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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數學與藝術都是重要的國民素養。學童因為課業壓力等等因素，對
數學課程興趣與信心低落，認為數學僅是繁瑣計算練習。相對的
，美術課給予孩子動手創作、發揮創造力的機會，多數孩子都能從
中得到成就感進而喜歡美術課。

在數學與藝術之間，其實有著許多息息相關的事物。我們可以從摺
紙中帶領孩子觀察幾何圖形的組成與變化、從方程式繪圖讓孩子體
驗數字改變對圖形的影響、更別提黃金比例在藝術創作中扮演的角
色。
本計畫將兩者的優點予以結合，推出跨領域的「美數課」科普活動
企劃，將數學科普推廣對象往下到國小高年級學童，讓他們在課堂
之外能有別的管道認識到數學美好的一面，進而提升學習興趣。並
期待可以帶來以下正面效果：一來藝術促進學員對數學課的學習動
機；二來讓學員由手作的方式「體驗數學」，數學不在流於書本上
的生硬計算。
最後，提升學員對於數學的喜愛並學習相關知識。
本計畫主持人推廣數學科普已多年，建立「數感實驗室」臉書粉絲
頁，目前已有5 萬粉絲。在此基礎上建立網路社群，，已推動美數
課的學童與教師工作坊，學童寒暑期營隊，讓對藝術與數學跨領域
學習有興趣之教師、家長聯繫。

中文關鍵詞： 美勞課、數學、美勞與數學融合、數學普及、跨領域學習

英 文 摘 要 ： Art and math are both essential public literacy. Many
students suffer from the math examinations and extensive
exercises, resulting in low confidence and being less
interested in math class. Conversely, art class provides
hand-making activities and the room for students to show
their creativity, and hence students are generally engaged
in the art class. In fact, math and art are highly
correlated. To name a few, students can learn geometry from
origami, and the equation on the coordinates allows the
students to experience the link between numbers and
figures. Not to mention how the Golden ratio affects the
art history.
In this project, we successfully integrated the art and
math for the cross-disciplinary learning and bring the
popular math to th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his
project provided an alternative for students to experience
math by painting, cutting, or other art-related activities.
By using this activities, we aim at motivating the students
to study math, to understand the beauty of math, and
eventually to elevate their math capability. They
understood that math is more than computations, but a way
of think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phenomenon.
The principal investigator of this project has promoted
popular sciences for several years. He opens a facebook
fanpage ``’Numeracy Lab’ that focuses popular math. This



fanpage attracts more than 50,000 followers, a big success
for popular math promotion. By exploiting this channel, the
notion that proposed by this project, i.e., the fusion of
art and math, is quickly dispersed and generate huge
impact.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his project held
daily workshops to the students. The five-day camp during
the summer and winter vacation were also executed. We hope
that the art-math class opens avenue to the new cross-
disciplinary learning.

英文關鍵詞： Art class, math, fusion of art and math, Popular math,
cross-disciplinary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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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中文摘要 

 數學與藝術都是重要的國民素養。學童因為課業壓力等等因素，對數學課程興趣與信心

低落，認為數學僅是繁瑣計算練習。相對的，美術課給予孩子動手創作、發揮創造力的機會，

多數孩子都能從中得到成就感進而喜歡美術課。 在數學與藝術之間，其實有著許多息息相關

的事物。我們可以從摺紙中帶領孩子觀察幾何圖形的組成與變化、從方程式繪圖讓孩子體驗

數字改變對圖形的影響、更別提黃金比例在藝術創作中扮演的角色。 本計畫將兩者的優點予

以結合，推出跨領域的「美數課」科普活動企劃，將數學科普推廣對象往下到國小高年級學

童，讓他們在課堂之外能有別的管道認識到數學美好的一面，進而提升學習興趣。並期待可

以帶來以下正面效果：一來藝術促進學員對數學課的學習動機；二來讓學員由手作的方式「體

驗數學」，數學不在流於書本上的生硬計算。 最後，提升學員對於數學的喜愛並學習相關知

識。 本計畫主持人推廣數學科普已多年，建立「數感實驗室」臉書粉絲頁，目前已有 5 萬粉

絲。在此基礎上建立網路社群，，已推動美數課的學童與教師工作坊，學童寒暑期營隊，讓

對藝術與數學跨領域學習有興趣之教師、家長聯繫。 

 

關鍵詞：美勞課、數學、美勞與數學融合、數學普及、跨領域學習 

  



計畫英文摘要 

Art and math are both essential public literacy. Many students suffer from the math examinations and 

extensive exercises, resulting in low confidence and being less interested in math class. Conversely, art 

class provides hand-making activities and the room for students to show their creativity, and hence students 

are generally engaged in the art class. In fact, math and art are highly correlated. To name a few, students 

can learn geometry from origami, and the equation on the coordinates allows the students to experience 

the link between numbers and figures. Not to mention how the Golden ratio affects the art history.  

In this project, we successfully integrated the art and math for the cross-disciplinary learning and 

bring the popular math to th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his project provided an alternative for students 

to experience math by painting, cutting, or other art-related activities. By using this activities, we aim at 

motivating the students to study math, to understand the beauty of math, and eventually to elevate their 

math capability. They understood that math is more than computations, but a way of think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phenomenon.   

The principal investigator of this project has promoted popular sciences for several years. He opens 

a facebook fanpage ``’Numeracy Lab’ that focuses popular math. This fanpage attracts more than 50,000 

followers, a big success for popular math promotion. By exploiting this channel, the notion that proposed 

by this project, i.e., the fusion of art and math, is quickly dispersed and generate huge impact.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his project held daily workshops to the students. The five-day camp during 

the summer and winter vacation were also executed. We hope that the art-math class opens avenue to the 

new cross-disciplinary learning.  

 

Keyword：Art class, math, fusion of art and math, Popular math, cross-disciplinary learning 



一、計畫背景 

    本計畫主持人賴以威推廣科普數學多年，習慣用生活情境為例子，介紹數學，在推廣迄

今有一定的成效。在獲得科普活動計畫「數據新聞的相關人才培育與製作」 (2016/6~2017/5)

支持後，推廣動能更是大幅提升。 

    然而，推廣過程中我發現，儘管大人對生活數學有興趣，小朋友因為生活經驗不充足， 

興趣相對低落。從教育面來看，一直以來數學課都是依賴紙筆學習，被多數同學視為一門抽

象、與現實關聯界少的科目，也因為抽象思考不易，造成我國學生儘管數學程度優異，但在

情意面的表現上相對低落，認為數學不實用、對數學沒興趣、對數學也沒信心。這樣的低情

意面表現造成了我國學生在數學程度的落差相當大，縱然數學程度較好的學生，也鮮少將數

學知識活用。 

    但這不表示小朋友不喜歡數學。小朋友的想像力與好奇心豐富，喜歡嘗試新事物，他們

依然保有對知識純粹的好奇與渴望。因此，我才衍生出這次「數學美勞課」的企劃，希望靠

著與美術課、美勞藝術的結合，讓小朋友體驗到數學的趣味，進而將推廣數學科普的年齡層

拉低，認識到數學不僅僅是抽象思考和運算解題，它更存在於生活各處，是一門有趣與實用

的知識學科。 

    本計畫著眼於國小學童，目標是在他們剛開始接觸數學沒多久，就先讓他們知道數學知

識不只是課本那樣，還有更多生活化、趣味化、甚至與藝術結合的存在。本計畫根據國小課

綱，規劃了一系列的活動，期許讓參與的國小小朋友能有紙筆以外的動手做學習。根據經

驗，同學對於美勞課的興趣通常會大於數學課。因此我們將數學課某種程度上以美勞課的形

式呈現，寓教於樂，建立他們對數學知識的正確觀念。與目前的生活數學形成兩條路線，分

別針對大人與小朋友，同時推廣數學科普。 

    從 2016 年 6 月起，利用週末在台北市舉辦十多場給 3~6 年級的的數學講座。三小時的

講座中，前兩小時是生活數學，第三小時是數學與勞作的結合。原本只是想讓小朋友動手

做，增加講座趣味性，結果意外發現小朋友對勞作的興趣。我們設計了幾種美勞課： 

1. 伊斯蘭窗花與白銀比例 

2. 童玩彈珠檯與機率 

3. 插花與費波那契數列 

4. 邏輯與木製萬年桌曆 

    我們的觀察是，小朋友的生活經驗較少，對社會時事不如大人有興趣。但他們對藝術、 

手做的興趣遠比大人要強烈。根據觀察，在第三小時數學勞作時，不論是參與投入的人數比 

例，或是投入的程度，都高於前兩小時的生活數學。這樣的觀察觸發了我們的「美數課」計 

畫提案，期許提高美勞手做的比重，甚至以美勞手做為主體，來實現數學科普傳播。 

     



    這樣的課程目前在數學教育中相對缺乏。在《親子天下》的報導中，便提到許多學生與 

家長都害怕數學，認為數學只是純粹抽象的符號運算。事實上，數學有許多能夠讓孩童實際 

操作、觀察、體會之處。在職場上亦有許多需要運用數學概念與分析的工作。因此本計畫希 

望能集結整理更多相關資源與教材，改變國小學童對數學的觀感，體會到數學的美麗與實用 

性，以進一步讓他們願意主動接近數學、喜歡數學。  



二、計畫成果 

 課程成果 

    自 106 年 6 月 1 日起，美數課總計舉辦了超過 60 場美數課活動，約 200 小時的課程，

課程內容橫跨藝術、歷史與人文，連結數學與生活之橋，拉近數學與小朋友的距離： 

  

(圖一)美數課課程宗旨 

    人力配置上，一堂課由 1 位講師授課，並將學生分組，共約有 5 組，每個小組約 5 名小

朋友，並有 1 名小組助教帶領小朋友討論與學習，師生比約 1:5，維護課程品質之外，也能

幫助學生學習在團體中互助合作，助教也能在課堂中及時協助學生。 

 

(圖)課堂人力架構 

    課程設計上，我們參考了國內國小課綱與教材，選擇適合國小學童的題材，調整授課方

式與內容，以共同討論與開放性思考代替填鴨式問答，設計出達到學生共鳴，且在每次課堂

中都能獲得新知識的趣味課程，以及將學科與美勞結合運用的手作，搭配美感設計的自編教

科書，讓學習數學不再是枯燥乏味的事情。 



 

(圖二)美數課教材課本 

以下簡述課程主題與課程摘要： 

1. 小小數據專家：向小朋友介紹何為「數據」？如何從一篇文章中擷取重要資訊並轉化為

具有參考價值的數據，並介紹圖表類型如長條圖、圓餅圖或折線圖等及圖表性質，圖表

並加上圖例與文字，有系統地傳達分析結果，並動手嘗試製作一篇具有自我角度的分析

圖表。 

2. 向諸葛孔明學神算：透過三國歷史故事了解軍事策略中數學的重要性，如糧食分配、軍

隊陣型與物資運輸等，透過情境題幫助學生思考，小組闖關的方式也讓小朋友透過分工

合作與集思廣益，更有效理解分配、平衡與邏輯運算等概念。 

3. 平面國之旅：由生活中隨處可見各種形體舉例，讓小朋友認識形狀、面積與容量等，讓

學生從印象中課本上平面圖案形象化，且思考可以如何利用形狀之間特性的差異讓生活

更加便利，當個有智慧的觀察者，例如：人孔蓋的藝術、蛋糕尺寸等，最後教導小朋友

動手製作創意勒洛多邊形。 

4. 滿千送百折扣陷阱：透過與家庭消費息息相關的周年慶，帶小朋友認識五花八門的特價

折扣背後，數學能教你如何買得聰明划算！從一開始的消費者角度思考，破解銷售話

術，到最後讓小朋友變身一日賣家，動手設計 ON SALE MENU，運用學習到的折扣背後

的術學，向其他同學分享自己的思考過程與設計理念。 

5. 變身一日建築師：藉由繪畫、黏土等國小學童熟悉的方式，模擬常見的建築如 101 大

樓、中正紀念堂及倫敦鐵塔等來認識多面體，並讓小朋友從觀察者化身為建築師，打造

屬於自己的多面體小都市，再將全班的作品組合起來成為「美數大都會」！ 

6. 黃金比例：美感雖然很主觀，但掌握數學原則後可以美得有依據！帶領小朋友從古典知

名繪畫如蒙娜麗莎的微笑、歷史著名建築如雅典娜神殿，發現黃金比例在現實生活中的

身影，而黃金比例不是遙不可及難以掌握的數字，學生能透過插花手作來嘗試拿捏黃金

比例，並感受黃金比例的魔力，拉近與數學的距離。 

7. 從 A4 紙到伊斯蘭窗花：黃金比例或許耳熟能詳，白銀比例卻更常見於你我周遭！白銀比



例的發現僅僅源於一張 A4 紙，不論對折幾次長與寬比例永遠不變，學生能藉此認識數學

的規律性，除了方形，菱形也能有白銀比例，眾多白銀多邊形組合起來能持續延伸下

去，而這無限延伸的特性在宗教藝術上體現的是伊斯蘭教的崇拜中，窗花的無邊無際的

幾何圖形，此課程讓學生深刻的發現數學不只是課本裡的數字與符號，它以多樣化的樣

貌存在於各個領域。 

 

(圖三)小小數據專家 (圖三)向諸葛孔明學神算 

 

 

 

(圖四)平面國之旅 (圖五)滿千送買折扣陷阱 

 

 



 

(圖六)一日建築師(此地點攝於台北市光仁國小) (圖七)黃金比例 

 

  

(圖八)從伊斯蘭窗花學白銀比例 



 

 

 

    暑假與寒假期間，我們也舉辦了為期三天的數感夏令營與冬令營，設計了更多樣化

的課程，例如營期第一天的第一堂課就有團體動力，讓學生熟悉彼此氣氛更加熱絡之

外，也學習如何團隊合作，尊重他人並勇於表達自我，為營期接下來的時光可以互相扶

持與成長，共同討論與學習；生態教育魚菜共生 DIY 與英國午茶文化更為數感營隊增添

不一樣的風情，很多學生可能認為以數學為主題的營隊，課程應該充斥著計算、公式與

紙筆，但我們想要打破這樣的刻板印象，數學是可以讓生活變得更加生動與趣味，在這

樣的綜合學習下，學生並不會視數學為一個難以跨越，必須特別挑戰的一項學科；夜晚

時光，我們更以休閒玩味的方式讓學生主動喜歡數學，像是「看電影」與「玩桌遊」一

般人會抱著放鬆的心態去享受過程，如果此時能夠在過程中認識到數學的魅力，學生也

能消除心中恐懼，嘗試擁抱數學。此外，我們也安排了校外教學課程，到龐畢度藝術工

作坊認識藝術與數學的關係，揭開藝術的神秘面紗，讓學生能有不一樣的視野。 



 

(圖九)數感營隊課程表 

  
(圖十)團體動力 

 



 

(圖十一)數學桌遊 

 

(圖十二)龐畢度藝術工作坊 

    除了培育國小學生數感的觀念，家長是學生成長過程中重要的陪伴之一，我們希望

除了學生能翻轉對於數學學科的艱澀印象外，也能讓家長了解到數學不只是一門考試中

需要拿分的學科而已，因此我們舉辦專門給家長的數感講座，讓家長認識美數課的課程

理念，以及想要推廣的生活數學，鼓勵家長一起與孩子探索學習樂趣，進而主動學習，

培養相關興趣，比起強迫式學習與填鴨式背誦更有效率。我們希望學生即使上完課，仍

能與父母親等家人分享所學，彼此交流獲得成就感，家長也能利用過往生活經驗來引導

孩子主動思考，讓孩子認為學習不是一件痛苦且必須自己承擔的事。 



 

(圖十三)美數課家長講座 

 推廣成果 

1. 獲得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邀請，舉辦「數學十驗課」。 

(註: 因舉辦日期為 10/10，故將實驗的「實」改成「十」) 

 

https://www.facebook.com/%E5%9C%8B%E7%AB%8B%E8%87%BA%E7%81%A3%E7%A7%91%E5%AD%B8%E6%95%99%E8%82%B2%E9%A4%A8-176192819098446/?__tn__=%2CdK%2AF-R&eid=ARBU8ZO6LqE0rLrbCZBPs_GvkUz15bAnXJRhrG51fMjcSMNrxO0F5mbLzCKvWHWq0XidRK--JyMfJdtF


 

(圖十四) 大自然中的數學—透過鳳梨的表皮排列認識費波納契數列。 

 

2. 獲得 親子天下—教育創新 100 選 

 
(圖十五)親子天下教育創新 100 選網站截圖 

 

 

 

 

 

 

 

 

https://www.facebook.com/parentingtw/?__tn__=%2CdK%2AF-R&eid=ARBZWKpu9NTxHiyFFPabtosqbdODz74yz_2XmRHdTrQ4XSahY6Z7-5DtUDOj8jtX9L-e15IdzMq-TpS1


3. 入選 雜學校｜Za Share 教育策展 

 

(圖十六)雜學校參展單位網站截圖 

 

4. 獲得了 遠見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與 未來 Family 的「未來教育 台灣 100」 

 
(圖十七)遠見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網站截圖 

 

5. 與 臉譜出版合作成立「數感書系」 

 

https://www.facebook.com/zashare.expo/?__tn__=%2CdK%2AF-R&eid=ARAk-6JKpXlwci-bnpe-YIHIOH-gCjKAmlvVmL_66nBu9RHNozFBcSIRycglclruVAOzPW9nd1SUgLuN
https://www.facebook.com/globalfuturefamily/?__tn__=%2CdK%2AF-R&eid=ARDxPgDceCfow78B4dBLZNRV9rhNUd2gtXC_ilQuKJc2odF5xrpmN-4Tsa82IEVrxaHuyLksY9Z7ZlcY
https://www.facebook.com/facesread/?__tn__=%2CdK%2AF-R&eid=ARApYJTbYwcYBo9PKdIFx31jjnm73Rybiv5YwAiBb6i05xxVtqzrRb4hIjoYO40rnTolisfha9gUAsuI


(圖十八)數感書系封面 

 

(圖十九)臉譜出版錄製數感書系推廣影片 youtube 截圖 

 

三、總結與未來展望 

    此次非常感謝科普活動計畫的支持，提供了充裕的資源，讓我們能更擴展數感教育的年

齡層，更全面性的傳播數感理念，向下紮根，將生活中學習數學的種子在每位國小學童心中

種下，並透過數感課程攜手與家長一同灌溉，讓數學之美在孩子的心中萌芽，在往後的學習

路上能不斷的自我探索，可望未來成為數感領域人才，而此次美數課的辦理經驗也將有助於

之後的科普活動推廣，讓更多學生認識數學，拓展數學傳播的規模。 

綜合考量此次的結果，之後可以繼續推廣的方向包括了 

1. 美數課教材系統化，與更多機構合作 

2. 創新美數課程，吸引更多領域愛好者參加 

3. 利用數感實驗室的能見度，提供對數感有興趣的學生舞台 

其中第三點，很感謝科普資源整合計畫支持所舉辦的數學寫作競賽更是延續此計畫的推廣方

向，根據第一屆的成功經驗，數學寫作競賽即將邁入第二屆，期許能將數學寫作做更好的推

廣宣傳，成為例行性比賽。數學傳播與科普是一項必須持之以恆的任務，我與計畫團隊將繼

續努力，讓更多人認識數學美好、實用、有趣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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