生觀察、實驗、細心、求
證的精神與習慣，培植其精密思考的能力。
4. 教學過程中宜透過引導與啟發，使學生形成解決問題所需的數學觀
念、過程、技能和科學態度。教師應避免過早提出解題方法與結論，且不
宜作機械式的解題訓練。
5. 教材之編寫應由易而難，由簡到繁，由具體到抽象，以利學習；亦
應儘量以日常生活的實例，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並隨時顧及日常生活上
的實際應用，使數學與日常生活緊密結合，例如有關離散數學的例子適當
地出現在相關的章節中。另外，也建議教材之份量應配合教學節數，並顧
及學生的學習負擔。
綜合上述之分析，可看出歷次課程標準之實施方法受到不同因素影響
而有所更迭。從 51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開始，課程實施在高中第二學年有
分自然學科與社會學科兩種教材，以提供不同學群的學生之學習使用，由
此可見此時期已有學生學群分流的雛型。自 61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起，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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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實施方法要求儘量配合其他學科的應用而調整主題內容的編排位置，例
如為配合物理學科在高二下的課程中講述力學，因此數學課程將向量編排
在第四冊或第五冊。自 72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起，課程實施須編輯教學指
引以供教學之用，可說是教師手冊的先驅版本；同時也開始負面表列一些
不宜增加教材大綱中未列的概念，例如反三角函數、準線、離心率等；另
外，鼓勵教師配合學生的認知發展，使用各種教具或教學媒體，以增進概
念的了解。在 84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有針對必修（選）、選修兩部分詳細
地闡述教學課程的實施要點，建議進行單元教學活動。提出以講演式與啟
發式相輔而行，採用三段式（準備活動、發展活動與綜合活動）教學進
行，雷同於 83 年版的國中課程標準項下的教學方法(參見第五章)；另外在
教學教材之章節前後加註主題單元的學習目標與重點說明，教學教材也編
輯各冊教師手冊提供教師教學使用，且教材之編寫強化日常生活上的實際
應用，期使數學與日常生活緊密結合。

二、各時期高中數學課程標準之教學評量的特色
教學評量是使用科學的方法與技術，蒐集有關學生學習行為及其成就
的可靠資料，再依據預先擬訂的教學目標，就學生學習表現情形，加以分
析、研究與評估等動態過程。在整個教學歷程中，具有起承轉合的關鍵作
用與回饋的功能，其目的在於分析教學得失及診斷學習困難，作為實施補
救教學或個別輔導的依據，對教師與學生都有積極的意義。以下針對各時
期的高中數學課程標準論述其教學評量之特色（教育部，1962；1964；
1971；1983；1995）。

（一）51、53、60 以及 61 高中數學課程標準
在教學評量方面的特色大致雷同，都是建議教學評量及成績考查採用
各種方式，測驗考查學生對教材內容了解的程度及應用計算的能力。

（二）72 高中數學課程標準
在教學評量方面，有以下三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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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課程標準強調評量的主要目的是要診斷出學生學習的困難所在，
及時加以補救，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應注重口頭問答等形成性的評量方
式。
2. 隨堂練習應由學生在課堂上演練，並輪流指定二、三位同學到黑板
上演示。隨堂練習應配合例題的分布以加練習。
3. 高二數學月考及期考時，基礎數學演習與基礎數學統合之試題，應
分別併入基礎數學之中，不另卷考試，學期成績以數學一科計算。

（三）84 高中數學課程標準
在教學評量方面，有以下六個特色：
1. 教學評量除了以期考之總結性的評量方法外，也應視各單元之需
要，以討論、問答、操作等方式交互運用，以評量學生的學習表現並啟發
學生的思考與創造能力。
2. 教學評量時應依據學生個別差異，例如數學資賦優異學生，宜施行
個別指導，加強自學活動，以發展其數學潛能；另外設計各種評量活動，
鼓勵學生主動參與，以培養完整的學習成就感，並啟發其學習與研究數學
的興趣。
3. 教學評量方式宜多樣化，除紙筆測驗外，應配合單元目標採用實
測、討論、口頭回答、觀察、作業、專題研究或分組報告等方法。
4. 在教學過程中，須隨時採用各種方法評量學生的學習狀況，以便及
時發現學習困難，進行補救教學。
5. 段考或平常測驗命題時，其範圍或內容須顧及教學目標及教材內
容。試題難度應符合學生程度，以提昇學習興趣。
6. 除選擇題與填充題外之其他題型，均宜訂定分段給分標準，依其作
答推理過程的適切性，給予部分分數。
綜合上述之分析，可看出課程標準之教學評量方式的演進從單一走向
多元、考量學生的個別差異與學習情況。例如 51 年及 61 年高中數學課程
標準對於教學評量方式的使用，都還是採取傳統紙筆測驗方式，方式不多

第六章 高級中學數學課程標準時期的發展 249

元也沒有顧及學生的個別差異。自 72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起，教學評量方
式開始注意學生學習困難的診斷並適時提供補救，也強調隨堂練習了解與
評量學生學習情況的角色與功能。84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開始注重教學評
量方式的多樣性，例如採用隨堂的紙筆實測、分組討論、課室中的對話回
應、習題作業、專題研究或分組之口頭及書面報告等方法；另外除選擇題
與填充題外之其他題型，採取分段給分標準，依其作答推理過程的適切性，
給予部分分數，鼓勵學生勇於寫作與思考表達，以提昇其學習表現並啟發
思考與創造能力。

三、大學聯考數學考科題型的轉變
早在民國 43 年，即由臺大、成大、師大、中興等大學自發性地開始舉
辦大學聯考，其後陸續加入成立的公私立大學，直到民國 65 年教育部成立
「大學入學考試委員會」才使得大學聯考正式成為行政部門的公務（單維
彰，2017）。數學教學評量諸如學校段考、期考甚至全國大考（如舊制大
學聯考及現今學測、指考）是高中數學教學整個過程的一環，相當程度受
到高中數學教師、學生與社會各界的關心與重視，尤其在考試引導教學現
象的氛圍中，對臺灣高中數學教育產生一定的影響力。若要顧及一般學科
測驗編製的原理原則與理念，設計一份理想的數學考題是一項艱巨的工
作，通常要花長時間的設計、修題與審題。一般試題設計之命題技術常在
總結性的評量使用，其成敗會產生許多重大的影響，例如對學生平時的學
習態度或興趣均有密切的正相關（陳昭地，2009）。
在一篇數學傳播「大專聯考與數學教育座談會（下）」（王秋夫，
1992）文章中曾提及：「以前大學聯考甚至現今的大學學測與指定考試的數
學考科試題對高中數學教學確實有相當的影響，但是教師對於課程教學目
標的實施方法及評量方式無需那麼短視的只求及於學生的聯考成績，可設
法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激發他們的潛力，以為將來更長遠之用」。可見
教學評量方式應從固有範圍課程和標準答案評量，轉向學生感興趣和重要
主題探索的開放性評量（Black, 1998），以加強、深化和擴展學生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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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而不在於指出他們的錯誤或失敗。近三十年來臺灣的高中數學課程標
準是不定期地在修訂與改變，教育的目標與理想也是與時俱進的，在關心
臺灣的數學教育與未來發展之相關人士，包括了高中數學教師、教科書編
輯的大學教授、數學教育的專家學者及執行國家教育政策主管、甚至曾參
與數學科命題的教授以及閱卷教授們，都很關注及參與高中數學考科命題
技術的革新與發展，也都有共識地認知數學考題的命題理想是希望能考出
學生的數學觀念，而不是繁複的計算。
在 53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時期，大學聯考的數學考科都是 8 道左右計
算證明題，其間曾發生數次自然組（甲組）數學考個位數分數（甚至 0
分）比例太高，引起社會大眾的高度注意與責難，也對數學教學產生負面
的影響。到了 61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時期，大學聯考的數學考科題型做了
180 度的轉變，改為電腦閱卷的選擇題，此模式亦對數學教學產生高度的
影響。到 72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時期，歷經多年的檢討再把電腦閱卷的選
擇題改為選填題與計算證明題兼具的大學數學科考科題型，另外在非選擇
題題型之人工閱卷採用分段給分的閱卷原則（陳昭地，2009）。這樣的閱
卷原則，不但鼓勵學生願意嘗試作答而拿到部分的分數，也樂於思考解
題，養成學習數學解題的正向習慣或能力，對高中數學教學產生正面的影
響。
從民國 70 年代恢復非選擇題之題型（含填充題，計算證明題等），在
考試領導教學下，改變了數學教學的方式，尤其是紙筆測驗的段考總結性
評量，對高中數學教學的正面導向極具深遠的影響，對數學能力的提昇亦
具實質的貢獻（陳昭地，2009）。如陳昭地在康熹數學報報「數學命題技
術探討與實例」一文中曾提及：「在民國 70 年代大考數學考科普遍偏低，
社會組數學更是嚴重到有很高的比例考前放棄數學一科，有鑑於此，命題
教授極思改進之道，其中最顯著的是民國 79 年社會組數學大幅度的降低試
題難度，均標（低標）提高到 49，前標（高標）提高到 70 之超高水準，
使得當年 7 月 2 日各大媒體（如中時晚報、聯合晚報、……等）大篇幅的
正面報導，皆獲當年考生與數學教師的一致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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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在臺灣現行教育制度及社會背景之下，高中數學教育改革
往往因為大學入學考試之數學考科命題優劣的原因而有陷於事倍功半之
感，也才有所謂「考試引導教學」的現象。因此，由這些觀點看來，欲改
革高中數學教育，實非先改進數學教學評量不為功。

第五節 小結
本章主要以民國 51 年至民國 94 年期間之高級中學數學課程標準內容
為分析文本，探討從 51 年版、53 年版、60 年版、61 年版、72 年版及 84
年版等六次課程標準修訂（頒布）之課程發展的歷程脈絡，最後在此節針
對此時期高中數學課程標準之發展脈絡再做綜合性之統整與回顧。
臺灣歷次修訂之高中數學課程標準，在民國 51 年所修訂之｢51 年課程
標準」開始分別制定初中及高中教育目標，以期發揮其職能（教育部，
1962）。同年，順應美國新數學運動紛起而效尤的課程改革，教育部成立
「高級中學數學科及自然科教材研究編輯委員會」，數學組方面針對
SMAG 新數學教材進行研究，並於民國 53 年公布「高級中學數學教材大
綱」（教育部，1964）。後來為了配合九年義務教育之國民中學首屆畢業
生，於民國 60 年訂立｢60 高中暫行課程標準」，僅限 60 年度入學學生教學
之用；隔年，再修訂｢61 高中課程標準」，並自 61 學年度起逐年實施（教
育部，1971）。實施至民國 72 年，為配合「高級中學法」再次修訂高級中
學課程標準（教育部，1983）。到民國 80 年代，因應政治、經濟、社會各
方面有巨大轉變，當時高中課程標準實有再修訂之必要，於民國 84 年 11
月修正公布｢84 高級中學課程標準」。而高中新編教科書自 87 學年度起試
用，並於民國 88 年正式實施教科書審定制（教育部，1995）。
剖析臺灣歷次修訂之高中數學課程標準之目標，發現均有其時代意義
及重點。例如，51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之目標著重抽象分析及推理探討精
神；53 年高中數學教材大綱之目標乃在誘導學生學習，啟發學生思考，使
學生在觀察自然現象中，發現科學問題，並使自己能從事各種實驗，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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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解答其所發現之問題；60、61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之目標主要強調學科
內容知識的熟習、思考分析能力的培養以及探討自然和社會現象的應用；
到了 72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之目標，除了強調數學分析能力與創造力的培
養和應用於實際生活與各種學科的訓練之外，亦開始重視立身於現代生活
所需的基礎素養；而在 84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之目標，強調應用數學方法
思考問題的素養與相關能力之培養，希望學生欣賞數學內涵之簡明有效及
結構嚴謹優美的特質。
此外，臺灣歷次高中數學課程標準之修訂，亦均有其特色。51 年高中
數學課程標準之修訂核心以人才教育之培育以及奠定學術研究與專業訓練
為主；53 年高中數學教材大綱之修訂核心以集合論為基礎發展數學概念，
關注嚴密的邏輯抽象推理、注重公設系統與邏輯推理的形式；60、61 年高
中數學課程標準之修訂核心以培養學生的思考、推理與創造能力，顧及情
意面的學習興趣，強化職能分流之培育為主；72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之修
訂核心以適應個別差異，以發展資訊教育、重視科教、彈性選修為主；84
年高中數學課程標準之修訂核心以提升高中生人文與科學素養，注重通識
教育並強化「高一統整、高二試探、高三分化」之理念（教育部，
1995）。
臺灣除了配合國家需要、社會變遷與推動演變等因素而修訂課程標準
外，亦受到世界教育潮流與新數學教育運動的影響。例如，民國 50 年代臺
灣的高中數學課程受到美國新數學運動的影響，教育部於民國 51 年成立
「教育部高級中學數學科及自然學科教材研究編輯委員會」，蒐集美國出
版之各科最新教材、教師手冊、實驗手冊等資料，進行研究並徹底了解新
教科書之內容及編輯精神，作為編訂課程標準之教材依據。自此之後，高
中數學課程標準之新教科書之編輯均具有一中心哲學思想作為編輯之指
針、編輯合於學習心理之原則、編輯教師手冊作為教師指導教學之用等特
色，這些新穎的課程改革理念，也直接影響往後各階段高中數學課程標準
之修訂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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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到了民國 70 年代美國數學教育興起「回歸基礎」（Back to the
Basics）運動，強調反覆演練以熟練各種數學的基本計算。此時期臺灣也有
一波新課程標準的改革，教育部在民國 72 年委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科學教
育中心所研擬公布的數理各學科課程架構及課程標準，雖然仍有美國科學
教育思潮的影子，但在教育部科學教育指導委員會（成立於民國 68 年 9 月
由吳大猷擔任主任委員）的指導下，漸漸走出臺灣自己的路（教育部，
1983）。從架構的擬定，教科書的編寫，試教到發行，均由國內學者及中
學教師合作編著，每年均因應各方意見，加以修訂，是為臺灣數學及科學
教育在課程發展上的一大改變，此時教科書演變成統一由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科學教育中心所發行的高中教科書所取代。
事實上，在各時期課程標準的教科書內容，受到時代潮流之教科書與
教法理念之流變，以及授課時數限縮之影響，部分課程內容會做新增、刪
除與調移，俾適合學生之性向、興趣、志願及能力。例如，民國 84 年時所
公布的新課程標準刪除了積分的相關教材，而僅保留少部分的微分理論。
取消了演習與統合教材；而五、六冊也縮減為甲、乙兩種版本，甲種版本
供選考理、工、醫、農的學生選用，乙種版本提供選考文、法、商的學生
選用。另外，透過平面幾何的知識引出邏輯學上的充分與必要條件，介紹
集合的聯集、交集與差集等基本運算，以自變數與應變數的熟知概念引出
正式的函數定義。當然，這不是首創，只是又復到民國 60 年的編法而已。
同時，將把機率與統計的課程區分為兩段，較淺的前段列為高二的共同課
程，而較深的後段則納入高三的甲種版本，而乙種版本則著重於實際的應
用。
為因應社會變遷的需求，中小學課程改革成為近年來教育改革的重點
之一，相對地，臺灣高中數學課程也在近二十年來產生了很大的變化。主
要原因之一是有關歷次中小數學課程的修訂是各個年段各自修定，即國
小、國中及高中各由不同的委員會負責修訂的任務，到了 95 學年度實施的
高中數學暫行綱要才評估課程之一貫性與妥適性，以作為日後課程綱要修
訂之參考及學理依據。因此，在臺灣不論是高中數學課程標準或綱要，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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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規範數學學習內容及教學實施的指導原則，對學生學習的影響甚巨，其
實施結果甚至將影響國家整體的競爭力（陳宜良、單維彰、洪萬生、袁
媛，2005）。歷年來參與課程修訂的專家學者們皆盡心盡力，亦事前分析
與參酌國際上領先臺灣之各國國中、高中數學課程標準，並縝密思慮各級
課程銜接及學生學習能力等相關問題，這些課程修訂委員們為國家數學教
育大方針所做的重大貢獻是無庸置疑的，然而每次課程修訂之主客觀價值
是否符合學子們的需求與能力，尚需較長時間與教學科學實驗的佐證。因
此對未來高中數學課程標準及綱要修訂的評估與再修訂是國家教育革新與
創新之刻不容緩的持續工作（教育部，2003）。
綜而言之，數學作為一種語言，亦為工具，甚至為素養。是學習各種
領域的共同基礎，不論國小、國中、高中數數學課程理應配合國家需要、
社會變遷與教育心理學的知識而演變。縱觀各時期高中數學課程標準之變
革與發展過程，其實學生在這些數學課程基礎內容的學習成效與成績表現
上，常是各方最關注的焦點，但這現象似乎已偏離學習數學的本質。事實
上，臺灣學生整體數學成就一向不差，倘若臺灣各級數學課程能基於臺灣
數學教育之特殊性與前瞻性，並融合教育實證研究之結果，建構利於提昇
學生數學素養之課程，則臺灣下一代將有足夠的數學能力與素養，在多元
與快速變遷的社會氛圍與世界潮流中，面對各式各樣的競爭與挑戰，並適
時地做好準備、適才地為國家社會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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