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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旨在發展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以提升先天全盲學童數學學習
動機，並透過ARCS學習動機模式來引導學習，進而提升其自信心及
學習效能。本研究結果發現：視障生學習數學之困難與挑戰包含數
學學習主題困難、數學操作技能不熟練、低視力造成數學操作上的
困難、學習內容使得學習動機降低。因此，本研究發展14套視障生
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之策略與技巧，以協助視障生學習。本研究發
現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能夠提升視障生數學學習之動機與興趣，並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此研究成果可奠定與擴充先天全盲學童未來學
習數理科目之基礎，值得未來研究繼續研發與持續努力。

中文關鍵詞： 全盲、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數學概念、數學教育

英 文 摘 要 ： The study aims to develop game-based mathematics activity
modules to enhance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children who
are congenitally blind, encourage them to learn through the
ARCS motivation model, and to raise their self-confidence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of learning
mathematics for visually impaired students include
difficulty in learning mathematics, unskilled mathematics
operation, low vision causing difficulties in mathematics
operation, and reduced learning motivation because of
difficult learning content. Therefore, this study develops
14 sets of strategies and skills of game-based mathematical
activity modules for visually impaired students to assist
their learning. This study found that game-based math
activity modules can enhance the motivation and interest of
blind students in mathematics learning,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can
establish and expan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study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for congenitally blind students.

英文關鍵詞： congenitally blind, game-based mathematics activity
modules, mathematics concepts, mathematic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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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以提升先天全盲學生 

數學概念之研究 

壹、 前言 

作為一名特殊教育研究者，我們有義務要肩負協助特殊學生數學教育的社

會責任，數學教育的受教學群當然包含大眾的一般生以及小眾的學生，如：先

天全盲學童（林福來，個人通訊，2017 年 11 月 1 日）。在國內數學教育中，雖

然也有學生於國際上的表現傑出，但數學程度相對較落後的學生比例高於世界

平均（林福來，2014），因此國內教育學者更多憂心現行教學模式的數學教育扼

殺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增加挫折感，更何況先天全盲學生呢？數學概念的建立甚

為重要，Van Hiele（1986）透過自己的經驗將形成數學概念的過程分為五個階

段：視覺化 visualization（透過視覺觀察實物來學習）、分析 analysis（觀察圖形

構成要素與圖形之間的關係，分析其共同性質）、抽象化 abstraction（探索圖形

內在屬性）、形式演繹 deduction reasoning（建立理論與圖形的關係）以及嚴密

性 rigor（瞭解不同理論間的差異）。國小學生大多到了二年級皆能達到視覺的

階段，但到了三、四年級時，卻僅有半數的學生能達到第二階段的描述階段

（薛建成，2003）。所以，如何透過不一樣的教學法讓學生在形成數學概念的過

程中順利往更高的階段前進乃是重要的課題（賴柏翰，2017）。相似於明眼學生

的學習，先天全盲生在學習數學時更需要建立數學的概念卻因其視覺限制要運

用觸覺並輔助聽覺，由點到線到面的建立心理圖像，使其更不易學習與建立數

學概念，甚至在 Van Hiele 之第一階段（視覺化）的學習就顯得無法理解問題。

同時，林福來（2017）教授也提到，國內數學教育往往太快進入數學計算的步

驟，而忽略應先要建立數學概念的重要性，複雜的題型與計算更造成全盲生建

立數學概念的阻礙。這些在學習數學時所遇到的阻礙使全盲生備感挫折，使其

數學學習動機及自信心下降，更加無法將數學學好，因此研究者認為本研究之

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之研發有其必要性（嚴光輝，個人通訊，2017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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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正好有研究發現，造成全盲生產生困難的因素包含數學概念不足、

工具難以使用、數學點字記號困難、圖形難以理解等，而在此四個因素中以數

學概念不足影響最為嚴重（陳蓓蓉，2004）。由於盲生先天之生理限制，當若需

要依靠視覺來獲取訊息時，如閱讀圖形、表格資料、幾何圖形等數學類型，致

使圖形之完整形體及細節建立產生困難，使盲生表現極不佳（黃鈺荃，2011；

周桂鈴，2001；數學心視界，2017；Cahill 、Linehan、McCarthy、Bormans、

Engelen，1996；Sims，1967）。 

另有些研究顯示全盲生在計算題、圓形概念、機率、統計與折線圖等皆落

後於一般生（黃鈺荃，2011；周桂鈴，2001；鄭靜瑩，2007；溫伊梵、何英

奇、張千惠，2017 審查中）。周桂鈴（2002）指出，盲生極少有機會學習圖形

相關之數學概念。全盲學生不容易理解明眼人的用語，而一般人也不知道如何

用視障者知道的方式與全盲生說明數學概念，更使其學習落後（李宜晉，

2012）。故，先天全盲學生使用與明眼學生相同的教材卻難以理解教材所描述的

內容，如此，對於學習數學概念是相當不利的。 

有鑑於許多一般生之數學概念的落後，教育部門亦開始重視此項議題，近

年來委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林福來教授（2014）帶領中小學教師發展

「數學奠基活動」。亦並由林教授主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教育中心來承辦

「就是要學好數學（JUST DO MATH）」計畫（教育部，2014）。數學奠基活動

模組理念的開始是由於林福來教授發現，國內數學教育常使學生太快進入計算

的階段以回答問題，然而其實教導概念才是較為重要的，目前多數學童缺少了

將概念具體化的過程，變成只是背算式、套公式而已（梁仲容、韓弘偉、黃建

中，2014）。因此，為了幫助學生在學習數學之前能先建立具體概念，進一步提

升其學習動機，並對數學概念有更深入的瞭解，林福來教授（2014）發起以遊

戲方式為本的數學奠基活動模組之設計。但其模組之操作方式乃針對明眼學

生，故盲生若直接用恐有困難，故本研究擬研發適合盲生學習數學之遊戲式數

學活動模組。 

有感於本團隊共同主持人林福來教授（2014）之研究，研究者反思以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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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數學活動模組進行學習是否能應用在先天全盲學童身上，使先天全盲學童能

增進其數學概念。由於先天全盲學童本身即缺乏視覺經驗，因此本研究者與共

同主持人林福來教授共同研究，試圖藉由本研究來探討：如何設計及運用遊戲

式數學活動模組讓先天全盲學童透過觸覺及聽覺等其他優勢能力建立數學概

念。有別於以往之直接教學，研究者欲換個方式，以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引起

先天全盲學生學習動機與自信心，進而能更有效習得數學概念，提升學習成

效。故而發起本研究。 

如同上段所提，在學習數學的過程中，學習動機是不可或缺的。學習動機

是指學生主動學習的內在心理歷程及動力，學習動機能促使學生進行學習也是

主動求知的動力，這個動力能使該學習活動能完成教師所設定之目標 （張春

興，1996；Middleton, 1995）。透過學習動機的提升，學生對於數學學習會更感

興趣，進而能提升其自信心與學習成效。故國外學者 Keller 於 1983 年發展出

ARCS （attention, relevance, confidence, satisfaction）學習動機模式，ARCS 的

展開起始於 Keller （1983）認為傳統的講述法太少關注學生的學習動機，而他

認為若課程教學無法讓學生感到有興趣或提升動機，學生學習之效果也會因而

降低。故 Keller 希望透過 ARCS 動機模式給課程教學者一個能瞭解學生為何而

學習、其學習需求及適合之教學策略等以提升學生之學習動機，進而增進學生

的學習成效（林邵珍，2003）。故本研究之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之設計以

ARCS 理念做為引導。 

綜合以上，本研究欲以發展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以提升先天全盲學童數學

學習動機，並透過 ARCS 學習動機模式來引導學習，進而提升其自信心及學習

效能。 

 

貳、 研究目的 

本研究首先欲先瞭解國小中低年級先天全盲學生之數學概念現況，因此先

進行前測以蒐集先天全盲生基本數學概念之現況資料，接著再以 ARCS 動機模

式作為引導來發展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進行教學。期待透過此種教學方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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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全盲學生建立數學概念。基於以上之研究背景，本研究擬以質性研究方

式，達到以下目的： 

一、 參照最新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行高級中學數

學草案（2016）之學習表現，預期全盲生於學習後，於「數」的學習領域

中，探討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對建構先天全盲國小中低年級學生發展概念

之學習成效，達成以下教學目標。 

n-I-1 理解一千以內數的位值結構，據以做為四則運算之基礎。 

n-I-3 應用加法和減法的計算或估算於日常應用解題。 

n-I-4 理解乘法的意義，熟練十十乘法，並初步進行分裝與平分的除法活動。 

n-I-7 理解長度及其常用單位，並做實測、估測與計算。 

n-I-8 認識容量、重量、面積。 

s-I-1 從操作活動，初步認識物體與常見幾何形體的幾何特徵。 

s-II-1 理解正方形和長方形的面積與周長公式與應用。  

s-II-2 認識平面圖形全等的意義。  

s-II-3 透過平面圖形的構成要素，認識常見三角形、常見四邊形與圓。  

s-II-4 在活動中，認識幾何概念的應用，如旋轉角、展開圖與空間形體。 

二、 探討透過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對提升先天全盲學生數學學習動機的影響。 

三、 培養能夠教導先天全盲學生的數學種子教師並與視障重點學校之教師團隊

共同發展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 

 

參、 工作項目 

基於上述六大目的，第一年之相對應之具體工作項目如下：  

一、廣泛蒐集文獻資料，與團隊成員過濾共同主持人林福來教授已發展好之

「數學奠基活動」模組及教學研習手冊（手冊內容包含：活動器材、活動

說明、活動流程、學習單、學習回饋單等），選擇適合修訂成全盲生適用者

進行實驗再修訂。 

二、完成全盲生需求訪談質性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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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成 5 項全盲生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以「數」的概念為主）之設計與教

學研習手冊案之研發。 

四、製做出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之成品。 

五、試用與修正數學活動模組之成品與教學研習手冊，呈現最完善的成果。 

六、成果推廣。 

 

肆、 名詞解釋 

一、 先天全盲 

根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說明（2013），視覺障礙是指由於先

天或後天原因而致使視覺器官之構造缺損，或機能發生部分或全部之障礙，經

矯正後其視覺功能仍有困難者。而其中先天全盲通常指出生時即失明，或出生

後 5 歲以前失明者（Barraga, 1968）。 

二、 遊戲式數學 

遊戲式數學即是在學習數學的過程中，透過動手玩遊戲的方式教導學生數

學。研究指出，數學及遊戲兩者雖然名稱不同，聽起來也大相逕庭，但兩者具

有類似的元素及結構（鄭肇禎, 1983；Bright, Harvey & Wheeler, 1985）。國內有

研究依據課程的單元內容進行分類，各種競賽性、創意性、實作性及策略性的

遊戲融入數學中進行教學，使學生在研究者所建立的遊戲情境中操作、思考及

學習，以達到寓數學於遊戲的教學目的（田興蓉，2003）。 

三、 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 

本研究所稱之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是指：以數學主題為本之數學概念學習

活動，包含：先天盲學生數學學習工具之研發，教學研習手冊之研發及執行。 

四、 數學概念 

一般而言，數學概念是抽象且具有邏輯的。Skemp（1971, 1979）認為概念

是把具有相似性、共通性的概念歸類在一起，概念形成的過程稱為抽象化，實

際經驗是促成概念形成之條件，將這些經驗與共通性加以分類命名，抽象化即

形成概念（嚴光輝，個人通訊，2017 年 12 月 10 日；Van Hiele, 2017）。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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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學概念都是由實際經驗所抽象化形成初級概念，再繼續抽象化成為次級概

念，這些數學概念的形成具有高度的濃縮姓，因此數學概念變得很困難。本研

究中之數學概念是指學生能在頭腦中形成概念網，並能將這些概念運用於解題

（嚴光輝，個人通訊，2017 年 12 月 10 日；Van Hiele, 2017）。全盲學生對明

眼的世界已缺乏實際的概念，學習數學抽象化的概念過程，由於無法看到老師

上課黑板的文字內容，又要透過點字學習，整個數學概念的學習經常是破碎不

完整的，因此如何幫助全盲生能獲得完整的概念學習，是一大課題。依據林福

來教授之數學奠基活動模組教學研習手冊之建議（林福來，2014），並配合 12

年新課綱，本研究先選取以下主題：一千以內數的位值、加法和減法、十十乘

法、長度及其常用單位、容量、重量、面積、常見幾何形體的幾何特徵、正方

形和長方形之面積與周長公式、平面圖形全等的意義、常見三角形、常見四邊

形與圓、幾何概念的應用等。 

 

伍、 文獻探討 

以下將針對先天全盲生的數學概念之建立、數學學習動機及遊戲式學習的

重要性、遊戲對於數學學習動機的影響、國內數學教育方法的改變分別作討

論。 

一、 先天全盲生的數學概念之建立 

先天全盲生的數學概念之建立受到生理限制的影響常會遇到許多困難，其

中阻礙盲生建立數學概念之因素包含視知覺的障礙、生活經驗之影響、抽象概

念的理解、先天全盲學生缺乏可用之數學模組來學習等。以下針對這四項因素

作探討： 

1. 視知覺的障礙 

視知覺的障礙深深影響先天全盲學生建立數學概念。由於視覺障礙之生理

限制導致缺乏視覺回饋，先天全盲者無法將由視覺得知的感官訊息順利傳達到

中樞神經，以對此訊息進行處理，因此學生普遍因數學概念較缺乏而影響其能

力表現（陳蓓蓉，2004；詹登凱，2010；張蘊慈，2014）。這樣的限制造成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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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盲生在理解數與量、幾何方面等訊息方面有困難，更無法活用這些概念來回

答數學問題（陳蓓蓉，2004；Scholl, 1986）。 

2. 生活經驗之影響 

先天全盲生的數學概念之學習亦受到生活經驗影響。相較於一般生，盲生

常把題目內容和生活經驗結合，以直觀的方式解決問題，而非依循客觀的數學

規則來理解題意並回答問題。然而，他們常會遇到不懂題意的情形加上生活經

驗之欠缺，因此常對題目有錯誤理解，或者不清楚題目的核心概念，而提不出

有效的解題策略以解決問題（陳蓓蓉，2004）。 

Skemp（1971, 1979）認為概念是把具有相似性、共通性的概念歸類在一

起，概念形成的過程稱為抽象化，實際經驗是形成概念的先決條件，將這些實

際經驗與共通性加以分類命名，抽象化即形成概念（嚴光輝，個人通訊，2017

年 12 月 1 日；Van Hiele, 2017）。許多的數學概念都是由實際經驗所抽象化形

成初級概念，再繼續抽象化成為次級概念，這些數學概念的形成具有高度的濃

縮性，因此數學概念變得很困難。然而，對於先天全盲生而言，他們可能從未

使用錢幣買過物品，因此對錢幣的計算概念可能會產生困難，從而阻礙錢幣計

算概念的形成（嚴光輝，個人通訊，2017 年 12 月 1 日；Van Hiele, 2017）。 

此外，雖然有研究顯示，若全盲生能接受良好的數學教育，盲生的數學程

度其實與一般學生相差不大（王奕榮，2004），然而，由於盲生數學教育尚不成

熟，因此在就學前，先天全盲生較明眼學生缺乏數字概念及經驗，導致進入小

學時對數學的準備度相對較低（陳蓓蓉，2004；Cahill、Linehan、McCarthy、

Bormans、Engelen，1996）。 

3. 抽象概念的理解 

如上述所提及，在全盲生缺少視覺線索的情況下，要學習抽象的數學概念

對他們而言是難上加難，例如：他們對於抽象的函數較缺乏概念，因此無法正

確運用規則來解題，也無法與自身經驗相連結（陳蓓蓉，2004；詹登凱，

2010）。另有研究指出，盲生在數學科之表現會隨著年級增加而變差，因為越高

年級的課程，其課程內容也會越來越抽象，而造成此情形（王亦榮，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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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盲生大多缺乏抽象的幾何知識，心中常常會產生錯誤的圖像或圖形，因

此造成了他們可能會害怕幾何相關的學習內容（陳蓓蓉，2004）。近年另也有研

究發現，盲生數學學習困擾之內容包含「數字計算」、「應用題的運算式」、「空

間概念及幾何圖形」，乃因這些困難而造成他們對於數學感到挫折與恐懼，進而

對數學失去興趣而動機低落（王晴雯，2013 年）。 

4. 先天全盲學生缺乏可用之數學模組來學習 

國內缺乏可用之數學模組來教導先天全盲學生數學概念，而僅有給一般明

眼學生學習數學之數學奠基活動模組，如林福來（2014）教授團隊所發展的數

學奠基活動模組。這一類模組目前無法直接拿給先天全盲生做使用，為何該模

組不能直接用以教導先天全盲生數學概念？以該團隊所研發之「接力棒」桌遊

為例（其教學目標為：認識及熟練十十乘法並能運算），該桌遊使用的道具包含

數棒、骰子、鋪克牌及接力卡牌等。然而，對於先天全盲生而言，他們無法直

接以視覺看到數棒的長度從而拼出所要的長度、亦無法直接讀取骰子上的數

字、鋪克牌的花色及數字、卡牌的內容等。數棒及骰子之體積小，並無位置可

供貼上點字符號貼模，且鋪克牌數量多且散，全盲生無法分辨手中之所有卡

牌。此外，活動進行中需判別數棒之顏色以進行配對，然而，對於視障生而

言，他們無法直接判讀，因此會影響其活動之參與及對數學概念之理解。 

綜合以上四項之討論，視知覺的障礙、生活經驗之影響、抽象概念的理

解、先天全盲學生缺乏可用之數學模組來學習等因素均會影響其數學概念之學

習。故本研究之目的擬設計一系列可以為先天全盲生所使用之遊戲式數學活動

模組，讓全盲生也能在遊戲之趣味中學習數學，提升其學習動機進而提升學習

成效，使之有公平參與學習的機會。 

 

二、 數學學習動機及遊戲式學習的重要性 

數學學習動機在學習數學時是很重要的影響因子。然而，在以往的學校數

學教育中，教材與內容太多，使教師被迫要趕進度而只能用直接講述的方式進

行教學，使得數學學習較為枯燥，降低了學生對數學的興趣，以致於大多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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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皆認為數學不實用也無趣。而隨著學生的年級漸增，對數學的學習態度也越

來越負向，甚至逃避不想學，相關的內容於國外也有學者探討過（Mann, 

1993；田興蓉，2003）。此外，有許多教師們會認為學生學不好數學是因為他們

本身不專心、不用功，除了讓數學教師感到無解外，也使學生的學習遭受挫敗

而失去興趣與自信心，更甚者則放棄數學（蕭新雄、徐偉民，2017）。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於 2001 年作的調查，在普通教育之數學課程中，約有九

成的國小一、二年級學生很喜歡上數學課，但隨著年級提高，學生對上數學課

的興趣及效果逐年遞減，到了國三約只有四成的學生能夠理解並有效學習數學

（田興蓉，2003）。 

因此，研究者認為，「如何」教導學生數學概念是重要的。有研究指出，對

於數學低成就學生進行教學時應把握兩個原則，即具象有感和活潑有趣（林福

來、陳建誠、許慧玉、楊凱琳，2015），教師應以學習者為中心研發活動教材，

讓數學的學習變得有趣，引發學習數學興趣，並從「具體操作」中學得重要的

數學概念（林福來、陳建誠、許慧玉、楊凱琳，2015；蕭新雄、徐偉民，

2017）。故而本研究欲在教學中透過多元的教學策略，如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

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

行高級中學數學草案，2016），改變全盲學生對數學負面的既有印象（田興蓉，

2003；林福來，2015；黃敏晃，2005；郭文金、梁惠珍、柳賢，2015；張嘉

玲，2007；陳季萍，2002；陳綵菁、邱榮輝、陳志豪、張宇樑，2013；陳怡

淇，2007；許扶堂，2007；蕭新雄、徐偉民，2017；Burns, 2003；Kleinsinger, 

1991）。 

研究顯示，當學生對自己的數學能力展現出卓越的自信心時，其數學所展

現之成果也會越佳（林碧珍、蔡文煥，2005）。因此有學者認為，若能提升學生

數學學習興趣，連帶提高其自信心，其數學成就表現必也能隨之逐漸提升。除

了提升學習興趣及自信心外，研究也顯示遊戲式教學有助於減少學生的學習挫

折，增加學生學習的成就感與參與感，進一步可提高學習動機、活潑性及變化

性（王慧勤，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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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提生數學學習動機，有些研究使用 ARCS 動機模式進行教學，結

果均顯示 ARSC 動機模式之使用對於提昇教學及學習成效均有助益（Keller, 

1987, 2010）。ARCS 學習動機模式是透過四個面向之調查進行分析，了解學生

在學習時提升其學習動機的可能因素可能為何。透過了解學生需求，教師可以

根據其結果設計符合學生需求之個別化教學策略及方法。其中，ARCS 包含：A

（引起注意，Attention）、R（切身相關，Relevance）、C（建立信心，

Confidence）、S（獲得滿足，Satisfaction）四部分，欲提昇學習動機的教學設計

需配合以上四個要素才能提升及維持學生學習動機，茲分述如下： 

1. A（引起注意，Attention）：引起學生注意使學生產生興趣和拓展學生好奇

心。  

2. R（切身相關，Relevance）：讓課程所呈現的內容與學生之生活經驗相關以

配合學生的需求和所要完成的目標目標，藉此提升他正面的學習態度與動

機。 

3. C（建立信心，Confidence）：協助學生建立成功經驗並建立其自信心，讓

學生能夠相信自己的能力進而繼續學習。 

4. S（獲得滿足，Satisfaction）：讓學生獲得滿足，使之獲得內在信心或外在

鼓勵，以保持繼續學習的慾望。 

同時，又有研究顯示，學習動機會也影響學習者課程的參與率、對於學習

內容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持續參與課程的時間（林麗娟，1994；田興蓉，2003）。

而當學生發現，這些有趣的遊戲式數學活動能使他們學習到數學的概念、又能

將所學到的數學觀念應用在數學遊戲中時，必將能延長學生學習數學的動機與

興趣（田興蓉，2003）。因此，綜合以上諸多中外學者的研究，我們認為以遊戲

式的數學活動模組進行教學確時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從林福來（2014）教授針對一般明眼生所做之研究結果也可看出，有趣的

活動能使教學變得有趣，學生藉由具體操作更能獲得數學概念。而此遊戲式數

學活動除了可以激發學習興趣外，還能培養推理能力、思考能力、分析能力、

充實社會互動行為、提升學習態度、學習與人分享、互相尊重技巧等種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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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有助於其未來發展（黃敏晃，2005；蕭新雄、徐偉民，2017；田興蓉，

2003；劉環毓，2008；賴勤薇， 2011；鄭肇禎, 1983；黃毅英, 1990; 饒見維, 

1996；田興蓉，2003；游自達，2014；張嘉玲，2007）。 

 

三、 遊戲對於數學學習動機的影響 

透過遊戲式教學的方式，引起學生的數學學習動機，讓學生透過參與趣味

性的遊戲式數學活動以提升學生對數學活動的興趣，更能提升學生對於數學的

學習動機；而在進行遊戲式數學活動的同時，培養學生數學概念具體化，使數

學不僅再限於背公式、套公式，而是能引起興趣並進一步探索相關問題，之後

進入更深層的數學單元時能具體的學習（林福來，201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

學教育中心，2017；梁仲容、韓弘偉、黃建中，2014）。 

有許多研究結果均顯示在課堂中進行遊戲活動對於數學學習動機能有很大

的影響。國內有研究指出，在上課時讓學生玩遊戲使上課氣氛活絡，其結果發

現，在遊戲過程中，學生能以非常專心的態度參與且經評量後其成效顯著（田

興蓉，2003）。研究者翻閱諸多研究，略觀國內目前探討數學遊戲於教學實施之

成效者多在國小課程進行，研究結果指出，實施數學遊戲於教學中，的確能有

效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國內研究者認為實施遊戲教學的好處即是可以 “讓大

家在同時間共同參與課程與學習”，因此實施遊戲式教學是能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且能產生良好效果的（王明慧，1996；田興蓉，2003；林福來，2015；林嘉玲, 

2000；莊家誠，2011；張嘉玲，2007；侯惠澤，2014；潘怡勳，2015；黃毅英, 

1990；饒見維，1996；鄭肇禎, 1983；蘇漢哲，2015），國外也有類似的結果

（Froebel，1887；Maslow，1970；Hatlen, 2017）。 

類似的遊戲式教學法除了運用於數學之外，另有研究使用遊戲式教學方式

以改善學生於物理學習等，其研究發現：相較於傳統的講述法，無論是學生還

是教師都較喜歡用遊戲進行教學，且當學生以遊戲進行學習時，他對於所學習

的單元記憶力較佳，同時也較能引起學習動機並維持學習興趣，故這些研究極

強調“遊戲教學”之重要性，主張以開發有趣的單元活動來改善學習情境（王明



科技部補助 MOST107-2511-H-003-006-MY2 

「發展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以提升先天全盲學生數學概念之研究」計畫 

15 

 

慧，1996；黃志賢，2003；Aufshnaiter & Schwedes，1984）。因此若教師能在教

學中融入教學單元的數學遊戲，教導孩子透過玩遊戲來學習（Papalis & Olds, 

1975），讓學生從自己動手玩遊戲中進行學習，應能默默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且減低學生對於數學學習產生的焦慮症狀，對其自信心的增長也能有某種程度

的助益（田興蓉，2003；林福來，2015；林嘉玲，2000）。另有研究也建議，若

能在學習數學時增加實際操作的活動，甚至辦理數學育樂活動，全盲生數學必

能有效提升（李宜晉，2012）。 

除了上述行動研究外，另外有研究以量化方式取得資料並進行分析，結果

顯示大多數明眼學生對數學遊戲教學抱持積極與正面的態度，幾乎所有學生都

希望能在課堂中玩數學遊戲，他們也對數學的學習更有信心（林福來，2015；

田興蓉，2003）。由此可知，以數學遊戲進行課程教學的確對學生較有吸引力，

也能使學生有更正面的學習動機與興趣（徐右任，2001）。在玩遊戲過程中，學

生能在沒有壓力情況下進行，而不造成壓力，因此對數學概念的學習不會產生

排斥，有助於數學之事的學習，甚至會一直想繼續學習（林福來，2015；田興

蓉，2003）。更有國外學者認為，遊戲在學校課程中應具備重要的地位，因為遊

戲是促進學習者的認知發展要素之一（Vygotsky, 1967），若缺乏遊戲活動，則

校內的課程皆無法得到最有效的學習（Dewey, 1938）。 

同時，遊戲式教學不只能提升學習者對於抽象概念的具體化，也能提升學

生於認知、情意、技能、邏輯、主動思考、語言等面向的成長（ Eisert & 

Lamorey,1996; Frost, 1992; Guttfried, 1986；林福來，2015）。在國內，有行動研

究指出透過數字 Bingo 遊戲教導學生雞兔同籠問題時，無須太多解釋學生就可

以自動知道如何解題，且其策略相當多元（洪雪芬，2014）。而在國外，也有類

似的行動研究針對小學四年級之學生進行，他們以長期的遊戲式教學法協助學

生複習和加強數學能力，研究結果發現學生在學習動機、問題解決策略、學習

態度方面都有顯著的提升（Keller，1990）；另有一篇也以玩遊戲方式進行教

學，結果顯示遊戲能提升兒童問題解決中擴散性思考的能力（林福來，2015；

Wyver & Spence，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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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中外學者的研究，研究者認為透過遊戲方式融入數學學習活動中確實

能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自信心。而對於先天全盲生而言，如何提升其數學學習

動機與自信心為最關健的重點，因此研究者認為，若能將遊戲式數學活動融入

視障生的數學學習中勢必也能提升其動機與信心，進而提升其學習成效。且除

了上述優勢外，亦能發展全盲生認知、情意、技能、問題解決能力等能力，對

其未來有相當大的助益。 

 

四、 國內數學教育方法的改變 

近年來，國內普通教育數學推動一連串的教育改革，希望使我國的學生在

接觸數學課程後，不會由於數學太難而降低其學習動機，並能在學習過程中，

透過教師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及引導而逐漸瞭解數學是一門有趣的課程（田興

蓉，2003）。目前，普通教育數學教學模式的改革是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教

育中心林福來教授（2014）團隊所推動的「數學奠基活動」進行。該團隊為達

教學目的，針對一般明眼學生設計諸多遊戲式數學模組及教師研習手冊欲使學

生能提升學習動機與成效。 

「數學奠基活動」一詞來自於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教育中心

所承辦「就是要學好數學（JUST DO MATH）」計畫案（教育部，2014）。計畫

主持人林福來教授指出，「數學奠基活動」最重要的特色是奠定數學概念之基

礎，也就是提供在數學方面準備及能力較不足的學生數學之學習策略以改善其

數學能力。「數學奠基活動」模組之設計有兩個原則，那就是「具象有感」和

「活潑有趣」（教育部， 2014；偏鄉教育創新發展方案，2014）。計畫目標有: 

一、藉由有趣的數學活動，對學習數學準備不足之學生，奠立其學習數學的意

願與興趣。二、經由數學義診的系統，診斷學生學習數學的問題，給予適當的

輔導，以提升學習數學準備不足之學生學習數學的成效。三、培養數學活動

師、數學義診師，並與數學輔導團、數學亮點基地學校結合，具體的協助學習

數學準備不足之學生學習數學，以期每位學生都能成功的學習數學（教育部，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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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除了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數學教育中心林福來教授（2014）所主持的「好

好玩數學營」及「數學奠基模組」研發團隊外，另有許多學者依據其數學奠基

活動的理念，設計諸多數學概念之奠基活動來進行實驗教學，希望能提升低成

就學生的學習成效（蕭新雄、徐偉民，2017；蘇漢哲，2015）。例如：國立台灣

科技大學侯惠澤教授的「微翻轉遊戲式學習活動」（2014）及吳明亮老師的數學

桌遊大集合（2014）都是在推廣透過遊戲來學習數學。其理念都呼應了杜威

「做中學」的教育思想，也呼應了康德（2002）認為的遊戲是自我為了自我學

習而達到的內在活動。 

因此研究者試圖藉由本研究來探討：如何設計及運用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

讓先天全盲學童透過觸覺及聽覺等其他優勢能力建立數學概念。有別於以往之

直接教學，研究者欲換個方式，以發展並運用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以啟發先天

全盲學生學習動機與自信心，進而能更有效習得數學概念，提升學習成效。故

而發起本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教育中心林福來教授所主持之「就是要學好數學

（JUST DO MATH）」計畫案（教育部，2014）中之「數學奠基活動」模組與本

計畫案所擬設計之「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之差異在於：「數學奠基活動」所用

之教學模組、活動設計、活動流程遊戲規則等原本是設計給一般明眼學生使

用，因此本研究案已經徵得共同主持人林福來教授之同意，擬先過濾其原有之

「數學奠基活動」模組（含教學研習手冊內容，例如，活動器材、活動說明、

活動流程、遊戲規則說明、學習單、學習回饋單）內容，選擇容易修訂者並改

良、及研發適合全盲生使用的「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及研習手冊（含教學研

習手冊內容。例如，活動器材、活動說明、活動流程、遊戲規則說明、學習

單、學習回饋單）。因此本「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之研發乃借重共同主持人林

福來教授及其數學輔導團隊教師之專長，加上擬邀請之兩位視障教育老師，以

共同設計符合全盲學生使用及參與之數學活動模組，提升其數學概念學習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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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研究方法 

一、 計畫架構 

本研究之架構及流程如下頁圖 1 所示，以下簡介各分項工作。 

首先於計畫開始後，先邀請本案之共同主持人林福來教授及其數學輔導團之組

長 2 位（洽詢中），及五常國小視障資源班之 2 位視障教育之特教老師（洽詢

中）等舉行起始會議，會議中與每一位參與者確認其職責、敲定計畫執行之方

式及核對每個進度達成與否之方法等。接著開始徵求有意願來參與研究接受訪

談之對象，並以質性研究取向之半結構式訪談及各項觀察（詳 P. 20）來蒐集資

料。再來是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設計與編寫、內容製作、實驗教學與成效分

析、培訓種子教師及推廣。 

 

圖 1 架構及流程 

二、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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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本研究方法分為研究設計、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步驟、研究

倫理、研究信實度及預定研究進度表七部份分別進行說明。 

1. 研究設計 

本研究計畫之架構及流程如圖 3 所示，其中包含：質性研究之資料蒐集與

整理、需求訪談、模組設計與編寫、模組內容製作、實驗教學、成效分析與推

廣。本研究方法包括：半結構式深入訪談、軼事記錄、錄影、省思札記、言語

流動、觀察與紀錄先天全盲生以數學活動模組學習數學概念時的情形及其成

效。 

2. 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對象為 5 位國小中低年級先天全盲學生，每位學童進行 4 週之

教學，每週 1 次，一次 50 分鐘。此處所指的先天全盲生是指經醫師鑑定，符合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2013）」所定之全盲標準。本研究之研究

對象除須符合國小中低年級及先天全盲之條件外，並無其他感官肢體或認知障

礙。 

3.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主要研究工具包含： 

(1) 質性的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大綱（針對國小先天全盲學生數學學習現況與學

習數學時的困難）：此訪談大綱參考國內外文獻來擬定，並透過本團隊計畫

主持人之專家審查及兩位數學教師進行 Pilot study 來完成訪談大綱之定

稿。 

(2) 能協助視障生學習數學之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這些模組根據訪談視障生

之需求後設計，設計後用於教導國小中低年級先天全盲生並探究其成效。 

(3) ARCS 學習動機模型之評量表：在研究者設計數學遊戲的過程中，擬使用

Keller（1983）的 ARCS 學習動機模型之評量表探討研究對象的學習動機

是否可經由數學遊戲的實施而提升。研究者擬在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教學

的實施過程中觀察學生彼此之間、學生與教師之間的提問與應答，瞭解學

生對遊戲中數學概念是否有所啟發。本研究所使用的遊戲式教學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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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ler（1983）提出的 ARCS 動機模式設計包含四個階段，分別是：A（引

起注意，Attention）、R（切身相關，Relevance）、C（建立信心，

Confidence）、S（獲得滿足，Satisfaction）。進行遊戲式數學教學前，首先

先考量學習者與課程教學相關資訊、學習者動機分析、現有課程分析、學

習者動機目標建立、教學動機設計策略發展、評量方案等因素，再進行實

際的課程活動設計（林怡資，2014）。 

(4) 其他研究工具：包含軼事記錄本、省思札記本、言語流動記錄本及觀察記

錄本。 

4. 研究步驟 

本研究計畫之研究架構及流程如圖 3 所示，其中包含：質性研究之資料蒐

集與整理、需求訪談、模組設計與編寫、模組內容製作、實驗教學、教學研習

手冊之編寫、成效分析與推廣，以下分項討論。 

(1) 資料蒐集與整理 

於計畫通過並開始執行後，計畫主持人邀請共同主持人林福來教授及本計

畫研究團隊成員開會。開會內容包括：討論與確認所要設計之數學活動模組之

主題與方向，過濾共同主持人林福來教授已發展好之「數學奠基模組」及教學

研習手冊（手冊內容包含：活動器材、活動說明、活動流程、學習單、學習回

饋單等），選擇適合修訂成全盲生適用者進行實驗再修訂、團隊人員之分工及研

究時程管控等等。同時，亦著手研發適合視障生數學概念學習之遊戲式數學活

動模組及研習手冊（手冊內容包含：活動器材、活動說明、活動流程、學習

單、學習回饋單等）。資料蒐集方式包含：軼事記錄、錄影、省思札記、師生語

言流動內容等，茲分述如下。 

甲、軼事記錄：軼事記錄能將數學活動模組之實驗教學過程中所發生的事以簡

明扼要的方式進行記錄，此方法可廣泛蒐集每次研發小組互動、實驗教學

過程中參與者之行為資料。 

乙、錄影：於數學活動模組教學進行中，用錄影機錄製過程的方式。此方式可

廣泛蒐集資料，並有利於教學行為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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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省思札記：研究者定期針對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之討論、研發過程進行日

記式紀錄，可供研究者進行反省與研究進度之管理。 

丁、師生語言流動內容：研究者記錄教師或全盲生與同儕雙方互動說話及溝通

的方式（含肢體語言），如全盲生回答內容教師回饋全盲生提問題教

師回答問題之內容與方式等。 

(2) 全盲生需求訪談 

本研究進行訪談，訪談方式採半結構式深度訪談，訪談對象為 15 位國小全

盲生。主要目的為了解全盲生學習數學時常遇到哪些困難以及他們偏好之數學

學習方式。進行訪談之前事先擬訂訪談提綱，於每次訪談之規劃為 40 分鐘至一

小時，在徵求同意並簽立同意書後進行訪談及錄音。其訪談結果進行整理與分

析，進而擬定出設計模組時應考慮的事項。 

(3) 模組設計與撰寫 

主要為設計與建立可以教導國小全盲生更有效且能以優勢能力進行學習的

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模組之設計與撰寫預先完成，接著再進行實驗教學。針

對先天全盲生之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之設計由本研究團隊邀請相關的專家審

查，在經過反覆討論修改後，確保模組能為全盲生所用。 

(4) 模組內容製作 

經過反覆討論修改，確保模組能為全盲生所用後，研究者尋找廠商進行遊

戲式數學活動模組之製作。再經團隊成員試用、評估及討論後，再使用於國小

全盲生之數學概念的學習活動中。 

(5) 數學活動模組之實驗教學（以下簡稱實驗教學） 

本研究邀請五位全盲生參與實驗教學，篩選對象應符合以下條件： 

甲、先天全盲之國小中、低年級學生 

乙、願意承諾參與所有週次之實驗教學者 

實驗教學採每人各 4 週，全程共 20 週，每週 45 分鐘，課程採當面授課。

於實驗教學期間，本研究免費提供實驗對象整套教學模組。實驗教學對象的招

募透過各視障團體公開對外徵選，從報名者選出合適的對象。實驗教學者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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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已經熟悉使用本研究所發展之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的教師擔任。教學過程中

逐步確認學童是否學會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之操作方式，接著透過遊戲深入指

導其中的數學概念。 

(6) 教學研習手冊之編寫 

教學研習手冊之內容包括：活動器材、活動說明、活動流程、學習單、學

習回饋單等。研究團隊建立模組後針對該模組所需使用之器材、學習單及其活

動流程與說明進行結構化的撰寫並整合成教學研習手冊供現場全盲生數學教師

作使用。 

(7) 成效分析 

研究團隊根據所收集到的資料，針對質性深入訪談內容、軼事記錄內容、

錄影影片、省思札記內容、言語流動內容、其他觀察與紀錄內容進行分析，瞭

解全盲生於學習前及學習後之成效。 

(8) 培訓種子教師及推廣活動 

本研究預計於計畫通過後之第一年度及第二年度最後 3 個月分別進行推

廣，推廣對象主要包括：各縣市視障教育巡迴輔導老師、國小全盲生之資源班

老師、國小全盲生、國小全盲生之家長及啟明學校師生等。學習的重點在如何

以本研究設計之模組對國小中低年級全盲生進行數學概念之教學。推廣活動包

括： 

甲、辦理研習會或工作坊：於北、中、南各辦理一場。邀請參加對象包括教

師、視障生家長及各視障團體。每次工作坊規劃為期 4 小時。 

乙、教師培訓（種子教師）：辦理 4 場，每場規劃 4 小時。 

丙、撰寫論文，並參加國內外相關的研討會，以發表研究成果。 

 

三、 研究倫理 

研究者確保研究倫理方式如下： 

1. 教學前由研究者說明訪談同意書內容，獲得受訪者同意並簽立同意書後才

進行教學，並卻實傳達受訪者有隨時退出研究之自由。同時，在受訪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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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下使用錄音及錄影設備記錄訪談內容，以尊重受訪者隱私。 

2. 於教學或訪談過程中，研究者以坦率、真誠態度面對學生，教學過程中抱

持學習心態並鼓勵學生主動發表意見、參與討論。 

3. 與學生家長及教師建立互信融洽關係。 

4. 義務提供全盲生有關未來生涯發展之輔導與諮詢。 

5. 本研究亦提出學術倫理審查。 

 

四、 研究信實度 

為確保本研究之信實度，首先，於每次遊戲式數學活動課程開始前及結束

後，研究者使用同儕檢核策略與團隊成員進行討論，例如，與課程活動之主要

教學者討論其所觀察到與所記錄之內容，互相確認信實度，若有不一致之處，

則應在之後的觀察中再做確認。同時，亦使用多元資料來源策略，例如：前述

所列之軼事記錄、錄影、省思札記及師生語言流動內容等項目做多元資料之相

互印證及檢核。 

 

五、 計畫研究進度表 

本計畫研究進度表請參閱下表 1。 

表 1：第一年計畫進度表 

工作項目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資料蒐集與整理             

全盲生需求訪談             

模組設計與編寫             

模組內容製作             

試用與修正             

教學研習手冊之編寫             

數學活動模組之實驗教學             

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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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種子教師及推廣活動             

 

柒、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依據本研究之目的與步驟，分為全盲生需求訪談與分析、模組設計

與撰寫（手冊編製）、模組製作、數學活動模組之實驗教學與分析以及培訓種子

教師及推廣活動等，各階段與步驟完成之任務與結果如下。 

一、 全盲生需求訪談與分析 

首先在全盲生需求訪談與分析部分，本研究採半結構式深度訪談，訪談 15

位國小中、低年級全盲生，以了解全盲生學習數學時常遇到哪些困難以及他們

偏好之數學學習方式。每次訪談時間為 40 分鐘至一小時。 

二、 模組設計與撰寫（手冊編製） 

在此部分，透過上述訪談所得的資料，設計可以用來教導國小全盲生更有

效且能以優勢能力進行學習的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本研究已建置完成 7 套

「數」以及 7 套「幾何」的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經過反覆討論、試用與修

正，經過三位相關專家進行審查並修改，確保模組能為全盲生所用。接著，本

研究已將所發展出的 14 套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編擬為手冊進行出版。教學研習

手冊之內容包括：活動器材、活動說明、活動流程、學習單、學習回饋單等。

本教學手冊將供現場全盲生數學教師使用，成果如附錄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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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模組製作 

經過反覆討論修改，確保模組能為全盲生所用並編製為手冊後，研究者已

完成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之製作（如下圖）。經團隊成員試用、評估及討論後，

使用於國小全盲生之數學概念的學習活動中。將尋求相關廠商之協助，手工製

作的模組教材教具製作為塑膠或卡牌教具並申請專利，以利未來之推廣。 

  

誰來跟我比大小 加減乘除大師 

  

數字牌分數倍 數字牌整數倍 

  

數戰棋 貪心賓果 

  

終極密碼 占領天下 

  

占地圍王 支援前線 

  

扇形大拼盤 相似亮晶晶 

  

將軍與傳令兵 蓋樂牌 

 

本研究所研發織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使用之教具繁多，以下簡要介紹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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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數項： 

 
 

點字數字卡 

正反面皆標有點字，且角落有打洞，做

為盲生摸讀時之陸標。 

止滑墊 

提供學生擺放物品，避免盲生觸摸

石滑動之必要工具。 

  

小方塊 

作為模組教學過程中計分使用，教學者

亦可替換為其他物品。 

小杯子 

作為模組計分時供學生放置小方塊

。 

 

 

塑膠盒 

提供學生在遊戲活動過程中擺放物品時

使用，避免掉落或者不到。 

雙視點字學習回饋單 

做為每個模組之複習使用，其上有

明眼字及點字，細節題目內容參考

本模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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籤 

模組遊戲過程中使用，須貼有點字及標

有明眼字。 

點字功能卡 

正反面皆標有點字，且角落有打洞

，做為盲生摸讀時之陸標。 

 

 

各式棋子 

模組遊戲過程中使用，須貼有點字及標

有明眼字。此外，下方有用棉線所貼之

陸標，供全盲學生了解哪一面是正面。 

骰子 

模組遊戲過程中使用，須讓全盲學

生能觸摸出各面之點數。 

 

 

冰棒棍 

每根冰棒棍的其中一面黏上魔鬼氈鉤面

。另一面則依據美為玩家的不同，貼上

不同觸覺材質之貼紙，以供全盲學生辨

識。 

底板 

底板的格線以魔鬼氈環狀面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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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布 

模組遊戲過程中使用，須貼有點字及標

有明眼字。此外，要貼上棉線，供全盲

學生了解何處為間隔。 

扇形圖卡 

模組遊戲過程中使用，須貼有點字

及標有明眼字。 

 

 

圖形卡 

模組遊戲過程中使用，須根據遊戲之不

同使用不同觸覺材質之材料，以供全盲

學生摸讀。 

積木 

積木之間可以拼接組裝，可以供全

盲學生產生具體圖像。 

  

方格盤 

模組遊戲過程中使用，須貼有點字及標

有明眼字。 

凸線牌卡 

左方圖形以光滑面膠帶作為邊框，

為立體可觸摸之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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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數學活動模組之實驗教學與分析（以下簡稱實驗教學） 

本研究邀請十位全盲生參與實驗教學（如下圖 3）。實驗教學採每人各 4

週，全程共 20 週，每週 45 分鐘，課程採當面授課。於實驗教學期間，本研究

免費提供實驗對象整套教學模組。實驗教學者由 5 位已經熟悉使用本研究所發

展之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的教師擔任。教學過程中逐步確認學童是否學會遊戲

式數學活動模組之操作方式，接著透過遊戲深入指導其中的數學概念。教學過

程中，透過質性深入訪談內容、軼事記錄內容、錄影影片、省思札記內容、言

語流動內容、其他觀察與紀錄內容等來蒐集資料，並於事後進行分析與紀錄，

瞭解全盲生於學習前及學習後之成效。 

          

    教導桌住你的人                          教導佔地圍王 

    

        教導誰來跟我比大小                    教導桌住你的人 

    

        教導加減乘除大師                       教導佔地圍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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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導佔地圍王                       教導加減乘除大師 

    

       教導誰來跟我比大小                   教導撲克牌整數倍 

圖 3 一對一實驗教學 

 

五、 培訓種子教師 

本研究辦理培訓種子教師，推廣對象主要包括：各縣市視障教育巡迴輔導

老師、國小全盲生之資源班老師、國小全盲生、國小全盲生之家長及啟明學校

師生等。學習的重點在推廣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教學的運用以及本研究理念、

如何以本研究設計之模組對國小中低年級全盲生進行數學概念之教學等。推廣

活動包括： 

1. 辦理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初階種子教師培訓（種子教師）：於北（舉辦於

108/5/26）、中（108/6/16）、南（108/6/30）各辦理一場。邀請參加對象包

括教師、視障生家長及各視障團體。每次工作坊為 3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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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推廣暨育樂營 

本研究辦理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推廣暨育樂營共約 12 場次，推廣對象主要

包括：國小全盲生、國中全盲生、各類別視覺障礙學生等。學習的重點在推廣

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教學的數學概念之教學等。推廣活動場次包括： 

1. 108 年度 2 月 1 日彰化師範大學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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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8 年度 5 月 26 日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場：  

    

3. 108 年度 6 月 16 日台中視障者關懷協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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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8 年度 6 月 30 日高雄盲人重建院場： 

    

5. 109 年度 2 月 1 日在遠哲夏令營推廣數學模組： 

 

6. 109 年度 3 月 14 日台中視障者關懷協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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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9 年度 3 月 15 日高雄禪道有限公司場： 

   

    

8. 109 年度 3 月 29 日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場： 

    

9. 109 年度 5 月 22 日台中惠明盲校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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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9 年度 6 月 6 日台北視障者家長協會場：

    

11. 109 年度 7 月 18 日台北視障者家長協會場(單元名稱:支援前線)：

    

12. 109 年度 7 月 25 日台北視障者家長協會場(單元名稱:數戰棋)：

    

13. 109 年度 8 月 7 日台北視障者家長協會場(單元名稱:相似亮晶晶)：

    

14. 109 年度 8 月 13 日台北視障者家長協會場(單元名稱:將軍與傳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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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09 年度 8 月 14 日台北視障者家長協會場(單元名稱:數戰棋)：

    

16. 109 年度 9 月 5 日台北視障者家長協會場(單元名稱:相似亮晶晶)：

    

17. 109 年度 10 月 17 日台北視障者家長協會場(單元名稱:蓋樂牌)：

    

18. 109 年度 11 月 21 日台北視障者家長協會場(單元名稱:將軍與傳令兵)：

    

19. 109 年度 12 月 5 日台北視障者家長協會場(單元名稱:終極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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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綜合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本段落將依序說明本研究之研究結果與討論，以下將分為幾個部分做說

明：一、視障生學習數學之困難與挑戰；二、發展視障生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

之策略與技巧；三、視障生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教學對於視障生學習動機之影

響；四、視障生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教學對於視障生數學學習之成效；五、小

結；六、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一、 視障生學習數學之困難與挑戰 

視覺障礙學生在學習數學時常常會遇到許多困難，透過與 25 名視覺障礙學

生經過一對一的訪談，整理出其困難可能包括：數學學習主題困難、數學操作

技能不熟練、未曾使用過或不會使用幾何教具、低視力造成數學操作上的困

難、以及學習內容使得學習動機降低等等。 

 

(一) 數學學習主題困難 

視障生在數學主題困難方面常遇到的困難主題包括：在數與量方面，三位

數加三個位數、五、六位數相乘、分數、小數、分數加減乘除都比較困難；在

對數(log)單元，對數(log)的符號常常會誤認、指數跟對數計算困難、log 符號有

上下需要辨識；在一元一次或二元一次方程式單元，代數及二元一次聯立方程

式帶入消去較困難；在幾何單元，其概念較無法建立，尤其是在五邊形圖形難

以辨認、數線、向量單元、圓形和橢圓形面積、幾何相似形等等；又例如幾何

圖上有數字，則視障生也難以摸讀與辨認。此外，多項式、高維度的座標、三

角函數、相似形等等也是視障生學習倍感困難的單元。 

 

(二) 數學操作技能不熟練 

在數學操作技能不熟練的部分，舉凡量角度、盲用量角器、量長度、幾何

作圖、函數作圖等等，視障生常常不會使用、或覺得需要測量用到刻度或尺都

很麻煩，而當需要畫幾何不規則圖形、在方格上畫出幾何圖形、畫出幾何線

段、sin、cos 圖形的漸進線時，也倍感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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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低視力造成數學操作上的困難 

由於視障生的低視能，因此會衍生出數學操作上的困難，例如低視力所以

需要花很長時間學習、擴視機不好用因此學習時有困擾、圖表向量符號無法辨

識、書寫困難、印刷字體辨識困難等等。 

 

(四) 學習內容使得學習動機降低 

在學習動機降低部分，大多是因為他們認為數學課在上的東西實用性低，

因此不想學習；不想聽，因為他們聽不懂，也不敢問；老師在上課時都只是大

略講過，沒有很詳細解釋；最後是他們覺得很困難，除了耗眼力還要背公式，

覺得挫敗。由於上述原因，使得他們在數學的動機明顯下滑。 

 

二、 發展視障生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之策略與技巧 

在本研究中，研究團隊發展了 14 套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過程中也來來回

回修改多次，因此歸納與統整出許多製作視障生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之策略與

技巧，其要領更是有所體悟。以下說明本研究所統整出之要點(詳細各模組之製

作細節，詳見附錄五)。以下分為兩部分說明，材料以及製作手法。 

(一) 在材料部份： 

1. 如果有現成的材料，可以直接購買現成的，省去加工時間。 

2. 如果要使用紙張類的材料，建議使用至少 0.5mm 的硬紙卡或材料。 

3. 選用寬度符合點字膠膜的冰棒棍。 

4. 使用厚膠帶，有鮮艷顏色的（例如黃色），有突起感。 

5. 在做旗子時，可以使用木頭片，圓形或方形，增加形狀的不同。 

 

(二) 在製作手法部分： 

1. 如果要影印，可先將 word 檔轉至 pdf 檔，以避免檔案格式跑掉。 

2. 需再數字卡左上方或右上方打洞，作為陸標。 

3. 點字膠膜貼至數字卡左下方或底部。 

4. 可以購買現成的東西，再自行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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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寬度符合點字膠膜（上方須貼點字）。 

6. 至書局買大 pp 板，再剪裁至適合大小。 

7. 剪裁 pp 板時，需注意美觀，盡量避免邊邊大小不一或凹凸不平。 

8. 前後都須貼點字（數字與數字卡）。 

9. 需確保每一份的數字卡材質相同！ 

10. 可以先量好棉線大小、大量製作棉線，再將底盤上保麗溶膠與黏貼棉線。 

11. 一格數字需有兩種閱讀方向的點字（從上方閱讀、從下方閱讀）。 

12. 購買鐵環勾起來賣的(本身就會有打洞，可直接在製作時以雙腳釘穿過) 

13. 如要區辨兩隊，製作時請分成兩種顏色製作，顏色避免選擇和圓形燦型組

顏色相近相似的顏色。例如：圓形扇型組的底板貼有紅色魔鬼氈、貼紙包

可以選擇藍色黑色，避免粉色。 

 

三、 視障生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教學對於視障生學習動機之影響 

全盲生學習動機的影響與變化是以他們在「ARCS 動機量表」之分數來判

斷。研究結果發現，他們的動機有提升。本研究於教學前後各進行一次 ARCS 動

機量表之填答，以「佔地圍王」模組為例，其前後測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 「佔地圍王」ARCS 動機量表前後測（學童之平均） 

 引起注意 切身相關 建立信心 獲得滿足 總平均 

前測 3.2 3.5 3.5 3.2 3.4 

後測 3.5 4.7 3.3 4.7 4.1 

 

由上表可知，學生在「引起注意」、「切身相關」以及「獲得滿足」三個層

面，在參與了模組活動後有所提升。而在「建立信心層面」則有少許下降之現

象。 

研究者深入各題項進行分析，發現在「引起注意」層面中，全盲生在以下

兩個題目之得分上均有上升：「我在課程中學習到原本沒有預期會學到的事物」

以及「課程的內容的教學方式能引起我的注意」。而在、「教學中的教材能幫助

我集中注意力」等部分卻有下降，分析其下降的因素，可能是因為本模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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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教材太多、刺激太多，引此使學生容易分心，因此本研究團隊將來會做整

併。 

而在「切身相關」層面中，「課程內容的教學安排能加深我學習的興趣」、

「老師舉的例子與生活經驗相關，使我感到很親切」、「課程內容是我之前沒有

學過的」以及「課程內容對我的未來生活有幫助」等四題之得分皆有上升。 

而在「建立信心」層面中，則是在以下兩個項目之得分有提升：「我有信心

達到課程的學習目標」以及「課程進行過程中，我有信心將這個課程學好」。

而，在「建立信心」層面中的「課程內容想得到好分數必須靠運氣」、「我覺得

老師給我的成績是公平的」和「能夠認真就能在此課程獲得好成績」之分數下

降而拉低後測分數平均，因為佔地圍王模組有功能卡（運氣卡），研究團隊分析

可能是因為本模組過程中會有需要依靠運氣（如抽卡、骰子等），因此會讓學生

有不公平的錯覺。此部分，未來教師可強調，過程之學習態度及歷程才是老師

所看重的。 

最後的「獲得滿足」層面中，「老師給我很多的指導和鼓勵，讓我知道如何

做的更好」、「我很滿意老師對我的表現給予很高的肯定及分數」、「課程練習的

回饋與建議的用語能夠給我鼓勵的感覺」，以及「我很滿意我在這個課程上學到

的東西」得分皆有提升。 

綜上所述，顯示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能夠提升視障生數學學習之動機與興

趣。 

 

四、 視障生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教學對於視障生數學學習之成效 

本研究結果發現，於參與本數學活動模組的課程之後，全盲生學習成效有

所提升。以下分為視障生數學概念之提升、障生數學學習歷程、以及視障生針

對數學模組之建議等三個部分做說明。 

(一) 視障生數學概念之提升 

除了學生自我的觸覺感受以及可見的學習動機提升之外，視障生在此部分

的學習成效也有提升。例如：學生在遊戲中的思考已慢慢朝向更為全面思考的

方向，例如：不會只專注在圍自己遊戲，而開始會注意對手；或開始會思考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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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會獲勝，進而學習到數學概念。這種行為顯示，學生從遊戲的歷程中慢慢

分析歸納出策略。以「佔地圍王」的模組為例，在觸覺棋盤上已經排好的圖形

仍然還會出錯，尤其是正方形的圖形摸起來常常會覺得像是其他圖形，有時學

生會說「像是長方形」，必須經過教學者引導，換一種觸摸方式（例如：從摸邊

長改由摸面積），或是讓學生自行再確認幾次後，才能夠正確感覺出該圖形為正

方形。學生在思考時，有時會被教學者初始所示範資訊的印象所制約。例如，

遊戲一開始，教學者向學生解釋：土地的定義為四個邊長所組成，並示範如何

圍成一個正方形給學生看，因而導致學生開始玩遊戲時，其所圍出的土地就只

有正方形，而忘記其實圍成長方形也可以。要經過教學者提示後，學生才注意

到這一重點。 

(二) 視障生數學學習歷程 

根據研究過程之觀察與記錄，全盲學生在觸摸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時，能

夠透過摸讀的方式摸出卡牌上的點字數字及文字說明，並把它們讀出來，這是

全盲學生在使用無點字之卡牌（尚未轉化時）所無法做到的。因此，需依照

Duval（2000）以及陳明璋（2018）所提出的視覺表徵，將活動模組加裝全盲生

所能感受的觸覺表徵，以利他們進行學習資訊之選擇（selection）及組織

（organization），並讓他們進一步能夠整合與學會解決問題。 

而針對本研究所設計之冰棒棍的不同，學生能透過觸感的不同而覺察、確

認自己的棋子之屬性，之後就不會拿錯了。因此，這樣的轉化符合 Duval

（2000）所說的：建立學生觸覺表徵的概念後，即可更有效的進行學習。 

此外，本研究所發展的模組提供觸覺教材，讓學生能觸摸並感受形狀的樣

態。符合 Duval（2000）所提的，提供不同表徵的線索使學生進行學習。他們能

夠摸出長方形及正方形的差異、學生們甚至能初步表達正方形的義含：「摸起來

是一格一格」的，甚至有非正方形出現時也能及時察覺。 

透過遊戲式數學模組的方式，視障學生一開始是不太參與活動，有人甚至

只用單隻手在參與活動且不太說話。然而，透過遊戲的方式，參與本活動模組

的學生提升學習動機，轉而更開始積極參與課程。根據林福來（2016）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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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根據教師指令進行活動並參與活動」也是學生主動思考、動機提升以

及「參與」學習歷程進行的一種體現，代表學生開始進行學習。 

有了興趣之後，學生覺得有趣，會希望可以玩更久，且學生在得分後顯出

微笑。此外，過程中也會展現高度積極性，催促對手趕快完成其任務，好換他

進行，進而贏得遊戲。這符合 Keller（1983）所提 ARCS 學習動機模式中的

attention 以及 confidence，透過活動本身可以需引學生的注意力 attention，而

得分與想要贏得對方可以建立學生信心 confidence。 

 

(三) 視障生針對數學模組之建議 

視障生會針對研究者所發展的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提出建議，以做為改良

之依據。例如，學生所操作的冰棒棍與底盤，於教學過程中，教學者發現，學

生在觸摸圖形時，有時會搞錯正方形與長方形，雖然學生其實非常清楚這兩種

形狀各自的特徵以及兩者的差異。根據學生的回答，可能因為教具製作上的關

係進而影響到其判斷。因此，教具上可能要做些微調整，如冰棒棍必須完美貼

緊於底盤上，冰棒棍相接時彼此之間不得有縫隙，以免造成學生在觸摸時被干

擾。另外，教學者也可以在學生觸摸時給予其他提示，例如：可以藉由觸摸面

積來判斷該圖形為何，讓學生在判斷圖形上能更為精準，並非只能透過觸摸邊

長來判斷。有學生也建議，教學者所提出的問題題目可以有所變化，增加趣味

性。 

此外，遊戲過程中，學生往往只會注意自己，思考的面向通常也只考慮這

一方面的事情，往往需要教學者提醒或是引導，才會意識到遊戲過程中其實還

要考慮到的面向很多，例如：對手圍成的土地現在長什麼樣子，功能牌要在哪

個時機點出會得到最好的效果等等。因此，教學者在教學上應避免直接告訴學

生答案，而是盡量多使用提問或是舉多一些例子讓學生自行去思考（例如教學

者會詢問：你覺得這個遊戲怎樣會更好玩？那你覺得數量可以增加到多少呢？

等等），讓學生注意到可以有更多種思考的面向，引導學生自行歸納出重點，可

加深學生的記憶。 

 



科技部補助 MOST107-2511-H-003-006-MY2 

「發展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以提升先天全盲學生數學概念之研究」計畫 

43 

 

綜合上述觀察，發現學生對於本次所用模組之觸覺表徵能夠明確瞭解，且

能摸讀出所想要表達的東西並遵守規則。透過視障生上述的學習歷程、學習表

現、動作、表情等，教學者可知道視障生能夠透過模組學會數學概念。最重要

的是，全盲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於遊戲過程中皆有明顯提升。透過遊戲式

數學活動模組的遊戲過程，學生首先對於此模組能「注意 attention」，接著在活

動中，因為「勝利」很重要，因此覺得這是「切身相關 relevance」的。接著漸

漸的開始對於模組熟練，進而增加了其「自信 confidence」，到了最後，視障生

感到快樂且收穫良多，亦即「滿足 satisfaction」（Keller, 1983）。 

 

五、 小結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研究者根據 ARCS 動機量表之結果可知，透過模組的進

行學生在動機量表中的：「引起注意」、「切身相關」以及「獲得滿足」三個部分

是提升的，而在建立信心部分則下降些微，可見此模組式的應用是利大於弊

的。此外，Duval（2000）以及陳明璋（2018）所提出的，將視覺表徵改為全盲

生所能感受的觸覺表徵應用於活動模組之中，可以讓學生進一步整合與學會解

決問題。並透過觸覺訊息理解教學內容，甚至正確知道活動如何進行。 

更重要的是，學生學習動機的提升。根據質性觀察，學生一開始是不太參

與活動，且只用一隻手在進行與參與活動，但在活動之後，提升了學生的學習

動機，轉而更開始積極參與課程。贏了教學者，情緒並且轉為興奮且高興，和

之前課程輸了比賽的表現明顯不同，顯示學生應該比想像中更在意勝負。這些

種種觀察結果，都符合了 Keller（1983）所提 ARCS 學習動機模式中的四個指

標。 

而除了學生自我的觸覺感受以及可見的學習動機提升之外，視障生在此部

分的學習成效也有提升，是有所學習的，例如：他們開始會思考怎樣的圍法才

能圍出最大的土地，顯示學生有在慢慢進步。最後，還針對本模組提供建議。 

本模組屬國內首創為先天全盲生設計，透過遊戲式數學活動結果證明是可

以提升全盲學童數學概念及動機。故本研究獨具原創性與前瞻性，因本項成果

可以奠定與擴充先天全盲學童未來學習數理科目之基礎。是值得未來研究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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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與持續努力的目標。 

 

六、 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本研究之研究限制為，本研究屬於初探性質，因此並未針對某一數學主題

進行深入設計或完備，例如：在「因數與倍數」的主題，只針對「因數」的概

念設計一套模組，而忽略了「倍數」、「公因、公倍數」、「應用」等等的概念。

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以針對一個單元主題，發展一系列的遊戲式數學活動模

組，供視障生在學習某一單元時，可以學習的更完善與完備。 

此外，由於數學科目太過多元與廣泛，本研究無法根據所有單元一一設計

符合的視障生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因此建議未來可以邀請更多教師共同設

計，建構較為完善的數學單元。 

而在本研究中，由於經費與時間有限，無法邀請太多現場的數學教師、或

是有設計模組經驗的教師進行共備，以致在有些模組中會來來回回重複設計，

或是較缺乏數學概念。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以針對趣味性、遊戲性、數學概念

等元素，邀請更多教師共同討論與設計。 

本研究僅針對數學科目一個科目發展遊戲是模組，然而視障生在學習其他

科目，例如：物理、化學、生物、地理等等科目時，亦常常遇到學習上的困

難。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可以擴及其他科目，讓視障生有更多元的管道進行學

習。 

最後，從研究中可以發現，目前在學校學習的視障生們大多缺乏有趣、好

學、容易的數學學習策略，使得他們在學習數學時更顯困難。因此本研究建議

未來應更多多發符合展示障生需求的模組，且不僅侷限於數學科目，更可以擴

及生物、物理、化學等等，使視障生的學習更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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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談結果分析表 

視障者學習數學的困難 

 年齡 性

別  

障礙程度 障礙原因 最高教育程

度與科系 

從小學到高中就讀

學校類型 

使用點字或大字課

本 

備註 

A 10(實

歲) 

男 全盲，有光覺 視網膜剝離    訪談者技巧佳 

B ? 男 輕度視障，矯正

後約有 0.1-0.2 

眼球震顫    受訪者母親 

C 24 男 重度全盲，10 歲

前為輕度 

視網膜剝離     

D 29 女 重度全盲 視網膜剝離  國小特殊學校，國

高中普通學校(整理

自訪談稿) 

點字、電子檔  

E 22 男 輕度 先天性白內

障，未裝人

工水晶體 

 普通學校 國中小用大字書和

遠近型擴視機，大

字書為 20號字。高

中用一般書。 

和 M除了年紀不同外,基

本資料和訪談內容皆同 

F 12 男 重度，有粗大影

像 

視網膜病變   點字、電子檔與有

聲課本，加粗的數

字或者看色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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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21 女 近視右眼 0.1 左

眼無光覺 

早產 or 保溫

箱，視網膜

剝離，目前

高度近視及

散光 

 普通學校 數學習作使用大字

本，手眼協調及自

己字體較大，習作

用大字本空白較

多，大約大小是

A：3 但字體放大不

多 

 

H 22 女 視障中度 先天性白內

障，手術後

併發青光眼 

 普通學校 大字課本，比平常

課本大一倍的 

 

I 21 女 視障中度 先天性白內

障 

 普通學校 一般課本 24-76與 J148-200逐字

稿皆同 

J 20 男 中度   普通學校 國小大字課本(約 20

號字)，國高中一般

課本 

24-76與 J148-200逐字

稿皆同 

K 18 女 重度 視網膜剝離  特殊學校 點字課本  

L 20 女 中度(記憶以來右

眼為全盲，左眼

從 1.0 逐步退化) 

先天性??氏

症造成眼球

發展不是很

正常，狀況

類似青光眼 

 普通學校 僅國一或國二其中

兩學期使用大字課

本(不確定幾級字) 

 

M 22 男 視障輕度 先天性白內  普通學校 國中小用大字書和 和 M除了年紀不同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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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未裝人

工水晶體 

遠近型擴視機，高

中用一般書。大字

書為 20 號字 

本資料和訪談內容皆同 

N 21 女 視障重度(全盲) 早產&青光

眼 

 普通學校 點字  

O 25 女 重度，12 歲前中

度 

視網膜病變   點字、電子檔與有

聲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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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ve coding Axial coding Open coding 原始資料(例:A,行) 

數學學習困難主

題 

數與量 三位數加三個位數 如果以前到百位的時候，百位樹跟百位數，三個位數跟三個位數的數字加

在一起，可能會複雜一點，再到千位就會搞混。(F,61-62) 

五、六位數相乘 是五、六位數的相乘。(A,20-21) 

分數、小數 分數小數就比要麻煩，有時候一急的話可 

能會直接放棄不算了。(F,78) 

分數加減乘除 複雜的話就像是，分數的加減乘除就，我 

就不太懂，就是上課在打混，然後不太想 

聽所以就沒有很注意去了解。(F,95-97) 

對數(log) 對數(log)的符號誤認 log 的話它是數字接數字，然後 L 就蠻像一的 (G,38) 

指數跟對數 指數跟對數…我一生的痛，只要遇到它們兩個我就直接放棄不會寫，因為

不知道它們在幹嘛。 (L,48,50-51) 

log 很難因為符號有

上下需要辨識 

我一直 focus 在幾何，log 也很難啊。(也是記錄上的困難對嗎？對，我覺

得理解也有困難，因為他也有符號，上下。(D,143-145) 

 邏輯推演能力 大單位換算成小單位

有困難 

110 公里是等於幾公分，他就會搞不清楚。(公分轉公里我知道，可是當我

公里轉公分我不知道。) (B,86,89) 

邏輯能力 對算式只有一個方向而已，反過來就沒有。(B,91) 

演算邏輯弱 300 顆的牛奶糖…他沒辦法說我這邊裝滿 6 袋以後，我又要把這 6 袋分成

一盒，要怎麼去分，這個部份他們會覺得只要有數字就把它套進去，不會

說這個數字是怎麼來的。(B,67,69-71) 

一元一次或二

元一次方程式 

代數，如一元一次方

程式、二元一次方程

(在學習代數方面呢？如一元一次方程式、二元一次方程式等)代數主要困

難點在無法用眼睛觀察，要逐字摸完透過電腦打下計算過程，或者在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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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計算完之後再寫出來。(A,35-37) 

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

帶入消去 

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的時候…困難就是有時候不知道哪一式，就是要怎

麼，抵銷或者是代入的時候需要去掉ｘ還是去掉ｙ之類的，所以就是理解

上比較困難。(k,21,-37) 

幾何概念無法

建立 

五邊形圖形難以辨認 有些幾邊形，它的角度不明顯。有時候五邊形我就轉一個很小的彎，我就

以為那只是四邊形。轉彎的弧度很小…(A,167-168) 

數線、向量單元 幾何和空間，也包括數線還有向量，很難耶，還有就是平面跟立體，很多

沒有辦法想像的東西都很難 (D,120) 

幾何圖形 圖形的比較難。(A,48) 

圓形和橢圓形

面積 

圓形和橢圓形面積 高三的圓形橢圓形面積時就幾乎放棄，所以其實老師上課速度是快的，很

常會跟不上…到後面無法自己理解就會跟不上而放棄。(I,51-54) 

幾何相似形 相似形很困難 例如說一個三角形 ABC，等腰三角形、直角三角形那些我可以分得出來

啦，可是相似形我就不行了。…兩個圖形要對照…或者這個圖有非常非常

多的線，比如說那種很複雜的等高線啊，一圈一圈很多很多。(D,98-

99,100,101-102) 

幾何圖上有數

字 

畫很多很複雜圖形很

混淆 

老師上課會畫很多很複雜圖形，有時會搞不清楚老師到底在講哪個 (I,57-

58) 

幾何圖形上有數字 就那個圖形比較難，圖形有遇到數字的時候，我有時候會不知道那一段數

字是在講哪一條線。可以把數字用虛線弄起來，讓我知道那個數字是在講

哪一條線。(A,163-165) 

 幾何難題 幾何變化題 幾何方面的我覺得，不像是上課聽不懂是在考卷上會出現一些比較變化的

題型的時候，我就不知道怎麼算(L,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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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圖形概念 立體圖形很難辨識 看畫在紙上的立體很沒有感覺。…就是很沒有它是立體的東西的感覺，不

知道哪裡是哪裡。立體的圖印在考卷上變成平面，無法想像它立體的樣

子。(H,94,96-97,) 

立體用平面呈現 立體的模型用平面呈現對你來說是比較困難的(D,112) 

立體圖形表面

積(國小) 

立體圖形計算面積 (立體的東西) 是都摸得出來，可是等到它變成平面圖的時候完全看不懂。

(A,139) 

媽媽：之前他們單元就是有類似這種方塊要算面積什麼的(A,142) 

多項式 複雜的多項式算式 還有很複雜的算式都很難，多項式還有很多加減乘除的都很難，有很多括

號的，有些真的是很長耶，擺滿了一個盤子還不夠，還要記得自己算到哪

裡，然後全部拔掉再重新排。(D,121-123) 

高維度的座標 高維度的座標平面 高維度的座標平面吧，在工程數學裡面會遇到有些超過 xy,xyz 平面上，這

個就很抽象，很難理解。(C,64-65) 

三角函數 三角函數的符號 三角函數，我除了要計算，還要記得哪個符號是 sin 平方 (D,147) 

函數的符號 學函數的時候會有次方，因為為了辨識的關係。為了差異性的關係，老師

寫的比較小，有時候會誤把公式前面的數字當成次方，或者是看錯，就是

例如它是 2x 加 假設 Y 等於 2X 平方加 8x 平方減什麼，X 前面有數字，

然後有些時候我會錯亂掉，反正我就會看錯啦(G,31-35) 

積化和差，和差化積 還有甚麼積化和差，和差化積喔，超難的(D,148) 

函數圖形 函數方面問題就很多了，函數出來是圖形，這個部分在國高中有點字圖形

可以摸問題比較小，但是到大學以後就沒有圖形可以觸摸，所以都要靠著

過往經驗自行構思圖形，在繪製圖形的部分我到現在也都還在思考怎麼

弄，圖形可以透過程式去描繪，但是這樣我還是不知道圖形長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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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1-44) 

相似形、圓

形、立體幾何 

國三幾何全部單元

(相似形、圓形、立

體幾何) 

幾何啊，我國三根本一整年放棄，因為老師也不知道要怎麼教我。…我完

全不會，就是幾何空間概念我完全都沒有。…就是幾何，只要是幾何我都

不行，(D,86,88,) 

數學操作技能 量角度 量角器不會使用 就是像有些很細的就摸不太出來。像之前角度在量的時候，分辨直角就有

點困難了。因為直角剛好 90 度，但有時候我會把 95 度或 93 度也誤以為

是直角。(A,52-54) 

盲用量角器 不太會使用盲用有刻

度的量角器 

有用一個刻度的量角器，三角板那種，但他不太會使用。有時候量出來的

角度跟我們量角器量的角度不太一樣，所以老師就會說你不要用那一種。

(B,41-42) 

量長度 量幾何線段長度 媽媽：這樣摸的感覺，這個中間的小細條就是黏在一起。(A,172) 

可是摳也沒有很明顯阿。(A,180) 

需要測量用到刻度或

尺都很麻煩 

反正要用到尺的？用到刻度的，或是尺度的，其實也很蠻麻煩的，就是蠻

難去做尺的。(G,135-136) 

幾何作圖 畫幾何不規則圖形 我覺得不規則圖形會比較麻煩，因為你要對好要怎麼拚成試卷想要的圖

形，這會花比較久的時間，而且有時候幾何圖形表示的感覺就是花花

的，…不怎麼好看。(F,206-208) 

在方格上畫出幾何圖

形 

例如說給你一個方格，就是有方格的區域，相對劃出來，大概就是要花時

間，花的時間比其他學生多，這是其實還蠻累的 

(G,118-120) 

畫出幾何線段 假設在第一象限，他畫了一個三角形，然後題目要求說要畫一條線，要求

說從哪裡到哪裡？(G,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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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數作圖 sin、cos 圖形的漸進

線 

那個 sin、cos 圖形的那種，就漸進線的部分，指對數漸進線的部分，就

是，會畫的時候比較吃力，因為你必須，看那格子很小，你必須要畫，然

後越來越接近某一條線這樣 (G,65-67) 

未使用幾何教具 未使用教具使

得學習更困難 

學校很少用幾何教具 (在工具的使用上，例如三角板、量角器、圓規等，你有甚麼樣的需求？)

國中在繪製圖形時會需要，之後就沒太大需求了，不過國中好像也很少使

用到這些器具，大部分都是把步驟列出來。(C,55-57) 

我沒有使用過特殊的器具，因為這些工具都非必要，學科上老師只確認學

生是否步驟正確。(C,59-60) 

未使用幾何教具 立體的部分，一般來說可以用觸摸的方式讓他知道相對的高度或是大小。

那他在這部分比較沒辦法用觸摸的方式，還是學校沒這些教具，例如立體

球、立體方塊，來讓他知道這個差別？我不曉得學校。那一塊的話，我當

時是用家裡的積木做給他看，請他再操作一次。(B,52-57) 

幾何圖形沒摸過模型

概念低 

有時候視障者的數學差，不是因為沒有概念，而是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長

怎麼樣。 

(D,95-96) 

低視力造成數學

操作上的困難 

低視力花很長

時間 

查表能力 我也不喜歡查表，跟許多視障的朋友一樣，查表實在是太眼花了，通常而

且不是通常不是查一次就可以了要查很多次(L,172-173) 

題目與空間座標的比

對 

題目與空間座標的比對，也就是說依題意了解空間座標內容，和使用空間

座標作答，看的時間要比較久(E,23-24) 

比對黑板與課本時間

長 

還有就是看黑板比對課本的時候，會用手機拍下來再和課本比對，時間上

確實會有所耽誤，但不至於困難，只是不便 (E,24-26) 

擴視機不好用 用擴視機無法完整看 用眼睛擴視機，在計算過程中，全憑肉眼，也沒有再另外放大鏡甚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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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算式 在算的過程，很怕錯過老師的有些動作。(G,57-58) 

擴視機、黑板和手寫

切換困難 

用擴視機看黑板然後手寫。切來切去真是太麻煩了…切來切去的話就會錯

過一些東西。 (H,26,30) 

圖表向量符號

無法辨識 

向量圖形上有許多記

號無法理解 

我有個座標點，那通常為了嚴謹，或是因為圖表，總是沒有辦法那麼精

確，用人手劃的。所以老師都會附帶的 把那個座標點為和阻礙座標都標

上去，那就變得很亂。(G,108-110) 

書寫困難 一般課本格子小，字

寫不進去 

 

用一般課本的話，就變成格子其實蠻小的，就是我自己的字體會比較大

的。擠不進那個格子裡面(G,54) 

紙張放大型課本不易

書寫 

高中的時候是，我用一般課本，就是一般教科書，那時候有老師建議我用

大字課本，但是就是它太大了，反而不好做抄寫計算的工作…我用的就是

所謂紙張放大型那種課本，就是它整本會變的變大本… 

它字體其實沒有變那麼大，所以其實還是要，貼近到一定的距離，所以你

要寫比較上半部的題目時，要把課本摺來摺去，然後如果比較前面的頁數

的話，比較不好摺，然後書桌也沒有那麼大，就是還蠻容易就是東西東掉

西掉，一下擦子不見阿，什麼不見，整節課都在找筆、找擦子。(G,7-12) 

印刷字體辨識 印刷字體容易看錯 然後如果我是在其他的計算紙上做計算，就要在抄回來啊。就是因為要交

給老師，那就必須要把大多數的公式抄寫在本子上，然後常常比較容易遇

到的就是數字看錯吧!例如說：剛剛講的 log，L 看成一阿，或者是我想一

下 Z 看成 2 之類的，尤其是印刷體。(G,54-59) 

使用過的數學教

具 

有聲書 視障輔具—有聲書 數學這個科目要思考，重複閱讀，有聲書比較不適合。(C,15) 

盲用盤、色子 盲用盤跟色子 計算盤跟色子。(學習直式用的輔具嗎？) 對，你知道那個，缺點就是他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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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符號，就是加減乘除你都要用記的，不然就是他有一些其他的點沒有意

義的，你就可能想說這個是代表甚麼，就是他沒有加減乘除那個符號在那

個點點上面。(D,15-19) 

計算機、算

盤、電腦 

計算機、算盤、電腦 乘法的話，就可能需要用到計算機、算盤，或者就是電腦來做計算。會用

電腦的..工具啊，小算盤。(寫功課的時候嗎？)對啊，有時候我會這樣。

(F,69-71) 

點字 盲用算盤、點字紙、

點字機 

然後計算題的話會會用算盤還有點字紙 

、點字機來做計算。(F,14-15) 

幾何點字書 我們點字書，會另外附一本點字圖形的立體圖側，然後他就帶著我們的手

去摸那個線段每個線段處也會標上點字，就教我們怎麼去算這個圖(k,79-

80) 

點字、立體模

型 

點字、熱熔膠、3d

列印 

點字、熱熔膠、3d 列印這些算 

嗎?(C,12-13) 

立體模型 分數立體模型 學分數的時候會用到一種叫做，類似圓餅圖的立體模型來講解分數 (F,14) 

3D 立體模型 甚至還會拿到用 3D 立體列印的方式讓我們去理解。(k,82) 

座標用釘板觸摸 座標我們都用過釘板上面還有橡皮筋然後還有黏土，可以讓我去知道，X 

軸是橫的， Y 軸是直的，我們去了解喔，原來這 X 軸 Y 軸合起來是一個

十字，讓我們去知道說原來所謂的數線或是象限是這樣子 (k,157-159) 

麥拉紙拋物線 拋物線，此時會用麥拉紙做教具輔助，會凸凸的可以感受到那條線。

(N,37) 

針對國小未來困

難 

未來數學可能

困難單元 

六年級可能困難單元 會有短除法。可能會教到面積、圓心，要算圓形面積。(A,225) 

七年級可能困難單元 媽媽：座標可能比較難。(A,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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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學習動機 實用性低 低實用性的數學 (數學的實用性也會影響到你的學習。)重點就是要知道學了之後要幹嘛，

我覺得啦很多小朋友對數學沒有興趣，其實是覺得數學離開教室之後就跟

她沒有關係了。(沒有地方可以使用他，就沒有學習的動機。)是的。

(D,165-169) 

不想聽 聽不懂、不敢問 (會讓你不太想聽的原因是？)因為太無聊，我覺得根本聽都聽不懂，所以

就不敢問問題，所以就算了跳過去，就找好玩的。(不敢問？)因為就覺

得，因為大家都覺得我是，怎麼說，就是，大家都不太喜歡找我玩，反正

我在班上的地位就很低就是了，就是當一個邊緣人，就乖乖的坐在角落。

(那下課的時候你敢問老師嗎？)不太敢。(F,100-108) 

老師大略講 聽不懂 我們看不懂圖…光是摸立體，就是因為第一原本就已經看不到圖，可是有

時候我們即使摸到圖也摸不懂那是什麼意思。…想像的很難去理解，因為

它真的很抽象，所以基本上圖題老師也都是稍微講過沒有細講，因為他自

己覺得很難讓我們去理解(K,85-87,89-90) 

很困難 耗眼力還要背公式 計算近似值、內插法或是統計以及亂數表，因為數字很多或是公式很長，

以及又有平方又有根號還有指數、對數值、三角函數、次方的部分，就會

降低動機，像統計的標準差還要背公式就會逃避放棄。(I, 

29-32) 

建議數學輔助策

略 

輔具類 圖形放大 圖形就放大。(A,48) 

改進盲用算盤 (你希望你有什麼樣的改進或是教具可以方便你做這方面的學習？)我覺得

就算盤。(A,26-27) 

立體圖案拆成平片的

教具 

媽媽：即使正面有給他貼珠珠，可是他們摸，正面跟側面或是在它後面的

那一層，他們很難……。媽媽：對，那種的就很難去帶他，只能一層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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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開。若要整層給他們或是像做在點字課本那樣整個平面，是比較沒辦法

摸。(A,146-147,151-152) 

擴視機 我會請老師，要是說有用到刻度或尺的話，用擴視機給他看。(B,39) 

座標要有可觸摸的刻

度 

而且座標上一樣有刻度要觸摸。(A,227) 

老師提供 相同位值相加說明 (後來是怎麼弄懂的？)後來就是百位加百位，個位加各位，十位加十位，

就這樣一個一個慢慢加。(F,63-64) 

完整詳解的算式 算式要給你完整的。可能就是沒有一步一步算…跳過一些步驟…你還是希

望在讀的時候是有完整的過程，而不是省略的。至少有，比如說有例題跟

隨堂練習甚麼的，但至少有一題是這樣，就是詳解啦，詳解的概念。不是

只有給答案那種喔。(D,30,33,38,39,44) 

幾何圖形附加口語說

明 

(如果有人給你一些提示，例如已經告訴你這是一個三角柱，對你的理解

會有幫助嗎？)會，一定會，因為我摸得出來三角形，我就會試圖的去了

解它。(D,114-116) 

老師提供練習題與講

解 

高中的話就是我有個老師他很好，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可能是高三

吧，他就是每周會出十題最基本的考卷給同學，每一天喔，因為它是我們

班導，他下課的時候就會針對那時提我錯的部分就會跟我解釋為甚麼會這

樣，或者是他想要聽聽我為甚麼這樣算。(D,175-178) 

教師以笑話、生動角

色講解數學 

有時候老師會講一些笑話，然後就…就會比較印象深刻阿或是用甚麼好笑

的動作啊，比法啊，然後來讓我們了解數學。講到某些關鍵字會想起來，

就像中括號，老師就用不同的角色，校長、主任來講解，掀括號的話就是

準備垃圾袋把它裝起來。(F,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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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一教學 我覺得一對的教耶，我在特殊學校因為人比較少，所以老師可能會比較有

時間一對一指導。(D,173-174) 

用生活化例子學數學 (所以生活經驗是很重要的。)對，現在因為棒球，覺得棒球很數學耶，其

他我不知道，可是我覺得棒球其實很數學，就是很多數據的東西，我就會

去看那些東西到底怎麼算出來的，如果那些學生喜歡棒球的話，他應該數

學不會很差，因為很多東西都是數據算出來的，會用到分數、指數，都會

用到，就算說沒有因此愛上數學，但至少知道這是有用處的，像我現在就

覺得數學很有用啊。(你愛上棒球之後的感受嗎？)對對對，上壘率，播報

員他們都要自己算，很多數據。(D,253-260) 

 座標點用不同顏色標

示 

在標示座標點老師用不同顏色標示，那比用同樣顏色標示更容易區分，或

者不同線用不同顏色 (G,153-154) 

學生本身 靠記憶 (你在學乘法的時候，是怎麼學的？)以前老師會說，從算盤的左邊位數開

始乘回來，一個一個慢慢乘回來，然後答案的數字擺在中間。(所以大部

分是要依靠記憶囉。)對，不像明眼生可以一目瞭然。(F,87-91) 

多練習、模擬到理解 他會透過一直練習、模擬以後，慢慢理解。(B,51) 

數學符號用中文寫 (數學符號) 我就把他寫中文啊，就比如說，∑我就直接打 sigmA，∞我就直

接打無限大，根號甚麼的。(D,61-62) 

花更多時間做練習 不喜歡死背例如特定角度的三角函數值，或是三角函數公式，因此會花更

多時間在做題目(I,49-51) 

連同交計算紙交給老

師 

我自己有看到同學老師協調 他會交他的白紙，他會用白紙計算，然後用

白紙交給老師，當作計算紙一起交上去可是就是習作比較麻煩吧! 除非就

是另外抄題另外寫，另外送一疊給老師這樣子，好像是比較實際可能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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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G,77-80) 

靠想像和空間邏輯 圖形主要很靠想像和空間邏輯等等，因此會需要先看過基本題型的模型，

例如空間算法向量時必須先有基本的空間平面與法向量概念，才能進行想

像(I,46-48) 

給學生探索、自學、

引導 

至於策略跟規劃，我想每個人在學習上的方法都不同，所以我想學校可以

提供的幫助不大，如果是針對國中小，我希望學校能夠給學生探索、自

學、引導他們學習的時間。(C,69-71) 

他人協助 報讀、點字書 考卷就是可能就是別人用念的，課本跟習作是用點字書。(D,21) 

報讀算式要用數學語

言 

(如果是別人報讀算式給你聽呢？) 不懂的地方就要問，因為別人也只能照

著符號去念，好像也不能做什麼樣的改進，不過至少對方都要知道那個符

號的意義，例如根號。…報讀的人的基本程度也是要有，不然五的二分之

一平方，如果他不會念的話，而不是講右上角有個甚麼。…例如排列組合

的 c 己取幾，p 的幾取幾，他不是有個右下跟右下還是左上跟左下，就是

它也是寫在 p 還是 c 的上面跟下面，可是如果懂得人它就會說 c 的幾曲

幾，不懂的人就會說這個上面是甚麼下面是甚麼，你也會聽不懂啊，我怎

麼知道上面下面是甚麼啦，喔。(D,71,73-74,76-77,79-82) 

報讀算式要用生活化

的比較好懂 

(別人在唸給你聽的時候，你有什麼樣的需要？) 可以講比較類似生活化

的，這樣比較好懂。(如果一個算是，別人要報讀給你聽的時候，你會希

望對方怎麼念？) 

可能需要念比較多次，來讓我懂，讓我比較好做，讓我比較可以記起

來。… 

(有沒有遇到過別人念的算是是你聽不懂的？)當然有啊，國小比較常見，



科技部補助 MOST107-2511-H-003-006-MY2 

「發展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以提升先天全盲學生數學概念之研究」計畫 

67 

 

有的會少頭少尾的。(念得不完整嗎？)對。(F,29-39) 

自願性的學伴 自願性的學伴(E,28) 

延長時間(目

前太短) 

考試延長時間，要求

大量白紙 

延長考試時間，是普遍的作法。然後，我自己會去拿，跟老師要求要大量

的白紙，故意把圖畫大一點。(G,140-141) 

考試延長時間 考試延長時間(E,28) 

 延長考試時間 有更多時間搞懂數字間的邏輯，以及有更多時間檢查考卷(I,34) 

教材不足 需依學生能力

提供教材而非

因障礙減少教

材 

視障學生數學教材不

足 

因為數學她確實還是題海戰術很有用，所以我們缺了很多這些東西，我就

可能只有幾張考卷阿…可是很多老師他給同學的東西我是沒有的，所以我

就只能學課本阿，學考卷，有很多其他的部份我沒有，所以練習的次數就

很少(D,191-192,193-195) 

視障學生需要

足夠練習教材 

提供視障學生足夠數

學練習教材 

(平常沒有機會練習，會不會有時候都等到大考才發現。)就連小考的機會

都很少，就是除非是重點學校，其他一般學校，小考都不一定會給你考，

因為老師也不知道要怎麼提供題目。(也不一定有時間。)對。(好像你就只

有一次可以檢視自己學習成果的機會。)對，完全沒有機會可以練習考

試。(D,207-213) 

提供視障學生足夠數

學練習教材 

(所以你會覺得練習是很重要的嗎？)我覺得是，所以都很羨慕重點學校，

一天四、五張考卷，我多想要，我都沒機會，雖然我已經覺得讀書是一件

痛苦的事情，可是很多時候我會覺得我成績沒那麼好或是我學的沒那麼

好，是在於我沒有那些東西，而不是在於我能力差。(D,214-218) 

教材須配合教

具 

視障生數學教具比普

通生少,欠缺學習經

驗 

(那你有摸過量角器嗎？)沒有。(因為沒有要學怎麼畫，就沒有讓你認識工

具嗎？) 

沒有，圓規我也沒畫過，我一直想用用看。(單純的使用圓規不用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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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不會畫圓耶。(你知道圓規的使用方法嗎？) 

完全不會，我只知道圓規刺人很痛…(D, 

230-237) 

教具改進 改進盲用算盤 算盤框架定位 就是算盤可以再多位數一點，不然像現在教到幾兆就完全不夠用。這個算

盤只到一百億，有些就很難算。我覺得是框架作定位比較重要，珠子就還

好。(A,119-120,132) 

改進量角器 點字量角器 (例如量角器。)可能就要做一些點字的。 

(做成觸覺可以使用的。)是的。(D,219-223) 

量角器老舊不勘 (那些不太準確的量角器，你是怎麼使用的？)跟老師借啊，資源班都是十

幾二十年了，所以就借十幾二十年的東西來用，就刻度阿該掉的都快要掉

了。(F,182-184) 

角器就破爛不太好使

用 

在國小的時候，量角器就破破爛爛的不太好使用，所以就每次要考試就對

不準，有時候差了十度五度或者一兩三度都有，然後就會被扣分。(F,174-

176) 

量角器牢固一點 量角器盡量可以做牢固一點的，不要很容易會剝落的。(F,224)  

量角度輔助器 改進量角度或長度的

教具 

建議我們量角度或長度的教具可以改善讓他比較好量嗎? 可以啊，因為我

都是幫他找字比較大的。可是字比較大的也不好找，大小比一般人的大，

量出來的不是很精準。(B,44-46) 

立體到平面教

具 

設計立體圖案拆成平

片的教具 

我們會跟視障這邊聯繫一下，若已經有現有的教具，我們再拿來這邊試，

試完後再改良成漴瑋更適合的東西，這樣就會有立即的效果，因為視障者

家長協會本來就是做道具的。(A,155-157) 

幾何輔助教具 多邊形換邊貼記號 我希望(多邊形)可以在有換一個邊的地方，比較能分的地方，做一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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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A,168-169) 

改進盲用圓規 沒有盲用圓規 圓規，跟同學的一樣，對(F,185,187) 

圓規稍微鈍一點 建議圓規可以稍微鈍一點，不要太尖，不然拿不好就會刺到自己的手，很

痛。(F,226) 

白板 黑板改成白板 硬體上就直接方法是改成白板，它對比會比較強…但是白板就是有個問

題，那個水，水不夠也是一個問題啊。 (G,67,70) 

改進尺 比較好用的尺 一直找不到一支比較好用的尺。因為若是你用刻度顏色對比，讓你進行的

時候，你在有些時候劃界的時候，明明你就想要劃那個位置，那就計算到

尺有公差。(G,173-175) 

3D 列印 3D printer 函數圖形 (函數圖形這樣的問題，是目前還沒有想到方法解決，或者是有限的經費

無法提供所造成的?)應該是經費上，目前我理想上的方式主要是程式所產

生的圖檔送到 3D printer 列印出來，這樣可以讓明眼人看圖，視障者摸

圖，但這樣成本過於昂貴。 

(C,45-48 ) 

可放大器材 普通課本、擴視鏡和

放大鏡 

(中度視障)用的是普通課本，它的字都還蠻小，所以有時候會看錯，或者

是，喔，要對比較久。…主要是用擴視鏡，要不然就是把它比較近看，偶

爾會用放大鏡。(J,15-16,21 ) 

數學學習需求

(改進) 

大學階段輸入

軟體 

輸入軟體 算式主要需求，只要能讓我們閱讀就可以了，從以前的點字數學，到大學

以後的 Latex，latex 主要用於論文排版，數學轉換等。(C,17-18) 

提供視障者數

學符號 

視障者數學符號的約

定 

在學校就與老師溝通好我使用習慣，有些常用的數學符號例如：n 次方

(^n) 這種就不需要特別溝通，類似根號，才比較需要，主要會溝通的點是

與一班人使用習慣不同。(C,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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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者使用的數學符

號和明眼人可以溝通 

我們點字會有點字的符號，可是我們打出來的時候我們不一定我們的符號

別人可以看得懂。…好像也有一個符號，甚麼上面是甚麼，下面是甚麼，

不過那種就不知道怎麼，用點字老師就看不懂，(D,47-48 

,53-54) 

視障者使用明眼人數

學表示方式 

因為明眼人不會學點字，他也看不懂，所以我們的符號加上去他會覺得很

奇怪，所以不如我們去學他的。(F,242-244) 

改進幾何教具 >150 度的角度貼輔

助線 

所以如果說出這種題目有一個輔助的虛線，點線給你。比如說 170 度，有

另一個虛線告訴你直線是這樣，實際上題目是實線，這樣會比較清楚嗎？

(A,214-216) 

就是有角度的地方貼一個。(A,217) 

就是比 150 度還要大的就要貼。(A,221) 

教育加講解 抽象概念用說明的方

式 

(把數學概念變得更具體讓你了解。)因為我覺得有時候不是我不懂，是真

的太抽象了，那個跟視覺還是有一點關係，就是有些人可能一看就看得

懂，那是因為我們沒有那個視覺經驗，所以就沒有辦法，還有就是要講的

很詳細，像是詳解那樣，為甚麼會變這樣，這個加這個就會等於這個，要

講得很清楚。(D,184-187) 

3D 列印機 自己列印立體教具 可以的話，我希望我有一台 3D printer 加用不完耗材，應該這樣就夠了，

其他工具需要可以自己列印(C,68-69) 

活動式的 3D 列印模

型 

可以用 3D 列印的方式吧…3D 立體列印基本上什麼毀壞度不會那麼高，如

果說今天教具又是可活動式的話。那對於理解數學的…數學的分數方面會

更好。(C,139-141) 

3D 列印模型 3D 列印比發泡紙有用，實體操作會有助學習，以及不要學那種沒用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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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N,47-48) 

到資源班上課 到資源班學數學 我國小的時候都是在資源班上數學，所以在資源班的時間比較彈性，老師

說這節要幹嘛就幹嘛。(F,120-121) 

彩色列印考卷 對輕度視障者圖形用

彩色列印 

考試卷因為黑白列印，有圖形的話，所以更不好辨識。彩色列印，更好的

辨識。 (G,147-149) 

考卷印刷改進 不要用大紙張的作業

和考試 

放大字體但不要用大紙張的作業和考試。(I,35) 

一張紙題目少一些 用一樣大的紙放少一點題目，讓我有更多算式、圖形發揮空間(I,61-62) 

題目題數排版左右相

近不要差太多 

左邊題目很少的那種…左邊一題，右邊一題，我左邊寫完我就沒看到右邊

還有題目，我就直接跳過下一題，所以我就都沒寫。排版的時候可以稍微 

(J,84-85 ) 

模型或電腦模擬 若能有模型(電腦模擬亦可)可幫助理解吸收。(I,65-66) 

考卷或字體放大 

延長考試時間 

考卷或字體放大，然後或者文字比較多就是，可能就是讓我稍微多寫個，

就是延長考試時間，不然就是讓我用輔具看這樣 (J,35-37 ) 

座標輔具 座標需要一些輔具 一些座標可能就是會比較小，所以可能需要一些輔具 (J,55-56 ) 

容易掌握的數學

主題 

有固定解的題

目 

有固定解的題目 應該有固定解法的題目吧，這種題目只要把解法記熟就可以拿到分數了。

(C,62) 

純數字題目 數字的都比較好理解 (A,48) 

純數字的我覺得就不會很難，加減乘除、四則計算那種的應用問題那種 

(D,148-149) (F,212-214) 

四則計算、公因數與

公倍數，一元一次方

比較好理解的，基本的四則計算還有那種正負數我也覺得還可以，公因數

與公倍數，一元一次方程式和聯立方程式，那些都還算好理解的。(D,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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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和聯立方程式 159) 

機率和統計 比較容易理解的數學題目類型是機率統計(E,21) 

機率和排列組合 機率和排列組合那邊比較會。(H,70) 

機率 機率講的東西還滿有邏輯概念的，就是很能夠想像，然後在那邊算什麼保

險的時候就會就會覺得很好笑(L,139) 

等比等差 最喜歡，因為要喜歡它，才有可能，有好的成就吧!...等比吧，等比等差

吧！因為那就是一串數字之類的吧! 比較不會多複雜的符號。(G,94,95) 

機率、等比 文字敘述多一些，避免表格或用文字敘述表格，例如用文字敘述什麼東西

多少錢。教有用的東西像是算銀行利率多少錢(等比級數題目)，機率問題

這種文字描述比較好理解題意。(N,30-32) 

矩陣 矩陣蠻有意思的，真的覺得也還可以，愉快！愉快！矩陣就是要馬就是全

部都算對(L,159-160) 

國中算面積 國中一般的算面積的那種就好了(H,122) 

幾何圖形面積 算面積吧，因為他是平面的東西對啊，長乘寬或是底乘於高除於二等等

的，三角形正方形長方形，那個真的我覺得我個人覺得比較好理解 

(H,129-130) 

平方和公式 比較容易理解的。…簡單那種套公式進去吧，套公式進去算比較好算那

種，例如說，平方和公式(a+b)2。(k,63,64-65) 

擅長幾何 我圖形都很擅長…因為就是對於圖形還蠻有概念的。(G,76,78) 

國中數學很簡單 老師放任我沒寫作業，但考試都可維持前幾名，當時視力不錯看得到黑板

也用一般課本。高中後幾乎都在讀數學…，學測數學 11 級分，學習特質是

喜歡理解不喜歡背誦，因此對公式記誦較反抗(I,13-1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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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數學很簡單 簡單的時候很簡單…國中的時候，國中根本是黃金年代。(H,88,90) 

給教視障生數學

的老師一些建議 

特教教師視障

教具增能 

教師會用教具才能教

會學生用 

有用一個刻度的量角器，三角板那種，但他不太會使用。有時候量出來的

角度跟我們量角器量的角度不太一樣，所以老師就會說你不要用那一種。

因為老師也不會使用，熟悉度不夠。(B,43) 

教師要會教摸圖 我覺得摸圖真的是視障巡迴輔導老師還是甚麼的視障專業老師需要學的東

西，或者甚至是普教老師…(D,94-95) 

特教教師要增

進視障教學能

力 

教師需要知道如何教

視障生幾何 

教數學的老師他們也要有一些知能，就是怎麼讓視障生可以參與到所有的

東西，就是不是覺得幾何就不用教，畫圖就不用教。(D,228-229) 

教師講解時要

具體說明,避

免使用代名詞 

老師請不要說「這

個、那個」沒有具體

講解 

很怕老師上課沒有聲音任何事，老師突然講說，這個、那個、就是老師的

描述，就看或是甚至就是直接在黑板上開始寫公式，然後也就沒有邊說明

就是了!(G,42-44) 

老師請不要說「這邊

這邊」沒有具體講解 

老師在黑板上畫圖，然後會說這邊這邊這邊，但會不知道這邊是哪邊。

(H,110-111) 

教師黑板上不

宜同時出現太

多圖 

一個黑板上的圖不要

太多 

老師上課會畫很多很複雜圖形，有時會搞不清楚老師到底在講哪個 (I,57-

58)  

教師要有統整

教材的能力 

教材減量 要上一樣多的單元，考一樣的試的話，然後我們又沒有辦法花這麼多時間

學這麼多。這樣的話，那老師來選自己覺得重要的部分來教就好啦，對我

們啦，所以可能這樣可能某方面是剝奪了特教生的受教權利，但是我覺得

你就挑這個單元一定會考，最重要核心的地方來教就好了，其他的就算了

這樣子，所以就是能夠簡化教材內容，但是重點是同學都要學到這樣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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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L,201-206) 

作業減量 較少的作業份量或較多時間完成作業 (I,35) 

老師請教慢一點 學的東西很多，老師教得很快聽不懂…筆記型的擴試鏡，即使這樣還是常

常跟不上老師的步調，(L,29,36) 

老師對教學要

有心 

老師對教學要有心，

就會想出有用的方法 

(有什麼樣的方法、策略或者工具，可以幫助你學習？)心是最重要的，只

要有心，就會想辦法去想怎麼教這個學生。( 

即使不能做的也要至少有機會認識。)對。(D,26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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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作為特殊教育研究者，我們有義務要肩負協助特殊學生數學教育的社會責任，數學教育的受教

學群當然包含大眾的一般生以及小眾的學生，如：先天全盲學童。在國內數學教育中，雖然有學生

於國際上的表現傑出，但數學程度相對較落後的學生比例高於世界平均（林福來，2014），因此國內

教育學者非常憂心現行以輔導升學為主的數學教學模式扼殺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增加挫折感之現象，

更何況先天全盲學生呢？ 

有鑑於許多一般生之數學概念的落後，教育部亦開始重視此議題，近年來委託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數學系林福來教授（2014）帶領中小學教師發展「數學奠基活動」教學模組。並由林教授主持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教育中心來承辦「就是要學好數學（JUST DO MATH）」計畫（教育部，

2014）。數學奠基活動模組理念的開始是由於福來教授發現，國內數學教育常使學生太快進入計算的

階段以回答問題，然而其實教導概念才是較為重要的，目前多數學童缺少了將概念具體化的過程，

變成只是背算式、套公式而已（梁仲容、韓弘偉、黃建中，2014）。因此，為了幫助學生在學習數學

之前能先建立具體概念，進一步提升其學習動機，並對數學概念有更深入的瞭解，福來教授

（2014）發起以遊戲方式為本的數學奠基活動模組之設計。但其模組之操作方式乃針對明眼學生，

故盲生無法直接使用，故本研究計畫目的在於研發適合盲生學習數學之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主要

任務為：如何設計及運用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讓先天全盲學童透過觸覺及聽覺等其他優勢能力建立

數學概念。有別於以往之直接教學，研究者欲換個方式，以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引起先天全盲學生

學習動機與自信心，進而更有效習得概念並能夠具體化，真正提升學習成效。 

上述所提之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織發展已有五年，但卻仍無與先天全盲生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

相關之研究。因此，本研究擬用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提升學童數學概念，發覺先天全盲學生學習數

學的特殊性，研發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以符合先天全盲生的特殊學習需求，奠定與擴充先天全盲學

童未來學習數理相關科目之基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張千惠 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教育系 

林福來 榮譽教授 

中華民國一零九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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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中年級_位值》 

單元一：誰來跟我比大小(國小 中年級) 

設計者：張詠純 

參考來源：黃敏晃、呂玉英、 楊美伶、孫德蘭（2017）。數字變變變。數學活動師培訓研習

工作坊第一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數學教育中心 

 

壹、 活動器材： 

教具 照片 說明 

點字數字卡 

 

1. 本模組共兩套，共

20 張。 

2. 每套數字卡為 0~9

數字。  

止滑墊 

 

1. 本模組共兩入。 

2. 提供學生擺放數字

卡。 

小方塊 

 

1. 本模組共一袋。 

2. 作為模組教學過程

中計分使用，教學

者亦可替換為其他

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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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杯子 

 

1. 本模組共兩入。 

2. 作為模組計分時供

學生放置小方塊。 

塑膠盒 

 

1. 本模組共兩入。 

2. 提供學生在遊戲活

動過程中擺放數字

卡。 

比大小

的籤 

 

1. 本模組一套，共兩

入。 

2. 「大」籤和「小」

籤各一入。 

籤筒 

 

1. 本套模組共一入。 

2. 與籤一併使用。 

雙視點字學

習回饋單 

 

細節題目內容參考本

模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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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活動說明： 

一、單元主題說明： 

（一）透過操作數字卡，發展「位值」概念，以利相關正式課程之進行。 

（二）活動適於「四位數的大小比較」正式課程之前。 

（三）適用年級：國小中年級。 

二、活動目標與核心概念（學習表現）： 

（一）活動目標：位值概念之建立，並能進行四位數大小比較。 

（二）核心概念（學習表現）： 

n-II-1 理解一億以內數的位值結構，並據以作為各種運算與估算之基礎。 

 

參、活動流程：  

一、先備活動 

(一) 進行分組：兩個人一組，互為對手。 

(二) 教具發放與確認： 

1. 點字數字卡，1 組共 20 張。 

2. 止滑墊，1 人 1 個。 

3. 小方塊，1 組 1 袋。 

4. 小方塊盒，1 人 1 個。 

5. 點字學習回饋單，1 人 1 張。 

(三) 引起動機/先備概念建立： 

1. 簡要介紹遊戲。 

2. 協助學生複習數量與位值概念。 

二、數學遊戲 

(一) 規則說明： 

1. 一回合兩局，共兩回合。 

2. 以抽「比大小」的籤，來決定該回合兩局要「比大」或「比小」（第一次代表第一局；第二

次代表第二局）。 

3. 將所有數字卡洗牌後，隨機平分給所有學生。 

4. 每局學生需於止滑墊上排出四位數字，並在排完數字後，喊「誰來跟我比大小」表示確定，

學生就不能再更動數字。 

5. 待學生皆喊出「誰來跟我比大小」後，學生輪流說出所排出的數值，如：「七千六百二十

三」。若該學生只單純說出數字「7623」，則由其他學生額外得分（本模組提供小方塊可以作

為教學者計分的工具）。 

每局由最符合規則（比最大或比最小）的人得分。若有兩位以上學生排出相同數字時，則由

較快喊出「誰來跟我比大小」者得分，但若同時喊出，則學生皆可得分。需注意：排出數字

應符合規定位數，否則該學生該局不列入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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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回合內使用過的數字卡不再使用。每開始一新回合，需重新洗牌和發牌。 

7. 分數越高者獲勝。 

 

(二) 實際操作遊戲： 

1. 讓學生試玩一回合，確定學生了解規則。 

2. 開始遊戲，由一位學生或教師負責洗牌和發牌。 

3. 第一回合：  

• 第一局 

(1) 洗牌後，每人隨機拿到相同數量的數字卡。 

(2) 學生皆拿到牌卡後，由任一名學生抽籤，決定此局排出的數字「比大」或「比小」。 

(3) 學生以自己所拿到的牌在止滑墊上排出數字，並盡可能排出最大或最小的四位數值。

(依據該局抽到的籤為「大」或「小」) 

(4) 待所有人排完數字並喊出「誰來跟我比大小」後，學生輪流說出所排的數字，例如：

七千六百二十三，若該學生只單純說出數字「七六二三」，則由其他學生額外得分（小

方塊）。 

(5) 最符合規則（比大或比小）的學生得分，若有平手情況，則由先喊出「誰來跟我比大

小」者得分，若兩名學生喊出速度相同，則兩名學生皆得分。 

(6) 若排出不合規定的數字位數者，該局不列入計分。 

(7) 第一局用過之數字卡放置一旁，不再使用。 

• 第二局 

(1) 待計算第一局的分數後，由第一局得最高分者在次抽籤決定第二局的數字排列「比

大」或「比小」。 

(2) 依據位值與規則進行數字比大小，遊戲規則如同第一局方式進行。 

(3) 計算第二局分數後，集合所有的數字卡，再重新洗牌、抽牌並發牌。 

4. 可視學生狀況調整遊戲進行方式、規則（如：排四位數改為排二位或三位數字等）與遊戲回

合數。 

5. 最後結算各學生之得分，得分越高者為獲勝。 

 

三、遊戲討論 

(一) 小組討論： 

實際操作遊戲後，小組討論學習單問題。 

(二) 全班共同討論： 

教學者帶領學生進行討論，可聚焦學習單的討論問題： 

1. 如何排出最大的四位數? 

2. 如何排出最小的四位數? 

3. 如何知道自己排的四位數是最大的? 

4. 如何知道自己排的四位數是最小的? 

5. 為什麼在比較四位數的大小中，「0」不能擺在千位? 

6. 在比較四位數的大小中，把「0」排在哪個位置，四位數數值會變得小?為什麼? 

(三) 師生共同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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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比較所有之數字卡，找出最大的數排在千位，再依序找出第二大、第三大和第四大的數

字卡，分別放在百位、十位和個位，以排出最大四位數。  

2. 先比較所有之數字卡，找出最小的數排在千位，再依序找出第二小、第三小和第四小的數

字卡，分別放在百位、十位和個位，以排出最小四位數。但需切記排四位數時，0 不能放

在千位。 

3. 四位數的比較要從千位數開始比（幾個千），再依序比百位、十位和個位。 

4. 四位數的比較要從千位數開始比（幾個千），再依序比百位、十位和個位。 

5. 因為若將 0 擺在千位，則表示有 0 個千，此數字並不是四位數而是三位數。 

6. 將 0 放在百位會讓數值變的小。若要排較小的四位數，需在千位、百位、十位、個位，擺

放最小、第二小、第三小和第四小的數字，而 0 不能千位，故 0 放在百位會讓數值變的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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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明眼文字學習回饋單 

請教師協助紀錄每一局學生得到的數字 

 
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 第三回合 

第一局 第二局 第一局 第二局 第一局 第二局 

比大/比小       

自己 

___________ 
      

學生 1 

__________ 
      

學生 2 

__________ 
      

學生 3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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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組討論 

1. 要怎麼排出最大的四位數? 

 

 

 

2. 要怎麼排出最小的四位數? 

 

 

 

3. 你怎麼知道你排的四位數是最大的? 

 

 

 

 

4. 你怎麼知道你排的四位數是最小的? 

 

 

 

 

5. 為什麼在比較四位數的大小中，「0」不能擺在千位? 

 

 

 

6. 在比較四位數的大小中，把「0」排在哪個位置，四位數數值會變得小?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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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牛刀小試 I 

(1) （    ）在千位為 3000，表示有（    ）個 1000 

(2) 3 在個位為 （     ），表示有 3 個（    ） 

(3) 3 在十位為 （     ），表示有 3 個（    ） 

(4) 3 在百位為 （     ），表示有 3 個（    ） 

(5) 3 在千位為 （     ），表示有 3 個（    ） 

三、 牛刀小試 II 

(1) 請問「3」在哪個位置上，它的數量最大？為什麼？ 

 

 

 

(2) 請問「3」在哪個位置上，它的數量最小？為什麼？ 

 

 

 

四、 有 2、3、5、6 四張數字卡，排出最大的四位數是多少? 最小的四位數是多少？ 

 

 

五、 給 5 個數字卡分別是 1、5、8、0、9，請問最大的四位數和最小的四位數分別是多少？ 

 

 

 

六、 有 0~9 十張數字卡，排出最大的四位數是多少? 最小的四位數是多少？ 

 

 

 

 

 

七、 我要挑戰：請用 1~8 八張數字卡做兩個四位數，使它們的差最大，請寫出完整算式。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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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我們玩過「誰來跟我比大小」的遊戲，度過了快樂的時光，現在請你用心想一想，「誰來跟我

比大小」帶給你（妳）的感覺是什麼呢？你（妳）學了些什麼？請用自己的話寫下來。 

 

  
1.我的感覺是： 

 

 

 

 

 

 

 

2.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3.我還想要知道的是： 

 

 

 

 

 

 

 

4.我覺得這個遊戲哪裡可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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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點字學習回饋單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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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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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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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點字數字卡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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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科技部補助 MOST107-2511-H-003-006-MY2 

「發展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以提升先天全盲學生數學概念之研究」計畫 

 

 

7 8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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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國小中年級_加減法、乘除法》 

單元二：加減乘除大師(國小 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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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者：莊詠晴。 

參考來源：自編。 

 

壹、 活動器材：  

教具 照片 說明 

點字數字籤 

 

1.本套模組共兩套，共 24個。 

2.每套點字數字籤包含： 

0~10數字籤與 pass籤，共 12

個。 

點字數字卡 

 

1.本套模組共兩組，每組 10

張，共 20 張。 

2.每組點字數字卡包含：

0~9數字卡，共 10張。 

塑膠盒 

 

1.本套模組共兩入。 

2.在遊戲過程中放置點字數

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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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字功能卡  

 

1.本套模組共一入。 

籤筒 

 

1.本套模組共兩入。 

雙視點字學

習回饋單 

 

1.細節題目內容參考本模組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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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活動說明： 

一、單元主題說明： 

（一） 透過隨機抽出之數字複習「加、減、乘、除」的計算練習，以熟練計算技巧，以利之後相

關正式課程進行。 

（二） 活動適用於「乘法與除法」正式課程之後。 

（三） 適用年級：國小中年級。  

二、活動目標與核心概念（學習表現）： 

(一) 活動目標：透過計算兌換遊戲卡牌的過程，複習「加減乘除」之概念。 

(二) 核心概念（學習表現）： 

n-II-2 熟練較大位數之加、減、乘計算或估算，並能應用於日常解題。 

n-II-3 理解除法的意義，能做計算與估算，並能應用於日常解題。 

參、活動流程：  

一、先備活動： 

（一） 分組：至少 2 人一組。 

（二） 教具發放與確認： 

1. 點字數字籤與籤筒，1 組 2 套。 

2. 點字數字卡，1 人 1 套。 

3. 塑膠盒，1 人 1 個。 

4. 點字功能卡，1 組 1 套。 

5. 點字學習回饋單，1 人 1 張。 

（三） 引起動機/先備概念建立： 

教師帶領學生複習加減乘除概念，可請學生利用點字數字籤抽出數字，並做加減乘除的計

算示範。 

 

二、數學遊戲 

(一) 遊戲規則說明 

 初階版規則（不加入功能卡） 

1. 至少 2 人一組，每人前方擺有數字 0-9 的點字數字卡。 

2. 決定學生遊戲進行之順序。 

3. 每一輪中，學生輪流從兩套數字籤中各抽一個數字，並利用相加、相減、相乘或相除的方

法，求得另一個數字(範圍在 1~10)。每一次只能使用加減乘除的其中一種運算，再拿取前

方對應之點字數字卡。（例如：抽到 2、6 數字籤，可使用 2+6=8，收集數字卡 8；或 6-

2=4，收集數字卡 4；或 6÷2=3，收集數字卡 3。但一次僅能使用一種運算。） 

4. 若抽到 pass 籤，學生該回合則不能進行計算與點字數字卡收集。 

5. 若缺乏運算結果對應的數字卡，則無法拿取數字卡，直接換下一學生進行遊戲。 

6. 最快收集完 0~9 的數字卡的學生為贏家。 

 進階版規則變化（加入功能卡）：如果抽到兩個相同的數字籤，則不必進行加減乘除運算，

改抽一張功能卡，並立即執行卡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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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際操作遊戲  

1. 先讓學生進行試玩以了解規則。 

2. 學生輪流抽數字籤，將抽到的結果唸給其他學生聽，並說明自己要使用的計算方式（加、

減、乘、除）。(例如：抽到數字 3 與數字 5，即可說明：「我抽到 3 和 5，我要使用加法，

3+5=8，我要拿八的數字卡。」 

3. 其他學生確認無誤後，學生便可將該數字卡收入自己的塑膠盒中。若計算錯誤，則無法收

集數字卡。 

4. 若抽取的兩個數字籤在運算後找不到對應的數字卡時，學生則無法收集數字卡，直接換下

一位學生進行遊戲。 

5. 輪流進行以上遊戲步驟。  

6. 最快收集完 0~9 十張數字卡的學生獲勝。 

 

三、遊戲討論：帶領學生討論並完成學習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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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明眼文字學習回饋單 

 

一、如果我手上有 2、4 兩個數字，可以兌換 1~10 之間的哪些數字？是

用了哪些方法呢?（請列舉可用的加減乘除運算，並計算出答案）  

 

 

 

 

 

一、請將下列問題中的「?」處的答案計算出並紀錄。（請使用數字 1~10） 

    2 × 3 =? 

          4 ÷? = 2 

    ? −3 = 2 

    5 ÷? = 1 

6 + 4 =?  

 
二、請想想看這個遊戲的秘訣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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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們玩過「加減乘除大師」的遊戲，度過了快樂的時光，現在請你用心想一想，「加減乘除大

師」帶給你（妳）的感覺是什麼呢？你（妳）學了些什麼？請用自己的話寫下來。 

(1) 我的感覺是： 

 

 

 

 

 

 

 

(2)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3) 我還想要知道的是： 

 

 

 

 

 

 

 

(4) 我覺得這個遊戲哪裡可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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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點字學習回饋單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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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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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點字數字卡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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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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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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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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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點字功能卡 

得到一張數

字卡 

失去一張數

字卡 

再抽一次，

但計算只能

使用加或減 

PASS 暫停一回合 
得到數字卡

2 

再抽一次，

但計算只能

使用乘或除 

得到數字卡

3 
暫停一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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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卡 功能卡 功能卡 

功能卡 功能卡 功能卡 

功能卡 功能卡 功能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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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高年級_分數的倍數》 

單元三：數字牌分數倍(國小 高年級) 

設計者：王雅雯 

參考來源：蔡寶桂（2017）。分數倍。數學活動師培訓研習工作坊第一期，國

立台灣師範大學數學教育中心。 

 

壹、活動器材： 

教具 照片 說明 

點字數字卡  1.每套模組共有一

組。 

2.一組包含數字 1

～10。 

圍棋 

 

1.每套模組共有一

袋。 

2.一袋包含黑白棋

各 10顆。 

罐子組  

(附圖為肆號罐子) 

1.每套模組共有 17

個。 

2.包含：貳號罐子

5個、參號罐子 3

個、肆號罐子 2

個、伍號罐子 2

個、陸至拾號罐子

各 1個。 

小方塊 

 

1.每套模組共一

包。 

2.作為遊戲過程中

教師給予學生的增

強或計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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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子 

 

1.每套模組共兩

入。 

2.提供學生在參與

遊戲的過程中放置

教師給予的小方

塊。 

雙視點字

學習回饋單 

 

1.細節題目內容參

考本模組附件。 

 

 

貳、活動說明：  

一、單元主題說明：  

（一） 以數字卡 1 至 10，進行兩數的倍數比較，當不足 1 倍時，能以 1 倍的單位量做對照，

判別出分數倍的語言，發展出「分數倍」之具體操作心像，以利相關正式課程之進行。  

（二） 活動適於「分數乘法」正式課程之前。 

（三） 適用年級：國小高年級 

二、活動目標與核心概念：  

（一）活動目標：透過教具操作掌握兩個整數量之倍數關係。  

（二）核心概念（學習表現）： 

n-III-5 理解整數相除的分數表示的意義。 

n-III-6 理解分數乘法和除法的意義、計算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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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活動流程：  

一、 先備活動： 

(一) 教具介紹： 

1. 罐子組共有十個，最小的貼有一個罐子、最大的貼有十個罐子。 

2. 圍棋兩色各十顆。 

(二) 分組：兩個人一組。 

(三) 此遊戲分為「大欺小」（帶分數倍）和「小壓大」（真分數倍），建議先玩「大欺小」 熟

練之後，再進行「小壓大」。 

二、 遊戲規則示範及說明 

(一) 教師引導： 

1. 每人分別從自己的牌組中抽出一張數字牌。 

2. 兩人同時開牌。 

3. 當開牌的兩個數字如果是整數倍關係，就請說出大的數字是小的數字的幾倍，如 8 是 4 的 

2 倍；（如若學生對倍數概念尚不熟悉，亦可藉由操作進行計算）。 

4. 當學生開出來的兩張牌非整數倍時，就以開出來的數字做操作。 

5. 教具操作。 

(1) 假設抽出 6 和 4 號牌卡，即找出「6 是 4 多少倍」? 

(2) 拿出六個圍棋、四號罐子組。 

(3) 裝滿了四號罐子組之後還剩下多少顆圍棋? 

Ans：裝下一盒之後還剩下兩顆圍棋。 

(4) 剩下的圍棋在四號罐子中裝了兩顆、空了兩顆。 

 

 

(5) 請學生試著利用罐子組說明「6 是 4 的幾倍」 

解答：1 排四號罐子組可以裝 4 顆圍棋，所以 6 顆圍棋需要裝幾個盒子（裝滿 1 盒直

接說 1 盒，未裝滿則數已裝棋子的罐子格數）？即：可以裝 1 盒又「2/4 盒」，所以 6 

個可以裝「1 又 2/4 盒」，所以 6 是 4 的 1 又 2/4（1/2）倍。 

(二) 遊戲規則「大欺小」遊戲  

（1） 兩人直接攤牌後，要喊出「大數是小數的幾倍」，先喊出正確答案的學生就贏得一回

合，獲得一個小方塊。 

（2） 贏得的牌卡放入另一個塑膠盒中，不要混入蓋牌中。 

（3） 直到個別的牌都抽光後，即宣布遊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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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遊戲最後小方塊數量最多的人就是贏家。 

（5） 若較為不熟悉教師可以先將牌卡數字控制在較小的範圍。(例如：1 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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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明眼文字學習回饋單 

 

我們玩過「數字牌分數倍」的遊戲，度過了快樂的時光，現在請你用心想一想，

「數字牌分數倍」帶給你（妳）的感覺是什麼呢？你（妳）學了些什麼？請用自己

的話寫下來。 

1.我的感覺是： 

 

 

 

 

 

 

2.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3.我還想要知道的是： 

 

 

 

 

 

 

 

4.我覺得這個遊戲哪裡可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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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點字學習回饋單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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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高年級_乘法與四則運算》 

單元四：數字牌整數倍(國小 高年級) 

設計者：王雅雯 

參考來源：蔡寶桂（2013）。整數倍。數學活動師培訓研習工作坊第一期，國

立台灣師範大學數學教育中心。 

 

壹、活動器材： 

教具 照片 說明 

點字數字卡  1.每套模組有五組

點字數字卡，共計

40張。 

2.每組點字數字卡

由 2到 9數字組

成。 

塑膠盒 

 

1.每套模組四入。 

雙視點字學習

回饋單 

 

1.細節題目內容參

考本模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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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活動說明：  

一、單元主題說明：  

（一） 以具體數量表徵的牌為主，進行累張數、累量的倍數之活動，發展「乘法與累倍數」之

先備具體心像，以利相關正式課程之進行。  

（二） 活動適於「乘法」、「整數四則運算」正式課程之前。  

（三） 適用年級：高年級。  

二、活動目標與核心概念：  

（一） 活動目標：發展乘法倍數與步驟的操作性表徵心像。 

（二） 核心概念（學習表現）： 

n-III-3 認識因數、倍數、質數、最大公因數、最小公倍數的意義、計算與應用。 

參、活動流程：  

一、先備活動：  

（一）本遊戲牌組由 2 到 9 的所有數字牌組成，合計 40 張牌。  

（二）每組在領取牌卡後，每人發下 4 張，桌上掀開 4 張牌，剩餘的牌全部覆蓋擺中央。 

（三）可視學生能力狀況進行調整，例如：第一次活動進行僅將數字運用 2~6，減少學生活動

的負擔，帶學生熟悉狀況與了解規則後，可將數字擴展為 2~9。  

二、遊戲規則示範及說明： 

（一）規則  

一、 一次出牌的張數不限，但必須是相同數字的牌（例如：三張 4、兩張 1）；出幾張補幾

張，補到的牌需等到下一輪才可出牌，將手中的牌隨時維持在 4 張。  

二、 出牌時要大聲說出自己所出的牌，先講出牌點數、再講張數，例如「5 有 2 張」。當學

生熟悉上述的語言後，也可以說「5 的 2 倍」。  

三、 吃牌時機：當桌面上的牌湊到與該牌之數字相同時，即可吃牌。例如：桌上有一張 3 

手上有兩張 3，即可喊：「我有兩張 3，桌上有一張 3，共有三張 3。」即可將三張 3，放

入盒中。 

四、 如果無法吃牌，請隨便從手中出牌，張數不限，但必須同一個數字（例如兩張 5），掀

開放在桌上，並從牌堆裡拿回新牌，以湊足 4 張牌。 

五、 當牌堆全部拿完就結束此回合，請將自己的積分用算式記錄在學習單上，當全組分數

統計完後，即可再玩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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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分方式 

1. 基礎：以張數最多者獲勝。如：學生 A 13 張、學生 B 16 張、學生 C 25 張，所以學生 C

獲勝。 

2. 進階：將數字分類後合計總分，分數最高者獲勝。然而此時需要求學生列出先乘再加的算

式，如 2×6+3×3+4×4=37 可搭配學習單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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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明眼文字學習回饋單  

進階版計分 一、

 現在請你算算看，你手上有哪些牌獲得了幾分呢?總分又是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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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們玩過「數字牌整數倍」的遊戲，度過了快樂的時光，現在請你用心想一想，「數字牌整數

倍」帶給你（妳）的感覺是什麼呢？你（妳）學了些什麼？請用自己的話寫下來。 

1.我的感覺是： 

 

 

 

 

 

 

2.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3.我還想要知道的是： 

 

 

 

 

 

 

 

4.我覺得這個遊戲哪裡可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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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點字學習回饋單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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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高年級_因數與倍數》 

單元五：數戰棋(國小 高年級) 

 

設計者：陳明宗 

參考來源：胡哲瑋（2014）。數學活動師培訓研習工作坊第一期，國立台

灣師範大學數學教育中心 

 

壹、活動器材： 

教具 照片 說明 

百數遊戲盤 

 

1.每套模組共有一入。 

2.以棉線做間隔，每個

數字上方及下方各貼有

點字膠膜，代表甲、乙

方。 

棋子 

 

1.每套模組共有兩種，

每種 10 個棋子。 

2.一種為長方形塑膠瓦

楞材質，數字為 1 到

10。 

3.另一種為圓形木片，

數字為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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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視點字學習

回饋單 

 

1.細節題目內容請參考

本模組附件。 

 

   

貳、活動說明 

一、 單元主題說明： 

（一）透過以「整除」進行移動的棋子路徑，發展「倍數」之先備具體心像，以利相關正

式課程之進行。活動適用於「倍數的定義」正式課程之前。 

（二）適用年級：國小高年級以上。 

二、 活動目標與核心概念 

（一） 活動目標：透過選擇移動路徑的過程，覺察「倍數」之間的關係，發展倍數、公

倍數的操作性表徵心像。 

（二） 核心概念（學習表現）： 

n-III-1 理解數的十進位的位值結構，並能據以延伸認識更大與更小的數。 

n-III-3 認識因數、倍數、質數、最大公因數、最小公倍數的意義、計算與應用。 

 

貳、 活動流程 

一、先備活動—熟悉教具： 

(一)教師先將遊戲盤交予學生，請學生藉由視覺與觸覺的多重感官認識棋盤、棋子。 
(二)棋盤特點： 

1. 每個數字皆貼有點字，方向一個朝上一個朝下。 

2. 棋盤以棉線作為邊界。 

3. 每排有十個數字。共有 1~100。 

(三)棋子特點：平面上方貼有點字數字，且綁有一條棉線作為定位。棋子共有 2 種，一為木

頭圓形片，另一為塑膠方形片 

二、遊戲規則說明： 

（一） 初階版 

1. 學生兩兩一組，每組拿一張遊戲盤以及 20 個棋子，每顆棋子上各標注一個不同數字

（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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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師隨機抽取三個數字的旗子，雙方完皆需使用老師隨機抽取的三個數字的棋子。 

3. 雙方學生分別將自己的三顆棋子依序放在棋盤上，甲方放在 1~10 的位置，乙方則放

在 91~100 的位置，當作自己的領地。棋子所擺放的位置為與棋盤上個位數字相同的

位置，例如：「數字 6」，甲方學生要放在棋盤的 3 上面，乙方學生要放在棋盤的 96

上面。 

4. 從甲方學生開始，雙方輪流移動自己的棋子，一次往前一步，向著對方領地進攻（不

能後退或橫向移動）。甲方學生的棋子必須向著乙方學生的領地（數字較大的方向）

進攻，如下圖： 

 

 

 

 

 

 

 

 

 

 

 

 

 

 

 

 

 

 

 

 

 

5. 移動規則：在向前進的橫排十個數字中，可以將該棋子上方數字整除的格子即為這顆

棋子可移動的地方，若不整除則不可移動，如下圖 （甲方學生要向乙方領地進攻，

他的 6 號棋子可走的位置是能被 6 整除的 12 號格子、及 18 號格子，其他格子則

不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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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吃子規則，若要前進的格子中有對方的棋子，則可將該子吃掉，例：（甲方學生可以

用他的 6 號棋子吃位於 54 號格子中的乙方 9 號棋）。 

7. 學生在移動/吃子後，對面學生可以立即檢驗該顆棋子的移動是否合乎規則，如果不

合乎規則，該顆走錯的棋子立即死亡，自己被誤吃的棋子則放回原位。 

8. 先將對方棋子吃完者獲勝。 

9. 獲勝後，雙方交換棋子種類，進行第二次遊戲。（即甲方學生改拿乙棋，從棋盤 

91~100 的地方開始下；乙方學生改拿甲棋，從棋盤 1~10 的位置開始） 

（二） 進階版：將棋子數量從 3 個增加為 5 個，其他規則同上(如學生已相當熟練此遊戲，可

再將數量上升為 8 個或 10 個)。 

三、實際遊戲： 

（一） 雙方學生將遊戲盤放在桌上，將自己的三顆棋子依序放在棋盤上。 

（二） 甲方放在 1~10 的   位置，乙方則放在 91~100 的位置，當作自己的領地。 

（三） 甲方先依據整除規則移動自己的棋子，一次往前一步（往數字大的方向移動）。 

（四） 乙方檢驗甲方的移動是否合乎規則，如果不合乎規則，直接將該顆棋子移出遊戲盤。 

（五） 接著乙方移動自己的棋子，一次一步（往數字小的方向移動）。 

（六） 甲方檢驗乙方的移動是否合乎規則，如果不合乎規則，直接將該顆棋子移出遊戲盤。 

（七） 任何一方先將對方棋子吃完即獲得勝利。 

（八） 一方獲勝後，雙方交換手執棋子再進行一次遊戲。 

四、綜合活動： 

(一)第一階段【小組合作】 

將空白雪花片發給學生（兩個學生一小組），每小組學生拿雪花片，請學生依照教師的指

令，分別將雪花片放在棋盤的數字上。（例如：「將雪花片放在可以被 2 整除的數」、「將雪

花片放在可以被 3 整除的數」等）。 

(二)第二階段【連結因倍數概念】 

與學生討論數字與雪花片的關係（包含因數、倍數、公因數、公倍數），並進行命名活動，

先讓學生自由命名，再由教師統一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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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明眼文字學習回饋單 

我們玩過「數戰棋」的遊戲，度過了快樂的時光，現在請你用心想一想，「數戰

棋」帶給你（妳）的感覺是什麼呢？你（妳）學了些什麼？請用自己的話寫下來。 

1.我的感覺是： 

 

 

 

 

 

 

2.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3.我還想要知道的是： 

 

 

 

 

 

 

 

4.我覺得這個遊戲哪裡可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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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點字學習回饋單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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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七年級_機率》 

單元六：貪心賓果(國中 七年級) 

設計者：王雅雯。 

參考來源：李昕儀、廖惠儀（2014）。貪心賓果。「就是要學好數學─子計畫一：數學活動研

習營計畫」 

 

參、活動器材 

教具 照片 說明 

骰子 

 

1.每套模組二入 

2.每一面每個點皆

有凹陷 ，可以提

供全盲學生觸摸使

用 

圖釘 

 

1.每套模組二入 

2.作為遊戲教材 

筊 

 

1.每套模組兩入 

2.作為遊戲教材 

數字卡 

 

1.每套模組有四

份，每份二十張，

共八十張。 

2.每份為數字一到

二十。 

3.上方以圓形打動

作為路標 除了標

示有明眼字之外 

也貼有點字膠膜提

供給全盲學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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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視點字學習

回饋單 

 

1.細節題目內容請

參考本模組附件。 

 

肆、活動說明  

一、單元主題說明 

(一)透過實驗發展「事件」與「樣本空間」之先備具體心像，以利機率課程之進行。 

(二)適於「機率」正式課程之前。  

(三)適用年級：七年級以上。 

二、活動目標與核心概念（學習表現）： 

(一)活動目標：藉由數學實際操作的實踐，察覺到機率出現的不均等，進而發展出學生對於

數學遊戲的策略概念。 

(二)核心概念（學習表現）： 

d-IV-2 理解機率的意義，能以機率表示不確定性和以樹狀圖分析所有的可能性，並能應

用機率到簡單的日常生活情境解決問題。 

 

伍、活動流程 

一、先備活動 

(一)分組：建議為四人一組。 

(二)教具發放與確認： 

1. 骰子：每組兩入 

2. 圖釘：每組兩入 

3. 筊：每組兩入 

4. 數字卡：每人分到二十張，為數字一到二十。 

二、引起動機 

(一)藉由生活例子說明「機率是對未知事件的預測」，例如：天氣預報說明降雨機率為 10% 

(二)說明遊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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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學遊戲進行 

(一)遊戲規則說明： 

1. 每人皆拿 1~20，共二十張數字卡。 

2. 每局每人輪流從兩個骰子、兩個圖釘、兩個筊中任選一至六個物品進行扔擲。 

3. 物品的呈現分別代表不同分數，呈現出的結果加總，即可將對應的數字卡放回到中

央，最先用盡數字卡的人為獲勝。 

4. 圖釘尖端向上是 2 分，尖端向下是 1 分。 

5. 筊平面朝上是 2 分，平面朝下是 1 分。 

6. 骰子的分數如同骰子表面的點數。 

例如：阿文選擇使用一個骰子和一個筊，結果為骰子呈現數字 3、筊平面朝上(2

分)，即為 3+2=5，為五分。阿文可將數字卡 5，放回中央。 

7. 如若沒有該張數字卡，該名學生即無法交出數字卡，交由下一人進行遊戲。 

(二)實際操作遊戲 

1. 可以先讓學生試玩一回合，確認學生了解規則。 

2. 可視學生狀況調整規則(例如：第一回合先以數字卡 1~10，並僅提供筊和骰子) 

3. 結算各組學生之遊戲結果，最先用盡數字卡者為獲勝。 

(三)遊戲討論 

1. 全班共同討論： 

2. 你翻面的是哪些數字？  

3. 哪些數字沒有翻面？  

4. 你最希望拿到哪一個數字？  

5. 果你需要把遊戲卡 6 翻面，你可以怎麼選你的道具？  

6. 你覺得 1 和 2，哪一個遊戲卡翻面的機會比較大？你的理由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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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明眼文字學習回饋單 

我們玩過「貪心賓果」的遊戲，度過了快樂的時光，現在請你用心想一想，

「貪心賓果」帶給你（妳）的感覺是什麼呢？你（妳）學了些什麼？請用自己的話

寫下來。 

 

1.我的感覺是： 

 

 

 

 

 

 

 

2.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3.我還想要知道的是： 

 

 

 

 

 

4.我覺得這個遊戲哪裡可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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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習回饋單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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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七年級_二元一次方程式》 

單元七：終極密碼(國中 七年級) 

設計者：王雅雯。 

參考來源：黎懿瑩、林壽福。終極密碼。數學教育中心第三期模組。 

 

壹. 活動器材 

教具 照片 說明 

數字牌卡 

 

1.每套模組 42 張。

2.包含小數字牌

卡：1~5 牌各有 6

張，共 30 張。 

3.大數字牌卡：

13~15 各有 4 張，

共 12 張。 

雙視點字回

饋單 

 

1.細節題目內容參

考本模組附件。 

貳、 活動說明 

一、單元主題說明： 

(一)透過遊戲式的數學活動，能用生活中常見的數量關係，用於解決問題。 

(二)活動適用於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求解的正式課程之前。 

(三)適用年級：國中七年級 

二、活動目標與核心概念(學習表現)： 

(一)活動目標：學生能夠藉由真實情境，轉成數學問題，再用數學的計算規則與概念

解決，並形成解題策略。 

(二)核心概念(學習表現)：  

a-IV-4 理解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及其解的意義，並能以代入消去法與加減消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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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和驗算，以及能運用到日常生活的情境解決問題。 

 

參、 活動流程 

一、先備活動 

(一)分組：建議四到六人一組。 

(二)教具發放： 

1. 第一次進行遊戲可以先僅隨機均分每人五張小數字牌卡，或視學生能力程度

增加發放大數字牌卡。 

(三)遊戲規則說明 

 

二、數學遊戲規則 

(一)規則說明 

1. 洗牌後每人拿五張牌卡，須將牌卡由小到大、有左而右排列。並決定遊戲輪

流的順序。 

2. 一號同學可以詢問二號同學任何一個跟數字有關的問題且問題需要為兩張牌

卡之間的關聯性問題，待二號同學回答完畢後，一號同學可以選擇猜牌或 

pass。一號同學問完之後由二號問三號同學，依此類推。 

舉例： 

一號同學詢問：「你最大的牌和最小的牌相差為多少?」 

二號同學：「相差為 3」 

一號同學可以猜牌為某數字或是直接 PASS 

二號同學詢問三號同學問題 

3. 可鼓勵學生以多種問題詢問猜數字，例如： 

甲、重複最多的牌有幾張？ 

乙、兩數之和/兩數之差 

丙、三數總和 

丁、兩數相乘 

戊、總乘積 

4. 若被猜中的數字則翻開並將該牌放回中央，最後沒有牌者即出局 

5. 遊戲計時十分鐘做為結束，或只要一人出局遊戲即結束。 

(二)遊戲進階 

1. 可以將數字牌卡的數量變多，改為每人拿更多張牌卡。 

2. 可以將大數字牌卡和小數字牌卡混著發放進行遊戲。 

(三)反思討論 

1. 由教師帶領全班進行討論。 

甲、你認為哪些問題是好問題？這些問題能幫助你得到什麼線索？ 

乙、具體舉一組數字，說明哪些關鍵問題幫助你比較快得到答案？ 

丙、如果最大－最小＝4，那麼我知道最大和最小的數字可能為多少?理由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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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明眼文字學習回饋單 

 

我們玩過「終極密碼」的遊戲，度過了快樂的時光，現在請你用心想想，「終極密

碼」帶給你（妳）的感覺是什麼呢？你（妳）學了些什麼？請用自己的話寫下來。 

1.我的感覺是： 

 

 

 

 

 

 

 

2.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3.我還想要知道的是： 

 

 

 

 

 

 

 

 

 

 

4.我覺得這個遊戲哪裡可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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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點字學習回饋單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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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中年級_周長與面積》 

單元一：占領天下(國小 中年級) 

設計者：王雅雯 

參考來源：自編。 

 

壹、活動器材： 

教具 照片 說明 

冰棒棍 

 

1. 每套 60 入。 

2. 每根冰棒棍的其中一面黏上

魔鬼氈鉤面。 

3. 左圖上方分別為冰棒棍的

正、反面。 

底板 

 

1. 每套四入。 

2. 底板的格線以魔鬼氈環狀面

製作。 

骰子  1. 每套兩入。 

2. 每個骰子的點數均微微下凹

陷，讓學生能以觸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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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周長卡 

 

1. 每套有四張。 

2. 「面積卡」有兩張。 

3. 「周長卡」有兩張。 

4. 以明眼字書寫並貼上點字，

左上方有打洞作為陸標。 

塑膠盒 

 

1. 每套一入。 

2. 用以擺放面積周長卡。 

小方塊 

 

1. 每套一袋。 

2. 小方塊可作為教學過程之集

點，亦可依照教學者需求進

行調整。 

小杯子 

 

1. 每套兩入。 

2. 可提供學生放置集點的小方

塊。 

3. 可依照學生數量進行調整，

亦可使用其他物品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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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視點字學習

回饋單 

 

1..詳細細節內容題目請參考本模

組附件。 

 

 

貳、活動說明： 

一、單元主題說明： 

(一)透過遊戲方式使學生理解正方形和長方形的面積與周長公式與應用。 

(二)活動適於「周長與面積」正式課程之前。 

(三)適用年級：國小中年級。 

二、活動目標與核心概念（學習表現）： 

(一)活動目標：能理解正方形和長方形的面積與周長公式，並能應用至日常生活中。 

(二)核心概念（學習表現）： 

s-II-1 理解正方形和長方形的面積與周長公式與應用。 

參、活動流程：  

一、先備活動： 

(一) 教師發放所有教材教具。 

(二) 複習圖形之周長為何、面積計算方式。 

(三) 以兩位學生為一組，且互為對手。遊戲前先猜拳決定角色工作，一人負責擲骰子、另

一人負責抽周長面積牌卡。一局結束後交換角色。 

(四) 擲骰子者可以決定該局要擲一個或兩個骰子。 

(五) 抽周長面積牌卡者，每次抽完之牌卡放置於塑膠盒中，不重複使用。 

二、數學遊戲： 

(一) 數學遊戲規則說明 

1. 每一冰棒棍代表一個柵欄，需將冰棒棍連接成四邊形才能代表圍住並占領一土

地。 

2. 每局共有四回合，共進行兩局(八回合)。 

3. 遊戲過程中，一名學生負責擲骰子決定數值、另一名學生負責抽面積周長卡，決

定該輪要排周長或是面積。擲出數值和抽出結果後，兩名學生同時以冰棒棍進行

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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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Ａ學生擲骰子為 5、B 學生抽牌卡為面積，兩人同時以冰棒棍在自己的底板

上排出面積為 5 的任意圖形 

4. 每一回合計時兩分鐘。在時間內，如果排出正確的一個圖形，則可以加一個小方

塊；若仍有時間，則可以在底盤上排列出第二個符合規則的圖形。如若排出之第

二圖形仍和第一圖形之組成完全相同，則不予計分。(包含外觀、面積及周長) 

舉例：此局為面積 5。 

A 學生排列出第一個圖形為「面積 5、周長 12」，第二個圖形為「面積 5、周長

10」，則分別各獲得一個小方塊，共兩個。 

B 學生排列出兩個「面積 5、周長 12」之圖形，僅能獲得一個小方塊。 

5. 第一局遊戲結束之後，兩名同學交換「擲骰子」和「抽周長面積卡」的角色工

作。 

6. 兩局結束後以獲得最多小方塊者獲勝。 

7. 如若出現，擲出數字 3、抽出周長牌卡(此狀況無法圍出一圖形)，則該局不計分，

牌卡放回塑膠盒中。 

 

三、遊戲討論： 

(一) 教師帶領討論 

1. 為甚麼抽出周長卡、數字為 3 時，無法圍出一面積?數字至少要多少才能夠進行

呢? 

2. 當抽到面積為 5，排列出的圖形是否一定會相同?周長是否一定會相同? 

3. 當抽到周長為 10，排列出的圖形是否一定會相同?面積是否一定會相同? 

(二) 學習回饋單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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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明眼文字學習回饋單 

 

我們玩過「占領天下」的遊戲，度過了快樂的時光，現在請你用心想一想，「占領天

下」帶給你（妳）的感覺是什麼呢？你（妳）學了些什麼？請用自己的話寫下來。 

1.我的感覺是： 

 

 

 

 

 

 

2.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3.我還想要知道的是： 

 

 

 

 

 

 

4.我覺得這個遊戲哪裡可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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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點字學習回饋單 

 

⠀⠁⠧⠐⠉⠽⠈⠋⠞⠄⠑⠾⠐ 

⠀⠀⠑⠦⠂⠑⠡⠂⠗⠫⠂⠇⠫⠐⠙⠧⠄ 

 

⠒⠈⠍⠥⠂⠻⠂⠅⠒⠐⠰⠤⠁⠧⠐⠉⠽⠈⠋⠞⠄⠑⠾⠐⠤⠆⠀⠙⠮⠁⠎⠂⠑⠡⠐⠆⠙⠌⠐⠅⠒⠐⠉⠮⠁⠇⠶⠐⠉

⠮⠐⠙⠮⠁⠊⠱⠂⠅⠸⠄⠆⠑⠞⠐⠓⠺⠐⠚⠽⠈⠝⠡⠈⠖⠐⠑⠹⠄⠑⠨⠈⠡⠄⠑⠨⠈⠆⠰⠤⠁⠧⠐⠉⠽⠈⠋⠞⠄⠑⠾

⠐⠤⠆⠀⠙⠺⠐⠅⠴⠈⠝⠡⠈⠪⠝⠡⠈⠕⠀⠙⠮⠁⠅⠧⠈⠅⠦⠂⠊⠱⠐⠊⠮⠂⠍⠮⠁⠝⠮⠁⠕⠀⠝⠡⠈⠪⠝⠡⠈⠕⠑

⠦⠂⠉⠮⠁⠑⠬⠄⠊⠮⠂⠍⠮⠁⠕⠀⠚⠽⠈⠖⠐⠓⠱⠐⠅⠡⠈⠙⠮⠁⠗⠔⠐⠑⠬⠈⠑⠾⠐⠉⠺⠂⠤⠀ 

 

⠼⠁⠲⠀⠒⠈⠙⠮⠁⠅⠧⠈⠅⠦⠂⠊⠱⠐⠒⠒ 

 

 

 

 

 

⠼⠃⠲⠀⠒⠈⠅⠦⠂⠙⠮⠂⠓⠫⠐⠎⠈⠚⠳⠐⠙⠮⠁⠊⠱⠐⠒⠒ 

 

 

 

 

 

⠼⠉⠲⠀⠒⠈⠗⠺⠂⠑⠨⠈⠪⠐⠁⠱⠄⠙⠩⠐⠙⠮⠁⠊⠱⠐⠒⠒ 

 

 

 

 

 

⠼⠙⠲⠀⠒⠈⠅⠦⠂⠙⠮⠂⠁⠮⠐⠅⠮⠐⠎⠂⠑⠡⠐⠝⠜⠈⠉⠡⠈⠇⠮⠈⠡⠈⠅⠵⠐⠗⠩⠈⠒⠒ 

 

  



科技部補助 MOST107-2511-H-003-006-MY2 

「發展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以提升先天全盲學生數學概念之研究」計畫 

 

 

《國小中年級_周長與面積》 

單元二：占地圍王(國小 中年級) 

設計者：黃琪雯。 

參考來源：胡詩菁、陳欣儀、何典蓁、曾婉菁（2018）。占地「圍」王。數學活動師培訓研習

工作坊第三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數學教育中心。 

 

壹、活動器材： 

教具 照片 說明 

冰棒棍 

 

第一袋 

 

 

 

 

第二袋 

正面 

 

反面 

 

 

正面 

 

反面 

 

1. 每套兩袋，每袋有 60

根冰棒棍。 

2. 兩袋冰棒棍觸摸材質不

同：上方兩根為第一袋

冰棒棍的正面與反面，

正面為木質冰棒棍觸

感、反面貼有魔鬼氈；

下方兩根為第二袋冰棒

棍的正面與反面，正面

為光滑膠帶觸感，反面

貼有魔鬼氈。 

3. 每根冰棒棍的反面黏上

魔鬼氈鉤狀面。 

底板 

 

1. 每套模組含底板兩入。 

2. 底板皆以魔鬼氈環狀面

作為格線，將底板分割

為 4*6 方格。 

3. 兩片底片可以拆開，亦

能夠分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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骰子 

 

1. 每套一入。 

2. 每個骰子的點數均微

微下凹陷，能以觸摸

使用。 

點字功能卡 

 

1. 每套模組含一套。 

2. 標示有明眼字並貼有

點字膠膜。 

3. 左圖為點字功能卡的

正反面。 

點字數字卡 

 

1. 每套模組含一套。 

2. 標示有明眼數字並貼

有點字膠膜。 

3. 左圖為點字數字卡的

正反面。 

4. 數字 1~10：各 5 張 

5. 數字 11~20：各 3 張 

塑膠盒 

 

1. 每套一入。 

2. 用以擺放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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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布 

 

1. 每套模組二入。 

2. 提供學生於遊戲學習

過程中計算自己的得

分。 

雙視點字學習

回饋單 

 

詳細細節內容題目請參考

本模組附件。 

 

貳、 活動說明： 

一、單元主題說明： 
(一)學生常混淆周長和面積的概念，並存在許多迷思，例如：誤以為等周長等面積；周長

越長，面積就越大；反之亦然。本活動結合遊操作方式，使學生在實際圍土地（圖

形）的過程中，發現「等周長的圖形，面積不一定相同」、「等面積的圖形，周長不一

定相同」、「等面積的圖形，形狀不一定一樣」以及「等周長的圖形中，形狀越接近正

方形的圖面積最大。」（胡詩菁、陳欣儀、何典蓁、曾婉菁，2018） 
(二)活動適於「周長與面積」單元教學前。 
(三)適用年級：國小中年級。 

二、活動目標、核心概念（學習表現）： 
(一)活動目標：透過實際操作活動，理解周長與面積之關係。 
(二)核心概念（學習表現）：  

       s-II-1 理解正方形和長方形的面積與周長公式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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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活動流程：  

一、先備活動： 

(一)分組：至少 2 人一組。 

二、教具發放與確認： 

(一)冰棒棍，1 組 2 袋，分為貼有膠帶或平滑兩種材質，每人一種。 

(二)底板 1 個。 

(三)骰子 1 個。 

(四)計分布，1 人 1 個。 

(五)點字功能卡，1 組 1 套。 

(六)點字數字卡，1 人 1 套。 

(七)塑膠盒，1 組 1 個。 

(八)點字學習回饋單，1 人 1 張。 

三、遊戲規則說明 

(一)規則說明 

1. 初階版規則 

1. 每位學生各發 2 張功能卡、1 個計分布、1 套點字數字卡、1 袋冰棒棍。 

2. 學生決議先骰骰子的一方。 

3. 學生一方先擲骰子，並拿出與骰子點數相同數量的冰棒棍，在底板上沿著格線圍

土地，例如： 骰子為「4」，即可拿出四個冰棒棍圍土地。 

4. 換另一學生以相同方式進行。 

5. 在遊戲過程中，雙方皆有權利在自己開始圍土地「之前」發動功能卡之功能，但

若對方資源不足，無法達成要求，則對手可不履行，例如：抽中「拿掉對手三根

冰棒棍」，但當下對手在底板的冰棒棍不足三根，則對手可不執行。使用後的功能

牌需放入塑膠盒中。 

6. 當其中一學生冰棒棍使用完畢、底板無法排列圖形或時間停止，則遊戲結束並結

算分數（可視學生狀況調整結束條件），請學生利用計分布與點字數字卡紀錄自己

在底板中所圍出之土地周長和面積。 

2. 進階版規則變化【第一階段】 

1. 每人先發 1 張功能卡。 

2. 兩人決議先擲骰子的一方。 

3. 先擲骰子的一方，拿出與骰子點數相同數量的冰棒棍，並在底板上沿線圍土地。

例如：骰子為「4」，即可拿出四個冰棒棍圍土地。 

4. 換另一人以相同方式進行。 

5. 雙方輪流骰 6 次骰子，結束第一階段圍地。 

6. 在遊戲過程中，雙方皆有權利在自己開始圍地「之前」發動功能牌之功能，但若

對方資源不足，無法達成要求，則被要求之組別可不履行，例如：抽中「拿掉對

手三根冰棒棍」，但當下對手在底板的冰棒棍不足三根，則對手可不執行。使用後

的功能卡需放入棄牌盒中，若此階段結束前未使用完畢，則該點字功能卡放入棄

卡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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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遊戲後請學生利用計分布與數字卡記錄土地周長與面積。 

3. 進階版規則變化【第二階段】 

1. 本階段換組先攻。 

2. 每人各發 2 張功能卡。 

3. 和第一階段相同進行方式，但此階段一定要使用至少 1 張功能卡，若此階段結束前

未使用完 2 張點字功能卡，則剩餘之功能卡放入棄卡盒。 

4. 若在遊戲過程中，損失己方土地，應隨時更新計分布中的土地資訊。（如：當失去

一土地，則把計分布中該土地計分之點字數字卡拿掉） 

5. 每人流輪骰 5 次骰子，結束第二階段圍地。 

6. 遊戲後請學生利用計分布與點字數字卡再次確認所記錄的土地周長與面積。 

4. 進階版規則變化【第三階段】本階段再次換組先攻。 

1. 每人各發 2 張功能卡。 

2. 和第一、二階段相同進行方式，亦需同時隨時更新計分布。 

3. 每人流輪骰 5 次骰子，結束第三階段圍地。 

4. 此階段結束後（數字卡皆使用完畢後），雙方可各自在發動最後一張功能卡，若出

完最後一張點字功能卡後，手中還有剩餘之卡牌，則剩餘之功能牌失效。若點字數

字卡出完後，手中已無點字功能卡，則跳過該組，由手中還有牌的組別開始進行。

（此階段一定要使用至少 1 張功能卡） 

5. 各組分別加總計分布之面積分數，佔地面積最大者獲勝（面積=分數）。 

 

(三)實際操作遊戲 

1. 依照規則進行遊戲，並於遊戲結束後結算分數。 

2. 面積大者分數較高，分數較高者獲勝。 

3. 請每組分別討論遊戲後的想法、周長與面積之關係，並完成學習回饋單。 

4. 教師可自行評估時間，若有時間可請學生發表感想並分享其發現結果。 

 

四、遊戲討論： 

(一)完成操作遊戲後，教學者作為引導者，請同學根據學習回饋單，從遊戲中找出答案。

（請見點字學習回饋單） 

(二)教學者帶領全班討論，並讓分組讓同學進行操作。 

(三)討論與操作題目（此處教學者可說出欲討論題目，進行分組討論）： 

 如果土地周長為 24，可以有哪些圍法呢（請小組在棋盤上操作）？  

參考答案： 

(1) 四邊長各為 6 

(2) 兩邊長為 2，另兩邊長為 10 

(3) 兩邊長為 3，另兩邊長為 9 

(4) 兩邊長為 4，另兩邊長為 8 

(5) 兩邊長為 5，另兩邊長為 7 

 如果土地面積為 24，可以有哪些圍法呢？（請小組在棋盤上操作） 

參考答案： 

(2) 兩邊長為 12，另兩邊長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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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兩邊長為 8，另兩邊長為 3 

(4) 兩邊長為 6，另兩邊長 4 

 如果土地面積為 5，可以排成哪些形狀呢？他們的周長又是多少？（此題目教師可依學

生學習狀況加以調整面積大小，或提供其他題目讓學生操作） 

共有四種排法，周長分別為 12、10。 

 從上述操作與遊戲，同學們發現了什麼？ 

參考答案： 

(2) 同面積不一定同周長 

(3) 同周長不一定同面積 

(4) 同面積具有多種形狀 

 所以面積跟周長的關係是…… 

(1) 周長會等於面積嗎？不一定 

(2) 一樣面積的圖形，周長有可能不一樣嗎？為什麼，請舉例？有，參見討論 2. 

(3) 一樣周長的圖形，面積有可能不一樣嗎？為什麼，請舉例？有，參見討論 1. 

(4) 周長越大，面積一定越大嗎？請舉例。 

(5) 不一定，例如兩邊長為 2，另兩邊長為 7，周長共 18，面積為 14；四邊長為 4，周長

共 16，面積為 16。 

(6) 面積越大，周長一定越大嗎？請舉例。 

(7) 不一定，例如四邊長為 6，面積為 36，周長共 24；兩邊長為 2，另兩邊為 12，面積

為 24，周長為 28。 

(8) 相同周長要怎麼圍，面積可能越大？圖形越接近正方形，則面積可能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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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明眼文字學習回饋單  

一、同學們，圍完土地之後，和夥伴一起動動腦筋想想看： 

 

 

 

 

 

1.最少需要幾個冰棒棍才能圍出一塊方形土地呢？        個冰棒棍 

（也就是         條邊） 

 

 

 

 

 

 

2.根據計分盒，你有哪些土地周長，排出來是一樣的嗎？              

這些土地的面積也都一樣嗎？               

請將他們的形狀與邊長記錄下來。 

 

 

 

 

 

 

3.根據計分盒，你有哪些土地面積排出來是一樣的嗎？              

這些土底的的周長也都一樣嗎？               

請將他們的形狀與邊長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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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們玩過「佔地圍王」的遊戲，度過了快樂的時光，現在請你用心想一想，「佔地圍王」帶給

你（妳）的感覺是什麼呢？你（妳）學了些什麼？請用自己的話寫下來。 
1.我的感覺是： 

 

 

 

 

 

 

 

2.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3.我還想要知道的是： 

 

 

 

 

 

 

 

4.我覺得這個遊戲哪裡可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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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點字學習回饋單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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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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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點字數字卡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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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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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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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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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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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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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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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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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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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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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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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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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4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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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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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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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卡 數字卡 數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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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點字數字卡 

拿掉對手棋盤上

的任意三根 

冰棒棍 

拿掉對手棋盤上

的任意三根 

冰棒棍 

拿掉對手棋盤上

的任意三根 

冰棒棍 

暫停一次 暫停一次 暫停一次 

再丟一次骰子 再丟一次骰子 再丟一次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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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卡 功能卡 功能卡 

功能卡 功能卡 功能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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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中年級_圖形》 

單元三：支援前線(國小 中年級) 

設計者：王雅雯 

參考來源：自編 

 

壹、活動器材： 

教具 照片 說明 

圖形卡 

 

1.每套模組含有四組。 

2.每組包含：平行四邊形、

正方形、長方形、菱形及梯

形各一。 

點字條件卡 

 

1. 每套模組和有四組。 

2. 每組包含不同圖形的組

成條件。 

3. 上方標有明眼字，並貼

上點字。 

塑膠盒 

 

1. 每套模組四入。 

2. 提供學生於遊戲過程中

可以放置點字條件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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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方塊 

 

1. 每套模組有一包。 

2. 可作為教學者於教學的

過程中計分使用。 

小杯子 

 

1. 每套模組共有四入。 

2. 提供學生於學習過程中

可以收集教師擺放的小

方塊。 

雙視點字學

習回饋單 

 1.詳細內容題目，請參考本

模組最後附件內容。 

 

貳、 活動說明： 

一、單元主題說明： 

(一)對於各圖形的組成條件及概念，在初學階段，可能會時常混淆，本活動想透過遊戲的

方式，讓學生在「支援前線」的遊戲中，習得各圖形的組成概念。 

(二)本活動適用於學習平行四邊形、正方形、長方形概念後之學生。 

(三)適用年級：國小中年級。  

二、活動目標與核心概念（學習表現）： 

(一)活動目標： 

1. 認識長方形組成概念：四個角、四個頂點、四個邊、四個角都是 90 度、兩雙對邊

互相平行、兩雙對邊相等、對角線長度相同。 

2. 認識正方形組成概念：四個角、四個頂點、四個邊、四個角都是 90 度、兩雙對邊

互相平行、四邊相等、對角線長度相同。 

3. 認識平行四邊形組成概念：四個角、四個頂點、四個邊、兩雙對邊互相平行、兩

雙對邊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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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認識菱形的組成概念： 四個角、四個頂點、四個邊、兩雙對邊互相平行、兩雙對

邊相等、四邊等長 

5. 認識梯形的組成概念：四邊形、有一组對邊平行、兩條不平行的邊(腰)。  

(二)核心概念（學習表現）： 

s-II-3 透過平面圖形的構成要素，認識常見三角形、常見四邊形與圓。 

參、活動流程：  

一、先備活動 

(一) 認識各圖形與組成條件。 

(二) 分組活動，4 人一組。 

(三) 發放活動器材： 

1. 點字條件卡：一組一份 

2. 點字學習回饋單，一人一份。 

二、數學遊戲  

(一)遊戲規則說明： 

1. 4 人一組。 

2. 老師說出想要的圖形，接著由學生找到組成此圖形的條件卡並放在前方的各組的

塑膠盒內。 

3. 拿對一條件卡加一分（小方塊），拿錯或少拿條件卡不計分。 

4. 遊戲結束以最高分的小組為贏家。 

(二)實際遊戲 

1. 每組會拿到一組點字條件卡。 

2. 說明條件卡收集區的位置在教室前方以及簡單介紹各圖形名稱。 

3. 開始說明遊戲規則以及計分方式，遊戲中由老師計分，並在每一局公布各小組得

分情形。 

4. 公布指定圖形後，每一局當中，各組皆有 3 分鐘的時間可以討論，時間一到，老

師會說：「請將條件卡放置收集區。」屆時請各組派一名同學將卡片放置收集

區。 

5. 每一局結束後，老師先介紹指定圖形的組成條件在計算各組分數，拿對一個條件

卡加一分，拿錯或少拿條件卡不加分、不扣分。 

6. 重複 5~6 遊戲步驟，在第五局結束後，積分最高的組別獲勝。 

三、遊戲討論：學習回饋單紀錄：教師請學生將各圖形對應的條件卡片貼在對應的形狀方格裡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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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明眼文字學習回饋單 

一、根據剛才進行的遊戲，現在請你寫下遊戲過程中的圖形所具備的組成條件 

1. 長方形的組成條件有： 

 

 

 

 

 

2. 正方形的組成條件有： 

 

 

 

 

3. 梯形的組成條件有： 

 

 

 

 

4. 平行四邊形的組成條件有： 

 

 

 

 

 

5. 菱形的組成條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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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們玩過「支援前線」的遊戲，度過了快樂的時光，現在請你用心想一想，「支援前線」帶給

你（妳）的感覺是什麼呢？你（妳）學了些什麼？請用自己的話寫下來。 

1.我的感覺是： 

 

 

 

 

 

 

2.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3.我還想要知道的是： 

 

 

 

 

 

 

 

4.我覺得這個遊戲哪裡可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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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點字學習回饋單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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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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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點字條件卡 

四個角 四個頂點 四個邊 

兩雙對邊 

互相平行 

四個角都

是 90 度 

兩雙對邊

長度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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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卡 條件卡 條件卡 

條件卡 條件卡 條件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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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邊相等 
對角線 

等長 
對角相等 

條件卡 條件卡 條件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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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高年級_扇形》 

單元四：扇形大拼盤(國小 高年級) 

設計者：王雅雯 

參考來源：自編。 

 

壹、 活動器材：  

教具 照片 說明 

團扇 

 

1.本套模組共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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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形扇形組 

 

1. 一套六入。 

2. 雙腳釘在圓心固定住四根

塑膠棍，可以藉由塑膠棍

的轉動，拼排出不同的扇

形。 

 

扇形圖卡 

 

1. 模組內含一套，共十五

個。 

2. 包含圓形板一個、30 度

扇形板十二個、45 度扇

形板八個、60 度扇形板

六個、90 度扇形圖卡四

個、120 度扇形板三個、

180 度扇形圖卡兩個。(左

側圖片為 45 度扇形板)。 

3. 上方貼有點字。 

貼紙包 

 

1. 一套十入，共有藍色與黑

色兩種顏色。 

2. 材質為魔鬼氈，可以黏貼

於圓形扇形組上方。 

牌卡 

 

1. 一套十五入。 

2. 左上角有陸標，貼有點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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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視點字學

習回饋單 

 

1. 詳細內容請參考本模組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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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活動說明： 

一、單元主題說明： 

(一)透過操作扇形與類扇形之教具，發展「扇形概念」之具體心像，以利相關正式課程之進

行。 

(二)活動適於「認識扇形」正式課程之前。 

(三)適用年級：國小高年級。 

二、活動目標與核心概念（學習表現）： 

(一)活動目標： 

1. 透過扇子的實際操作了解扇形的定義與概念。 

2. 透過牌卡遊戲熟悉扇形。 

(二)核心概念（學習表現）： 

s-III-2 認識圓周率的意義，理解圓面積、圓周長、扇形面積與弧長之計算方式。 

s-III-5 以簡單推理，理解幾何形體的性質。 

 

參、活動流程 

一、先備活動： 

(一) 教具發放與確認： 

1. 團扇(每組四個) 

2. 圓形扇形組 

3. 點字學習回饋單 

(二) 教師說明扇形的定義 

1. 扇形的組成：兩條半徑、一個弧、一個角 

2. 扇形為圓的一部分 

(三) 由團扇的操作熟悉扇形的形狀與組成條件 

1. 以扇形板為底，由團扇可以展開出不同角度的扇形。 

例如：拿出 90 度扇形圖卡，將團扇擺在圖卡上方展開至相對應的角度。 

2. 團扇與扇形圖卡的操作 

A. 圓形（一個完整的團扇展開為 360 度，為一個圓） 

B. 二分之一圓（兩個一百八十度團扇可以組成一個圓） 

C. 四分之一圓（四個九十度團扇可以組成一個圓） 

 

二、數學遊戲 

(一) 規則說明： 

1. 教師發下圓形扇形組，並說明教具使用方法。 

A. 圓形紙板上為魔鬼氈，並以雙腳釘在圓心固定住四根冰棒棍。 

B. 可以藉由冰棒棍的轉動，拼出不同的扇形。 

C. 能將貼紙固定於圓形紙板上 

2. 教師說明遊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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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將牌卡放置在兩人中間，輪流抽一張牌卡並朗讀出牌卡上的題目 

B. 兩人同時進行題目卡要求 

C. 最先完成且正確者獲勝，並得到該張牌卡 

D. 全部牌卡皆抽完之後，由最多牌卡者獲勝。 

E. 如若 AB 兩人中，B 最先完成者但未答對，則檢查 A 之任務執行，若 A 正確則

由其獲得牌卡；如若 AB 兩人同時完成也皆都正確，該張牌卡放回牌卡堆最下

面，此局定為平手皆不得分。 

3. 牌卡內容＿初階 

A. 請拿一個圓形扇形組，排出一個 30 度的扇形。 

B. 請拿一個圓形扇形組，排出一個 45 度的扇形。 

C. 請拿一個圓形扇形組，排出一個 60 度的扇形。 

D. 請拿一個圓形扇形組，排出一個 90 度的扇形。 

E. 請拿一個圓形扇形組，排出一個 120 度的扇形。 

F. 請拿一個圓形扇形組，排出一個 180 度的扇形。 

G. 請拿一個圓形扇形組，其中排列出兩個不同角度的扇形。 

H. 請拿一個圓形扇形組，其中排列出三個不同角度的扇形。 

I. 請拿兩個圓形扇形組，分別排出一個 180 度的扇形及一個 90 度的扇形。 

J. 請拿兩個圓形扇形組，分別排出一個 180 度的扇形及兩個 90 度的扇形。 

K. 請拿兩個圓形扇形組，分別排出一個 45 度的扇形及一個 180 度的扇形。 

4. 牌卡內容＿進階 

A. 請拿一個圓形扇形組，排出四個 90 度扇形，其中兩個貼上貼紙，另外兩個不用

貼。 

B. 請拿出一個圓形扇形組，排出兩個 180 度扇形，其中一個要貼上貼紙。 

C. 請拿兩個圓形扇形組，其中一個排出 180 度的扇形，貼上貼紙。另一個排出 60

度的扇形，貼上兩個貼紙。 

D. 請拿兩個圓形扇形組，其中一個排出四個 90 度的扇形，貼上貼紙。另一個排出

一個 45 度的扇形。 

E. 請拿出兩個圓形扇形組，第一個排出一個 90 度扇形、兩個 60 度扇形、第二個

排出 180 度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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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明眼文字學習回饋單 

我們玩過「扇形大拼盤」的遊戲，度過了快樂的時光，現在請你用心想一想，

「扇形大拼盤」帶給你（妳）的感覺是什麼呢？你（妳）學了些什麼？請用自己的話寫

下來。 

1.我的感覺是： 

 

 

 

 

 

2.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3.我還想要知道的是： 

 

 

 

 

 

 

4.我覺得這個遊戲哪裡可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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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點字學習回饋單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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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高年級_相似平面圖形》 

單元五：相似亮晶晶(國小 高年級) 

設計者：王雅雯、張詠純 

參考來源：自編。 

 

壹、活動器材： 

教具 圖片 說明 

圖形卡 

 

1. 圖卡共分為四邊形圖卡與三角形

圖卡。 

2. 四邊形圖卡包含：長方形、正方

形、平行四邊形、菱形、梯形，

每個四邊形圖形各四張，共有兩

種材質和兩種大小組成。 

3. 三角形圖卡包含：直角三角形、

等腰銳角三角形、銳角三角形、

鈍角三角形、正三角形，每個三

角形圖形各四張。共有兩種大小

和兩種材質組成。 

4. 四邊形圖卡為 20 張，三角形圖

卡為 20 張，共 40 張。 

止滑墊 

 

1. 每套模組共兩入。 

2. 提供學生於遊戲學習過程中擺放

圖卡，避免滑動。 

塑膠盒 

 

1.每套模組共兩入。 

2.提供學生於遊戲過 

 程中，可以放置用   

 過的圖形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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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字學習

回饋單 

 

詳細內容請參考本模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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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活動說明： 

一、單元主題說明： 

(一) 透過操作牌卡，發展「全等平面圖形」概念，以利相關正式課程之進行。 

(二) 透過操作牌卡，發展「相似形」概念，以利相關正式課程之進行。 

(三) 活動適於「認識全等、相似的平面圖形」正式課程之前。 

(四) 適用年級：國小高年級。 

二、活動目標與核心概念（學習表現）： 

(一) 活動目標：理解全等平面圖形概念，且能找出全等平面圖形。 

(二) 核心概念（學習表現）： 

s-II-2 認識平面圖形全等的意義。 

s-III-7 認識平面圖形縮放的意義與應用。 

 

參、活動流程：  

一、先備活動 

(一) 進行分組：2~4 個人一組，彼此互為對手。 

(二) 教具發放： 

1. 四邊形圖形卡與三角形圖形卡 1 組共 44 張。 

2. 點字學習單 1 人 1 張。 

(三) 引起動機： 

以「撲克牌之全等撿紅點」作為課程之引起動機，並說明本堂課程將結合遊戲之方式進

行。 

二、遊戲進行 

(一) 遊戲規則說明： 

1. 每一組圖形卡有 40 張，分為四邊形圖形卡(20 張)及三角形圖形卡(20 張)。 

2. 教師洗牌後，從牌堆裡隨機拿 24 張牌平均發給所有學生(例如四人一組 1 人抽 6 張，三人

一組 1 人抽 8 張，以此類推)其餘牌卡放置在塑膠盒中。 

3. 從塑膠盒的牌堆裡抽取 4 張圖卡放置在止滑墊上，稱之為海底牌。 

4. 若手上的牌與海底牌形狀相同或相似，學生即可配對並將兩張牌收回，再從塑膠盒中抽出

一張牌。若抽出的牌可與海底牌內任一張牌卡配對，則可再次收回己有，直到抽出的牌卡

無法與海底牌配對，則換下一個學生。 

5. 若學生手上的牌皆無法與海底牌配對，則交出一張手上的牌作為海底牌，並從塑膠盒中抽

一張牌。若抽出的牌卡仍無法配對，則將該牌卡放置於止滑墊上視為海底牌，並換下一學

生出牌。 

6. 當塑膠盒中的的牌皆取完，而所有學生將手上的牌無法再打出後，即可計算分數。 

7. 計分方式：拿到越多閃亮平面圖卡的人獲勝。 

(二) 實際操作遊戲 

三、遊戲討論 

(一) 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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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際操作遊戲後，小組進行討論並完成學習單上的小組討論問題。 

2. 老師發下學習單第二大題的第四小題需使用的平面圖形卡，每一組 1 袋。 

(二) 全班共同討論： 

老師帶領學生進行討論，宜聚焦學習單上的小組討論問題： 

1. 要如何找到形相同的平面圖形？ 

2. 要怎麼知道這兩個平面圖形形狀一模一樣？ 

3. 請使用平面圖形卡找出形狀一樣的圖形。請問總共有幾組？ 

(三) 師生共同歸納與老師解說： 

1. 將兩個圖形疊疊看，先比較圖形的形狀是否一樣，形狀一樣後，再比較大小是否一樣。 

2. 可以用兩個圖形完全疊合來判斷，因為若兩個圖形可以疊合表示這兩個圖形一模一樣，

也就是說他們的形狀、大小會一模一樣。 

3. 圖形的頂點、邊可以與另一個圖形的頂點、邊重合，他們有相同數目的頂點、邊。 

4. 共有 3 組。 

5. 師生共同歸納後，老師解說形狀、大小一模一樣的平面圖形，在數學上稱作「全等圖

形」、角度相同但邊長大小不同則為「相似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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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明眼文字學習回饋單 

一、 寫下你在遊戲中得分的策略。 

 

 

 

 

二、 小組討論 

1. 要如何找到形狀、大小一模一樣的平面圖形？ 

 

 

2. 要怎麼知道這兩個平面圖形形狀、大小一模一樣？ 

 

 

 

3. 請使用平面圖形卡找出形狀、大小一模一樣的圖形。請問總共有幾組？ 

 

 

三、 牛刀小試 

1. 請寫出全等圖形有什麼特徵？相似圖形的特徵又為和? 

 

 

2. 要如何找到全等圖形？要如何找到相似圖形 

 

 

3. 要如何判斷這兩個圖形是全等圖形？ 

 

 

四、 我要挑戰 

1. 請思考一個正方形要如何將其變成兩個全等圖形，請寫出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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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們玩過「相似亮晶晶」的遊戲，度過了快樂的時光，現在請你用心想一想，「相似亮晶

晶」帶給你（妳）的感覺是什麼呢？你（妳）學了些什麼？請用自己的話寫下來。 
1.我的感覺是： 

 

 

 

 

 

 

2.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3.我還想要知道的是： 

 

 

 

 

 

 

 

4.我覺得這個遊戲哪裡可以更好： 

 

 

 

 

 

 

 

 

 

 

 

伍、點字學習回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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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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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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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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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高年級_面與面的關係》 

單元六：將軍與傳令兵(國小 高年級) 

 

設計者：王雅雯 

參考來源： 莊佶達（2017）。將軍與傳令兵。教育部國教署委辦 106 年「就是要學好數學─子計畫

一：數學活動研習營計畫 

 

壹、 活動器材： 

教具 照片 說明 

積木 

 

1. 每套模組共

有 90 個積

木。 

2. 積木之間可

以拼接組

裝。 

方格盤  1. 每套模組有

兩入。 

2. 上方標示有

1 到 9 作為

座標。 

小方塊 

 

1.每套模組有一

包。 

2.可作為教學者

於教學的過程中

計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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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杯子 

 

1.每套模組共有

四入。 

2.提供學生於學

習過程中可以收

集教師擺放的小

方塊。 

雙視點字

學習回饋

單 

 

1.詳細回饋單題

目內容，請參見

本模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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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活動說明： 

一、單元主題說明 

（一） 立體圖所表達的形狀最接近眼睛所見，最容易接受，但若需要詳細的資料可能會嫌不

足，這時就需要平面圖來輔助，而「正投影視圖」正是描述立體圖形最佳方式。讓學生先

備具體心像，以利相關正式課程之進行。    

（二） 適用年級：國小高年級以上。 

 

二、核心概念（學習表現） 

s-III-3 從操作活動，理解空間中面與面的關係與簡單立體形體的性質。 

 

參、活動流程： 

一、事前準備： 

（一） 遊戲說明。 

（二） 分組：分三至五人一組，每輪遊戲中由其中一名學生擔任將軍，其他學生擔任小兵，每

輪遊戲結束換人當將軍。 

 

二、第一階段遊戲規則： 

（一）每次遊戲限時 4 分鐘。 

（二）由教師先組裝好各形狀的雙層積木，請各組的將軍到台前，將軍可以在一分鐘內用觸

摸、觀察等不同方式記錄積木的模樣。 

（三）將軍回到組別內用口述方式向組內的小兵敘述立體物件的模樣，將軍這個時候不能觸摸

任何積木。 

（四）各組小兵協力完成將軍所形容的積木，按照完成速度、正確性、時間給予不同得分。 

（五）計分方式：正確且最快完成：2 分(給予 2 個小方塊)、 正確但非最快完成：1 分(給予 1

個小方塊)、 不正確：0 分  

（六）此階段可以進行約三次的遊戲，過程中鼓勵學生找到能夠精準說明立體圖形的策略與方

法。 

 

 

三、教學進行 

（一） 先請第一階段遊戲中得分最高的組別，分享該組排出正確立體積木的策略或技巧。 

（二） 第一階段遊戲中容易出現無法表達清楚的情形，以致形容積木的外表。故在第一階段

結束後，由教學者提供學生位置標定策略，在方格盤中標示數字，方便學生定位與說明積

木。 

例如： 積木排列如下圖，可以透過方格盤形容，「12346789 位置皆要擺放積木，把它們組

起來就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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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組透過教師出題，練習透過方格盤擺放積木(視學生狀況出題的積木由基礎的單層進

階到雙層與三層積木)待學生皆熟習方格盤的使用後，在進行第二階段遊戲。 

練習出題：（分為單層與雙層兩種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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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二階段遊戲活動 

（一） 遊戲規則說明 

1. 每次遊戲限時 4 分鐘 

2. 由教師先組裝好各形狀的雙層或三層積木，請各組的將軍到台前，將軍可以在一分鐘

內用觸摸、觀察等不同方式記錄積木。 

3. 將軍回到組別內用口述方式、透過方格盤的說明方式向組內的小兵敘述立體物件的模

樣，將軍不能觸摸任何積木。 

4. 各組小兵協力完成將軍所形容的積木，按照完成速度、正確性、時間給予不同得分。 

5. 計分方式：正確且最快完成：2 分(給予 2 個小方塊)、 正確但非最快完成：1 分(給予

1 個小方塊)、 不正確：0 分學生實際操作進行遊戲 

（二）此階段以二三層立體圖形為主。 

五、學習單與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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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明眼文字學習回饋單 

一、請你形容一下當有不同層的積木時，你是如何和你的夥伴溝通? 

1.一層積木時： 

 

2.二層積木時： 

 

3.三層積木時： 

 

 

二、你的組別如何致勝？有沒有其他致勝策略？ 

 

 

 

 

三、每人隨意組裝積木成一立體物件，請你向你的組員正確描述這個立體圖形!請組員看看同學的形

容是否正確。 

 

 

 

 

 

 

 

 

 

 

 

 

 

 

 

 

 

四、我們玩過「將軍與傳令兵」的遊戲，度過了快樂的時光。現在請你用心想一想，「將軍與

傳令兵」帶給你（妳）的感覺是什麼呢？你（妳）學了些什麼？請用自己的話寫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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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的感覺是： 

 

 

 

 

 

 

2.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3.我還想要知道的是： 

 

 

 

 

 

 

 

4.我覺得這個遊戲哪裡可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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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點字學習回饋單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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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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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高年級_立體形體的性質》 

單元七：蓋樂牌(國小 高年級) 

 

設計者：王雅雯 

參考來源： 莊雅清（2017）。蓋樂牌。數學活動師培訓研習工作坊第三期，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數學教育中心 

 

 

壹、活動器材 

教具 照片 說明 

凸線牌卡  1. 每套模組含有一組

排卡 

2. 左方圖形以光滑面

膠帶作為邊框，為

立體可觸摸之線

條，與鄰近區域材

質不同。 

立體積木 

 

1. 每套模組含有 60 個

積木。 

2. 可於學習遊戲的過

程中拼裝。 

小方

塊 

 

1.每套模組有一包。 

2.可作為教學者於教學

的過程中計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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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杯子 

 

1. 每套模組共有四入。 

2.提供學生於學習過程

中可以收集教師擺放的

小方塊。 

雙視點字

學習回饋

單 

 

1.細節題目內容，請見

本模組最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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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活動說明 

一、單元主題說明： 

（一）透過課程活動的安排，了解單視圖的基本概念，並藉由具體操作活動引導視圖。 

（二）適用年級：國小高年級階段 

二、活動目標與學習表現： 

（一）活動目標：透過牌卡的圖示，讓學生能夠動手排出單層積木的單視圖。 

（二）學習表現：s-III-3 從操作活動，理解空間中面與面的關係與簡單立體形體的性質。 

參、活動流程 

一、先備活動 

（一） 分組：學生 3 人一組，互為對手。 

（二） 教具發放與確認： 

1. 凸線牌卡一組。 

2. 立方積木 60 個 

3. 小杯子每人一個。 

4. 點字學習回饋單。 

（三） 引起動機與介紹教具使用 

1. 簡要介紹遊戲規則 

2. 說明教具使用。 

二、遊戲規則說明 

（一） 每一回合計時兩分鐘，共四回合。 

（二） 每次遊戲開始前，每名學生皆抽一張牌放置在止滑墊上(共三張)。每名學生皆了解牌

卡後，計時兩分鐘，學生須在兩分鐘內組裝一立體圖形。立體圖形至少要有一面符合抽出之

牌卡上所繪製的圖形。若立體積木排出其中一張牌卡，則獲得一分；該排出符合兩張牌卡的

立體積木，則獲得兩分，以此類推。例如： 三名學生共抽出以下三張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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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排出如下圖，分別可以獲得三分、兩分、一分 

 

 

 

 

 

 

 

 

（四） 每次計時兩分鐘，時間結束之後，可由教師或學生互相檢查，並給小方塊作為計分。 

（五） 遊戲以四回合為結束，獲得最多小方塊者為勝。 

（六） 教學者可以鼓勵學生組出積木可以同時達成三張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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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明眼文字學習回饋單  

一、請描述或再次排列你剛剛拿到最困難的一張牌卡，並說明為甚麼覺得困難 

 

 

 

 

 

 

二、當抽到相同的兩張牌卡時，排出支立體圖形，體積是否一定會相等呢? 

 

 

 

 

 

 

 

 

三、請排出一個立體圖形並與你身邊的朋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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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們玩過「蓋樂牌」的遊戲，度過了快樂的時光，現在請你用心想一想，「蓋樂牌」帶給你

（妳）的感覺是什麼呢？你（妳）學了些什麼？請用自己的話寫下來。 

1.我的感覺是： 

 

 

 

 

 

 

2.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3.我還想要知道的是： 

 

 

 

 

 

 

 

4.我覺得這個遊戲哪裡可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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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點字學習回饋單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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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發表論文之初稿-數戰棋 

Adaptation of Mathematics Grounding Activities for 

Students with Blindness/Low Vision:  

Using ‘Math Chess Board Game’ as an Example 

 

Chien-Huey Sophie Chang, Fou-Lai Lin, Ming-Tsung Chen, Sih-Sian Li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chapter was to describe how to adapt a game-based 

mathematics grounding activity (MGA) module, Math Chess Board Game,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motivation, self-confidence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mathematics 

learning in a group of students with total blindness/low vision. Five classes on the 

adapted MGA module were observe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were used to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data. The data consisted of observations records and 

interviews transcript.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classes included 9 students who were 

totally blind and were braille readers, and four others with low vision. The average 

age of the children was about 11 years old and were in 5th – 6th grades.  

The adaptation of the MGA module included the following steps: First, the 

instruction team adjusted the original (MGA) module Math Chess Board Game by 

changing and enlarging the board size and the format, and adding the tactile 

representation (braille codes) on the top of the digit numbers. Secondly,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 pairs and the chess pieces (pawns) were adapted through using different 

tactile materials as the pieces used by both Player A and Player B, so that the blind 

students could easily access the math information on the board,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activities together with their peers with low vision. The chess piece of Player A  

(Figure 4 & 5) was a plastic round snowflake piece with a braille code on it. The 

chess piece of player B (Figure 6 & 7) was a smooth rectangular card (2cm x 3cm) 

with braille code on it. And by touching, the blind students fel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own pieces and their opponent’s pieces. Third, in terms of worksheets, 

we put the braille codes over the top of each grid on the hundred-digit plate so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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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could use the worksheets. Additionally, we added the cotton 

threads for the grid lattices for visually impaired students to feel the border of each 

grid . 

All of the above adaptations were consistent with “semiotic transformation” 

indicated by Duval (2000), which implied that providing appropriate access to the 

representat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for improving students’ understanding in math 

concepts. Since the main learning medium for totally blind students is tactile sense, 

the use of tactile representation in these classes allowed the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to access and learn the concepts of multiples and common multiples in math. 

In consequence, the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learned to select and organize the 

numbers on the chess pieces, and then integrate the concepts of multiples with 

common multiples. For example, throughout the observations of the activity process, 

the instruction team found that some students used the method of multiplication to 

calculate in mind, and some applied the concept of division to decide where to go for 

multiples and common multiples.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is adapted MGA module, the students’ motivation 

and self-confidence was highly improved. For example, students were first less 

involved when they started the game and did not intend to interact with teammates, 

but because of the adapted MGA module was accessible and easy to understand, their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self-confidence was increased, and later became aggress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activity, which was also a reflection of students’ active thinking. 

Finally, the instruction team also proposed th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adaptation, mathematics grounding activity (MGA), blind, and low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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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As educators in special education, we have the obligation to shoulder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improving the mathematics education of students who are blind/low 

vision. These students often use tactile materials combined with auditory information 

to learn. However, the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Taiwan often leads students to do 

mathematical calculation too quickly, and ignores the importance of establishing 

mathematical concepts first (Lin, 2014). Thus, complex math application questions 

and calculations often hinder the establishment of mathematical concepts in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These obstacles encountered in math classes made students feel 

frustrated, so their motivation for math learning and self-confidence have declined 

(Li, 2012). 

Some studies found the factors that caused learning difficulties in blind students, 

including: lack of resources, insufficient math concepts, insufficient tools, difficulty 

in mathematical braille, difficulty in understanding graphics, etc. Among the above 

factors, insufficient math concepts were the most serious impact (Chen, 2004). 

Students with visual impairments often had a hard time understanding graphics, table 

data, geometric figures and other mathematical concepts. These difficulties may 

further lead to very poor performances in math learning (Cahill, Linehan, McCarthy, 

Bormans, & Engelen, 1996; Huang, 2011; Mathematical Mind, 2017; Sims, 1967; 

Zhou, 2001). Also, in regular education classrooms, sighted teachers do not know 

how to explain the mathematical concepts to their blind students, and the math content 

described in textbooks was hard to understand (Li, 2012). Therefore, it is quite 

unfavorable for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to learn mathematical concepts in the 

sighted world. This is why our instruction team decided to adapt a mathematics 

grounding activities module (MGA) for students who were blind/low vision. 

In summary, “Mathematical proficiency” (Gravemeijer, Stephan, Julie, Lin, & 

Ohtani, 2017, pp. 105) is a major issue for all students, including those who are 

blind/low vision. If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have sound mathematical concepts and 

abilities, they will have better independent living abilities for the next century, 

because better math competencies increase their selection of future employment, and 

enable them to pursue their career goals that are mathematics competencies related 

(Hatlen, 2017).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will discuss about some literature rega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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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athematics grounding activities modules and why they are important to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1. Mathematics Grounding Activities (MGA) Modules 

In recent years, Professor Fou-Lai Lin (2014) at the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led a team project to design and develop 

Mathematics Grounding Activities (MGA)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Professor Lin found that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Taiwan often makes students enter 

the stage of calculation too quickly. He indicated that, in fact, the concept of math is 

more important than calculation. At present, school children just only learned to use a 

formula to solve math questions, instead of comprehending the concepts first. (Liang, 

Han, Huang, 2014). Therefore, in order to help students build math concepts, enhance 

their motivation/self-confidence, and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mathematical 

concepts, Professor Lin (2014) initiated the project and invited teachers to design 

game-based mathematics grounding activity (MGA) modules. 

 Our instruction team heard about Professor Lin’s MGA modules and like them 

very much. We felt that the ideas of MGA Project led by Professor Lin (2014) may be 

applied to teaching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to help improve their learning and expand 

their mathematical concepts. As indicated by previous studies, infusing games into 

mathematics learning would provoke students’ thoughts (Zheng, 1983; Bright, Harvey 

& Wheeler, 1985), we would like to adapt MGA modules because they were infused 

with creative/practical/or strategic games, and would inspire student learning (Tian, 

2003).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usually relied on the senses of touch and hearing as 

learning channels. Thus, our instruction team chose an MGA module entitled Math 

Chess Board Game (Hu, 2017) as a blue print, and transformed it into an accessible 

module for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to access mathematical information and learn the 

concepts of multiples and common multiples through the senses of touch and hearing. 

2. The original Math Chess Board Game 

The game-based mathematics grounding activity (MGA) module, Math Chess 

Board Game, was first designed by an elementary teacher, Mr. Zhe-Wei Hu (Hu, 

2017). In this module,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pairs. Player A and Player B sat 

across from each other. Player A acquired white chess pieces with numbers on them, 

and player B received black chess pieces with numbers on them,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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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ost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learned through auditory sense and tactile 

sensation. 

The majority of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learned through auditory sense and/or 

tactile sensation (Corn & Koenig, 1996). Therefore, while teaching visually impaired 

students, the first step was to understand what kind of sensory learning can improve 

their learning outcomes (American Printing House for the Blind, 2018; Chen, 2014), 

and minimize their cognitive load. For most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they can use 

the tactile representation to understand mathematics through the semiotic 

transformation as described by Duval (2000). Based on the above understanding, our 

instruction team transformed the MGA learning materials from visual symbols (print) 

into tactile representations to help blind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the MGA and learn 

mathematics concepts. 

4.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motivation 

In addition, learning motivation is also required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mathematics (Lin, 2016). Learning motivation is the internal psychological process 

that leads to students’ active learning. Learning motivation is also the driving force 

for active knowledge. This motivation enables the learners to achieve the goals 

(Zhang, 1996; Middleton, 1995).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learning motivation, 

students are mo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athematics, which can further enhance their 

self-confidence and learning outcomes. Therefore, Keller (1983) developed the ARCS 

(attention, relevance, confidence, satisfaction) learning motivation model. He believed 

that the traditional narrative method pays little attention to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if the course cannot make students feel interested or improve their 

motivation, the effect of students learning will be greatly diminished. Thus, by ARCS, 

Keller hopes to provide a model for instructors, which explains why students learn, 

what the students’ learning needs are, and what the suitable teaching strategies are, in 

order to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further improves the learning 

effects (Lin, 2003). Thus, this study adapted game-based mathematical grounding 

activities modules (MGA) to teach mathematics concepts of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5. The importance of developing MGA for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game-based MGA module for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although there is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game-based MGA modules for 

sighted students. Thus, this instruction team decided to develop MGA for vis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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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ired students by choosing the game-based MGA module developed by Hu 

(2017), and transformed it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 

mathematics concept of blind/low vision learners. It meets the special learning needs 

of these students. This effort can also lay the foundation of expanding the potential 

possibilities for their studying mathematics-related subject areas and strengthen their 

“mathematical competencies that complement the work of computers” (Gravemeijer 

Stephan, Julie, Lin, & Ohtani, 2017, pp. 119) in the future.  

In summary, the purpose of this chapter is to develop a game-based mathematics 

activity (MGA) module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motivation, self-confidence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in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for future math learning. 

 

METHODS 

The research collected data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s. 

The researcher prepared the interview content and questions and interviewed the 

participants. The questions were compiled by the researcher after reading related 

literature. The questions were revised by the instructor and two peers with severe 

visual impairment before the interviews began. After the consent of the participants 

was obtained, the researcher recorded the conversation of the interview and informed 

the participants that they have the right to withdraw from the research at any time. 

The recorded interviews were then transcribed. After the interview, the researchers 

provided participants with a gift and advice on career planning. 

1. The Participants 

The participants included 9 totally blind students. In addition, 4 students with low 

vision who read large print also participated in this activity. The student information 

was as follows: 

Table 1: Student Information 

No gender grade age 
Level of 

blindness 
visual situation 

1 female Sixth 12 Totally blind 
both eyes have only light 

perception 

2 male Fifth 11 Totally blind 
both eyes have only light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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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ale Fifth 11 Low vision 
Both eyes with corrected visual 

acuity 0.2, glaucoma. 

4 male Sixth 12 Totally blind Fully blind 

5 male Fifth 11 Low vision 
Left eye: > 0.01, right eye 0.15 

photophobia 

6 male Fifth 11 Totally blind 
The right eye can see shadow, and 

the left eye is totally blind. 

7 male Fifth 11 Low vision amblyopia 

8 male Fifth 11 Low vision amblyopia 

9 male Sixth 12 Totally blind Light perception 

10 female Fifth 11 Totally blind Light perception 

11 female Fifth 11 Totally blind Light perception 

12 female Fifth 11 Totally blind Light perception 

13 male Sixth 12 Totally blind Light perception 

  

The average age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11.3 years, and their cognitive ability 

were in normal range. On the days of the event, two players were randomly compiled 

into a group, and each group was assigned with one sighted teaching assistant and was 

in undergraduate special education program.  

2. Procedure 

Researchers drafted the interview and invited two peers with severe visual 

impairment to verify the content. The topic of the interview included the difficulties 

students have faced before, their needs, and specific suggestions for colleges. 

Participants were invited through agencies for severe visual impairment and the 

Learning Resource Center in several colleges, and were interviewed and observed by 

the researchers to collect information. Each interview was recorded and then 

transcribed and analyzed using the NVIVO software program. In this transcription, 

the content was documented as follows: first the pseudonym of the participant was 

mentioned; second, the interview date was noted; and finally, the starting line number 

of the extracted sentence was recorded. For example, “Mina 0815024” refers to the 

participant “Mina,” the date of their interview “0815” was August 15, and “024” 

indicates that the extracted verbatim content starts from line 24. After analysis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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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ed, the transcripts were confirmed with participants to ensure no errors were 

present. 

3. Tools: adaptation of the Module--Math Chess Board Game  

The adaptation of this module was based on the original module, Math Chess 

Board Game (Hu, 2017). The goal and core concepts of this game were: (1) Goal: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electing the moving path of the chess pieces, awarenes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ltiples” is built. (2) Core Concept: Developing the 

concept of operation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multiples and the common multiples (Hu, 

2017；Lin, 2014).  

Based on the above mentioned, the equipment required for this module included 

(1) hundred-digit plates, (2) chess pieces, and (3) a work sheet of hundred-digit plate, 

which were described below. 

(1) Hundred-digit plates 

The original hundred-digit plates were flat chessboards (Figure 1).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the instruction team adjusted the original 

mass chess broad game module (Hu, 2017). Our strategy was to increase the tactile 

cues and transformed the original visual representation (The numbers seen by regular 

students) into tactile representations. We used cotton threads on the borderlines and 

translated the numbers into braille. Also, we changed the format of the hundred-digit 

plates (Figure 1) and attached the cotton threads onto the grid (Figure 2). Visually, we 

saw the cotton threads attached to the grid. So, when the blind/low vision learners 

touched and felt the grids, the position and the boundary of each number were 

assured. 

 In addition, the numbers on the original hundred plates were 1 to 100, which 

were digit numbers in print.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actile reading, we chang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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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 of the grid, enlarged the print for the low vision students, and put braille 

numbers for totally blind learners. Also, in each grid, we attached two braille labels of 

the same digits (Figure 2), one facing north and the other facing south, which allowed 

totally blind students to sit on both sides to read. Such adjustments were in line with 

Duval’s indication (2000), which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helping students to learn 

by increasing representation. In this case, blind students played and gradually learned 

the concept of multiples.  

Figure 1: The original hundred-digit plates is a piece of paper. 

 

Figure 2: The whole picture of the adjusted hundred-digit plates (left photo), an 

example of the braille label (right photo) on the top of digit numbers. 

  

(2) the chess pieces   

In terms of the chess pieces, the original module used black and white chess (see 

Figure 3), which represented the chess pieces of the student players A and B, 

respectively. But blind students could not see colors or numbers, so we redesigned the 

pieces. We used items with different tactile sense as the pieces of both players A and 

B, so that blind students could retrieve and convert information, and then participated 

in activities together. The chess pieces of player A were round snowflake pieces with 

braille on them (see Figures 4 & 5). The chess pieces of player B were square and 

smooth rectangular cards (Figure 6 & 7). By touching, they could feel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own pieces and their opponent’s pieces. Such adjustments corresponded 

to the characterizations/representations as proposed by Duval (2000).  

Most importantly, the concept of "landmark " is integrated to establish a 

psychological/mental map of the chess pieces and the Hundred Digit Board, which 

made it easier for students to identify the direction of the pieces and move them 

smoothly on th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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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original chess piece is a figure with digit numbers on the top. 

 Therefore, we put the cotton threads on the lower edge of the chess pieces of 

Player A and put the cotton threads on the chess piece of Player B as landmarks for 

correctly orienting and positioning the pieces. So that they could further determine the 

correct reading direction, and the chess pieces will not be misplaced upside down or 

left to right. Please refer to Figure 4, 5, 6, and 7 as shown below. 

 

Figure 4: The 10 chess pieces of player A. When the students were orienting and 

positioning the piece, they were told to place the cotton threads in the 6 o’clock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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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The chess piece of player A, with braille label on the circular surface 

and a cotton thread as the landmark for correct orientation of braille reading. 

Figure 6: The 10 chess pieces of player B.   

Figure 7: The chess piece of player B, a small rectangular card with braille. The 

white cotton thread was used as the landmark. (The braille on top of the chess piece 

representing the Arabic number "5". The handwritten 5 was for the sighted teaching 

assistant) 

  

In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activity, sighted students used 10 pieces to 

carry out activities at the same time. For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we gave them 4 

pieces of chess to carry out activities first, and then gave them other numbers of chess 

pieces when the students became skilled. If we had given them ten chess pieces all at 

once, they would have to read them one by one and remember ten numbers all 

together, which would increase their cognitive load. Therefore, in accordance with 

what Chen (2014) emphasized, we reduced students’ internal cognitive load (having 



科技部補助 MOST107-2511-H-003-006-MY2 

「發展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以提升先天全盲學生數學概念之研究」計畫 

 

 

to memorize 10 numbers at one time) and external cognitive load (having to handle 10 

chess pieces at one tim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 cognitive load of learning 

(the math content). 

 

 (3) A work sheet of hundred-digit plate 

The following Figure 8 was the original worksheet for sighted students. For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it was adapted into braille and transformed into a tactile 

representation. So, this instruction team redesigned a braille worksheet, and all 

numbers were arranged as shown in Figure 9. This was in consistence with the 

symbolic transformation described by Duval (2000), which meant to convert numbers 

that has to be visually read into tactile braille characters, so that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could access the information. 

 

Figure 8: Original work sheet (Circle the numbers that are multiples of 2, 3, 4, 5, 

7,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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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9: The worksheet for blind students in Braille (the upper part of the 

picture). And the Grid borderlines (the lower part of the photo) were replaced with 

cotton thread to create a better tactile sense of grid patterns on the worksheet. 

4.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The researchers collected data through interviews with the teaching assistants, 

and through observations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and the teaching assistants. The interviews transcript and the observation records were 

used for data analysis. Then they were analyzed and coded word by word or sentence 

by sentence based on the minimal units of meaning. Next, the researchers put the 

meaningful units into groups that showed similar concepts and assigned a new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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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ach group. Finally, some common themes emerged from the grouped codes, 

which forme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major topics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Results 

After analysis of the data, four major themes were identified: (1)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learned to select and organize math information on the Math Chess Board 

Game module. (2) The thinking, reasoning and strategy use of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was enhanced. Some students used multiplication, some used division, and 

some made use of common multiplication. Furthermore, some could find out the 

problems du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3)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of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was increased, and (4)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was improved. They were described as follows. 

 (1)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learned to select and organize math 

information on the Math Chess Board Game module.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learned to select and organize math information on the 

Board by picking up the multiples for their corresponding numbers,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the adapted module also enabled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to further 

organize and integrate meanings of numbers on the chess pieces, and to learn to solve 

math problems. For instance, a blind student describ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2 and 

8. He said: 

I can move my 2 to 22, 32, 42, to the numbers that are even because 

they are all multiples of 2. But, my 8 cannot go to 18. 18 is not the multiple. 

(episode 6-7) 

 

In order to make the two players of the same group learned how to select and 

organize the concepts of multiples, the tactile pieces (the snowflake pieces and the 

rectangular pieces, both with braille codes) were designed by the instruction team to 

let students perceive and confirm the attributes of their own pieces through the 

difference of tactile feelings. The rounded snowflakes (Figure 4 & 5) were round and 

rugged; and the rectangular pieces (Figure 6 & 7) were smooth. This adaptation 

enabled students to select the correct pieces (the information) and to organize the 

concepts of multiples. Therefore, such transformation was consistent with what Du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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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indicated: After establishing students’ appropriate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can 

be more effective. As a blind student indicated: 

I can move my 8 forward to your 56 because 8 times 7 equals 56, the 

56 is a multiple of 8. (episode 20-21) 

 

Additionally, when the blind students were touching the module, they could 

understand the meanings of braille numbers by reading and putting them onto the 

appropriate grid. This is what they could not do if using the original module. 

Therefore, the visual representations should be changed into the tactile representations 

to meet the students’ needs, which is proposed by Duval (2000) and Chen (2018). As 

a teaching assistant observed: 

The group that I led, since we said that we are going to send four 

number pieces, they started touching to see if they have got the numbers, 

and then they touched them all. And they clearly figured out there’s a 

number on the grid.... Through touching braille, they are able to put the 

pieces on the corresponding numbers.... All blind and visually impaired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placing the chess pieces in the grid and find a way 

to identify multiples. (episodes 053, 060, 189) 

 

Duval (2000, p. 1-66) presented that understanding was to go through the process 

of ‘Cognitive Architecture’. Cognitive architecture included automatic comprehension 

and intentional comprehension. Automatic comprehension includes direct touch and 

intuition; intentional comprehension includes visual images, thinking and expression 

(Lin, 2018, 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e understanding of mathematics is the 

coordination process of both automatic and intentional comprehension (Lin, 2018, 

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us, according to the above observation,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used different 

ways to integrate information during the game, which meant that they had gone 

through the internalized process of automatic comprehension and intentional 

comprehension. It showed that students had understood the concept of multiple. 

 (2) The thinking, reasoning and strategy use of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was enhanced. Some students used multiplication, some used division, and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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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use of common multiples. Furthermore, some could find out the problems 

du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1. Using multiplication 

During the activity, students actively thought about the concept of multiples by 

themselves. Some students used multiplication to calculate and decide where to move 

the chess pieces. For examples, one student said: 

Teacher, I’ll like to tell you, my  piece 1 can go every way! Because all 

the numbers are multiples of 1. And my 10 can go straight ahead, all the 

way from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and then go directly to 100, 

because they are all multiples of 10! (episode 462, 464) 

 

As observed by one of the teaching assistant, another student also used 

multiplication to find the answer: 

He will say this, if it is like 98, you give him “2”, then he said “2 

multiplied by 49 is 98”. (episode 126-127) 

 

In the first beginning, another student wanted to move the number 8 piece onto 

the grid 18, and the teaching assistant asked: “Can 8 be moved onto 18?” The student 

replied: 

Oh! No, the multiple of 8 is not 18, so it can’t go to 18, but it may go to 

16, because 8 times 2 equals 16 (episode 145, 454).   

Another Student: My 6 can go to 66, it’s 11 times.  

(episode 32) 

 

 One of the students did not understand what multiples were, but after the 

instructor presented examples and explained the rules of the game, this student then 

grasped the key concept and took the initiative to think: 

Student: “2 can go to 12, but it can’t go to 13”, “2 may go for this row 

(referring to the row with even numbers), they are all multiples of 2.” 

(episode 448) 

  

2. Using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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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more, some other students found the answers by using division. In fact, 

division and multiplication are relative concepts. So, when students realized this 

concept and they learned to use the division method to confirm whether their chess 

pieces could go to the grid they want or not. Such an approach was a demonstration of 

students’ active learning and their use of strategies to produce effective learning 

(Yang, 2004; Yan, 2004; Lin, 2016). For example:  

(The No.3 chess piece of the instructor was on the grid of 63, the 

instructor purposefully asked the student where she could move her chess 

piece.) 

Instructor: I’ll like to move my 3 to the grid of 50 something, where should 

I go? 

Student: Let me think for you, teacher, 54…, maybe 54, divided by 3 will 

be 1 on ten digits, 2 left, and put 4 down, it will be 24, 8 can divide 24, 

so I think you may move your 3 to 54. 

Instructor: How about 57, may I move my chess piece to 57? 

Student: Let me see, 5 divided by 3 will be 1 on ten digits, left 2, and then 

9…Yes, teacher, you can move yours to 57.  

(Episodes 02-08) 

 

The student performances mentioned above were also observed by a teaching 

assistant. She indicated: “Students speak out when they use division to confirm”: 

The student: “Teacher, your 6 can go to 72!”. The instructor asked: 

“Can 6 go to 72”?    Student: “72 divided by 6, 7 (7 in the ten digits) will 

have 1 left when divided by 6, then, there are 12 still, 12 is divisible by 6, 

so the teacher’s chess piece 6 can go to 72 without problems.” (Episodes 

164, 457) 

  

Also, through the instructor’s guide, students may clarify the situation in the 

game. For instance: 

Student: I’ll like to move my 8 ahead (the chess piece 8 is on grid 16), but 

24 have got another one already. 

Instructor: How about on the line of 20 something, are there grids for 8 

to go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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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No, 8 can only go to 24, and then it is 32.  

(Episodes 9-12) 

  

3. Using concept of common multiples 

The concept of common multiples was also used by students in the game, they 

applied this concept to the game in order to see if they could take away (“eat”) others’ 

chess pieces. 

Student: Teacher, my number 1 chess may eat your number 7 chess. 

Instructor: Why? 

Student: Since your chess piece is on 56, my number 1 can also go to 56, 

then I can eat your chess. Because any numbers are multiples of 1, and 

one of the common multiples of 1 and 7 is 56. (Episodes 18-22) 

 

Instructor: I’ll like to move my No.9 chess to 72, but your 3 is already on 

72.  

Student: Oh no, you will eat me chess, because 9 and 3 can also go to 72, 

72 is their common multiple.  

(Episodes 23-25) 

 

 (the student just put her ‘3’on the ‘36’、the instructor’s 6 is on ‘42’, 

currently) 

Instructor: Can my ‘6’ go to ‘42’? 

Student: (Waited for 3 seconds) “yeah, of course you 

  can”. 

Instructor: But, someone is already on 42. Would you 

 want to see who that is? 

Student: (After tactilely reading the chess piece)  

That’s my ‘3’! 

Instructor: Now I am going to get to ‘42’ and eat your 

 ‘3’. 

Student: Right, ‘3’and ‘6’ can both go to ‘42’. (episode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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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several students needed to be reminded or assisted by their team-mates 

or teaching assistants, they finally carried out activities smoothly. As one teaching 

assistant mentioned that she encouraged students to think again to guide their 

reasoning: 

Two students asked me： “Can I go to 15”? I said: No. Do you try to 

calculate or think if 15 is a multiple of ‘2’ ? ...When they first started, they 

made a mistake. If it is a larger number, for instance, "6", they would ask 

me if this number is OK or not? Then I told them, ‘try to divide it, and then 

they thought about it, and said ‘Oh, yes’. (Episodes 093, 220) 

  

When he misplaced a number, I would tell him that this might not be 

the case, then he would try to divide it, he would divide 84 be by 3, then he 

would say: Oh! Seems No. He then calculated in mind and found out the 

answer. He thought twice and knew that he was wrong. (Episodes 153)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mathematics content and whether the process of 

thinking, reasoning and strategy use took place, mathematics education scholar Duval 

(2000) believed that if students do not think through, reason and apply strategies, they 

can only understand the surface meaning of math. Especially when students are 

learning mathematics, the application of thinking, reasoning and strategy play a key 

role (Yang, 2004; Yeh, 2004). The observations and performances of students 

mentioned above showed that this adapted mathematics grounding activity module 

may boost students’ ability of thinking, reasoning and strategy using. 

  

4. Problem-solving 

In the process of the game, some students indicated problems/errors on their own, 

and they solved the problem by using the concept of multiples. For example: 

  (The chess piece No.7 was on 14. But later, it was accidently moved 

to 16 during the game) 

Student: Why is my No.7 chess piece on 16? 

Instructor: Maybe you moved it by accident, you had only moved your 7 

one grid forward, so your 7 has to be on…? 

Student: 14! Seven will only be in the grid of 14.  

(Episodes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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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My 8 is on 40 now, I want to move it to 44.  

Instructor: Can you go to 44? 

Student: Let me calculate a little bit, 8*3=24, 8*5=40, 8*6=48, it’s 48! 

Instructor: My 8 is on 56, where can it go? 

Student: You can go…, 56, 7*8=56, so my 8 is on 48, your 8 is on 56, I 

decided to do one thing! I’ll make my 8 to eat yours, I want to go to 56! 

(Episodes-26-31) 

 The above quotes also supported the view of Lin (2016): Students carried out the 

action of expressing ideas. That is, the students began to think actively, and this is 

also a further step to grow math concepts.  

In addition, students also took the initiative to ‘thinking and reasoning’ about how 

different numbers were placed. Even when some chess pieces were shifted away 

during the play, they were able to detect the weirdness and correct it immediately. As 

a teaching assistant observed:  

The piece ‘9’ was accidentally moved to the 30th grid. When the student 

found that the piece 9 was mistakenly planted on the 30 grid, he said: 

“Teacher, this piece seems to be weird. 9 should not be on 30, it should be 

on 27 to be its multiples.” (Episodes 466) 

 

The performance mentioned above confirms the research of Millar (1994, 2006); 

Vanlierde & Wanet-Defalque (2005): Tactile sense can promote students’ ability 

to detect and understand mathematical symbols. In this adapted MGA module, 

tactile materials (braille labels of numbers, the adapted chess pieces, and the tactile 

design of the Math Chess Board allowed the students to use and integrate the 

externally generated representation systems and made the math learning happen. If 

the representation symbols are not ready while learners were doing problem solving 

tasks, the problem could not be solved successfully (Duval, 2000). 

 

(3) The learning motivation/self-confidence of blind stu- dents was 

increased 

1. Motivation/self-confidence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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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use of the game-based nature in this adapted Mathematics Grounding 

Activity MGA, the learners’ motivation/self-confidence was enhanced. The 

researchers found that, at first, some students looked passive. And some students were 

unexcited about participating in the activity. And they did not interact with peers, 

either.  

Then, they started to listen to the instructor and attended to what their opponents 

did. After they became familiar with the game rules and developed their own 

strategies, they were very engaged and would work hard to win the game. Finally, 

they kept playing for more and more runs. According to Lin (2016), “act according to 

instructor’s orders” was also a reflection of students’ active thinking, which 

represented that students started learning. As a teaching assistant described: 

When the activity started, some students would not participate, but after 

then, they would listen to me. They would answer my question when I asked, 

then I told them to listen to and they would move...Finally, they started 

actually playing, and played more and more. (Episodes 138, 167)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assistant’ s observations, this game-based MGA activity 

attracted students’ active attention, and the student’s motivation was encouraged. This 

finding was in consistent with the ‘attention’ in the ARCS learning motivation model 

as proposed by Keller (1983). 

They liked it, because they Could Not stop playing, because they were 

not convinced to losing, so it had been played over and over again like this. 

(Episode 267) 

  

One of the teaching assistants mentioned that the interaction of students implied 

the self-confidence of competing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process was very pleasant, 

and the students fully engaged in the activity: 

I think... there was a little but…, what was it called, arrogant tone, and 

said that ‘you are going to lose’, and so on, it is very competitive, ..., much 

like when we are playing with each other. (Episodes 284).  

 

They looked Happy,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and exciting. Because it was 

competitive, there was ‘win and lose’. (Episode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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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se whom I met were all happy. They felt a little excited. You could 

eat other people's things (chess pieces), and get other people’s things 

(chess pieces). (Episodes 321) 

  

2. Cooperation attitude/peer tutoring established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activities, it was observed that students also 

demonstrated their cooperation attitude, so this activity was carried out in positive 

relation with each other. Additionally, there was effective peer tutoring. As a teaching 

assistant mentioned: 

I think that the one with low vision... yes, they were interested. And, 

each other, another low vision student, he would also lead the blind 

students in their team, he would say: Oh, you, go and move to the next. 

That is, they would help each other and remind themselves. (Episodes 172) 

  

Later, basically, you didn’t have to correct them too much. 

Occasionally, there would move to a wrong grid, and then another one 

would tell him: “You are going to the wrong direction.” (Episodes 264) 

 

They were very excited, a little bit getting out of hand, I think... very excited, 

they were able to interact. In other teachers’ classes, they seemed quieter, 

yeah, quieter. (Episodes 341) 

  

Through behavioral observations mentioned above, teachers could understand 

whether students were actively thinking, including: responding to questions, asking 

questions, expressing ideas, interacting (mutual discussion), calculating, acting, and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activities provided by the teacher. These are the 

embodiment of active thinking. (Lin, 2016). Moreover, when students were actively 

thinking, they showed the motivation and confidence of learning.  

 

 (4)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blind learners was improved 

Students also improved their learning effectiveness, in addition to improving their 

motivation of learning.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of the researchers and the teaching 

assistant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games, some students might be unable to keep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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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instructor’s pace, or may be uninterested at first. But because the instruction 

team transformed the original Mass Chess Board Game into a board game with tactile 

hundred-digit plates with enlarged print numbers that could be used for both low 

vision and blind students, students gradually demonstrated their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lso, the slow learners later were able to catch up.  

Both of my two sides were low vision students. Their process was very 

smooth. In the beginning, we gave them four chess pieces, and in the end, 

we could give them nearly 10 chess pieces and they could still remember 

all the numbers, and play because they can see. (Episodes 253) 

Then, but one seemed to be smarter, one is a little less clever. But after 

playing the first round, the student who was a little less clever seemed to 

be able to keep up with the pace of the game, so he played better. (Episodes 

257) 

 

Based on the above observations, it is found that the students clearly understood 

the tactile representation of the module, and expressed their ideas and followed the 

rules. Thus, in this adapted MGA module, tactile materials (braille labels of numbers, 

the adapted chess pieces, the tactile design of the Math Chess Board, and the enlarged 

print) allowed the students to use and integrate the externally generated representation 

systems and made the math learning effectiveness happen. These results confirmed 

the research of Millar (1994, 2006), and Vanlierde & Wanet-Defalque (2005): Tactile 

sense can promote students’ ability to detect and understand mathematical symbols 

and therefore increas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Discussions 

1. Accessible and effe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was provided for the 

students to reduce their cognitive load.  

Our instruction team members provided an accessible and effe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Because the adapted MGA could minimize students’ 

cognitive load on selecting and organizing math information, they focused on what 

they were learning, and also learned by actively thinking and applying problem-

solving strategies, as proposed by Lin (2016), Yang (2004), Yeh (2004), and Che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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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they depended on tactile and auditory senses to 

form mental image of math concepts, and they learned math schema through the 

coordination of both automatic and intentional comprehension (Duval, 2000; Lin, 

2018, personal communication, August 30, 2018). Therefore, the 

representation/characterization used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this adapted MGA 

module was very important. Thus, this instruction team adapted the whole module in 

order to fit the learning needs of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2. The adapted modules enriched the learning resources of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in Taiwan. 

More importantly, adapted modules, like the one used in this study, created 

mathematical learning resources that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had access to, and 

assisted them in keeping up with math contents. These modules also helped students 

to be included in regular academic classes, and thereby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their 

future math learning. 

 

3.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self-confidence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blind student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Furthermore, the learning motivation/self-confidence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blind student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rough the process of the adapted 

math chess board game activity module, students could first pay attention to the 

module. Next, in the event, they felt that they were “relevant” with each other, so they 

would cooperate with their team players. When they gradually began to become 

proficient in playing/participating in the module, which increased their “confidence”. 

In the end, each student felt happy and rewarded, so they were “satisfied” (Keller, 

1983) with the game. 

 

4.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is module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were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is module. First, the 

design of the grid lines on the Hundred-Digit Plates were made by cotton threads 

which could be easily felt through the tactile sense, but the height of the cotton 

threads was still insufficient, which made the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often 

incidentally push the pieces into other lattices because of the hand sliding when 

bringing the chess pie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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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ly, when positioning the pieces, it was easier to place the pieces in the 

number row 1~10, and students only needed to place the pieces on the numbers that 

corresponded to 1~10. However, the way to place the pieces on the 91~100 rows was 

different. The players who sat at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Board were required to place 

the 1~10 pieces  over the digits of 91~100 (For example: the number 1 piece would 

be placed over the 91, the number 2 piece would be placed over the piece of 92, the 

pieces of the number 3 would be placed over 93, and so on). At this point, players 

sitting at the 91-100 range of Math Chess Board Game might be confused, might 

demonstrate difficulties in finding multiples, and might not know where to put the 

pieces. For example, students may not understand why number 4 was placed over 94, 

since 94 is not a multiple of 4. 

 

5. Solu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s mentioned above, the instruction team presented the 

following solutions for later use: (1) An acrylic sheet can replace for the hundred-digit 

plate, and the height of the frame lattices has to be at least 0.3 centimeters tall to avoid 

the piece sliding into other places. (2) The alternative hundred-digit plates can start 

with putting numbers 1~10 on both sides for the first row. Therefore, the two rows in 

the middle of the hundred-digit plates will be 41~50. And we can expand it and add 

more numbers on a second plate. The schematic chart of this alternative solution is 

presented as Figure 10. (3) Before the game, the instructor can first explain to students 

about the layout of the number arrangement on the hundred-digit plates, so that 

students can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numerical alignment rules on the hundred-digit 

plates for operation. (4) Finally, guiding the students about the locations of the start 

point and the ending point are also important for them to orient themselves on the 

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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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10: An alternative way to redesign the hundred-digit plates in the future: 

Two plates can be made. One shows numbers 1 – 50. Another shows numbers 51- 

100. And braille numbers will be placed on the top of numbers in print. 

   

In conclusion: This module was the first one specifically adapted for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in Taiwan. Through the results of this mathematics grounding activity 

(MGA), it is found that students’ mathematical concepts, and motivation, self-

confidence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were improved. Therefore, the content of the 

activity reported in this chapter had its originality and prospective vision, as this 

outcome would lay the foundation and expand their interest in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ubjects learning of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in the future. 

 

Future prospects 

It is worthwhile of continuously developing and adapting more game-based 

mathematics grounding modules for students with blind/low vision due to the benefits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Recently, the researchers are also considering to lead 

blind/low vision students to learn the three-dimensional glyphs of Arabic numerals 

when they are in preschool (Yang, personal communication, September 14, 2018). 

This method may also increase the easiness of their mathematical concept formation 

at an early age. Therefore, this idea is thought provoking and worth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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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發表論文之初稿-圍顯大地 

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對於視障生數學學習成效與動機之研

究初探：以「圍顯大地」為例 

 

Introduction 

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 

本研究所指之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即遊戲式數學，透過引導學童動手玩遊

戲的方式教導學生數學概念。研究指出，數學模組及遊戲兩者雖然名稱不同，

聽起來也大相逕庭，但兩者具有類似的元素及結構（鄭肇禎, 1983；Bright, 

Harvey & Wheeler, 1985）。國內有研究依據數學課程的單元內容進行分類，將各

種競賽性、創意性、實作性及策略性的遊戲融入數學課堂中進行教學，使普通

班的明眼學生在研究者所建立的遊戲情境中透過操作啟動思考及學習，以達到

寓數學於遊戲的教學目的（田興蓉，2003；林福來，2014、2016）。故本研究之

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乃發展視障生所能操作與參與之活動模組，使視障生能夠

與普通生相同，沉浸在數學學習之中。 

 

學習動機之重要性 

在學習數學的過程中，學習動機亦是不可或缺的。學習動機是指學生主動

學習的內在心理歷程及動力，學習動機能促使學生進行學習也是主動求知的動

力，這個動力能使該學習活動能完成教師所設定之目標 （張春興，1996；

Middleton, 1995）。透過學習動機的提升，學生對於數學學習會更感興趣，進而

能提升其自信心與學習成效。故國外學者 Keller 於 1983 年發展出 ARCS 

（attention, relevance, confidence, satisfaction）學習動機模式，ARCS 的展開起

始於 Keller （1983），他認為傳統的講述法太少關注學生的學習動機，而且若

課程教學無法讓學生感到有興趣或提升動機，學生學習之效果也會大打折扣。

故 Keller 希望透過 ARCS 動機模式給課程教學者一個能瞭解學生為何而學習、

其學習需求及適合之教學策略等以提升學生之學習動機，進而增進學生的學習

成效（林邵珍，2003）。有些研究使用 ARCS 動機模式進行教學，結果均顯示

ARSC 動機模式之使用對於提昇教學及學習成效均有助益（Keller, 1983, 1987, 

2010; Keller, 1990）。ARCS 學習動機模式是透過四個面向之調查進行分析，了

解學生在學習時提升其學習動機的可能因素可能為何。透過了解學生需求，教

師可以根據其結果設計符合學生需求之個別化教學策略及方法。其中，ARCS

包含：A（引起注意，Attention，引起學生注意使學生產生興趣和拓展學生好奇

心）、R（切身相關，Relevance，讓課程所呈現的內容與學生之生活經驗相關以

配合學生的需求和所要完成的目標目標，藉此提升他正面的學習態度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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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建立信心，Confidence，協助學生建立成功經驗並建立其自信心，讓學生能

夠相信自己的能力進而繼續學習）、S（獲得滿足，Satisfaction，讓學生獲得滿

足，使之獲得內在信心或外在鼓勵，以保持繼續學習的慾望）四部分，欲提昇

學習動機的教學設計需配合以上四個要素才能提升及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發展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之重要性 

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之發展與應用甚為重要，過去，先天全盲學生所使用

的教材與明眼學生相同，然而卻難以理解教材所描述的內容，如此，對於學習

數學概念是相當不利的。此外，國內學者發現，教導學生數學概念才是重要

的，而非一直進行題目的計算與填答。目前國內大多數學童缺少了將概念具體

化的過程，變成只是背算式、套公式而已（梁仲容、韓弘偉、黃建中，2014）。

因此，為了幫助學生在學習數學之前能先建立具體概念，進一步提升其學習動

機，並對數學概念有更深入的瞭解，在普通數學教育中，林福來教授（2014）

發起以遊戲方式為本的數學奠基活動模組之設計。普通生尚且能如此，對於視

障生來說，又何嘗不能呢？由於先天全盲學童仰賴觸覺及聽覺作為學習管道，

故研究者運用及轉化數學奠基模組內容讓先天全盲學童透過觸覺及聽覺等其他

優勢能力能讀取資訊(access)建立數學概念。 

Duval（2000）及陳明璋(2018)指出，學生可以透過視覺表徵來學習數學，

達到更好的學習成效（林福來，個人通訊，2018 年 8 月 17 日）。表徵是指資訊

或知識在心理活動中表現的方式，包括圖像、文字、語言等（Perner, 1991）。人

類的思考活動需要運用並整合外在產生的表徵系統，在問題解決時，如果沒有

善用表徵工具，就無法成功地解題（Duval, 2000）。然而全盲生因視覺管道有限

制，因而在學習時，大多數是透過聽覺、及觸覺(Corn & Koenig，1996)。 

在數學學習的過程中，我們要結合學生之知認歷程以及良好的教材教法，

讓學生於兩者間有結構化的交互作用，進而降低內在認知負荷(意即別讓學生學

太多無謂的東西)、降低外在認知負荷(意即所學之內容可以有結構的組織)、並

提升學習有效的認知負荷(意即學到真正有用的)。故教導學生學習時，要首先

了解學生是透過何種感官學習的(American Printing House for the Blind，2018)才

能降低其認知負荷以提升學習成效。而對於多數全盲生來說，可以藉由觸覺表

徵的方式，讓他們經由 Duval(1995, 1998, 2000)所言的符號轉換(semiotic 

transformation)來理解數學。全盲生無法透過視覺表徵來學習數學，因此本研究

團隊將學習材料由視覺之符號轉化為觸覺表徵的形式讓全盲生學習數學，幫助

他們使用觸覺表徵作為學習媒介。 

 

本研究所發展之「圍顯大地」起源係由於學生常混淆周長和面積的概念，

並存在許多迷思，例如：誤以為等周長等面積；周長越長，面積就越大；反之

亦然。因此本研究所發展之「圍顯大地」，使學生在實際圍土地（圖形）的過程

中，發現「等周長的圖形，面積不一定相同」、「等面積的圖形，周長不一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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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面積的圖形，形狀不一定一樣」以及「等周長的圖形中，形狀越接近

正方形的圖面積最大。」（胡詩菁、陳欣儀、何典蓁、曾婉菁，2018）最重要的

是，透過表徵與學習歷程的調整，使視障學生也能進行學習與參與。 

 

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1. 探究視覺障礙學生於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圍顯大地」活動進行中之學習情

形。 

2. 探究視覺障礙學生在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圍顯大地」活動中，模組對於其

數學學習動機的影響與變化。 

3. 探究視覺障礙學生對於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圍顯大地」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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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乃質性研究設計之錄影、錄音、觀察等並搭配使用

ARCS 動機量表。本研究之研究工具包括 ARCS 動機量表、「圍顯大地」以及錄

影錄音器材等。ARCS 動機量表為國外學者 Keller 於 1983 年發展出 ARCS 

（attention, relevance, confidence, satisfaction）學習動機模式，ARCS 的展開起

始於 Keller （1983），他認為傳統的講述法太少關注學生的學習動機，而且若

課程教學無法讓學生感到有興趣或提升動機，學生學習之效果也會大打折扣。

故 Keller 希望透過 ARCS 動機模式給課程教學者一個能瞭解學生為何而學習、

其學習需求及適合之教學策略等以提升學生之學習動機，進而增進學生的學習

成效（林邵珍，2003）。 

本研究所使用量表之大向度包括引起注意（Attention）、切身相關

（Relevance）、建立信心（Confidence）以及獲得滿足（Satisfaction）等四項，

每個大向度下共有 6 題題目。引起注意（Attention）之題目包括是否對課程的

內容感到有興趣、老師提出問題能激發我的好奇心、課程內容是否引起我的注

意等；切身相關（Relevance）之題目包括課程與我個人期待學習的內容相關、

老師舉的例子與生活經驗相關、課程內容對我的未來生活有幫助等；建立信心

（Confidence）之題目包括課程內容對我而言，難度適中，不會太難或太簡

單、我有信心達到課程的學習目標、課程進行過程中，我有信心將這個課程學

好等；獲得滿足（Satisfaction）之題目包括我很滿意老師對我的表現給予很高

的肯定及分數、我樂於投入自己的心力在這個課程內容中、我很滿意我在這個

課程上學到的東西等。本研究使用遊戲式數學活動方式來學習數學，並使用

ARCS 動機量表評量學生於活動前後之動機變化。 

「圍顯大地」本身為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其所依據之十二年課綱數學學

習表現為「n-I-8 認識容量、重量、面積」，而此份模組應用為教導面積概念。

根據上述指標可知，其對象為國小低年級學生，透過實際操作活動，理解周長

與面積之關係。其所需器材包括：樂高條、對戰板(樂高板)、計分布、計分點

字數字卡、點字功能卡、骰子、抽卡盒、棄卡盒以及點字學習回饋單等(如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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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圍顯大地」器材(需替代－以下段落 12345 各段所提的元件都各自要有一

張照片，建議照片要跟下面各段落後方) 

 

1. 底板、棒子 

在本模組使用的器材上面，研究團隊將所需器材以觸覺模式呈現，我們的

策略是增加觸覺提示，將原有的視覺表徵(明眼學生看的數字)轉化為觸覺表

徵。而底板與棒子就是用立體、具體且觸覺感受很強的器材，讓學生可以透過

觸摸的方式感受所使用的器材，而非向一般生所使用的紙卡而已。這樣的調整

符合 Duval（2000）所說的，透過觸覺表徵來學習。 

 

2. 計分布、點字數字卡、點字功能卡 

在模組活動進行中，會進行計分及卡牌操作，然而，相較於一般明眼人能夠

直接在紙上做紀錄，視障學生是無法記錄並做後續讀取的。因此在記錄加分的

部分，研究團隊以「計分布」做為陸標(當他們摸到布的時候就知道是加分的地

方)；並在設計「計分點字數字卡」以及「點字功能卡」時，使用比過去我們平

常所見之卡牌面積更大、上面的數字及文字更大並加上點字供視障生模讀，此

外，更在每張卡牌的左上角減下一小塊稜角作為陸標，當學童摸到左上角有缺

口就知道這樣擺放是正確的摸讀方向，有利於學生學習，而由於全盲生主要學

習媒介是觸覺，因此改為使用觸覺表徵的方式讓全盲生得以摸讀。除了增加點

字外，更結合定向與行動中「陸標 landmark」的概念，建立心理地圖，使學生

在學習時更加容易定位卡牌之方向並順利摸讀。 

 

3. 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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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模組活動中，會使用到骰子作為活動工具，考量視障生的特質，研究團

隊使用較大的骰子、且骰子上具有凹點以供視障生摸讀上面有幾點、數字為

何。這樣的調整也是根據 Duval(2000)所提的表徵調整，使視障生能依據觸覺感

受來得到資訊。 

 

4. 抽卡盒、棄卡盒(塑膠盒) 

在本模組活動中，會使用到抽卡的機制，對於明眼學生來說，我們只要將卡

牌堆疊在牌面上即可，然而，對視障生來說，他們不知道從哪裡抽卡、以及卡

牌要丟棄在哪。因此研究團隊設計兩個抽卡盒，一個作為抽卡用、一個作為棄

卡用，成為卡牌的陸標。而此部分也結合定向與行動中「陸標 landmark」的概

念，使視障生能知道何處抽卡及棄卡。 

 

5. 點字學習回饋單 

本學習單是作為全盲生之學習之用，下圖為平面紙本學習單(供明眼學生閱

讀用)，當我們為全盲生設計時，研究團隊另設計一份點字學習單，排列方式比

照下圖。明眼人的數學學習單也是視覺表徵，然而對於全盲生來說是難以閱讀

的，因此將之改為點字，轉化成為觸覺表徵的方式摸讀，即為 Duval(2000)所強

調的符號轉化，意即將原本需用視覺讀取的數字轉化成觸覺的點字符號，讓學

生亦於讀取資訊。（點字學習單 照片） 

 

PARTICIPANTS 

本研究之參與者為兩名視覺障礙兒童之教學經驗。年齡均為國小，一位為

六年級男童、一位為三年級女童，其障礙程度全盲，其認知能力為正常範圍。

實驗教學為老師與學生兩人一組進行教學與互動。 

 

PROCEDURE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乃質性研究設計搭配使用 ARCS 動機量表。首先研究團

隊將先依據過去訪談之資料、研究、觀察、文獻分析等方式，綜合考量後依據

十二年課綱之數學學習表現，研發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圍顯大地」。經多次專

家會議與試玩修正後，針對兩位視障兒童進行四次之教學過程中，觀察與記錄

其學習情形，並於教學前後填答 ARCS 動機量表，以比較其動機變化。此外，

亦於彰化進行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之推廣，並期推廣過程中，觀察學生之學習

情形與互動。 

 

ANALYSIS 

本研究資料之整理與分析方式乃透過觀察與錄影方式進行記錄。並重複觀



科技部補助 MOST107-2511-H-003-006-MY2 

「發展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以提升先天全盲學生數學概念之研究」計畫 

 

 

看影片進行分析，亦將觀察記錄寫成為教學札記。接著進行分析與編碼。影片

之編碼方式為，若引述之話語是小杰在六月一日第一部影片中的第 16 分 15 秒

的文字或動作，則編碼為「杰 0601-1-1615」；教學札記之編碼方式為，若引述

之話語屬六月一日之教學札記中的第 36 行，則編碼為「教 0601036」。而後，

經歸納分析與統整後了解全盲生對於「圍顯大地」模組之觸覺感受、全盲生反

思之歷程、全盲生學習動機之提升以及全盲生學習成效之提升。 

RESULTS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進行本模組後，學生之學習情形多元、學習動機有所

提昇並提出諸多建議與想法。以下分為幾個部分做說明：全盲生學習成效之提

升、ARCS 動機量表之提升、全盲生對於模組之觸覺感受以及全盲生反思之歷

程與建議。 

 

視障生學習成效之提升 

除了學生自我的觸覺感受以及可見的學習動機提升之外，視障生在此部分

的學習成效也有提升，是有所學習的。例如：學生在遊戲中的思考已慢慢朝向

更為全面思考的方向，像是例如：不會只專注在圍自己土地，開始會注意對手

的土地；或開始會思考怎樣的圍法才能圍出最大的土地，不單只是圍出正方形

的土地。這種行為顯示，學生有在慢慢進步從遊戲的歷程中慢慢分析歸納出策

略以圍出最大土地。例如，學生說: 

 

圍在角落比較不會被卡(杰 0525-3-0448) 

 

我先把那塊地拿回來好了，我出 3 (支)(杰 0525-3-0940) 

 

兩格一起你只要六根…我是分開…就要七根。(杰 0525-4-0445) 

 

喔！！！我要出這個(摸到對方出的棒子，他恍然大悟)。(杰 0601-1-1025)  

 

而在過程中，在觸覺棋盤上已經排好的圖形仍然還會出錯，尤其是正方形

的圖形摸起來常常會覺得像是其他圖形，有時學生會說「像是長方形」，必須經

過教學者引導，換種觸摸方式(例如：從摸邊長改由摸面積)，或是讓學生自行

再確認幾次後，才能夠正確感覺出該圖形為正方形。學生在思考有時會被一開

始教學者所示範資訊之印象所制約。例如，遊戲一開始，教學者向學生解釋：

土地的定義為四個邊長所組成，並示範如何圍成一個正方形給學生看，因而導

致學生開始玩遊戲時，其所圍出的土地就只有正方形，而忘記其實圍成長方形

也可以。要經過教學者提示後，學生才注意到這一重點。 

另外，在未經教學者引導前，學生在圍土地方面僅會使用制式的圍法，例

如面積為 2 的土地，學生會使用 7 根冰棒棍圍成分成兩塊面積各是 1 的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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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而非使用 6 根冰棒棍直接圍成面積為 2 的長方形土地。經教導後，學生

即能夠領悟並直接應用。例如： 

我們圍一樣…但是我用的比較多支…所以其實可以不用中間那支。(杰

0525-4-0501) 

 

用越少的棒子，圍出越大的地，就越容易獲勝(杰 0525-4-0540) 

 

這是要學周長與面積(杰 0601-1-0330) 

 

重新排列…這樣比較大耶…(杰 0601-2-0750) 

 

面積一樣的但土地周長可能不一樣(杰 0601-2-1240) 

 

這個遊戲要用最小周長圍出最大圖形(杰 0601-2-1251) 

 

學生在遊戲上的技巧已經更為純熟，和教學者進行遊戲時，贏的機率明顯

提高…經過四周的教學，學生的實力更加有所進步，思考方式不只更為全

面，且思考速度明顯加快，似乎越來越知道如何獲得勝利。(教 0608009、

教 0608013) 

 

全盲生學習動機的影響與變化 

全盲生學習動機的影響與變化是以他們在「ARCS 動機量表」之分數來判

斷。研究結果發現，他們的動機有提升。本研究於教學前後各進行一次 ARCS

動機量表之填答，其前測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一 「圍顯大地」ARCS 動機量表前後測(兩位學童之平均) 

 引起注意 切身相關 建立信心 獲得滿足 總平均 

前測 3.2 3.5 3.5 3.2 3.4 

後測 3.5 4.7 3.3 4.7 4.1 

 

由上表可知，學生在「引起注意」、「切身相關」以及「獲得滿足」三個層

面，在參與了模組活動後有所提升。而在「建立信心層面」則有少許下降之現

象。 

研究者深入各題項進行分析，發現在「引起注意」層面中，全盲生在以下

兩個題目之得分上均有上升：「我在課程中學習到原本沒有預期會學到的事物」

以及「課程的內容的教學方式能引起我的注意」。而在「切身相關」層面中，

「課程內容的教學安排能加深我學習的興趣」、「老師舉的例子與生活經驗相

關，使我感到很親切」、「課程內容是我之前沒有學過的」以及「課程內容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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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來生活有幫助」等四題之得分皆有上升。而在「建立信心」層面中，則是

在以下兩個項目之得分有提升：「我有信心達到課程的學習目標」以及「課程進

行過程中，我有信心將這個課程學好」。然而，在「建立信心」層面中的第二點

「課程內容想得到好分數必須靠運氣」、第五點「我覺得老師給我的成績是公平

的」和第六點「能夠認真就能在此課程獲得好成績」指標分數可能下降而拉低

後測分數平均，因為圍顯大地有功能卡，可能會因為抽取功能卡而導致自己的

分數下降(如:將自己的土地給別人)，所以學生可能會覺得分數會受到運氣影

響，因此努力也沒有達到對應的成果。 

最後的「獲得滿足」層面中，「老師給我很多的指導和鼓勵，讓我知道如何

做的更好」、「我很滿意老師對我的表現給予很高的肯定及分數」、「課程練習的

回饋與建議的用語能夠給我鼓勵的感覺」，以及「我很滿意我在這個課程上學到

的東西」得分皆有提升。 

然而，在「老師的教學讓我對課程的內容感到有興趣」、「教學中的教材能

幫助我集中注意力」、「我覺得老師給我的成績是公平的」以及「我相信如果夠

努力，能夠認真就能在此課程獲得好成績」等部分卻有下降。分析其下降的因

素，「老師的教學讓我對課程的內容感到有興趣」可能是因為教師的教學方法為

完全依照教案所寫，因此教學較為死板，此部分在未來教學時可增加彈性。而

在「教學中的教材能幫助我集中注意力」部分，則可能是因為本模組使用之教

材太多、刺激太多，引此使學生容易分心，因此本研究團隊將來會做整併。最

後，在「我覺得老師給我的成績是公平的」以及「我相信如果夠努力，能夠認

真就能在此課程獲得好成績」這兩項中，研究團隊分析可能是因為本模組過程

中會有需要依靠運氣(如抽卡、骰子等)，因此會讓學生有不公平的錯覺。此部

分，未來教師可強調，過程之學習態度及歷程才是老師所看重的。 

 

視障生對於模組之觸覺感受 

根據研究過程之觀察與記錄，全盲學生在觸摸本項活動模組時，能夠透過

摸讀的方式摸出卡牌上的點字數字及文字說明，並把它們讀出來，這是全盲學

生在使用無點字之卡牌（尚未轉化時）所無法做到的。因此，需依照

Duval(2000)以及陳明璋(2018)所提出的視覺表徵，將活動模組加裝全盲生所能

感受的觸覺表徵，以利他們進行學習資訊之選擇(selection)及組織

(organization)，並讓他們進一步能夠整合與學會解決問題。視障學生有提到： 

 

兩張卡片摸起來不一樣…點字有寫… (杰 0525-2-0705) 

 

而針對本研究所設計之樂高棒的不同，學生能透過觸感的不同（上面是否

有貼紙膠帶）而覺察、確認自己的棋子之屬性(這一點在前面 介紹模組 之處 

也應該要提)，之後就不會拿錯了。因此，這樣的轉化符合 Duval(2000)所說

的：建立學生觸覺表徵的概念後，即可更有效的進行學習。視障學生在活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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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即有提到： 

 

（樂高棒）細細長長的(杰 0525-2-0636) 

兩根，有一點區分了，上面摸起來不一樣，一次滑滑的、一個粗粗的(杰

0525-2-0655) 

 

 此外，本研究所發展的模組提供觸覺教材，讓學生能觸摸並感受形狀的樣

態。符合 Duval(2000)所提的，提供不同表徵的線索使學生進行學習。他們能夠

摸出長方形及正方形的差異、學生們甚至表達方形的概念：「摸起來是一格一

格」的，甚至有非正方形出現時也能及時察覺。此外，透過模組的結構化與陸

標設計，視障學生能夠知道每個器材在哪裡以及其功能。 

 

我覺得摸起來很像長方形(杰 0525-2-0422) 

 

摸起來一格一格的(杰 0525-2-0222) 

 

四個邊圍起來是正方形(杰 0525-2-0813) 

 

這是第土地才怪啦，沒有圍起來(杰 0525-2-0823) 

 

這是方形啊…摸摸看….啊下面沒有！(杰 0601-1-1834) 

 

這就是長方型啊…摸起來…感覺(杰 0601-2-0339) 

 

抽卡跟棄卡盒在兩邊，計分的在自己這邊(杰 0601-1-0521) 

 

 

視障生學習之歷程 

透過遊戲式數學模組的方式，教學者表示，視障學生一開始是不太參與活

動，有人甚至只用單隻手在參與活動且不太說話。然而，透過遊戲的方式，參

與本活動模組的學生提升學習動機，轉而更開始積極參與課程。根據林福來

(2016)指出，學生會「根據教師指令進行活動並參與活動」也是學生主動思

考、動機提升以及參與學習歷程進行的一種體現，代表學生開始進行學習。 

有了興趣之後，學生覺得有趣，會希望可以玩更久，且學生在完成題目並

得到貼紙後微笑。此外，過程中也會展現高度積極性，催促對手趕快完成其任

務，好換他進行，進而贏得遊戲。這符合 Keller(1983)所提 ARCS 學習動機模式

中的 attention 以及 confidence。 

學生一開始是不太參與活動，只用一隻手在進行與參與活動，但後來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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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積極的使用兩隻手（來操作模組）。(教 0525076) 

 

學生過度投入遊戲時，有時會過於急躁，較沒有耐心等待，會一直催促教

學者，希望可以快一點輪到他。(教 0525014) 

 

希望可以玩久一點(教 0601-2-0801) 

 

這比「股票世界」簡單多了(杰 0525-2-1146) 

 

快點出！快點！(杰 0525-3-1105) 

 

人就是要激動！激動才會贏！(杰 0525-4-0015) 

 

沒有，不可能，你不可能贏啦(杰 0525-4-0301) 

 

學生一開始對於能自行操作器材皆感到興趣，而當教學者出題後，皆會想

嘗試自行拼貼出一塊方形土地的圖型，並快速舉手讓教學者檢查答案、得到貼

紙(教 0601124)。此外，學生多次遊戲後，贏了教學者，情緒並且轉為興奮且高

興，和之前課程輸了比賽的表現明顯不同，顯示學生更在意勝負，甚至會開始

思考如何獲勝之策略。這符合 Keller(1983)所提 ARCS 學習動機模式中的

relevance 以及 satisfaction。 

 

我玩遊戲很爛，會大輸特輸耶哈哈(杰 0525-2-0316) 

 

接下來遊戲要開始囉…我認真囉…(杰 0601-3-0054) 

 

我先來得分再說(杰 0525-4-0053) 

 

啊，把棍子往下移就可以圍了(杰 0525-4-0415) 

 

要贏的話…可以干擾敵人(杰 0601-2-1443) 

 

我覺得不能從旁邊耶…要從中間(杰 0601-2-1542) 

 

 

視障生對於此模組之建議 

例如，學生所操作的冰棒棍與底盤需要再改良。於教學過程中，教學者發

現，學生在觸摸圖形時，有時會搞錯正方形與長方形，雖然學生其實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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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種形狀各自的特徵以及兩者的差異。根據學生的回答，可能因為教具製作

上的關係進而影響到學生的其判斷。因此，教具上可能要做些微調整，如冰棒

棍必須完美貼緊於底盤上，不能在冰棒棍相接時彼此之間不得有縫隙，以免造

成學生在觸摸時被干擾。另外，教學者也可以在學生觸摸時給予其他提示，例

如：可以藉由觸摸面積來判斷該圖形為何，讓學生在判斷圖形上能更為精準，

並非只能透過觸摸邊長來判斷。有學生也建議，教學者所提出的問題題目可以

有所變化，增加趣味性。 

 

我覺得應該是被底盤干擾，因為底盤是長方的(杰 0601-2-1125) 

 

我覺得不要像這樣子，貼合會比較好」(杰 0601-2-1040) 

 

在觸摸底盤上已經排好的圖形有時會出錯，必須經過教學者引導或是再次

觸摸確認才能夠答對，像是排出的圖形為正方形，學生卻回答感覺是梯

形。(教 0601146) 

 

魔鬼氈會一直掉，影響流暢度。(杰 0601-2-1150) 

 

希望能夠有更多題目和變化，只有黏圖形有點無聊。(杰 0601-2-1326) 

 

教學者:你覺得這個遊戲怎樣會更好玩？ 

學生:我覺得棋子的數量可以有所增加。 

教學者:那你覺得數量可以增加到多少呢？ 

學生：我覺得可以到一次拿 10 支，或是數字牌可以多拿一點，這樣玩起來 

感覺會比較刺激。(教 0608021-24) 

 

此外，如同上述，遊戲過程中，學生往往只會注意自己要怎麼圍自己的土

地，思考的面向通常也只考慮這一方面的事情，往往需要教學者提醒或是引

導，才會意識到遊戲過程中其實還要考慮到的面向很多，像是對手圍成的土地

現在長什麼樣子，點字功能牌要在哪個時機點出會得到最好的效果等等。因

此，教學者在教學上應避免直接告訴學生答案，而是盡量多使用提問或是舉多

一些例子讓學生自行去思考，讓學生注意到可以有更多種思考的方向及面向，

引導學生自行歸納出重點，可加深學生的記憶。 

 

綜合上述觀察，發現學生對於本次所用模組之觸覺表徵能夠明確瞭解，且

能摸讀出所想要表達的東西並遵守規則。透過視障生上述的學習歷程、學習表

現、動作、表情等，教學者可知道視障生能夠透過本模組學會周長與面積的概

念。最重要的是，全盲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於遊戲過程中皆有明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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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的遊戲過程，學生首先對於此模組能「注意

attention」，接著在活動中，因為「勝利」很重要，因此覺得這是「切身相關

relevance」的。接著漸漸的開始對於模組熟練，進而增加了其「自信

confidence」，到了最後，視障生感到快樂且收穫良多，亦即「滿足

satisfaction」(Keller, 1983)。 

 

DISCUSSION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研究者根據 ARCS 動機量表之結果可知，透過模組的

進行學生在動機量表中的：「引起注意」、「切身相關」以及「獲得滿足」三個部

分是提升的，而在建立信心部分則下降些微，可見此模組式的應用是利大於弊

的。此外，Duval(2000)以及陳明璋(2018)所提出的，將視覺表徵改為全盲生所

能感受的觸覺表徵應用於活動模組之中，可以讓學生進一步整合與學會解決問

題。並透過觸覺訊息理解教學內容，甚至正確知道活動如何進行。 

更重要的是，學生學習動機的提升。根據質性觀察，學生一開始是不太參

與活動，且只用一隻手在進行與參與活動，但在活動之後，提升了學生的學習

動機，轉而更開始積極參與課程。贏了教學者，情緒並且轉為興奮且高興，和

之前課程輸了比賽的表現明顯不同，顯示學生應該比想像中更在意勝負。這些

種種觀察結果，都符合了 Keller(1983)所提 ARCS 學習動機模式中的四個指標。 

而除了學生自我的觸覺感受以及可見的學習動機提升之外，視障生在此部分的

學習成效也有提升，是有所學習的，例如：他們開始會思考怎樣的圍法才能圍

出最大的土地，顯示學生有在慢慢進步。最後，還針對本模組提供建議。 

本模組屬國內首創為先天全盲生設計，透過遊戲式數學活動結果證明是可

以提升全盲學童數學概念及動機。故本研究獨具原創性與前瞻性，因本項成果

可以奠定與擴充先天全盲學童未來學習數理科目之基礎。是值得未來研究繼續

研發與持續努力的目標，研究者仍陸續開發因的模組，並與數學教育中心合作

積極推廣與應用於教育現場之中，期能造福全國視覺障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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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遊戲式數學活動模組製作策略與要領 

數學模組製作傳承 

數與量 

 

*數字卡和功能卡避免手寫喔！要記得影印！ 

*注意需列印數字卡與功能卡字樣。 

單元一:誰來跟我比大小 

教具名稱 製作步驟與注意事項 

點字數字卡 

（0-9 ，共 20張） 

 

材料：至少 0.5mm的硬紙卡(金興發有賣) 

1. 先使用 word檔案製作數字卡。 

2. 拿取 0.5mm硬紙卡至影印店請店員影印（黑白）。 

＊可先將 word檔轉至 pdf檔，以避免檔案格式跑掉。 

3. 將數字卡左上方或右上方打洞。 

4. 將點字膠膜貼至數字卡左下方或底部。 

＊與卡片底部對齊，方便學生摸讀。 

＊前後都須貼點字（數字與數字卡）。 

 

注意事項：需確保每一份的數字卡材質相同！ 

止滑墊 

 

現成，可買大張止滑墊再自行剪裁 

小方塊 

 

現成 

塑膠杯 

 

現成，用來裝小方塊 

籤（大、小） 

 

材料：寬度符合點字膠膜的冰棒棍（上方須貼點字） 

1. 在冰棒棍上寫下「大、小」，並貼上點字。 

＊使用黑色奇異筆撰寫。 

籤桶 

 

現成 

點字學習回饋單 需拿點字電子檔額外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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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貪心賓果 

教具名稱 製作步驟與注意事項 

骰子 現成(需能摸出凹凸) 

圖釘 現成，需將圖釘底部用砂紙磨平。 

茭 現成 

點字數字卡 

（1-20*4份，共 80張） 

 

材料：至少 0.5mm的硬紙卡 

1. 使用現成教具製作數字卡。 

2. 將數字卡上方打洞。 

3. 將點字膠膜貼至數字卡底部。 

＊與卡片底部對齊，方便學生摸讀。 

 

*若無現成教具，建議使用 0.5mm的硬紙卡製作。 

點字學習回饋單 

 

需拿點字電子檔額外列印 

 

單元三:加減乘除大師 

教具名稱 製作步驟與注意事項 

點字數字卡 

（0-9 ，共 20張） 

 

材料：至少 0.5mm的硬紙卡 

1. 先使用 word檔案製作數字卡。 

2. 拿取 0.5mm硬紙卡至影印店請店員影印。 

＊可先將 word檔轉至 pdf檔，以避免檔案格式跑掉。 

3. 將數字卡左上方或右上方打洞。 

4. 將點字膠膜貼至數字卡左下方或底部。 

＊與卡片底部對齊，方便學生摸讀。 

＊前後都須貼點字（數字與數字卡）。 

 

注意事項：需確保每一份的數字卡材質相同！ 

功能卡 

 

材料：至少 0.5mm的硬紙卡 

1. 先使用 word檔案製作功能卡。 

2. 拿取 0.5mm硬紙卡至影印店請店員影印。 

＊可先將 word檔轉至 pdf檔，以避免檔案格式跑掉。 

3. 將功能卡左上方或右上方打洞。 

4. 將點字膠膜對齊並貼至卡片下方。 

＊與卡片底部對齊，方便學生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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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點字時，須注意點字寬度須符合功能卡的大小! 

 

注意事項：需確保每一份的功能卡材質相同！ 

塑膠盒 

 

現成，需能裝得下點字數字卡 

點字數字籤（0-10＋pass，共

24個） 

 

材料：寬度符合點字膠膜的冰棒棍（上方須貼點字） 

1. 在冰棒棍上寫下數字 0-10以及 pass，並貼上點字。 

＊使用黑色奇異筆撰寫。 

籤桶 

 

現成 

*高度要足以擺放點字數字籤。 

點字學習回饋單 需拿點字電子檔額外列印 

 

單元四:終極密碼 

教具名稱 製作步驟與注意事項 

點字數字卡 

 1-5 *6張 

 13-15 *4張 

（共 80張） 

 

材料：至少 0.5mm的硬紙卡 

1. 先使用 word檔案製作數字卡。 

2. 拿取 0.5mm硬紙卡至影印店請店員影印。 

＊可先將 word檔轉至 pdf檔，以避免檔案格式跑

掉。 

3. 將數字卡左上方或右上方打洞。 

4. 將點字膠膜貼至數字卡左下方或底部。 

＊與卡片底部對齊，方便學生摸讀。 

＊前後都須貼點字（數字與數字卡）。 

注意事項：需確保每一份的數字卡材質相同！ 

點字學習回饋單 需拿點字電子檔額外列印 

 

單元五:分數倍 

教具名稱 製作步驟與注意事項 

圍棋 

（兩種顏色） 

現成 

罐子盒 

 貳號罐子*5個 

 參號罐子*3個 

 肆號罐子*2個 

 伍號罐子*2個 

 陸-拾號罐子*1個 

材料： 

1. 罐子底版：pp板 

2. 罐子：上網搜尋藥罐或乳液罐（旅遊小瓶） 

1. 至書局買大 pp板，再剪裁至適合擺放相對數量

的罐子大小。 

＊pp板大小需剛好符合罐子的長與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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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號代表一排需有 X個罐子 

 

 

＊剪裁 pp板時，需注意美觀，盡量避免邊邊大

小不一或凹凸不平。 

2. 將對應數量的罐子使用保麗溶膠或熱融膠黏在

底板上。 

＊罐子黏著需要一段時間，需靜置於桌面。 

小方塊  現成 

杯子 現成，裝小方塊 

點字數字卡 

（1-10） 

 

材料：至少 0.5mm的硬紙卡 

1. 先使用 word檔案製作數字卡。 

2. 拿取 0.5mm硬紙卡至影印店請店員影印。 

＊可先將 word檔轉至 pdf 檔，以避免檔案格式

跑掉。 

3. 將數字卡左上方或右上方打洞。 

4. 將點字膠膜貼至數字卡左下方或底部。 

＊與卡片底部對齊，方便學生摸讀。 

＊前後都須貼點字（數字與數字卡）。 

注意事項：需確保每一份的數字卡材質相同！ 

點字學習回饋單 需拿點字電子檔額外列印 

 

 

單元六:整數倍 

教具名稱 製作步驟與注意事項 

點字數字卡 

（2-9*5份，共 40張） 

 

材料：至少 0.5mm的硬紙卡 

1. 先使用 word檔案製作數字卡。 

2. 拿取 0.5mm硬紙卡至影印店請店員影印。 

＊可先將 word檔轉至 pdf檔，以避免檔案格式跑掉。 

3. 將數字卡左上方或右上方打洞。 

4. 將點字膠膜貼至數字卡左下方或底部。 

＊與卡片底部對齊，方便學生摸讀。 

＊前後都須貼點字（數字與數字卡）。 

 

注意事項：需確保每一份的數字卡材質相同！ 

點字學習回饋單 需拿點字電子檔額外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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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七:數戰棋 

教具名稱 製作步驟與注意事項 

百數盤 

 

長：45cm 

寬：45cm 

（一格長寬皆為 4.5） 

材料： 

1. 底版：有厚度的海報紙，多使用白色紙為主。 

2. 棉線：與底版顏色對比度高且方面黏貼的棉線（紅線）。 

1. 使用 word或 ppt製作百數盤（數字）。 

＊先將版面大小調至實體大小。 

2. 至書局買海報紙並拿去影印店影印。 

3. 將影印的海報紙剪裁至適當大小。 

4. 使用透明膠帶護貝整張百數盤（前後皆需要） 

5. 使用保麗溶膠將棉線黏貼至百數盤上方。 

＊可以先量好棉線大小、大量製作棉線，再將底盤上保麗

溶膠與黏貼棉線。 

6. 貼點字。 

＊一格數字需有兩種閱讀方向的點字（從上方閱讀、從下

方閱讀）。 

棋子（第一種） 

 

長：3.8cm 

寬：2.2cm 

材料： 

1. pp板：可直接購買裁切好的 pp板 

2. 數字紙片：一般紙即可 

3. 棉線：可以買較為鮮艷清楚的顏色（黑色、黃色）。 

1. 使用 word檔製作與 pp板相同大小的數字紙片，並影印。 

2. 將影印好的數字紙片裁減並護貝，再黏到 pp板上。 

3. 在 pp板底部黏貼棉線，並將點字貼在靠近棉線底部（pp板

底部）。 

棋子（第二種） 

 

材料： 

1. 厚膠帶（黃色，有突起感） 

2. 小圓木頭片 

1. 在小圓木頭片下方黏貼厚膠帶。 

2. 在小圓木頭片上寫下數字。 

*須注意字體大小與保持字體工整。 

3. 將點字貼在靠近棉線底部（小圓木頭片底部） 

點字學習回饋單 需拿點字電子檔額外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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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模組教具製作 

單元一：扇形大拼盤 

教具名稱 建議製作方式與注意事項 

團扇 1.購於網路 

圓形扇形組 

 

1. 材料:塑膠批批板、指甲片、雙腳釘、魔鬼氈毛面 

2. 製作步驟: 

(1) 將塑膠批批板剪成圓形(半徑同指甲片大小) 

(2) 以同一個方向貼上魔鬼氈毛面 

(3) 在圓心插入雙腳釘並塞入四根指甲片 

(4) 指甲片的顏色請分成兩種顏色、各兩支 

3. 指甲片購買事項: 

(1) 可購於網上，以目前網路上看到的有白色、黑色與透明

色，請避免購買透明色(對比度不高) 

(2) 價格約一根一元 

(3) 請購買這種有鐵環勾起來賣的(本身就會有打洞，可直接

在製作時以雙腳釘穿過) 

 

扇形圖卡 1. 購於網路上 

2. 明眼字和點字請分開貼，不要重疊 

貼紙包 1. 文具店購買圓形有背膠的魔鬼氈 

2. 將兩個勾面的圓形魔鬼氈背對背黏起來(之後要可以貼在圓形扇

形組上方) 

3. 製作時請分成兩種顏色製作，顏色避免選擇和圓形燦型組顏色

相近相似的顏色。例如：圓形扇型組的底板貼有紅色魔鬼氈、

貼紙包可以選擇藍色黑色，避免粉色。 

牌卡 1. 左上角打洞作為路標 

2. 點字請貼於牌卡最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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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占領天下 

教具名稱 建議製作方式與注意事項 

冰棒棍 1. 每套六十入 

2. 每根冰棒棍的其中一面黏上魔鬼鈎面 

3. 注意:冰棒棍的大小和底板的每個正方形邊長要一樣 

底板 1. 每套要有四張底板 

2. 材料:塑膠批批板、魔鬼氈毛面、方形紙 

3. 製作步驟: 

(1) 一邊黏上魔鬼氈邊條(毛面)一邊拿事先剪裁好(或購買)的正

方形紙片(不是整個批批塑膠板上黏上黑紙在黏魔鬼氈，這

樣的觸感長不一樣喔) 

(2) 確保每一個邊都是完好的被魔鬼氈包圍 

(3) 如果發現魔鬼氈剪太短，貼上去有漏洞，請整條撕掉 重新

裁剪，不要再剪一小小塊上去補漏洞) 

(4) 正方形共有 24(六乘以四) 

(5) 方形紙請購買高磅數的紙張(關鍵字可以搜尋:紙磚) 

(6) 魔鬼氈和正方形紙張的顏色要有明顯對比喔 

骰子 

 

 

 

1. 金興發有賣、文具王沒有 

2. 一顆大約五十九元 

3. 這款骰子是泡棉製作，每一個點皆有凹陷，可以提供全盲學生

觸摸使用。(之後如果要找替代品，也請達成這個要點) 

面積周長卡 1. 點字膠膜要貼紙卡上方 

2. 記得打陸標 

3. 大小約為一張撲克牌大小 

塑膠盒小方塊小杯子 1. 現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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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佔地圍王 

教具名稱 建議製作方式與注意事項 

冰棒棍 1. 每套六十入，共有 AB兩套 

2. 每根冰棒棍的其中一面黏上魔鬼鈎面 

3. A套組的冰棒棍另一面要黏上厚膠帶 

4. 注意:冰棒棍的大小和底板的每個正方形邊長要一樣 

底板 1. 每套要有兩張底板 

2. 材料:塑膠批批板、魔鬼氈毛面、方形紙 

3. 製作步驟: 

(1) 一邊黏上魔鬼氈邊條(毛面)一邊拿事先剪裁好(或購買)的

正方形紙片(不是整個批批塑膠板上黏上黑紙在黏魔鬼

氈，這樣的觸感長不一樣喔) 

(2) 確保每一個邊都是完好的被魔鬼氈包圍 

(3) 如果發現魔鬼氈剪太短，貼上去有漏洞，請整條撕掉 重

新裁剪，不要再剪一小小塊上去補漏洞) 

(4) 正方形共有 24(六乘以四) 

(5) 方形紙請購買高磅數的紙張(關鍵字可以搜尋:紙磚) 

(6) 魔鬼氈和正方形紙張的顏色要有明顯對比喔 

骰子 1. 金興發有賣、文具王沒有 

2. 一顆大約五十九元 

3. 這款骰子是泡棉製作，每一個點皆有凹陷，可以提供全盲學生

觸摸使用。(之後如果要找替代品，也請達成這個要點) 

點字功能卡點字數字卡 1. 和所有卡片製作要點相同，重點就是路標、點字、明眼字 

(1) 路標:打洞 

(2) 點字:貼在最上方 

(3) 明眼字:要夠大 

計分布 1. 每套模組兩入 

2. 大約是 A4大小 

3. 線條必須是立體可觸摸(可以用保麗龍膠固定) 

塑膠盒 1. 現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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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相似亮晶晶 

教具名稱 建議製作方式與注意事項 

圖形卡 1. 圖卡共分為四邊形圖卡與三角形圖卡。 

2. 四邊形圖卡包含：長方形、正方形、平行四邊形、菱形、梯

形，每個四邊形圖形各四張，共有兩種材質和兩種大小組成。 

3. 三角形圖卡包含：直角三角形、等腰銳角三角形、銳角三角

形、鈍角三角形、正三角形，每個三角形圖形各四張。共有兩種大

小和兩種材質組成。 

4. 材質一:亮晶晶粉泡棉、材質二:高磅厚紙卡 

5. 大小:可參考舊板模組的大小，重點不在於幾公分，而是要一大

一小且兩種大小的圖形是相似形。 

止滑墊塑膠盒 現成品 

 

 

單元五：支援前線 

教具名稱 建議製作方式與注意事項 

圖形卡 1. 每套模組共有四組 

2. 形狀包含:平行四邊形、正方形、長方形、菱形、梯形各一 

3. 都是使用厚、高磅數的卡紙製作 

4. 大小約成人手的大小 

點字條件卡 1. 條件卡敘述內容請看手冊 

2. 上方以印刷字做明眼字(勿太小) 

3. 點字建議貼在條件卡正正上方 

4. 記得打洞做陸標 

膠盒小方塊小杯子 都是現成喔(小杯子是 ikea的、小方塊網路有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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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六：將軍與傳令兵 

教具名稱 建議製作方式與注意事項 

積木 1. 網路買的  

2. 每一套模組裡面盡可能讓積木的顏色以十或二十為單位(較方便

整理收納與使用) 

3. 每一套模組的積木顏色可以有亮色和深色(例如:有紅、白、

黑，而不要全都放紫色咖啡色黑色) 

小方塊小杯子 現成 

方塊盤 1. 方塊盤也是購於網路上 

2. 製作步驟 

(1) 最中間的九宮格已有觸覺的亮晶晶凝膠塗在邊界(或是用立

可白塗上之後再上色) 

(2) 中間依序寫 1~9並貼上點字 

(3) 八號格子下方可以貼的笑臉貼紙或是泡棉圖案作為陸標定位 

 

 

單元七：蓋樂牌 

教具名稱 建議製作方式與注意事項 

凸線牌卡 1. 製作材料:護貝模、護貝機、亮晶晶膠帶 

2. 製作步驟 

(1) 先將牌卡影印出來 

(2) 牌卡裁剪成相同大小後先依序護貝 

(3) 再沿著圖形的邊框以亮晶晶膠帶貼上 

積木 1. 網路買的  

2. 每一套模組裡面盡可能讓積木的顏色以十或二十為單位(較方

便整理收納與使用) 

3. 每一套模組的積木顏色可以有亮色和深色(例如:有紅、白、

黑，而不要全都放紫色咖啡色黑色) 

小方塊小杯子 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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