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意教學方案全文
方案名稱：X 機密檔案
參加領域：數學
發表者姓名：蔡文景
參賽者姓名：蔡文景、吳美枝、王敏慧、謝欣岑
學校名稱：嘉義縣立民雄國民中學
生活中無處不見數學，但為什麼學生一聽見要上數學課，立即眉頭深鎖露出
厭惡的神情？教授文字符號可以代表數字的觀念，學生總是反應不過來，為什麼
X 可以等於一個或多個數字。X 對學生而言似乎太過抽象，因此想要讓學生自己
歸納出 X 以及一元一次方程式的概念。從遊戲中學習，讓學生不再害怕數學，進
而喜歡數學，並樂於學習。基於此等理念，我們將數學中的 X 概念與國文作一個
跨領域的教學。
文字，每天悠遊於我們生活四周，但是為什麼有時候你聽不懂我的語文、我
聽不懂你的文字。在流行用語中，一句話使用的時機是，當看不懂別人所說的話
時，就戲謔性的告訴對方「你還是回到火星去吧」，用以嘲諷對方是個火星人，
說（寫）的是我們地球人看不懂的火星文。這樣的用法，藉由網路而快速散播，
成為許多臺灣年輕人的共同語言。久而久之，「火星文」一詞成為一切令人難以
閱讀、理解之文句的代名詞。其實早在古時候就有這樣的火星文---「圈兒詞」，
需要加以翻譯，才能理解。
本方案藉由數學的 X 帶入國文。X 除了是個數學符號外，它還可以是什麼？
它是不是與火星文中以符號代表某個意思的含意相近呢？是否與圈兒詞以不同
的圈代表著不同的意思含意相同呢？因此本方案在數學部分藉由廣告與估價活
動讓學生理解文字符號可以代表數字的概念。並以故事引導學生應用解一元一次
方程式的原理，最後配合小組競賽與遊戲讓學生實際應用一元一次方程式，使學
生不再害怕數學。而在國文的部分則由火星文帶入翻譯的教學，很多人常常會覺
得何必學古文呢？古文好難。但是其實火星文之於我們與古文之於學生相同，只
要懂了關鍵字的意涵即可推敲出整篇文章的含意。因此我們藉由學習單讓學生循
序漸進的理解翻譯的小技巧，並且能實際的加以應用。並且配合古時候的火星文
---「圈兒詞」，讓學生更加明白轉譯的困難，進而增進溝通的技巧。

壹、創意教學背景說明
國文與數學這兩個科目有沒有辦法統整，呈現出更活潑、更生活化的教學
呢？因此我們運用了「X」的主題，使其激盪出不一樣的火花。在數學方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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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一次方程式為主，我們透過活動將其應用於生活中;藉由故事引導學生理解
移項法則；國文則是將 X 的概念推廣到文字，因文字有所蘊含，但我們有時卻無
法深究其本意。所以我們以火星文為引起動機，經過古文翻譯後，進而讓學生畫
圖創作，理解轉譯的困難。同時搭配了分組討論、寫作等活動，讓 X 不再令人害
怕，讓學生戀上學習。

貳、創意教學策略實施
一、理論與技巧：
本教學計畫以「X 機密檔案」為主題，融合協同教學、思考教學與教學創新、
合作學習、多元智慧、鷹架、建構與主題導向，兼採講授、討論並用。讓學生在
教學活動中，激發學生創作潛能，增進小組合作、溝通技巧，並且在國文與數學
方面能力均有所提升：在國文方面，不再害怕翻譯;在數學方面，學會一元一次
方程式與解題技巧。
二、教學目標：
1.能瞭解 等量公理的原理與求解原則。
2.能利用等量公理或移項法則求出一元一次方程式的解。
3.能依不同的語言情境，把閱讀獲得的資訊，轉化為溝通分享的材料，正確的表
情達意。
4.能依據文章內容，進行推測和下結論。
5.透過活動，理解轉譯的技巧與困難，進而增進人際關係。
6.透過活動，發現問題並思考解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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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架構
X

國文

數學

引起動機
火星任你遊

引起動機
廣告放大鏡

古文我最行
學習翻譯古文

估價高手
文字符號代表數

圈住你的心
認識古代的火星文「圈兒
詞」與創意寫作

綜合活動：猜猜看
由作文分享發現轉譯的
困難進而增強溝通技巧

怪盜 x
由圖畫歸納出等量公理
的解題規則

解題接力賽
從等量公理化簡至移項法則
綜合活動：偶像排行榜
由投票活動中應用一元
一次方程式的相關概念

四、教學歷程：
教學活動數學分成五個單元（三節課），國文則為四個單元（四節課）。
（一）數學：
1.廣告放大鏡：由廣告引出文字符號代表數類似於國文中借代法之用法。
2.估價高手：以符號代表數。
3.怪盜 X： 歸納出等量公理的求解原則。
4.解題接力賽：從等量公理到移項法則。
5.偶像排行榜：一元一次方程式的應用。
（二）國文：
1.火星任你遊：以火星文帶出 X 主題，並將其與古文做一番連結。
2.古文我最行：透過角色扮演及學習單循序漸進的理解翻譯古文之技巧。
3.圈住你的心：明白圈兒詞的由來，並模仿圈兒詞的方式趣味寫作。
4.猜猜看：在寫作完畢後，請同學對照兩人意思是否相同，並推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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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際教學流程詳見以下教案設計：

X 機密檔案

活動名稱
教學者

教學目標

教學資源

王敏慧、謝欣岑

教學時數

共六節

教學對象

七年級（國一上）
學生人數 37 人

1.能瞭解 等量公理的原理與求解原則。
2.能利用等量公理或移項法則求出一元一次方程式的解。
3.能依不同的語言情境，把閱讀獲得的資訊，轉化為溝通分享的材料，正
確的表情達意。
4.能依據文章內容，進行推測和下結論。
5.透過活動，理解轉譯的技巧與困難，進而增進人際關係。
6.透過活動，發現問題並思考解決方式。
Icash 廣告、部編版數學一上教科書、自編教材、圈兒詞

一、數學
第
一
節

X 機 密 檔 案 教 學 課 程
壹、準備活動：
一、將學生分成六組，並為自己的小組取隊名。
貳、引起動機廣告放大鏡
一、 教師播放 icash 廣告(袁大頭篇)，請學生猜測袁大頭所
代表的物品。
二、 請學生舉例生活中類似借代法，代表一物品的名詞。
參、估價高手
一、教師引言：商店中的物品價格都用英文表示，請學生小
組討論出物品的價格。
二、詢問學生如何得知價格。
三、教師歸納學生的回答，可以用文字符號代表數字。
肆、怪盜 x
一、教師播放「怪盜 x ppt」向學生介紹怪盜 x 的故事，並
讓學生由故事中的問題發現等量公理的原理。
二、教師歸納學生的發現並說明等量公理的求解原則。

第
二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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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講
王敏慧

3 分鐘

2 分鐘
10 分鐘

5 分鐘
5 分鐘
15 分鐘
5 分鐘

伍、解題接力賽
一、延續怪盜 x 的故事，警探發現在怪盜 x 逃走的路線上都 10 分鐘
會留下一元一次方程式的問題（題目以圖示呈現）
。因此
只要解開一元一次方程式就可以找到怪盜了。
二、詢問學生用了等量公理解題有沒有特別的發現，或是有 2 分鐘
無更便利容易的解題方式。
三、歸納學生的發現並說明移項法則的求解原則：移項時運 5 分鐘
算符號要變號。請學生再練習以上的題目。

王敏慧

四、怪盜 x 決定跟警探正面對決。他說，只要警探解出他的 20 分鐘
難題，他就乖乖束手就擒。一次兩組競賽，每組派一位
同學上台，抽取一元一次方程式題目後，學生搶答找出
解的卡片，其餘小組學生做為評審評判對錯。依此輪流
進行，配對正確即可獲得一分。
五、詢問學生學習到了什麼。
5 分鐘
六、教師總結：我們可以利用等量公理或移項法則求出一元 3 分鐘
一次方程式的解。
第
三
節

陸、綜合活動：偶像排行榜
一、 教師拿出四位明星照片用「偶像排行榜 ppt」顯示給學
生看。明星依序有 1-4 之編號。
二、 教師告訴學生投票的規則：
1.教師發下選票，告訴學生要選出自己心目中的明星，但
選票內容要以一元一次方程式呈現(要求學生方程式的
一次式係數不為 0 或 1，並加上常數，否則選票即為廢
票)。明星的號碼為方程式的解。
2.寫完選票後將選票交給另一小組，請他們算出方程式的
解，如果正確就投入選票箱。
3.教師開票。
三、 詢問學生學到了什麼。
四、 教師總結：其實生活中處處存在著數學。我們今
天所學的一元一次方程式在生活中也常會用到。

王敏慧
5 分鐘

30 分鐘

5 分鐘
5 分鐘

二、國文
第
一
節

X 機 密 檔 案 教 學 課 程
壹、準備活動：
一、將學生分成六組，並為自己的小組取隊名。
貳、 引起動機火星任你遊
一、 教師播放「火星文 ppt」，請學生猜測其意思。
二、 教師做結：火星文與 X 的意思相近，都是以符號代表一
個意思。
參、古文我最行
一、 教師引言：火星文之於我，就跟古文之於你們一樣難
懂，但是其實只要懂得關鍵字的意思，就可以推敲出其
意思。
二、 邀請學生演出「王藍田食雞子」的故事。
三、 發下講義（一），請學生對比同一個動作，在古代與現
代有什麼不同的說法，並挑出對照的詞語。
四、 字斟：教師講解「之」在古文的用法，並示範如何判斷，

5

時間

3 分鐘
2 分鐘

2 分鐘

3 分鐘
15 分鐘
20 分鐘

主講
謝欣岑

及運用諧音幫助同學記憶後，請學生討論判斷「之」的
意思並將結果發表。
第
二
節

參、古文我最行
25 分鐘
五、句酌
（一）教師講解「嘗」
、「瞋」的意思，並翻譯句子中有此兩
字之句。
（二）請學生分組討論並翻譯另外兩句後，上台發表。
六、讓學生利用先前所學的翻譯技巧，翻譯一段古文，並鼓 20 分鐘
勵學生上台表演此段文句的意思。

謝欣岑

第
三
節

肆、圈住你的心
一、教師講述圈兒詞的由來。
二、教師說明：圈圈兒與 X 的意思非常相近，因為不同的圈
兒有不同的代表答案。
三、教師播放圈兒詞 ppt，並講述其意思。
四、請學生來學學古代人。同學兩兩一組，在過程中不得交
談。其中一人先以簡單的圖案畫畫，各個圖案都要有其
所蘊含的含意。
五、畫好了以後，另外一名同學將其畫的內容寫成一篇短
文；而畫畫的同學也要寫出畫中的內容。寫不完的組別
當回家作業。

謝欣岑

第
四
節

伍、綜合活動：猜猜看
一、教師引言：現在兩兩同學相互對照你們所寫的短文，檢
視內容是否相符，如果相符，即討論為何相符，如果不
符，可能原因又是什麼，並且要怎麼做才能使其相符。
二、教師請同學發表
三、教師做結。

10 分鐘
5 分鐘

15 分鐘
5 分鐘

10 分鐘

謝欣岑
10 分鐘

30 分鐘
5 分鐘

參、創意教學成效評估
(一)知識力
1. 記憶力：利用學習單、隨堂測驗，提升學生對新觀念記憶的正確性。
2. 理解力：由故事引導，讓學生理解一元一次方程式的概念與解題原理。
3. 鑑賞力：透過學習單理解翻譯的方式後，能夠培養出鑑賞古文的能力。
(二)情意表現力
1. 貫徹力：每堂課皆預先定訂學習目標，幫助學習成果順利的發表。
2. 合作力：小組以分工合作的方式解決問題。
3. 挑戰性：透過小組競賽的活動，使學生樂於接受挑戰。
4. 尊重心：藉由小組合作及活動「圈住你的心」
，讓學生學會尊重他人的意見。
5. 開放性：小組討論方式，使學生願意接受他人並表達自己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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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理則性思考
1. 分析性：由古文與翻譯對照，分析文章的意涵。
2. 比較性：比較幾篇文章中同一字的意義異同。
3. 歸納性：透過小組討論，歸納出文字符號可以代表數字。
4. 演繹性：藉由投票活動演繹出一元一次方程式的各種形式。
5. 批判性：學會在同學的發表觀點後，判斷其發表的好壞與正確性。
(四)聯想性思考
1. 相關性：學會翻譯的技巧後，能夠舉一反三的運用在其他古文中。
2. 擴展性：學生能夠藉由圖案想出不同的意涵，進而發展溝通能力。
3. 逆向性：學生從一段文章的意義逆向思考字詞的意義。
(五)問題發現與解決力
1. 探索力：在教師的引導下，找出等量公理與移項法則的規則。
2. 假設力：小組針對同一數學題目討論出多樣的解題方法。
3. 評估力：經由小組討論，讓學生評估多種解題方法中的最適當解題策略
4. 驗證性：讓學生先小組討論，再經由上台講解驗證答案、觀念是否正確。
(七)創作表達力
1. 效率性：由小組長帶領，配合教學進度，使得學習更加有效率。
2. 活潑化：配合多元的教學方式，如 ppt、實物操作、小組競賽等活潑教學
過程。
3. 新穎性：學習圈兒詞的寫作方式，創作屬於自己的圈兒詞。
(八)技能
1. 熟練度：透過學習單的不斷練習，讓學生能對翻譯的技巧更為熟悉。
2. 正確性：學生能運用正確的一元一次方程式相關知能，完成投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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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X 機密檔案教學「關鍵詞」（Key-words）
：
一元一次方
X
翻譯
等量公理
圈兒詞
程式

小組討論

【附錄二】怪盜 x 的故事：
警探最近的任務是逮捕怪盜 x。怪盜 x 是一個神出鬼沒的盜賊，沒有人看
過他的真面目。據說他除了易容術、魔術，還學了忍術的分身術。不過，聰明
的警探似乎有了幾條線索！不過警探先生覺得人手不足，所以他決定甄選助
手。相信聰明的你應該能勝任的。以下是甄選的題目：假如我找到的怪盜 x 經
過易容後變成一個戴眼鏡的少年，那麼要如何知道怪盜 x 真正的長相呢？今天
怪盜 x 想要偷珠寶展會場的一顆紅寶石。突然，停電了，等到電燈再度亮起來，
寶石也不見了。這時警探發現可疑人物，有兩個戴墨鏡、黑帽、留落鰓鬍的男
子，看起來一模一樣。假如他們是怪盜 x 利用分身術變出來的，那麼要如何知
道怪盜 x 真正的長相呢？最後終於抓到怪盜 x 了，因為找到了決定性的證據。
男子的箱子裡有兩顆小的紅寶石，這應該是用魔術變的，該怎樣知道紅寶石原
來的大小呢？糟糕！一個不小心，竟讓怪盜逃走了，不過粗心的怪盜留下了 2
個大小相同的袋子與 5 枚金幣，警探發現袋子中裝的也是金幣，算了算總共有
25 枚金幣，那一個袋子中有多少枚金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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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一
一、 同一個動作，在古代與現代有著不同的說法。
（一）古代說法
王藍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筯刺之，不得，便大怒，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
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蹍之，又不得，瞋甚，復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
（二）現代說法
王藍田的性子很急。有一次吃雞蛋，他用筷子扎雞蛋，沒有拿到，便十分生
氣，把雞蛋扔到地上。雞蛋在地上旋轉不停，他接著從席上下來用鞋子踩，又沒
有踩到。憤怒至極，又從地上拾取放入口中，把蛋咬破了就吐掉。
哪一些字詞是相對的呢？把它挑出來吧！
【例一】雞子：雞蛋。
【例二】筯：筷子。
【例三】仍：又、再。
【練習一】下地：
【練習二】蹍：
【練習三】嗔甚：
【練習四】內：音「ㄋㄚˋ」，
【練習五】齧：音「ㄋㄧㄝˋ」，
二、字斟
「之」在古文中有下列意思：
（一）代詞
1. 第三人稱代詞，他、她、它（們）、你、我。
2. 指示代詞，這，此。
（二）助詞
1. 的。
2. 無義。
（三）動詞：到……去。
判斷一下，下面字詞是什麼意思
例如：
嘗食雞子，以箸刺『之』。
代名詞，此指蛋。
習「之」中人甚矣哉。
助詞，無義。
送孟浩然『之』廣陵。（
）
物外『之』趣。（
）
驅『之』別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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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句酌
（一）「嘗」常有「曾經」的意思。
例如：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旅之事，未之學也。（論語）
關鍵字：俎豆，祭祀等所用的禮器，即代表禮儀。
嘗經聽聞禮儀之事，未學軍旅之事。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宅住，便令種竹。(世說新語)

（二）瞋則有「發怒時睜大眼睛」的意思。
例如：
炙手可熱勢絕倫，甚莫近前丞相瞋。（麗人行）
他是當朝宰相，氣焰灼人，不可一世，千萬不要近前，擔心惹怒了他。
噲遂入，披帷西向立，瞋目視項王。（史記）

四、畢其功於一役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六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床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
「何以不拜？」答曰：「偷，那得行禮！」
關鍵字
孔文舉：孔融，字文舉。
晝日：白天。
不拜：酒是禮儀中必備之物，飲酒前要行拜禮。
譯：

（翻譯完畢後，上台表演加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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