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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數學學習之探索：故事引入法
張淑冰
九龍塘官立小學
引言
數學科常常被人看作是艱深且抽象，枯燥而乏味的學科，它充滿了符
號、公式和法則，涉及到繁瑣的計算。學習數學往往被看作是記住公式和
規則，反覆操練。研究指出，學生由小三升讀至中四，對數學的興趣逐漸
減退（黃毅英、梁貫成、林智中、莫雅慈、黃家鳴， 1999，頁 42）
。造成
學生學習興趣和效果降低的因素有很多，教師給學生提供的學習經驗空間
（lived space）應是其中比較重要的因素（Wong, Marton, & Lam, 2002）
。當
課堂氣氛愈好，學生感覺愈愉快的時候，學生傳統測驗的成績就愈好；當
學生感到所學知識與生活和自身的關係愈密切時，學生的問題解決能力就
愈强（丁銳、黃毅英、馬雲鵬，2009）
。在一個刻板的課堂氛圍下學習，如
何增加學生的學習情趣，讓學生寓愉快於學習，學得更多、更好，是一個
值得探索的問題。
在認知學習理論當中，記憶是認知功能上學習的一個重要因素。它是
一個歷時的資訊保存。感官記憶、工作記憶和長期記憶是整個記憶的三個
構成部分。每一個部分都會經歷編碼、儲存、檢索這三個過程（Ormrod,
2012）
。當我們學習時，資訊首先是進入感官記憶，即是從感官接受到刺激
而引發的短暫記憶，其後加以專注力才會進入工作記憶。本文主要是介紹
我在實習期間所實踐的「故事引入教學法」來營造愉快的數學學習環境。
在教案當中，我利用了多感官的方式進行教學，例如：看圖畫聽故事、大
聲朗讀、動手動腳貼卡紙，讓學生除了使用眼睛和耳朵外，亦運用了他們
的雙手、雙腳和嘴巴。在整個過程中，學生多個感官受到刺激，令大量由
感官接受到的資訊有更大的機會進入工作記憶。除了增加感官記憶的數量
外，學生的專注力也十分重要。因此，我在課堂當中亦加入了很多增強物
來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專注力，這些增強物包括：社會性增強物、符號
性增強物、活動性增強物和實物性增強物（金樹人，1994）
。下面，我將詳
細地介紹整堂課的教學設計思路、教學內容和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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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引入教學法
這個教學法是運用故事作為一個課題的引入，並配以手繪的圖畫作故
事的工作紙，目的是希望藉著故事和手繪製作的工作紙引起學生的學習動
機。當我設計圖畫故事工作紙時，會因應課題的學習重點來編排故事內容，
而且每一個課題的圖畫故事工作紙都會附有一道難題，學生需要運用該課
題的學習重點來解決難題，這樣更能讓學生感受數學這科目的解難性質，
以及學生能夠把課堂所學的知識運用於故事的解難當中，能大大的提升他
們對該課題的興趣。

教學內容：2、5、10 的整除性
首先，整個教學的課題是「2、5、10 的整除性」，教學對象為小學四
年級的學生，所需教節為兩節，共一小時十分鐘。
在小學四年級的課程中，「2、5、10 的整除性」是獨立的一個課題。
在學習這個課題前，學生已經能說出有關 2、5、10 的倍數。而且，他們亦
能計算三位數除以一位整數（及 10）的除法，以及三位數乘以一位整數（及
10）的乘法。以上的基礎知識都能有助於他們學習有關 2、5、10 的整除性
及作驗算之用。在這兩節課堂當中，有以下三個學習重點，包括：
（一）學
生能說出整除的定義；
（二）認識整除性，除數為 2、5、10；
（三）學生能
透過直觀判斷一個數能否被 2、5 或 10 整除。
由於故事引入法是希望藉著故事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刺激多感官學
習，因此所需的教具相對較多，當中包括：
（一）手繪的圖畫故事工作紙，
每位學生一張；
（二）一張印有 1 至 30，每 10 張一排，共三排的大型黃色
卡紙；
（三）三款小型的紅色、藍色、綠色卡紙，紅色卡紙為「2 的整除通
行證」
、藍色卡紙為「5 的整除通行證」
、綠色卡紙為「10 的整除通行證」；
（四）一張印有多款美食的故事背景卡紙；（五）一張「小錦囊」卡紙。
在課題「2、5、10 的整除性」中，共有四個重點的字眼，包括 2、5、
10 和整除。因此在課堂的開首，我會先於黑板寫上「整除」二字，並與學
生討論，問他們覺得「整除」的意思是什麼，這可當作課堂開首的熱身活
動。然後，我會引入「整除」的意思是指完整的除得盡，即是沒有餘數。
在引入後，我會把「整除」的定義寫在黑板上，讓學生在餘下的教學活動
中，能利用此定義作思考的方針。隨後，我會邀請同學進行分組討論，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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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內容是根據「整除」的定義，寫出兩個能夠「整除」的例子。討論後，
我亦會邀請每組一位學生讀出及解說討論內容，包括思考方法和結果，而
其他組的學生亦需要判斷同學提出的例子正確與否。完成後，我會根據學
生的討論，重申有關「整除」的定義。
當學生清楚明白「整除」的概念後，我會派發圖畫故事工作紙，開始
以故事引入法，帶出課題的學習重點。首先，我會以說故事的形式，向學
生訴說故事的內容。在說故事的過程中，我會不時問學生在圖畫故事工作
紙上看到什麼圖畫或文字。實際的故事內容如下：
「故事由工作紙的左上角
開始。從前有一個村落，這個村落的名字叫什麼呢？（讓學生回答「美食
天堂」
，並於黑板上貼上印有多款美食的故事背景卡紙及放置故事工作紙中
提及的零食實物。）在這個村落裡面共居住了多少個村民呢？（讓學生回
答 30 個村民）大家一起朗讀這些村民的代號。
（讓學生朗讀村民的代號，
由 1 朗讀至 30）在這個「美食天堂」裡面，有一道稱為「美食 2、5、10
整除之門」
，相傳只要同時得到 2、5、10 的三張「美食整除通行證」
，就可
以進入「美食 2、5、10 整除之門」，而門後面，就是有吃之不盡的雪糕、
糖果，喝之不盡的汽水、果汁，如圖所示。如何可以得到美食通行證呢？
如果代號的數字能夠被 2 整除，就能得到 2 的「美食整除通行證」
；如果代
號的數字能夠被 5 整除，就能得到 5 的「美食整除通行證」
；如果代號的數
字能夠被 10 整除，就能得到 10 的「美食整除通行證」
，所以能夠同時得到
2、5、10 的三張「美食整除通行證」的代號，必須是能夠同時被 2、5、10
整除的數字。各位同學，在這 30 個代號當中，只有 3 個能夠進入「美食 2、
5、10 整除之門」
，如果同學可以選擇一個號碼進入「2、5、10 整除之門」，
你會選哪一個？」當說完了故事的背景和內容後，便在黑板貼上印有 1 至
30 的大卡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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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圖所示。

圖一
當向學生清楚解釋如何得能夠得到「美食整除通行證」後，可安排學
生進行分組討論的活動，討論內容包括：找出被 2 整除的代號數字、找出
被 5 整除的代號數字、找出被 10 整除的代號數字和找出同時被 2、5、10
整除的代號數字。若學生在討論哪些數字能被 2 整除時遇到困難，能向學
生展示「小錦囊」卡紙作提示。如下圖所示。

圖二
當學生進行討論時，向他們派發紅色、藍色和綠色的顏色卡紙，即是
「美食整除通行證」
。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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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組一至三負責處理紅色卡紙，即是 2 的「美食整除通行證」
；組四負責
處理藍色卡紙，即是 5 的「美食整除通行證」
；組五負責處理綠色卡紙，即
是 10 的「美食整除通行證」
。
當學生完成討論後，邀請他們到黑板展示討論結果。組一負責於 1-10
貼上有關的紅色卡紙；組二負責於 11-20 貼上有關的紅色卡紙；組三負責
於 21-30 貼上有關的紅色卡紙，與學生共同核對結果後，讓學生朗讀 1-30
中貼上有關的紅色卡紙，即是能被 2 整除的數字。組四負責於 1-30 貼上有
關的藍色卡紙，與學生共同核對結果後，讓學生朗讀 1-30 中貼上有關的藍
色卡紙，即是能被 5 整除的數字。組五負責於 1-30 貼上有關的綠色卡紙，
與學生共同核對結果後，讓學生朗讀 1-30 中貼上有關的綠色卡紙，即是能
被 10 整除的數字。
學生展示討論結果後，引導學生留意規律，例如：沿垂直方向觀察每
一行能被整除的數字，並得出以下重點：
（一）所有被 2 整除的數字，其個
位數字都是 2 或 4 或 6 或 8 或 0，即屬於雙數；
（二）所有被 5 整除的數字，
其個位數字是 5 或 0；
（三）所有被 10 整除的數字，其個位數字都是 0。
在整個討論及活動的過程中，老師需要主動與學生溝通，多聆聽、及
時回應學生的提問及解釋。給予學生解釋討論結果，讓其餘的學生能聆聽
由學生角度出發的理解和思考。
最後，總結課堂的學習重點，並回應故事中猜猜看的答案為 10、20、
30。完成後，可於黑板寫上：552、895、920 等例子，簡單考核學生是否
能根據以上原則，直觀判斷一個數能否被 2、5 或 10 整除。

教學分析與結果
在教案當中，老師在說故事作課題引入時，所運用的言語、手勢和臉
部表情都是社會性增強物。符號性增強物包括不同種類的標籤或符號，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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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教案中的美食整除通行證。於課堂中加入學生喜歡的活動，包括故事引
入、故事猜猜看、分組貼卡紙等，都是屬於活動性增強物。最後，實物性
增強物是包括一些學生於日常生活接觸到或實體的物件、教具，例如說故
事時，會加入一些零食的實物作教學道具。
由於感官記憶和工作記憶的資訊儲存時間都比較短，學生所吸收的資
訊都較容易流失和忘記。因此，在教案中亦有提及到，當老師與學生講解
或討論得出一些定義、結果或重點時，都會把它們寫在黑板上或貼在黑板
上。這樣的話，當學生忘記了或覺得混淆時，可即時於黑板上找尋到相應
的重點，並作反覆的重溫。
另外，根據認知學習理論，片段性記憶是屬於長期記憶的一種，即是
一些深刻的片段會較容易以長期記憶的形式儲存。因此，當學生親身經歷
聽故事、解謎討論等這些特別的課堂活動時，這些場景和片段都較容易讓
學生想起，並關聯到有關的課堂知識或重點。
最後，學習行為主義理論中提及到後果引導行為的重點，學習者的行
為受到他們當前遇到的對象和事件影響。所以，在課堂設計當中，主要加
入正反饋和正增強的元素 （Ormrod, 2012）
，例如：課堂以小組計分制形式
進行，只要學生踴躍回答問題和參與討論、活動，就可以加分。這樣除了
可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亦能鼓勵他們增加正面、積極的行為。
由於圖畫故事工作紙是手繪製作的，故事內容也是原創的，因此當學
生收到工作紙時都大感興趣，並十分期待聽取故事的內容。在整個課堂當
中，故事的引入，讓學生很快就能投入於有關課題當中。而故事的節奏亦
能順利引導學生學習並運用課題的學習重點。
課餘後，曾經有一位家長分享，她的女兒回家後，會把圖畫故事工作
紙的故事內容與她分享、訴說，就有如在分享一個她喜歡的故事一樣。但
這張圖畫故事工作紙的特別之處是，故事的結局是學生運用了自己於該課
題所學到的知識得出來的。因此，此教學法能透過故事的引入，讓學生把
學習和溫習都視為一個有趣的環節，這樣對他們的學習歷程都有莫大的好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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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學習就好像滾雪球一樣。當一個小學生覺得一個科目有趣，或是他覺
得能從科目中取得成功感，這一份興趣或成功感，將會促使他繼續去主動
發掘更多，去滿足他自己的求知欲、好奇心。
「故事引入教學法」把學習的
內容以一個學生喜歡的故事形式包裝起來，並讓學生主動把學習的重點發
掘出來。在代入故事、解難的過程當中，能提升學生對課題的興趣和鞏固
他們的對該課學習重點的記憶。

圖四

手繪圖畫故事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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