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理念教學理念：：

▲龐家樑老師（左）和區建強老師

獲嘉許狀教師
龐家樑老師

區建強老師

所屬學校
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

教學對象
小一至小六（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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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非華語學關注非華語學生生
ELPSELPS打打破語言隔膜破語言隔膜 善用資訊科技教數學善用資訊科技教數學

學生在每個學習階段都會碰到不同的難點，尤其對於母語為非華

語的學生來說，在課堂上要理解數學的抽象概念殊不容易，然而

我們堅信「辦法總比困難多」，我們致力尋找創新的教學策略，

為學生締造不同學習經歷的同時，也希望能幫助他們找到最適切

的學習數學的方法。

20220200 // 20212021



學習數學關鍵在於概念理解，尤其是在處理文字

應用題時，若學生無法理解題目重點，自然不能列出

正確的算式，亦難以找出答案。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

學校兩位數學科教師龐家樑老師和區建強老師多年來

努力鑽研各種方法，幫助學生解決學習上的問題，近

年積極推動資訊科技輔助教學，有助提升學生學習數

學的興趣，也令他們更有效地學習數學。

兩位教師任職的學校有近八成為非華語學生，

課堂以英語授課，然而英語並非學生的母語，學習

數學時仍然困難重重。龐老師指出：「有些學生未

必知道某些英文詞語在數學上的意思，因此不明白

我們說甚麼，彼此之間的溝通出現障礙。」兩人開

始構思有別於傳統的「我講你聽」教學法，務求改

善學生學習數學的能力。

擺脫機械式教學 畫圖輔助答題

兩位教師憶述教授應用題時，會準備合適的教

具，讓學生進行動手操作的課堂活動。例如，讓學

生模擬購物過程，體驗何謂找續（change），幫助

學生處理涉及貨幣計算的應用題。兩位教師從前以

為學生因為語文能力弱，抗拒應用題，故協助他們

標示關鍵字，但後來發現學生真正需要的是理解應

用題的情境，明白應用題的意思才能解答問題。為

此，他們設計課業「Read and Draw」，讓學生透

過畫圖表達對題目的理解。龐老師指：「以往學生

只是隨意填寫數字間的數學符號，不管答案是對或

錯，都容易感到枯燥乏味。但現在他們非常高興能

以畫圖表達自己的意思，其學習興趣也因而提高

了。」區老師補充：「以前弄不清學生的學習難點

所在，不了解他們是沒有小心閱讀題目、無法理解

題目，還是隨便做功課。現在從他們的畫作中，可

發現不同背景學生的學習能力及所遇到的問題不盡

相同，我們才能對症下藥，給予合適的支援。」

發掘資源 推動資訊科技教學

有感於資訊科技在教學層面的應用愈來愈廣，

兩位教師為了完善教學，通力合作嘗試將資訊科技

引入數學科。龐老師為數學科主任，有豐富的學科

知識；區老師則擔任創新及資訊科技統籌的角色，

對於資訊科技較為熟悉。兩人合作無間，各展所

長，積極發掘不同資源，並在數學課堂上實踐。儘

管大家各自有不同的教學法，合作時能互補不足，

產生不同的火花，令教學活動更多元化。

兩位教師不斷嘗試各種方法，將適合的資訊科

技教學法用於不同課題，加強學生互動及學習興

趣。例如將「Read and Draw」轉移到電子平台讓

學生完成。區老師解釋，學生可將課業上載到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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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資訊科技在課堂進
行評估，收集數據，

以評估促進學習。

▲學生利用平版電腦製作統計圖

▲學生匯報不同統計圖的優點▲學生匯報不同統計圖的優點

Compendium of the 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Compendium of the 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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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並且透過平台互評，遇到困難亦可參考同學

的解答方法，從中學習。

利用運算遊戲 吸引學生邊玩邊學

兩位教師深明學生喜歡玩遊戲，於是利用網上

遊戲程式將刻板的運算練習，打造成趣味遊戲，在

課堂結束前讓學生一面玩網上遊戲，一面鞏固剛學

會的知識。遊戲設有不同難度等級，照顧不同能力

學生的需要，能力較高的學生可挑戰高難度題目，

能力稍遜的可由淺入深。學校曾在疫情期間透過電

子平台舉辦班際比賽，實時記錄各班成績，激起學

生的鬥志。區老師表示：「疫情下安排網上授課，

學生未必能專心上課。我們利用比賽計分制，吸引

學生上線玩遊戲，為自己的班別努力爭取分數之

餘，同時亦可學習。」

配合學校發展STEM教育的方針，兩位教師利

用專題研習方式，培養學生綜合運用不同學科的知

識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例如學生愛喝汽水，便以

汽水為題，讓他們研究汽水的成分標籤，學習容量

單位，再進行探究，自製健康汽水。學生在STEM

活動周中發表研究成果後，由嘉賓投票選出最受歡

迎的飲品。龐老師道：「學生起初構思題目時面對

不少困難，到分享成果時已能自信滿滿地向嘉賓匯

報講解，嘉賓對學生的作品亦甚為欣賞。當我每次

見到學生有自信、受人讚賞，我就會覺得之前所花

的時間及心血都是值得的！」

學習氣氛濃厚 學生熱愛數學

資訊科技教學法在學校推展逾五年，兩位教師

均樂見其成。龐老師指：「面對不同學生的學習差

異，教授數學有一定困難，而資訊科技則可幫助我

們解決部分學生學習數學的問題，成果更是有目共

睹。」兩位教師喜見學生上課更開心，喜歡數學之

餘，成績亦有改善。區老師指出學生的轉變：「最

明顯是小息時間，他們會主動玩數學遊戲，成績較

好的學生更會請教老師課程以外的題目，校園內充

滿學習數學的氣氛。」

面對非華語學生的語言及文化差異固然是挑

戰，但龐老師認為，這亦是一個契機讓他們思考如

何令教學更有成效，幫助學生理解數學概念、建立

數學語言。區老師亦認同：「如果不是因為這班學

生，我可能未必會想到運用各種方法來教數學，他

們成為了我們改善教學的動力，我們反而要感謝他

們！」由於仍然有很多學生面對各式各樣的困難，

使兩位教師能堅持至今，持續發展更多不同的教學

法，讓這些學生學得更有效，更有意義。

兩人計劃繼續推動混合式學習法，除了實體課

堂外，更要善用電子平台，使電子學習及實體教學

相輔相成，讓學生學習變得更有成效。區老師希望

其他學校關注非華語學生的學習困難，幫助他們移

除學習的各種障礙，學好數學。

▲透過網上視像會議軟件及
電子平台的混合使用

，提升網上教學的

互動性和成效。

▲學生透過討論解決數學問題

▲學生在網上搜尋有關「古代數字」的資料，並記錄在自主學
習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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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團隊一起推行網上班際數學比賽

▲讓學生「從做中學」，透過學具了解數學概念。

▲學生以圖畫協助解
決應用題

辦法總比困難多

我們的學生來自不同的國

家，有着不同語言及文化背

景。他們在學校未能以自己的

母語學習數學，經常會經歷「有

口難言」的處境，語言往往成為

了他們學習數學的障礙。在小學階段，數學不單是

一個核心科目，亦是將來學習其他學科的重要基礎

之一，影響到學生未來學習數理科目的興趣和表

現。因此我們在教學中作出了多種嘗試，藉以發掘

不同的教學模式，照顧學生的不同需要，從而令他

們更有效地掌握數學概念，學好數學。

「從做中學」

創造學習數學的生活體驗
學生的語言及文化背景各異，教師不能單靠講

述去說明數學的概念。因此，我們便探索「從做中

學」的教學理念，透過ELPS的教學模式，讓學生

親自體驗，建立數學語言，並且運用圖像思維、數

學符號等展示所學，教師亦能更清楚學生的解題過

程。

以應用題的教學為例，我們先安排與課題相關

的生活情境（例如付款、找續、分物……），讓學

生體驗和動手操作，引導他們以合適的日常用語及

數學語言去描述相關情景。學生經過這個歷程，不

但對課題有更具體的掌握，且能有共通的語言進行

討論。他們若能夠理解題意，並列出正確的算式，

對學習數學的興趣亦會大增。

善用資訊科技 優化學與教

除了課堂活動，課前的預習和課後的延展活動同

樣重要，能為學生提供學習材料，培養他們在家中自

學的習慣和鞏固他們已有的概念。當中資訊科技的運

用有如為師生之間築起一道橋樑，幫助教師有系統地

記錄及檢視學生的學習表現和進度。我們在教授各單

元前，會透過電子平台評估學生的已有知識，從而根

據評估數據，因應學生學習進度，調整課堂教學。在

課堂中，教師亦以此檢視學生的學習情況，即時介入

以照顧學習進度的差異。為了加強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我們根據學生的需要製作教學短片，在電子學習平台

上發放，學生可以隨着自己的學習步伐，隨時重溫或

預習相關的課題。

學生更可以利用電子平台，分享學習成果，並

進行自評與互評，藉以反思學習及建立朋輩互相學

習的文化。以小五分數除法為例，運算的過程複

雜，學生錄製自己的運算過程，然後上載於學習平

台上與同學分享，以及觀賞和評價其他同學的作

品。即使有些同學未能充分掌握運算的技巧，也可

以在互評時，參考同學的運算方法，一份家課可同

時兼備「促進學習的評估」及「作為學習的評估」

的效能。

有部分學生認為數學練習枯燥乏味，我們便借

助不同的應用程式及電子平台，將練習變成遊戲，

用遊戲取代練習，吸引他們多接觸數學。疫情期

間，我們更混合使用視像會議軟件及電子平台，進

行網上班際數學比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Compendium of the 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Compendium of the 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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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浮力的原理，自行製作量度重量的工具。

推展STEM教育 為學生創造應用
數學解決問題的契機

我們團隊建立了共同信念，要讓學生體會到數學

不再是書本中冷冰冰的知識，而是活生生的生活經驗。

我們分別以專題研習及單元延伸方式於數學課程中推

展STEM教育，讓學生透過應用不同學科的知識及技

能，解決生活上的問題。例如在教授重量的單元中，

我們便以「曹沖稱象」的故事引入，結合有關浮力的

知識，讓學生自行製作量度重量的工具。在教授長度

及時間這兩個單元時，我們亦讓學生學習有關古代計

時器的知識，並自行製作日晷。

培養自主學習 應對未來的挑戰

學生掌握數學概念固然重要，更重要是培養自

主學習能力，應對未來的挑戰。在初小，我們積極

運用「思討享（思考、討論、分享）」和「出聲思

維」的教學策略，讓學生習慣分享自己的思考過

程，亦學會聆聽別人的解說，以完善自己的想法。

高小的學生能以「自主學習冊」，摘錄所學重點，

或分享課本以外的數學知識。例如在立體圖形的課

題中，除了教師給予的例子外，學生亦會搜尋柏拉

圖立體的資料。又如在學習古代數字的課題時，學

生不只學習中國古時的記數法和羅馬數字，更會研

究古代埃及、巴比倫等國家的記數方法。我們期望

學生養成探究知識的興趣，成為終生學習者。

我們的自主學習冊已經由實體版逐漸演變成電

子版，學生能以多媒體模式，如文字、相片、影片

等製作自己的電子筆記，也可以把與課題相關的網

上資料以超連結的形式記錄下來。例如，在學習立

體圖形的課題時，學生以不同的角度拍攝，能更了

解一個立體圖形在一個平面顯示出來的樣貌，這正

是他們以往常會遇到的學習難點，然而通過資訊科

技的輔助和自學活動，他們掌握得比以往更好，亦

能從網上找到各種不同立體圖形的圖片、製作方法

與同學分享，使學習內容更豐富。

結語

學生在學習數學的過程中，總會遇到各式各樣

的學習難點，這正促使教師們想出更多元化的教學

策略。我們相信，只要為學生提供足夠的體驗，配

合資訊科技的協助，加上教師對教學的熱誠和創

意，即使遇上再多的困難，亦會有更有效的解決方

法！

▲學生以自主學習冊向同學進行匯報

▲自主學習冊——馬雅古代數字

▲學生以資訊科技協助記錄學習成果，透過互評促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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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教師任教的學校約有八成非華語學生，考慮

到學生的文化差異和數學能力的多樣性，從而參考「從

做中學」的理念，採用ELPS的教學模式，讓學生有

直觀的操作體驗（Experience），運用語言討論相關

的學習經歷（Language），再透過圖像（Picture）及

數學符號（Symbol）展示學習成果。小組把學習理論

結合有效的教學策略，配合資訊科技的運用，促進學

生學習。

小組教師在低年級運用「思討享（思考、討論、

分享）」和「出聲思維」的教學策略，在高年級則加

入「錯誤分析法」等學習策略，有序地發展學生的學

習技巧。小組教師又藉着「自主學習冊」，教導學生

摘錄所學的重點，引導他們作知識的整理，加深他們

對課題的認識。小組教師加強數學科與其他學習領域

的跨學科連繫，以數學單元延伸及專題研習方式推展

STEM教育，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學生通過小組協

作，綜合應用不同學科的知識及技能解決日常生活的

問題，培養他們明辨性思考及高階思維。小組教師積

極推動資訊科技教育，在課堂內利用電子學習平台促

進學生的交流、分享和協作，引入適切的自評和互評

活動，讓學生反思和討論，提升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

小組教師又引導學生於電子平台上作延伸學習，參與

數學活動及欣賞同學的作品。疫情停課期間，小組

將與數學課程內容相關的遊戲和活動，上傳至網

上平台，幫助學生停課不停學。「自主學習冊」

有助教師按學生的學習進程安排進展性評估，

優化數學教學，小組教師又運用資訊科技進行

數據分析，探討每個學生的學習情況，使教師能

更妥善照顧學生的不同需要。

觀課所見，小組教師從日常生活中尋找數學題材，

並按ELPS模式組織多元化的學習活動，激發學生的

學習興趣。學生參與度高且專注學習，展現「思討享」

的成效。兩位教師均有效地在數學課堂運用電子教學，

與不同教學方法結合，幫助學生深化數學概念；又靈

活結合及轉換電子學習平台和現實課堂，適當地安排

討論、分享等學習活動，促進師生和生生的交流。學

生喜歡上數學課，並通過實作活動令他們更容易理解

數學概念。電子教學對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已有成效，

學生遇到學習難點，能自發地利用電子平台尋找有用

的資料，解決問題。

兩位教師抱共同教學理念，尊重學生的文化和學

習差異，引入不同軟件或電子平台，帶領同儕改變教

學模式，以支援非華語學生的學習。小組教師積極發

展在小學數學科推展STEM教育的有效策略，與學校

團隊分享經驗，並撰寫文章在教育刊物中分享相關的

教育理念和實踐經驗，惠及更多學校的教師。小組教

師製作短片，指導初小家長及學生如何在家運用電子

器材獲取學習內容及電子課業，幫助家長在家協助子

女繼續學習，促進家校合作。

▲區建強老師分享以資訊科技優化數學教學的方法

學校網址：
www.hktawts.edu.hk

聯絡人：龐家樑老師

學校電話：2757 0854

學校傳真：2331 3420

電郵：
victorpong@hktawts.edu.hk

索取有關

教學實踐資料

的途徑

透過電子學習優化教學
「從做中學」促進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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