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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如何培養學生形成數學問題的能力1

林碧珍

數學教育系

一、前言

九年一貫課程數學學習領域和八十二年課程目標一樣地重視學生運用數學

知識與方法解決問題的能力（教育部，1993），而且九年一貫數學學習領域更把

發展學生形成數學問題的能力與課程目標解決問題的能力的課程併列在一起（教

育部，2000）。培養學生形成數學問題能力不僅是我國數學課程未來發展的重點

之一，而且是美國數學課程發展所強調的重點之一（NCTM，1989，1991，2000）。

將數學視為解題時，許多數學教育學者或研究者深入探討有關解題方面的研究，

又因為形成數學問題是解題活動的第個一步驟時，在探討有關解題研究的同時，

有許多研究者也將研究的主題放在「形成數學問題」上，諸如：有些研究者將研

究焦點放在學生形成數學問題方面的研究（Leung & Silver，1997；Silver & Cai，

1996）；有些研究者則致力於有關教師形成數學問題方面的研究（李嘉珍，2000；

林文生，1996；林碧珍，2001；梁淑坤，1996a；陶惠昭，1998；劉芳妃，1998；

English 1997a，1997b；Leung，1997）。除了從數學課程改革的趨勢說明形成數

學問題的重要性，下面將從解題的觀點及學習與教學的觀點探討形成數學問題的

重要性。本文將更進一步提供以實務為基礎所研究發展的十二種類型素材，作為

教師培養學生形成數學問題能力的參考。

二、「形成數學問題」的意義

數學教育一直存在的普遍性問題是：當解決算式形式的數學問題時，學生的

成就表現很好，一旦遇到解決應用問題的形式時，學生的成就表現就很差。或許

提供給學生形成數學問題的機會，將是解決此一數學教育問題的一線生機。因為

依據 Polya（1985）提出的解題的四個階段中，理解問題是成功解題的第一階段，

亦即，理解問題是成功解題的必要條件，但並非充分條件，理解問題的過程必需

涉及題目中關鍵要素的掌握，題目的語意及語法結構與其相互之間關係的瞭解，

                                                
1 本文所引用的教學例子或學生的形成問題的真實例子是由筆者在新竹市頂埔國小組成的協同
數學成長團體的一群教師所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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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過程正是形成數學問題的過程中所必需涉及的認知活動；因此，提供給學生

形成數學問題的機會，應當有助於理解問題能力的提昇，也因此具有提升學生數

學解題能力的可能性（Silver & Cai，1996）。

國內有關形成數學問題的數學教育研究，有些研究者以「擬題」稱之（梁淑

坤，1994）。形成數學問題者可以在有提供素材或訊息之下形成數學問題，也可

以在沒有提供素材下進行；形成數學問題者可能是學生，也可能是教師；無論如

何，形成數學問題必需要滿足兩個條件：（一）這個問題必需涉及到數學相關的

知識，（二）它必需符合構成一個問題的條件。有些教師在教學中隨時在進行「形

成數學問題」的工作，例如：依據該節課的教學目標，教師自行形成一個數學題

目，然後要求學生進行解題，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常稱之為教師進行「教學佈

題」（林文生，1996；陶惠昭，1998），這時教師所形成的數學佈題所依據的素材

是教學目標，例如：當學生被教師要求依據「裝水的保特瓶」設計出一個數學問

題時，「保特瓶」就是形成數學問題的素材。

人在日常生活中，常遭遇到許多的問題，並希望尋求出問題的答案。到底什

麼才稱為一個問題（problem）？依據韋氏大辭典的二個定義（Webster’s，1979，

P.1434）：（一）任何需要被解決的；（二）它是令人質疑與感到困難的。從心理

學的觀點，問題是一種狀況下（situation），在此狀態下，一個人想要達成某一目

標，但沒有明顯的路徑可以直接通往此目標，問題就因此而產生（Lester，1978），

而數學問題即尋找答案的過程中，一定要用到數學概念，數學的原理及方法（林

碧珍，1989）。一個數學問題所包含的成分是數學內容、表徵方式（用數字、算

式… ）、情境和問句（梁淑坤，1996b）。從數學問題的定義上來分析，它的基本

要素就是要涉及到數學內涵，所以當學生要形成一個合適的數學問題時，首先必

需對該問題涉及的數學知識有充分的瞭解，始有可能形成此題目的題幹；更而，

形成數學問題的過程比解決問題更需要富創造性的想像力，也難怪，科學家

Eienstein 和 Infeld 宣稱形成問題的重要性不亞於解決問題的重要性（引自許育

彰，2000）。

三、培養學生形成數學問題的重要性

前面一節是從解題的觀點及數學課程改革的趨勢探討形成數學問題的重要

性，本節將從學生的學習及教師教學的觀點來說明形成數學問題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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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您用文字和畫圖，出一個「5 個 6」的數學題目。
（2） 請您再用文字和圖畫，想一個「6 個 5」的數學題目。

（一）形成的數學題目可以呈現出學生不同的認知發展階段

    從學習的觀點，學生依據教師所提供的素材而形成的數學題目，可以呈現出

學生不同的認知發展階段。從學生的解題過程中分析學生使用的解題策略，不再

是專屬於瞭解孩子認知發展階段的專利品，從形成數學問題的過程中，也是瞭解

孩子認知發展的另一個途徑。例如：對於二年級乘法的教學，筆者在本師院輔導

區從小學教師所得到的反應是：「倍」與「幾個幾」的語言，對於二年級學生很

難瞭解。這個難題，依據我們的經驗，教師可以在教學後讓學生用「幾個幾」或

「倍」的語言，做為形成數學題目的素材，以確認學生是否真正瞭解「幾個幾」

的意義。下面例子是二年級玲玲老師的學生，被要求完成下面的問題：

下面是四位學生所設計的四種類型的題目：

（1）小旭出的題目：

『5 個 6』：一隻螞蟻有６隻腳，５隻螞蟻有幾隻腳？

  『6 個 5』：一朵花有５個花瓣，６朵花有幾個花瓣？

（2）小樵出的題目：

『5 個 6』：一朵梅花有５個花瓣，６朵梅花有幾個花瓣？

『6 個 5』：一隻獨角仙有６隻腳，５隻獨角仙有幾隻腳？

（3）小偉出的題目：

『5 個 6』：一顆樹有六顆蘋果，五顆樹有幾顆蘋果？

『6 個 5』：一盤有５個餅乾，６盤有幾塊？

  

（4）小君出的題目：

『5 個 6』：今天雞生了５顆蛋，昨天生了６顆蛋，請問雞一共生了幾顆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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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個 5』：樹上有６隻鳥，飛走了５隻，還剩下幾隻鳥？

從四位學生所形成的四個題目中，可以很明顯的區分，小君完全缺乏對於乘

法意義的瞭解，而且小旭最能掌握「幾個幾」的意義，小君可能只在乎所出現的

數字「5」和「6」，以小君設計的題目來看，或許我們可以預測，她沒有能力解

決有關「幾個幾」的數學問題，也沒有能力解決一般的數學應用問題。從小樵所

設計的題目，可以顯現出，他對「幾個幾」意義的瞭解比小君清楚些，因為小樵

比小君多掌握了「單位量」和「單位數」是寫成以「幾個幾」為題目素材的重要

概念，只是小樵尚沒有能力區分「5 個 6」中的「5」是單位量所描述的量詞或是

單位數所描述的數詞？而以先在前面看到的數字「5」，把它先出現在題目上。以

小偉出的題目分析，他對乘法意義的瞭解，比小樵更能區分單位量與單位數，小

偉知道「5 個 6」中的「5」是代表單位數，而「6」是代表單位量簡化後的意義，

但是他在圖形表徵方式上有些微的錯誤，是否為粗心造成，則有待教師更進一步

的檢驗及確認。從小旭的題目中，可以分析出他已能清楚的掌握乘法的意義，能

區分出「5 個 6」和「6 個 5」的不同。從四位學生所設計的題目中，幫助玲玲老

師瞭解學生有關「5 個 6」的學習困難是難以區分「5 個 6」是「5 有 6 個」還是

「6 有 5 個」，另外以小君的案例而言，她還沒有能力區分出「5 個 6」和「5+6」

的「5」和「6」分別代表不同的意義，雖然兩者都有數字「5」和「6」。

（二）從形成的數學題目，可以看到學生的迷思概念或不完整的概念

    從學生設計的數學題目，除了可以比較出學生在認知發展上的不同之外，還

可以知道孩子對於數學概念的瞭解，例如：當需要三年級學生澄清被乘數是 1

的乘法問題時，又又老師要求學生：「請您出一個可以表示成 1 ×5 ＝（）的數學

題目」。下面是三年級學生常犯的一種不完整題型，例如：小琪的題目是：「有一

個村落，每一家有冰箱，5 家共有幾個冰箱？」，小佑出的題目是：「頂埔國小每

一間教室有時鐘，5 間教室共有幾個時鐘？」。從小琪和小佑設計的題目，可以

看出，他們共同的問題是沒有去釐清「1 ×5」中的「1」是代表單位量的量詞，

依據他們所設計的題目，所呈現的「每一家有冰箱」、「每一間教室有時鐘」，並

沒有詳細指明單位量是多少。從數學的意義上，乘法問題中的被乘數是「1」與

數數中的「1」所代表的意義是完全不同，乘法中的被乘數是「1」是代表單位量

為 1，而數數中的「1」只是單純的物件的個數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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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又又教師看到小琪和小佑所設計的題目後，下一步可能需要幫他們進行補

救教學，又又老師並沒有急於再將乘法概念重教一次，她所採用的補救策略是：

直接將小琪和小佑所出的題目呈現於下一節課讓全班學生一起修正2，並且提問

學生：「題目有沒有需要修改，為什麼？」這時，因為全班學生之前都已經思考

過用 1 ×5＝（）出一個數學題目，每一位學生對這個問題都很有感覺，所以學

生很快的能為小琪和小佑的題目進行修補的工作。當學生共同為小琪和小佑的題

目進行修補工作時，即需要澄清乘法中被乘數「1」所代表的意義是單位量為 1。

（三）從形成的數學題目，幫助學生察覺到數學的本質

    採取制式化教學的教師，進行乘法教學時，很容易把教學的焦點放在答案的

正確與否，而非將教學的重點放在乘法意義的瞭解。許多教師當進行被乘數是 0

或乘數是 0 的教學時，可能只灌輸給學生：「任何數乘以 0」或「0 乘以任何數」

的結果都是 0。或當教師進行「被乘數為 1」或「乘數為 1」的教學時，可能又

是告訴學生另一個規則：「任何數乘以 1」或「1 乘以任何數」所獲得的結果是這

個數本身，學生只是被要求記憶規則，只知其然，卻不見得瞭解其所以然。若為

了瞭解學生是否能區分「被乘數是 0」及「乘數是 0」所代表的涵義，則以此作

為學生形成數學題目的素材，可能是一個很好的教學策略。例如：三年級的又又

老師曾經出了一個題目：

下面是其中四位學生小婉、小奇、小揚、小民出的數學題目：

                     小婉                                小奇

                                                
2 為了不傷害小琪和小佑的自尊心，在課堂中已將小琪和小佑兩人的名字以匿名方式提出。

假如現在您是老師，您拿出一個什麼樣的數學題目表示成 0×7＝（）？用圖
把它畫下來。



林碧珍（2001）：教師如何培養學生形成數學問題的能力。國教世紀，第 198 期，pp. 5-14. 國
立新竹師範學院。

6

請您用 6×0＝（）出一個數學題目。

     
                   小揚                                  小民

從小民所設計的題目，雖然符合題目的要求，但卻不合常理，因為在日常生

活中，任何一個消費者不太可能去買沒有裝蛋的蛋盒回家，所以缺乏情境的合理

性。從小奇出的題目可以看出他尚未掌握乘法的意義，無法將乘法概念的前置概

念「累加」轉換為乘法概念。而小婉、小揚所形成的題目，或許可以成為教師下

一次在進行被乘數是 0 的教學佈題用。

同樣的，敏敏老師也出了一個題目，希望能幫助孩子釐清乘數是 0 的意義及

其特性：

下面是學生所形成的數學題目：

小晴：一包糖果 6 顆，小明一包都沒吃，請問小明吃了幾顆糖果？
小雅：一支筆賣 6 元，沒有人來買，請問老闆得幾元？
小宜：媽媽每天給小華 6 元，可是只給小華 0 次，請問小華得到幾元？
小霞：一棵果樹可以生產 6 個波羅蜜，果農的果園都沒有種波羅蜜樹，請問果農的果園一共生產

了多少顆波羅蜜？

    教師都可以依據上面四位學生所設計的題目，繼續延伸來說明，以協助學生

察覺到乘數為 0 的乘法其乘積為 0。以小晴的例子而言，一包糖果不管是裝多少

顆（6 或 7 或 100 或 200），「小明一包都沒吃」，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句子，並不影

響問句中的答案，仍然依舊是「小明一共吃了 0 顆的糖果」。同樣的，以小雅的

例子，「1 支筆賣 6 元，沒有人來買，老闆得多少元？」不管一支筆定價多少元，

只要沒有顧客上門，老闆總是得 0 元。有關「乘數是 0 的乘法問題」，可以從給

學生形成數學問題的過程中，幫助學生或教師很容易去察覺到 0 所扮演的威力，

亦即不管單位量是多少，只是單位數是 0，其乘積後的結果一定是 0。

（四）學生所形成的數學題目，可以作為教師的教學佈題

    假若學生所形成的數學題目，是屬於不完整、不合適、或不合理的，都可以

進一步在課堂中與全班學生共同進行題目的修補，從修補過程中可以幫助學生進

一步釐清所涉及的數學概念；若是合適的題目，教師可以用學生設計的這些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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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作為下一節課的教學佈題（林碧珍，2001）。

一般教師在教學時，多半佈題是取自於課本或教學指引上的題目，學生所形

成的數學題目，是作為教師教學佈題的另一個來源。在我們的數學成長團體，教

師都能體驗到利用學生所形成的數學題目是一種很有創意的教學技巧，一方面用

學生所設計的題目作為課堂中的佈題時，被教師拿來作為教學佈題的該位學生在

上課時始終保持著很專注的學習狀態，對其他學生也有鼓勵的作用，而且學生解

同學出的題目比解老師出的題目，在解題的動機上比較強，學生在這節課的學習

也特別的認真（林碧珍，2001）。例如：下面是節錄自觀察菁菁老師的乘法教學

的一小段對話：

菁菁老師：你們的題目都很有趣喔！現在老師手上拿的，都是你們數學日記的題目哦！這個是勳
勳的題目，很好玩，他不但出題目還記得畫圖，跟老師說一下，聽聽他這個題目很好
玩，來看勳勳的，一隻豬有 2 個鼻孔… …

學生：兩個鼻孔。
菁菁老師：你怎麼知道？
學生：勳勳有跟我們說過。
菁菁老師：一隻豬有幾個鼻孔？
學生：2 個鼻孔。
菁菁老師：2 個鼻孔喔！勳勳說那跑來了 5 隻豬，5 隻哦！那一共有多少個鼻孔？小朋友，老師

先請您用算式記錄下來。
（學生拿小白板）
（菁菁老師版書： 5 隻豬共有幾個鼻孔？
                   （ ）的（ ）倍

從觀察中，我們發現勳勳很專注於其他同學是否有能力解決自己出的題目，

他一直保持著很專注的眼神在進行這節課的學習。

四、教師如何培養學生形成數學問題的能力

在前面一節已從學生的學習及教師的教學觀點闡述了提供給學生形成問題

的機會的重要性。既然教師認知到它的優點，究竟教師應當如何協助學生來培養

他們形成數學問題的能力，此處的「如何」包含了「時機」及「策略」兩個層面。

以「時機性」而言，教師何時可以讓學生進行形成問題的活動？依據從事有關學

生擬題的教育研究，一般是挪用少數的幾堂課的數學教學時間（陶惠昭，1998；

楊惠如，2000；劉芳妃，1998）。然而，當研究要落實到教學實務中，卻受到有

限的教學時間的限制，所以學生的擬題活動佔用了原本不很充裕的數學教學時

間，迫於現實因素的考量，教師很難落實到教學中，所以在推廣性受到限制（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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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如，2000）。在林碧珍、施又齡、陳姿靜（2000）的研究發現，在課堂教學後

提供給學生使用的數學日記，它是一種類似家庭作業的形式，是一個可以建議用

來提供給學生形成數學問題的時機。

以「策略」而言，教師可以用來培養學生形成數學問題的策略應當是將焦點

放在去發展可以用來作為形成數學問題的素材，依據筆者過去兩年與一群中低年

級教師所組成的數學成長團體，以協同行動研究的方式，共同研發而歸納出至少

有十二種可以作為教師提供給學生形成問題的素材。這十二種類型的素材其主要

原則是配合著數學教學的目標而設計的（林碧珍，2001）

（1）圖形表徵－諸如：利用             出一個數學題目。

（2）數學語言－諸如：請利用「5 個 6」或「6 個 5」或「幾個幾」或「平分」出一個數學題

目或說一個故事。

（3）數學符號－諸如：請用
5
2

或
10
1

說一個數學故事。

（4）算式填充題－諸如：請出一個數學題目可以表示成 16＋（ ）＝ 29

（5）圖片情境－諸如：請依據此圖片出一個數學問題

（6）圖片表徵及數學語言－諸如：請利用           出一個「幾個幾」的數學題目。

（7）圖片情境及數學語言－諸如：從這張森林的圖片中出一個「幾個幾」的數學題目嗎？

                         或用圖中的 10 元，出一個有關幾個 10 元的數學題目。

（8） À 利用學生的解題表徵－諸如：小新的做法

老師出了什麼題目？                  

Á 利用一位或二位學生的解題方法－諸如：你能從家豪和辰晏的作法猜猜老師出

的題目是什麼？

           

（9） 根據上課內容或上課的教學活動－諸如：請您模仿老師的方法，自己講一個有關

壓歲錢不超過 5000 元的故事。

（10）單元題材的內容－諸如：請出一個有關容量、或重量、或「乘法」、或「分分看」、

或「幾個幾分」、或「分數」、或「二位數加法」的數學題

目或故事。

10
0

10
0

10
0

10
0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10

0
10
0

10
07＋9＝（16）

    答：16 張

家豪：30＋40＝70
       5＋ 9＝14
      70＋14＝84

辰晏：35＋40＝75
      75＋ 5＝80
      80＋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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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設計一項活動－諸如：請設計一個有關統計圖表的活動與家人一起玩。

（12）解題再出題－諸如：給定一題目，要學生解出題目來，然後再擬出另一個題目來。

例：請先算出算式填充題 8×（）＝40，再出題目。

五、結語

形成數學問題能力的培養是九年一貫課程數學學習領域的課程目標之一，其

重要性並不亞於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依學習的觀點，從學生形成數學問題的過

程，需要更進一步釐清將鑲嵌在題目中的數學概念及題目的表徵或置於某一個情

境脈絡中，因此在形成數學題目的過程，有助於學生認知能力的提昇，它也可以

反映出學生不同的認知發展階段；另外，用來反應孩子的認知發展的階段，不只

是透過學生解題後的解題類型分析，透過學生形成問題，也是另一道途徑。透過

學生所形成的數學題目，也可以幫助教師看到孩子的學習困難在哪裡？對於某一

些特殊的數學概念，透過形成的數學問題，很容易幫助學生洞察到這個數學概念

的本質，例如：乘數是 0 的乘法問題，透過給學生形成數學題目，從所設計的題

目中，很容易察覺到「任何數 ×0＝0」的事實。最後，若教師提供給學生形成數

學問題的素材是配合著教學目標，則學生所形成的數學題目，可以立即性的作為

下一節課教師的教學佈題使用。

至於，教師如何培養學生形成數學問題的能力，以時機性而言，可以將其融

入學生回家作業的內容，既不佔用正常的教學時數，又可以提昇孩子形成數學問

題的能力。以「策略」而言，除了文章內所提供的十二種素材之外，教師應當將

思考的重點放在去發展更多的素材，可以作為形成數學問題的素材，最好的策略

是與同事或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分享，共同設計討論。

在本文所強調的學生進行形成問題的活動，是在於培養學童「察覺」日常生

活中與數學相關的事物，及將其「轉化」為數學問題，因為學童所能設計想出的

問題是與他們周遭生活相關事件有感覺得到的，是真實性的，比較不可能設計出

不合情境的數學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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