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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需求兒童數學學習困難之特
質、教學策略與創意遊戲數學之應用
國立台中師院 特殊教育學系 侯禎塘

壹、前言
特殊教育需求兒童（child with special education need）亦稱特殊需求兒童
（child with special need）或特殊兒童， 指在心理特質、感官能力、溝通能力、
社會行為、神經動作或生理特徵等某一或某些方面，顯著異於一般或常態的兒
童，使得學校教育與行政，必須加以變通或調整，提供特殊教育與相關服務，
始能充分發展其潛能者（Kirk,,Gallagher, Anastasion,1997)。特殊教育需求兒
童，依我國特殊教育法（1997）第三條與第四條的分類，包括身心障礙類和資
賦優異類的學生，其中身心障礙類有智能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語言障
礙、肢體障礙、身體病弱、嚴重情緒障礙、學習障礙、多重障礙、自閉症、發
展性遲緩及其他顯著障礙等；資賦優異類則包括一般智能優異、學術性向優
異、藝術才能優異、創造能力優異、領導能力優異和其他特殊才能優異等，並
含資優殘障、文化不利和少數族群的資賦優異學生等。
因應當前回歸主流及融合教育趨勢的教育思潮，有愈來愈多的特殊教育需
求兒童就讀於國小普通班，或接受部分時間的資源班之個別化適性教育與輔
導，以減少隔離式教育安置所衍生的非正常化學習問題。因此，讓具有特殊教
育需求的兒童在普通教育環境下接受教育，並提供其必要的特殊教育與相關服
務，已成為當前特殊教育的主要潮流。但在實務中發現就讀於普通教育環境的
特殊教育需求兒童，因其認知、溝通、感官、情緒行為或身體等方面的差異或
限制，常造成這些兒童在普通教育環境的學習適應上出現問題，任課教師若未
能體察這些問題，且未能依學生個別能力給予適性學習內容，並採用生動活潑
與生活化的教學，則不僅這些兒童的學業成就表現低落，更嚴重地喪失了學習
的興趣與自信心，其中又以數學學習之情形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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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們(Badian,1999；Fuchs & Fuchs,2001)的研究即指出有 6-7%的普通學
生，會出現特殊的數學困難，而有特教育需求的身心障礙學生中，遭遇到學習
數學困難的情形更多，約有 26%的學障學生須接受數學困難的協助，更有 50%
學習障礙學生的 IEP 目標中，列有數學的項目。研究亦顯示，此一學習數學困
難的情形，若無有效介入，則其數學困難將會持續存在，導致畏懼數學或學習
數學的興趣低落。一般而言，在普通班級裡的數學課程和教學著重統一課程、
齊一進度，較缺乏生活化、活潑化及對兒童個別差異的重視，無法滿足兒童的
需求。因此，約有過半數的數學學障兒童，在國小四年級被鑑定出後，三年後
仍然未見有效改善(Lerner,2003；Shalev, 1998)。為了因應特殊教育需求兒童在
身心特質與一般兒童的顯著差異，在教學方式、教學內容或教材、及輔具的提
供上，必須加以調整、變通或採行替代方案，才能順利進行教學，也才能培養
其學習興趣與信心，並發展其學習潛能。因此，探討殊殊教育需求兒童的數學
學習困難原因，進行有效率的生活化及生動活潑化的創意遊戲教學，以提昇特
殊兒童的數學學習興趣、自信心及學業表現，乃是值得關注之一項課題，本文
針對這些議題，探討如后。

貳、㈵殊教育需求兒童數㈻㈻習困難之㈵質及教㈻
策略
㆒、㈵殊教育需求兒童數㈻㈻習困難之㈵質
具有數學學習困難的特教需求學生，在學習數學時可能面臨到如下列的難
題：
（1）將數字看錯及寫顛倒。
（2）無法記住數字的基本概念。
（3）計算須複
雜解題步驟的題目有困難。
（4）試題包含很多子題時，會將子題混淆。
（5）抄
寫有困難。
（6）寫字潦草、花太多時間寫數字。
（7）有建構數學試題上的困難。
（8）剛學會的技巧及概念，很容易又忘了。（9）無法運用數學名詞或無法闡
釋已理解的數學名詞。
（10）使用問題解決策略時，有選擇及監控上的困難（呂
美娟，施青豐、李玉錦，2002）。這些困難常導致特殊需求學生的數學學習成
就低落，而且又由於跟他人相互比較的結果，或經常得到教師、家長及同學負
向的回饋，往往產生自卑、退縮(或攻擊)、固著等心理特質，並在學習與適應
上顯現若干的問題，如下述：
1. 自我概念及自尊心較低，有自暴自棄的傾向。
2. 容易規避責任，將個人的成敗歸因於外在因素，自我要求不高。
3. 控制時間的能力不足，不能有條理的安排事情之先後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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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學業的興趣低落。
5. 侷限於某些感興趣的領域與活動，有固著偏狹的傾向。
6. 常無法完成學校規定的功課或作業。
7. 注意力分散，不能專心聽講，缺乏持續力。
8. 學習方法及態度不良，學習效能差。
9. 常設定太高或太低的期望水準。
10.缺乏主動自律的行為，無恆心。
11.欠缺溝通及表達的能力，人際關係不良。
12.出現退縮或攻擊的行為。
因此，人文教育心理學者認為僅教導學生求「知」並不能使個體成為主動
的學習者。個體要能夠自動自發、樂意學習，最重要的是要本身有追求自我實
現的動機，能夠自我要求，自我督導。因此，教師在教學上除要對數學困難的
部份，進行補救教學，或謀求克服之道外，亦應重視加強學習動機及學習興趣
的引導，始能促進真正的學習(郭為藩，1992；郭靜姿，1994)。

㆓、㈵殊教育需求兒童數㈻㈻習困難之原因
Reismen(1982)提出造成數學學習困難，而表現低成就的可能原因有：
（1）
數學基礎能力不佳。
（2）閱讀能力欠缺。
（3）情緒問題。
（4）環境因素不良。
（5）缺乏適切教學。（6）有學習障礙存在。而在學習障礙的學生發生數學學
習困難的原因，則可能有下列項目(洪儷瑜，1995；Lerner,2003)：（1）符號閱
讀困難。
（2）空間、序列、順序概念困難。
（3）語文閱讀困難。
（4）記憶能力
有問題。
（5）缺乏數學學習策略。
（6）訊息處理困難。
（7）視知覺或視動作協
調有問題。
（8）數學焦慮等。其他學者 (陳東陛，1994；Cawley,1984；Lambie
& Hutchens,1986；Reyes,1984)，亦提出學生產生數學學習困難的因素，包括：
（1）數學的教與學不適當，學習方法不良，學生不瞭解數學用語。（2）心理
機能，如記憶、空間關係、溝通、注意、辨別等能力的困難或障礙。
（3）生理
機能，如視、聽、知動等的障礙。（4）環境方面，如設備、資源的不足。（5）
學生對數學的學習，存有恐懼與過度焦慮。
（6）學習興趣與動機不足。其中經
常性的對數學無興趣及消極的動機，更加促使學習成效的低落，導致排斥學習
數學或畏懼學習數學，而成為許多人在求學過程中揮之不去的惡夢。因此，學
生對數學無興趣的原因，頗值得探討，學者 (孟瑛如，1999；Oberlin,1982)綜
合歸納學生不喜歡學數學，對數學無興趣的原因，包括下列各點：
1. 忽略個別差異，經年累月給予所有學生一樣的課堂要求及作業。

50 ㈵殊教育叢書

2. 只強調數學方法，未強調教學方法的教學方式，數學課堂上大多是一題解
過一題，一頁做過一頁。
3. 數學作業多為紙筆式，未能採用多元化的作業方式。
4. 堅持學生須採用某種方法解題而忽略了其實數學可有多種解法或做法。
5. 在學生犯錯時給予額外的數學作業以示懲罰。
6. 採用訓練方示來教數學，學生往往面對同一類型題目時，須做非常多機械
式的練習。
7. 在缺乏適時回饋的情形下，要求學生將所有做錯的題目，訂正到直到正確
為止。
其實數學是非常生活化，也是非常有用的知識，在日常生活中，數學幾乎
是無所不在。只要能能針對原因，採行適合的教學策略，將能提昇殊殊教育需
求兒童的數學學習興趣與學習成效。

㆔、提昇殊殊教育需求兒童數㈻㈻習興趣的教㈻策略
特殊教育需求兒童的數學學習歷程中，興趣和動機的引發與保持是十分重
要的工作，面對毫無學習興趣的學生，很難產生學習效果。而如何引發與保持
數學學習興趣與動機，可參考下列的一些做法(孟瑛如，1999)：
1. 運用遊戲化或生活化的情境使學生能有運用自己能力解決問題的機會。
2. 讓學生有成功的學習經驗，學生才能持續學習動機。
3. 讓學生瞭解數學的生活價值，使能在生活中發揮功能。採用生活化數學，
通常較能引起學生興趣。
4. 適時的回饋，例如在教學過程的適時提示，學生寫數學日記，作業批改與
評量等，皆能持續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動機。
郭靜姿（1994）和 Brophy（1987）亦強調應提昇數學低成就學生的學習
動機和興趣，可由前提條件、讓學習者對成功抱持期望、提供外在性誘因和激
發內在性動機等四各層面著手，分別陳述如下：
1. 前提條件
（1）提供支持性的學習環境。
（2）提供難度適中而有挑戰性的教材。
（3）提供有意義的學習目標。
（4）適度運用提高動機的策略。
2. 讓學習者對成功抱持期望
（1）給予成功的機會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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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協助學生設定目標、自我肯定與增強。
（3）引導學生將成功視為努力的結果。
（4）提供良好的師生及同儕互動關係。
3. 提供外在性誘因
（1）表現良好時給予酬賞。
（2）建構適度的競爭氣氛。
（3）讓學生注意學業的價值。
4. 激發內在性動機
（1）教學時配合學生的興趣。
（2）提供具有新奇性的教材。
（3）給予學生自由選擇及作決定的機會。
（4）提供學生主動反應的機會。
（5）允許自由創作。
（6）提供幻想及模擬的機會及情境。
（7）學習活動遊戲化。
（8）提供高層次及擴散性思考問題。
（9）提供同學間互動的機會。
（10）教學時經常誘引學習的動機。
（11）教師以身作則，表現強烈的學習動機。
（12）教師讓學生了解其對學生的期望。
（13）儘可能減少學生學習的焦慮感。
（14）運用有效的教學策略，提高教學效率。
（15）教師教學認真、熱心。
在這些策略中，可規劃透過遊戲化、生活化、鼓勵及誘發自由、主動、新
奇、創意或創造性的策略，來教導有數學學習困難的特殊教育需求學生，提昇
其學習動機、興趣和學習成效。

㆕、增進㈵殊教育需求兒童數㈻㈻習成效的教㈻策略
（㆒） 殊殊教育需求兒童數㈻教㈻的㆒般性策略
學者們(孟瑛如，1999；劉秋木，1998；Polloway & Patton,1997)指出欲提
昇學生數學學習的效果，在教導數學的過程中，應注意下列的一般性原則：
（1）生活化的教學活動
以生活問題為材料才能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由生活問題的解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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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數學的概念，熟悉之後便能自然地將數學概念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學習與生活互有關聯的情況下，學生較易產生濃厚的興趣與效果。
（2）具體→半具體→抽象概念的教學流程
抽象概念的學習應由觀察與操作具體事物開始，教學順序應為具體
→半具體→抽象的學習經驗，呈現的教材應與學生的先前知識相配合。
（3）重視解決問題之心智歷程學習
學生學習數學是希望能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主動運用各種心理歷
程，數學應是在啟發學生的心智，進而使其具備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此外， Lerner（2003） 指出數學教學的一般性原則為：
（1）由具體到抽
象的教學程序。
（2）建構式學習的教學。
（3）直接教學。
（4）學習策略的教學。
（5）問題解決教學。而對具有數學學習困難的學生，教學上應多予考量下述
原則(Lerner,2003)：（1）辨識及教導學生數學課程的先備能力。（2）安排由具
體到抽象的學習歷程。
（3）提供活潑多元與有趣的練習和複習機會。
（4）教導
學生把數學的學習，加以類化及應用到新情境。
（5）教導數學的語彙。
（6）利
用電腦輔助教學。這些一般性原則，在進行特殊兒童教學時，均應加以重視。
（㆓）㈵殊教育需求兒童數㈻㈻習困難的補救教㈻策略
補救教學常用的技術有應用行為分析法、工作分析法與直接教學法。而個
別化補救教學的主要教學過程包含：診斷、計畫、教學、評量和修正等步驟。
在實施學習困難兒童之補救教學時，宜參考下列的教學原則(楊坤堂，1999)：
（1）維持溫暖、支持與安全的情緒氣氛，師生因相互尊重而有積極的師生關
係。
（2）減少不必要的外界干擾，生活常規單純化。
（3）營造具體的學習環境，安排有助於學習的教室環境與結構。
（4）細分教材及步驟，以適合學生的概念和閱讀程度，並且把學習活動與其
生活經驗相結合。
（5）善用教學媒體。
（6）改善教法，使學生積極地參與學習活動。
（7）簡化作業，一次只給一項作業。
（8）訓練兒童的注意力持久度。
（9）教學內容應配合學生能力與成就水平；對學生的優缺點要具有高度警覺
性和敏銳觀察力；不要逼迫學生參加其能力所不及的學習活動。
（10）隨時檢驗學生的學習過程與結果，適時回饋。
（11）採用多元評量方式，定期和不定期地評量學生的學習進展情形，並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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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教學措施。
（12）使學生有機會觀察和模仿老師和同儕的適當學業與社交技巧，協助學生
學習與別人共同生活的能力。
（13）學生有機會練習、複習和應用其所學的知識與技能。
（14）訓練學生獨立學習或作業的能力。
（15）鼓勵學生創造性的思考。
孟瑛如(1999)亦歸納數學補救教學，常用的方法如下：
（1）合作學習法
強調學生於學習過程中須同心協力合作以完成特定的學習目標，合
作學習步驟，如下：
a.思考：每位學生被要求看或聽一個數學題目，然後開始思索有何方法
可解決這個問題。
b.配對分組：在學生能想出解決方法後，教師將他們分組，同時在小組
開放安全的氣氛下分享彼此的解決方法，如此可讓學生學會用數學語
言來溝通彼此的解決方法，同時也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數學問題解決
法。
c.分享：整體學生再度被集合起來，教師鼓勵學生分享方才在小組討論
中所學習到的方法，如此可讓學生再一次訓練數學溝通技巧，同時明
白一個數學問題，常有一種以上的解決方法。
（2）直接教學法
此方法應用在教導特殊學生數學學習的步驟有：
a.界定教學之可評量或可觀察之具體目標。
b.教導學生關於此具體目標可能用到的一些問題解決策略。
c.決定教導該具體目標所需之先備技巧，並將其順序排列。
d.規劃教學形式，包括教師在課堂上要做或說什麼，學生預期反應，可
能的教學替代方案，評量過程及作業單。
e.聯接學生起點能力，並開始教學。
f.練習、評量與回饋。
（3）認知結構激發法
認為應不斷給予學生比他們起點能力程度略高的數學教材，形成挑
戰性以激發學生的認知潛能，教師於教學過程中須遵循三點原則：a.教
師於課本外，宜多配合學生能力，給予適性化的教材或教具。b.善用合
作學習，使學生能互相激發學習潛能。c.教導學生數學即生活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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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一堆的解題程序與原則。
（4）問題解決法
教導學生各種數學問題的解決方法與表達技巧。例如：a.教導數學
常用詞彙：教師將數學常用詞彙作一統整性整理，據以教導學生，如+、
加、總共、總和、給、一起、和等代表的為相似意義，請把問題中的關
鍵數字找出做加法。b.在解應用題有困擾時，可遵循下列步驟去試著解
題：(a)仔細再讀一次題目；(b)劃出答案所要求的關鍵字；(c)尋找題目中
的其他關鍵字並去除不必要的資訊；(d)標示出任何關鍵數字；(e)採用圖
解方法來輔助思考；(f)決定解題或計算步驟；(g)執行解題或計算步驟；
(h)檢查答案的正確性；(i)以題目要求的方式寫下答案。
（5）多媒體教學
利用電腦多媒體的輔助教學，它具有反覆式練習、個別化學習和遊
戲式教學的特性。
補救教學是特殊教育教師最常使用的教學策略，屬於個別化教學，
是一種「評量-教學-再評量」的循環過程，以滿足個別兒童的教育需求。
參酌上述的理念與策略，本文進一步探討透過活動化、遊戲化和創意化
的創意遊戲數學教學策略與活動，期使具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學生在活動
化、遊戲化和創意化的數學學習情境中，增進學習的動機與興趣，並達
致數學補救教學與學習成效提昇之目標。

參、創意遊戲數㈻教㈻及應用
㆒、創意與遊戲化數㈻教㈻的㈵性
創意遊戲數學（creative play math ）教學模式，採取做中學的活動化學習
理念，並融入遊戲化與創造思考的方法於數學教學活動中。在創意遊戲數學的
教學情境中，兒童的內在動機自然地被引發，而樂於主動參與活動，活動過程
中兒童充滿愉快感，自然而然的樂於主動參活動與而非被動的參加。因此，創
意遊戲數學教學，在使兒童經驗快樂的數學學習活動，也使兒童更有信心處理
生活經驗中，有關數學學習情境的問題。綜合言之，創意遊戲數學教學模式，
兼具有遊戲化、創意性與數學學習的教學特性：
就遊戲化教學的特性而言，遊戲具有：
（1）怡悅和享樂性；
（2）無外來的
目的，本質上是非生產性；
（3）自發、自願和自由選擇性；
（4）參與者積極投
入活動中；（5）遊戲會關聯到非遊戲的日常事物上（Liebmann, 1991）。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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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一種傾向，遊戲的本身也是兒童日常生活活動中的重要部
分。在遊戲之中，兒童的內在動機自然地被引發，而樂於主動參與活動。因此，
許多心理學家認為在遊戲活動的過程中，兒童的心情大多充滿著歡樂，自然而
然的樂於主動參活動與而非被動的參加，較無負面經驗，較不會緊張，也無心
理壓力的負擔，兒童在遊戲中更可盡情的透過表現與幻想探索內心與駕馭外在
世界，而產生「我能感」（mastery feeling），此可提昇兒童挑戰真實世界的勇
氣，對兒童的成長頗有助益（Cohen,1987; Kottman,2001; Landreth,1982；
Smilansky,1968；胡致芬，2000；梁培勇，1995；陳鳴，1995）。
心理學家皮亞傑（ Piaget,1962）由認知的觀點，亦提出當兒童經由調適
作用產生一個新的「基模」
（schema）之後，就必須經常使用此「基模」
，才得
能有效的運用出來，而遊戲乃是練習使用該「基模」的良好機會。此外，皮亞
傑亦從認知發展的角度，將遊戲分為練習性遊戲、表徵性遊戲及規則性遊戲，
並強調遊戲在認知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層級性（胡致芬，2000；梁培勇，
1995）。由心理學家的觀點，可知遊戲不僅是自由和快樂的活動，也與兒童的
語言、認知技能和練習扮演社會角色的學習息息相關，經由遊戲活動的過程，
兒 童 更 有 信 心 處 理 其 真 實 生 活 情 境 中 的 問 題 （ Anderson, 1992;Liebmann,
1991,1994）。
在遊戲教學的實務上，李咏吟（1985）歸納遊戲教學法的優點為：
（1）具
趣味化學習及從做中學習的特色；
（2）是一種統整的學習活動；
（3）可以使教
師了解各個學生的特性；
（4）學生能直接參與；
（5）使學生有發洩情緒的機會；
（6）變化比較多，刺激亦較大；（7）培養語言、認知等能力。因遊戲教學常
能引起學生的強烈學習動機，故亦可讓教師當作為正增強物的一種教學活動
（呂美娟，施青豐，李玉錦，2002），心理學上稱之為普墨克原理（Premack
principle）。但遊戲亦可能發生下列缺點：（1）與現實情境無法一致；（2）場
地秩序不易控制及維持；
（3）受場地及材料的限制；
（4）價值標準不確定；
（5）
不易控制學生情緒；
（6）耗時間；
（7）對某些學生有時難免侵犯；
（8）有時不
易深入而與教材不能銜接；
（9）常因遊戲而忘了學習的目的。衡酌遊戲的特質
及遊戲教學法具有的優點與可能產生的缺點，教師在設計特殊教育需求兒童的
遊戲教學時，必須清楚了解特殊教育需求兒童的個別化教育目標，使遊戲教學
活動與其學習目標相結合，以提昇遊戲教學的效果，避免因遊戲而忘記學習之
目的。這些理念將可作為設計兒童數學遊戲教學活動的基本原則。
另就創意性教學的特性而言，學者（陳龍安，1991；Feldhusen & Bahlke，
1980 ）指出創造思考教學具有下述的特性： 1.支持並鼓勵學生不平凡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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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回答；2.接納學生的錯誤及失敗；3.適應學生的個別差異；4.允許學生有時
間思考；5.促進師生間和同學間的相互尊重和接納氣氛；6.察覺創造的多層面；
7.鼓勵正課以外的學習活動；8.傾聽及與學生打成一片；9.讓學生有機會成為
決定的一分子；10.鼓勵每個學生都參與。此外，教師宜安排助長創意的情境，
如提供：1.充實而富變化的環境；2.適性的教材教法；3.明確的教育目標；4.
允許不同意見的交換；5.友善而無威脅的環境和資訊；6.減少不安氣氛；7.統
整分歧的意見；8.允許個別差異；9.滿足學生嗜好，在具體的行動上，教師應
表現助長創造力的行為，如：1.進行多樣性活動；2.少做記憶性活動；3.為診
斷而評估，非為評判而評估；4. 提供豐富刺激；5.提出啟發性問題；6.提供非
評價性的實習機會；7.教導學生創造思考的方法。上述情境安排與教師行為，
均能有助於學生創意能力之發展（毛連塭等，2000)，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參與感、主動性和解決問題之能力。

㆓、創意遊戲數㈻教㈻的策略
創意遊戲數學教學的策略係結合創意教學與遊戲教學的策略，應用於數學
教學的實務之中。在創意教學的策略方面，學者們（毛連塭等，2000；郭有遹，
1989；陳龍安，1991）常提出的方法有：1.傳統腦力激盪術。2.角色激盪法。
3.筆寫式腦力激盪法（如壁報題詞法、六三五筆寫法、先寫後談法）
。4.六 W-H
聯想法。5.六三五法。6.比擬法。7.觸類旁通法。8.訊息修改法。9.奔馳法。10.
屬性列舉法。11.型態分析。12.六 W 檢討法。 13..六六討論。14.奔馳法。15.
分合法 。16.目錄檢查法。 17.檢核表法。 18.分類法。 19.強力組合法。20.
心智圖法。21.曼陀羅思考法。 22.六頂思考帽法。23..六雙行動鞋法。24.發問
技法。25.水平思考。26.聯想技術。27.逆向法。28.創造性問題解決法。29.創
意自我訓練法。30.創意圈等。
而在遊戲教學的策略方面，則可應用兒童常用與喜歡的遊戲活動與材料，
將之融入教學活動之中，如採用：拼合七巧板、堆積木、組合樂高、古氏數棒、
大富翁遊戲、賓果遊戲、象棋、撲克牌、庫落牌、骰子、圍棋、五指棋、木偶
戲、布偶戲、拼圖、繪圖、幾合圖形玩具、玩具紙鈔、玩具硬幣、各式貼紙及
各種分組競賽活動等等。於教學實務規劃時，應把握發揮遊戲教學的優點，避
免因遊戲而忽略教學的目標。
上述二種策略經由雙向細目表的排列組合，即可產生多元、開放、彈性與
適用於不同主題之創意遊戲教學方式，供選擇性的應用其中若干方式於數學教
學主題與活動情境之中。由此建構出來的創意遊戲數學教學模式與策略，兼顧

㈵殊教育需求童數㈻㈻習困難之㈵質、教㈻策略與創意遊戲數㈻之應用／侯禎塘

57

創意與遊戲化的特質，將有助於提昇特殊需求兒童及數學低成就兒童的數學學
習興趣及學習效果。茲舉例如下表一之雙向細目建構表：
表㆒：創意遊戲教㈻策略之建構表
創意教學
遊戲教學

腦力激盪術

奔馳法

創造性問
題解決法

比擬法

.............

小 組 腦 力 奔馳法+拼 創 造 性 問 利 用 比 擬
拼合七巧板 激盪+拼合 合 七 巧 板 題 解 決 之 法 拼 合 七 ............
遊戲
七 巧 板 遊 遊戲
七 巧 板 拼 巧板
戲
合
堆積木遊戲

小 組 腦 力 奔馳法+堆 創 造 性 問 利 用 比 擬
激盪+堆積 積木遊戲
題 解 決 之 法堆積木
............
木遊戲
積木組合

古氏數棒遊 利 用 小 組 利 用 奔 馳
戲
腦力激盪 法排列古
排 列 古 氏 氏數棒
數棒

利 用 創 造 利 用 比 擬 ............
性問題解 法排列古
決 排 列 古 氏數棒
氏數棒

幾合圖形玩 小 組 腦 力 奔馳法+幾 創 造 性 問
具組合遊戲 激盪+幾合 合 圖 形 組 題 解 決 之
圖形組合
合
幾合圖形
組合
大富翁遊戲

撲克牌遊戲

...........

利用比擬
法 組 合 幾 ............
合圖形玩
具

小 組 腦 力 奔馳法+大 創 造 性 問 比擬法+大
激盪+大富 富翁遊戲
題解決+大 富翁遊戲
............
翁遊戲
富翁遊戲
利用小組 利用奔馳 創造性問 利用比擬
腦 力 激 盪 法 玩 撲 克 題 解 決 之 法 玩 撲 克 ............
玩撲克牌
牌
撲克牌玩 牌
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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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創意遊戲數㈻教㈻之活動設計
應用創意遊戲教學於特殊教育需求兒童或數學低成就兒童的數學教學活
動設計時，應注重融入兒童數學教學的一般性策略，如生活化、具體→半具體
→抽象概念的教學流程、解決問題之心智歷程，並實施補救教學的策略與過
程，如診斷、計畫、教學、評量和修正等流程。茲引一創意遊戲數學教學之活
動設計，舉例如附表一。類似的創意遊戲數學教學活動設計，可在教學實務的
情境中，不斷的研發，將能產生豐富多元且又實用的活動設計與教材，並可在
實務教學中加以運用、修正及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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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㆒：創意遊戲數㈻教㈻活動設計 舉例
單元名稱

加法（一）

教材來源

國民小學數學 第 3 冊二上

教學時間

二節，每節 40 分鐘，計 80 分鐘

教
學
研
究

一、學生經驗與能力分析：
1. 學生已學習過認識 100 以內各數的數詞序列，並知道累加 10 的活
動及 10、20、30..........到 100 的讀法。
2. 不會須進位的加法及加法的應用問題，對累加 10 元錢幣到 100 的
計算與寫法尚不熟悉。
3. 記憶、理解與反應能力較弱，對新學得的數學概念，容易混淆，
需要重複練習才能熟悉。
4. 對數學無興趣，常遇到挫折，對重複單調的學習方式，缺乏學習
動機。
二、教材分析：
1. 本單元藉由不同的活動規劃，讓學生主動與自然地重複練習已學
過的 100 以內數詞序列及累加 10 元錢幣到 100 元的計算與寫法。
2. 本單元教材主要讓學生學習個位數與二位數的加法的算式紀錄
和運算，並由運算結果的比較，瞭解加法交換律的存在。
3. 本單元藉由活動，讓學生嘗試解決和數未知的個位數沒進位與進
位的加法問題。
三、教法提要：
1. 本教學活動期望藉由創意遊戲教學的引導，啟發學生數學學習
動機及對數學學習的興趣。
2. 藉由小組腦力激盪、分組討論來激發出學生的潛能，並透過大
富翁、七巧板、堆積木、古氏數棒、幾合圖形組合、撲克牌等
遊戲，激發學生之學習動機與興趣，並在遊戲中學習與熟悉本
單元內容。
3. 本單元教學與教材的呈現，注重由具體→半具體→抽象概念的
教學流程，及重視解決問題之歷程學習。
4. 鼓勵學生多多參與討論與遊戲，並努力爭取個人與團體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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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準
備

教
學
目
標

節次

2.
3.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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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準備：七巧板、積木、古氏數棒、幾合圖形組合、撲克牌、、
骰子、玩具錢幣及製作大富翁遊戲海報等。
評量或診斷學習困難學生的能力，瞭解起點行為，分析優勢與
弱勢能力。
設計學習單。
增進學生學習數學的動機及興趣。
熟悉 100 以內數詞序列及累加 10 元錢幣到 100 的計算與寫法。
會做個位數與二位數加法的算式紀錄和運算。
能比較加法運算的結果，知道併加型與添加型加法交換律的現
象。
能解決和數未知的個位數沒進位與進位的加法問題。
會參與各項遊戲與腦力激盪活動。
能反省和欣賞自己及他人的數學學習表現。

教
學
活
動
時間 教學資源 學習效果評量
一、準備活動、引起動機
5’
1. 佈置大富翁遊戲海報及各式教
能高興參與佈
材教具。
置。
2. 將學生分成 6-8 人為一組，分別
完成分組並且
以十全、雙十、百分百、千禧等
迅速的選出小
相關詞為隊名，各隊推舉一位小
組長。
組長。
3. 說明有趣的大富翁遊戲方式、各
大富翁海 能安靜、愉悅的
式教材及團體腦力激盪術的簡
報、各式 聆聽規則。
易規則。
教材教具
4. 提示學會數錢幣的好處。

一
二、發展活動（一）
1. 介紹：1 元、5 元、 10 元、50
元、100 元玩具錢幣及 10 元錢
幣的累加計算與寫法。
2. 說明：每一組都有 40 玩具錢
幣，在活動進行當中，各組或
個人完成一項任務時，就會增
加 10 元，最後計算與紀錄各
組的財產，最優勝組得到小禮
物。

30’
錢幣

能安靜、愉悅的
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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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3. 提問：
（1） 玩撲克牌時，二張牌的點
數組合可能是什麼？
怎麼把二張牌的點數合起來
計算？
（2） 擲二粒骰子時，其點數組
合可能是什麼？怎麼把二
粒骰子的點數加起來？
（3） 玩大富翁遊戲時，由一個
站（有數字）
，再往前走幾
步（另一數字），該怎麼
走？
4. 腦力激盪（1）：各小組進行
腦力激盪，並把腦力激盪的結
果提出發表。
5. 提示與獎賞：
（1） 老師歸納各小組的發表，
並提示併加型加法、添加
型加法的現象。
說明「＋、＝、個位、十
位」等數學語彙。
（2） 給予提出發表的小組與個
人 10-20 錢幣之獎賞。
6. 操作：
（1） 各組投擲二粒骰子，每位
學生計算二粒骰子上面的
點數，共有幾點？
（2） 分別拿出 7 點和 8 點的撲
克牌，由左到右邊擺放，
再用圍棋的白子與黑子，
合計其總數，放置於最右
方。
（3） 教師示範與引導學生寫出
算式。
7. 觀察與操作：觀察 7 點和 8 點
的撲克牌，當左、右（或先後）
的擺放順序不同時，其總和的
圍棋數與其算式寫法有什麼
不同？任意抽出二張撲克
牌，進行同樣的操作與觀察。

展示撲克 注意到併加型
牌
加法的現象
展示骰子

展示大富 注意到添加型
翁遊戲海 加法的現象
報
發表觀察到、
想到的小組或
個人意見

骰子
撲克牌
圍棋的
白、黑棋
子

會做個位數加
法（和在 10 及
12 以內）之計
算

仔細觀察、比較
與填寫

說出加法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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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腦力激盪（2）：各小組進行
腦
力激盪，並把腦力激盪的結
果提出發表。
9. 把觀察的結果，填寫在學習單
（一）
。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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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存在的現象

5’

三、綜合活動（一）
1. 總評與獎賞：
（1） 鼓勵學生發表聽了各組意
見後的想法。
（2） 老師總結併加型加法或添
加型加法交換律的現象。
（3） 肯定與鼓勵學生的表現。
（4） 給予提出發表的小組與個
人 10-20 錢幣之獎賞。
2. 計算錢幣總額：每人累加各組獲
得的 10 元錢幣數額，並填寫學習
單（二）。
3. 頒獎：優勝小組獲頒小禮物。
4. 提示下一節之創意遊戲教學活動
及準備事項。

黑板、海 樂於發表。
報紙

能正確累加
小禮物 反省和欣賞自
己或他人的數
學表現

【 第一節 結束 】

二

四、準備活動（二）
4’
1. 提示大富翁遊戲的海報及遊戲方
式。
（說明投擲二粒骰子後，上面
點數的合計，即是大富翁遊戲中
可行走的步數）。
2. 說明團體腦力激盪術的簡易規
則。
3. 提示各式遊戲的材料。
4. 提示上一節實施的分組及競賽方
式。
30’
五、發展活動（二）
1. 提問：有趣的大富翁遊戲，可以
有哪些玩法？

大富翁海
報、各式 能專注、愉悅的
教材教具 聆聽。

能快速腦力激
盪，並評選出
一種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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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 腦力激盪：小組團體腦力激盪
後，評選出一種大家喜愛的有趣
大富翁遊戲法（仍保留具有添加
型加法的遊戲規則）。
3. 實施遊戲：
（1）提示遊戲方式。
（2）介紹用投擲二粒骰子，加總二
粒骰子上面的點數，來決定大
富翁遊戲要走的步數。
（3）小組人員輪流投擲二粒骰子，
把二粒骰子上面的點數加起
來，填寫在印有空白算式的學
習單（三）上。
（4）各小組根據二粒骰子的點數，
從大富翁遊戲圖盤上的起點開
始行走，每次行走會到達一個
依序編號的旅站。各小組第二
位擲骰子者，依序從該組已到
達的旅站往前行走到另一個旅
站。
（5）每個旅站有不同的遊戲材料與
趣味數學問題，走到該旅站時
可抽選該旅站的一個創意趣味
遊戲數學問題。
＊各個旅站的創意趣味遊戲數學
問題，分別將須操弄下列遊戲
材料，解決和數未知的個位數
沒進位與進位的加法應用問
題。
＊遊戲材料包括：七巧板、積木、
古氏數棒、組合式幾合圖形、
撲克牌、圍棋及玩具錢幣等。
（6）領到材料與問題，即帶回自己
的小組進行腦力激盪與問題解
決。
（7）每人把小組腦力激盪評選出來
的問題解決步驟與算式，填寫
在學習單（四）上。

骰子
正確處理和數
未知的個位數
沒進位與進位
的加法。
學習單

骰子
大富翁遊
戲玩具組
創意遊戲
數學問題
題型
七巧板、
積木、古
氏數棒、
組合式幾
合圖形、
撲克牌、 解決個位數沒
圍棋及玩 進位的加法文
具錢幣 字應用問題。
解決個位數要
進位的加法文
學習單 字應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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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評量與獎賞：
（1）師生共同決定評選問題解決成
效的指標。
（2）各小組報告或發表問題解決或
學習單（四）的成果。
6’
（3）師生共同評定各小組的成果。
（4）師生共同決定各小組獲得 10
元錢幣的數額。
四、綜合活動（二）
1. 形成性評量：
（1）填寫學習單（五）。
（2）老師給予兒童個別差異的評量
與指導。
2. 獎賞：
（1）計算錢幣總額：每人累加各組
獲得的 10 元錢幣數額並寫下
來。
（2）頒獎：每一小組各依其表現，
獲頒不同頭銜的小禮物。
（3）家庭作業：數學日記。
【 第二節 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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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樂於參與
討論或提出意
見

完成學習單之
填寫
學習單
能正確累加
小禮物
欣賞自己與他
人的數學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