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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螢橋國民中學109學年度八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課程名稱 數學的古往今來 
課程 

類別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 

□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實施年級 □7年級■8年級□9年級 節數 每週1節，兩學期共40節 

設計理念 

讓學生認識數學的文化面向，協助學生將數學學習從工具性層次延伸到智識

性層次，彰顯數學知識的人文價值進而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藉由不同的主

題任務，不僅提供每位學生有感的學習機會，並連結到「健康」、「人文」、

「創新」、「精進」之學校願景；以期能塑造「良好品德」、「健康體魄」、「基

本學識」、「關鍵能力」之學生圖像，並達到「適性揚才」與「終身學習」的

教育目標。 

核心素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度，能使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 

通，並能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數-J-A3 具備識別現實生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的能力，可從多元、彈性角  

度擬訂問題解決計畫，並能將問題解答轉化於真實世界。 

B 溝通互動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數-J-B1具備處理代數與幾何中數學關係的能力，並用以描述情境中的現 

象。能在經驗範圍內，以數學語言表述平面與空間的基本關係和性質。能 

以基本的統計量與機率，描述生活中不確定性的程度。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數-J-B2 具備正確使用計算機以增進學習的素養，包含知道其適用性與限  

制、認識其與數學知識的輔成價值，並能用以執行數學程序。能認識統計 

資料的基本特徵。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數-J-B3具備辨認藝術作品中的幾何形體或數量關係的素養，並能在數學 

的推導中，享受數學之美。 

C 社會參與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數-J-C1 具備從證據討論與反思事情的態度，提出合理的論述，並能和他  

人進行理性溝通與合作。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解決問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 

法。 

社-E-B3  體驗生活中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欣賞多元豐富的環境與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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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1. 理解 0、負數、自然數、指數和小數的發展過程、重要性及生活上的應用。 

2. 認識歐氏幾何和非歐幾何的差別。 

3. 理解畢氏定理之發現、證明及其應用。 

4. 認識及欣賞黃金比例之美。 

5. 認識及借鏡數學家婆羅摩笈多、皮亞諾、史迪飛、斯蒂文、歐幾里德、羅巴

切夫斯基及畢達哥拉斯。 

6. 認識印度、義大利、德國、荷蘭、及俄羅斯；並欣賞其不同的文化節慶。 

7. 認識及善加利用 BMI，以達到學校之「健康」願景。 

8. 認識理財，以期有助於生涯規劃及家庭資源之分配管理。 

學習 

內容 

1. 0、負數、自然數、指數和小數的發展過程、重要性及生活上的應用。 

2. 歐氏幾何和非歐幾何的差別。 

3. 畢氏定理之發現、證明及其應用。 

4. 黃金比例之美。 

5. 數學家婆羅摩笈多、皮亞諾、史迪飛、斯蒂文、歐幾里德、羅巴切夫斯基

及畢達哥拉斯的生平、重要貢獻、或軼事趣聞。 

6. 印度、義大利、德國、荷蘭、及俄羅斯的概況、風俗習慣、及文化節慶。 

7. 認識身體質量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的功用及計算公式。 

8. 認識理財。 

課程目標 

一、提供學生適性學習的機會，培育學生探索問題的信心與正向態度。 

二、培養使用工具，運用於數學程序及解決問題的正確態度。  

三、培養運用數學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四、培養日常生活應用與學習其他領域/科目所需的數學知能。 

五、培養世界觀。 

六、塑造「良好品德」、「健康體魄」、「基本學識」、「關鍵能力」之學生圖

像；以期能達到「健康」、「人文」、「創新」、「精進」之學校願景。 

表現任務 

1. 各組能依照選定之主題任務，完成簡報成品、學習單及書面報告。 

2. 每位同學皆需參與討論及完成學習單及尺規實作。 

3. 每位同學對於同儕之任務發表皆能專心聆聽並給予意見回饋 

教學進度 

週次 
單元主題 單元內容與教學活動 [檢核點] 

第 

1 

學

期 

1 課程簡介 課程內容介紹、分組、任務主題確定 分組名單及任務主題確定 

2-4 分組任務作業 

1. 資料蒐集 

2. 任務簡報製作 

3. 學習單設計 

4. 撰寫書面報告 

繳交分組簡報成品、學習

單及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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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0的發明和負數的

定義與 

婆羅摩笈多 

第一部份: 0的發明和負數的定義 

(任務1) 

重點一: 0在什麼需求下被發明  

重點二: 0的功能和重要性 

重點三: 討論並完成學習單 

重點四: 影片欣賞與討論--負數

的時光之旅 

重點五：製作簡報上台分享 

第二部份: 數學家婆羅摩笈多(任務2) 

重點一: 數學家婆羅摩笈多的生

平、重要貢獻、或軼事趣聞 

重點二: 討論並完成學習單 

重點三：製作簡報上台分享 

第三部份: 數學家婆羅摩笈多的出生 

地--印度(任務3) 

重點一: 印度簡介:地理位置、首

都、氣候、衣著特色、風俗習

慣、旅遊注意事項等 

重點二: 介紹印度侯麗節 H0li 

重點三:討論並完成學習單 

重點四：製作簡報上台分享 

1. 能參與討論、完成學

習單。 

2. 製作簡報上台分享 

3. 對於同儕之任務發表

給予意見回饋。 
7-9 

0的發明和負數的

定義與 

婆羅摩笈多 

10 
| 

13 

自然數的定義與

皮亞諾  

第一部份: 自然數的定義(任務4) 

重點一:自然數由直觀定義改成數

學定義 

重點二:自然數五大公理 

重點三:討論並完成學習單 

第二部份: 數學家皮亞諾(任務5) 

重點一: 數學家皮亞諾的生平、

重要貢獻、或軼事趣聞 

重點二:討論並完成學習單 

重點三：製作簡報上台分享 

第三部份: 數學家皮亞諾的出生地— 

義大利(任務6) 

重點一: 義大利簡介:地理位置、

首都、氣候、衣著特色、風俗習

慣、旅遊注意事項等 

重點二: 介紹威尼斯面具節 

重點三:討論並完成學習單 

重點四：製作簡報上台分享 

第四部份: 桌遊體驗:拉密 

1. 能參與討論、完成學

習單。 

2. 製作簡報上台分享 

3. 對於同儕之任務發表

給予意見回饋。 

14 
| 

15 
 

自然數的定義與

皮亞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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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20 

指數的發明與 

史迪飛 

第一部份: 指數的發明(任務7) 

重點一: 指數在什麼需求下被發

明 

重點二: 以指數來表示數字的優缺

點及解決方法 

重點三: 討論並完成學習單 

重點四：製作簡報上台分享 

第二部份: 數學家史迪飛(任務8) 

重點一:數學家史迪飛的生平、重

要貢獻、或軼事趣聞 

重點二: 討論並完成學習單 

重點三：製作簡報上台分享 

第三部份: 數學家史迪飛的出生地— 

德國(任務9) 

重點一: 德國簡介:地理位置、首

都、氣候、衣著特色、風俗習

慣、旅遊注意事項等 

重點二: 介紹慕尼黑啤酒節 

重點三:討論並完成學習單 

重點四：製作簡報上台分享 

第四部份: 指數在生活的應用—BMI  

(任務10) 

重點一: 介紹身體質量指數

（Body Mass Index, BMI）的功用

及計算公式 

重點二: 健康體位與體位異常 

重點三: 太瘦、過重或太胖的健康

風險 

重點四: 討論並完成學習單 

重點五：製作簡報上台分享 

1. 能參與討論、完成學

習單。 

2. 製作簡報上台分享 

3. 對於同儕之任務發表

給予意見回饋。 

第 

2 

學

期 

1 課程簡介 課程內容介紹、分組、任務主題確定 分組名單及任務主題確定 

2-4 分組任務作業 

1. 資料蒐集 

2. 動畫、簡報、戲劇製作 

3. 學習單設計 

4. 撰寫書面報告 

繳交分組簡報成品、學習

單及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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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小數的發明與 

斯蒂文 

第一部份: 小數的發明(任務1) 

重點一: 指數在什麼需求下開紿被

研究並發明 

重點二:小數的種類 

重點三: 討論並完成學習單 

重點四：製作簡報上台分享 

第二部份: 數學家斯蒂文(任務2) 

重點一:數學家斯蒂文的生平、重

要貢獻、或軼事趣聞 

重點二: 討論並完成學習單 

重點三：製作簡報上台分享 

第三部份: 數學家斯蒂文的出生地— 

荷蘭(任務3) 

重點一: 荷蘭簡介:地理位置、首

都、氣候、衣著特色、風俗習

慣、旅遊注意事項等 

重點二: 介紹荷蘭國王節 

重點三:討論並完成學習單 

重點四：製作簡報上台分享 

第四部份:小數在生活的應用:利息 

 (任務4) 

重點一: 介紹理財的管道—銀行

存款、股票、基金、保險、房地產 

重點二: 單利與複利 

重點三: 討論並完成學習單 

重點四：製作簡報上台分享 

1. 能參與討論、完成學

習單。 

2. 製作簡報上台分享 
3. 對於同儕之任務發表

給予意見回饋。 

11 
| 

15 

歐氏幾何與 

非歐幾何 

第一部份: 歐氏幾何(任務5) 

重點一: 幾何學與《幾何原本》 

重點二: 歐幾里德的5大公理和5

大公設 

重點三: 歐氏幾何不適用在實際

生活 

重點四: 討論並完成學習單 

重點五：製作簡報上台分享 

第二部份: 非歐幾何(任務6) 

重點一: 非歐幾何的產生 

重點二: 歐幾里德的第5公設為

何有問題? 

重點三: 討論並完成學習單 

重點四：製作簡報上台分享 

第三部份: 數學家羅巴切夫斯基的出 

生地—俄羅斯(任務7) 

重點一: 俄羅斯簡介:地理位置、

首都、氣候、衣著特色、風俗習

慣、旅遊注意事項等 

重點二: 介紹莫斯科軍樂節 

重點三:討論並完成學習單 

重點四：製作簡報上台分享 

1. 能參與討論、完成學

習單。 

2. 製作簡報上台分享 
3. 對於同儕之任務發表

給予意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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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20 

畢氏定理與 
畢達哥拉斯 

第一部份: 畢氏定理(任務8) 

重點一: 畢氏定理的發現 

重點二: 畢氏定理的證明 

重點三: 畢氏樹 

重點四: 討論並完成學習單 

重點五：製作簡報上台分享 

第二部份: 數學家畢達哥拉斯(任務9) 

重點一:數學家畢達哥拉斯的生

平、重要貢獻、或軼事趣聞 

重點二: 神秘的畢氏學派 

重點三: 討論並完成學習單 

重點四：製作簡報上台分享 

第三部份: 黃金比例之美(任務10) 

重點一:介紹黃金比例與黃金矩形 

重點二:黃金比例的應用--建築、

畫作、logo 設計和攝影 

重點三:實作--黃金矩形的尺規作

圖        

重點四：製作簡報上台分享 

1. 能參與討論、完成學

習單。 
2. 完成尺規實作 

3. 製作簡報上台分享 
4. 對於同儕之任務發表

給予意見回饋。 

教育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品德教育、生命教育、法治教育、資訊教育、生

涯規劃教育、閱讀素養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家庭教育 

評量規劃 
分組任務簡報20%、分組書面報告20%、實作及學習單50%、上課參與態度及

意見回饋10% 

教學設施 

設備需求 

1. 電腦 

2. 簡報、動畫或影片製作相關的軟硬體 

教材來源 
1. 教育部線上數學影片 

2. 線上資料 
師資來源 數學領域全體教師 

備註  

課程撰寫者： 李仲容                    教務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