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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魔獸世界為場景而自編故事，融入相似形單元，實施補救教學活動。研究

者以九年級教科書的課程內容為教學活動設計的基礎，藉由故事融入的方式來發展相似

形教學模組，並探討學生在放大與縮小、相似形的意義、相似形邊長比與面積比關係、

學習三角形 AA 相似性質、相似三角形邊(角)對應關係的學習表現，以及學生在進行故

事融入教學後，對於本教學模組設計的感受。 

研究發現故事融入的方式能夠提升個案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生對於如此的教學方式

亦非常喜歡，也表示更喜歡學習數學。而藉由具體物的操作，亦可幫助學生理解抽象的

數學概念與觀察出相似形邊長―面積的關係，以及透過日常生活的實例，來繪製相關的

輔助圖形，有利問題的解決與相似三角形的辨別。最後亦針對本教學模組所實施的實際

情況，而提出建議，做為後續教學及研究的參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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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九年一貫課程基本理念是把「每一位學生都帶上來」，為了帶好每一位學生，身為

教師更不能漠視低學習成就學生的學習。張靜嚳(1999)表示低學習成就的學生，在數學

學習的過程中，主要是因為對抽象概念無法理解，就算經由教師再次講解課程內容，學

生所遭遇的問題，並沒有顯著的改善。由唐淑華(2004)、黃媺恬、姚如芬(2009)的研究

發現，以故事情境融入教學不僅能讓學生將數學知識與技能用來解決生活中所遇到的問

題、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增進學習的成就感、培養閱讀興趣、激發學生的創造力及想

像力。對中低程度的學生而言，學習活動宜富於變化且兼具趣味性(李咏吟，2008)。陳

人慧、徐新逸(2005)亦表示，若教學中充滿精彩的故事，學生透過故事解決問題、建構

自我及社會價值觀，並且在精彩的故事情境引導下，學生定能分分秒秒專注於課堂中。

因此，以日常生活事物來設計故事情境，讓學生在熟悉的環境下學習，必能提升其學習

效果。 

九年一貫課程強調「帶著走」的能力，培養如何運用數學知識來解決在日常生活上

所面臨的問題，並且連結數學與其他學習領域。日常生活中即存在著許多有關相似形的

問題，而生活的歷程本身就是一則精采的故事，因此以故事的方式來進行相似形的教

學，不僅能讓學生感同身受，還能在熟悉事物的協助下，讓學生學習相似形的概念。而

相似形概念不僅可以解決一般的日常生活問題，還被應用在醫學、光電、以及工程技術

人員的測量、繪圖等方面，可見相似形概念在學生的未來生活中有很大的益助。而在國

中數學課程中，相似形知識的學習，不僅可以檢驗學生對於七、八年級時，所學習過與

相似形有關的課程，是否已經完全理解；還能熟練運用相似形的概念及各種技巧，用以

解決七、八年級時相關單元之問題，且對於後續即將學習的幾何證明單元中的邏輯推理

與思考，也有正向的助益。此外，自 2001 年來國中基本能力測驗，在相似形單元的出

題率是百分之一百，由此可知相似形單元不僅是基本且深具重要性的數學課程。 

因此，研究者基於提升低學習成就學生的學習動機，以及相似形概念的重要性，將

故事融入相似形單元的教學之中，以教科書原本的課程為活動設計的基礎，嘗試以風靡

全球的網路遊戲「魔獸世界」為場景，配合課程內容自創故事，希望能針對低學習成就

學生的特質，將故事情境融入相似形單元的補救教學活動中。故本研究目的為： 

一、探討數學低學習成就學生於故事融入相似形教學之認知學習表現。 

二、探討數學低學習成就學生對故事融入相似形教學模組設計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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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故事融入教學相關研究 

故事教學主要是透過故事形式，設計教學內容與方法而進行的教學活動，然而故事

乃是透過語言來反映真實或虛幻的過去經驗，亦即透過故事中人物的性格、處事態度與

情節發展的鋪陳描寫，喚起學生自身的經驗，促使學生把自己的生活經驗或心境類化到

故事中。因此故事情節發展應充滿樂趣及豐富的聯想，且能激發及培養兒童的想像力，

如此不僅能引發學童學習的新奇感，也能增強學習興趣與注意力(林曉菁，2007；朱育

君，2008)。 

Kieran(1989)認為故事是有效組織訊息意義的最佳工具，所以強烈建議教學者應將

故事融入課程之中，以多樣化且具創思的題材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並培養及提升學生

對於訊息或知識的理解與記憶力。李輝(2007)亦指出故事可做為學生常用之語言教學活

動、鷹架學生思維與學習的基本框架、以及組織課程的基本線索。 

另外，Drake(1992)提出「故事模式」的課程發展，認為故事可運用於各年齡層作為

一種學習方式，透過學生個人、文化、全球與共同的層面探討不同的主題，以學生個人

成長與適應社會變遷為課程設計主軸。因此將故事題材融入教學時，須配合學童的身心

發展、認知程度與生活經驗之外，還要考慮學童對故事人物、情節的熟悉度，才能有效

引起共鳴。換言之，故事融入教學是一種找尋脈絡進而建立概念架構的能力培養，也是

一種邏輯思考及判斷力訓練的歷程，而學生也能從故事、參與人員的互動中獲得成長。 

而故事情境充滿幻想與趣味性，不僅滿足孩子內心需求(林曉菁，2007)，將故事融

入教學更是激起學生學習興趣的催化劑(熊召弟，1996)。因此，故事融入教學，不僅是

提供一種規劃教學的另類方法，更是激發孩童想像力的最佳學習工具。教師若能適切合

宜地將富於趣味與幻想的故事，運用於教學中，不僅能引發學生多層次聯想，還可以使

學生在探索中認清自我價值與紓解情緒，幫助學生學習。 

 

二、相似形教材地位與教學之相關研究 

在相似形的課程方面，相似形單元分為相似形與比例線段、三角形相似性質以及相

似三角形的應用等三個部分。而數學課程所規劃的內容是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先前

所學之概念往往是未來學習之基礎，所以學生在相似形單元時，需先具備比例式、放大

與縮小、平行、三角形全等等數學概念。從九年一貫數學領域課程綱要中來看，小學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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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級課程規劃了「能認識平面圖形放大、縮小對長度、角度與面積的影響，並認識比例

尺(6-s-02)」(教育部，2003)；從相似形的定義來看，「若一個圖形經各邊長等比例放大

或縮小後，能與另一個圖形全等，則此兩圖形互為相似形」；以三角形相似性質來說，

三角形全等性質是三角形相似性質的先備數學知識；以及在相似三角形的應用亦需習得

平面座標、方程式與函數等數學知識。 

因為不同的生活或學習經驗，致使學生對相似形概念的認知存在著差異，間接影響

了相似形相關概念的學習(林碧珍，1993)。在黃國展(2003)、吳宜靜(2004)的研究中，指

出學生在學習相似形時，容易憑直觀圖形的表徵來思考解題，而忽略相似圖形的性質比

較。因此，在相似形的教學方面，應讓學生進行辨同別異的過程，多採用一些例子讓學

生了解「對應角相等」與「對應邊成比例」兩個性質需要同時存在，且對於相似形性質

的操作，容易受到三角形特質的影響，造成學生學習其他多邊形的相似性質時過度的推

論(康木村、柳賢，2004)。另外，透過具體影像與鼓勵學生動手操作圖形，亦能讓學生

將抽象幾何與具體事物連結，進而培養空間概念。 

抽象的相似形概念時常被應用於日常生活中，而生活本就是一場精采的故事，因此

以貼近學生日常生活的故事情境來進行教學，不僅讓學生更容易接受，也讓學生更容易

學習抽象的相似形概念。所以為了使研究對象能夠學會與理解相似形課程目標之數學知

識與數學概念，研究者認為教學者必須深入了解相似形教材內容與分析學生在相似形單

元中所遭遇之迷思概念的來源與成因，如此才能設計出適宜切題的教學內容，並且構建

一個友善、愉快的學習課室，以及採用適當的教學方法與不斷的反思，讓學生有效地學

習相似形課程內容。 

參、故事融入相似形教學模組流程與設計 

一、研究參與者 

(一) 研究者： 

本教學模組之設計者，同時也是教學活動的實踐者，以及負責資料蒐集與分析的工

作。 

(二) 研究對象： 

研究者於平時教學與測驗中發現，學生在相似形單元中，對於放大縮小、相似形的

意義、相似形的邊角對應，以及兩個相似圖形之間其邊長與面積的關係等容易產生錯誤

概念。因此，研究者從任教學校的九年級學生中，挑選 6 位具此類錯誤概念的數學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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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成就學生為研究對象，個案之平時學習情形如表 1 所示。 

 
表 1 個案之平時學習情形 
學生 平時學習情形 

韋儒 
在學習上，時而積極，時而懶惰，無法持續學習。雖未能有很高的數學成就，

但並未討厭數學。 

宗縉 
三分鐘熱度，專注力無法持續，且未能認真寫作業以及準時繳交作業，對於

課本以外的事物，其學習興趣高昂，如線上遊戲。 

瑞琦 
理解能力不足，無法接受太過冗長的內容，考試前雖能積極準備，但容易忘

記自己學過的課程內容，課餘時間會玩線上遊戲。 

昶德 
學習不夠積極，認為作業只要應付繳交就好。父母從事養蚵，晚上並無法照

看該生，而該生自己亦無法督促自己學習，時常上網遊戲，數學成績低落。

聖頤 經不起挫折，情緒變化較大，容易放棄，學習情況不佳，上數學課時常發呆。

姿穎 
單親家庭，平時愛看小說，跟同學八卦，認為成績只要過得去就可以，不用

太在意。 

 

二、故事融入相似形教學模組內涵 

(一)內容介紹 

本教學模組以學校所採用的教科書相似

形之學習目標為設計依準，主要涵蓋的數學

內容為：放大縮小、相似形的意義、相似形

邊長比與面積比關係、AA 相似性質、相似

三角形邊(角)對應關係等。 

研究者以風靡全球的網路遊戲「魔獸世界」的場景而自編故事，透過主角幫爺爺送

信過程所遭遇的事件，增加故事的想像與趣味。並配合相似形學習目標，將故事情節融

入相似形的教學中，安排兩個教學活動，分別是《黑與白之戰》與《神奇的梯子》，來

進行相似形相關概念的學習，教學時間為 2 節課。以下為故事情節與活動介紹： 

1. 故事情節： 

小金是一位愛玩又常常忘東忘西的小孩。他

與爺爺、奶奶、阿銀以及一隻聰明的小柴犬阿

力住在人類所統治的暴風城。暴風城是由貿

易區、法師區、花園區、教堂區、矮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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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城區、暴風港與暴風要塞等八大區所組成。舊城區是最古老的城區，其中大多是與傳

統文物有關的商店，例如武術館、天燈店、骨董店…等，還有一個時常聚集人潮的棋藝

所，小金也時常會來這邊玩。這一天，爺爺拜託小金幫忙送一封信給暴風城矮人區的奧

斯，途中經過舊城區時，小金看到棋藝所又是人潮眾多，他也跟著進去湊熱鬧了。 

 玩到一半的小金才想到爺爺的信還沒送，便急急

忙忙地衝出棋藝所，往矮人區跑去了。矮人區的居民

全部都是地精族，個子都非常矮小，可是卻很聰明又

很高傲，並且不斷的研發各種新式的工具、機械與武

器。奧斯的家堆滿了各式各樣的書，這一天他為了研

發新式的機械裝置，正架著梯子，在書牆上找尋相關

資料。小金與阿力順利抵達奧斯的家並把爺爺的信交給奧斯，正好看到這一幕。 

(故事內容圖片來源：魔獸世界線上遊戲擷取畫面) 

2.活動簡介： 

本教學模組所設計的活動有二，分別是《活動一：黑與白之戰》與《活動二：神奇

的梯

表 2  
活 名 教學目標 時間 

子》。於教學活動一中，研究者在棋盤上擺設圖形，讓學生排出此圖形的相似形，

再讓學生相互觀察與討論，藉以學習相似形之相關概念；於教學活動二中，以矮人家豐

富的藏書，藉由梯子、書牆、地面、支撐架所構成的情境圖來學習三角形的相似性質與

邊角對應關係。而本研究之教學活動簡介與教學目標如表 1 所示。 

 

教學活動簡介與教學目標

動 稱 教學活動簡介 

活動一： 
 

讓學生利 縮小的概念。 

比關黑與白之戰

藉由圍棋棋盤，

用棋子來排相似圖形，並

觀察圖形之邊長與面積

變化情形。 

1. 了解放大

2. 學習相似形的意義。 
3. 相似形邊長比與面積

係。 

50分 

活動二： 
 

書架布置 AA 相似性質。 50分 

神奇的梯子

藉由梯子與 情 1. 學習三角形

境，讓學生了解相似三角

形的應用。 
2. 了解相似三角形邊(角)對應

關係。 

 
 

 

三、資料蒐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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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研究目的為探討低學習成就學生在相似形的學習表現，以及低學習成就學生

對教

、故事融入相似形教學模組發展與實施流程 

的學習目標為教學模組設計的

依據

學活動的感受，因此資料蒐集內容包含活動學習單、學習日誌、訪談、教學者觀察

記錄等；同時將教學活動錄音及錄影，並轉譯成文件資料，再輔以研究者於教學後撰寫

之省思札記，做為資料分析的依據。研究者逐步將蒐集到的資料進行登錄，依蒐集時間、

來源與性質將原始資料做對照及比較，並將相關主題之不同時間(發生時間的前後)、不

同來源(來自不同對象)、不同類別的各項文件資料進行反覆閱讀、交叉比對與歸納分

析。藉由教學者觀察記錄、學生文件資料等來分析與交互驗證，並與具有數學教育專長

的教授及資深教師共同討論分享，確保分析結果的客觀性、適切性及準確性。 

 

四

本研究採用翰林版數學教科書(九年級上學期)相似形

。故事情節的編撰、教學活動與學習單的內容皆緊扣著學習目標而發展設計(如圖

1)。而實施方式乃是研究者先進行故事情節發展，適時將故事停頓，進行相似形單元相

關概念教學，且輔以教學活動學習單，來建構學生在相似形概念上的學習。同時，亦將

合作學習的理念融入教學中，將六位個案學生分為兩組，藉由教學活動進行時，培養學

生獨立思考與同儕分享，並且透過提問、討論與老師教學，來學習相似形單元的數學概

念。而在每次教學活動結束後，利用學習日誌，讓學生將當天課堂上所學到的數學概念

與心理層面的感受記錄下來，用以了解學生的學習表現。 

 
圖 1：教學模組發展與實施流程 

 

肆、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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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設計之活動一主要是利用圍棋棋盤與黑白子

討論與觀察，自己所排列的圖形與他人之異同

，來排列相似形，讓個案相互

 

 

一、 個案學生於故事融入教學活動的學習表現 

產生認知衝突。 

的圖形

2  

 

 

顆嗎？ 

 

才對。 

 

，來學習相似形的意義與相似形面積之比

等於邊長平方之比。而活動二乃是藉由故事情境的導引，讓個案學生能與日常生活中的

經驗做連接，而繪出相應之圖形來輔助解決問題。以下為本教學模組進行中與進行後之

結果及發現。

(一)透過圍棋黑白子所排列的圖形與個案學生間的討論，

由個案學生先觀察研究者所排的圖形(2 3)之後，自己排一個跟教師排的圖形相似

，完成後，跟其他同學比較異同，並且討論差異之處。讓學生透過黑白子的排列

過程中，經由同儕討論學習，修正自己的答案，並導正自己的錯誤概念。以下為補救教

學活動進行時，個案學生間的對話，以及個案學生所排的圖形，如圖 。

昶德：我排了 2 倍放大圖形，你呢？ 

宗縉：我也是阿。

姿穎：我也是耶。 

宗縉：我的怎跟妳的不像。

姿穎：阿知，不是每邊都多 1

昶德：姿穎的錯了吧。 

姿穎：真的嗎？我也不知道對不對。

宗縉：2 倍放大，是邊長都要變為 2 倍

昶德：這邊要排 4 顆，這邊要排 6 顆。 

姿穎：喔喔。

 

圖 2：縉、德、穎_於教學活動中所排的圖形 
 

，可知，姿穎原本所排的圖形是錯誤的，經過宗縉與昶

 

從以上個案學生的對話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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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

)藉由黑白子的排列，個案學生能了解相似圖形的判別與其邊長―面積關係。 

，當

圖形

說明後，姿穎知道自己的錯誤，由上述對話可看出，透過具體物的操作與同儕互動，

可以修正個案學生的錯誤概念。 

 

(二

在經過活動一的學習與同儕討論後，個案學生能理解相似形的邊長―面積關係

的邊長放大 2 倍時，其面積會放大 4 倍。並且於教學活動後，填寫學習日誌時，個

案學生能夠運用其所學到的數學概念來解決問題，如圖 3、圖 4。 

 

圖 3：昶德_學習日誌 
 

 

圖 4：韋儒_學習日誌 

)藉由梯子與書牆所布置的情境，個案學生能依題目所給定之條件，在複合圖形中找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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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應的相似三角形，進行解題。 

透過本教學活動，個案學生嘗試尋找解題所需之相似三角形，雖未能第一時間立即

找出，經過嘗試第二次就能夠找出解題所需之相似三角形了，如圖 5、圖 6。 

 
圖 5：瑞琦_活動學習單 

 

圖 6：宗縉_活動學習單 

)經由活動二的學習經驗，個案學生能夠繪製輔助圖形與解題。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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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過活動二的教學與同儕討論後，個案學生能夠順利畫出輔助圖形，且能找出相

應之相似三角形，並且使用對應邊成比例來解決問題，如圖 7。 

 
圖 7：昶德_學習日誌 

)經由活動二的教學，個案學生能夠運用相似三角形對應邊成比例來解決非情境式問

過「活動二：神奇的梯子」教學活動，個案學生能夠將活動中所學到的數學概念，

應用

 
(五

題。 

透

於非情境式的問題解決，如圖 8、圖 9。 

 
圖 8：昶德_學習日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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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瑞琦_學習日誌 
 
(六)藉由活動二的學習，個案學生能夠辨別相似三角形中，「邊」與「角」的對應。 

經由神奇的梯子教學活動，來學習辨別相似三角形，個案學生在觀察圖形時，能夠

注意相似三角形的邊與角是否有對應到，也能寫出正確的相似三角形，如圖 10。 

 
圖 10：韋儒_學習日誌 
 
(七)全數個案學生無法察覺非整數倍放大(縮小)的相似圖形，僅能觀察出整數倍放大(縮

小)的相似圖形。 

於活動一的學習單測驗中，主要是測驗相似形的判別與其邊長-面積關係，題型設

計為甲(2 1)、丙(4 2)、丁(6 3)互為相似圖形，乙(3 2)、戊(6 4)為相似圖形，而六

位個案學生在活動一學習單的作答情形如表 3 所示。 

 

表 3 活動一學習單作答情形 
學習目標 題號 韋儒 宗縉 瑞琦 昶德 聖頤 姿穎 
相似形的判別 1-(1) 甲-丁 

甲-丙 
乙-戊 

乙-戊
甲-丙

乙-戊 甲-丙
甲-戊
乙-丁

乙-戊 甲-丙 
乙-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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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個案學生皆能找出整數倍放大的相似圖形，但並未有學生觀察出丙-

丁相似，而活動後的訪談中，個案學生仍無法觀察出邊長放大 1.5 倍的相似圖形，顯然

個案學生在辨別非整數倍相似形時會產生困難。 

 

二、 經由故事融入教學活動後個案學生對本教學活動的感受 

(一)個案學生因簡報上的故事與圖片，而產生參與的動機。 

在黑與白之戰的教學活動中，主要是透過圍棋黑白子

在棋盤上的擺設，讓學生學習到相似形的意義與相似形面

積之比等於邊長平方之比。利用故事情境的引導，採用具

體物的操作方式，來提升個案學生的學習動機與參與度。

首先，研究者透過 powerpoint，將故事內容與相關圖片呈

現在白板上時，引起個案學生熱烈的討論，以下為研究者

剛要開始說故事時與個案學生之對話。 

     R：知道這張圖片是誰嗎？ 

    宗縉：我知道，他是巫妖王。 

    瑞琦：對阿，他拿的那把劍超帥的。 

    聖頤：那個是史詩武器，當然帥啊。 

    R：那老師開始說跟今天數學課有關的故事囉。 

 

從以上研究者與個案學生的對話，可知，當學生看到熟悉的事物時，其反應是很熱

烈的，所以教師在進行教學時，可以利用學生平日常接觸的事物，作為提升學生學習興

趣與參與的工具。 

 

(二)個案學生認為透過故事的引導與具體物的操作，有助於學生學習。 

將故事融入教學中，使學生能夠在熟悉的情境下學習數學，並且藉由棋子的排列，

將抽象的數學概念具體化，有助於個案學生的數學課室學習。經過故事融入教學的學習

方式，個案學生之反應如下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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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個案學生的反應 
學生 經過這樣的學習，我覺得數學這一科…… 
韋儒 會使我更加聰明和使我對這一科比較了解。 

宗縉 
這種上課方式還不錯，讓之前不懂的都懂了，而且還蠻詳細的，有實際的操

作比較好。 
瑞琦 我了解數學這一科會越來越懂，用這種方法會瞭解比較多。 
昶德 變簡單了，下次若以此種方法就可以懂。 

聖頤 
用這種方法比較容易懂，因為有實際的感覺，以前只有講講而已沒有讓我們

動手用。 

姿穎 
如果每節都一題題 OR 以故事 OR 實例的方法去做，或許我會比較 like 數學，

也比較能接受。 

 

伍、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乃是以教科書原本的學習目標為活動設計的基礎，利用「魔獸世界」的場景

來撰寫故事，並且配合故事情境佈題，進行教學、同儕討論與發表的方式，給予獨立思

考的機會與空間，增進學生的學習與互動，希望藉由此教學活動來探究數學低學習成就

學生的學習表現。 

以下為研究者對於個案學生在實施本教學活動後，將研究發現歸納與分析所得的結

論並提出的建議。 

一、結論： 

學生透過故事融入教學與同儕討論的方式，而提升了學習的興致，同時也促進了數

學的學習成效。藉由幫助故事主角解決問題的過程，讓學生能夠專注於課室學習，並且

經由同儕彼此相互溝通與分享，不僅有效地增進學生解決問題的能力，同時也增加了數

學思考的機會。綜合以上之研究結果，研究者提出以下二點結論： 

(一)故事融入教學對於協助學生學習相似形單元的數學概念有正向的影響。 

本研究以魔獸世界場景，來編撰故事融入相似形課程，從研究結果中可知，除了在

非整數倍相似圖形的判別上仍有困難之外，六位個案學生都能夠藉由具體物的操作來學

習抽象的數學概念。在相似圖形的排列活動中，透過黑白子所排出的圖形，並觀察圖形

邊長的黑白子顆數與圖形黑白子的總顆數，個案學生學習到相似圖形對應邊長成比例與

面積比等於邊長平方比的數學概念。另外，在活動二中，經由故事情境的安排，學生在

繪製相應之圖形的過程中，了解相似圖形的邊角對應關係，並於其所繪製的複合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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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找到解題所需之相似三角形，以及應用對應邊成比例來解決非情境式的數學問題。 

(二)故事融入教學有利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從本研究之活動學習單中，可以看出故事融入教學的方式能夠獲得個案學生的正向

回應，同時也願意再以此方式來學習數學。因此，以學生所熟悉的事物融入數學課室中，

不僅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同時也能讓學生更加喜歡數學。 

 

二、建議： 

研究者根據本教學模組設計與教學活動的實施情形，提出關於相似形的教學與後續

的研究建議，如下： 

(一) 關於相似形的教學建議 

本教學研究設計實施過程中，發現學生對於非整數倍的放大(縮小)圖形的判別產生

了困難，因此在教學中或未來之研究，可針對本研究所發現的迷思進行教學設計或開發

教具，用以幫助學生釐清此迷思概念。 

(二) 關於後續的研究建議 

本研究僅對相似形單元中的放大縮小、相似形的意義、相似形邊長與面積關係、三

角形 AA 相似性質、相似三角形邊角對應關係等部分數學概念而設計，尚未能涵蓋全部

相似形單元的課程內容，對於未來之研究可以本教學模組為雛型，針對其他相關之相似

形數學概念進行活動設計，並探究其實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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