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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弗賴登塔爾，重溫數學化》 
 

數學化教學二十週年講座系列 (一) 
 

        荷蘭數學教育家漢斯・弗賴登塔爾（Hans Freudenthal）於上世紀對「數學化」（Mathematising）

過程作出深入的詮釋，他認為學數學就是要經歷數學化過程。數學化教學自 1998 年在香港推行，集

結了一批以此為奮鬥目標的數學教師，透過分析數學內容，仔細地組織和改良教學設計，期望提高

學生的數學學習品質。今年是數學化教學二十週年，數學化教學團隊誠邀各界一起分享工作成果，

及弗賴登塔爾的智慧。 

 
時間：2018 年 5 月 26 日﹝星期六﹞9:30 am – 12:30 pm         地點：北角官立小學 

 
講座 1 

數學化與再創造 
講者：劉秀惠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內容摘要 弗賴登塔爾提出以數學化觀點組織數

學的學習及其教學。簡略而言，數學化就是數

學產物由無到有，由粗疏變精密的過程。學數

學 ， 就 是 參 與 數 學 產 物 「 再 創 造 」 （ re-

invention）的過程。現今資訊發達，學生已不需

如前人般經歷「艱巨」的數學產物創造過程。

那麼，在課堂內教師應該如何製訂適切的學習

軌道，讓學生經歷再創造的過程？這一講透過

實踐示例，說明如何建構和管理數學化過程，

以達到讓學生再創造數學知識的目的。 

講座 3 

思維實驗與教學發展：分數乘除 
講者：鍾保珠   

聖公會聖約翰小學 

 
內容摘要 分數乘除是舉世公認的學習難點，要

令學生學好，必須認真設計教學過程。弗賴登

塔爾建議藉着思維實驗，幫助構思教學。這一

講報告最近進行的分數乘除教學重組，如何從

整數的乘法和除法，推廣至分數的乘法和除

法。透過思維實驗，把預測學生的反應，跟課

堂觀察作出比較，可找到修繕設計的方向，改

良教學過程。  

 

講座 2 

思維實驗與教學發展：角與方向 
講者：張希文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內容摘要 看似簡單的「角」與「方向」，對二

年級學生卻是抽象無比。在比較角的大小時，

不少學生會誤以為角的兩臂或標示的弧線越

長，角會越大；在談方向時，也有學生弄不清

是否等同指向一樣東西。既然兩個課題均與

「射線」這個課程沒有的概念相關，不妨考慮

集中處理：藉強化方向的學習打好兩個課題的

基礎。這一講介紹一個重組方案，透過方向引

入角，並報告實踐結果。 

講座 4 

課程、課本與教師 
講者：吳丹   

北角官立小學 

 
內容摘要 過去幾年，我在自己任教的學校推動

了一些教學發展工作。發現有些認真的教師，

也會因為不掌握教學內容而無法提升教學效

能。弗賴登塔爾認為：不通曉教學內容的人，

根本沒有能力分析教學目的。因此，他的工作

目標，是提供內容和教學互相貫穿的教師訓練

課程。然而，要找到合適的參考讀物十分困

難，而且一般教師只有時間看教材。幸好，我

的學校選用了數學化教學專用課本，令教學發

展工作多了助力。這一講分享我的校本教學發

展工作，如何在課本帶動之下進行。 

 

歡迎數學老師傳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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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化教學二十週年講座系列 (二) 
 
        荷蘭數學教育家漢斯・弗賴登塔爾（Hans Freudenthal）於上世紀對「數學化」（Mathematising）

過程作出深入的詮釋，他認為學數學就是要經歷數學化過程。數學化教學自 1998 年在香港推行，集

結了一批以此為奮鬥目標的數學教師，透過分析數學內容，仔細地組織和改良教學設計，期望提高

學生的數學學習品質。今年是數學化教學二十週年，數學化教學團隊誠邀各界一起分享工作成果，

及弗賴登塔爾的智慧。 

 
時間：2018 年 6 月 2 日﹝星期六﹞ 9:30 am – 12:30 pm          地點：福榮街官立小學 

 
講座 5 

數學內容與現象 
講者：汪滌塵   

香港教育大學博士候選人 

 
內容摘要 數學源於生活，每一個數學內容（概

念、知識結構等）在現實生活中都擁有其對應

的數學現象。弗賴登塔爾認為這些數學現象是

學生數學學習的啟動點：透過對現象的觀察、

分析及整理，再創造數學內容。這一講將透過

不同的課題，揭示數學內容與現象的聯繫在數

學教學中的重要性。 

 

講座 7 

思維實驗與教學發展：長方體展開圖 
講者：黃美真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內容摘要 只要有變革的需要，思維實驗就會發

生。弗賴登塔爾指出教師可以藉著一種思維實

驗的手段發展數學教育。思維實驗有助培養設

計者（教師）對學生的觸覺，提高其教學執行

能力和分析能力。講者將以長方體展開圖教學

設計為例，介紹設計從誕生、受阻、改良、到

最後步入成熟所經歷的思維實驗過程，為教師

們著手自行設計教學提供參考。從正方體展開

圖延伸到長方體展開圖探究，是讓學生嘗試用

動態的眼光看待平面和立體圖形，透過動腦猜

想和動手操作的反覆驗證，令學生的空間想像

力和思維品質培育得以大大提升。 

講座 6 

思維實驗與教學發展：容量 
講者：馮仲頤   

英華小學 

 
內容摘要 「容量」課題最常見的教學布局，是

先介紹容器，再以「容器能盛載多少液體」作

為「容器容量」的定義。然而，生活示例說的

大多並非容器的容量，而是液體有多少。有見

及此，一個較合理的知識產生過程，也就是較

數學化的過程，應該是先學習「描述液體有多

少」，最後才由此引申「容器容量」的定義。

這一講介紹按此想法得出的教學設計，及報告

實踐結果。 

講座 8 

建立數學態度的策略 
講者：陳麗萍   

英華小學 

 
內容摘要 要學生學好數學，建立良好學習數學

的態度非常重要，作為老師是責無旁貸的。然

而，在緊迫的課時下，如何在教授知識的同

時，做到訓練學生精確地運用數學工具、嚴格

地執行數學檢定方法、適當地運用估算或近似

值來掌握問題的精確度、循序漸進地深化數學

語言的運用，最後更能自我反思檢視結果的合

理性呢？這一講希望透過實例，說明一些可行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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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化教學二十週年講座系列 (三)  
 
        荷蘭數學教育家漢斯・弗賴登塔爾（Hans Freudenthal）於上世紀對「數學化」（Mathematising）

過程作出深入的詮釋，他認為學數學就是要經歷數學化過程。數學化教學自 1998 年在香港推行，集

結了一批以此為奮鬥目標的數學教師，透過分析數學內容，仔細地組織和改良教學設計，期望提高

學生的數學學習品質。今年是數學化教學二十週年，數學化教學團隊誠邀各界一起分享工作成果，

及弗賴登塔爾的智慧。 

 
時間： 2018 年 6 月 9 日﹝星期六﹞9:30 am – 12:30 pm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教學及行政大樓 AAB205 

 
講座 9 

觀察學習過程與教師發展 
講者：周惠英     

聖公會蒙恩小學 

 
內容摘要 弗賴登塔爾指出，課室才是老師學習

教學的地方，說明老師在觀察學生學習的同

時，自己也在學習。透過觀察學生的一言一

行，每個情緒反應變化，老師都能獲得教學提

示，從而調整教學。這一講將以實例展示用心

觀察的老師，如何能自我提升，並越來越享受

在課堂上與學生互動的樂趣。 

講座 11 

紙筆測考的「能」與「不能」 
講者：葉嘉慧   

圓方學苑 

 
內容摘要 紙筆測考是考核學生最簡便的模式，

評核者根據學生在答卷上寫下的東西打個分

數，藉以反映學生數學能力的高低。然而，學

生還有很多數學能力，不容易透過紙筆測考展

現。正如弗賴登塔爾指出，當人們接受教授一

門學問即是教授一個考試科目，教學內容就變

成只有最容易考核的東西了。這一講會以實

例，剖析學生解答數學問題時，有哪些數學能

力或思維方式是既重要，卻又不能從答卷上寫

下的東西呈現出來的。  

講座 10 

思維實驗與教學發展：速率與行程圖 
講者：張曉恩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內容摘要 速率與行程圖的教學，一般都是先教

速率，後教行程圖。由於速率的理解，必須建

基於距離和時間，而行程圖剛好可以具體地呈

現兩者的的關係，先教行程圖，再從中引出速

率，應該值得探討。這一講報告最近的試驗，

可以看到其中對 STEM 教育的啟發。 

 

講座 12 

弗賴登塔爾的身教：正面行動始於批評 
講者：馮振業   

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 

 
內容摘要 弗賴登塔爾是數學化觀點的倡導者，

自然是數學化教學的啟蒙人。他以思路清晰，

批評尖銳聞名於世。然而，他更值得敬仰的一

面，卻是坐言起行，邊說邊做，甚至明知不可

為而為之的情操。這一講分享這位一代宗師的

片言隻語、點滴故事，重溫他的知行合一，身

教言傳。 

 

報名方法 :  

整個系列共三場講座，各四個講題。香港數學教育學會 2018 年度會員請到學會網頁報名，費用全免。

非會員參加其中一場講座報名費為 50 元，兩場或以上為 100 元。請填妥報名表，連同劃線支票，抬

頭「香港數學教育學會」，寄回「香港郵政總局郵政信箱 6139 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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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弗賴登塔爾，重溫數學化》數學化教學二十週年講座系列 

報名表格（只適合非會員之用） 

歡迎同時填妥入會／續會申請表格以申請成為 2018 會員 

2018 年度會員請於本會網站免費報名。 

姓名 (非會員) 電郵 聯絡電話 系列 *費用 備註 

1  
 

 一/二/三   

2  
 

 一/二/三   

3  
 

 一/二/三   

 
 

 
 合計：   

 

學校/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機構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銀碼：HK$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 銀行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數學教育學會」。請填妥以下收據，以便本會於講座當天派發。 

注意： 名額有限，會員優先。如報名人數超出限額，會以抽籤方式分配。報名結果將於活動五天

前刊於本會網頁，請自行查閱。若有任何問題，歡迎電郵致 info@hkame.org.hk 查詢。 

 

收   據 

茲收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港幣 $ _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 銀行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繳付《再讀弗賴登塔爾，重溫數學化》數學化教學二十週年講座系列費用。 

名額有限 

會員優先 
報名及收據編號： 

（由本會填寫） 

報名及收據編號： 

（由本會填寫） 

 

*非會員參加其中一場講座報名費為 50 元，兩場或以上為 1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