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參與數學競試之輔導心得

游經祥

每位學生皆隱藏著無窮的智慧與潛能,

只要我們用心去灌溉, 耐心去開發便可將其

智慧展現出來, 並可發放出其無窮的潛能。 為

了試著去開發學生的智慧及潛能, 本文主要

目的在於探討學生參與數學競試之輔導過程

中所引發之癥結, 以及對數學方面表現優異

之學生給予的優惠條件提出一些建議。 以期

引發國內對數學基礎科學的鼓勵, 並使有志

於數學研究的青年才俊有其發揮的餘地。 以

下我們分成七方面來談; 即學生的選拔, 學生

的心理建設, 家長的心理建設, 學校的支援,

輔導訓練的過程, 競試後的輔導, 最後是對優

秀學生應給的優惠條件的一些建議等七方面。

我分別敘述如下:

壹、 學生的選拔

參與競試之前要有訓練對象, 而對象的

來源就是選拔的結果。 本校 (成功高中) 做

法是先通告全校, 有興趣者皆可自由報名, 或

老師直接推薦者亦可以參加全校所舉辦之數

學競試初試。 在初試中, 我們選取十名左右的

學生, 加以進一步輔導。 在報名對校外比賽之

前, 我們再一次複試 (包括口試), 再一次選出

三位學生對外比賽。

學生的選拔很重要, 我們考慮選拔學生

的要素有: 1. 學生的數學能力, 2. 學生對數

學的興趣, 3. 家長對其子弟參與數學競試的

意願。 簡述如下: 數學能力那是必備的條件,

而對數學的興趣更是重要; 我們看過數學能

力很好, 但未必有興趣, 可能較喜歡理化或其

他科目。 再者是家長對其子弟之期許。這些在

在影響學生輔導之後的成果。

貳、 學生的心理建設

參與數學競試之前是須要下許多工夫努

力不懈的, 而這當中的種種是須要作適度的

心理建設才能達到。 因此, 要先鼓勵學生多接

觸數學, 加以探討。 然而現今功課繁忙, 升學

壓力, 家庭父母的期望, 故而使學生在參與數

學訓練過程中受到不少的影響。 我們有幾個

優點告訴學生:

(一) 有助於推薦甄選的條件。

(二) 可以發揮研究數學的潛力。

(三) 可以學到教科書中所得不到的知識及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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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可以得到自我肯定及無形的喜悅。

(五) 可以學習獨立研究探討的方法及能力。

(六) 可以增廣視野, 面對挑戰, 涵養解決問題

的態度。

我們可以從以上各方面提醒學生, 放開胸襟,

志在參加, 志在學習; 千萬不可因外在主觀、

客觀的環境及潮流的影響而斬斷了自己學習

的機會, 斷送了面對挑戰的經驗。

然而訓練過程的辛苦是必然的, 可以提

醒學生一些艱辛的歷程, 使其有心理準備, 而

能平心渡過。

(一) 須花許多時間在查資料, 思索問題, 解答

問題, 嚐試失敗等等狀況。

(二) 同學快樂休息時, 可能我們還在努力思考

問題的解答, 面對著思索的困境, 要忍得

住此時的孤單寂寞。

(三) 遇到困難、 挫折不可灰心; 競試題目總是

難些, 慢慢想, 等想出後便會有滿心的喜

悅。

(四) 公假缺的課, 要事先預習, 千萬不可荒癈

學業。

(五) 參與數學競試, 只有少數幾位同學在一

起, 是很孤獨的, 要了解體會 『自古英雄

多寂寞』 的心境。

參、 家長的心理建設

俗云:「天下父母心」。 當父母看到小孩忙

著比賽, 請公假缺課; 心中總是會擔心子女功

課會跟不上; 尤其知悉這數學競試與聯考無

關, 難免有一些不值得的心態產生。 因此, 我

們須給家長以下的一些心理建設:

(一) 全方位學習的重要。

(二) 獨立思考培養的重要。

(三) 得到別人得不到的學習方法及經驗、 歷

練。

(四) 可為以後數學基礎, 奠定深厚的根基。

(五) 可以培養學生達觀、 寬闊的眼光, 而不只

是埋頭在教科書中, 並開擴無窮的視野。

(六) 增加高三推薦甄選的優勢條件。

對學生家長的心理建設可說是很重要的

一環; 因為, 當學生在苦思之時, 又受到父母

的反對或非正面支持。 在一般學生的心理,較

易產生退志的心, 而喪失進取的鬥志。 因此,

家長的溝通及認同會增加學生的信心及創造

力, 並且可以增加其數學能力的提昇。

肆、 學校的支援

學校的支援方面有以下幾方面:

(一) 學生的選拔及指導老師的配合。

(二) 公假的處理。

(三) 資料印刷。

(四) 學校的重視與鼓勵。

(五) 研究輔導場地的提供。

伍、 輔導訓練的過程

在學生、 家長、 學校三方面就序後, 接

著就是學生的培訓過程。 這是競試成敗的重

要靈魂所在, 也是成敗的關鍵所在。 因此, 我

們細分以下幾方面加以敘述: (一) 教材選

定。(二) 時間分配。(三) 進行研討。(四) 競試

的面對。

我們分別說明如下:

(一) 教材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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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高中數學教材中再加深、 加廣的教

材。 例如: a. 同餘觀念, 用以解整數

解。(數論方面)。 b. 不等式有關之性

質。 c. 複數幾何的推廣。 d. 函數的

觀念推廣。 e. 三角函數的加強, 單位

圓的三角函數及其應用。 f. 極坐標介

紹及其與圓錐曲線的關係。 g. 平移、

旋轉的介紹。 h. 平面幾何介紹。 i. 空

間幾何介紹。 j. 代數方程式之解及其

變換。 k. 組合數學方面。 l. 離散數學

方面。 m. 邏輯、 集合方面。 等等, 由

已知教材中, 再衍生出來的相關數學

概念。

2. 與奧林匹亞相關之訓練教材。 有關奧

林匹亞的書籍相當多; 各國歷屆考題

相當豐富, 我們便從中選取較為適合

學生思考, 研討者, 整理裝訂, 給學生

練習及獨立研究。

(二) 時間分配:

配合對外比賽時間, 我們將教材分配恰

適, 安排研討時間, 公假處理。 時間分配

恰當, 使受訓學生得到最大利益及收獲。

(三) 進行研討:

研討方式有以下幾種:

a. 由指導老師講述, 並留下習題供學生

練習, 學生交其作業, 指導老師批改,

討論其結果。

b. 由學生獨立研究, 再由學生講述其大

概內容, 有問題之處再進一步探究。

c. 學生自由讀書, 指導老師在旁隨機指

導; 或指點其讀書方向及應探討的相

關資料、 書籍。

(四) 競試的面對:

指導學生在競試時應有的態度及作答注

意事項, 敘述如下:

1. 筆試時:

a. 會的先做。

b. 條理要清楚, 表達不可含糊。

c. 思路要正確。 步步要合理。

d. 方法不限, 但在多種方法之下,選

擇最好的方法。

2. 口試時:

a. 筆試中題目考完要再思考一遍,

有無錯漏之處; 口試之時可能會

問到一部份。

b. 口試時面對教授要保持冷靜, 儘

量降低緊張成份。

c. 回答要切題, 知道的可以盡力去

發揮, 講述清楚。

c. 不會時, 要虛心求教, 不可亂講、

亂猜, 以達數學追求真實的態度,

以及 「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

是知也」 的境地。

e. 應對進退的禮節要注意。 不可有

無理的爭辯。

學生面對競試, 尤其是對校外比賽, 大部份經

驗上比較欠缺; 因此, 我們便會提供一些相

關經驗談, 使其有心理準備, 方不致於臨陣不

知所措; 因為, 這畢竟是展現實力的最重要時

刻。

陸、 競試後的輔導

競試之後成績有好有壞乃必然之事, 好

的給予鼓勵, 再進一步輔導其進一步的競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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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繼續努力。而不理想者, 便要安慰其訓練過

程中的辛苦及心中的挫折。 提醒他, 這成敗乃

兵家之常, 雖不理想; 但我們也可以從中學習

到一些珍貴的經驗及學問。 接著就是其訓練

過程中, 公假缺的課程; 要提醒其早日補齊,

千萬不可以因競試而成績退步; 如此, 方不會

讓父母得到雙重的失望及雙重的不放心。 總

之, 競試完的後續輔導也是重要的,尤其是學

生的心理變化; 我們要幫忙穩定。 以期能保持

對數學的向心力及研究動力, 如此方能將其

潛力發揮到極致。

柒、 對優秀學生優惠條件之建

議

舉凡做一件皆有其目標、 方向及目的。

參加比賽學生若有特別優秀者, 我們已經有

一些保送大學 (數學系) 的做法。 然而這些只

是對少數幾位, 例如: 亞太金、 銀、 銅牌獎得

主, 及國際數學奧林匹亞金、 銀、 銅牌得主。

我們這些保送人數太少了。 在數學國手選拔

中, 參加國際競試者只選六位出國參賽, 然其

中前20名, 相信大部份皆是數學能力很強的

學生, 這些學生若有意願保送數學系, 相信往

後在數學上該有一番不錯的成就。 相信當今

各大學中數學系的學生, 對數學沒興趣者大

有人在。與其如此, 不如多保送一些數學能力

強, 且對數學有興趣之學生進入大學數學系。

再者希望教育部或相關單位能與各國立

大學之數學系廣泛溝通其保送數學系管道,

使其保送名額儘量增多, 使有志在數學上發

展的學生有一努力的方向。 一方面亦可增加

國內數學研究風氣, 一方面又可培養基礎科

學人才; 方不致於基礎科學成為只是少數人

問津而已。

綜合以上, 我們有一些建議:

(一) 保送名額增加一些, 不要只限對國外參賽

得獎者。 對於選國手時, 有優秀而不在前

六名, 且對數學有偏好者, 能儘量推薦直

接保送。

(二) 廣開接受保送之大學。 我們建議各國立大

學有意願者皆可保送, 不必只限於某幾個

國立大學, 然保送當中之技術可能還須一

些相關單位規劃。 例如: 學生之志願, 大

學本身要求之條件等等。

(三) 奧林匹亞選拔優秀學生,須落實在各中等

學校中。 因此, 建議由教育部或相關單位

發動各中等學校對數理較優異學生給予

一些輔導, 各校可衡量其狀況, 選派有意

願之輔導老師, 再由舉辦單位 (例如: 台

灣師大)給一些講習,給一些共識及做法。

我們覺得落實在各中等學校, 比只有在少

數幾個中等學校好些, 又可以對一些數學

有興趣之青年學子有些幫助。雖未必人人

可成國手, 但當中的努力將會慢慢開花結

果。

此三點建議之所以產生是因為我們曾指

導過學生參與國際選手比賽, 到全國前20名

內, 這些學生數學敏銳度相當好, 但強中自

有強中手, 他們沒選上前六名。 像這十幾位學

生, 相信皆是數學能力相當強的學生。若這些

學生對數學有意願, 且能得到教育部規劃之

下的保送管道進入數學系就讀, 相信他們數

學上會有更好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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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上建議實行, 可得以下幾個好

處:

(一) 增加學生參與國際比賽之動力。

(二) 增加家長對學生的鼓勵及認同其子弟在

訓練當中額外的一些付出。

(三) 廣攬有志於數學研究之人才, 勿使一些好

人才被吞沒在功利的潮流之中。

(四) 提昇國際上數學聲望, 為國爭光。

捌、 結論

從事數學探討首先要有一顆清靜的心及

一顆無所求無得失的心; 因只有清靜的心方

能思索問題、 解決問題; 只有無所求、 無得失

之心才能面對困難、 挫折而不灰心喪志、繼續

努力向前; 方不會在潮流衝擊中放棄自己的

路。 因此, 學生的心理建設是非常重要的, 家

長、 學校方面的配合也是不可缺少的, 如此三

者合一, 再加上師生間的溝通討論, 相信總有

開花結果的一天。

1998 年由我們主辦國際數學奧林匹亞

競試, 承蒙中研院邀稿, 將不甚成熟之心得分

享給大家, 有不是處,還望指正是辛。總之, 數

學之培養非一朝一夕, 須要長遠規劃的, 相信

走過的必留下痕跡, 更相信我們國內有相當

多對數學有潛力及興趣的青年學子, 我們慢

慢地努力去挖掘吧!

—本文作者任教於成功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