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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一、 研究背景和動機 

    在五年的數學師訓生涯裡面，研究者與同學均學習了「趣味數學」，了

解到數學學習也可以充滿趣味性，不再只是單一的計算。研究者想了解同學

們對這一科目的實踐和取態，因此進行是次研究。 

 

    遊戲是兒童的天性，在遊戲中兒童不只是獲得滿足和快樂感，對他們來

說遊戲是學習、適應、活動、生活（例如煮飯仔的遊戲正是學習大人的生活

方式），我們可以見到小朋友在玩遊戲時十分起勁，玩很久也不會感到厭煩

(吳幸玲，2011)。兒童學習應結合他們的成長特性，讓兒童在遊戲環境中讓

學生探索知識，並培養不同能力，如解難、合作、溝通能力等。 

 

    數學教育與遊戲看似兩個極端，其實有相似之處，部分數學課程也可以

與遊戲結合，而遊戲與教育一樣可以讓學生掌握知識。然而現實中數學教育

礙於課程進度等問題，讓教學變得以課程為本，及著重學生對計算的掌握。

課程發展議會(2000)在《數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中指出

過去的數學教育課程編排緊迫和艱辛以及過於側重操練；馬靜雯(2013)亦指

傳統數學課堂中概念及習題講解佔據大部分時間，在學生眼中變成枯燥無味

的公式和習題的堆積(陳晉芝引，2015)。數學教育彷彿失去其訓練學生多元

能力和思維的功能，令學生對數學學習的興趣逐漸低下甚至產生畏懼感。 

 

    數學教育應著重學生的學習興趣，興趣才能讓學生保持高的學習動機及

解決難題的決心和勇氣。而數學教育亦越來越著重數學的學習環境及學生對

學習數學的態度。發展議會(2000)在《數學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

三)》中期望數學教育能幫助學生掌握數學知識外，還可以建立不同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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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期望教師能發展學生對許數學學習的興趣以及讓學生展示對參與數

學活動的熱忱。要激發學生內在對數學的學習興趣，需要將抽象乏味的數學

概念及符號變得生動有趣具體、與實際生活相連， 並透過不同的方式刺激

學生思考。 

 

數學遊戲則可以提供愉快的環境讓學生學習數學。數學遊戲本身多變且具有

機遇性，加上適當的競爭，能大大刺激學生本身求勝及解決問題的心理。 

 

二、 研究目的： 

1. 瞭解準老師對數學遊戲應用於教學的觀感 

2. 探討準老師在設計及進行數學遊戲教學的困難之處 

3. 瞭解準老師應用數學遊戲教學的成效 

    本研究希望瞭解準教師在教學中使用情況，他們對數學遊戲的觀感，以及在  

準備上和施教上的困難及學生在過程中及課堂後的表現。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的

方式了解以上情況，並希望透過問卷瞭解準教師對日後使用數學遊戲教學的意向，

以及提供適當資源後對數學遊戲使用之意向。 

 

文獻探討 

一、數學遊戲之定義 

    數學遊戲定義廣泛，主要指運用數學知識的智力娛樂的活動遊戲或帶有

遊戲成分的數學難題。崔偉啟和謝明初(2015)歸納 Harvey, Bright, Oldfield, 

Tapson 和 Gough 的觀點，得出數學遊戲是獨立或合作進行的任務解決活動或

是競技活動；有特定規則；解決活動中的問題或獲得競技勝利的方法能夠轉

化為解決某個數學問題的方法；參與者自動參與活動，並在活動過程中得到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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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見維亦歸納四個數學遊戲的四個主要特點： 

1. 挑戰性 

    在遊戲活動中教師會設定某些思考目標或任務，學生需要運用已有的數

學知識和技能來完成任務。具有挑戰性的目標通常具有某些限制條件，學生

需要克服老師所設的限制來完成目標，限制越多挑戰性越大。一個好的遊戲

需要適當的挑戰性。 

 

2. 競賽性和合作性 

    多數的遊戲都具有競爭性，例如以達成任務的快慢或完成某作品的數量

或是完成答案的正確來決定勝負。競賽能激發起人類好勝的天性，並造成活

動的挑戰性的趣味，增加學生參與活動的動機和興趣。 

在涉及到團體的競賽，競爭成分和合作成分同時存在。學生需要與同團體成

員合作對抗其他團體。良好的遊戲需要有適當的合作成分，不要造成個人與

個人之間競爭過於激烈。 

 

3. 機遇性和趣味性 

    遊戲中往往具有某種機遇因素令遊戲具有趣味性。例如兩個人玩撲克

牌，透過洗牌和發牌的手續使得每次拿到的牌都不一樣，因此造成機遇性，

讓玩的人有所期待，進而不斷玩下去。 

 

4. 教育性 

    ｢教育遊戲」除了要兼備以上三個遊戲特性外，還必須具有教育性。好

的教育遊戲要能幫助學生養成數學概念，讓學生運用數學知識和技能，或者

讓學生精熟數學技能，以不著痕跡的方達成教學目標。另外，數學遊戲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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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學生思考能力的特性。 

    若滿足前面三個特性的遊戲只能稱為一般遊戲，教育遊戲需具有教育

性。但並不是所有教育遊戲都具有以上四個特性，有些遊戲雖然只具有其中

部分特性，但仍是教育遊戲。一般而言，具備越多以上特性的遊戲就是越成

功的教學遊戲。 

以下為維見饒(1996)所提出的一個數學例子： 

萬元押寶 

千位                百位                十位          個位 

    

1. 學生首先分成 4 組，每一組有一個「押寶器」以及一個有以上圖表的黑

板區域。 

2. 會合開始時每組派一人將押寶器擺在個、十、百、千位其中一位上。 

3. 教師輪流讓每組出來的學生從 9 張數字卡中抽取一張，並擺在自己組押

寶器所擺的格子，並得到相應的錢。例如，押寶器擺在百位的格子，抽

中的數字卡(例如 8)需擺在百位，然後該組便得到 800 元。 

4. 每一組重複以上次序(押寶器每一次都需要移動位置)，各組的金錢就會

累積。當某一個格所累積的錢超過 9 時，由下一位同學上台時加以進位

並寫下正確的錢數。千位的錢進到萬位時稱為「爆炸」，超過千位的錢

不能用，只留千位以內的數。 

5. 每組設法讓自己的錢累積越多越好，但注意不要爆炸。一組內每一個人

都上去過一次時遊戲便結束，累積對多錢的一組便獲勝。 

 

    以上便是數學遊戲的例子，該遊戲充滿挑戰性、競爭性、合作性以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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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性，該遊戲能讓學生熟悉萬位以內的數並能加強培養一萬以內的數字之進

位。 

 

二、數學遊戲的功能與優點 

        數學遊戲對於小學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除此以外，饒見維(1996)、王

幼軍(2002)和張海燕(2005)認為數學遊戲有以下功能與優點： 

1. 激發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與動機 

       小學生自制能力弱，注意力不集中，因此教師要適當安排數學 

遊戲，振奮學生的精神，使學生的精神處於高度興奮狀態，從而提高學生

的學習動力(張海燕，2005)。而數學遊戲之所以能振奮精神，皆因它活潑多

變、帶有趣味性及機運性、具挑戰性與競爭性以及能結合學生的生活情境

(饒見維，1996)。多變的特性能吸引學生期待每一次的遊戲，競爭性和挑戰

性能刺激人基本的好勝心，還有數學遊戲能模擬日常生活環境，讓學生忍

不住參與。 

 

2. 幫助學生學習數學 

       基本的數學概念來自具體的經驗和意義，並且用各種抽象符號表示

(饒見維，1996)。數學遊戲中隱藏著許多數學概念(王幼軍，2002)，許多遊

戲提供學生動手學習的機會，學生可以透過這些具體操作接觸並理解背後

的數學原理。 

 

3. 提升學生的思考能力 

       學生在遊戲中為了獲勝需要思考不同的策略，遊戲的多變性刺激學

生不停思考，遊戲更提供一個獨立思考的機會給學生。此外教師更可以透

過在遊戲中加設特定條件，增加挑戰性，促進學生的變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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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幫助學生建立自信 

       在一般的校園學習中，不是每個學生都能獲得成功感。數學遊戲不

只是專注學生的計算能力，更注重思考與策略，因此給每個學生提供成功

的機會，幫助學生建立自信。 

 

三、數學遊戲的限制 

    數學教育並非只有優點，其在設計和教學時均存在一定難度及限制。

楊道蘭(2012)提到課堂時間有限，教師在組織遊戲容易顧此失彼；遊戲本身

與教育內容脫節或是形式上缺少創新，會讓學生感到厭倦並讓課堂失去數

學趣味；而遊戲活動中課堂秩序混亂，教師的課堂調控能力不夠導致課堂

失去數學趣味。此外，數學遊戲教學還存在其他限制，饒見維(1996)總結了

以下的數學遊戲教學缺點與限制： 

1. 個別差異的問題 

    在一個班級個別差異的存在是無可避免的，教師在執行數學遊戲教學

時對該問題亦頗為棘手。要採取個別化教學或投入較多資源和人手才能緩

和個別差異情況。在班級教學中教師需要帶領全班一起遊戲，故會選取難

易程度適中的遊戲。程度好的學生容易得心應手，而程度較低下的學生有

時會感到困難、挫折並缺乏成功感，漸漸地這些學生可能比較不願意投入

活動中。 

    即使分組活動，個別差異的存在都能難以解決。分組時，有些程度較

差的學生往往變成旁觀；在二人數學遊戲中若學生程度差異很大，程度差

的學生很難有表現的機會，只是程度好的學生忙著思考。另外，部分程度

不錯的學生比較不願意動腦筋或是不願意接受挑戰，讓他們成為旁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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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班級學生人數和秩序的問題 

    遊戲教學法的一個限制就是學生人數不能過多，否則不容易維持秩

序。另外，有些遊戲玩起會造成場面失控的情況。在遊戲進行中，有時學

生因為很投入遊戲情境中，情緒難免比較高漲，討論熱烈時聲音自然會大

起來，此時教師很難要求學生克制興奮的心情。此外，小組內的競爭遊戲

中，部分學生不清楚規則，容易引發學生衝突。部分學生對遊戲秩序的要

求與期望較高，無法容忍其他同學不遵守規則或遊戲秩序的行為，因此會

不斷向教師提出抗議。令教師忙於奔命於各組的秩序問題，導致不易讓各

組進行遊戲，令秩序難以維持。 

 

3. 學生的合作和互動不良問題 

    數學遊戲教學中有不少團隊間的競賽，此時需要學生發揮高度的團隊

合作精神。但合作精神需要時間的培養，在一個小組內有時會有默契不夠

或個性和不來的情形，當兩個本來不太合得來的學生分配在一起，很難讓

他們合作。此外，男生與女生的合作亦不容易，若小組中其中一個性別佔

多數，人數少的性別很容易被忽略。 

 

4. 時間與進度問題 

    現實中遊戲教學通常需要一節課或以上的時間來完成，教師必須把遊

戲和教學目標做緊密的配合，否則會有趕不上進度的顧慮。若要較多使用

數學遊戲教學，這要求教師對不同數學遊戲的熟悉度較高，並對課管和時

間控制有較大的掌握。 

 

5. 遊戲的設計與研發問題 

    遊戲教學的最大限制便是好的遊戲不易設計。教師需要付出大量心思



13 
 

和時間去構思遊戲的目標、遊戲的規則，並適度設立限制條件。教師工作

量很龐大，難以抽取時間去設計遊戲，大多數靠參考現有的遊戲。 

 

6. 教學資源的問題 

      許多遊戲要依賴充分的教學資源或教具才能實施。在遊戲教學法

中，不同的遊戲所需的教學資源都不一樣，教師有時要自制相關的教具或

尋找適當的物品，這對於工作繁重的教師老說亦是一大挑戰。 

 

相關研究 

    陳晉芝於 2015 年曾研究香港小學數學準教師在實習時使用數學遊戲教

學的情況，施教上的困難以及數學遊戲教學的效能。研究反映準教師對數學

遊戲並不陌生，亦在不同課題上使用數學遊戲教學，不過遊戲方式較單調，

多以競賽為主。研究亦得知準教師在執行數學遊戲教學時會擔心教學進度和

時間管理等問題，但普遍準教師對數學遊戲抱有積極態度，認為遊戲教學能

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研究指出未能反映教師在使用數學遊戲教

學的考慮和困難，本研究希望集中了較準教師在使用數學遊戲教學的意向，

並了解準教師的數學遊戲之來源，進一步了解提供適當資源後對數學遊戲使

用的意向。 

 

研究方法 

一、 研究目的 

本研究希望了解準教師在教學中使用數學遊戲的情況；了解他們在準備過程

和施教時遇到的困難，以及對使用數學遊戲教學的觀感；並了解數學遊戲教

學的成效；進一步了解若能獲得支援準教師對採取數學遊戲教學的態度，為

推廣數學遊戲教學法帶來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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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香港教育大學主修數學教育的應屆畢業生，人數為 20

人。他們在院校內已接受一定的教師培訓和擁有兩次實習經驗。 

三、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方式收集資料，了解準教師在使用遊戲教學的情況和成效，

探討準教師使用數學遊戲教學的困難以及對使用遊戲教學的取態。 

問卷會採用不記名方式以確保結果的客觀和真實性，問卷內容主要為封閉式

選擇題和少量半開放式問題。本問卷參考陳晉芝(2015)《香港準小學數學教

師對數學遊戲的應用和成效之探討，及根據學者饒見維(1996)在《國小數學

遊戲教學法》提到的數學遊戲教學的缺點和限制來設計。問卷主要集中在個

方面： 

1. 準教師在教學時使用數學遊戲的情況 

2. 準教師使用遊戲教學後的成效 

3. 準教師在設計和實施遊戲教學時遇上的困難 

4. 準教師對採用遊戲教學的取態。 

 

研究結果 

    本研究一共發放 30 份問卷，收回有效問卷 30 份，學遊戲問卷分析結果如

下： 

一、 準教師在實習時使用數學遊戲的情況 

    問卷分為兩部分分析，第一部份為準教師有否在實習中使用數學遊戲，

第二大部份為對有使用數學遊戲的準教師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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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準教師在實習期間使用數學遊戲的比例 

    以下部分開始均是有使用數學遊戲的準教師的結果分析。 

    在「你在實習期間有使用數學遊戲嗎」這一題中，有 97%的準教師回答有

在實習期間使用數學遊戲，反映普遍準教師會在教學中使用數學遊戲。 

 

數 • 整數四則運算 

• 分數 

圖形與空間 • 平面圖形 

• 立體圖形 

度量 • 貨幣 

• 時間 

• 方向 

• 長度 

• 面積 

• 容量 

• 重量 

表 1 準教師使用數學遊戲的課題 

    在問到「你曾在哪些課題進行過數學遊戲」，準教師回答主要集中在

「數」、「圖形與空間」和「度量」這三個範疇。雖然準教師在使用數學遊戲時，未能

覆蓋「代數」和「數據處理」這兩個範疇，不過準教師嘗試在多個課題使用數學遊

戲，可以看到準教師在使用數學遊戲的範圍頗廣泛，不太會受到課題限制。 

有

93%

沒有

7%

你在實習期間有使用數學遊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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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準教師在哪些情況下使用數學遊戲 

    在「你在哪些情況下使用數學遊戲」這一題，25%準教師回答引起動機，

16%回答學習數學概念和 8%回答重溫已有知識，反映不少準教師在課題開始時

使用數學遊戲。24%回答增加學生對習題的興趣，表示部份準教師會在課題中

間時用數學遊戲。27%準教師回答鞏固已有知識， 反映部分準教師在課題結束

時使用數學遊戲。從這些數據可看到準教師能於教授課題不同的進程中使用數

學遊戲，反映他們使用數學遊戲的靈活性頗強。 

 

 

圖 3 準教師使用數學遊戲之頻率 

    在回答「你在實習期間進行的數學遊戲的頻率」，86%的準教師回答視課題

引起動機

25%

重溫已有

知識

8%

增加學生對

習題的興趣

24%

學習數學

概念

16%

鞏固已有

知識

27%

其他

0%

在哪種情況下使用數學遊戲

0%
14%

0%

86%

準教師使用數學遊戲之頻率

每節課都使用

每周至少使用一次

從來都不用

視課題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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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定，只有 14%回答每周至少使用一次。而表 1 反映準教師沒能在「代數」和

「數據處理」這兩個範疇使用數學遊戲，可以推測準教師使用數學遊戲時會稍

微受到課題的限制；但也可以看出準教師並沒有濫用數學遊戲。 

 

 

圖 4 準教師使用數學遊戲的類型 

    在回答「你曾在實習期間進行哪種數學遊戲」，30 人中分別有 22 人使用

競賽和動手操作類型的數學遊戲，有 2 人曾使用過角色扮演遊戲，有 3 人使用

過資訊媒體遊戲和分別有一人使用數學迷蹤和畫圖。反映準教師使用的遊戲種

類頗為單一。 

 

二、 準教師在設計和運用數學遊戲時的困難 

 

圖 5 準教師認為數學遊戲是否難以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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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認為數學遊戲是否難以設計」這一題中，54%準教師認為數學遊

戲難以設計，46%的準教師不認為數學遊戲難以設計，這可以看出數學遊戲

設計對於部分準教師存有一定難度。雖然準教師在設計上感到困難，但不少

準教師使用數學遊戲（圖 1），反映準教師對數學有戲抱有正面的態度。 

 

 

圖 6 準教師使用之數學遊戲的來源 

    在「你實習時使用的數學遊戲來自」一題中，33%的準教師回答自己設

計；18%的準教師回答書籍，20%回答教科書及其配套資源，24%回答實習

學校資源和 5%院校培訓。可以看到頗多準教師的數學遊戲來自於現有素

材，只有較少準教師自行設計數學遊戲。圖 5 反映有較多準教師認為數學遊

戲難以設計，可以推斷這是準教師較多使用現有素材的主要原因。 

 

院校培訓

5%

實習學校

資源

24%

教科書及

其配套資

源

20%

書籍或網

絡

18%

自己設計

33%

其他

0%

實習時使用的數學遊戲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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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準教師在設計數學遊戲遇上的困難 

    在回答「你在設計數學上遇上哪些困難」，最經常遇到的困難是所需時

間過多、學校資源不足及對數學遊戲認識不足。而最多人遇到的困難是多需

時間過多，30 人中有 24 人遇到該困難。同時亦呼應圖 6 準教師大部分使用

現有素材的情況。 

 

 

圖 8 準教師在執行數學遊戲時是否感到困難 

    在回答「你在執行數學遊戲時感到困難嗎」，11%的準教師回答頗輕

鬆，53%的準教師回答一般，36%的準教師回答頗困難。總體而言，準教師

在執行數學遊戲時遇到的困難都不大，執行時頗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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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準教師認為影響執行數學遊戲的三項因素 

    在「你認為以下哪三項因素是會影響你執行數學遊戲」，最多準教師認

為「課室管理」是影響他們執行數學遊戲的因素，其次是「教學進度」和

「學生能力」。結果反映準教師對課室管理的能力和信心都不足；由於數學

遊戲需要花費一定的時間，教學進度對準教師執行數學遊戲帶來一定的壓

力。另外，若學生能力未如理想，準教師需花較多的時間來講解遊戲或照顧

學生，對執行數學遊戲亦帶來阻力。 

 

 

圖 10 準教師進行數學遊戲時最困難的地方 

    在回答「你在進行數學遊戲時最困難的地方是」時，30 人中有 6 位

（20%）準教師回答學習數學概念，準教師在執行數學遊戲時可能較容易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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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般遊戲，失去教育性。最多（14 位準教師，47%）準教師回答控制課堂

秩序是他們在執行數學遊戲遇到的最大困難，與圖 9 中準教師認為影響他們

執行數學的最主要因素—課室管理吻合。準老師因為經驗所限，對課室管理

的掌握未夠熟練，但本人相信在未來的工作中準教師的課室管理能力會逐步

提升。 

     

三、 準教師使用數學遊戲的成效 

 

圖 11 準教師使用數學遊戲之成效 

    在回答「你認為在進行數學遊戲後，學生對數學學習興趣有否提高」，

67%的準教師回答部份有提高，29%回答有，只有 4%回答沒有。整題而言，

準教師認為數學遊戲能提高學生對數學的學習興趣。 

 

有

29%

部分有

67%

沒有

4%

你認為在進行數學遊戲後，學生對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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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準教師認為學生是否期待下一個數學遊戲 

    而在回答「你認為學生是否會期待下一個數學遊戲」，93%的準教師回

答會，而圖 11 表示準教師普遍認為數學遊戲能提升學生對數學的學習興

趣，但仍可看出準教師對使用數學遊戲的成效持有正面態度。雖然準教師在

設計和執行數學遊戲（圖 5 和 8）上有一定的難度，但數學遊戲帶來的正面

成果仍吸引準教師是用數學遊戲。 

 

四、 準教師對日後採用數學遊戲的態度 

 

圖 13 準教師是否繼續使用數學遊戲及原因 

    在回答「你會否繼續使用數學遊戲進行教學？為甚麼？」，96%的準教

師回答會，原因主要是數學遊戲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動機，能製造一個

愉快的學習環境，反映準教師對數學遊戲帶來的成果的肯定。而 4%的準較  

回答不會，因為學校進度緊迫。由此看來時間是影響準教師使用數學遊戲的

會

93%

不會

7%

學生是否會期待下一個數學遊戲

會

96%

不會

4%

你會否繼續使用數學遊戲教學？為甚麼？



23 
 

最大因素。 

 

 

圖 14 準教師將來會否增加數學遊戲比例 

    在「將來教學時，你會增加數學遊戲的比例嗎」，53%的準教師回答維

持不變，36%回答稍增加和 4%回答大量增加；只有 7%準教師回答輕微減

少。這一數據更肯定準教師對數學遊戲及其成效抱有正面態度。 

 

 

圖 15 準教師會否增加遊戲比例若院校或學校提供更多遊戲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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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準教師會否增加遊戲比例若學校增加教學資源 

 

圖 16 準教師會否增加遊戲比例若院校或學校提供更多教學資源 

在回答「院校培訓或學校提供更多數學遊戲範本，你會增加數學遊戲的比

例嗎?」和「若學校增加教學資源，你會增加數學遊戲的比例嗎？」，86%

的準教師回答會，可以看到院校和學校若增加現有資源例如遊戲範本和教

材等，能夠鼓勵準教師繼續使用數學遊戲教學甚至增加數學遊戲比例。 

 

結論與展望 

一、 研究結論 

    本研究主要了解準教師應用數學遊戲的情況，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數  

遊戲對學生的影響以及準教師對未來使用數學遊戲之取態。研究結果如下： 

1. 準教師使用數學遊戲之情況 

    研究顯示準教師普遍在數學教學中加入數學遊戲，並嘗試在不同課

題和進程使用數學遊戲，反映準教師對數學遊戲有一定的掌握。不過，

準教師使用的數學遊戲種類較為單一，建議準教師多嘗試不同形式的遊

戲，豐富教學。 

 

會

86%

不會

14%

若學校增加教學資源，你會增加數學遊戲的比

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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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準教師在設計和運用數學遊戲與上的困難 

    準教師在設計數學遊戲時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時間不足，若要設計數

學遊戲堂準教師需花上大量時間準備，但對於主流學校要趕進度一情

況，設計遊戲對於準教師來說有一定的壓力。因此相比起自己設計遊戲

準教師更偏向使用現有資源，這對數學遊戲的發展並不太理想。 

    在執行數學遊戲時，準教師考慮及遇到的最大困難均是課室控制。

準教師經驗尚淺，對於課室管理的技巧和信心仍然不足，但相信在未來

的鍛鍊下會慢慢提高。 

 

3. 數學遊戲對學生的影響 

    普遍準教師都肯定數學遊戲帶來的成效，他們相信數學遊戲能提供

一個愉快的學習環境，有效提升學生對數學學習的動機和興趣。 

 

4. 準教師對未來使用數學遊戲之取態 

    準教師對未來繼續使用數學遊戲繼續持有正面的態度，儘管學校進

度緊迫，他們仍相信數學遊戲帶來的成效，並願意維持或增加使用數學 

遊戲的頻率。另外，若解決準備數學遊戲 

 

研究不足 

    本研究只是初步了解準教師使用數學遊戲教學的情況和態度，鑒於研究

者的能力和條件限制，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和侷限。問卷除了一開始了解沒

有使用數學遊戲的準教師的比率，之後便沒有再探究他們對數學遊戲的取

態，因此研究結果為夠全面。若研究能涵括沒有使用數學遊戲的準教師的意

見，研究結果將會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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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附錄一 準教師使用數學遊戲情況之問卷 

<準教師在小學數學教學中用數學遊戲情況及取態之研究> 

親愛的準教師： 

     

    你好！這份問卷主要了解準教師在小學數學教育中使用數學遊戲的情況及

對數學遊戲的觀感，你的意見十分寶貴，懇請你撥空填答，請依照你的經驗和

看法作法，以作為本研究之重要參考資料。 

     

    敬頌 

教安 

                                         香港教育學院  數學與資訊學系 

                                             指導教授  黃德華博士 

                                               研究員  姚燕君 

問卷 

煩請細閱以下指示，再填寫問卷，謝謝。 

1. 填寫此問卷者必須為香港教育大學數學系應屆畢業生。 

2. 請獨自填寫以下問卷，不要與人討論。 

3. 請確保回答所有問題，再交還此問卷。 

 

第一部分：個人資料 

請剔選你認為最適合的答案 

1. 你的性別是 

   □男       □女 

2. 你是否香港教育大學數學系應屆畢業生? 

□ 是      □ 否 

3. 你最近一次實習主要任教數學年級為(可選多項)： 

□ 1       □ 2        □ 3       □ 4        □ 5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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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任教的班級平均人數： 

   □20 或以下         □21-25          □26-30           □30 以上 

 

第二部分：準教師在教學中使用遊戲的情況及取態 

1. 你喜歡在教學中加入數學遊戲嗎? 

□十分喜歡     □頗喜歡      □一般     □頗不喜歡    □十分不喜歡 

2. 你在實習期間有沒有進行遊戲教學 

   □有            □沒有 

3. 請列出你在實習期間曾於哪種課題進行過數學遊戲？(可選多於一項) 

(例如：加減法、分數、方向、三角形等) 

課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你曾在實習期間進行哪種數學遊戲？(可選多項) 

□競賽         □動手操作         □角色扮演         □資訊媒體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你在實習期間進行的數學遊戲的頻率是： 

□ 每節課都使用             □ 每周至少使用一次 

□ 從來都不用               □ 視課題而定 

6. 你認為數學遊戲是否難以設計? 

□是              □否 

7. 你實習時使用的數學遊戲來源於? 

  □院校的培訓          □實習學校資源          □教科書及其配套資源 

  □書籍或網絡          □自己設計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你在設計數學遊戲時遇上哪些困難？(可選多項) 

□ 對數學遊戲認識不足              □ 學校資源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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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需時間過多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9. 你在執行數學遊戲教學時感到困難嗎? 

□十分困難      □頗困難      □一般      □頗輕鬆      □十分輕鬆          

10. 你認為以下哪三項因素是會影響你執行數學遊戲？ 

□學生人數         □學生能力         □教學進度        □課室管理 

□學習差異         □課題內容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11. 你在進行數學遊戲時最困難的地方是： 

   □講解遊戲規則          □提高學生的投入度         □控制課堂秩序 

   □學習數學概念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你在哪種情況下運用數學遊戲教學？(可選多項) 

   □引起動機         □重溫已有知識           □增加學生對習題的興趣 

   □學習數學概念     □鞏固已有知識           □其他：______________ 

13. 你認為在進行數學遊戲後，學生對數學的學習興趣有否提高？ 

   □有              □部分提高             □沒有 

 

14. 在數學遊戲完結後，學生會否期待下一個數學遊戲？ 

    □會              □不會 

15. 你會否繼續使用數學遊戲進行教學？為甚麼？ 

   □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將來教學時，你會增加數學遊戲的比例嗎？ 

   □大量增加    □輕微增加   □維持不變    □輕微減少   □大量減少 

 

17. 若院校培訓或學校提供更多數學遊戲範本，你會增加數學遊戲的比例嗎? 

   □會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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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若學校增加教學資源，你會增加數學遊戲的比例嗎？ 

   □會                     □不會 

 

問卷終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