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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介紹本研究的背景，第二節陳述本研究之目的，第

三節說明研究問題，第四節針對本研究所牽涉之名詞進行釋義。 

 

第一節、研究背景 

    在香港，有不少學生在數學學習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學習困難。他們有的因為

教學設計上出現漏洞，而跟不上老師的教學進度；有的則由於其有特殊學習障礙，

使其在數學學習上的表現稍遜。不論是基於哪個因素，它們皆令有「數學學習困

難」的學生在學習數學時較一般學生難理解及吸收老師的授課內容。若老師不設

法補救，長久下去，他們會對數學學習產生挫敗感，甚至打擊其的自信心，令其

失去學習動機和興趣。儘管政府在 2003/04學年已推行了「新資助模式」計劃，

按照每所學校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數目和個別學生問題的嚴重性，為學校提供津

貼，然而，由於課時緊迫的關係，香港大部份的學校未能為這群學生提供適切的

支援，他們的需要有意無意地被人忽略。 

 

第二節、研究目的 

    鑑於教學設計上的漏洞嚴重影響「數學學習困難」生的學習，為了幫助他們

學習數學，可透過調整教學設計去減少這些漏洞的出現，及設法彌補已出現的教

學漏洞。研究者以小學二年級的基本乘法為題材，透過觀察抽離班和融合班的學

生上課的情況和進行訪談，蒐集數據並進行分析及研究，探討抽離班和融合班的

學生的學習進程和他們在學習的過程中分別遇上甚麼困難。另外，由於大部份的



何松容 Ho Chung Yung  

6 
  

學校沒有足夠的資源開設抽離班，程度嚴重的「數學學習困難」生只可繼續在融

合班中學習，故研究者希望通過這次研究的數據分析在調整教學的情況下，這些

程度嚴重的「數學學習困難」生能否從抽離班回到融合班學習。 

  

第三節、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之研究目的，本研究著重探討: 

1. 抽離班和融合班的學生於乘法這課題的學習進程有何不同？ 

2. 抽離班和融合班的學生於乘法這課題的學習困難有何異同之處？ 

3. 在調整教學的情況下，抽離班的學生能否回到融合班學習？ 

 

第四節、名詞釋義 

一、抽離班 

抽離班的學生為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之一。經過任教老師觀察學生的課堂學習

表現及數學學習成就後，抽出 10位數學學習成就低及無法跟上融合班數學

進度的學生組成抽離班。由於他們都是具有特殊學習障礙的學生，研究者將

他們定義為程度嚴重的「數學學習困難」生。抽離班會削掉不超過 30%的數

學課程內容，和跨課題、跨年級的課程內容重組，以切合程度嚴重的「數學

學習困難」生的需要，增加教學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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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融合班 

融合班的學生亦是本研究的研究對象。融合班由一般學生和少數「數學學習

困難」生組成。有別於抽離班的「數學學習困難」生，融合班中的「數學學

習困難」生雖然數學成就較同齡學生低或具有特殊學習障礙，但他們能勉強

跟上融合班的數學進度。研究者將他們定義為程度較輕的「數學學習困難」

生。 

 

三、學習成就 

余民寧（2006）提出學習成就為學生在學校中的學習成績，如作業、測驗、

考試等的成績。 

 

四、學習進程 

學習進程是指學生在學習某種概念時，對該概念的理解和應用能力一步一步

趨向精確化的過程（Wilson & Bertenthal, 2006）。Battista（2011）將學

習進程比喻為一座山，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就如同攀山一樣，不斷向上爬，在

過程中獲得知識概念，並憑著越來越熟練的概念及技巧，使攀爬的程序更為

順利，逐漸加快攀爬的速度。 

 

研究者整理以上學者對學習進程的詮釋，將本研究的學習進程定義為學生從

未接觸某概念（基本乘法）至初學習該概念，再到其逐漸理解該概念（乘法

概念）至完全掌握及理解該概念（能編寫 0-10的乘法表、可進行 0-10 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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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乘法運算並解答 0-10的簡易應用題）的過程。學生在經歷理解及掌握該

概念的過程中，逐漸發展。 

 

五、特殊學習障礙 

根據教育署心理輔導服務組（2000），特殊學習障礙指一些學習異常的表現，

其中包括聆聽、閱讀、說話及寫作方面的障礙。而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

（HKASLD）則指出患有「特殊學習障礙」的學童分為五種。 

1. 閱讀障礙 

學生於掌握文字的聲音、外形和意義之間的聯系出現困難。儘管他們花

了很多時間溫習一個字，但轉眼間便會忘記，故認字、默字、串字都成

為他們的大問題。此外，他們在認字方面也出現困難，令其無法理解題

目。 

2. 特殊語言障礙  

學生的句子組織能力較弱，未能用言語表達自己的想法。當複述事情時，

他們會顯得混亂，令對方難以明白。 

3. 發展性協調障礙  

學生的大小肌肉不協調，令他們寫字吃力，較難控制所寫的字體的大小。 

另外，他們經常因平衡感較差而導致受傷。 

4. 特殊數學運算障礙  

學生於數學運算和推理方面的能力較弱，經常將加減乘除的符號弄錯。 

5. 視覺空間感知障礙 

學生對於任何空間的辨識有困難，未能辨認形狀相似的字，例如：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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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春和看、土和士。在筆劃方面也經常出錯，常有加多或減少筆劃的

情況。  

 

教育局推行了「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老師需在一

年級上學期尾為小一學生填寫《小一學生之學習情況量表》，評估他們的學

習需要，若校方發現學生有特殊學習障礙，會轉介他們進行特殊學習障礙深

入評估。評估報告結果會轉交學生就讀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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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章針對本研究所牽涉之文獻進行探討，為「數學學習困難」作出定義、分析「數

學學習困難」的成因及基本乘法的課程內容，並針對「數學學習困難」和基本乘

法課程內容的相關文獻進行回顧與整理。 

 

第一節、「數學學習困難」的定義 

     甚麼是「數學學習困難」? 有不少學者皆為「數學學習困難」一詞作出不

同的定義。從 Kirby 和 Becker﹙1988﹚的角度而言，「數學學習困難」是指學

生在數學學習方面的成就較同齡的學生遜色，他們有的運算速度太慢，有的正確

運算率太低。學習成績的不理想令學生對數學的學習動機低，甚至有焦慮的情緒，

若不盡快作出補救，日子久了，會演變成一種學習障礙（Lerner，2003）。而

Adelman 和 Taylor﹙1993﹚則認為「數學學習困難」泛指一些因外在或內在因

素影響而引致學習數學時出現的困難。外在因素包括教學時所用的語言是否為學

生的母語、學生的家庭背景，如家長的教育程度、學生有沒有上補習班等；而內

在的因素為學生先天性的學習障礙。 

     

綜合各學者所言，研究者將本研究的「數學學習困難」生定義為數學學習成

就低的學生。不論學生是特殊學習障礙生或只是一般學生，只要他們在數學學習

方面出現困難以致他們的數學成就較同齡的學生遜色，他們就會被定義為「數學

學習困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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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數學學習困難」的成因 

    Cawley（1984）主張一般學生會出現「數學學習困難」的成因如下︰ 

1. 學生在未理解已學知識的前題下學習新的概念，令其無法了解新概念。 

2. 雖然學生在計算過程中存在常犯的錯誤，但因老師較為着重學生能否取得正

確答案而忽略了計算過程，令學生無法得悉犯錯的地方，養成了錯誤計算的

習慣。 

3. 學生以錯誤的角度思考題目，對題目的理解力不足，以致不能選用適當的運

算方法。 

 

    Cawley（1984）主張的剛好反映香港「數學學習困難」生的情況。由於香港

的課堂課時間緊迫，學校大多着重教導學生如何運用數學概念，並根據情況應用

於適當的情境中，而非讓學生親自經歷數學產物由無到有，由粗疏到精密的演變

過程，導致教學斷層的出現（馮振業和汪滌塵，2015）。以「告知與練習」的教

學模式為主的課堂令學生往往只是背誦公式，在不理解數學概念的前提下運用數

學。然而，在數學的課程編排上，各個年級的課程是緊密相連的，如學習乘法前

需要有加法的概念、三年級所學的乘法是二年級所學的基本乘法的延伸，故日子

久了，在這教學模式下不能自行理解已學概念的學生漸漸顯得吃力，未能透徹理

解所學的數學概念，令他們難以將所學知識應用於不同的情境中，解答有關新學

概念的問題時也經常出現錯誤，以致其在數學學習上的表現較其他同齡的學生遜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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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經明和蔡玉瑟（2000）指出特殊學習障礙生出現「數學學習困難」的成因 

主要分為三項。 

一、語文能力缺陷 

學生對於理解和分辨數學符號有困難，例如不大明白「+」和「x」的分別。

此外，由於他們認識的字較少，令其難以理解文字題。 

二、注意力缺陷 

學生不太能正確抄寫數字或符號，例如他們會混淆「6」和「9」，或把「23」

寫成「32」等。 

三、數學能力缺陷 

由於列序能力較弱，學生容易忘記運算程序，例如忘記先乘除後加減等。另

外，他們的空間感弱，計算時會出現對錯位值、弄錯橫直式或寫錯答案的情

況。 

 

    這類「數學學習困難」生在學習數學時遇到的挫折更為嚴重，因為他們除了

有上述提及的教學斷層問題外，在學習方面還存在着先天性的困難。正如 Bley 

and Thornton（2001）所言，他們的長期記憶比起一般學生弱，所以較難從長期

記憶中提取算術知識，如乘法表。另外，由於他們的工作記憶較弱，在提取記憶

內容時，他們會情不自禁地受到其他無關痛癢的信息干擾，以致無法提取所需的

內容，就算已經計算到正確答案，但寫在紙上卻可能變成另一個數，令他們就算

理解該數學概念並選用正確的運算方法，或計算過程準確無誤，也不能取得正確

答案，故他們的數學成就較低。 

 



何松容 Ho Chung Yung  

13 
  

第三節、基本乘法的課程內容 

一、基本乘法的學習重點 

    本研究的基本乘法學習重點，是指課程發展議會（2000）所編定的《數學課    

    程指引（小一至小六）》中的 2N3部份。詳細的學習重點如下︰ 

1. 學生認識乘法的基本概念，例如明白 3+3+3+3+3 等於 5個 3，用乘式表   

示是 3 × 5。  

2. 學生能編寫 0-10的乘法表。  

3. 學生可進行 0-10的基本乘法運算。 

4. 學生通過實例發現乘法交換性質，例如： 3 × 5 ＝ 5 × 3   

5. 學生能解答 0-10的簡易應用題。 

 

二、教科書內容 

本研究對象使用新亞洲出版社所出版的數學教科書。研究者根據該教科書的

內容，將基本乘法這單元的教學重點作整理，以了解學生應從教材上學到甚

麼知識，並以表格形式表示，詳細資料請看下圖。 

課題 學習重點 

第 13課   數數活動 1. 通過數數活動，認識乘法的基本概念 

2. 能以乘式表示物件的數量 

第 14課   倍和乘 1. 認識同數連加和倍的關係 

2. 認識倍和乘的關係 

3. 列寫乘法算式（橫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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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課   2乘法 1. 進行 2的基本乘法運算 

2. 編寫 2的乘法表 

3. 解答有關乘法的應用題 

第 16課   5和 10的乘法 1. 進行 5和 10的基本乘法運算 

2. 編寫 5和 10的乘法表 

3. 解答有關乘法的應用題 

第 17課   3和 4的乘法 1. 進行 3和 4的基本乘法運算 

2. 編寫 3和 4的乘法表 

3. 解答有關乘法的應用題 

第 18課   有趣的乘法 1. 通過實例認識乘法的性質 

第 21課   6和 9的乘法 1. 進行 6和 9的基本乘法運算 

2. 編寫 6和 9的乘法表 

3. 解答有關乘法的應用題 

第 22課   7和 8的乘法 1. 進行 7和 8的基本乘法運算 

2. 編寫 7和 8的乘法表 

3. 解答有關乘法的應用題 

第 23課   1和 0的乘法 1. 進行 1和 0的基本乘法運算 

2. 認識 1和 0的乘法結果的性質 

3. 編寫 1和 0的乘法表 

4. 解答有關乘法的應用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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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教科書以 251034697810 的順序引入不同的乘法。

先教授學生 2、5 和 10的乘法是因為他們在一年級時已學過 2個、5 個和

10 個一數，這前備知識可加強他們對數數活動及連加概念的認識，讓他們

較容易地將已有知識遷移至乘法。而 3、4、 6和 9的乘法則在 2、5 和 10

的乘法後引入。7 和 8的乘法相對難一些，所以引入的序列較後。最後再引

入 1和 0的乘法。雖然 1和 0的乘法不利用乘法口訣也能輕易得出答案，但

0的概念比較抽象，小學生較難理解為何 0 和任何數相乘都是等於 0。 

 

三、學生於乘法學習時遇到的問題 

根據新亞洲出版社所出版的數學教科書教師版，一般學生在學習乘法時會遇

到以下問題。 

1. 未能理解被乘數和乘數的概念 

   例子：3 × 6 = 6＋6＋6 

   學生誤寫成：3＋3＋3＋3＋3＋3 

   雖然「6＋6＋6」和「3＋3＋3＋3＋3＋3」的答案一樣，都是 18，但它 

   們在概念和意義上完全不同。 

2. 處理應用題時直接將數字相乘 

例子：媽媽有 3束花，每束花有 5朵，媽媽有花多少朵？ 

學生列式：3 × 5  

大部份的學生沒有仔細閱讀題目的習慣，他們習慣見數字便將其相乘，

未有思考題目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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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之樂：小學生數學輔助教材》中列出了有特殊學習需要的「數學學習困  

難」生在學習基本乘法時常見的學習難點。 

1. 不熟悉乘法口訣 

由於記憶力的問題，背誦乘法口訣對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來說是一大

挑戰，不能熟背乘法口訣使其無法順利計算有關乘法的題目。 

2. 不理解題意 

當學生遇到乘法應用題如「媽媽買了 3 件，每件西餅售 5元，共需付多

少元？」時，學生會因未能理解題意而直接將題目中的數字相加，誤答

為「5 + 3」。 

3. 混淆「×」號和「+」號 

他們在分別數學符號上有一定程度的困難。如他們計算 3 × 9 時，會出

現以下的錯誤︰ 

 

 

他們將「×」號和「+」號混淆，把 3 × 9當作 3 + 9，故計算 3 + 9 = 12。 

研究者認為在計算這類問題時，老師可讓學生兩人一組，先一起朗讀題

目再進行運算，這不但能確保學生清楚題目的要求，還有互相提醒之用。

若其中一名學生把題目讀作「3加 9」而另一名則讀作「3乘以 9」，他 

們會一起討論何者才是正確的，在這過程中加強對題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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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相關研究 

    范揚素（2012）採用了單一受試實驗設計中的 A-B-A撤回設計的方式，藉觀

察同一種教學處理，分別在兩位不同研究參與者身上所產生的效果，以探討直接

教學法教學對國小數學學習障礙學生在乘法運算的學習成效，及後發現直接教學

法的介入令兩名小五數學學習障礙學生的整數乘法答對率大大提升。 

 

    林哲民（2013）將學習進程分為兩個階段「初步發展期」和「驗證期」進行

研究。在「初步發展期」，研究者通過與國小學生的訪談收集數據並與昔日的文

獻作對比，開發一套學習進程評量試題。「驗證期」主要以學習進程評量試題作

為研究工具對學生進行施測，驗證研究者初步發展的學習進程的有效性。通過研

究證實研究者初步發展的學習進程可靠度高。 

 

    廖秋燕（2002）利用長度測量迷思概念觀察記錄表和長度測量問題解決能力

評量表記錄學生測量長度時遇到的問題和評量學生對長度測量問題的解決能力，

藉以探討重度智能障礙兒童在長度測量這課題的學習成效及分析在解決問題時

的行為表現。其後發現功能性課程的設計有效地教導學生如何解決生活中長度測

量的問題。 

 

    徐桂琴（2010）以國小二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通過收集後測、延後測、堂 

課、作業、擬題活動工作紙和數學小日記等數據了解學生對乘法擬題活動的感想、

學習困難和對乘法這課題的理解程度，從而判斷學生的學習情況，探討乘法擬題

活動的教學成效。研究指出在接受乘法擬題活動的教學後，學生的解題能力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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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的進步，在「乘法解題能力測驗」中的成績較沒有接受乘法擬題活動的學生優

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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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大致相同的教學設計運用於抽離班和融合班的學生的課堂中，收集

兩班學生學習進程和學習困難的數據，分析教學上需要怎樣的配合才能減輕他們

於乘法學習上的困難。其後就這些數據作出討論，探討抽離班的學生能否回到融

合班並有效地學習。為達到此目的，本研究採用了觀察研究法和行動研究。  

 

    本章將分為四節說明本研究之研究方法，第一節為介紹研究對象；第二節將

陳述研究流程；第三節詳述研究工具；第四節蒐集數據及作出分析。 

 

第一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香港某小學的兩班二年級生作研究對象，對比兩班二年級生的學習

進程，望能回答本研究之研究問題。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抽離班的 10位學生（全

是特殊學習障礙的學生）和融合班的 31位學生（有 3位是特殊學習障礙的學生）。

抽離班的任教老師為該校的老師，而研究者則會負責教授融合班。 

 

第二節、研究流程 

    本研究分三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教學前的準備，研究者將參考不同文獻，

加強對「數學學習困難」生和小學二年級基本乘法教學內容的認識。另外，研究

者將在校方同意的前題下，查閱研究對象的作業、工作紙、小測等，以便進一步

了解他們的學習背景及學習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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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階段為實際教學和觀察抽離班，研究者在融合班施教及觀察抽離班上課

的過程中收集數據。研究者以觀察研究法觀察抽離班的上課情況，不作任何介入，

其優點是能在自然的課堂環境中觀察學生的學習進程，在蒐集數據的同時又不會

引起學生的心理防衛、掩飾或不合作的心理。通過長期的觀察，研究者可從學生

在課堂上的即時反應與表現，了解學生產生基本乘法概念的過程、對概念的掌握

程度及應用能力。而行動研究將用於融合班中，研究者針對教學情境中所發生的

問題，通過觀察融合班學生的課堂表現和訪談收集數據並作出分析，了解問題的

原因後採取行動來探究，以修正及調整教學設計的方式，檢視其能否達到預期的

目的。 

 

    第三階段為撰寫研究報告。研究者就收集得來的數據，分析兩班學生學習進

程和學習困難的異同，再按照分析的結果討論抽離班的學生能否融入融合班中並

有效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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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流程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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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工具 

一、課堂觀察記錄表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探討抽離班的學生於乘法這課題的學習進程及學習困難，

為方便記錄觀課情況以評估抽離班的學生的學習進程並收集研究問題一的

數據，研究者參考廖秋燕（2002）的長度測量迷思概念觀察記錄表，設計了

乘法課堂觀察記錄表，並於觀察抽離班上課的過程中填寫。研究者先填上該

課節的學習重點，然後通過觀察課堂活動和課堂練習的進行，記錄學生在哪

些教學部份遇到困難、以及犯錯的類型，以便日後分析困難出現的原因，亦

方便與融合班的情況作比較。 

 

二、乘法解決能力評定量表 

乘法解決能力評定量表是參考廖秋燕（2002）的長度測量問題解決能力評量

表而編成的。在是次研究中，將利用 4個評定量表評估學生的表現。由於研

究者認為概念的掌握為基本乘法的首要學習重點，故設計了兩個相關的評定

量表，了解抽離班及融合班學生對概念的理解和掌握，並收集研究問題一、

二的數據。另外，研究者亦會設計兩個有關乘法應用題的評定量表，評估學

生處理應用題的能力以及找出學生於解答應用題時遇到的困難，收集研究問

題一、二的數據。研究者設計的評定量表如下︰ 

1. 「乘法概念」評定量表 

2. 「根據乘法算式畫圖」評定量表 

3. 「基礎乘法應用題」評定量表 

4. 「進階乘法應用題」評定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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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數據蒐集及分析 

    在是次研究中，蒐集的數據包括學生上課堂情況的影片、訪談過程的錄音帶、

學生的堂課、作業、工作紙和小測。以下為研究者如何運用各種方法蒐集和分 

析數據： 

 

一、教學現場錄影 

利用錄影機將抽離班的上課情況錄製下來，以便了解兩班學生的學習進程及

收集研究問題一、二的數據。錄製的影片不但為研究者研究及分析兩班學生

學習進程的異同作充分的理據，還可讓研究者再次觀察錄製的影片，仔細地

分析兩組學生的學習進程和困難，找出學生犯錯或不理解概念的原因，分析

教學設計的不足並作出改善，並討論抽離班的學生可否返回融合班中學習以

回答研究問題三。在使用錄影機前，研究者會先徵得校方和研究對象及其家

長的同意。 

 

二、半結構性訪問 

當抽離班的老師或研究者教授完一個課題後，研究者會在該課堂結束後，於

抽離班邀請三位學生、融合班邀請學習能力為高、中、低的學生各一位進行

半結構性訪談以收集研究問題一、二的數據（融合班的學生是根據他們一年

級的測驗及考試成績而分作高、中、低三個類別的）。每次訪談的對象以盡

量不重複為前題抽取，讓不同學生也有機會進行訪談，這樣做能收集更為概

括的數據之餘又不會引起學生的胡亂猜想，減輕其對被選為訪談對象的不安

感。訪談時間約 5 分鐘，在這過程中將利用錄音機進行錄音（研究者會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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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徵求研究對象、家長和校方的同意，在取得他們的同意後，再進行錄

音）。研究者會詢問學生一些概念性的問題如請學生以連加式的方法表達 3

個 2、讓學生完成乘法解決能力評定量表或讓學生背乘法表等，以評估不同

學生的學習進程和困難，並就這些數據探討問題三—抽離班的學生能否回到

融合班中學習。訪談的模式為每次同時訪問抽離班的三名學生或融合班的三

名學生，這樣一來可以減低學生在進行訪談時所產生的焦慮和不安情緒；二

來可以縮短訪談所用的時間，避免對學生造成干擾。 

 

三、收集作業、工作紙和小測 

研究者收集和查閱兩組學生的作業、工作紙和小測，以便了解兩班學生的學

習進程和對單元的理解程度及收集研究問題一、二的數據。其後通過分析數

據，探討抽離班的學生回到融合班後能否有效地學習，從而回答研究問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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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研究者將基本乘法的學習重點分作三大範疇作研究及分析︰（1）掌握乘法

的概念、（2）解答乘法應用題和（3）背誦乘法表。本研究所指的「理解乘法概

念」為學生能通過文字、圖像和符號表達及思考被乘數和乘數的意思，如他們能

根據連加式寫出乘式或「…的…倍」、根據圖意寫出乘式或「…的…倍」和根據

乘式寫出「…的…倍」等。 

 

第一節、 本研究之教學設計 

研究者從文獻中總結出「數學學習困難」生於乘法這課題的學習難點，並針 

對這些困難調整教學設計，希望能透過教學上的調整減輕他們在乘法學習上的困

難，令他們較容易學習乘法。在是次的研究中，抽離班和融合班的學生會採用大

致相同的教學設計。 

 

一、引入乘法概念方面 

    文獻指出學生在學習乘法概念時，容易混淆連加、乘和倍的關係，如「2 × 3」

即「2的 3倍」，也等於「2 + 2 + 2」，但有部分學生會誤以為「2 × 3」等於「3 

+ 3」，可見學生未能掌握被乘數和乘數的意思。 

 

    有鑑於此，研究者會將教學步驟仔細化，不會於同一時間帶出連加、乘和倍

的關係，反之，會逐一教授，有助學生掌握不同的概念。以下為引入乘法概念的

教學鋪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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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引入乘法概念前先與學生重溫以連加算式表示物件的數量，在過程中配以

淺顯的文字和圖畫，方便學生理解。請見下圖︰ 

 

 

2. 在重溫幾道題目後，特意設計一道寫法較為繁瑣的連加算式。 

如「3 + 3 + 3 + 3 + 3 + 3 + 3 + 3 + 3 = 27」，並指出用連加算式表達 

太麻煩了，可用一個較簡單的方式表示，它就是乘法算式，即 3 × 9 = 27，

中間的符號稱為「乘號」，整道乘法算式讀作「3乘以 9等於 27」，藉以引入

乘法概念。 

 

3. 為了讓學生較容易理解被乘數和乘數的意思，研究者於授課時會指出乘號前

的數表示「重複連加的數」、乘號後的數表示「出現的次數」。請見下圖︰ 

 

在教學的初期，每見一道乘式（如 3 × 9），學生都要一起朗讀「重複連加

的 3出現了 9次」。 

 

4. 其後，讓學生練習根據圖畫寫出連加算式和乘法算式。當學生掌握後再指出

連加算式除了可以乘法算式表示外，還可以「…的…倍」表示，並以課堂工

作紙鞏固知識。下圖為鞏固乘法概念的課堂工作紙的部份截圖︰ 



何松容 Ho Chung Yung  

27 
  

 

 

    在教學的初期，研究者希望學生能專注於理解乘法算式所表達的意思，故只

會指出乘號前的數表示「重複連加的數」、乘號後的數表示「出現的次數」，而不

會告知學生「被乘數」、「乘數」等詞語，避免學生因同一時間學習「被乘數」、「乘

數」及其分別代表的意思而感到吃力。直到大部份的學生能掌握數理後，才教授

學生乘號前的數是「被乘數」、乘號後的數是「乘數」。 

 

二、乘法引入的序列 

    新亞洲出版社所出版的教科書建議教師先教授學生 2、5 和 10的乘法，其

後教授 3、4、6和 9的乘法，最後才教授 7、8、1和 0的乘法。原因是學生在一

年級時已學過 2個、5 個和 10個一數，這前備知識可幫助他們背誦 2、5 和 10

的乘法表，故在教學鋪排上會先引入相對容易的乘法，而相對難的乘法引入的序

列則較後。然而，《數之樂：小學生數學輔助教材》中指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數

學學習困難」生在學習基本乘法時常見的學習難點為不熟悉乘法口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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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見及此，研究者決定以 987643510210 的順序引入

不同的乘法，先教授學生相對較難的乘法（9、8、7、6的乘法），其後再教授相

對簡單的乘法（4、3、5、10、2、1、0的乘法）。這設計有三個目的︰一是希望

借助 9的乘法的指法提升學生對乘法這課題的學習興趣；二是由難到易的引入順

序能讓學生有愈學愈簡單的感覺，大大提升他們對學習數學的自信心；三是為學

生提供較長的時間背誦相對較難的乘法表，減輕學生因未能熟背乘法口訣而帶來

的問題。 

 

三、解答乘法應用題方面 

    文獻指出學生解答應用題時沒有仔細閱讀題目的習慣或未能理解題意，故學

生列式時直接根據題目中數字出現的先後次序決定被乘數和乘數。如處理「媽媽

有 3束花，每束花有 5朵，媽媽有花多少朵？」，學生的列式為 3 × 5，但讓他

們解釋這樣列式的原因時會發現他們只是單純地將題目中的數字相乘，沒有思考

或根本未能理解題目的意思。 

 

    故在教學初期，研究者要求學生以「逐句讀，逐句畫」的解題步驟解題。這

教學設計的目的在於培養學生「先讀題，後列式」的習慣，以免學生在未閱讀題

目的情況下便習慣性地將題目中的數字相乘。與此同時，「逐句讀，逐句畫」的

方法能幫助學生梳理文字訊息，減輕學生於同一時間處理大量文字訊息的負擔，

對文字訊息處理能力較弱的學生而言幫助尤其大。 

 

    以上述例子為例，「逐句讀，逐句畫」的解題步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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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解答應用題時不會一開始便顯示完整的題目，研究者會先顯示「媽媽有 3

束花」，學生要根據這意思畫圖。 

 

2. 之後再顯示「每束花有 5朵」，學生根據這意思畫圖。 

 

3. 其後顯示「媽媽有花多少朵」，學生要根據這意思圈出題目所指的部份。 

 

4. 最後學生要根據圖意列出乘式。從圖中可見「重複連加的 5出現了 3 次」，

故乘式為 5 × 3。 

 

    當學生培養了「先讀題，後列式」的習慣後，研究者不會再要求他們一定要

畫圖，但仍會詢問學生為何如此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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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兩班學生的學習進程 

    抽離班和融合班在乘法這課題的教學設計大致相同，然而，在老師的帶引底

下，兩班學生的學習反應和成就有着明顯的差別。 

 

在引入乘法概念方面 

研究者於引入乘法算式時首次提及「重複連加的數」和「出現的次數」這兩

組字詞。請見下圖︰ 

 

同一時間引入乘法算式、「重複連加的數」和「出現的次數」兩組字詞不但不會

為融合班的學生帶來困擾，他們更對「重複連加的…出現了…次」這句子印象深

刻，就算沒有老師的提示，全班學生皆能自行完成課堂功作紙並取得全對的成

績。 

 

而抽離班的任教老師則選擇在重溫以連加算式表示物件的數量時提及「重複

連加的數」和「出現的次數」這兩組字詞。請見下圖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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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抽離班的學生處理訊息的能力較弱，於同一時間學習乘法算式和新的字詞，

對他們來說訊息量太大，他們一定未能掌握，故任教老師作出調整，利用連加法

這前備知識帶出「重複連加的數」和「出現的次數」，讓學生較容易理解這兩組

字詞，並通過練習題鞏固他們的知識，以便其後套用這兩組字詞來理解乘法算式

的意思。另外，在引入乘法概念的課堂中，老師在講述每道乘法算式時，都會不

停複述哪些數字表示「重複連加的數」和「出現的次數」，確保學生能知道該乘

法算式所表達的意思；而邀請學生回答問題時，每條問題會邀請兩位或以上的學

生回答，並要全班一起複述答案，以鞏固學生對概念的理解。儘管老師刻劃了一

個較為細緻的教學過程，但當學生需自行完成與融合班相同的課堂功作紙時，仍

有不少學生未能根據題目列出連加式和乘式，需老師從旁引導才能取得正確的答

案。 

 

另外，研究者設計了「乘法概念」的評定量表，主要考核兩班學生（一）能

否根據圖意寫出連加算式、乘法算式和利用倍表示；（二）能否根據乘法算式畫

圖表示。結果顯示融合班中高能力的學生三題全對，中、低能力的學生於（一）

的部份兩題全對，但根據乘法算式畫圖一題則畫圖不正確。而抽離班的學生中有

一位於（一）的部份兩題全對，唯根據乘法算式畫圖一題畫圖不正確；另外兩位

學生則三題皆有出錯的地方。 

 

由以上的例子可見，儘管在較慢的教學節奏和較細緻的教學過程下，抽離班

學生的表現仍較融合班的學生遜色，故可推斷在正常的教學節奏下他們未必能學

會老師所教授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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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授應用題方面 

研究者在教學的初期要求學生利用「逐句讀，逐句畫」的方法解題。研究者

的做法是先帶領學生一同完成一道應用題以重溫解題的步驟，其餘的課堂練習會

讓學生嘗試自己思考並在堂課簿上畫圖解題，當大部份學生完成後會邀請學生於

黑板上畫圖及說明列式的原因。直到教授 7的乘法時發現大部份的學生在沒有畫

圖的情況下也能清楚解釋列式的原因，故開始只用口述的方法詢問學生，並未硬

性規定學生一定要用畫圖的方式解題。唯班上仍有一些能力較低的學生要用畫圖

的方法解題，故他們在課堂上的回答沿用這方法。直到學完 4的乘法，融合班的

所有學生皆不用畫圖以幫助思考。 

 

而抽離班的任教老師同樣要求學生利用「逐句讀，逐句畫」的方法解題，與

融合班不同的是在教學的過程中，老師有較多的言語提示，每題課堂練習都會帶

領學生一同完成，回答以口述的方式描述圖畫和說出乘法算式為主。另外，抽離

班的課堂練習的數量亦比融合班多一倍。 

 

研究者於學習完 4的乘法和乘法這課題後分別進行兩次測試，評估兩班學生

的學習進程。每次測試各邀請三位融合班的學生（他們分別為高能力、中能力和

低能力的學生）和三位抽離班的學生在沒有老師的提示下自行完成「基礎乘法應

用題」和「進階乘法應用題」評定量表。這兩個量表分別有三道應用題，需要學

生根據題意列出乘式，並以口述的方法解釋列式的原因。在「基礎乘法應用題」

評定量表的解題過程中，融合班高、中能力的學生未有利用畫圖的方法幫助思考，

低能力的學生則每題皆要圖畫；而抽離班的三位學生亦需畫圖以幫助思考。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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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融合班高、中能力的學生全對，低能力的學生答錯 1題；抽離班的學生分別

答錯 1題、2題和全錯。而在「進階乘法應用題」評定量表的解題過程中，融合

班的學生都不用畫圖；而抽離班的學生皆有畫圖。這評定量表的結果為融合班的

三位學生全對；而抽離班的三位學生皆答錯最後一題。 

 

由這結果可見，在學習的中期，抽離班的學生理解文字訊息的能力仍然較弱，

令他們在自行解題的情況下容易出錯，但隨着時間的過去，以老師引導為主的教

學和較多的課堂練習令他們的解題能力有所提升，他們於「進階乘法應用題」評

定量表的表現不俗。然而，這情況也反映出抽離班的學生需要較慢的教學節奏才

能掌握知識。 

 

在編制乘法表方面 

研究者在融合班授課時只帶領學生一同編制 9的乘法表，其餘的乘法表如 8、

7、6、4、3 的乘法表皆由學生自行編制。儘管有些學生編制的速度較慢，但他

們清楚編制的步驟，故所有學生皆能自行完成編制。而抽離班的情況有些不同。

任教老師帶領學生一同編制 9的乘法表時，有些學生因工作記憶稍遜，經常被無

關的訊息干擾，看見旁邊的圖畫有 9個長方體便在直式上寫上 9，並未有理會直

式的用意。請見下圖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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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抽離班的任教老師調整教學設計，與學生一同編制 8、7、6的乘法表，

一開始學生仍會被無關的訊息干擾，但通過一次又一次的親手操作，他們開始熟

習編制乘法表的步驟，被無關訊息干擾的情況也逐漸減少，直到編制 6的乘法表

時所有學生都能掌握乘法表的編制方法，故老師嘗試放手讓學生自行編制 2、3、

4、5、10 的乘法表，幸而所有學生皆能成功編制。 

 

從以上的實例可見，被無關訊息干擾的問題對抽離班的學生整體的推進構成

打擊，因學生需要不停地作出修正，而不修正的話又不能繼續編制乘法表，故無

可避免地拉長學習時間。 

 

第三節、 兩班學生的學習困難 

在學習乘法這課題時，抽離班和融合班的學生皆出現了一些學習困難，他們

有的因為教學設計上出現漏洞，而跟不上老師的教學進度；有的則由於受特殊學

習障礙的影響，使他們在學習上的表現稍遜。 

 

兩班學生共同的困難︰教學斷層 

一、根據連加算式寫出相應的乘法算式和以倍表示 

    在教學的初期，研究者發現融合班中有部份學生於沒有圖像提示的情況下較

難根據連加算式寫出相應的乘法算式和以倍表示。請見下圖的例子︰ 

 



何松容 Ho Chung Yung  

35 
  

當學生看見「9 + 9」時，他們會被題目中的「9」影響，寫出等於「9 的 9 倍」

及「9 × 9」，但只要引導他們聯想起哪個數是「重複連加的數」和哪個數是「出

現的次數」時，他們能馬上說出「9是重複連加的數，出現了 2次」。這時再讓

他們用乘法算式表示「9 + 9」，他們皆能說出「9 + 9」等於「9 × 2」並指出

這是因為「重複連加的 9出現了 2次」。 

 

研究者為此作出檢討，發現自己在教學的過程中只著重讓學生練習看見乘法

算式（一）說出「重複連加的…出現了…次」這句子、（二）以「…的…倍」表

示，卻未曾在沒有圖像提示的情況下和學生練習以「重複連加的…出現了…次」

這句子表示連加式。研究者本以為看見「9 + 9」，學生很容易便能說出「重複

連加的 9出現了 2次」，故沒有特別帶出這點，未想到學生未能將連加算式和「重

複連加的…出現了…次」這句子連繫起來，以致形成教學斷層，令他們由連加算

式轉換到乘法算式時出現困難。在指出連加算式和「重複連加的…出現了…次」

這句子的關係後的第三天，研究者讓曾答錯的學生完成相類似的練習（請見下圖），

評估學生是否已修補這教學斷層，幸而這次他們皆能取得正確答案。 

 

 

抽離班亦有學生出現這問題，部份學生會寫出「9 + 9 = 9的 9倍 = 9 × 9 

= 81」。請見下圖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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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學生學完 8的乘法後，任教老師再讓學生完成相類似的工作紙，發現仍有學生

未能掌握連加算式和乘法算式的轉換，但這次學生未有受乘法算式的影響，能得

出「8 + 8 = 16」（請見下圖）。直到學完 7的乘法，學生才能修正錯誤。 

 

 

儘管兩班學生都有相同的學習困難，但有別於融合班的情況，抽離班的任教 

老師在課堂上早已指出連加算式可以「重複連加的…出現了…次」這句子表達（請 

見下圖），並讓他們完成 4題練習題作鞏固。 

 

可是，在如此細緻的教學下，抽離班仍有部份學生未能掌握概念。除此之外，他

們克服困難所需的時間也較長。故可預計在正常的教學下，抽離班學生的學習進

展必定未如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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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據乘法算式畫出相應的圖 

研究者亦發現兩班學生根據乘法算式畫出相應的圖時，很容易被乘法算式中

數字出現的先後次序影響。如下圖，學生需要根據 3 × 5 畫出相應的圖，他們

一看見 3，便先畫了 3個框框，其後在每個框框裏畫上 5個圓圈。結果他們所畫

的圖對應的乘法算式是 5 × 3，而不是題目要求的 3 × 5。 

       

當研究者遮蓋圖畫，讓學生解釋 3 × 5的意思時，他們能說出 3 × 5的意思為「重

複連加的 3出現了 5次」，之後研究者遮蓋乘法算式，詢問他們所畫的圖表示甚

麼意思，他們能回答「重複連加的 5出現了 3次」。可見學生雖能分別根據乘法

算式和按圖說出「重複連加的…出現了…次」，但他們不知道「重複連加的…出

現了…次」這句子是連繫兩者的關鍵，故未能直接由乘法算式轉換至畫圖。 

 

針對這困難，研究者回想起教學和觀課的過程，自己及抽離班的任教老師在

課堂中只讓學生練習按圖說出「重複連加的…出現了…次」及相應的乘法算式（請

見下圖），以為學生有足夠的逆向思維能力，可以通過這些練習自己理解如何由

乘法算式轉換至畫圖，未想到會產生教學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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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研究者利用「根據乘法算式畫圖」評定量表進行測試，希望可藉此找

出修補斷層的方法，故從融合班中抽出三位學生（他們分別為高能力、中能力和

低能力的學生）和抽離班中抽出三位學生，讓他們完成 4道根據乘法算式畫圖的

題目。首 2題中提供「重複連加的數」及「出現的次數」的句子，而後 2 題則沒

有提示。在評估的過程中要求學生先朗讀乘法算式所表達的意思（如重複連加的

9出現了 2次），再畫圖。結果發現只要幫學生帶出連繫乘法算式和畫圖的橋樑

是「重複連加的…出現了…次」這句子，融合班的三位學生皆能取得全對的成績。

請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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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離班學生的表現則未如融合班理想。有一位學生在第 2題時畫圖出錯，原

因是他並沒有朗讀「重複連加的 8出現了 3次」，當他先朗讀後畫圖時，他能自

行修改答案。請見下圖︰ 

   

而在第 3題的部份，有兩位學生畫圖出錯，他們所畫的圖對應的乘法算式分別是

4 × 4和 4 × 5。請見下圖︰ 

   

當研究者為他們加上文字提示後，他們可自行修正圖畫，並順利完成第 4 題。 

  

 

總結以上的例子，融合班的學生完成兩題有提示的題目後便能自行修正問題；

而抽離班的學生則需要較多的文字提示幫助鞏固知識。這可反映抽離班的學生學

習能力較融合班的弱，克服困難所需的時間也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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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離班學生特有的困難 

一、工作記憶較弱 

抽離班的學生工作記憶較弱的問題於背誦乘法表時尤其明顯。研究者於功課

輔導班時曾抽出不同的學生，讓他們個別背誦乘法表，結果發現大部份的學生在

背誦的過程中會突然忘記自己背到哪裏。研究者試過讓學生通過手指的幫助記錄

自己背到哪裏，以 8的乘法為例，背 8 × 1時伸出 1隻手指，8 × 2 時伸出 2隻

手指，8 × 3時伸出 3 隻手指，如此類推。詳情請見下圖︰ 

 

  

 
 

 

然而，這方法的成效並不顯著，學生在背誦的過程中需要顧及手指的動作，反而

為他們帶來負擔，他們有時會忘記伸出手指，有時又會因顧着伸出手指而忘記自

己背到哪裏，令問題更為嚴重。 

 

另外，在評估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抽離班的學生經常被無關的訊息干擾。

如下圖，學生能根據圖意列寫正確的連加算式，唯他們在列寫乘法算式時受到之

前的答案干擾。當研究者遮蓋乘法算式的部份，讓學生以乘法算式表示 4 + 4

時，他們能回答 4 × 2，之後讓他們再看一看自己寫的答案時，他們指出不小心

抄了上一題的數字。 

8 × 1      8 × 2     8 × 3    8 × 4    8 × 5 

8 × 6      8 × 7      8 × 8      8 × 9     8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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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解答乘法應用題時亦會出現這問題，他們容易受題目中的數字干擾。

如下圖，他們被數字出現的先後次序影響，明明畫圖是正確的（以乘法算式表示

為 4 × 6），但列式時會不自覺地跟隨題目中數字出現的順序決定被乘數和乘數

（6 × 4），以致列式錯誤。請見下圖的例子︰ 

 

而在以下的例子中，學生雖然未有被題目中數字出現的順序影響其判斷被乘數和

乘數的能力，但學生列式時亦受題目中出現過的數字影響。從圖中的 8個人可見

學生理解「我和 7位同學」這句的意思指一共有 8人，但列式時他受到題目中的

「7」影響，列式為 10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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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長期記憶較弱 

 抽離班有部份學生在背乘法表時遇到問題。因為 9的乘法有指法的幫助，學

生很容易便背熟 9的乘法，但其他的乘法並沒有簡單的指法幫助背誦，有部份學

生經常忘記 8、7、6的乘法。研究者曾鼓勵他們通過俗語或故事加強記憶，如通

過俗語「不理三七二十一」記得 3 × 7 = 21；故事「伯伯六十四歲」記得 8 × 8 

= 64等。儘管學生在當天會記得，但隔天再詢問時他們又會忘記，使到那些學

生在背乘法表時需花費大量的時間與精力。 

 

此外，學生會出現突發性的錯誤。研究者發現抽離班有部份學生於熟背乘法

表後會出現突然忘記的情況，如有位學生一直以來都能熟背 4的乘法，但有一天

讓他背寫時，他卻忘記了 4 × 5等於多少，他停頓了一會後開始根據乘法算式畫

圖，之後通過數出圖中圓圈的數目得知 4 × 5 = 20。請見下圖︰ 

 

這位學生的做法令研究者大吃一驚。研究者教授學生根據乘法算式畫圖的原意是

幫助學生鞏固乘法的概念，想不到這方法居然可幫助忘記乘法表的學生找出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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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及建議 

第一節、 結論 

通過是次研究，就研究問題一「抽離班和融合班的學生於乘法這課題的學習

進程有何不同？」，研究者發現儘管在大致相同的教學設計下學習同一課題，抽

離班和融合班學生的學習反應和成就有着明顯的差別。相對於融合班的學生，抽

離班的學生於同一時間處理多種訊息的能力較弱，而理解文字訊息的能力也較差。

此外，他們的工作記憶稍遜以致容易受無關的訊息干擾。這些學習障礙對抽離班

的學生的學習構成一定程度的影響，使得他們在學習乘法概念、解答乘法應用題

和編制乘法表三方面皆需要較慢的教學節奏及較細緻的教學過程以掌握及理解

知識。由於教學節奏減慢、教學過程細緻化和練習題增加的原故，教授抽離班的

學生基本乘法這課題共用了 20堂，而教授融合班的學生則用了 15堂，抽離班所

花的時間是融合班的 1.3倍。然而，從兩班學生的課堂表現、四個評定量表及評

估的結果可見，即使所花的課時較多，抽離班學生的學習成就也較融合班學生遜

色。 

 

而就研究問題二「抽離班和融合班的學生於乘法這課題的學習困難有何異同

之處？」，研究者發現抽離班和融合班的學生於根據連加算式寫出相應的乘法算

式和以倍表示的題目及根據乘法算式畫出相應的圖的題目掌握較弱。原因是研究

者和抽離班的任教老師未能收緊教學，而學生又不能自行修正老師未有講清的訊

息，以致教學斷層的出現。抽離班的學生除了有上述提及的教學斷層問題外，在

學習方面還存在着先天性的困難。他們的工作記憶較弱，在背誦乘法表時經常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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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自己背到哪兒。其次，他們容易受到其他無關痛癢的訊息干擾，如不小心抄了

上一題的答案；在列式時被題目中的數字影響等，使他們在掌握概念和理解題意

的情況下，答題時仍會出錯。另外，他們的長期記憶比起融合班的學生弱，熟背

乘法表對他們來說是一大難關。 

 

最後，研究者將回答研究問題三「在調整教學的情況下，抽離班的學生能否

回到融合班學習？」。儘管研究者已根據文獻中「數學學習困難」生的學習難點

調整了教學，但見基於之前的分析，抽離班的學生仍需要很慢的教學節奏才能掌

握知識。故要讓抽離班的學生回到融合班上課，教學節奏必需有所調整，然而，

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若照顧抽離班學生的需要，重複又重複的教學步驟和較

多的練習題會令能力較高的學生感到煩悶，甚至會消磨他們的學習興趣；若照顧

融合班學生的需要，採取正常的教學節奏，抽離班的學生又會因跟不上教學進度

而未能掌握知識。就算有助教的幫忙，成效也未必顯著，因為助教只有一人，在

課堂中較難照顧全部有需要的學生。故研究者認為融合終究是神話，抽離班的學

生較難回到融合班學習。開辦抽離班是幫助他們學習數學的最有效的方法，因為

在抽離班中，教學設計針對他們獨有的障礙而設，既可以切合他們的需要，以較

慢的節奏學習，提升他們的學習成效，又不需擔心影響其他學生的進度。 

 

第二節、建議 

 在是次研究中，研究者發現即使調整了教學設計，抽離班和融合班的學生在

學習乘法這課題時仍會出現一些學習困難。現就這些困難作出改善教學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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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針對乘法概念的建議 

鑑於學生因未能將連加算式和「重複連加的…出現了…次」這句子連繫起來，

以致由連加算式轉換到乘法算式時出現困難。老師可改善引入乘法概念的教學鋪

排，在重溫以連加算式表示物件的數量時先提及「重複連加的數」和「出現的次

數」這兩組字詞，並與學生練習以「重複連加的…出現了…次」這句子表示連加

式，幫助學生日後利用這知識理解乘法算式所表達的意思。其後再幫學生將知識

逐步連繫（由連加算式連繫至「重複連加的…出現了…次」再連繫至乘法算式），

使學生能於連加算式和乘法算式中靈活地轉換。 

 

    就學生未能根據乘法算式畫出相應的圖這點，老師可培養學生見到乘法算式

時先寫出相應的連加算式的習慣，之後再根據連加算式畫圖。以 5 x 3為例，學

生見到 5 x 3後要先寫出相應的連加算式 5 + 5 + 5，其後在每個 5 之下畫出相

應的圖（請見下圖）。 

 

對於一些能力稍遜和工作記憶稍弱的學生來說，他們較難直接於乘法算式轉換至 

圖像，加多一步的好處是學生可以通過連加算式的幫助，較容易地畫出相應的 

圖。待學生熟習由乘法算式轉換至圖像後，老師可鼓勵學生省略中間的步驟。 

 



何松容 Ho Chung Yung  

46 
  

二、針對解答乘法應用題的建議 

「逐句讀，逐句畫」的解題方法對學生的解題有很大的幫助，其不但可培養

學生閱讀題目的習慣，還能幫助學生梳理文字訊息，令學生較容易理解題目的意

思，故研究者建議在教授應用題時沿用這方法。然而，抽離班的學生列式時容易

受題目中的數字干擾，以致畫圖正確但列式不正確的情況出現。有見及此，老師

要培養學生於畫圖後根據圖意列式的習慣。老師可嘗試在學生根據題意畫圖後，

要求他們用手遮蓋題目，幫助他們將注意力集中於圖畫上，減少列式時受題目中

的數字影響。 

 

三、針對背誦乘法表的建議 

    有些學生的記憶力稍遜或不能通過死記的方法背誦知識，儘管他們努力地背

誦乘法表，但很快便會忘記，故需為他們尋找另一個方法，刺激及加強他們的記

憶，幫助他們熟背乘法表。融合班中有一位學生無法通過死記的方法背誦 8的乘

法表，研究者教授他 8 的乘法的指法（每次合起 2隻手指），他在指法的幫助下

最終能背誦 8的乘法表。雖然這指法較為抽象，只能顯示 8的乘法結果的個位數

字（86420），不是對所有學生都有效，但不同的學生有不同的學習方

法，對圖像敏感的學生，可嘗試教授這指法。詳情請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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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在學習乘法這課題時遇到的另一問題為忘記乘法表，這既可能是突發性

錯誤的出現，又可能是學生未有熟背乘數表。不論是哪種情況，學生在遇到這問

題時一定會手足無措，若老師在教學的過程中預先教授學生如何利用其他方法找

出乘法算式的結果，必定對他們有很大的幫助。在半結構性訪問中，研究者發現

根據乘法算式畫圖的方法能幫助抽離班的學生在忘記乘法表的情況下找出乘法

算式的結果。以 6 × 4 為例，學生先根據乘法算式畫圖，之後通過數出圖中圓

圈的數目得知 6 × 4 = 24。請見下圖︰ 

 

儘管有人認為這方法較為麻煩，但對於未能熟背乘法表的學生而言，這不失為一

個可行的方法，故研究者建議老師教授學生根據乘法算式畫圖，使學生在忘記乘

法表時亦能通過畫圖的方法找出答案。 

 

而對於加減法運用純熟的學生，老師可嘗試教授學生在忘記乘法表時利用加

法或減法的幫助找出答案。以 7的乘法為例，如學生忘記了 7 × 4的結果，但其

記得 7 × 3 = 21，這時學生可利用加法（21 + 7），計算出 7 × 4的結果（28）；

若學生只記得 7 × 5 = 35，但其要找出 7 × 4的結果時，便可運用減法（35 - 7），

計算出 7 × 4的結果（28）。請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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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附錄 

附件一︰時間表 

預期完成日期 需要完成事項 

10月中 了解學生以往的學習情況 

10月中 製作課堂觀察記錄表 

10月尾  製作「利用倍和乘表示」評定量表 

 「根據乘式畫圖」評定量表 

11月初 製作「基礎乘法應用題」評定量表 

 「進階乘法應用題」評定量表 

11月尾 收集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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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課堂觀察記錄表 

教學重點  

有沒有問題出現，如有 

(i) 在哪些教學部份 

(ii) 犯錯的類型 

(iii) 人數佔全班人數的幾成 

 

問題出現的原因  

可行的改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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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乘法概念」評定量表 

目標 題目 評量結果 

能根據圖意寫

出 

(i) 連加式 

(ii) 乘式 

1.看圖填一填。 

  一盒雞蛋有 10 隻。 

   

 

   ____ + ____ + ____ = ____ 

  用乘式表示︰____ x ____ = ____ 

  用倍表示︰____ 的 ____ 倍是 ____ 

 

2.依圖意寫出連加式和乘式。 

 
 

  連加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乘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能理解乘式所

表達的意思 

 

根據乘式畫圖表示。 

3 x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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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根據乘式畫圖」評定量表 

目標 題目 評量結果 

能理解乘

式所表達

的意思 

根據乘式畫圖表示。 

 
 

 

 

 

   

 

 

8  x   3 

 

 

 

 

 

 

5 x 4 

 

 

 

 

 

 

2 x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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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基礎乘法應用題」評定量表 

目標 題目 評量結果 

能根據題目

寫出乘式 

1. 每盒有 8個小蛋糕，  

3盒有多少個小蛋糕？  

 

 

 

 

 

2. 9隻蜘蛛共有腳多少隻？ 

 

 

 

 

 

3. 雞蛋 6 盒， 

每盒有 4隻， 

共有雞蛋多少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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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進階乘法應用題」評定量表 

 

目標 題目 評量結果 

能根據題目

寫出乘式 

2. 1支原子筆 9元，  

小欣和我各買原子筆 1支， 

我們共需付多少元？  

 

 

 

 

 

2. 媽媽每一個星期都會給我零用錢， 

我一天的零用錢有 10元， 

我一星期有零用錢多少元？ 

 

 

 

 

4. 我和 7位同學每人買一包糖果， 

一包糖果有 10粒， 

我們共有糖果多少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