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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教育學院教育碩士 

PISA 是針對接近完成基礎教育的 15 歲學生進行的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旨在測試學生們是

否能掌握參與社會所需要的知識與技能。基礎教育階段的評估與小學學習階段息息相關，筆者

希望通過比較小學數學課程從而嘗試進行分析。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在 PISA 中一直保持領先地位，

而上海在 2009 年及 2012 年的 PISA 中獨占鰲頭。為此，筆者對香港《廿一世紀現代數學》小學

數學教材與《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教材進行比較，從而希望窺探出香港與上海數學教育

的奧秘。 

關鍵詞：PISA；上海；小學數學；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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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有關 PISA 的背景 

一、 何為 PISA 

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國際學生評估項目）是一項由經濟

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統籌的學生

能力國際評估計劃。主要對接近完成基礎教育的 15 歲學生進行評估，測試學生們能否掌握參與

社會所需要的知識與技能（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1997）。 

二、 PISA 的評估內容與評估方式 

第一次 PISA 評估於 2000 年首次舉辦，此後每三年舉行一次。PISA 會在各個國家中抽取

4500 到 10000 名初三與高一為主的 15 歲學生擔任調查對象，以測試學生是否能夠掌握社會所

需的知識與技能。因此，試題著重於應用及情境化。受測學生必須靈活運用科學知識與認知技

能，針對情境化的問題自行建構答案，因此能深入檢視學生的基礎素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1997）。 

三、 PISA 的評估結果——香港穩中上揚和上海的崛起 

香港在過往數次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測試中，成績表現優異並且穩定。在 2012 年

PISA 中，香港排行分別爲數學第三、科學第二、閱讀第二。香港的尖子（高成績的）學生跟成

績稍遜（低成績的）的學生的得分差距，較各地的平均差距為小，意味著香港學生間的教育得

益相對勻稱，較接近教育成效均等的情況（HKPISA Centre，2005）。 

而上海 2009 年首次參加 PISA 就獨占鰲頭，並且在 2012 年再度蟬聯寶座，其在閱讀、數學

和科學方面均佔優勢，引起廣泛關注。但是，有研究人員發現，上海學生在閱讀方面雖然排列

第一，但是也揭露了不太會讀圖、讀表等非連續性文本，不善於自己選擇、判斷、反思閱讀材

料的重點、難點等問題，這些都與學生自主學習機會偏少有一定關係（羅陽佳，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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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PISA 2012 Result Overview 

貳、 香港《廿一世紀現代數學》與《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的比較分析 

一、 教材與對象的選取原因 

在對比香港與上海的數學課程異同時，筆者爲什麽會選擇比較教材而不是比較課程指引呢？

其一是教師以教材為本教導學生；其二是比較教材更為直接；其三是教師教授教材知識影響學

生 PISA 表現。 

PISA 測試是在各個國家或地區中抽取 15 歲學生擔任調查對象，由於小學階段的學習對

PISA 測試的表現息息相關、極為影響，為此在對比香港與上海的數學課程異同時，筆者選擇小

學教材進行對比。 

二、 香港《廿一世紀現代數學》和《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的使用背景 

香港教育局（Education Bureau）所列的《適用書目表》中，小學數學教材有十六種，其中

中文版本有十種。在這十種根據 2002 年數學課程指引編寫而成的小學數學教材中，筆者隨機選

取常見的《廿一世紀現代數學》作為香港小學數學教材的代表進行比較分析。 

上海作為中國內地一個教育走在前線的地區，上海並不是採用國內普遍使用的《人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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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小學數學教材，而是採用《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教材，簡稱《滬教版》。     

因此，《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就被用作上海小學數學教材的代表進行比較分析。 

三、 二者教學目標的比較 

筆者認為，二者教材的目標是建基於二者的課程標準。 

根據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在 2002 年發表的《基礎教育課程指引》，現時香港基礎教育目的在

於提高學生的反思優勢，使他們能夠發揮所長。香港基礎教育一直被批評為過份着重背誦（即

所謂「填鴨式教育」），使變得缺乏競爭力。因此，教統局希望透過課程改革，從根本改善學生

的素質。教育局制定的政策強調學生「學會學習」的能力。為達到使學生能夠養成學會學習的

能力，政府在前述的課程指引內提出了「九種共通能力」及「四個關鍵項目」兩種概念。 

《廿一世紀現代數學》教材目標在於在各單元提供不同形式的學習活動，提升學生的數學

能力。運用「思考站」培養學生的思考與分析能力；運用「數學與生活」向學生提供與課題相

關及切合生活應用的學習內容，讓學生活用數學；運用「進階學習堂」向學生提供增潤學習內

容，從而擴闊學習領域。 

 

圖 2  《廿一世紀現代數學》之教材目標 

200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頒發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中明確提出：國

家課程標准是教材編寫、教學、評估和考試命題的依據，是國家管理和評價課程的基礎。教育

部提出三維目標的要求，三維目標包括「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以及「情感、態度與價

值觀」三個方面。 

《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小學數學教材目標在於為學生學習數學提供豐富的數學知識；認數

和計算相結合、穿插教學，使學生逐步形成數概念，達到計算熟練；安排「用數學」的內容，

培養學生初步的應用意識和用數學解決問題的能力；使學生在實踐活動中體驗數學與日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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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切意義。 

四、 二者課程的總體設置比較 

(一) 二者總體教學內容分析 

筆筆者通過比較《廿一世紀現代數學》和《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的總體教學內容發

現，《廿一世紀現代數學》的內容根據 2000 年《數學教育學習領域——數學課程指引》刪减了

不少內容，其中包括圓面積、利息以及正負數等內容，教材知識結構相對寬鬆，知識點相對較

少。而《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仍然保留圓面積等教學內容，教學內容比較多，知識結構

比較緊湊。但是總體說來，二者教材內容差別並不明顯。 

《廿一世紀現代數學》內容要求較低，整數的筆算，加減計算一般不超過五位數，乘法計

算最多是兩位數乘三位數，而除法的除數一般是兩位。《廿一世紀現代數學》的法則、性質和定

律都是描述性質的，並沒有嚴格的定義（陳松坡，2001）。但是其相當重視估算，不僅對一些大

數目進行估算，而且把估算融入計算、幾何當中。另外，其教授了比較多的幾何圖形知識，例

如鷂型和繡曲綫等。鷂形，在台灣稱作鳶形，在中國內地稱為箏形，是一種兩對鄰邊相等的四

邊形；而繡曲綫的教學是為了讓學生欣賞及製作其圖樣。《廿一世紀現代數學》在教學內容上相

對較少，編排較為寬鬆，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有更多的觀察、探索機會，也有更多的時間進行吸

收。而對於掌握程度較好的學生，可以學習更多的增潤內容，從而更好地利用時間。 

《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對四則運算的強度較大，對具體計算能力的要求較高，其教

授了更多的立體幾何知識，例如圓柱體體積等。《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對於法則和定義比

較嚴謹。《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在教學內容上相對較多，編排亦相對緊湊，學生在小學階

段的學習內容較多，對於掌握程度較弱的學生會有較大的負擔。 

表 1 《廿一世紀現代數學》與《上海教育出版社》教學內容對照 

表 1.1  數 

 課題 《廿一世紀現代數學》 《上海教育出版社》 

1 正比例 刪去 六年級下冊 

2 反比例 刪去 六年級下冊 

3 除法：除數三個位，被除數四個位 刪去 不作獨立教授 

4 因數分解、指數記數法 刪去 不作獨立教授 

5 正負數 刪去 五年級下冊 

6 最小公倍數(因數分解、短除法) 刪去 不作獨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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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續） 

7 最大公因數(因數分解、短除法) 刪去 不作獨立教授 

8 利息 刪去 六年級上冊 

表 1.2  圖形與空間 

 課題 《廿一世紀現代數學》 《上海教育出版社》 

1 簡易測量 刪去 不作獨立教授 

2 量角器的使用、度 刪去 四年級上冊 

3 垂直線 新增 四年級下冊 

4 認識註體、錐體和球體的不同截面 新增 不作獨立教授 

5 角(二)：銳角、鈍角 新增 四年級上冊 

6 密鋪 改為增潤 沒有 

7 旋轉對稱 改為增潤 六年級上冊 

表 1.3  代數 

 課題 《廿一世紀現代數學》 《上海教育出版社》 

1 簡易方程式：同類項運算 刪去 五年級下冊 

(二) 二者選取教學內容的考慮因素與啟示 

筆者發現，《廿一世紀現代數學》和《上海教育出版社》在選取教學內容時都充分考慮到了

所取內容的必要性、學生的身心發展程度和學生的知識體系。二者在選取教學內容時都考慮到

了教學內容的必要性，將不必要在小學階段學習的內容進行了刪減。對於學習內容加大了彈性，

讓學有餘力的學生接受增潤項目的學習。另外，也新增了一些被認為是需要掌握的學習內容。

二者在選取教學內容時也考慮到了學生的身心發展程度，循序漸進地以螺旋式的編排方式進行

設置課程。再者，教材內容的編排亦考慮到了整個義務教育階段的教學體系，讓教學內容更好

地銜接。 

筆者認為《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的教學內容較多，知識體系比較緊湊，但是教材編

排尚欠缺彈性，對於所有學生都是同一套標準。如果對不同掌握程度的學生進行個性化教學，

這樣或能讓學生發揮更大潛能。 

五、 二者課程安排順序情況分析 

(一) 表內乘法的編排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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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世紀現代數學》將乘法的學習放在二年級上學期的後半部份（2 上 B）中開展，無獨

有偶，《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也將表內乘法的學習置於二年級上學期。這樣的課程編排符

合了學生的身心發展特點，適應了學生的認知水平並且與數學知識的邏輯順序。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廿一世紀現代數學》還是《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表內乘

法的學習都與中國內地慣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的慣常教學順序相異。在人民教育出版

社小學數學教材中，表內乘法的學習是按照自然數的順序依次講述 2、3、4、……8、9 的乘法

口訣。在《廿一世紀現代數學》中，表內乘法的學習順序是 2、5、10、4、8、3、6、7、9。而

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中，表內乘法學習的編排順序則為 4、8、5、2、10、9、6、7、

3。 

筆者比較二者在表內乘法學習的章節中，《廿一世紀現代數學》在表內乘法學習之中加入報

時這個單元，這樣的教學可以讓初接觸乘法的學生在一定的乘法學習後有所緩衝以及放鬆，然

後再投入下一段的乘法學習中。而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中，在表內乘法教學內容的

編排中添加了除法的元素，讓學生瞭解到乘法與除法的關係，學生因而在學習表內乘法的同時

也可以同時掌握除法的知識。同時學習乘法和除法的這種教材編排是比較少見的，而《上海教

育出版社》的這種大膽創新對其在 2009 年 PISA 數學素養方面以 600 分居於首位或許產生了

一定的正面影響。 

 

 

 

圖 3  表內乘法的編排。引自「《廿一世紀現代數學》2 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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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表內乘法的編排。引自「《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二年級上冊」。 

筆者再對《廿一世紀現代數學》和《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的表內乘法的編排體系進

行深入比較分析。《廿一世紀現代數學》將表內乘法的學習進行統整，將 5 和 10 的乘法編在一

起，又將 3 和 6 的乘法編在一起。因為 5、10 和 3、6 各自存在倍數關係，通過學習 5 的乘法進

而更好地學習 10 的乘法，通過學習 3 的乘法進而更好地學習 6 的乘法。這樣的學習可以讓學生

更好地知道 10 的乘法是 5 的乘法的兩倍，6 的乘法是 3 的乘法的兩倍。學生在經歷探究 5 和 10,3

和 6 乘法之間的關係過程，從而培養學生觀察、探究能力。相似地，《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

學將 2、4、8 的乘法編在一起，將 3、6、9 的乘法編在一起，可以讓學生不再是簡單硬背乘法

口訣表，而是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培養觀察、探索的能力，這是新課程標准下所倡導的教學

方法。 

經過比較分析，《廿一世紀現代數學》和《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都將表內乘法的學習

統整起來進行學習，擺脫了只是硬背乘法口訣表的短處，讓學生在學習中能夠培養其觀察和探

索的能力。這種表內乘法的學習方法或許對上海和香港在 2009 年 PISA 數學素養中分別摘得冠

軍和季軍寶座產生了不可輕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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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表內乘法學習次序。引自「《廿一世紀現代數學》2 上 B」。 

另外，筆者注意到《廿一世紀現代數學》教材中並沒有要求學生背誦「九九——乘法口訣

表」。雖然《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的表內乘法學習也不是按照自然數順序設置的，但是教

材中也保留有「九九——乘法口訣表」的這一模塊，說明了《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在保

留原有記憶背誦的部份外，開始注重學生的觀察與探索能力。 

(二) 小數乘法和小數除法 

筆者通觀《廿一世紀現代數學》和《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的教材，發現二者在課程

安排順序情況上差別較大的還有小數乘法和小數除法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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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小數乘法和小數除法的學習階段 

 《廿一世紀現代數學》 《上海教育出版社》 

小數乘法 五下 A 單元三 五年级上册第二单元 1 

小數除法 六上 A 單元一 五年级上册第二单元 5 

《廿一世紀現代數學》將小數乘法和小數除法的學習設置在小學課程偏後面的位置，小數

乘法設置在五年級下學期，小數除法則設置在六年級上學期。香港小學數學課程指引在 2000 年

刪减了一些內容，教材比較有彈性，從而使學生有更多的時間去學習和掌握所學內容，所以《廿

一世紀現代數學》可以將小數乘法和除法放在小學課程偏後面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廿一世

紀現代數學》在小數乘法和小數除法的學習之間加入了分數和簡易方程等知識單元，發現其採

取間隔式的設置模式，這樣可以讓學生有充分的時間理解和掌握小數乘法的學習，其後再學習

小數除法。 

從上表中可知，《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不但把小數乘法和除法的學習安排在五年級上

學期，而且小數乘法和小數除法的學習是相連接的，完成小數乘法的學習後緊接小數除法的學

習，其間不加入其它學習單元。這樣的編排方式比較緊湊，教材的編寫注意到知識結構的嚴密

性，對培養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和建立較完整的知識體系是有利的。筆者試著分析《上海教育

出版社》小學數學將小數乘法和小數除法設置在五年級上學期的主要原因，一是因為學生在四

年級下學期已經充分學習了小數的定義和小數加減法，學生在知識系統上已經可以接受小數乘

除法的學習；二是因為小學階段還有較多重要知識要學習，為此要將小數乘法和除法在五年級

上學期教授完畢。 

六、 二者設置情境的分析 

在本次比較分析時，教材情境生活化是《廿一世紀現代數學》和《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

數學都越來越著重的一個方面。教材情境生活化是因為問題的解決來自學生的生活又回到學生

的生活。解決實際問題有助於發展學生的實踐能力，讓小學生用原有的知識、技能和方法遷移

到課程情境中解決新的問題。筆者發現《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在教材情境設置上越來越

生活化和趣味化，情境緊貼生活的好處是學生能夠將學到的知識學以致用。教師在教學中運用

生動有趣的情境為全體學生積極主動地參與創設了良好的學習氛圍。《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

學會在每條題目中設置旅遊、參觀和購物等等的背景，以使學生在做練習時猶如親臨其境。 

無獨有偶，《廿一世紀現代數學》的生活化情境設置更令筆者拍手稱讚，其教材情境不僅貼

近生活，而且每條習題是同在一個大背景下，使得每條題目自身有背景，習題之間也有聯繫，

這樣的教材設置會讓學生感覺教材情境更有連貫性。下面例子以「逛年宵」為背景，每條習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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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在「逛年宵」的背景下展開，會讓學生覺得情境設置生動真實，就像設身處地解決問題一

樣。 

 

圖 6  教學情境——逛年宵。引自「《廿一世紀現代數學》5 下 A」。 

七、 二者教學方法的異同 

(一) 乘法 

筆者注意到筆算乘法的學習在《廿一世紀現代數學》和《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二者

教材中有所不同。在筆算一位數乘一位數、一位數乘多位數乘法時，乘的方法和順序沒有區別。

二者教材都採取「先乘個位，後乘十位，再乘百位」的方法進行筆算。而在筆算多位數乘多位

數時，二者則存在明顯不同。《廿一世紀現代數學》在教授多位數乘法時，採用從高位元到低位

元的順序進行筆算。而《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則採用從低位元到高位元的順序進行筆算。

兩種乘法順序無本質差異，但是掌握從高位乘起的方法對估算更為有利。另外，從高位乘起的

計算教學算理容易理解，且與筆算除法的試商可以保持一致，有利於學生除法筆算能力的提高，

筆算與估算相結合，有利於培養學生數的意識（陳松坡，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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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兩位數乘兩位數。引自「《廿一世紀現代數學》4 上 A」。 

 

圖 8  兩位數乘兩位數。引自「《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三年級下冊」。 

(二) 簡易方程 

在簡易方程的學習單元，《廿一世紀現代數學》和《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也存在顯著

差別。 

《廿一世紀現代數學》在簡易方程的教學上，無論是含有加法、減法或是含有乘法、除法

的方程，都是採用「保持天秤兩邊平衡的原則」進行學習的。這樣的教學方法比較整齊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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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比較容易理解和掌握。解含有加法（或減法）的方程時，只需在方程的兩邊同時減去（或

加上）適當的數，使左邊只含有代數符號。解含有乘法（或除法）的方程時，只需在方程的兩

邊同時除以（或乘以）適當的數，使左邊只含有代數符號。這樣對於比較簡單的方程處理起來

比較容易，但是對於比較複雜的方程就會比較重複繁瑣。 

 

 

圖 9  簡易方程（一）。引自「《廿一世紀現代數學》5 下 B」。 

而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中，雖然也有強調「保持天秤兩邊平衡的原則」進行解

方程，但是更為常用的教學方法是運用四則混算的法則去進行解方程。例如一個加數＋另一個

加數＝和；一個加數＝和－另一個加數；另一個加數＝和－一個加數。再舉一個例子，被減數

－減數＝差；減數＝被減數－差；被減數＝減數＋差。運用四則混算的法則去進行解方程，更

有利於學生掌握四則混算技巧，不僅對簡答的方程容易解答，對於稍複雜的解方程也能迎刃而

解。 

因此，筆者認為簡易方程的單元可以先教導學生「保持天秤兩邊平衡的原則」去進行解簡

易方程，但是同時也向學生介紹運用四則運算法則解方程的方法。運用「保持天秤兩邊平衡的

原則」解方程比較直觀，運用四則運算法則解方程可以更好地掌握四則運算的技巧和更便捷地

解決稍複雜的方程。 

八、 二者教學方法的異同 

在《廿一世紀現代數學》中，在適當的學習階段後，各冊提供「綜合練習」，讓學生融會不

同範疇所學，解決數學問題。另外，在小學三年級以及小學六年級 B 冊，提供以數學科全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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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評估（Territory-wide System Assessment，簡稱 TSA）模式編寫的「階段綜合複習」，讓學生

更有效地複習第一及第二學習階段的主要知識。 

    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中，為配合地區每個單元後進行單元測試，各冊在每

個單元後提供「單元複習」，在每冊最後階段提供「總複習」，讓學生對每冊教材有一個整體的

回顧。 

參、 香港與上海在 PISA 下的優勢與改進 

筆者通過比較分析二者教材，認為二者在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上各有特色。 

《廿一世紀現代數學》課程編排較為寬鬆，讓學生在學習中進行觀察和探究，有足夠的時

間讓學生消化吸收所學知識。另外，教材為掌握程度較好的學生提供「增潤項目」，以讓學生發

揮所長。《廿一世紀現代數學》根據 2000 年《數學教育學習領域 : 數學課程指引》進行修改多

個單元，為使學生能夠學習到必要的知識。《廿一世紀現代數學》強調數學學習的情境性，數學

學習應該活學活用。 

《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知識結構編排緊湊嚴密，四則運算要求較高，對於精確計算

比較有利。《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在吸收了傳統教學的優點之餘，又加强了對學生觀察和

探索能力的培養。另外，解簡易方程也運用到了四則運算法則。 

香港在 2009 年第四次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測試中數學素養上獲得第三的優異成績，

而上海更在該次測試數學素養上摘得季冠。回顧過往數次 PISA 測試，香港在數學素養上披金戴

銀，而上海在模擬測試中也二度奪冠。筆者認為，香港與上海在往後的 PISA 測試中獲得勝算的

概率都很高。 

值得引起關注的是，香港與上海在閱讀素養上閱讀非連續性文本表現比連續性文本差。非

連續性文本包括表和圖，香港與上海需要在數學教材中加入相應的讀表與讀圖的章節，讓學生

加強讀表與讀圖的能力。 

香港在具體計算上，教材要求比較低一點，應該加強四則運算的強度，以讓學生獲得更強

的計算能力。上海應加強估算的練習，讓學生獲得終身受用的能力。另外，上海應該向香港學

習，繼續加強數學學習的情境性，讓學生活學活用。 

肆、 結語 

筆者通過比較《廿一世紀現代數學》和《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數學，分析了二者在教學

目標、教學內容、教學方法以及評估方法上的異同，並分析香港與上海在 PISA 中的優勢與不足，

進而提出可供借鑒之處。筆者在此衷心祝願香港與上海數學課程能夠邁向更高一個里程，在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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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 PISA 測試中獲得優異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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