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改革實驗報告 : 較複雜的速率應用教學
黃德華博士香港教育學院數學糸

摘要
本文旨在透過課堂學習研究例子，帶出課堂學習研究的一般模式及其好處。本研
究對象為小學六年級學生，所選課題為速率。從前測與後測結果比較，若該課節
的目的為協助學生自我理解及找出計算速率中的同向及背向距離的公式，則這實
驗研究是成功的。此外，更值得學習的是，老師先透過活動讓學生明白同向及背
向的概念，然後利用繪圖把活動的過程及結果記錄下來，再透過類似的應用例
題，付以動畫教具，既吸引，並且能夠強化學生剛學得的概念，然後再透過圖表，
讓學生把數據整理歸納成為找出同向及背向的相關計算距離的公式，這是既科學
又有效的學習模式。
一、實驗設計
(1) 實驗的目的:
a. 優化速率概念及其應用的教材結構；
b. 探討既科學又合理的教學模式，以更切實地提高教學數質。
(2) 實驗的背後理念:
以兒童思維發展為依據，科學地透過活動教學模式，處理教材與學生認
知特點的關係、老師教與學生學的關係和知識深度與學生能力的關係。
(3) 實驗對象:
a. 以屯門區某小學的上、下午校小六學生，共六班為實驗班；
b. 參與數學老師有十二位，此外由香港教育學院派出一位教學輔助員
及一數學導師作學術支援；
(4) 實驗的控制:
由於這個課堂學習研究，目的衹在於提高志老師的教學效益及提升學生
的學習興趣，增進他們對課題的理解及試識，所以並沒有如一般研究般
設立實驗班及對照班。於評核改革的成果，主要利用觀課活動、與學生
交談、與老師討論，探討他們對新模式教學的觀感；此外在研究課結束
後，學生参加了後測(試卷與前測一樣)。本研究透過前後測，目的在分
析學生上課後的成績是否如預期般理想。

二、實驗過程
I. 選取實驗課題︰
老師主要考慮所選取的課堂學習研究課題，內容是否為施教時較難掌握，學生
學習時也出現較多困難。經討論後，老師們均同意以六年級的「速率」為本次
研究課的主題。
以下是老師們在第一次課堂學習研會議中，經過反覆討論，歸納出教學時，學
生對「速率」學習時遇到的主要困難︰
z 「速率」難以應用於現實之中，對學生而言，有脫離現實的感覺；
z 一般學生大多死記公式，而不清楚公式的含義。
z 學生在理解「背向而行」求距離及「相對而行」求相遇時間的問題都遇到困
難；
z 學生缺乏抽象的概念；
z 於應用題方面，由於題目內容較多變化，老師較難有系統地設計習作，教授
學生；
II. 評估學生的已有知識
施教前，學生進行前測(前測內容見附件一)，以了解學生對「速率」計算的
已有知識，並據此擬定教學改革內容。前測的內容主要分四個部分︰
1. 四則運算式題 (目的考查學生基本四則運算能力，式題內容與「速率」
應用題的列式相若。)
2. 單位化聚 (目的考查學生對與「速率」相關的單位化聚的運算能力。)
3. 速率(一)︰計算與一個移動物體相關的「速率」應用題
4. 速率(二)︰計算與兩個移動物體︰(同向、背向) 相關的「速率」應用
題
從前測的表現，學生對基本運算己能掌握，但對於單位的化聚則較弱。至於計
算速率(一)︰「一個移動物體速率的計算」尚算理想。但對於速率(二)「兩個移
動物體的同向及背向計算」則明顯有較大的困難。
III. 設定施教內容及其關鍵特徵︰
a. 施教內容
由於學生對「兩個移動物體的同向及背向」理解有明顯困難。所以本實驗改
革集中教授與「兩個移動物體的同向及背向」有關的速率問題。
b. 關鍵特徵︰
讓學生認識兩個物體的移動方向與距離的關係。
z 兩個移動物體的距離，在同向情況下是相減的。

z

兩個移動物體的距離，在背向情況下是相加的。

IV. 設計改進『教與學』的方法︰
當了解及分析了本課堂學習研究的教學重點及學生的已有知識、學習困難及
舊的教學模式後，教師和導師經多番討論研究後，擬定了下列新的教學模式
ATDF)：
1. 先利用分組活動(Activity)讓學生明白「兩個移動物體的同向及背向」的概
念
2. 要求學生利用繪圖 (Diagram)，把問題的內容表達出來而
3. 利用繪圖解答問題，並把計算資料填入表格(Table)內
4. 利用不完全歸納法，誘導學生根據表內的例子歸納出相關的公式
Formulae)。
a.「兩個移動物體的同向」速率問題:
兩者之間的距離=(甲(大)速率 - 乙(小)速率)ｘ時間
b.「兩個移動物體的背向」速率問題:
兩者之間的距離=(甲(大)速率 + 乙(小)速率)ｘ時間
V. 擬定教案:
分析過課題的關鍵特徵及學生已有知識及學習困難後，教師根據擬定了的教
學模式(ATDF)，編寫教案，設計教具。整個課題分兩教節進行，
第一教節的教學目標是：
1. 學生透過步行活動，找出兩個移動物體在同時、同地、同向，
經過若干時間下的距離與時間的關係。
2. 學生透過探究活動，能用繪圖方法表示兩個移動物體在同時、
同地、同向下，經過若干時間後的距離。
3. 學生能利用表格內的具體例子歸納出下列公式:
兩個移動物體的同向」速率問題:
兩者之間的距離=(甲(大)速率 - 乙(小)速率)ｘ時間
4. 學生能利用所學的概念與公式計算有關求兩個移動物體距離的
應用題。
第二教節的教學目標是：
1. 學生透過角色模擬活動，找出兩個移動物體在同時、同地、背
向，經過若干時間下的距離與時間的關係。
2. 學生透過探究活動，能用繪圖方法表示兩個移動物體在同時、

同地、背向下，經過若干時間後的距離。
3. 學生能利用表格內的具體例子歸納出下列公式:
「兩個移動物體的背向」速率問題:
兩者之間的距離=(甲(大)速率 + 乙(小)速率)ｘ時間
4. 學生能利用所學的概念與公式計算有關求兩個移動物體距離的
應用題。
VI. 課堂實踐
各班的研究課的第一教節及第二節的教學過程都錄影下來，以便進行微格教
學分析，改善教學效益。所有教師和教院導師都有旁觀其他教師的授課，課
後並進行討論，改善教學效果。課堂實踐共有︰八名教師，作了八節教學。
每一緊隨的教學都就檢討上一節觀課，而作出教學修改，務求精益求精。
Vii. 教學檢討
A. 課堂觀察所得
 整體上，教師可以察覺學生於解難時有不同策略及演繹方法，並利用這
些特點作為教材。以下是例子之一︰教師給予學生足夠的時間讓學生思
考及探索題目的內容，並由學生自己發現找出計算答案的方法及計算公
式，並且進行全班討論讓其他同學分享他們的心得。小組們認為這是一
個寶貴的機會，可以找出學生誤解的地方，加以糾正，作為新的授課補
充教材。
 為免學生死背公式，小組們設計了一例題帶出在不同情況下，公式的運



用是要作出適度的改變的，例如第二教節的堂課第 12 題︰(A、B 兩車
同時、同地、背向而行。A 車以平均速率 80km/h 走了兩小時；B 車以
平均速率 60km/h，走了 3 小時，問兩車相距多少公里？)題目內容指出
兩移動物體於同時、同地、背向的情況出發，但於不同時間到達目的地，
那麼 (甲速率 + 乙速率) x 時間
的公式就不可以計算出答案(因到
達時間不一樣)，必須利用
甲速率 x 時間+乙速率 x 時間 才可計算出答案。
在繪圖方面，有些學生未能習慣以此方法去思考及解難。例如︰學生所
繪的圖是正確的，但所列的算式卻不配合，結果計算錯誤。
建議︰
1. 應加強講解速率(一)的基本概念，首先，當老師教授完速率(一)後，應
列舉多些速率(一)的問題。
例如︰一輛 1 公里長的火車每 5 分鐘前進 1 公里，問它要多少時間才
可穿過長兩公里的隧道？
這樣，就可讓學生必須深入思考題目，避免學生死背公式。

2. 加強同學習慣利用繪圖幫助列式。並要求學生們自擬題目。
B. 課堂觀察後，教學反思︰
整體而言，老師和教院導師對是次實驗改革都抱正面的回應，認為是次課堂
學習研究確實能為曰後教學提供了一個正確方向，並能讓老師們認識及體會
課堂學習研究的運作模式及其功能。以下是老師和教院導師對是次課研的部
份感受:
老師 1︰透過是次課堂學習研究，確實使我們知道如何做到循序漸進地教授公
式，以及如何得到公式。老師們更明白協作文化的形成、教學生的教學
策略的選取也在不斷轉變。在活動中，可見數學講求的是步驟清晰，概
念明確。
在課程方面，於深入仔細地分析該課題所涉的概念的過程中，同事相當
投入及努力，因而老師的個人質素也得以提昇。上、下午校共事這個方
法確屬可取的。
老師 2︰備課充足了，活動較多，而且有具體的教具，使知識具體化及形象化。
觀摩其他老師也可引發自己的思考、反思。
老師 3︰同學能愉快地學習，比以前更加明白抽象的東西，且更多新鮮感，觀課
也是一種自我挑戰。
老師 4︰從課堂學習研究中可集合不同意見，老師也從觀課中得到啟發，作為下
一次的參考。而且今次活動加入前測、後測較為科學的分析，對教學亦
有益處。
老師 5︰對程度低的學生有幫助，因為活動較多。
老師 6︰比較有多些的時間準備 (因有人力及時間等資源)，另整個教學都較為完
整，可見資源的重要。
老師 7︰有充足的準備，同事經驗豐富，而且得到其他同事的協助，一起討論、
作出修改。
老師 8︰可以觀摩其他同事上堂的好處;可以聽取他們的意見，知道自己的缺點。
更可透過同事的意見，檢討自己的教學，例如我應可以讓學生多做些練
習。
導師︰活動構思經檢討後已見成效，以後可以考慮多利用教育學院的理論作試驗
實踐，從而改良及創作自己的校本教學模式。教學相長，老師的個人質素
也得以提昇。各人發揮出合作精神，上下一心去預備、開會及進行試教。
試教方面，教授不同科目的老師均有不同的教學特色。例如︰教授體育科
的老師的活動指示一般都會比較簡單、清晰、直接。不同的觀摩可見各人
不同的長處。交流、討論時更可觀摩到不同主科的老師的教學手法，這是
值得借鏡的。校長對整個計劃很滿意，可見此課堂學習研究很成功。
教學顧問︰5 個月的預備初時大家都抱懷疑的態度，但到最後大家均能就「良性
的差異」改善教學，達至各自各精彩。例如︰上午校用蓋印；下午校用步

行，而教師的職業病是主觀，課堂學習研究能擴闊自己的眼界，透過匯集
各人所長提升教師的發展。
C. 前後測結果分析︰
是次前後測的進行，目的在分析從研究課中得出的教學策略的成效。共有 272
名學生參加了前、後兩項測驗(試卷是一樣的)。他們的前後測成績其後進行
分析。由於一些前後測中的題目所涉的概念並非屬於本研究課的教學內容，
所以比較兩項測驗的結果時，並沒有把這些題目包括在內。因此是次分析，
重點為分析學生在 13 條問題中的前後測成績，分析結果如下︰
整體而言，學生的表現有所進步，全級的平均分由 67.7(前測)改進至 88.5(後
測) (滿分為 100 分︰見表一)。
表1

前後測成績比較

前測

後測

平均答對題數(總題數)

8.8 (13)

11. 5 (13)

平均得分(滿分 100)

67.7(100)

88.5(100)

另外，特別令人鼓舞的是對於那些與研究課中的重點概念有關的題目，學生的表
現有顯著改善 (見表 2)︰
表2

與速率概念有關的題目

學生答對百分比
與速率概念有關的題目

前測

後測

15-18 題(基本速率概念,研究課前的已有知識)

68.1%

78.8%

19-22 題(研究課中的重點概念, 同向背向問題)

14.7%

49.1%

為了找出較弱學生是否也從研究課中有所得益，研究集中分析了 9 名成績最
差的學生的前後測成績，他們的前後測成績比較見表 3。從表 3 中可見，在前
測中得分比平均得分低的學生(平均答對 8.8 題)，在後測中也有顯著進步，這
顯示出是次實驗教學攻革(課堂學習研究)對學業成績最差的學生亦有明顯的
幫助。
表 3 9 名較弱學生在前後測中的成績比較

學生

前測(後測)總題數為 13 題

進步(100 滿分)

學生 1

6(9)

23.1

學生 2

8(10)

15.4

學生 3

4(8)

30.8

學生 4

8(11)

23.1

學生 5

7(13)

46.2

學生 6

6(9)

23.1

學生 7

7(11)

30.8

學生 8

5(11)

46.2

學生 9

7(12)

38.5

平均

6.4(10.4)

30.8

結語︰
從這次課堂學習研究中，教師經過集體研究、討論，對速率的教學認識加深了。
而且各班學生在後測的表現比前測有明顯的進步，這都強化了老師對課堂學習研
究的信念。故教師在課研後進行檢討，都認為多元化教學確實能夠令學生對抽象
的數學概念的理解有顯著的幫助。透過具體活動，確實能夠使他們更易於明白其
中的抽象數理。整體而言，老師和教院導師們對是次教學改革實驗都抱正面的應
同，認為是次課堂學習研究確實能為曰後教學提供了一個正確的方向，並能讓老
師們認識及體會課堂學習研究的運作模式及其功能。讓他們透過是次課研擴闊個
人的視野、匯集各人的長處，集思益廣地提升教師的專業知識。

(附件一)
第一節教案
課

題：速率(二) — 第一節

學生已有知識：
1. 學生能用線段表示一個移動物體的距離。
2. 學生懂得一個移動物體的速率、時間和距離的關係。
3. 學生能利用速率概念計算涉及一個移動物體的應用題。
教學目標：
1. 學生透過步行活動，能說出兩個移動物體在同時同地同向，經過若干時間，
兩者距離與時間的關係。
2. 學生透過探究活動，能用繪圖方法表示兩個移動物體在同時同地同向下，經
過若干時間後的距離。
2.

學生能用所學的概念計算有關求兩個移動物體距離的應用題。

教學步驟：

時間
10’

教學內容/學習活動
(一)引起動機︰步行活動
教師提出和大家進行一個關於速率的遊戲。

15’

(二)發展︰
1.a. 教師指導學生進行步行活動。
工作紙(一)及(二)
b. 分組滙報結果
c. 教師引導學生小結︰
i. 一秒後，兩人的步行格數相距是兩人步行
行格數相差。
ii. 兩秒後，兩人的步行格數相距是 1 秒後的
兩倍，三秒後是 1 秒後的 3 倍……如
此類推，10 秒後，兩人的步行格數相
距是 1 秒後 10 倍。

教具/備註

iii 教師引導學生說出計算兩個移動物體
在同時同地同向，經過若干時間，兩者
距離的公式是：
(A 速率-B 速率)X 時間

或

(A 速率 X 時間 - B 速率)X 時間
2. a. 教師出示磁石貼在板上，分別展示二人步
12’

行的不同速率︰小芬 3m/s，小明 5m/s
b.

引導學生利用不同磁石貼、數粒、及繪圖
方法表示以下資料︰小芬的步行速率是 3
米/秒，小明的步行速率是 5 米/秒，兩人
同時同地同向而行，3 秒鐘後，兩人相距
多少米？完成工作紙(三)

c. 學生滙報結果。
d. 教師小結︰利用畫圖和計算方式解決有關
問題。
3. 教師引導學生計算相關的應用題，並共同訂
正工作紙(四)中的第 1 題。
4. 著學生完成工作紙 (四)。
3’

(三) 總結︰
教師引導學生總結︰在同時同地同向，
兩件移動物件經過若干時間後，他們的
距離是︰兩者速率之差乘以時間 / 甲速
率乘以時間和乙速率乘以時間之差。

第一教節步行活動工作紙(一)
步行活動指引
1. 目的：透過活動，學生能發現兩個移動物體(A、B)在同時同向下，
經過若干時間後，兩者的距離與時間的關係。
2. 分組方法：
I.
每班分成 7 組，每組 4 至 5 人。
II.
每組成員分配如下：
成員
職 責
A、B (步行者)
按所選定的步距步行
C (組長)
監察運作、完成表格一、匯報結果
D、E
記下每次步行後的結果，向組長
報告。
組長(C)：
；
紀錄(D) ：
、紀錄(E)
；
步行者(A)：
、步行者(B)：
；負責由起點步行至禮台，
A 每秒可步行 5 格；B 每秒可步行 3 格。

時間

1 秒後
2 秒後
3 秒後
4 秒後
5 秒後
10 秒後
(推算)
你能估計第 N
秒後

A 的速率

A 的步行

B 的速率

B 的步行

格數

格數

(與起點離)

(與起點離)

A 與 B 相距(格數)

你可有發現兩個移動物體(A、B)在同時同向下，經過若干時間後，兩者的距離與時間
的關係?
兩者的距離= (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
或
兩者的距離= (______ - _____) x _____

第一教節步行活動工作紙(二)
根據工作紙(一)的結果，完成下列問題。
1. A 在 1 秒後，離起點的距離(步行格數)與 5 秒後離起點的距離(步行格數)有
什麼關係？
2. B 在 1 秒後，離起點的距離(步行格數)與 5 秒後離起點的距離(步行格數)有
什麼關係？
3. 1 秒後，A 離起點的距離(A 的步行格數)與 B 離起點的距離(B 的步行格數)
相差多少？
4. 5 秒後，A 離起點的距離(A 的步行格數)與 B 離起點的距離(B 的步行格數)
相差多少？
5. A 與 B 的相距，在 1 秒後和 5 秒後(即第 3 題和第 4 題的答案)有什麼關係？
6. 根據以上結果，你能估計第 N 秒後，A 與 B 相距多少(A 與 B 的步行格數相差)？
7. 你可有發現兩個移動物體(A、B)在同時同向下，經過若干時間後，兩者的距
離與時間的關係?
兩個移動物體(A、B)在同時同向下，經過若干時間後
兩者的距離=兩者的距離= (______ - _____) x _____
繪圖活動工作紙
試根據工作紙(一)的活動，以圖畫的方式表示出來。

1.
2.
3.
4.
5.

6.

鞏固練習工作紙(家課)
甲、乙兩車同時同地出發，向同一方向出發。甲車的平均速率是 90 公里/小
時；乙汽車的平均速率是 75 公里/小時。經過兩小時後，兩車相距多少公里？
A、B 兩旅遊車，同地出發，同向行駛。A 旅遊車時速 80 公里，B 旅遊車時速
100 公里。半小時後，兩車相距多遠？
大明和小明同時同地騎腳踏車，同向在路上行駛，大明的平均速率是 12 公里
/小時，小明的平均速率是 9 公里/小時。10 分鐘後，大明領先了多遠？
家敏和健邦在同一地點分別以平均速率 2m/s 和 1.8m/s，同時向公園出發，4
分鐘後，誰領先？領先了多遠？
叔叔駕車由達天順城往山手縣，以時速 48 公里行駛，出發時，剛好有一輛貨
車以平均速率 50km/h 一同行駛，0.3 小時後，誰在較後的位置？他與前車的
距離有多遠？
小芳和小文跑 400 米分別要 40 秒和 50 秒。現在他們一齊起跑，20 秒後，誰
領先誰？他們相距多遠？

(附件二)
課
題：速率(二)—第二節
學生已有知識︰ 1. 學生能用繪圖方法表示同向應用題之情境
2. 學生能計算有關同向的速率應用題
教學目標
： 1. 學生能計算有關背向的速率應用題
2. 學生能分辨計算有關同向、背向的速率應用題
教學步驟：
時間
5’

教學內容/學習活動

教具/備註

(一) 引起動機︰
出示同向的速率應用題 【題(1)】

簡報/工作紙

1. 學生自行計算，老師提示同學先畫圖再計算。
2. 學生解說
(二)發展 (一)︰
出示【題(2)】應用題
10’

1.

簡報/工作紙

引導學生思考此題與上一題之分別。
老師提問︰

i.

比較兩題題目有何不同之處︰字詞不同
【題(1)】︰同向
【題(2)】︰背向

ii.

利用繪圖方法表示【題(1)】及【題(2)】之情境
-是否相同？(不相同)
-為什麼？
請學生在黑板畫圖【題(2)】，比較【題(1)】與
【題(2)】不同之處。

iii.

兩題題目的計算方法是否相同？
(不相同)為什麼？如何計算【題(2)】？

2. 學生解說計算過程
3. 老師總結計算背向的速率應用題方法︰
a. (A+B) x 時間
b. A x 時間 + B x 時間
《P.S.︰A/B 表示不同的速率》

時間

教學內容/學習活動
4.
15’

學生討論
-

a / b 哪種方法較佳？

-

為什麼？

發展 (二)︰

教具/備註

1. 利用動畫加強學生對背向速率應用題之理解。
動畫一：見題(3)
動畫二：見題(4)
動畫三：見題(5)
2. 學生練習︰背向應用題 【題(6)及題(7)】
要求先畫圖後計算。
3. 學生黑板演算過程。
4. 引導學生說出計算背向應用題的方法。
(三) 學生練習︰工作紙 【題(10)至題(12)】
訂正答案，並討論及總結計算「同向」及「背向」
應用題的方法。
(四) 鞏固練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