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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圖形與空間的教學相對於其他範疇來說計算式的練習較少，經常被忽略，得不到應

有的重視。這些題材的教學效果，很視乎教師能否安排有效的學習活動來讓學生在實作

中建構知識。空間感的建立，尤其是幾何的概念和性質，都必須透過操作和實際體驗來

掌握。 

 

本文與讀者分享一次嘗試教學的經驗。我們以「正方體的展開圖」為題，設計並推

行一連串的教學活動。從四／五個正方形的拼砌開始，逐步引導學生發現正方體的展開

圖樣，配上一些富探究性的問題和故事，啟發學生的思考，再領學生發現一些三角形的

拼砌圖形，是正方體被分割部份的展開圖，最後引進截面的學習。教學焦點集中在「空

間觀念」由粗疏到精密的改變，我們最關心的是學生空間想像力的提升過程。 

 

 

Keywords: Mathematics Education, Nets of a Cube, Cross Sections of a C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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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與空間的教學相對於其他範疇來說計算式的練習較少，經常被忽略，得不到應

有的重視。這些題材的教學效果，很視乎教師能否安排有效的學習活動來讓學生在實作

中建構知識。空間感的的建立，尤其是幾何的概念和性質，都必須透過操作和實際體驗

來掌握。 

 

本文與讀者分享兩次的校本設計及嘗試教學。去年度(2008-09 學年)我們以「正方體

的展開圖」為題，推行一連串的教學活動。從正方形的拼砌開始，逐步引導學生發現正

方體的展開圖樣，配上一些富探究性的問題和故事，啟發學生的思考。 

 

五年級 (2008-09 年度) 

 

重點 教學內容 學生活動 

第一至四節 

介紹「聯

方圖形」 

示範三張小手工紙可拼出不同的聯

方圖形，並討論其特徵。 

 利用三張小手工紙來拼砌。 

分辨相同

/不同的

圖樣 

與學生討論何謂相同/不同的圖樣。 

利用教具來驗證學生的答案，以鞏

固他們對圖形旋轉/反轉後能重疊

的概念。 

 

 例：以下的圖樣應否視為不同的圖

樣？為什麼？ 

 

它們是相同的，因為若把其中一圖

樣反轉，便可和另一圖樣重疊。 

拼砌「四

方塊」 

協助學生找出圖形的變化規律。 

利用四個正方形，共可拼出五個不

同的圖樣。 

學生用四個正方形拼出不同的聯方

圖形(邊貼邊)，並把圖形記錄在方

格紙上。 

讓學生討論拼砌圖形的技巧及規

律，並看誰找得最多不同的拼法。 

 引導學生拼出不同的圖樣。 

 

拼砌「五

方塊」 

以相同的手法與學生討論窮盡圖樣

的方法。 

老師展示十二個不同的圖樣，並協

助學生找出圖形的變化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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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摺

紙圖樣」

無蓋正方

體盒的紙

樣 

教師拆開正方體，並介紹「摺紙圖

樣」的意義。 

討論「摺紙圖樣」的非唯一性。 

從拼砌出的圖樣中，找出哪些圖樣

能摺成無蓋的正方體盒。 

 學生可把繪畫的圖樣剪出，測試哪

些能摺合成無蓋的盒。 

正方體盒

的紙樣 

把問題延伸至正方體盒的摺紙圖

樣。 

教師引導學生發現可以摺成正方體

的摺紙圖樣，必須由 6 個正方形組

成，但不是所有由 6 個正方形組成

的摺紙圖樣都能夠摺成正方體。 

然後指導學生以合作學習方式進行

活動。(見左方)  

之後與學生回顧活動的心得。 

 給每組派發摺不同紙圖樣。著學生

判斷哪些摺紙圖樣可以摺成正方

體。 

各組匯報結果。並把摺紙圖樣分兩

欄貼在黑板上。(先分辨) 

 

 教師與學生討論怎樣把欄的摺紙

圖樣修改，才可摺成正方體。 

著學生把摺紙圖樣修改和剪出，測

試摺紙圖樣能否摺成一個正方體。

(後驗証) 

 

正方體紙

樣的數目 

訪問學生如何找出答案。讚賞自製

正方體摺紙圖樣的學生，並鼓勵學

生逐漸擺脫實物操作。讚賞能運用

心像做設計的學生，並著他們向同

學分享其心得。 

 每組派發一張圖畫紙和 18 張小手

工紙，同學分工合作設計能夠摺合

成正方體的摺紙圖樣。(要求與之前

討論的沒有重覆) 

展示成果，互評各組別的作品。 



HKIE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imary Education 2009      Proceedings 

 

4 

正方體紙

樣的規律 

引導學生從展開圖最長的一串直線

相連正方形的個數 6 開始思考，並

檢示其中規律。 

 

 

課後延續 老師把十一個正方形開展圖的動畫展示和有關的練習放在 eclass，讓學生

在家中自學和鞏固學習。 

家課練習 著學生回家利用十一個正方體摺紙圖樣，找出哪些邊要連接在一起，把相

連的邊填上相同的顏色/英文字母。 然後再利用數字表示各組相對的面。 

第五至七節 

「對面」

與「鄰面」 

與學生討論對面與鄰面於紙樣上的

相應位置。 

 

挑戰題 老師利用《小學數學教育文集：理論與教學經歷的凝聚》199 頁內的題目

來考考學生對正方體摺紙圖樣的理解程度。 

《齊來破

奇案》 

老師講述故事。內容是有關一個劫匪拿着一個正方體的箱到銀行打劫。劫

匪逃去後，把正方體的箱拆開，並不斷轉換不同的正方體摺紙圖樣，以躲

避警方追捕。老師請同學一起幫警方破案。 

(故事請參閱附錄。) 

 

 

老師一邊講述，一邊提問學生。這樣一方

面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又能確保學生明白

故事的發展。 

 
老師亦就故事的發展著學生討論相關的問

題，並匯報討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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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較淺易的問題，鼓勵學生憑空想像。

於比較深奧的問題，老師提供教具予學生

幫助思考。 

 

破案了！ 

 

本年度學生升上六年級，需要學習立體圖形及其截面。我們如何帶領學生從去年所

學步進新的學習課題？如何更緊密地從展開圖帶出截面？筆者就這銜接部份作以下的

設計。我們加入一些三角形的拼砌圖形，指導學生發現其中一些是正方體被分割後的展

開圖，最後引進截面的學習。 

 

六年級(2009-10 年度) 

 

重點 教學內容 學生活動 

第一至第四教節 

等邊三角

形的拼砌 

重溫正方體的紙樣。 

展示一個等邊三角形。提問學生若

有四個相同的圖形，可拼砌成一個

怎樣的立體圖形。 

 

 

 派發四塊等邊三角形讓學生拼砌。

並鼓勵學生先把想像出的立體圖形

說出來。(正四面體) 

 

等腰直角

三角形的

拼砌 

展示一個等腰直角三角形。提問學

生若有四個相同的圖形，可拼砌成

一個怎樣的立體圖形。 

 

 

 派發四塊等腰直角三角形(手工紙)

讓學生拼砌。 

鼓勵學生先估計，然後再實踐拼

砌。(不能成功拼砌) 

著學生解釋不能成功拼砌立體圖

形的原因，並帶出不是所有相同的

圖形皆可拼砌成一立體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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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等邊

三角形和

三個等腰

直角三角

形的拼砌 

展示一個等邊三角形和三個等腰

直角三角形。提問學生可拼砌成一

個怎樣的立體圖形。 

 

 

 派發一個等邊三角形和三個等腰直

角三角形(手工紙)讓學生拼砌。 

鼓勵學生先估計，後實踐拼砌。(三

角錐體) 

教師與學生分工合作設計能夠摺

合成三角錐體的摺紙圖樣。 

 

兩個等邊

三角形和

六個等腰

直角三角

形的拼砌

(ck-八面

體的拼砌) 

展示兩個等邊三角形和六個等腰

直角三角形。提問學生可拼砌成一

個怎樣的立體圖形。 

 

 

 

 

 派發兩個等邊三角形和六個等腰直

角三角形讓學生拼砌。 

鼓勵學生先估計，後實踐拼砌。(ck-

八面體) 

老師可因應學生的能力作出適當

的提示。下圖是一些合理的摺紙圖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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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 ck-八

面體和相

應正方體

的體積 

拼湊成 ck-八面體後，老師派發一

個正方體，著學生猜猜哪一個立體

的體積較大。 

著學生估計它們的比例。 

提問學生如何驗證他們的猜想。 

(老師接受一切可行的答案) 

老師派發彩沙(鹽)、漏斗、ck-八面

體（用紙摺的）和正方體（用紙摺

的）。著學生嘗試利用以上的工具

驗證他們的猜想。 

(老師接受一切可行的方案) 

 

 學生利用給予的物品找出解答問題

的方法。 

 

 

老師提問學生 ck-八面體的體積是

正方體的幾分之幾？（2/3） 

利用摺紙

模型來拼

砌和觀察

ck-八面體

和正方體

的關係 

老師解說 ck-八面體是相應正方體

的一部份。 

老師示範將 ck-八面體放進正方

體，並著學生說出如何從正方體切

出 ck-八面體。 

老師帶出截面的概念。 

 學生利用摺紙模型來驗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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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正方

體的截面 

老師提問學生從正方體切出 ck-八

面體，被切除的部份是兩個怎樣的

立體? (三角錐體) 

老師追問那兩個三角錐體有何特

徵。(皆是由一個原來的等邊三角

形和三個原來的等腰直角三角形

組成) 

老師派發 ck-八面體、兩個等邊三

角形和六個等腰直角三角形，著學

生驗證結果。 

 

利用「紅

酒實驗」

來觀察正

方體的截

面 

老師解說：除了摺紙，我們也可以

利用水平面來觀察正方體的截面。 

老師介紹「紅酒實驗」。 

老師著學生利用空心的正立體和

顏色水來帶領學生一同製作不同

的截面。 

技巧： 

 利用顏色水來讓學生看得較清

楚。 

 用手指控制立體的出水孔的大

小，從而控制水流的快慢。 

 著學生在工作紙上紀錄。 

 老師利用實物投影器來展示學

生所紀錄的截面，並給予回饋。 

提問學生正方體還有其他截面

嗎？(學生自由作答) 

截面的形狀受甚麼影響？ 

學生用工作紙紀錄不同形狀的截

面，並與同學一起分享。(可有三

角形、四邊形、五邊形和六邊形) 

 進行「紅酒實驗」。

 

 

 

經過這兩次的嘗試教學，我們又想起早在二、三年級，學生已接觸過七巧板，而七

巧板的一些探究的活動，又可以很自然地連繫到聯方圖形的學習，使學生從初小至高小

的幾何學習，構成一緊密而有聯繫的知識。可惜我們的意念尚待落實執行，且篇幅所限，

這裡不作詳述，日後冀能有機會與大家分享。 

 

從設計到教學，我們再一次深刻體會到良好的教與學，既是學科知識與教學知識的

融會，且是一個極富創造思維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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