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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圓內地、香港和台灣數學課程發展

的回顧與展望

馬雲鵬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本又在四頗中國內地、香港和台灣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小學教學發展的基本

展程的基礎上，分析了三地中小學教學課程的主聲特欲和發展趨勢。認為

三地的數學課程發展體制基本上以中央集權模式為主，數學課程發展明顯

地是中館的傳統文化影響，數學教學比較多地依賴於教材。從發展趨勢上

表現出接受和提倡大軍數學的思想、 f史教學內容更具彈性、重視將發學生

的齊發能力以及闊姆注重計算工具在數學教學中的運用。

本i!lJ己五十年代以來，教學課程在世界總皇宮內產生很大的變化，出

1見了令人瞬間的發展。六十年代 f新數學」選動的興起與發展，強

調整視知識的結構， 1]史學生更旱地接觸和了解現代數學的概念和方

法;七十年代提出 f 回到基礎 j 重新室主視對學生的基礎知識和基

本技能的培養。八十年代以來，叉提出諸如 r大眾教學 j 、 f 問題

解決」、以及計算機(計算器)在教學教育中的作用等方面的問題

n農奠宙， 1995a) • I為時，在世界範闋 i有對教學教育的全頭評償也

引起人們的充分重重視。從八卡年代起，鷗際教育評價組織(lEA)對

數學教育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評估。使人們對關際數學教育的發

展情況有一個總體的認識。東亞地區，特別是華人地區在數學教

育方商所取得的成就，也受到人們的主重視和研究。在這樣一做發

展過程中，中翻內地、台灣和香港的數學教育也表現出一些明顯的

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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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數學課程發展的基本歷程

謗罪堂的發展是受各方商因素制約的。對於一門具戀的學科課程的

考察，我們不能局限在這個謀殺的內部，而且要從影響其發換的

各個因素來研究。 Marsh and Morris (1 991)認為，影響課程的因

素包括:政策、民族的特性、經濟、宗教、知識的發展(頁4) 。而

對課程概念鑫生影響的人或團骰包括 政策領導、宗教領導、政

府官員、教師、商業線主(真 13) , Howson, Keitel , and Kìlpatrick 

(1981)總結了對數學課程方策進行分析和討論E守所關注的三個支要

問題:中央集權健制與非中央築機體制的對比，課程發展對教師作

用的影響力;中心與外閣的關係(頁42) 。綜合這些與課程發展有瀾

的因素的認識，考察中國內地、香港和台灣的中小學數學課程的發

展。

中國內地教學課程發展的基本情況

1949年以後，經過緩期約過渡，中央政府很快就著手制定新的課程

計翻，編寫中小學教材，按照新課程計懿編寫教材和組織中小學的

教學。到 1992年，一共頒發了六儕小學教學計劉、十三個中學教學

計賞'U ;編訂頒發了七套教學大綱，組織編寫過七套中小學統編的適

用教材，與 r 課程方案 J 配套的各穫不!可特色的教材有八套(為

立， 1992 '寞的。中小學的七套數學教學大綱分別是在 1950年、

1952 年、 1954年(中學) , 1956年(小學)、 1963年、 1978年、

1986年和 1992年頒發的。五十年代的教學大總主要是以蘇聯大綱

及教材為藍本;六十年代進行教學改革，初中算術下放:ïU小學，君主

觀「雙鑫」和教材的系統性 r文革 J 後 1978年的大綱，吸取協外

數學教育改革的經驗和教訓，提出「精選、增加、滲透」的改革措

施; 1992年約大綱突出了義務教育的苦苦要(姜樂仁， 1984 ;張璽

恩、陳宏f白， 1988 ;會飛羽、李潤泉， 1993 ;張孝遠、呂學!磯、

1東宏伯， 1985) 。與全關統一的大綱和教材旅行的，在不同時期選



中國內地、香港和台灣數學課程發展 133 

有一些重實驗教材和地方教材。並且從八十年代末逐步實行 r 絨多

本 J 的課程發展策略。允許地方、大學和研究部門編寫不同版本的

教材。後來發展為在一些地方可以有自己的教學大總(比如，上海

和激江)。形成了書真實上的 f 多綱多本」

從內地的教學課程發展過程可以看出這樣幾伯特點。一是從五

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敗，即 r文革」以前這一段時間。從建毆初

難的恢復到發展，基本形成了中小學數學謀殺的框架。這個時娥的

中小學教學教學目標和內容，代表γr文革 J 前中國中小學數學教

學的基本情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以後幾十年的中小學教學課

程發展的思路。其主要特點是，重視「雙義 J (基礎知識和主基本技

能) ;注璽知識的系統俊(算術內容的體系、教材的編排體系) ;比

較注意學生的接受能力;教學方法比較發活多樣。二是從 1978年到

八十年代中期，以 1978年的{小學數學教學大綱》和{中學教學教

學大綱〉為標志，開始吸收和引進路外小學教學教學改革的經驗和

教訓，為新的教學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礎。如 1978年的小學教學教學

大網中提出的「精選傳統的軍事術內發;適當增加代數和幾向內容和

滲透現代數學您想 J 這樣幾條原11UC中讓人民共和劉國家教育委員

會， 1992a) ，為後來二十幾年的小學教學教學改萃定下了一倍墓

擒。也使由於 f 文:1j\: J 的原因與劉際數學教育改革發展的距離在一

定程度上縮小了。但整個課程的設計，仍然是以傳統的數學內容和

方法為主。並立仍然是由 個大綱和教材一統天下。三是「一綱多

本 J 的提出。在1978年以前也會有一些重實驗大織和愛驗課本，但這

些都是範鷗比較小的，沒有形成規模，對全毆的課程影響很小。而

到八十年代中娥，有一些教材改革主實驗已經具備一定的規模。答:戀

的關家教委允許和鼓勵地方以及大學和科研部門編寫不同特點的教

材。這樣就形成了 f一綱多本 J 的局筒。到九十年代初，按鬧 個

教學大綱至少編寫了八哥華具有不間特點的教學教材。可以認為，一

綱多本的主實行，推動了數學課程的改革。開始改變的一館大綱和

套教材一統天下的局筒。也使中央集權式的課程推行模式發生動



134 馬當且時

搖。的是為適應義務教育的推行，對教學課程進行的改革。 1986年

九年義務教育的實施對小學教學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為適應這犧

需要， 1992年國家教委制定了中小學九年義務教育課程標潑，和各

科教學大綱。從 1993年開始使用按新的教學大綱編寫的數學教材。

這套教材試閥適應普及義務教育的需要 'lìli向大多數學生，內容有

所削減，難度也有所降低。與此同時，上海，斯江等地也開始編寫

自己的教學大綱，力關制定適合二十一世紀需要的，真有本地特點

的大綱和教材(于L:ít平、去看毅爽， 1998) 。雖然「一綱多本 J 早日「多

觸多本 J 對護個關內的教學課程改革還只是痛苦巨的，但這且寄給教學

課程的改革帶來活力。

香港數學課程發展的基本情況

香港從六十年代關始逐步有了正規的各科課程綱要。到七十年代

初，課程發展委員會正式成立。十年筒，先後出版了中文、英文、

教學、美術、體育各科的課程綱要。八十年代期間，除了中文科

之外，各科的課程綱要鄧先後出版了(黃顯著善， 1993 '頁卜3) 。

數學科從六十年代閱始有課程綱要。但當時約課程綱要是以考試

綱要的形式出碟的。六十年代初七十年代，受 f 新數要接」的影

草草，在中學出現了 f 新數」與 f懿數 j 之分。於 1969年在中學會

考課程中加插了新數學，稱為「乙種數學 J 而原來的教學稱為

「甲種數學 J (督教) 0 1972 年課程發展委員會 (CDC) 成立。

CDC於 1975年編寫了兩套中學數學教學大綱， llP 1教學和數學(另
選)。這是第一次不以考綱出現的教學大綱。這套大綱經過試用，

於 1978年正式採屑。 1973年教育署發行{小學教學科課程) , 

1983年謀殺發展委員會編EP 蚓、學教學科課程綱要> 0 1981 年課

程發展委員會正式頒下了初中的數學課程綱要， 1985年再頒下寓

中的課程綱要(吳璽振， 1993 ;黃毅爽， 1995b ; Wo吟， 1991) 。

九 1-年代，從教統會第四號報告華書開始，香港課程關繞目標為本

課程 (TOC) 進行了一系列研究和探索。香港課程發展議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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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制定了{數學科學習目標(小 王三中五 )TTRA) 01993將

TTRA改為自樣為本課程。並於 1992到 1993年間夜之十悶小學試

驗，在 1995~U1996年悶在七十六筒小學主實施，至U 1998年已有近九

成的小學質行目標為本課程。課程發展處於 1996年叉推出{小學課

程綱要數學科(大總初稿)}(顏明仁， 1997) 0 1998年推出{中學

課程綱要數學科(中一室中五)(大綱初稿刀，計劉於2001年採府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中學教學科目委員會， 1998) 。

香港的課程發展是典型的英國模式(Marsh & Morris, 1991) 。

基本上是一種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權式的課程發展模式(英繼嗨，

1996 ;黃顯攀、潑天踢， 1993) 。香港中小學教學課程的形成和發

展是在這樣一個主基本的課程發展架構中進行的。近些年來，香港教

學教育界不斷對數學課程改萃的現狀和發展進行反思和檢討。包括

對目標為本課程在小學室主施過程中的表現和存在問題的討論，香港

數學課程改革今後發展的路向，以及對香港首向二十一世紀數學課

程改革的展望。香港數學教育會議從 1995年到 1998年就召蹋了四

次會議。許多學者和教師從不角度對香港數學教育改革問題發表意

兒。 學學者認為，書香港數學教育正ìfij臨著機會和挑戰，目前的教

學課程的改萃，星空著重解決推行普及教育後所產生的新問題，使醫生

學教育更適合大多數學生的學習。同時也要重重視教學謀殺的設計與

設施的過程，以及教師的教學觀念的轉變。不只教學內容的改變，

重重要的是教師如何遞過課程的主實施達到更深層次的教學目標，包括

學生能力的培養等(燭偉文， 1996 ;黃毅英， 1995b ;樑賞成，

1995) 。更有人寫出非官方的教學課程，以推動香港的教學課程的

改革(Fung & Wong, 1997) 。

台灣教學課程發展的基本情況

1949年後，台灣分別修訂了五次小學課程樣講童和八次中學課程擦

準。其中 1962年、 1968年、 1975年和 1993年的小學課程標準中，

對小學教學課程作了修訂。 1955年、 1962年、 1968年、 1972年、



136 為當鵝

1983年、 1985年和 1994年的中學豈料到事讓中，對中學教學作了修

訂(園民小學課程樣當主編輯發查小綴， 1993 ;關民中學課程標準編

輯審直是小綴， 1995) 。

台灣的中小學教學課程緩過多年的演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不同階段約課程也有一些明顯的特點。 1975年的小學課程擦準，特

別霞說九年一貫謀穆的實施。 1993年的小學課程樣準遵循 f 未來

化，國際化;統室主化;生活化;人性化，彈性化基本海念」。與

以往的小學數學課程相比，突出了這樣幾個特點。富農學生養成溝

通、協調、講道理、理性批判事物，與容忍不同意見的習慣;縮

減紙筆計算的熟練時間，提單引入空軍算務;以數學曲事題為主題擎的

學習方式在不超出兒童成熟瘦的狀況下，讓學主藍白他對問題的

自然想法關始，逐步聯絡到形式的數學知識，使教學活動有彈

性，採用多樣性的評議方式，並且容忍不伺學生在達成同一學會

目標的時間差，肯定學生用不同策略來解題，強哥哥解星星的活動(劉

民小學課程棟建主編輯審查小組， 1993) 。而 1994年中學數學科課

程標潑的特色是，選修、必修科目分別擬定，必選修部分充分配

合，增加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態度及欣賞數學的能力;增進學生

的數學繁發及教學能力實驗幾何與推理幾何充分配合等(軍國民中

學課程擦準編輯審查小組， 1995) 。而近年來，台灣提倡的更加防

放的政策，也對數學課程的制定與發施產生很大的影緣。從 1996年

度開始，重實施全在訂閱放毆民小學數學教科書害的審定制度。可以自

民樹根據新的課程樣潑，自行編寫和開發教科書寧和相闋的廢品。

這將改變以後的教科書書只有關立編譯館一家的統一版本的廢史(林

華書珍， 1998) 。

從這些特點中，我們可以看出台灣的小學數學課程改革，具有

一按將代特色。比較多地吸取了近年來劉外的數學教育改革中所倡

導的觀念。如近些年來一些國家的教學課程目標中，比較強調的

「交流 J 、 f 時題解決 J 、 r 與生活聯繫 j 、「提倡運用計算工

具」等(資毅英、黃家鳴， 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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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數學課程發展的主要特徵

從以上對中關內地、香港和台灣的教學課程發展過程的回顱，以及

對有關文件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三地的數學課程發展有下幾個

主要特徽。

課程發展體制以中央集權的模式為之

三地的數學課程的形成過程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比較強調統一的，

也政府制定的課程。「東方地區，以台灣、中國大陸、香港、日

本、新加坡而言，它們擁有一官定的、統一的課程是有著悠久歷史

的 J (資毅英、量資家鳴， 1997) 。從前面介紹的三地在制定或修訂課

程機準的過程，可以看到這樣一種特徵。這種課程發展模式有利於

政府對謀殺的制定和主實施的控制，有利於苦奮定萬一級學校選拔時所

用的樣準。但這種模式的弊端也是明顯的。統一的官定的課程標

潑，很難顧及到不同地誼和不間發展水平學生的特點。導致在具體

的實施過程中缺少彈性。特別是像內地那樣地域廢憫，不同地區存

在很大差別的條件下，統一的謀程:ll!會產生很多問題。在具體實施

的過程中，會出現很大的笈別。同時，也於規定得過縮過死，也限

制了學校和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創造性。學校和教師幾乎沒有自己

選擇教學內容的機會。雖然隨著吾義務教育的推行，在制定課程標全體

將也不 i奇程度地考慮具有一定的5單位。特別是中學的標準中規定的

必修和選修內容，使教學具有一定的靈靈活性。但是這種彈性也只是

在一個課程機準範鷗內的彈性。是一個大的框框下的縛住。學校和

教師的自主權仍然很有限。

同時，我們也看到，在這種中央集權式為主的模式下，近些年

的發展也出現一種多元化的趨向。關始自學一的教學課程向多元化

的數學課程發展。如內地數學課程已經主實現了「一絲多本 J 並逐

步開始重實現「多綱多本」。上海的九年一貨市j義務教育教學課程與

統一的數學教育大聽聽就有很大的差5日(上海市教育委員會， 1991;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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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全卒， 1997) 。香港的數學課程早已是 f一綱多本 J 學校校教學

教材的選擇上也有一定的自街度。台灣的小學數學教科書書也開始向

多元化約方向發展(林碧珍， 1998) 。有學者分析了東方地區間OiZlí方

地區對統一位課程方闊的認該恰恰相反。東方具有一翎會定的、統

一的課程有著悠久的歷史(黃毅英、黃家鳴， 1997) 。這據統一課程

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韌的，做一咪地堅持這護統一的課程會對數學課

稜發展繪成障礙。因此，這種中央集權為主的模式應t孟加入一些多

元化發展的因素。

課程發展明顯地受中闋的傳統文化(或稱儒家又化)

的影響

在華Pff是儒家文化，可能很難準確地說明。但是從家庭觀念上沒聾子

女出人頭地，榜上有名;從國家觀念上，精忠、綠草盟等精神，可能是

其中的反映。而類似這樣的儒家觀念，在教育上的反映就會康生高

度的集中統一的課程和嚴格訓練式的方法。莫禮時(1996)引述了勞

思文 (Rozman)對這個伺題的描述 r 東2從前和現在的教育方

法，都是以一個巨需要求和受到特許的課程著稱。雖然每個人都意E截

至j前人同路者的角色典範、他是重重於教師嚴厲權威之下、及與藍藍個

獨家泉多學生一致的在攀援基礎知識，最後，他仍然要為自己的學

習負贅。 5果2豈是結合主要現和順從約有效力蠢。滾過辛苦室主道德教育和

背言自式的學習方法，社會化的效果得以提高 J (資 134) 。這種文化

上的特徵，反映在三地的教學課程中可能直至少有這兩個方詣。一是

將墓機知識和義本技能的訓練擺在非常重要的位績。二是考試文化

還有根深蒂闊的影緣。縱觀三地的數學課程綱要(標準) ，雖然在役

界範E宮內數學教育改革的大潮的影響下，在普及義務教育的背景要

求下，已經出現了比較大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一般都反映在總髏

區樣的表述上。如內地的大綱1:E前言中對數學教育的性質任務的表

述。台灣課程標潑的總鰻昆練。香港目標為本課程綱要中總體自



中國內地、香港和台灣數學課程發展 139 

樣。這些表述都能在不向程度上反映一些瑛代的觀念，以及適應放

會發踐和世界改革漱流的主張。但是在具體的目標和內容約確定和

經織上，就反映出學ijici理性主義約方式，區醫繞數學的主基礎知識和技

能，有百不是圍繞總告樣中所關述的玉皇念進行安排。而考試文化夜里史

學教育中的反映更是非常5超出。香港在八十年代以前仍然是以考織

代替諜稜大觸。數學教育是一種考試為本的教育。而學能讀tl驗對教

學教學]I!產生主重大的影響。在內地更是將考試作為教學的「 指揮

棒 J 0 r 學生學習數學，是身經百戰 F考A 出來的。老鄧教給學生

如何應付考試的辦法，其中最基本的一條，更是『熟能生巧a

大鑫做練習，記憶是靈型，提倡 r 大運動畫畫訓練品的荒島海單是術，

用各種各樣的模擬考試，論題押題，以取得好成績。這便是考試文

化影響下的華人社會數學教育的一個特徵 J (張奠筒， 1995b '頁

302) 。這種文化特徽，也許是束縛課程的編制者和教師的一個籃要

隙礙。

教學教學較多地依賴教材

教科書寄至是謀生主教學的主基本依據。「在許多情形下，課程質際上就取

決於教材。所以謀本如何編寫，以及課堂上選ffl鑫麼課本，在課程

發展中有其非常重要的慈善藍 J (Howson et a l., 1981 , p ‘ 7 1)。數學

課程的愛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教材的編寫以及教材的推行制度

的影響。在三地的教學課程中，教材同樣起著舉足輕重重的作用。內

地和台灣的教學教材編寫比較注重皇統一的模式。內地在八十年代中

期以前，教材是基本上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寫的教材一統天下，所

謂全國統一教材。而八十年代後，這種局萄逐步改變。除人民教育

出版社外，還有一些大專院校和科研部門，以及某些省、市自行編

寫中小學教材。這較之於蓋全國統一教材的情況，當然是一種進步，

是一種教材多元化的表境。然沛，實際推行過程中還存在許多問

題。一是學校質際上並沒有選擇教材的權利。使F時甚E語教材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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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樹當市教育行政部門來穩定。二是教材的編寫也仍然是以專

家、研究者為支，教師參與編寫教材的機會很少。主實際上仍然是

那種統一的自上而下的模式。台灣的中小學教材也是一麓的專家

編寫的形式。 r 現行約中小學課程與教材可以說是專家式的，由

專家決定課程總綱，由專家設計課程樑潑，由專家撰寫課本。

專家式的課程設計，綴得教學遂度要望無5軍侵可言，使得個人

學習的速度因而失調 J (草草豆豆苔， 1996 '真217 )。現在這護局面

雖然已開始有所改變，位上課仍是以教材為本。香港的教材更鑫

活一些。基本上是由出版社閔行組織編寫的，教育行政部門基本

不加干預。教材的編寫一方藺草書按照教學綱要規定的自標及內

容，病時，也考慮社會的需要，家長與學校的要求。而數學教材

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會考和學會E測驗的影草草。在數學教學J:þ r 課本

為本教學 J 十分普遍(主吾家鳴、林智中、資毅笑， 1995 '資 12) 。

「教師在教材的使賠本欠缺創造性，而依賴露:本所提供的資料直接

進行教學 J (黃家鳴、張蔥雲， 1997 '頁4) 。目前香港流行的直至少

六套小學數發教材，每一問學校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自行選擇教

材。從這一點上來看，香港夜里史學教材的選擇上，比重盟內和台灣有

更多的自三主權。

三地數學課程改革的趨勢與展望

對中國內地、台灣和寄港的數學諜程以及相闋的文件做其音量的分

析。我們可以看出乏的數學課程的改革具有這樣一些趨勢。

提倡大眾教學的趨勢，使教學教育渴向全體學生

縱觀三地的教學教育，儸管都在一個很長的時期以精英教育為主

導，立主且至今仍未完全擺脫精英教育的束縛。但是隨著普及義務教

育的相絡提出和資施，接受大眾數學的恩怨，轉變數學教育觀，使

教學教育吾吾對全體學生的呼聲就愈來愈高。許多學者為此提出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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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議。認為 r w 大眾數學品的提法的確很有意義，尤其在我殷

實施義務教育的現階段，如果真正抱義務教育中的 r數學 J 作為

r 大眾數學品，它必將促進我闋義務教育中數學教育的改革和發

瘓，甚至影響整餾基礎教育的改革和發展。 義務教育無論如何

不星空再出現為了 30%的升學，拋棄70%的可悲局面 J (陳靈穆，

1994 ' j\1\[ 91 、 98 )。而提倡「大眾數學 J 並不是降低對學生的變

求，降低數學教育質量量。主藍耍的是改變數學教育觀念。首當艾強教授

提出數學教育要兼顧 r才、學、誠 J 三餾方筒，認為「廣義的教學

教育不把數學僅稅作一件食用工糞，而通過數學教育達3至更繽紛的

教育功能，這包括數學思維延伸至一般思維，培養主權的學習方法

和態度、良好的學風和品德修養，也包括從數學欣賞帶來的學習愉

悅以致對知識的尊重重 J (論文強， 1994 '真262) 0 r 大眾教學 J 的

思想被愈來愈多的人接受，對教學教育的改革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然而從現實情況來看，數學諜罪受從總體上要求與商方一些國家相比

還是比較高(馬雲鵬， 1996) 。特別是在主基礎知誠和基本技能方宙的

要求更是如此。這樣就導致教學時數偏多，學生負擔過葷的現象。

同時來自傳統觀念的抵抗，以至教育內部及外部種種~素的影響，

在華人地區真正實現授大眾數學的教念改造數學教育邊看哥華書艱苦的

努力。

制定具有彈性的數學課程，使其適應不同學生的發展

普及教育的資施，職業技術教育的加強，逛街引起的為中以至初中

的分流。這要求作為墓禮童教育的中小學課程熔當具有一定的彈性。

那種統一的、 f一刀切 J 的課程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教育發展的嚮

娶了。七十、八十年代後，教育改革的不斷發展，必須遠新思考醫生

學課程的組織，數學教育約旦的也看需要m整。使其過憋不同類型、

不間水平學生的音需求。黃毅英(1995的指出 r從這皂的之擴展，

課程亦須加以詢盤，以配合普及教育與『無考試年代s 的新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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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除了脫離精英年代學術取向的課程內容外，無論分為文理科教學

也好，讓整基礎與附加數學也好，真要旨均是認定學生將來走向各

行各槳，為不同需要設計相應的課程，務使 F數學對人人有效』

然數學解難、思考與種種能力之培養，都應是共遇之核心，形成了

刊主心+選修a 的一個模式。在普通公民所需的教學之上，亦應關

照具數學潛質發之發揮與培書畫。總之，課程應走向多元化與您別

化，避免 F一刀新a 之弊。 æ此可見，課稜改革遠超教學能齒的主重

新釐定，星星須有學由自上，課程上、教、法土之3單位 J (英 83 )。這種具

有彈性的數學課程，雖然還是學者們提出的一種理想，真正主實現還

有待努力。偎在三地的教學教育改革的資踐中，這穫取向日初見端

倪。內地的九年義務教育小學、初中課程計畫目中規定 r初中學業

年級的教學教學內容分必修與選修爾部分。駕車備就業的學生，可以

只學必修部分的內容 J (中華人民共和國鐵家教育委員會，

1992b) 。在小學數學課程中，雖然沒有必修和選修之分，但在教學

大網中規定了一些主內容為選學內容。香港的中小學教學綱要中也有

類似約規定。而台灣 1995年的單單民中學課程標駕車中規定的教學課

程，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選修、必修課程目標分別訂定，強調相

輪椅成適應、學生個別能力上直是累的特性 J 立Iz r 增加培養學生主動

學習的態度及欣賞教學的能力之情意目標 J (國踐中學課程標駕車編

輯審瓷小組， 1995 '真 851 )。因亦可以將彈性的諜罪里看作是數學

課程改革的一種趨向。

數學教育愛心的轉移，更多地;主委開發學生的

多種能力

重視學生能力的紹，養似乎已成為老生常談。但在數學教育中真正溶

變也立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華人社會在國際數學競賽中所取得的成

綴，己引起世人的關注，雖然我們還不能以此作為華人地區的數學

教育成功的論據。學生醫生學能力約培餐還是一個遠沒有得到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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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但從近年來三地數學課程的發展來看，愈來愈這視對學生的

多種能力的培養。然論在教學劉樣的表途上，途是在教學方法的研

究上都將對學生能力的培養放夜盪要約位霞。雖然在許多人的觀念

中還是不肯放棄簡單的還算訓練，注重重解難題、偏題等觀念。但那

種只E重視知該技能，而忽視多種能力培養的作法也受到愈來愈多批

評。 r E!3社會的禹速發展與高科技之普及，數學教育玉皇隊進一步削

減技巧操練而強調解難與概念等之培養，使學習得以超出正規的學

校教育，該學生在步入社會後有自我充實之能力。概括而言，是建

立一種教學素養，一種與教學有關的態、考與處理問題的方式 J (資

毅英， 1995a '賞83 )。在教學教學自練中 r IllJIJì成傳統的輩革休了內容，

增加i數學的思考和學習的方法，培養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主音主要學

生傳意、解難、思考和探究等能力， .古書是學生解決主實際間是藍的能

力，士古書是學生的推理與創造能力 J 等等表述，都在不|穹的教學大綱

中佔有重要的位置。從這裡我們1'iJ以看出一種觀念上的改變，至少

在課程的設計者的意識中，引起了一定的重重紋。當然，將這種理念

變為教師在課程教學中的行為，進而真正成為學生擁有的能力，可

能還需要一戀較長的過程。

計算工具的運用逐步提到議事日程

科學技術的發展對教學教育的影響，最突出的可能就是電子計算機

和計算樣的迅速普及。計算機和計算器進入課堂，對傳統的教學教

育觀可能是一個最大的挑戰。特別是在華人社會的教學教育界，對

計算機進入課堂開始都是採取一種抵制的態度。真理由無非就是，

學生用計算機(器)會影響學生的計算能力，不利於學生數學能力的

培養。這對於將計算能力作為考察學生數學能力的首要標準的教學

教育觀念的人來說，是一種合乎邏輯的解釋。但在科技如此發簇的

今天，叉如何看待計算能力，計算能力在中小學數學教育中約地位

又怎樣評價，卻是一個灣要愛新考慮、的問題。在三地的數學教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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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中，已經關始君主是詭計算機(錄)在中小學教學教育中的作用，以及

如何恰當地將計算機(綠)引入中小學教學教學中。台灣中學教學課

程擦背章中規定 r 在適當的教學學元，可豆豆應個別差異使用電算機

具作為輔助教學之工具 J (闋踐中學課程標草書編輯審查小組，

1995 '頁 104) 。發港 1985年的中學教學課程綱要中說明， r :t:E謀

生章中電子計算機的使用日在甚為普遍。因此教師可教授電子計算機的

正確使用方法，尤其是應用在一些冗長及複雜的計算 J (香港課程

發展委員會， 1985 '真5)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最新編寫約{小學課

程綱要數學科(大綱初稿n 中，比較明確地提出在小學教學教學中

使用計算機(器)的詞題。「較繁雜的計算，學生可以使用計算機，

以便消除他們對繁雜計算的恐懼。對於簡單的計算，教師應鼓勵學

生用心算或繁算，說應引導學生判斷在甚麼情況下才使府計算機」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1997 '真4) 。同時還單獨編寫兩個附件，

{計算機的運用}和{電腦輔助教學> '作寫夜小學教學教學中使

用計算機和電腦的真饑方法的指引。而台灣的小學教學課程樣準

中，更明確「電算吉普是的年級以上每位兒童必須自備的學具，學校

亦應準儷若干，以憋不符之寫 J (閱民小學課程標普車編輯幸寄至王小

組， 1993 '頁 119) 。可見小學教學教學中使用計算機的問題已經

明確列入議程。而圈內只是一些學者在文章中呼呼讓觀計算器在中

小學數學教學中的遵照，在有路的文件中還沒有這方面的規定。

是一個應當引起充分重重視約問題。它不僅只是一個計算的問題，而

是涉及到數學教育觀改變的問題。

從上涵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中皇島內地、台灣和香港的教學

課程從本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特別是近二十年來，有了迅速的發

展。在數學教育綴念、數學謀殺的編制與實施等方頭發生了很大的

變化。同時，我們也不能否認，三地數學教育的發展還受到很多限

制，還有一歧不如人意之處，會哥哥室主E許多方面進一步研究和改革。

如讓更多的人參與數學課程的制定和發展，沒靈處還好地區直是真和

學生差異問題，以及師資哥哥質的提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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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end of Mathematics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Chinese 
Mainland, Hong Kong, and Taiwan 
MA Yunpeng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s curricula in Chinese Mainland, 

Hong Kong, and Taiwan. It was found that the mathematics curricula in all three 

areas were developed under a centralized system and are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teaching at the classroom level is 

shaped by textbooks. Recently, the mathematics curricula in all three areas are 

moving towards everybody mathematics, more flexibility in content selection, catering 

to the students 'ability, and the more use of calculators and computers in teac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