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課程綱要的一個主軸是素養，
號稱素養導向課程綱要。素養陳義高，

自是一面上好的改革大旗，但因其理想

高，眾人企圖解讀素養之際，一不小心

素養就變成一個口號。

在我到處與人討論數學素養時，幾

乎所有人都把數學素養解釋成，應用數

學解決生活 /職涯問題。於是乎，素養
教材就要和應用掛勾。

國家教育研究院率先組隊發展出

精緻的素養教材，例如國小作品「比與

比值」，是從做果凍時水與粉的比例開

始。國中作品「指數律」，是由國王賞

賜一位智者的故事開始，智者要求國王

第一天賞賜 2 粒米，第二天賞賜 4 粒
米，以後每天是前一天的 2 倍，一直到
第 64 天為止。這一序列的作品極其精
采，但花費的時間精力也很可觀。

還有一件讓我十分擔心的事情是，

在檢定這一塊，大家都把素養檢測等化

為 PISA 考題，努力的方向是，如何避
免不自然、人為的應用問題，致力於研

發「PISA 水準」的考題。要設計出這
樣的考題相當困難，PISA 好幾年才考
一次，自然可以慢工出細活，但是我們

的學校考試、會考等，經常舉行，比較

容易被設計出來的只是現在大家常看到

的「應用題」。不過如果一份考卷所有

題目都是這種題目，可以想像得到的

是，那可能是一個大災難。

因此，我打算重新解讀數學素養。

主要是要指出，數學學科知識也是數學

素養的一部份，是最基本的素養，沒有

基礎的素養就談不上應用的素養。不過

學科知識裡面也有根本的部份、以及延

伸出來的知識，甚或是繞道而不直接的

知識，必須要有區分。

何謂數學素養

關於         ，素養
聽聽教授怎麼說！
「數學學科知識也是數學素養」
臺灣大學數學系教授  張鎮華
文章截自：教育部高中數學學科中心電子報，第 123 期

http://bit.ly/2OzQS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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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之前所寫的數學素養系列文章

中，從計算機融入教學出發，已經透露

出，並不是所有數學知識都是素養。當

時以根式學習為例，希望說明根式應該

更注重概念的理解，減少繁複、重複計

算的訓練。這一點，在 102 年 12 月由
林福來、單維彰、李源順、鄭章華四人

執行的「數學領域綱要之前導研究」的

報告中已經指出，「數的四則運算應該

重視概念性理解，而非只是計算。」他

們建議：

「所有四則運算的概念性理解都在

單步驟問題中進行。對於學習成效

較差的學生，教師應該盡量利用較

小位數運算，讓他們有機會概念性

理解。較大位數的運算，可以使用

計算機來計算，並在運用計算機時

能進行合理性的判斷。」

他們的這個建議，其實是有感於國

內中小學數學教學過度強調複雜計算，

以至於缺少時間強調數學概念的建立。

我要以個人觀察到的，國內的一些數學

考題以及講義，來呼應他們的觀點。並

且呼籲中小學數學老師，大家一起來思

考這個問題。

並不是所有數學知識都是素養102 年曾志朗院士主持「國民素
養」研究計畫，其中數學部份的研究團

隊是李國偉、黃文璋、楊德清、劉柏宏

等人，他們對數學素養的定義是：

「個人的數學能力與態度，使其在 

學習、生活與職業生涯的情境脈絡中

面臨問題時，能辨識問題與數學的

關聯，從而根據數學知識、運用數學

技能、並藉由適當工具與資訊，去描

述、模擬、解釋與預測各種現象，發

揮數學思維方式的特長，做出理性反

思與判斷，並在解決問題的歷程中，

能有效與他人溝通觀點。」

根據這個解釋，數學素養包含下面

四項，分別對應到上面畫線四點。

(1) 數學學科知識的素養。

(2)  應用到學習、生活與職業生涯的 

 素養。

(3) 正確使用工具的素養。

(4) 有效與他人溝通的素養。

我的主要論述是，素養不只是第二

點所談的應用素養，在那之前，要先有

數學知識的素養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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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為研究中小學數學考題時有感

而發，於 105 年 12 月 26 日在聯合報發
表一篇論述「錯了！我國以考試立國」

用意在建議學生：

「花時間在考古題和模擬考，在臺

灣實在是投資報酬率極低的辦法。

最有用的還是一步一腳印，紮實的

把課本的內容融會貫通，行有餘力

多看優良讀物，做一些有益身心的

活動，長遠才是最有用的作法。」

有關考試我認為，考題反映我們對

學生的要求，及教導學生的方向。

下面是某國中一年級的試題及 
103∼ 105 年的會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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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國中一年級試題

103∼ 105 年會考題

【103 年】
1. 算式 (  6　＋  10　×  15　 )×  3　

 
之值為何？

【104 年】
1. 算式 (－1 12

 
)×(－3 1

4

 
)×2

3 之值為何？

【105 年】
2. 算式 [－5－(－11 )]÷( 32×4)之值為何？

英國會考題

14n＝98

1. Look at the equation.

    (a) Work out the value of 140n.
    (b) Work out the value of 14(n＋1).

關於全國性考試 會考的題目比起前述的學校考試已

經比較容易，當作全國性的考試，有其

指標作用，理當如此。可是當作一份考

卷的第 1 題，我們還是覺得太難，雖然
根據心測中心的解釋，這種題目全國考

生的答對率很高，但是我們還是一再建

議，應當考得更概念性、而非計算性。

試題由 103 年的根式運算，降為 104 年
的分數運算，再降到 105 年的幾乎只有
整數的運算，可以看出心測中心對我們

回應之深。

用下方英國會考的題目再做個比較：

可以看的出來是在考最基本的觀

念，沒有複雜的數據，沒有多重轉彎的

觀念，只是在問你了不了解一個變數前

面有常數的意思，只是要看看你會不

會分配律。他們不會在考你分配律的

時候，出一些複雜的數據，順便考考 
你會不會負數、分數、甚至根號的複雜

運算。

有了這個比較，我們回到前述國

中會考的題目。再來說明，為什麼會覺

得臺灣的會考太難。會有人說，臺灣會

考的這些題目符合數學課程綱要裡面的

條目「負數與數的混合運算 (含分數、 
小數 )」，而且考下來的結果，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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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對率也很高。這樣的解釋似是而非。

首先，題目的難易不是用答對率來

判斷的。必須要看整個學習的歷程中，

涉及的概念的多寡和複雜度。

如果大家回憶學習「數」的過程，

先是有正整數、再來加減、再來乘除，

據說下一關學習分數是許多學生害怕數

學的開始，再來是負號、整數的運算、

含負號分數的運算，這一道道都是關

卡，關關都能卡人，到了混合運算，應

該是集其大成，課程綱要當然是不能沒

有這一條，但並不是說所有人都必然到

得了這一條，所以它是難的。

考試的一開始就來這樣的題目，

是在宣布，你如果沒有精通所有關卡，

你就是數學不及格。可是，分析起來，

有人不會這一題，可能是不會分數，

也有人是不會負數，或許有人不會的

是加減乘除混合運算。所以這樣的題目

是診斷不出來學生的困難在哪裡。如果

我們的目標，是要檢定學生會不會負

號的觀念，是不是就考「－5－(－11) 

等於多少？」以及「(－5)×(－11)等於多

少？」，或者是「(－ 2
3

)×(－ 4
5

)等於多

少？」這樣的題目就好。

很多人會說這樣豈不是在放水，

這麼簡單的題目何必考，一定所有人都

會。如果真的所有國中生都會，那就要

恭喜臺灣的所有數學老師，能把所有學

生都教得懂負數的觀念。要知道，負號

在歷史上是要花很長的時間才匯聚出來

的觀念。

我還是要強調，會考不是要區分學

生，當作升學分發的指標，會考是要檢

定學生是不是學懂應該會的數學觀念。

1.  張鎮華，適用計算機的教學單元 ( 數 

 學素養系列之 1 )《教育部高中數學學 

 科中心電子報》，第 120 期

2.   張鎮華，  2　到底有多精確 ( 數學素養 

 系列之 2 )《教育部高中數學學科中心 

 電子報》，第 12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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