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數學
李源順／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數學系教授

摘要

但是TIMSS2007的研究發現國人對數學的

本文利用高鐵時刻表探討高中生和國小老
師對生活中數學問題的報讀、解讀和推論，以
及影響高中生和老師進行報讀、解讀和推論的
可能因素。最後再舉水費、玩碰碰車、液晶螢
幕大小和送購物金等問題，希望引發讀者對生
活中數學問題的察覺，進而解答問題。期望生
活中的數學問題可以提升讀者對數學的興趣及
有用性的了解。

關鍵詞：生 活中的數學，連結，報讀、解
讀和推論

壹、前言

態度與自信心不佳，幾乎排在最後面。八年級
和四年級學生（曹博盛，2009）對數學正向態
度指標的趨勢分析排名分別是第39名（50國家
／地區）和36名（37國家／地區）；對學習數
學自信心指標的趨勢分析排名分別是第46名
（50國家／地區）和35名（37國家／地區）。
向陽公益基金會（聯合報，2011a）對40
多位教學年資逾五年的中小學教師進行問卷調
查發現，大多數資深教師認為學生在學科上的
學習，數學至少需國小畢業以上的程度；可是
在社會上必需具備的基本謀生能力當中，數學
學力居四個學科之末。同時有少數老師認為，
數學僅需小三程度即可滿足職場的基本需求。

近十年來，在國科會與教育部的支持下，

鄧煌發也談到學校的數學都教得很難，讓學生

我國積極參與國際數學教育成就評比，成績

失去學習的興趣；更慘的是，在現實環境中根

令人滿意。例如2003年（Martin et al.,2004）

本很難用得著。

和2007年（Mullis, et al., 2008）參加的國際

國內數學教育學者也知道上述問題的嚴重

數學和科學趨勢研究（Trends International

性，因此著手進行一系列相關的研究，試圖在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TIMSS]），臺

保持學生的學習成就的同時，提升學生的學習

灣八年級學生分別在48個國家／地區中排名

興趣與態度，以及讓學生覺得數學在現實生活

第四和50個國家／地區中排名第一；四年級

中是有用的。例如林福來（2011）集合一群學

學生分別在26個國家／地區中排名第四和37

者和教師共同開發許多與數學相關的生活素養

個國家／地區中排名第三。2006年和2009年

試題，試圖讓老師可以運用在教學之中，以提

（臺灣PISA國家研究中心，2011）參加的國

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以及在生活中使用數學的

際學生評量計劃（Th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素養。鍾靜（聯合報，2011b）從數學繪本融

Student Assessment[PISA]），臺灣15歲學生分

入學生學習著手，希望老師和家長能帶著小朋

別在57個國家／地區中排名第一和68個國家／

友一起閱讀數學繪本，讓孩子在不知不覺中學

地區中排名第五。

會數學的概念與推理，也讓孩子覺得數學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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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偶數代表北上；百位數是1、2的車次代表

行課堂的師生互動和學生間的互動研究，了解

新竹、桃園、嘉義、臺南不停的快速車次。教

是否能提升學生的數學學習興趣和態度。有些

授們聽了覺得很有趣、很好玩。這件事情，讓

學者（蘇意雯，2011）則進行數學史融入數學

研究者發現現實生活中的確很多人不去留意生

教學研究，目的是想要提升學生的數學學習興

活中的數學，但是當他們了解以後會覺得蠻有

趣和態度。

趣的，生活當中還是有用到數學的。
於是研究者把整張2010年3月1日 1起適用

老師、學生了解生活中有很多問題很有趣，可

的南下高鐵時刻表，如圖2，拿來問要進入本

以拿來當數學例子進行教學與學習，希望一方

校就讀的大學推甄高中生、以及小學老師他們

面提升教師的教學能力，另一方面培養學生解

看到什麼，發現高中生和老師說出來的資訊可

決生活中數學問題的能力與素養，讓學生覺得

以分成報讀、解讀和推論三種。

數學在生活中是有用的，進而提升他們的學習

一、正確的報讀、解讀和推論

興趣。

報讀的意思是直接說出他所看到的資訊。
例如，A.這張時刻表是從2010年3月1日開始適

貳、高鐵時刻表

用；B.對號車票有藍色小圓點的是打85折、有

有一次研究者和幾位大學教授到臺中開

橘色小點的是65折；C.臺北最早6:30分發車；

會，途中，教授們表示他們對數學敬而遠之的

D.105車次7:00從臺北出發、8:36到高雄左營。

看法。於是我問教授們：「高鐵的車票裏面有

解讀的意思是從看到的一系列資訊中歸納

一些學問（如圖1），大家是否知道？」他們

出結果出來。例如，A.南下的車次都是奇數號

說：「不知道」，他們從來沒有想過與留意過

（未位數是奇數）；B.車次編號是三位數或者

這樣的問題。我告訴他們車次的號碼有特別的

四位數；C.三位數中12字頭（百位數）的是快

意義，例如車次的編號（個位數）奇數代表南

速車次（只停臺北、板橋、臺中和左營）；三

圖1

1
2

高鐵車票（2010年7月1日起適用）

高鐵時刻表雖然經過幾次的改版，但是基本規律大同小異。
2011年10月17日起適用的時刻表：三位數是1、2的代表直達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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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則從生活數學連結的角度，希望讓

專 論

趣、很好玩。一些學者（徐新逸，1998）則進

圖2

部份南下高鐵時刻表（2010年3月1日起適用）

位數中4字頭（百位數）的是普通車次（每站

（分）是6的倍數；I.周一到周四、周六都有打

都停）；D.車次四位數的是加班車（不是每天

折，只有周五和周日沒有打折；J.周二到周日

都開的車次）；E.快速車次從臺北到左營的時

較早的三個車次打65折。

間都是96分鐘，普通車次都是2小時；F.從臺

推論的意思是從看到的資訊中合理的推測

北到板橋的行車時間都固定是9分鐘；G.每站

沒有看到的資訊。例如，A.看到南下的車次是

之間的行車時間都不相同；H.臺北的開車時間

奇數，推論北上的車次應該是偶數；B.看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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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推論北上每天都開的車次也是三位數、四

1，一開始109車次比407車次在臺中晚了4分鐘

位數是加班車；C.看到每站之間的行車時間都

開，因為車速分別等速，所以兩站之間的行車

不相同，推論每站之間的距離都不相同；D.看

時間成比例。因此到嘉義，109車次已快了3分

到打65折的車次都在清晨或深夜，推論可能是

鐘出車站，同時407車次到嘉義後需要一點時

因為離峰時間，為了吸引客人來搭車；E.看到

間讓客人上、下車，所以最有可能在嘉義站超

不打折的時候是在周五和周日，推論搭車的人

車；到了臺南，兩車已相差了8分鐘，比較不

數一定比較多，因為高鐵公司想多賺一點錢。

可能在此超車。

比較特別的是，有大學生和老師看到407

二、錯誤的報讀、解讀和推論

車次和109車次分別8:30和8:34在臺中開車，

在研究的過程中也發現，有些大學生或老

但是到達左營的時間分別是9:30和9:18，407

師偶偶會報讀錯誤、解讀錯誤或者推論錯誤。

車次比較早開車，反而比較晚到左營，所以解

例如，A.把沒有開車的日期看成不打折的日

讀109車次在臺中到左營之間會超車。當研究

期；譬如認為1409車次在周一到周五和周日不

者繼續追問，那會在那裏超車呢？我們便發現

打折，事實上1409車次只有在周六開，因此其

有許多不同的回答方式。有人直接推論在兩站

他時間沒有打不打折的問題。B.認為兩站之間

之間超車（臺中到嘉義之間）；有人說他記得

的行車時間都相同；譬如桃園到新竹的時間都

高鐵只有兩條鐵軌，假如在兩站之間超車，那

是12分鐘。事實上403車次是14分鐘，405和

樣一班列車就要開到另一個對向車道，非常危

407車次是12分鐘。C.看到百位數是1的南下車

險。有人從成本和安全性考量，推論說應該在

次是加速車次，推論北上的快速車次百位數是

站內車比較可行，因為只要在站的兩端多一個

2。事實上北上的快速車次百位數也是1。

車道就好了，不必再多建一條超車道，同時也

研究發現大學生或老師偶偶會看錯，主要

比較安全，因為不會和逆向車搶道。有人說在

是因為沒把前後看到的資訊連結在一起，例如

嘉義站超車，因為他有注意到。有人利用到站

看到四位數是在加班車（1409車次只有周六

的時間來推論，兩列車在臺中站只差4分鐘，

開），又說這些車次有些天不打折（1409車次

左營差了12分鐘，所以最有可能在嘉義站超

在周一到周五不打折）。再者有少數的例外情

車，不可能在臺南超車。

形，我們沒有注意到，而做了錯誤的描述，例

也有人先推論在某一車站內超車比較節省

如403車次是臺北開出的最早一班車，它和後

成本且安全，再利用兩輛車分別用相等的速度

面的車次，在桃園到新竹的行車時間不同，我

表1
兩站間的行車時間和到站的時刻
台中到左營

台中到嘉義

嘉義（時刻）

台中到台南

台南（時刻）

407車次

9:30-8:30=60

8:56-8:30=26

8:56

9:15-8:30=45

9:15

109車次

9:18-8:34=44

60:26=44:x
26× 44 119
60

8:34+1918:53

60:45=44:y
45× 44 133
60

8:34+33I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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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駛的假設，來推論在嘉義站超車。如下表

專 論

下每天都開的車次是三位數、四位數是加班

們沒看到，而誤解所有的車次桃園到新竹的行

會，假如學生沒有體驗各種生活的機會，學生

車時間都相同。至於錯誤推論北上快速車的車

的學習自然會比他人落後。C.當我們給學生體

次百位是2的問題，主要是因為時刻表的設計

驗生活之後，希望學生能特別留意週遭所發生

者的思維和我們的思維不相同，或者我們沒有

的情事（留意高鐵在那邊超車），慢慢的，他

深入分析南下的時刻表中，已有百位數是2的

對碰到的數學問題才會有敏感性，再變成一種

車次，主要代表桃園和新竹不停的車次。

解答數學問題的能力，然後能用到日常生活之

三、影響報讀、解讀和推論的因素

中。D.和E.的問題是，有時候它可能是一個需

我們也發現高中生和老師在談高鐵時刻表
的時候，有些人會想到一些因素，這些因素影
響他們使用數學來回答問題。例如，A.因為高
鐵時刻表有少數的例外情形，我們便發現有
些大學生或老師看到此一問題（例如403車次
和405車次在桃園到新竹的行車時間不同的問
題），便不敢說出大部份每站之間的行車時間
都相同。B.時常搭高鐵的人和從來不搭高鐵的
人，對問題的反應也不相同。因為不搭高鐵的
人可能不知道只有兩條軌道，以為有三條或四
條，其中一條或兩條是用來超車的。C.會特別
注意高鐵曾經在那個地方超車的人，比較容易
獲得在那邊超車的問題的解答。D.高鐵的車速
其實不是固定，也就是車子在進站、出站會
減、加速度，中途才有可能定速。因此有些人
不敢用等比例的概念來判斷109車次在那個地
方超過407車次。E.甚至有人說高鐵到站的時
間和開車的時間有幾分鐘的落差，因此很難判
斷109車次在那個地方超過407車次。
在數學上，A.對於有例外的情形，我們會
用分段函數的方式處理，或者說明在什麼條件
下它是對的（即若p則q）。它也是在數學學習
上的重要概念，例如在正方形的條件下，對角
線才會等長且互相平分，其他的四邊形不會

要考量的因素，可是有時候假如我們不忽略它
的話，問題便會很難變成容易解答的數學問
題；當然知道的數據愈多（高鐵在站的停留時
間，每站之間的行車距離），它會愈有助於解
答問題；可是在某些時候，我們可能不知道這
些數據，因此，有時候可以考慮忽略它，只是
在忽略它的時候要特別小心，以免做了錯誤的
推論。
其實高鐵時刻表，還有一些規律，本文並
沒有呈現出來。研究者的目是希望請讀者也能
找一份高鐵時刻表，試著研究研究看看。研究
者建議讀者在找尋規律時，不要像大多數高中
生和老師一樣，沒有目的的找，而是儘可能的
有規律的找尋時刻表中的資訊。例如先看每一
行、再看二行、多行，先看每一列，再看二
列、多列，甚至行、列一起看。研究者相信，
讀者可以看到更多的規律。譬如先看車次那一
行，就會發現有三位數、有四位數，是奇數
的資訊；再看臺北看一行，會發現開車時間
（分）是6的倍數；…。再把車次那一行和行
駛日那一行做比較，就會發現加班車的車次是
四位數，每天開的車次是三位數；臺北和板橋
那二行，會發現間隔時間是9分鐘；…。

四、可以提高學習興趣與能力

對。可是它在日常生活中很少被用到，甚至把

無論高中生和老師對高鐵時刻表的表現情

例外情形拿來當作找不到規律的理由。B.學生

形如何，研究者發現，大部份的高中生和老師

生活經驗的問題，是我們要給學生的學習機

都覺得問題很有趣，印象很深刻。他們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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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搭高鐵時會特別留意在那個地方超車的問

數學學得更好。

問題。因此我們相信類似的生活中的問題，假

參、生活中的數學舉偶

如能都開發一點，相信我們的學生會相信數學

生活中還有那些涉及數學的議題呢？在

在生活中是有用的、是有趣的，他會更留意生

此，我們再舉一些例子，用意是引發各位讀者

活當中的數學相關問題。

思考生活中還有那些數學上可以使用的議題。

一、水費、電費、電話費

資訊；可是有些人除了解讀資訊之外，還能夠

家庭的水費、電費、電話費，都是很好的

進行合理的推論。解讀資訊以及進行有根據的

例子，平常我們可能都是帳單來了，要繳多少

合理推論是我們希望在數學上培養學生的能

錢．就去繳；我們相信公司不會錯。可是如圖

力，是數學教學上的重要目的。多開發一些類

3，收據裏面包含那些費用，我們清楚嗎？它

似的問題，拿來課室中讓學生討論，學生會把

是怎麼算出來的？這個水表大概多久以前裝

圖3

水費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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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有些人大多在報讀和解讀高鐵的

專 論

題；也提到火車時刻表是否也有同樣的規律的

的，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嗎？

折？假如你買了14000元的商品，你要不要再

二、玩碰碰車要排多久

購買1000元以上的物品來取得購物金？為什

周日爸、媽帶小孩去兒童樂園玩，小朋友

麼？

想玩碰碰車，可是人很多，有許多人在排隊想
要玩碰碰車。請問爸爸和小朋友要排到第幾次
才能上去玩？大概還要排多少時間？想要知道
這個問題需要知道些哪數據或者資訊呢？

三、液晶螢幕的面積誰比較大
最近液晶螢幕已慢慢的從4:3的尺吋改成
16:9的寬螢幕了。曾經有人說：「都是20吋，
所以一樣大」。有人說：「因為16:9＝4:3，
所以面積一樣大」。對20吋的螢幕而言，4:3
和16:9的面積真的一樣大嗎？4:3和16:9誰比較
貴？比較貴和面積大小有關嗎？假如面積不一

肆、結語
國內的數學教育學者已努力在研究如何利
用一些可行方法（數學繪本、數學史、師生互
動或小組合作學習、…）來提高學生學習興
趣，在了解日常生活之中有那些情況會到數
學，用到那些數學。本文中利用高鐵時刻表的
例子，深入探討對資訊的報讀、解讀和推論的
內涵，以及影響的因素。也舉一些生活中會用
到數學的例子，供讀者試著去解題。我們初步
的研究發現，假如我們想要精確的解答問題，

樣，那是差多少呢？假如4:3和16:9的面積不一
樣，所有尺吋的螢幕的面積比值多一樣大嗎？
為什麼？

四、送購物金
百貨公司在做週年慶的時候，會告訴消費
者，購買滿15000元，送1500元購物金，如圖
5。請問它是不是打9折？若不是，它是打幾

活動期間：100年12月01日10:00至100年12月
26日9點59分
活動所獲得之購物金第一次於101年2月10日發
放，101年2月11日生效。
購物金使用：
－活動發放之購物金折抵消費金額上限為單筆
購買金額的30%
－活動發放之購物金使用期限(自購物金生效
後一個月內)
－本活動之購物金，不得轉換、轉讓或折換現
金。
圖4 臺北市兒童樂園碰碰車
資料來源：http://www.tcrc.taipei.gov.tw/ct.a
sp?xItem=669552&CtNode=21501&mp=10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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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某購物中心的廣告
資料來源：http://buy.yahoo.com.tw/activity.
ashx?p=all_00_111201_pk_03&hpp=bel
t_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