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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實務—以低年級數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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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於 103 年公

佈，將於 108 年從一年級、七年級及

十年級開始實施。90 年開始的九年一

貫課程強調的是培養學生「帶得走的

能力」，而十二年國教則以「核心素養」

作為課程發展的主軸。 

許多國際組織如聯合教育科學文

化組織﹙UNESCO﹚、經濟合作與發展

組織﹙OECD﹚，以及歐洲先進國家皆

視如何提升「國民核心素養」為國家

課程改革的重點﹙蔡清田、陳延興，

2013﹚。「核心素養」指的是個人為適

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

備之知識、能力與態度，分為三面九

項：「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

參與」三面，及「身心素質與自我精

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

執行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

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

術涵養與美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

民意識」、「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多

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等九項﹙教育部，

2014﹚。 

十二年國教透過三面九項核心素

養所建構出的素養導向課程，協助學

生在快速變遷之未來社會，解決生活

所可能面臨的各種問題，並成為一位

「終身學習者」﹙教育部，2014﹚，期

許新一波的課程改革，能提升國民素

質並與世界接軌。因此，以核心素養

導引及連結各階段、各領域 /科目課

程，轉化為課程設計，為第一線老師

實踐課程改革的重要工作。但目前十

二年國教大多聚焦在理念的宣導上，

如何將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設計分享

與推廣，讓現場實務工作者可以掌握

素養導向的教學方向，已刻不容緩，

需加緊腳步。 

二、領域課程內涵轉化為學習重

點的方式—以數學為例 

國小階段是培養核心素養最重要

的基礎階段，強調應從生活情境及實

作中導入。以「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面項為例，在國小轉化之具體內涵為

「具備探索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

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國家

教育研究院，2014a﹚。」可見在國小

階段課程，不但重視從生活情境引入

課程，更強調體驗與實踐的學習歷

程，學習解決日常生活中實際的問

題。也就是國小階段，所有的學習都

從生活出發，最後又回歸於生活。 

由於各領域的課程有其特性及重

點，故各階段核心素養應再根據領域

課程內涵再次進行轉化，如下圖為數

學領域課程如何轉化為學習重點的對

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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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核心素養在數學領域課程綱要的轉化及

其與學習重點的對應關係。﹙修改自國教院，

20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指引，8﹚ 

國內學者﹙李國偉、黃文璋、楊

德清、劉柏宏，2013﹚提出的國民數

學素養之定義與內涵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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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年國教的「數學領綱﹙數學

領域課程綱要-草案﹚」﹙國家教育研究

院，2014b﹚融合了數學素養及核心素

養的三面九項，再根據不同學習階段

學者的身心發展與數學課程目標，轉

化為各階段更具體的數學核心素養，

最後發展並羅列出各階段「數學活動

領域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分為「學習

表現」與「學習內容」兩個部份，並

與「核心素養」進行雙向檢核、相互

對應﹙如圖 1﹚。「學習表現」是以學生

為中心，描述學生在認知、情意與態

度的各項數學學習表現；而「學習內

容」則銜接九年一貫課程能力指標與

分年細目的具體數學知識的學習內

容，以作為教學轉化或教材編輯之依

據﹙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 

目前數學領域已有領域課程綱要

﹙草案﹚，數學領域課程手冊國教院也

在編寫當中，第一線老師在進行課程

及教學設計時必須要先熟悉領域綱要

的學習重點﹙學習表現/學習內容﹚，且

國小階段務必從生活情境出發，並加

強操作、體驗與反思的活動，增強數

學概念與生活的連結，及數學知識與

概念的內化。 

綜上所述，核心素養為貫穿十二

年國教最重要的課程主軸，期待實踐

培養「終身學習」的全人教育，協助

學生解決瞬息萬變的未來生活所面臨

的各種問題。數學領域核心素養，皆

對應到各階段之學習重點﹙含學習表

現、學習內容﹚。教師在教學現場，須

理解、轉化數學領域各階段之學習重

點，並調整課程設計與教學活動，以

實踐素養導向之課程與教學。以下就

低年級數學素養導向教學設計進行具

體示例。 

三、素養導向之國小低年級數學

教學設計 

何謂素養導向之數學課程與教

學？在國內學者﹙林福來、單維彰、

李源順、鄭章華，2013﹚提出的數學

領綱前導研究報告中提出以「知」、

「行」、「識」作為素養導向課程之檢

核。「知」就是「學什麼」、「是什麼」

的認知層次數學內容。「行」就是「怎

麼做」、「怎麼用」，意即學生應用及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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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數學能力的操作技能，如：程序執

行、解題、溝通與論證等。而「識」

就是「為什麼」、「是什麼」，也就是數

學學習的情意部份，如概念理解、推

理、連結、後設認知及欣賞數學之美。 

在一般教學現場的教學活動中，

無論是常見的講述法、教師或學生解

題示範等以教師主體的傳統教學方

式，雖然可以讓學生學到數學「學什

麼」的「知」，與數學「怎麼做」的「行」，

而要讓學生進行對數學的內在認知，

甚至能進一步理解及欣賞數學之美的

「識」，也就是單維彰﹙2016﹚所說的

「關於理解和連結的後設認知，以及

對數學價值的賞識態度」。因此教師在

進行素養導向之課程與教學設計時，

除了自我檢核每一個課程主題或教學

活動的「知」、「行」、「識」，也就是「學

什麼」、「怎麼做」之外，更要不斷反

思是否具有「為何而學」、「學的是什

麼」的後設認知與數學價值欣賞層

次，也就是「識」的層次，才是真正

能達到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的重要關

鍵。 

數學領綱﹙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4b﹚將十二年分為五個學習階段，

國小一、二年級為第一學習階段，本

階段學習重點為「能初步掌握數、量、

形的概念，其重點在自然數及其運

算、長度與簡單圖形的認識。」以下

就低年級涉級之數學表現類別：數與

量﹙代碼 n﹚、資料與不確定性﹙代碼

d﹚ 及空間﹙代碼 s﹚各舉一例說明素

養導向教學之教學活動設計。 

 

(一) 數與量﹙n﹚ 

表 1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數與量﹙n﹚ 

活動

主題 
20 元怎麼帶？ 

學習

表現 

n-I-3 應用加法和減法的計

算或估算於日常應用解題。 

學習

內容 

N-1-4 解題：1 元、5 元、10

元、50 元。以操作活動為主 

參考

教具 

錢幣 

﹙數學領綱明列參考教具﹚ 

生活

情境 

以學校舉辦園遊會準備 20元

零錢買東西為實例，讓學生

思考不同的錢幣組合方式。 

主要

教學

活動 

1. 形成問題、具體操作：兩

人一組用錢幣排出 20 元

可能的組合方式。 

2. 數學紀錄與表達：紀錄在

筆記本上，並上台發表。 

3. 整理與討論：全班共同討

論整理各種組合方式。 

4. 觀察及歸納：觀察討論及

歸納發現的規律。 

數學

領域

核心

素養 

數-E-A2 具備基本的算術操

作能力、並能指認基本的形

體與相對關係，在日常生活

情境中，用數學表述與解決

問題。 

本活動透過合作的具體操作方

式，讓學生找到多元的解題方式，並

轉化為圖像表徵的紀錄方式，再進行

溝通與表達﹙如圖 2﹚。教師引導學生

觀察及討論，讓學生能從全班的所有

紀錄當中找到換錢的規律與關係，了

解「為什麼」，達到「識」的學習。 

 
圖 2 學生教具操作多元解題及歸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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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確定性﹙d﹚ 

表 2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不確定性﹙d﹚ 

活動

主題 
票選最愛校園大樹 

學習

表現 

d-I-1 認識分類的模式，能主

動蒐集資料、分類、並做簡

單的呈現與說明。 

學習

內容 

D-1-2 簡單分類：以操作活

動為主。報讀與說明已處理

好之分類。觀察分類的模式。 

生活

情境 

結合生活課程認識校園大樹，

並票選全班最愛校園大樹。 

主要

教學

活動 

1. 形成問題、演練討論紀錄

方式：為不被舉手投票方

式影響意向，採用不記名

投票，全班演練開票情

形，每次開一票的紀錄方

式，如一橫一橫畫記、寫

樹名的一個國字、畫圈…

記在每種樹名下面。 

2. 具體操作與數學紀錄：每

個人將最喜愛的大樹名

寫在白紙上，投入票箱，

投票結束後進行開票，每

次開一票，兩人一組紀錄

在小白板上。 

3. 整理與討論：全班共同討

論整理各種紀錄方式。 

4. 觀察及歸納：歸納正字畫

記紀錄方式，重新開票，

練習正字畫記紀錄在筆

記本上。 

數學

領域

核心

素養 

數-E-B2 具備報讀、製作基本

統計圖表之能力。 

本活動以生活中實際的需求與情境

引入，透過兩人合作的實務操作經驗，驗

證自己提出的紀錄方法之可行性。最後共

同討論歸納各種紀錄方式之優缺點，總結

正字畫記記法及普遍使用的原因﹙如圖

3﹚，了解「為什麼是」及「是什麼」。 

 
圖 3 分組討論實作及全班共同歸納整理。 

 

(三) 空間﹙s﹚ 

表 3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空間﹙s﹚ 

活動

主題 
到底用了幾個積木？ 

學習

表現 

r-I-1 學習數學語言中的運算

符號、關係符號、算式約定。 

學習

內容 

S-1-2 形體的操作：以操作活

動為主。描繪、複製、拼貼、

堆疊。 

參考

教具 

各式立體形體 

﹙數學領綱明列參考教具﹚ 

生活

情境 

請學生擔任積木創作造型

師，用限定數量的積木進行

動物造型創作。 

主要

教學

活動 

1. 具體操作：用 10 個以內

的 1立方公分連結積木造

型，只能排一層。 

2. 布題與解題：將各組的動

物積木拍照上傳作為點

數積木的題目﹙一層﹚。 

3. 具體操作：兩人合作，用

20 個以內的積木連結積

木造型，只能排兩層。 

4. 布題與解題：將各組的動

物積木拍照上傳作為點

數積木的題目﹙兩層﹚。 

5. 連結課本視圖：觀察討論

及歸納發現平面視圖點

數的規律。 

數學

領域

核心

素養 

數-E-3 具備感受藝術作品中

的數學形體或式樣的素養。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7，6（9），頁 192-197 自由評論 

第 196 頁 

本活動在給定的條件中，讓學生

發揮創造思考能力進行美感創作，不

同美感的作品，如：對稱、配色、造

型……可以互相欣賞。透過實際的操

作經驗，再到平面照片，最後到課本

視圖的轉換過程，讓學生真正能看懂

原本抽象的立體圖形視圖。 

 
圖 4 給定條件、有層次的實物具體操作。 

四、結語 

數學核心素養的培養與積累要透過

教師轉化領綱、課程與教材，從最貼近學

生生活的情境切入，導入素養導向的教學

活動，在一次次的教學活動進行中，讓學

生透過操作、體驗以理解抽象的數學概

念，就像林福來﹙無日期﹚近年推動的數

學奠基模組強調除了引起學生學習興

趣，更重要的是從活動中探索數學，進行

有感的學習。 

另外，善用林福來等﹙2013﹚在數學

領綱前導研究中所提出的「知」、「行」、

「識」來自我檢核課程與教學活動設計是

否符合素養導向。教師要從學生本位學習

思考，不斷反思如何將「知」、「行」、「識」

的「學什麼」、「怎麼做」、「是什麼」、「為

什麼」轉化為實際的教學活動。無論是數

學課程手冊、教師指引、教學經驗、或任

何其他數學知識或數學教學知識的來

源，教師都有許多方法可以讓學生除了

「知」、「行」合一之外，還能「識」得數

學真善美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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