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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討數學文化素材融入課後社團數學教學後，國小三年級學生的學習概況。本研

究採個案研究法，以自行設計之數學文化教材及學習工作單進行教學，以參加數學課後

社團的三年級學生為對象，接受一學期七個單元之數學文化素材融入課後社團數學教學

的課程，再根據觀察、訪談等資料的蒐集進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數學文化素材的融入

教學讓個案學生提升數學學業成就、也能知曉數學知識與人類活動以及社會文化之關聯，

並覺得數學課變得生動、有趣。研究者也提出數學文化素材應適當選擇以及廣開數學課

後社團等建議。 

 

關鍵字：個案研究、數學文化、數學史 

 

壹、前言 

數學理論的發展，往往起因於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特定因素或需求而產生，意即在不

同文化之下，會因生活情境差異而關鍵性的發展出不同的數學知識。數學教材若缺乏文

化內涵，且與我們的生活環境毫不相干，可能會導致數學變得艱澀而難以接近(洪萬生，

1990)。邱守榕(1996)也指出教師若忽略數學知識發展過程中「人」的因素，將導致學生

對數學知識陷入「不知其所以然」的困境，數學史剛好可以幫助學生認識數學的文化背

景，拉近數學給人的距離感。數學教師應該設法在日常教學裡滲透文化觀點和歷史眼光，

讓學生暢泳其中，逐漸形成自己的數學觀(蕭文強，1992)。本研究運用數學文化素材融

入課後社團，讓學生體驗數學的淵源和演進脈絡，希望能提升學生的興趣，豐富學生的

數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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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動機，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瞭解數學文化素材融入課後社團教學後，個

案學生的反應。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所關切的問題如下： 

 

數學文化素材融入課後社團數學教學的教學活動實施後，對個案學生之影響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數學文化與數學史 

    數學文化可說是人類探索數學知識的各種外顯和內隱行為的模式，而數學知識就是

藉由數學家社群所創造的獨特符碼，它可能以符號、圖形或文字的形式來所傳遞（劉柏

宏，2012a）。數學文化不是數學與文化，而是一種由數學物件的形式建構而成的特殊文

化，是人類文化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是人類文化中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與其他各種成

分密切相關，並在相互影響中共同發展（童莉，2006）。數學以數學家和數學知識為中

心去發展，其邊界與民族、社會、歷史、文化相互作用、時時滲透，文化在歷史上發揮

了一定的重要作用（李國偉，2013）。 

 

數學的文化要義在於數學思考的魅力，從改變一個人思考的方式、方法、視角開始；

如果數學的學習能使學生感受到思維的樂趣，讓學生領悟到數學知識的豐富、數學方法

的精巧、數學思想的博大、數學思考的美妙，那麼，數學的文化價值必顯露無遺（王曉

鳳，2010）。劉柏宏（2012b，2012c）表示真正的數學素養不僅僅在於知識的深度，而

更在於知識應用的廣度，並指出培養學生的數學素養指的就是一種數學的眼光，一種從

數學瞭解世界的眼光，因此數學教育不能只強調數學知識的工具面，還必須關心其文化

面。蕭文強（1992）認為不同時代不同地區的數學課程綱要，內容和使用字眼或許不相

同，但簡單的說，其目標都是：思維訓練、實用知識、文化素養；數學的發展歷史有助

於老師們對學生的瞭解，而數學是文化整合的結果，如果忽略數學史將使學生對數學的

概念不夠完整。數學具有獨特的文化內涵，將數學文化浸入實際的數學教學，會使我們

的學生在學習數學的過程中真正受到數學文化的感染，產生共鳴，體會數學文化的價值

（王曉鳳，2010）。 

 

由上論述可以發現，數學教師透過教學讓數學回歸其文化價值層面的重要性。那麼

數學文化素材又可以達到那些數學教育上的功能呢？研究者根據學者、專家對於數學文

化融入數學教育的論點整理出六個可以達致的功能，將在下一節加以說明。 

 

二、數學文化素材融入數學教學的向度 

(一)察覺數學知識與數學家、人類社會活動的密切關聯 

蕭文強（1993）認為教師在教學中若掩蓋了數學作為文化活動的面目，學生不易瞭

解數學有它的生命和發展，也不明白它的過去和未來，學生看到是一堆現成的公式和定

理，見到的只是數學的僵硬、刻板和技巧堆砌出的邏輯過程。學生應透過瞭解數學史實，

以提高文化修養，更深地理解數學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同時也有助於學生人文精神的

培養，數學史既是科學也是文化，它可作為數學與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的聯繫（徐澤林， 

2007，2009）。從數學人文主義來表述的話，歷史上的數學家們為解決問題所經歷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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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探索的背景、與社會的互動、與其他人文學科的關連，其實，數學本身就是人類發展

過程中所伴隨產生的一種文化（劉柏宏，2011）。 

 

(二)進行數學知識的反思及整合 

馮芬芬（2008）認為數學文化是數學教學中激發學習興趣、激勵學習積極性、學習

科學方法極其生動的思想養料，可以激勵學生學習，並養成尊重科學發展的規律、求實、

說理、批判、質疑等理性思維的習慣和鍥而不捨地追求真理的科學精神，在數學教學中

滲透數學文化的兩大作用：1.薰陶學生以“數學的頭腦”看待問題；2.吸引學生自主性地

參與學習活動。洪萬生（1984）表示數學教育應該教授國民具備立身現代社會所需的數

學基礎素養；而所謂的「素養」，除了運用數學知識的能力外，還包括品鑑的能力，而

透過數學史可以啟發學生知道數學是如何的有用、數學是如何演化，以及如何擁有文化

內涵。 

 

(三)認識數學家運用智慧與努力不懈的精神 

李文林（2005）提到可藉由先人的榜樣陶冶、鼓舞學生的士氣。通常學生都會以為

數學家就像超人似的，理所當然地從一個定理推演到另一個定理；他們能夠克服任何困

難並且錘煉出數學定理，這種錯覺往往影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只要稍遇困難，立即裹足

不前；對於學生來說，數學史可以清楚地告訴他們數學不是一下子就變成這樣子的，相

反的，歷史顯示一個科目的發展乃是匯集各方面的成果點滴累積而成的，其中許多重要

的關鍵往往需要歷經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奮鬥才能解決，在那之前數學家所遭遇的困

阨、挫折以及漫長的煎熬，更不是身為初學者的學生們所能了解的，因為這些珍貴的過

程都在教科書的邏輯形式之精美包裝中被抹去了（洪萬生，1984）。 

 

(四)認識數學發展的脈絡 

洪萬生（1998）表示運用數學史鼓勵學生針對數學知識進行反省，讓學生們從鑑賞

中去逐漸體會數學是某個脈絡中的一種知識活動。通過數學史，我們至少可以向學生強

調數學是如何的演化、如何的有用以及如何地擁有「文化內涵」（洪萬生，1984）。蕭文

強（1976）表示在教學中應該多留心實際的例子讓學生體會到數學由生產實踐而來。美

國數學教師協會(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NCTM])（1989）也指出，

數學身為學校教育的一門主要學科，應該傳達這門科學所具備的價值，認為學生必須透

過體驗與數學相關的文化、歷史、與科學的演化過程，使得他們能夠欣賞數學在當代社

會發展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從數學的發展和對人類文化和生活的影響去評價數學，讓學

生感受、瞭解數學和歷史情境的互動和關係。 

 

(五)視數學為文化的寶藏而讚賞它 

在人類探索宇宙規律的過程中不難發現這些規律大多是用數學來進行表述的，數學

獨特的性質促進了人類智慧的發展、品德的完善、人格的健全， 同時促進了人類思維

的不斷創造；這種對人類智慧的記錄、傳遞與創造作用，使數學成為人類文化的重要組

成部份，在人類文化發展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李善良、單墫，2002）。馮芬芬（2008）

也認為數學是全人類共同的遺產，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數學思想、數學創造都是根深葉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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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數學之樹不可分割的一枝，應以更加寬闊的視野去認識古代文明的數學成就，同

時，透過不同數學思想方法的對比，可提高學生數學創造性思維能力，並學會欣賞豐富

多彩的數學文化。事實上，數學文化乃人類所創造具代表性的重要文化，可幫助學生理

解並欣賞，另外又可作為與其他文化間的辯證關係，特別在經驗科學、邏輯方法、美學、

一般哲學等領域（林孝信，2012）。 

 

(六)藉由文本而認識不同解題方法或思考方向 

數學史文本在課堂上的恰當使用，可以讓學生充分暴露在數學的人文趣味之前並可

透過深入探索文本中的「數學知識」之「在脈絡意義」，見證人類「認知」與歷史文化

之密不可分，為數學教育的價值打開一個嶄新的面向，而且經由歷史脈絡去認知數學，

瞭解數學概念發展，或是藉由文本讓學生比較不同解題方法和思考方向，可以解放對數

學的單一思考方式(洪萬生，2001；蘇意雯，2011)。藉由剖析文本中的歷史名題或歷史

上關鍵的數學問題的解決策略，並探究其數學教育上的應用與價值，這樣的方法已經受

到相當多學者的注意，透過古代數學文本正可以獲得數學知識、數學知識本質、數學史、

社會文化等重要面向的收獲（洪萬生，2000，2006）。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研究者利用課後照顧班的學生，成立「數學與人文」社團，採質性的個案研究為主，

研究工具為自編之「數學文化素材」、「教師觀察記錄」、「數學文化訪談大綱」，藉此來

瞭解學生在課後社團參加前後，數學學習的改變情形。「數學文化訪談大綱」，主要以六

個向度進行訪談，分別為：一、我能知曉數學知識與人類活動以及社會文化之關聯；二、

我能對於數學知識進行反思及整合；三、藉由認識數學家的智慧與努力，能增進自我面

對挫折、克服困難的能力；四、我能認識各民族不同的數學發展脈絡；五、我能將數學

視為文化的寶藏而讚賞它；六、我能藉由文本而認識不同解題的方法或思考方向。 

 

二、研究對象 

以台北市某國小三年的學生為對象，採自願的方式參加「數學與人文」社團，並從

中選定小花作為個案研究之對象，研究者本身為數學文化素材融入數學教學活動的設計

者與教學者兼觀察者。個案小花活潑好動、有些過動和注意力不集中的問題，三年級上

學期在班級裡的數學成就表現屬於中上。 

 

三、「數學與人文」社團課程設計 

    為了讓數學文化素材能適切融入數學教學中，必須將數學文化素材與課程的內容做

連結與事先融合，研究者依循蘇意雯（2007）所提的 HPM 實作模型做課程設計。總共

進行十週的教學，其中含七個單元的教學設計，分別為：記數符號、位值與計算、乘法、

重量、除法、面積、分數。由 102 年 2 月 23 日起，至 102 年 5 月 17 日止共一個學期的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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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資料來源，有上課錄影或錄音的文字記錄稿、教師的教學觀察日誌、個案學

生 S 的訪談記錄、個案學生家長 P 的訪談記錄等，在進行研究時，所觀察到的影音資料

以 M 表示、教室觀察的資料為 C、訪談資料為 T、學習工作單為 A，配合日期順序來分

類，例如 T1020308-S 就代表 102 年 3 月 8 日對學生的訪談。期望藉由這些不同來源的

資料交互比對，以檢驗分析資料提高信、效度。本研究資料分析的考驗方法是依時間序，

採持續比較法與三角檢驗法。將得到的資料與之前的資料作持續的對照、檢驗，也與研

究同儕相互討論對照及分析。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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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山高工）周宗奎（清水中學）莊嘉玲（林口高中）王鼎勳、吳建任（樹林中學）陳玉芬 
（明德高中）羅春暉 (二重國小)  賴素貞（瑞芳高工）楊淑玲（義學國中）林建宏 （丹鳳國中）
莊耀仁（溪崑國中）、 

宜蘭縣：陳敏皓（蘭陽女中）吳秉鴻（國華國中）林肯輝（羅東國中）林宜靜（羅東高中）  
桃園縣：許雪珍、葉吉海（陽明高中）王文珮（青溪國中） 陳威南（平鎮中學）  

洪宜亭、郭志輝（內壢高中） 鐘啟哲（武漢國中）徐梅芳（新坡國中） 程和欽 (大園國際高中)、
鍾秀瓏（東安國中）陳春廷（楊光國民中小學）王瑜君（桃園國中） 

新竹市：李俊坤（新竹高中）、洪正川、林典蔚（新竹高商） 
新竹縣：陳夢綺、陳瑩琪、陳淑婷（竹北高中） 
苗栗縣：廖淑芳 (照南國中) 
台中市：阮錫琦（西苑高中）、劉雅茵（台中二中）、林芳羽（大里高中）、洪秀敏（豐原高中）、李傑霖、

賴信志、陳姿研（台中女中）、莊佳維（成功國中）、李建勳（萬和國中） 
南投縣：洪誌陽（普台高中） 
嘉義市：謝三寶（嘉義高工）郭夢瑤（嘉義高中）  
台南市：林倉億（台南一中）黃哲男、洪士薰、廖婉雅（台南女中）劉天祥、邱靜如（台南二中）張靖宜

（後甲國中）李奕瑩（建興國中）、李建宗（北門高工）林旻志（歸仁國中） 
高雄市：廖惠儀（大仁國中）歐士福（前金國中）林義強（高雄女中） 
屏東縣：陳冠良（枋寮高中）楊瓊茹（屏東高中）黃俊才（中正國中） 
澎湖縣：何嘉祥 林玉芬（馬公高中） 
金門：楊玉星（金城中學）張復凱（金門高中）  馬祖：王連發（馬祖高中） 

附註：本通訊長期徵求各位老師的教學心得。懇請各位老師惠賜高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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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數字狂小姐》中的數字 
            洪萬生 

台灣師範大學數學系退休教授 

 

書名：數字狂小姐（Addition） 

作者：東妮喬丹（Toni Jordan） 
譯者：洪慧芳 

出版社：野人出版社，新北市  

出版年：2010 年 

出版資料：平裝本，277 頁 

 

一、前言  

本書是一本羅曼史小說，主角是一位患有強迫症（obsessive compulsory disorder，

簡稱 OCD）的三十幾歲小姐，只不過她的強迫言行都發生在數數上，因此，英文書名

Addition，而中譯名則取為「數字狂小姐」。 

 

 說實在地，2010 年我所以注意到本書，當然是被書名「數字狂」吸引。不過，當年

購買本書之後，一直都沒認真閱讀。直到 近訪問京都五日，才抽空仔細看完。現在，

我要說明為何我將它歸入「數學小說」這個文類。不過，有一位部落客的評論倒也十分

中肯，值得引述如下： 

 

關於因數與函數或算式之於我，永遠是難解的謎題之一。不過挺喜歡借由數字或算

式所構成的文字解讀，雖對數學一點幫助也沒有。故事裡人物對於數字都是莫名偏

執狂，企圖在面對世界的變動與不變中尋找一種安定的力量。

（http://chinbook.blogspot.tw/2012/08/blog-post.html） 

 

 一般來說，數學知識（活動）在數學小說的書寫中，一直都與提供主角在某些情境

中的安定力量有關。比較極端的例子，是台灣詩人曹開（1929-1997）的「數學詩」（我

們也將數學詩歸入為數學小說文類），他在就讀台中師範學校時，曾因白色恐怖（參加

左翼老師的讀書會）而身陷黑牢十年，但他靠著自修高等數學，而得以掌握安身立命之

道。在其他具有重大創傷案例的小說故事中，《博士熱愛的算式》的主角博士因車禍重

創腦部而只有八十分鐘記憶，則是運用數學知識，一方面樹立自我保護的屏障，另一方

面，則藉以感動數學門外漢， 後得以安享餘年。在《深夜小狗神秘習題》中，自閉症

男孩克里斯多弗藉助數學知識，克服面對陌生環境的恐懼。至於數字狂小姐則強調： 

 

不數東西的話，世界對我來說太大、太多變了，是永無止境的空無。我會不知所措，

覺得一切難以招架。 

 



HPM 通訊第十七卷第十二期第七版 

難得地，在《數字狂小姐》的英文推薦中，《科克斯評論》指出：《數字狂小姐》這一本

難得的佳作，「彷彿把《深夜小狗神秘習題》丟進都會女性小說的世界裡」。顯然，書評

者注意到自閉症與強迫症面對外在世界的認知與處理，在某些面向上是雷同的。 

二、數數人生 

 「什麼都數。」這是本書的第一句話。作者在本書中，還提及許多女主角葛蕾絲幼

年及中學階段的數學經驗，譬如， 

 

零，十，手指，腳趾，我們為數字命名的方式是一組一組來看的。有一天數學課上

我們學到四捨五入，把數字變成能被十除盡的最接近整數。我問道爾老師，把數字

變成可被七除盡的最接近整數，那叫什麼？她聽不懂我在說什麼。 

 

高中畢業時，我知道數字系統和阿拉伯數字的淵源，以及一二〇二年費波納契號召

大家支持十進位。 

 

關於羅馬數字，我最喜歡的兩點是：第一，它們不只符號重要，位置也很重要。I

加上 V 應該是六，但是把 I 放在 V 的前面則是四。XL 是四十，CM 是九百另外，

五也喜歡沒有零的設計，羅馬人沒發明零，零是印度人發明的。 

 

了解世界是由十驅動的，是個美麗的轉捩點，就好像有人給了我一把鑰匙。整理房

間時，我先收十樣東西，一小時十樣東西，一天做十件事情，梳頭十下，從一串葡

萄摘十顆當午前點心，睡前看十頁書，吃十顆碗豆，摺十雙襪子，淋浴十分鐘，全

都是十。如今我不僅知道我世界的尺寸，也知道其中每件事物的大小與形狀，一切

都是那麼地明確、清楚、各就各位。 

 

人稱「電腦之父」的數學家兼工程師巴貝奇…讀丁尼生的師〈罪的夢想〉時，感到

沮喪之至。他沮喪到寫一封信給丁尼生，那封信寫道：「每分鐘都有一人死亡，每

分鐘都有一人出生」，我幾乎不需要告訴你，這樣的算數會讓世界的人口的總數處

在永遠平衡的狀態，帶是這總數持續在增加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所以我冒昧建議你，

在詩集再版時，將上述錯誤的計算改成：「每個時刻都有一人死亡，一又十六分之

一人出生」，我想補充一下，確切數字是一、一六七。 

 

 另一方面，作者也提及十九世紀幾位傑出的科學家的傳奇，尤其是特斯拉與愛迪生

及西屋有關交流電動機的發明故事，讓女主角葛蕾絲有了仰慕與傾訴的對象： 

 

特拉斯很喜歡三，他也會像我一樣數步子，但是三這個數字最深得他心。他住旅館

時，只住房號可被三除盡的房間。 

 

對特斯拉來說，在紐約街上行走很困難，因為一個街區走超過一半，他就得繞行三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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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 1856–1943）也是一位數字狂，無怪乎成為美國大

眾文化中，「瘋狂科學家」的原型，而這或許也是作者在本書說他的故事的原因之一吧。

他出生於克羅埃西亞，讀完奧地利的格拉茨科技大學工程系之後，於 1884 年移民美國，

由於他的電機與機械工程天分，他「發現電力學、磁力學、交流電動機、機器人、雷達

與無線通訊」。不過，特斯拉也介入愛迪生（Edison）v s. 西屋（Westinghouse）的直流

電配輸系統 vs. 交流電配輸系統的所謂「電流戰爭」。在本書中，相對於愛迪生的吝嗇，

作者特別強調西屋對特斯拉的慷慨： 

 

「西屋先生，」特拉斯說，「你一直是我的朋友，別人對我沒信心時，只有你相信

我。別人缺乏勇氣時，你勇敢向前。當你的工程師缺乏遠見，無法看清你我看到的

遠景時，你支持我，一直像朋友一樣幫我。你會救起你的公司的，這樣你就可以開

發我的發明了。這是你的合約和我的合約，我會把這兩份合約都撕碎，你不需要再

為我的權利金煩惱了，這樣夠嗎？」 

三、結語 

當葛蕾絲的男朋友謝謬斯問她不斷地計數「合邏輯」或有意義嗎？葛蕾絲回答說： 

 

那當然，有計數才能界定我們。謝謬斯…我們生命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終究難免一死，每個人都一樣，所以每一分鐘才會那麼重要。沒有計數，我們

就不會注意生活，不重視、不珍惜。我們獲得東西時感到歡樂，失去東西時感到悲

傷，這就是我們和動物不同的地方。計數、加總、衡量、計時，是我們之所以為人

的原因。 

 

 這本小說 後有一個圓滿的結局（男女主角的感情關係十分穩定），不過，沒有那

麼落入俗套，因為作者在 後兩段，告訴我們平凡的日子，也可以過得很有意思： 

 

你知道嗎？大部分的人都錯過了一生，人生不是站在山頭上，不是等在聖壇前，或

是等待孩子出事的那一刻，或是在深海游泳時，一隻海豚游到你身邊。這些都只是

片段，是散佈在一生中的十或十二粒沙子，這些都不是人生。人生是刷牙，或做三

明治，或看新聞，或等公車，或走路。每天，發生數千件小事情，如果你沒注意，

如果你不小心，如果你不掌握它們，讓它們變得有意義，你就錯過了。 

 

你就可能錯過了整個人生。 

 

 後，有關本書作者東妮‧喬丹，值得引述她的自我介紹。她擁有澳洲昆士蘭大學

的生理學學位，後來，又進一步學習行銷與專業寫作，而在 2008 年首度發表這一部叫

好又叫座的長篇小說。由於她大學時代的情史（她自承每天追著男生跑），以及畢業後

的職涯經驗都非常豐富，因此，本書書寫十分流暢，調性收放自如，真是一部令人驚豔

的（數學）小說創作。不過，對於有意將本書推薦給中學生的老師，請務必稍加斟酌，

因為本書有一些性愛的限制級書寫，或許不適合未滿十八歲的青少年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