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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57 年國中暫行課程標準
數學教科書之初探 (1968∼1971)(下)
陳玟樺
肆、57 年國中暫行課程標準數學教科書修訂版內容之分析 (含變動
分析)
一、57 年國中暫行課程標準教科書修訂版章節概覽和主要特色之分析
修訂版數學教科書共分為六冊, 每學期一冊, 供國中六個學期教學之用。 關於其取材、 每周
教學節數等, 均同於初版說明。 修訂版數學教科書共 28 個單元, 除較初版少兩個單元外, 章節
亦稍有變動, 茲將初版和修訂版兩版各單元名稱及其變動軌跡 (如箭頭) 做一整理如表 4。
從表 4 看來, 修訂版中刪去了 「變數法」 和 「實數系大意」 兩節, 也將初版 「整數」 單元予
以重新 「正名」, 改為與內容較為相符的名稱 「自然數」 (事實上, 初版 「整數」 單元並未處理 「負
整數」, 而是將其留待 「有理數」 單元做處理)。
在單元移動上, 原 「點、 線、 平面、 空間的認識」 從第一冊移至第二冊, 原 「小數」 從第二
移至第一冊, 小學生升上國中後的第一學期改為單純地只談 「數」 範疇內容, 「幾何」 則移至第
二學期教授。 在單元內容上, 原 「測度和度量」、「誤差」、「數列」 單元, 其內容在修訂版中則大幅
減少, 如 「測度和度量」 單元名稱改為 「度量」, 更刪除 「角是點集合, 由兩集合相等的意義, 可
知兩角相等時, 亦指這兩角是同一角」(頁32)、 「一簡單封閉曲線的內部和這曲線的聯集, 叫做一
封閉區域, 這曲線叫做封閉區域的界線和界」(頁 39-40) 等一類從 「集合論」 發展的概念, 而直
接寫為 「(在三角形中) A, B, C 叫做頂點, AB, BC, CA 叫做三角形 ABC 的三內角 (???)」
(頁 41) 一類講述, 而 「封閉曲線」、「封閉區域」 等則全數刪除。 此外, 原 「誤差」 單元改為 「近似
值」, 同時捨去 「精密度」、「有效數字」、「相對誤差」 等內容; 原 「數列」 單元則改 「等差數列與等
比數列」, 放棄 「對於任意正整數 k, Nk = {1, 2, 3, . . . , K}, 若對於每一個 n ∈ Nk 都有唯一
數 an 與之對應, 則 a1 , a2 , a3 , . . . , ak 叫做數列」, 而直接從一數列 「2, 5, 8, 11, 14」(頁 44) 來
介紹等差數列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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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7 年國中暫行課程標準數學教科書初版和修訂版各單元名稱及其變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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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說, 相較於初版, 修訂版主要特色至少有五 : 一、 減少集合內容和術語使用; 二、 簡
化名詞及符號; 三、 在正數系四則運算擴張到有理數系四則運算之處理上, 放棄 「以正數系四則
運算為出發點, 僅有唯一的一種方式擴張到有理數系」 之方法 (容後於 「有理數」 單元之分析時
說明); 四、 放棄 「利用數系運算性質, 意圖 『證明』 多項式運算性質」 的做法 (概念和技術上均
欠妥適性); 五、 引入更多生活實例為說明。 此修訂版之 「樣貌」 與初版已大有不同, 也為 61 年
新的國中數學課程標準教材奠定了基礎。

二、 以 「有理數」 單元內容為例分析
修訂版數學教科書第一冊第五章 「有理數」 單元共有四節, 茲將各節名稱列於表 5。
表 5 : 57 年國中暫行課程標準數學教科書修訂版第一冊第五章 「有理數」 各節名稱和其篇幅
節次

名稱

5-1 正負整數和正負分數的認識

篇幅(頁)
3.5

5-2 有理數的絕對值和次序

4

5-3 有理數的加減法

5

5-4 有理數的乘除法

5.5
共 18 頁

本研究整理
在修訂版 「5-1 正負整數和正負分數的認識」 一節中, 將初版 「6-1 正負整數和正負分數的
認識」 和 「6-2 有理數的意義」 二節內容做出了整併, 內容大致上不變, 惟基於簡化處理原則, 修
訂本刪除初版中原要求學生能詮釋 「-3=-3/1」 一類內容 (見本研究圖 2)。 在 「5-2 有理數的絕
對值和次序」 一節中, 篇幅一共四頁, 內容幾乎同於初版。 整體來說, 修訂版在進入 「5-3 有理
數的加減法」 之前, 其內容與初版是相近的, 惟內容稍有縮減, 也不再處處勉強使用集合語言。
然修訂版在進入 「5-3 有理數的加減法」 一節後, 講述 「有理數的四則運算」 的方法則大幅
轉變。 初版本採 「以正數系四則運算為出發點, 僅有唯一的一種方式擴張到有理數系, 使得有理
數系構成一數體」 為說明, 但修訂版中放棄此方法, 而改以 「生活實例」 為切入。 其 「破題」 時,
以 「石門水庫水位的變化」 為引起動機, 如圖 9。
由圖 9 知, 修訂版以 「生活實例 (石門水庫水位的變化, 以正數表示水位上升, 以負數表示
水位的下降)」(如圖 9 方框) 來說明有理數的加減運算, 題材較為貼近生活。 此外, 修訂版刪除
了初版中對有理數四則運算 「性質」 的 「詳細說明」, 轉以透過 「生活實例 (水位變化)」, 提出幾
項 「一般計算規則」 為替代。 茲將修訂版 「5-3 有理數的加減法」 所提出的三項 「規則」 整理如
下 (國立編譯館, 1971 : 71-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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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 60 年修訂版國中數學科教科書第一冊 「5-3 有理數的加減法」
資料來源 : 國立編譯館 (1971 初版 : 69-70)
1. 同號兩數相加, 以兩數的絕對值相加, 以原來的數的符號為符號。
2. 兩數異號相加, 以兩數的絕對值相減, 以絕對值較大的一數的符號為符號, 若兩異號數絕對
值相等, 則其和為零。
3. 兩數相減, 是將減數變號, 再與被減數相加。 換句話說, a − b = a + (−b)。
在上述 「規則」 中, 其中第一、 二項乃從 「生活實例 (水位變化)」 來啟蒙、 發展, 誠如圖 9
右圖的水位圖形所示; 至於第三項, 則試圖以 「加法的意義」 及 「減法的意義」 來解釋9 。 整體來
說, 在修訂版 「5-3 有理數的加減法」 五頁篇幅中, 多以 「生活實例」 來鋪陳概念並歸結有 「一
般計算規則」, 取消了初版中以字母和符號為主要運用來說明有理數的加減法性質的意圖, 篇幅
也少了一半。
至於 「5-4 有理數的乘除法」 也同一處理方式。 在 「5-4 有理數的乘除法」 一節中, 除了也
提及幾項 「一般計算規則」 外, 也有一 「符號定則」 表 (如圖 10 方框), 包括書中提及的 「以
(-1) 乘一數, 等於把此一數變號」、 「正數的倒數仍為正數, 負數的倒數仍為負數」 等在內, 此等
9 書中以

4 + 2 = 6 為例, 提出從減法的意義知 6 − 2 = 4, 故從 (−5) + (+2) = −3 可得 (−3) − (+2) = −5, 但另一方面由加
法的計算知 (−3) + (−2) = −5, 故 (−3) − (+2) = (−3) + (−2) (國立編編譯館, 1971 : 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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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似於計算技巧或口訣之提示, 也隱喻修訂版中不僅在於簡化初版內容, 也反思了對基礎計
算能力養成重要性的看待, 注意到技術層面的精熟。

圖 10 : 60 年修訂版國中數學科教科書第一冊 「5-4 有理數的乘除法」
資料來源 : 國立編譯館 (1971 初版 : 75)
在初版 「6-6 有理數的重要性質」 一節內容, 修訂版中予以刪除, 原提之 「結合律」、「交換
律」、「乘法對加法的分配律」 等性質, 修訂版改在 5-3 和 5-4 兩節中採融入式說明, 惟 「加法單
位元素」、「乘法單位元素」、「加法反元素」、「乘法反元素」 等名詞, 以及為解方程式做準備而提出
「假設 rs = 0, r, s ∈ Q, 就有 r = 0 或 s = 0」 性質等, 均完全刪除, 初版教材在 「有理數」
單元中 「隱約地」「帶出」 近代數學中的一些代數結構, 如群、 環、 體等概念, 在修訂版同單元中
已削弱不少。 綜觀修訂版 「有理數」 之各章節內容安排與鋪陳, 已較初版減少許多 「厚重」 內容,
不再處處用集合術語, 並簡化名詞及符號使用。

伍、 結論
依據 57 年國民中學數學暫行課程標準所編之初版和修訂版數學教科書, 兩版出版時間相
近, 卻有著顯然不同樣貌 : 57 年初版教科書, 主要為追隨美國 S.M.S.G. 新數學的腳步, 從高
觀點的 「集合論」 語言及嚴密的邏輯推理方式所發展出的一套數學教材; 至於修訂版教科書, 則
醞釀於對 「直接移植」 國外新數學課程後的反思性行動, 意圖弱化 「集合論」 語言、 減少大量名
詞 (如 : 半線、 射線、 線段、 內部、 外部等) 使用, 及刪除無必要枝節 (如 : 全等與集合的相等應
加以區分、 線段和線段的度量應加以區分等), 放棄某些於國中階段無須特別強調之嚴密性, 以
期更符合學習者的心理和興趣。 從本文所提出的 57 年國中暫行課程標準數學教科書修訂版單
元內容 「有理數」 與初版同單元內容的對應與分析可知, 從邏輯來看, 集合論雖為精微謹嚴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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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的基礎, 但在理解和學習初等數學的作用上是否真有此需求 (即透過集合論來學習有理數)
值得商榷。 不過, 就 「有理數」 單元內容而言, 從初版到修訂版的調整軌跡觀之, 恐也間接證實
了集合論用於初等數學方面僅徒具形式、 未有實質意涵, 難能久續。
事實上, 有理數具備 「體」(ﬁeld) 的性質, 任何兩個有理數的和、 積、 差、 商亦是有理數, 但
試想 : 有理數的四則運算對中學生來說, 是重要的、 具體且必須熟練的, 也可練習到熟練的基
本運算, 若過於強調以抽象方式來教導, 對學習恐增困擾。 易言之, 將集合論 「置入」 於有理數
單元的想法, 不僅可能使原本易於直接理解的觀念變得累贅、 負擔又令人生惑, 此教材相應下的
數學教學也可能同樣顯得彆扭、 矯作, 可想而知, 學生在此學習歷程中恐也感受不安與氣餒, 或
如 Morris Kline (1973) 所指 只能欣賞瑣屑的演繹細節, 以及故意炫耀無關重要而枯燥乏味
的區別, 用誇大堂皇的術語和符號使無足輕重的瑣事顯得重大 令人憂心是, 教導青少年超過
他們心智成熟程度的高度抽象概念, 恐也將造成其迷惑、 激動而非增進智識。
再者, 57 年初版教科書意圖以集合論的符號及嚴密邏輯推理方式為捷徑策略來發展數學
概念, 也同步限制和困擾了主政者、 教科書編寫 (修) 者, 以及教育工作者等, 終難為一套適合較
長期使用的中學數學教材。 不過, 根據初版後首次修訂教科書 「有理數」 單元內容可知, 已有適
當情境和啟蒙例為運用、 編修, 在此原則下所編寫的教科書, 似乎較被學生所接受 (例如, 此版
本 「有理數」 單元以 「水位變化」 來說明正負數的四則運算等例, 後也為九年一貫課程時期某版
本數學教科書沿用), 隨之而後的幾次修訂, 集合論也慢慢淡出國中數學教科書 (陳玟樺, 2017),
集合論並未被證明是數學教法的萬靈丹。
數學和數學教材 (教科書), 乃是眾人智慧結晶, 也受其時代背景、 社會環境等因素影響而
各有樣貌、 風情。 簡言之, 民國 57 年暫行課程標準下所編製之初版國中數學教科用書, 在流通
後不到三年進行了修訂, 究其原因, 除了或為與 60 年新頒訂高中課程標準做一配合、 以達連貫
因素外, 思考以各學習階段、 各數學單元是否 「均」 且 「須」 貫穿以集合論、 符合一定嚴謹和公
理化的要求, 也讓主政者、 教科書編寫 (修) 者, 以及教育工作者等, 有一重新反芻和調整的機
會。 回觀已邁入十二國民基本教育階段的今日, 政府開放教科書於民間編寫亦行之有年, 數學教
科書內容和其說明方式顯然更趨多元, 根據研究者近年對數學教科書的閱讀、 研究, 以及相關編
寫經驗知悉, 這些 「多元」 包括有 : 數學史的融入、 素養導向的方式編寫、 啟蒙例的再優化, 以
及以無字證明 (Proofs Without Words) 圖示來幫助學生學習等, 這些於本文所設定探究的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期數學課程中, 都是較無特別強調的特色, 多少也凸顯數學課程在不同時
代背景下必然存在的迥異樣態。
綜言之, 本文主要以我國 57 年國中數學暫行課程標準編修教科書為分析文本, 期對此時數
學課程改革的背景脈絡和教科書內容展演情形有一初步理解, 事實上, 可再深入探討面向仍多,
本研究限於篇幅與能力所致, 所考慮面向恐難面面俱到, 此也有待數學教育工作者共同探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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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 同為國內較為懸缺的數學課程史研究作出補充。 最後, 本文的另一反思是 : 凡課程多在
改善中前進, 然在慎思變革的同時, 仍應力守與把握有適當適切的階段教育課程的目的和目標、
考量學生學習特徵, 以及規劃有務實的配套措施等, 以避免新的變革行動又生成更多新的待決
難題, 一如新數學提供了抽象、 嚴謹的數學教科書, 卻也相對隱藏了肥沃富饒的數學精義, 以形
式主義侵略了數學既有的活力, 形塑了教學方法上的權威獨斷, 殊為可惜。 然而, 是否有相關標
準能夠評斷課程改革是為成功? 根據本文可確定是 並非在於一名國中生能以艱澀難懂的術語
或符號來談論數學相關意涵 更珍貴的或是, 一位自稱熱愛數學並領會數學意義、 誠實面對數
學學習困頓, 卻也能在試誤中不斷前進的學習者, 但於此, 凡主政者、 教科書編寫 (修) 者, 以及
數學教育工作者等, 也應能先針對究竟要教給學生什麼、 為何而教, 以及如何教等有所慎重判斷
與考慮, 以期能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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