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鳳顏女士、劉曉音女士、陳家耀先生、黃文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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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
撮要
推動創意數學
活動，創設趣味學
習環境，誘發學生
學習興趣。

習興趣。

念，誘發學生的學

數學概
系列」 的角色引入
▲教師透過 「數神

小組教師理念一致，設計多元化學習活動，讓學生

小組教師多年來針對學生的需要，設計課堂，調動

從現實生活情境中認識數學，進而探索數學。小組教師

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家長及學生讚賞小組教師能為學生

各展所長，成立 「數神團隊」 並成功發展了 「數神系列」

營造一個良好而和諧的學習氣氛，讓學生愉快、輕鬆及

一籃子的學習配套，多方面及多角度促使每一個學生都

有效地學習數學。他們均肯定校本課程小冊子《數學解

能達至最高的學習效能。小組教師透過五大項目 「別出

難手冊》、《進擊之應用題》、《應用題審題策略》、

心裁的教學安排」 、 「製作《校本ETV—數神系列》」 、

《心算訓練》和《速算訓練（分數）》對培養學生各方

系列』 施行四高課程」 和 「精心製作校本課程」 ，創設

小組教師積極對社會和教師專業作出貢獻，分享成

「擴闊 『數神系列』 的教學媒介空間」 、 「透過 『數神

面的數學能力極具成效。

一個富趣味性及具啟發性的學習環境，發展校本課程，

功經驗。《校本 ETV—數神系列》的其中一輯於香港教

為學生度身訂造一套合適的學習模式，讓他們能愉快地

育城公開播放，供其他學校的學生於網上觀看。小組教

學習數學，從實體化的操作中，學習抽象概念，擴闊認

師利用錄像的模式進行教學，學生的反應非常正面，效

識數學的渠道，提升解難的能力。經過多年努力，學生

果十分理想，不但在數學課程推行，校內其他課程也於

不再是被動地接受數學知識，而是已建立對數學學習的

近年開始製作校本電視節目。

訓練思維能力

▲左起：陳潔瑩老師、姚智峰老師、
黃靜怡老師、楊振彪老師和
劉建航老師

鼓勵一題多解

信心，能主動探求知識，並培養出學習數學的興趣。
小組教師精確掌握學科知識、課題重點及難點，積
極探求有效提高學與教成效的策略和方法。觀課所見，

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小組教師講解流暢生動，指示和示範清楚，學習氣氛輕
鬆愉快，有效地運用 「數神系列」 內的角色引入數學概
念，加強學生的歸屬感，並引起他們的學習興趣。小組
教師的教學設計具層次，課堂節奏控制得宜，能提供大

學校網址：
http://www.nwcps.edu.hk

聯絡方法

量例子及非例子讓學生歸納所發現的數學概念；自製教

卓鳳顏老師

具的設計頗見心思，能加強教學效果。學生展現學習興

電話：2383 8079

趣，表現專注和投入，用心完成課業及自學任務，樂於

傳真：2382 7592

參與師生及生生的討論，以及願意接受各種難題的挑戰，
印證了整個教學實踐的成效。

電郵：cfn@nwcps.edu.hk

教學理念
「透過多元化的學習課程及活動，
教授不同的思維策略，鼓勵思考，
做到一題多解，讓學生從中感受不
同解題方法的好處，找出喜歡及擅
長的方法，提升學習興趣及動機，
促進自主學習。」

獲卓越教學獎教師

楊振彪老師
黃靜怡老師

陳潔瑩老師

姚智峰老師

劉建航老師

所屬學校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教學對象

小一至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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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創意也見於高年級的學生，姚老師說： 「例如：教

授速率時，我們歡迎學生自訂題目，前設是有兩人背對
背走向目的地，學生可創作不同的情節，豐富題目內容，

專訪

但解題策略及答案須合情合理。」 教師不會浪費學生的
努力和創意，當他們看見有趣及新穎的解題策略時，更
會結集成 「月報」 ，供學生參考，互相學習。

經驗累積 優化課程

記 得 小 時 候 如 何 計 算 「1 + 1」

這個校本課程及以訓練思維能

嗎？數手指？數腳趾？畫圖？殊途

力為主的策略已推行逾十年，楊老

同歸，總會得出 「2」 這個答案。不

師回想發展之初，坦言非一帆風

論數學題目深淺，其實解題

順。 「由於是校本課程，沒有前人

時，可以運用不同方

經驗可依，教師要慢慢探索教學方

法。 「一題多解」 正
是香港浸信會聯會小

法及題目設計，發展至今一切都是
▲學生利用紙張摺出不同平面圖形

學提倡的教學方
向，從中訓練學生
終身受用的思維能
力。
我們可以透過以下
數學題，了解五位數學教
師的教學理念： 「哥哥有 36 粒波

◀學生在課堂上，用數粒砌出指定
的不規則立體圖形。

重視解題策略
當中的 「法」 是訓練學生思維的關鍵。楊老師說：

「數學的教學重點是思維能力的發展，所以我們會教授

不同的解題策略，如線段圖、樹形圖等，希望培養學生

子就能算出答案，但對初小學生而言，這是一道複雜

多思考，從中找到自己喜歡的策略去計算答案。」

因此，化繁為簡成為數學教師的任務，他們想出

以上述的比較題為例，教師不着眼於答案 「26

粒」 ，反而更關心學生運用哪種方法計算。姚智峰老

「問、找、法、計、驗」 解難五步曲。楊振彪老師解

師表示： 「我們鼓勵學生運用不同解題策略，盡情發

資料，然後思考用甚麼方 『法』 ，最後 『計』 算及

較多時間及步驟來計算答案。策略無分對錯，只要找

連貫至六年級，校內每個學生都能琅琅上口。」

嶄新或更簡單的解題策略，可謂教學相長。」

釋： 「首先了解題目 『問』 甚麼，從中 『找』 出合適
『驗』 算答案。我們由一年級起便教授此解題方法，

經驗累積。」
姚老師憶述當初到校面試時，

子，比弟弟多 10 粒，弟弟有多少粒波子？」 大人一下
的應用題目。

▲學生 「玩水」 來量度器皿的容量

揮。有些學生善於簡化過程，有些則較踏實，寧願花
到喜歡的便可。有時我們更會從學生的功課中，找到

也曾被題目難倒。 「面試時要求我

解答及示範教授一條思考題目，我也差點做錯。我很

◀學生透過剪紙條、畫線段圖理解及
解答 「比較多少」 的應用題題目。

等具體方法做起，使他們較易進行比較。」

欣賞這種教學理念，很多學校側重教授基礎知識，但
其實培養思維能力更重要，這才是教授數學的方
向。」
教學成效顯著，家長也接受及理解校本課程，優
化課程遂成為教師另一個任務。陳潔瑩老師說： 「以

終身受用 用於生活
學生經歷六年的思考訓練，教師最希望他們未來
都勇於接受挑戰及思考問題。姚老師表示： 「他們要

是在小學對需要動腦筋的題目已司空見慣的話，將來

前的 『想一想』 思考區是空白的，讓學生自由發揮，

面對更艱深的題目也不會怕，亦會敢於嘗試解答；審

但為了照顧學習差異，我們調適題目，部分思考區加

題時也懂得問為甚麼，剔除多餘資料，避開陷阱。」

入指引及提示，引導學生作答，也方便家長在家教導

劉老師認為，這種解難策略及思維方式也可應用於其

子女。」 在本學年，教師也改善教授 「比較多少」 的

他科目，甚至日後人生，解決種種生活問題。

應用題的方法。黃靜怡老師說： 「向低年級教授 『比

較多少』 的應用題時，我們一直運用線段圖，但其後
發現學生繪圖時較難掌握，於是先從排數粒、剪紙條

提供 「表演空間」

看看教師設計的作業簿，發現每頁都有 「想一

想」 思考區，此空白方格成為學生的 「表演場地」 ，

不但帶來 「一題多解」 的教學成效，有時更有令人會

心微笑的創意。劉建航老師說： 「有題目問：有 22 粒

果汁糖，須平均分成 6 袋，最少要加多少粒果汁糖才
可分盡。有一個學生除了答 『2 粒』 外，還繪畫了一
個人推着超級市場手推車，車上有兩粒糖果。細問

後，原來他擔心有小朋友會因為少了兩粒糖果而不開

▲學校重視互相學習，鼓勵學生在課堂一起思考及
討論數學題目。

心，於是便多畫兩粒糖果。」
◀教師透過有趣的課堂活動，讓
學生體驗一立方米有多大。

◀教師利用 「問、找、法、計、驗」 解難五步曲，
拆解應用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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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我們設計了能應用於各級應用題教學中的校本
「解難五步曲」 ：看看題目 「問」 甚麼、 「找」 出合

適的資料、擬定算式方 「法」 、 「計」 算答案和
「驗」 算結果。為了讓學生在學習上更有成效，我們

分享

編擬了校本教材—— 「應用題練習簿」 ，配合口訣
「問、找、法、計、驗」 ，並在第三個步驟 「法」

▲解難五步曲

的明辨性思考能力。部分學生能展現其獨到的見解及

中，加入解題策略如繪圖法、分析法等，讓學生能把

解題方法，有時所使用的進路比教師預設的更為快捷

題目中的數據和資料重新整理，從而找到正確的答

易明。

案。
以 「比較多少」 的應用題為例，學生學習 「解難

▶教師於一年級
開始教授學生
解難五步曲

趣味活動現笑臉

五步曲」 後，當中不少能利用線段圖來解決相關的應

我們致力舉辦不同類型的數學活動，提升學生對

用題。對一些能力稍遜，或是圖像強而數感弱的學生

學習數學的興趣，並增加他們學習數學的機會，例

而言，他們的表現明顯地有較大的進步，反映應用題

如： 「未來測量師」 、 「數感活動」 、 「數 FUN 學

思維訓練能幫助學生掌握解應用題的能力。

堂」 、 「量感活動」 、 「數學遊蹤」 等，讓學生能在
數學課堂以外，學習和運用課程內外的數學知識，領

多元策略盡展現

有效的數學學習應包括富創意的思維活

思維之路建概念

動，因此，我們要把握培養學生思維能力的

略箇中樂趣，加強他們對學習數學的信心和豐富他們

我們發展了一套具特色的高階思維課程，並編擬

的學習經歷。在每年下學期考試完結後，我們會為學

各年級的校本教材—— 「思考加油站」 ，每個單元的

生舉辦大型數學活動，形式和內容各級不同，有競

契機，讓他們學習有條理地思考，細密準確

學校的核心課程滲入多

地分析，並掌握解難策略，以展現多元化及

元化的思維訓練活動，在設

高階思維題目與核心數學課程緊扣相連，把高階思維

技、比賽、遊蹤等，內容涵蓋不同範疇，務求讓學生

多角度的思考導向，為不同能力的學生建立

計各單元的教學內容時，我

課程滲入平日的教學內容中。這些思考題與思維及解

一套完備的思維策略。

們以培養學生思維能力為導

難策略掛鈎，如繪圖法、列表法、枚舉法、試誤法、

在輕鬆的環境下學數學、用數學，甚至 「玩數學」 。

向，尋找各種適切而與學習

窮盡法等，讓學生學習及運用相關的思維及解難策略

單元相關的切入點，為學生

去解決難題。為照顧不同能力學生的需要，我們根據

我們並非只教導學生如何解決當前的一道難題，

教師須把握每個學習契機，引導學生進

提供培養思考能力的訓練機

學生的表現，在題目的難度及數量上作適當的調節，

亦非要求他們因循地跟隨教師的解題方法，而是要把

行一連串的思維訓練。當中，數學課程的整

會。學生不但對所學習的數

讓不同能力的學生也能涉獵不同難度的題目。

握培養學生思維能力的契機，引導他們在解決難題

全規劃是必不可少的。縱向而言，思維訓練

學概念有基礎的理解，且對

的方向及重點須成為主軸，貫穿整個小學數

思維活動感到有趣而富挑

學的學習階段，形成

數學課程規劃

結語

我們在 「思考加油站」 內難度較高的題目設立了

時，如何有系統地思考，在過程中自我進行鋪橋搭路

戰性，並能感受自行發現

難題的方法，並讓教師能了解他們的思路和概念。學

地面對不同類型的難題。教師非授之以一題之

數學概念帶來的成功感。

生在思考區記錄下來的思維過程多彩多姿，呈現出學

以分數教學為例，學生通過窮盡四等分的分

生在思考解難上的多元性。他們所利用的策略及表達

割方法，打破了固有對四分之一的分數形態，

的手法層出不窮，包括繪圖、列表、試誤、刪去法

下，於各單元滲入多

對分數等分及整體認知上有更牢固的基礎；而

等。透過分享不同學生的思考及解難策略，他們經歷

元化的思維訓練；再

且學生從不同的分割形態中觀察到數學的美，

一題多解，並能學習從不同的角度和運用不同的方法

配合課外活動，構成

讓他們能從美學角度欣賞數學。

進行解難，更可比較不同方法的優劣，從而提升學生

可持續的學習進程；

▲學生等分正方
形（四等分）
的繪圖作品

橫向而論，各級教學
在配合主軸的規劃

思考區—— 「想一想」 ，讓學生記錄思考過程及拆解

的工作，從一道題目中掌握解難技巧，從而遊刃有餘
「魚」 ，而是授學生以 「漁」 。

整全的數學思維學習

解難妙法成效顯

網絡。學校的核心課
程、高階思維教學、

學生常因未能掌握應用題的題意及相關資料的

解應用題的思維訓練

關係，而未能處理較複雜的應用題。學生須學習

及趣味活動，均以發
展學生思維能力及提
升他們學習數學的興
趣為主。

建構自己的解題進路，經思維能力的訓練才能有
團隊信念
課研文化
數學語言
愉快自主
展現多元

共同期望
教學實踐
建構概念
合作學習
正面鼓勵

校本思維訓練

效解難。教師的教學並非只局限於學生解決當前
的應用題，而是要他們掌握一套自行解決不同應
用題的方法。

▲教師以 「解難五步曲」 教導學生解決 「比較多少」
的應用題
◀校本教材— 「思考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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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

獲嘉許狀的教學實踐
Teaching practices presented with the
Certificate of Merit

撮要
建構思維學習網
絡，融入多元思維
訓練，提升學生解
難能力。

樂於回應提問。

▲學生勇於表達意見，

小組教師認為培養思維能力是數學學習的焦點，

統，教學活動經悉心安排，開始時以日常生活例子引

需把握每個契機，引導學生進行思維訓練。小組教師

起動機，後段以挑戰題激發學生的高階思維，最後以

顧及課程的縱向和橫向發展，為學生組織多元化的數

討論總結及梳理數學概念。學生具學習興趣，積極投

學學習經歷，再配合課堂以外的活動，構成整全的數

入課堂，討論氣氛良好，勇於表達意見和樂於回應教

學思維學習網絡，有效照顧學生的學習動機、興趣和

師的提問。學生在解挑戰題及開放題方面展現自信，

能力，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及全方位學習。

反映小組教師推行的思維訓練已到位落實，足見教學

小組教師的三大發展方向 「核心課程教學設

計」 、 「解應用題思維訓練」 及 「校本高階思維課

具成效。
小組教師積極參與有關數學科的分享會及數學教

程」 均以培養思維能力及提升學習數學興趣為導向。

育研究，把經驗與其他學校教師分享。在學校推行應

「核心課程教學設計」 融入多元化思維訓練活動，不

用題思維訓練課程前，小組教師舉辦有關解難技巧的

單讓學生對數學概念有基礎性的理解和認知，更為他

工作坊，讓全校數學教師都了解其教學策略。小組教

們提供訓練思考能力的機會，讓學生自行發現當中的

師對數學教育充滿熱誠，致力實踐思維訓練教學，在

規律和概念，令他們充滿成功感與喜悅，促進自主學

核心課程着意滲入多元化的思維訓練活動，整套教學

習。 「解應用題思維訓練」 為一套橫跨一至六年級的

理念、配套和教學實踐均能有效地照顧學生的學習需

課程及教材，以解難五步曲 「問、找、法、計、驗」

要、興趣和能力。

為主軸，內容建基於核心課程，配合不同解題策略，
題目類型廣泛，深淺適中，讓學生能循序漸進，有系
統地學習。 「校本高階思維課程」 以單元貫穿一至六
年級，把高階思維滲入日常的教學中。每個單元的思
考性題目主要是建基於核心課程，學生可以利用基本
知識，解決這些思考題，學生也可利用不同的思維策
略解決這些問題，做到一題多解，讓他們感受和經歷
不同解題方法的好處。
觀課所見，小組教師充分掌握數學知識和教學策

索取有關教學實踐資料的途徑
學校網址：
http://www.hkbcps.edu.hk

聯絡方法
楊振彪老師
電話：2493 2494

略，課堂演示技巧熟練，講解清楚流暢，重視學生的

傳真：2492 0922

主動參與，能深入認識和理解教學重點並以有意義的

電郵：youngsir@hkbcps.edu.hk

提問，有層次地跟進和深化學生學習。課堂設計有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