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學領域/數學科目教學單元案例設計表 

領域/科目 數學領域/數學科目 

設計者 許育誠、王世甫 指導老師 
臺北市立永春高中王世甫教師 

臺北市立永春高中曾慶良教師 

實施年級 普通型高級中學一年級 總節數 共 4 節，200 分鐘 

單元名稱 第二章多項式函數 2-1 簡單多項式函數及圖形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n-V-4、n-V-6、g-V-1、g-V-2、g-V-3、

g-V-4、g-V-5、a-V-1、f-V-1、f-V-2 

核

心 

素

養 

數-A1、數 S-U-A2、數-A3、數 S-

U-B1、數 S-U-B2、數-C2 
學習內容 G-10-1、G-10-2、F-10-1、F-10-2 

議題 

融入 

學習主題 無 

實質內涵 無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科技領域/資訊科技 

教材來源 
一、 普通高級中學-數學 1乙版(一上用書) (翰林出版社) 

二、 普通高級中學-數學習作簿 1乙版(一上用書) (翰林出版社) 

教學設備/資源 
黑板、粉筆、白板貼、白板筆、筆記型電腦、投影機、Geogebra、Plickers、

智慧型手持裝置、Google雲端硬碟 

學習目標 

一、能繪畫出一次函數圖形，並標示出其斜率與𝑥、𝑦軸截距 

二、能繪畫出二次函數圖形，並利用配方法解求極值、標示出最大值或最小值、頂點坐標與對

稱軸位置 

三、能了解二次函數判別式應用時機及其幾何意義 

四、能透過觀察連結常數、一次、二次、單項三次、單項四次函數及圖形平移觀念 

五、能繪畫出單項三次及四次函數圖形 

六、能辦別奇函數與偶函數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第一階段：課前測驗 

    由於此章節大部分內容為回顧舊經驗，根據國中課綱學

生應已具備關於函數定義、二次以下函數繪圖、二次函數使用

配方法求極值等能力。故在此章節上課前一堂課，額外撥出 20

分鐘進行課前測驗(附錄一)，以了解學生對於這些概念的理

解程度，也作為課後評估學習成效比較之依據。 

20 

分鐘 
非教學時間 

第二階段：教學活動(設計動機、設計概念) 

一、 設計動機 

1. 傳統簡單多項式函數及圖形這一章節著重於抽象概

念陳述及解題技巧，學生困惑所學何用？忽略此一章

節於應用方面重要性。 

2. 部分學生對於課程內容無聆聽求知慾望，導致班級學

生學習程度兩極化。 

二、 設計概念 

    為了解決上述兩項動機，並強調核心素養以人為本

的『終生學習者』與『自發、互動、共好』基本理念，本

教案設計概念提出透過生活化案例融入教學，讓學生系

統思考與解決問題；採用資訊科技提升學習成效；藉由

小組討論增進團隊合作。圖一將上述想法在細分成五大

教學方針，並與核心素養三面九項彼此呼應。其五大教

學方針分別為利用實際案例融入教學，讓學生知所學何

用；使用錄製影片進行補救教學、採用數學週記差別化

教學；透過 GeoGebra、Google雲端硬碟、智慧型行動裝

0 

分鐘 
非教學時間 



置增進資訊科技技能；透過良性競賽及分組活動以了解

相互依存和相互聯繫的社會關係。 

 

學生

利用實際案例融入教學，讓學生知所學何

用

自發

互動

共好

系統思考
與

解決問題

使用錄製影片進行補救教學、採用數學週

記差別化教學

身心素質
與

自我精進

資訊科技
與

媒體素養

透過GeoGebra、Google雲端硬碟、智慧

型行動裝置增進資訊科技技能

人際關係
與

團隊合作

透過良性競賽及分組活動以了解相互依存

和相互聯繫的社會關係

 
圖一 設計概念 

 

第二階段：教學活動(第一節課：函數定義與常數、一次函數

及圖形) 

一、收心與專注 

    為了吸引學生關注，在課程初期向學生說明本次章

節上課方式跟以往有所不同採競賽形式，利用豐富獎勵

誘惑讓其注意轉注於老師身上(配合圖二簡報內容)。  

 

 
圖二 評分項目與規則說明 

 

5 

分鐘 

講述內容於試教成果中試

教歷程詳述。 

二、主題一：函數定義 

1. 回顧舊經驗 

    利用班級隨處可以看到的裝置『電燈與電燈開

關』案例，來進行函數定義說明。其對話內容如下： 

老師說：函數是一個很奇妙東西，函數它都有特定的

功能，只要你(妳)下對的指令，它就會幫它就會幫你

(妳)達成某個目標。 

    此時，老師前往電燈開關處將電燈關上，班級突

然暗下，不管趴下或認真學生即刻四處張望，並適時

打開電燈。並在黑板上畫下如圖三所示『電燈與電燈

開關』函式表示圖。 

老師說：『電燈與電燈開關』不就是函數，你(妳)給它

一個指令(按下電燈開關)，它就把電燈關閉或打開。 

 

按下電燈開關
x

讓每盞燈
亮或暗

電燈亮或暗
f(x)

幫你(妳)做事指令 結果
 

圖三 『電燈與電燈開關』函式示意圖 

 

5 

分鐘 
 

2. 關係洞察 

老師說：如黑板上『電燈與電燈開關』函式表示圖，

所有可以按下電燈開關我們稱為『定義域』，會讓那些

5 

分鐘 

講解過程中，會看整體學

生理解狀況進行微調。學

習不佳的話，適時加入背



電燈亮與暗我們則稱為『值域』。 誦口訣。 

3. 迷思/盲點 

    透過『電燈與電燈開關』案例進一步詢問函數自

變數與應變數的關係，讓學生歸納函數可以一對一、

多對一，但不可以一對多的觀念。 

老師說：一個開關可以控制一個電燈或是部分某個區

域的電燈，這稱為一對一。大家有看過兩個電燈開關

可以控制一盞電燈的嗎？ 

老師說：兩個電燈開關可以控制一盞電燈稱為多對

一。那你(妳)們有看過一個電燈開關一下子決定這一

盞燈亮，一下子決定另一盞燈亮嗎？(引導學生發覺

函數是不可以一對多的) 

    此時，也可以進一步請學生根據上述邏輯，提出

符合函數的例子，並讓全班一起討論。 

5 

分鐘 
 

4. 正誤區辦 

    課前有先針對學生於國中時期所學的先備知識

進行課前測驗，從測驗結果可以發現學生不了解地

方，透過前面講述內容回顧學生舊經驗。此時，將針

對函數定義的內容再一次向學生提問，如圖四所示。

目前也因 AR 技術成熟掀起即時性回饋評量風潮，這

一次教學將採用 Plickers來即時得知學生學習狀況，

即刻進行補救教學，進行方式如圖五所示。 

 

  
圖四 函數定義測試題目 

 

 
圖五 Plickers 使用情況 

 

10 

分鐘 

Plickers 為一套即時回

饋評量系統，老師可以透

過列印一人一張 A4 大小

的 QR Code紙張給學生，

學生可使用 QR Code直接

作答。QR Code 四邊各有

對應 A、B、C、D四個選項，

學生可以根據欲回答選項

將選項朝上，老師開起智

慧手持裝置端 APP，將鏡

頭對準學生手上 QR Code

進行掃描，可立即統計回

答狀況。詳情 可參 照

Plickers 網站(參考文獻

六)。 

三、主題二：常數、一次函數及圖形 

1. 回顧舊經驗 

    利用詰問法直接向學生詢問何謂常數及一次函

數？其函數分別如何表達？並將回覆結果寫於黑板

上，在一次確認班級同學是否了解。 

5 

分鐘 

透過觀察學生反應，以理

解學生先備知識學習狀

況。 

2. 關係洞察 

    使用 GeoGebra 將一次函數繪製出來，如圖六所

示。並詢問何時會是常數函數？讓學生發覺常數函數

為一次函數的特例。 

 

 

10 

分鐘 
 



圖六 GeoGebra(一次函數) 

 

3. 實務探索 

    在課程結束後，為了下一段課程內容斜率作鋪

成，此時提出現實生活中容易碰觸到的問題『險升

坡』、『險降坡』。讓學生回家思考與搜尋相關資訊進行

自學，並於下一次上課時發表自學成果。 

0 

分鐘 

僅以口頭講述回家作業內

容。 

四、學習單練習 

    於下課前 5 分鐘發下學習單進行練習(附錄二)。學

習單上有今日講述重點整理，讓學生課後立即嘗試撰寫

題目，有助於加深學習印象。下課鐘響回收，批改過後於

下一次課前發回給學生。 

5 

分鐘 
 

五、自主學習(未於此次試教使用) 

    上課過程會予以錄影及學習單求解說明影片(如圖

七右圖)皆放置 Google 雲端硬碟(如圖七左圖)中，並與

全班同學共享，學生可以利用課餘複習，若有不懂之處也

可以透過班級 Line群組向老師尋求幫助，可以下一次上

課作為複習與盲點破除內容。 

 

 
圖七 Google雲端硬碟與學習單求解錄影 

 

0 

分鐘 
學生於課餘時間操作。 

第二階段：教學活動(第二節課：斜率與截距、二次函數及圖

形) 

一、收心與專注 

    為了吸引學生關注，在課程初期向學生提及感興趣

的議題，一起討論，並將學生目光轉移至老師身上。在學

生提起專注力後，將談話慢慢轉移至課程上。 

5 

分鐘 

講述內容於試教成果中試

教歷程詳述。 

二、上一堂課內容複習與盲點破除 

   從學習單批改可以發現，學生大部分錯誤題型及計算

錯誤部分，可以於這一段時間進行補救教學給予學生解

惑，同時間也進行觀念上的複習。 

5 

分鐘 
 

三、主題三：斜率與截距 

1. 回顧舊經驗 

    透過前一堂課最後提出『險升坡』、『險降坡』的

問題，讓學生搶答回覆，並說明其公式，並將結果寫

於黑板上。 

5 

分鐘 

會以逗趣口吻進行，並指

定預計會回家查詢同學上

台發表。 

2. 關係洞察 

    為了呼應回顧舊經驗結果，利用拼疊磚塊的概念

(圖八左圖)來衍生出斜率的定義是由『垂直間距與水

平間距的比值』或是『水平間距與垂直間距的比值』。

接著詢問斜率越大代表斜率愈陡，透過圖八右圖詢問

學生哪一條線比較陡，藉由歸納推理讓學生說出斜率

是『垂直間距與水平間距的比值』。 

 

10 

分鐘 
全程以詰問法進行。 



 
圖八 講述斜率概念例題 

 

3. 正誤區辦 

    利用圖五 GeoGebra讓學生體會𝑓(𝑥) = 𝑎𝑥 + 𝑏，
(𝑎 ≠ 0)時，係數𝑎值決定直線的傾斜程度，來闡述事

實上斜率便是一次函式領導係數的值。可是當斜率為

負值時，則斜率愈陡則數值愈小。另一方面，透過

GeoGebra 調整𝑏值，讓學生清楚明瞭此係數決定直線

與𝑦軸交點位置。 

10 

分鐘 
 

4. 行動實踐 

    作為回家作業，請學生於下一次上課前這一段時

間觀察生活周遭人事物，寫下現實生活中什麼時候會

使用到斜率？不限則數，但課堂上提及案例不可再

提。 

0 

分鐘 

僅以口頭講述回家作業內

容。 

四、主題四：二次函數及圖形 

1. 回顧舊經驗 

    利用詰問法直接向學生詢問何謂二次函數？其

函數如何表達？並將回覆結果寫於黑板上，在一次確

認班級同學是否了解。 

5 

分鐘 
 

2. 關係洞察 

    用 GeoGebra 將二次函數繪製出來，如圖十所示。

讓學生體會𝑓(𝑥) = 𝑎𝑥2 + 𝑏𝑥 + 𝑐，(𝑎 ≠ 0)時，當𝑎 >

0時，𝑎𝑥2 + 𝑏𝑥 + 𝑐的圖形開口都向上，頂點是圖形的

最低點，𝑎值愈大，開口愈小；當𝑎 < 0時，𝑎𝑥2 + 𝑏𝑥 +

𝑐的圖形開口都向下，頂點是圖形的最高點，𝑎值愈大，

開口愈大。𝑐值則決定頂點高度。並詢問何時會是一次

函數？讓學生發覺一次函數為二次函數的特例。 

 

 
圖十 GeoGebra(二次函數) 

 

5 

分鐘 

上台同學僅有一位，老師

除了協助這一位同學操作

外，也會盡量與班級同學

對話，以增加學生參與度。 

五、學習單練習 

    如同第一節課的學習單練習(附錄三)。 

5 

分鐘 
 

六、自主學習 

        如同第一節課所提及的自主學習。 

0 

分鐘 
 

第二階段：教學活動(第三節課：二次函數極值計算與涵義及

恆正恆負條件) 

一、收心與專注 

    如同第二節課的收心與專注。 

5 

分鐘 

講述內容於試教成果中試

教歷程詳述。 

二、上一堂課內容複習與盲點破除 

如同第二節課，進行內容複習與盲點破除。 

5 

分鐘 
 

三、主題五：二次函數極值計算與涵義 

1. 回顧舊經驗 

5 

分鐘 

會採用數種學生配方法易

犯錯題型讓學生上台求



    學生於國中時期皆有學習過二次函數判別開口

大小、方向和利用配方法求極值、判斷極大或極小值

與對稱軸位置。此時，將採用圖十一的題目讓學生嘗

試上台求解，老師在旁協助解說。 

 

 
圖十一 判別二次函數圖形性質和配方法例題 

 

解，可順勢讓全班學生發

覺計算上會遭遇到瓶頸。 

2. 關係洞察 

    透過回顧舊經驗，確認大部分學生對於配方法有

一定熟悉度，便加入範圍限制下求二次函數極值，如

圖十二左圖所示。另一方面，也使用 GeoGebra 讓學

生將測試題目函數繪製出來，如圖十二右圖所示。老

師在旁引導，而讓全班學生歸納總結，限制範圍下求

極值繪製圖形是解題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圖十二 限制範圍下求極值和 GeoGebra(二次函數-配方後) 

 

10 

分鐘 

讓學生上台嘗試求解題

目，以發覺沒有圖形輔助

求解容易誤判極值位置。 

四、主題六：二次函數恆正恆負條件 

1. 關係洞察 

    在此重點有二，其一利用先前帶領學生複習的配

方法，試著在黑板將𝑓(𝑥) = 𝑎𝑥2 + 𝑏𝑥 + 𝑐式子進行配

方，整理出極值座標為(−
𝑏

2𝑎
,   

𝑏2−4𝑎𝑐

4𝑎
)。其二緊接著再

詢問學生方程式𝑓(𝑥) = 𝑎𝑥2 + 𝑏𝑥 + 𝑐 = 0會有幾種類

型(兩實根、重根、無解)解答？配合公式解𝑥 =
−𝑏±√𝑏2−4𝑎𝑐

4𝑎
與圖十 GeoGebra圖形一起講解，進而歸納

出圖十三左圖重點整理。 

 

 
圖十三 二次函數恆正恆負條件和相關題型 

 

10 

分鐘 

一方面讓學生以代數形式

進行配方。另一方面，也

讓也嘗試讓學生將𝑓(𝑥) =

𝑎𝑥2 + 𝑏𝑥 + 𝑐 = 0可能圖

形繪製於黑板上。 

2. 概念再製 

    對於為什麼要整理出前述兩項重點還一頭霧水

的學生，立即推出圖十三右圖題目，讓學生有感剛剛

所學主要訴求，便為解決此類題型。 

10 

分鐘 
 

五、學習單練習 

如同第一節課的學習單練習(附錄四)。 

5 

分鐘 
 

六、自主學習 0  



如同第一節課所提及的自主學習。 分鐘 

第二階段：教學活動(第四節課：單項三、四次函數及圖形與

奇偶函數) 

一、收心與專注 

如同第二節課的收心與專注。 

5 

分鐘 

講述內容於試教成果中試

教歷程詳述。 

二、上一堂課內容複習與盲點破除 

如同第二節課，進行內容複習與盲點破除。 

5 

分鐘 
 

三、主題七：單項三、四次函數及圖形 

1. 回顧舊經驗(未於此次試教使用) 

    利用做中學教學方法，事先將製作好的三次與四

次函數 GeoGebra 檔案發佈於網路上，透過分組方式

一組約 5至 6人進行活動。每一組在這一段活動時間

可以拿出兩支手機(僅可拿出兩支手機用意在防止其

他學生拿手機作其它事)，試調整圖十四右圖三次函

數係數，以符合圖十四左圖簡報中右邊函數圖形，讓

學生從中發掘各係數代表涵義，並以搶答方式讓學生

上台進行發表。活動過程中，學生須與組員合作學習，

也需練習上台表達能力。另一方面，也讓學生歸納三

次及四次函數各自有幾種解的可能性，以小論文方式

敘述，可作為學生本學期學習歷程檔案之一。 

 

 
圖十四 活動簡報內容和 Geogebra(三次函數) 

 

15 

分鐘 

透過小組討論可以讓學生

得知三次與四次函數圖形

各種樣貌。 

2. 概念再製 

    在學生清楚明瞭單項三次與四次函數時，利用

四塊白板貼繪製單項四次函數圖形，詢問同學四次

函數的對稱軸(線對稱或軸對稱)為何？進而回顧國

中所提及的線對稱觀念(圖形沿一條直線摺疊，直線

兩旁的部分能夠互相重合)，如圖十五左圖所示。緊

接詢問那單項三次函數圖形如何使其對稱呢？利用

圖十五中圖闡述方式，以直角坐標原點為基準旋轉

180度便重合，進而導出點對稱概念。 

 

 
圖十五 利用白板貼解說軸對稱與點對稱及奇偶函數定義 

 

5 

分鐘 

點對稱觀念利用白板貼旋

轉 180 度可達重合，此方

式解說並非正統，但有利

於學生對於此觀念理解。 

3. 概念應用 

    透過軸對稱與點對稱進一步解釋何謂奇偶函數，

利用圖十五右圖簡報進行說明奇偶函數定義。並請學

生判斷圖十六左圖所示題目是奇函數、偶函數、還是

以 上 皆 非 ， 讓 台 下 學 生 親 自 使 用 電 腦 操 作

GeoGebra(圖十六右圖所示)，老師適時糾正台上學生

錯誤部分。等觀念熟悉後，引導學生運用帶入數值方

15 

分鐘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B4%E7%BA%BF


式進行判斷奇偶函數。 

 

 
圖十六 奇偶函數判別練習 

 

四、學習單練習 

  如同第一節課的學習單練習(附錄五)。 

5 

分鐘 
 

五、自主學習 

      如同第一節課的所提及自主學習。 

0 

分鐘 
 

第三階段：課後測驗 

    課後測驗(附錄六)將於此章節結束後週五早自習舉行，

考試時間為 25分鐘，其主要評量重點有二，其一評量學生使

否滿足學習目標；其二根據課前測驗與課後測驗相同類似題

型，透過相互比較可清楚了解學生學習情況及教師授課方式

是否合適。 

25 

分鐘 
非教學時間 

試教成果： 

一、試教成果彙整 

    在這一階段將回顧先前試教過程所有獲取資訊做一歸納整理，其中也分別包括測試學生

學習目標是否達成與否。另一方面，統整這一次試教歷程所有資訊，將分別於下述分別說明。 

1. 測驗結果統計與歸納 

    根據課前測驗、課後小考及課後測驗，利用統計圖表與統計方法進行分析，希望透過

這一過程清楚了解學生學習成效。甚至，未來可透過假設檢定等方式得知教學方法及教學

媒體所帶來的成效。 

2. 試教歷程 

    透過實際演練教案所規劃教學內容，得知此規畫是否合適於教學現場(於試教心得與

自省詳細說明)，採用試卷與使用過媒體等留下紀錄，也作為後續再利用和下一次教案規

劃重要參考依據。其中，在第一、二、三、四節的收心與專注採用了以下方式，皆有效喚

起學生注意力。 

a. 第一節課 

    老師說：在接下來四節課老師將教授 2-1 簡單多項次函數及圖形，老師會在這

一段時間中玩一個競賽活動，課程結束後積分最高前四名將會給予小禮物獎勵並斟

酌加分數學平時小考成績(目前以積分最高者一次小考加 30 分、積分第二高者一次

小考加 25 分、積分第三高者一次小考加 20 分、積分最四高者一次小考加 10 分計

算)。其競賽內容可分為以下三種形式： 

甲. 全班性問答活動(即時性測試題) 

乙. 小組討論形式(各組須上台發表) 

丙. 學習單練習評比(有四次學習單，於每次下課前 5分鐘發下，下課回收) 

丁. 課程中個人表現(隨機拋題詢問) 

b. 第二節課 

此次上課時間於下午最後一節，為了讓上了一整天課已疲累不堪的學生在一次

將眼神聚焦於老師身上，詢問學生關注事項。其對話內容如下： 

老師說：你(妳)們希望積分最大高者想獲得食物還是文具類獎品？(透過班級成員投

票進而引發求學動機)  

c. 第三節課 

    本日有兩位學生生日，經過與他(她)週遭同學閒聊得知，此兩位學生樂於與大家

分享生日的喜悅。因此，課堂初期便起鬨幫這兩位同學慶祝生日，當然慶祝之餘也讓

學生將專注力轉為到即將進行的課程上。 

d. 第四節課 

這一天正逢教師節，透過全班一起祝賀與遞交賀卡給班級導師，將學生注意力集

中於課堂上，並也透過歡愉的氣氛轉介於今天預先規劃的課程上。 



二、試教心得與自省 

1. 試教心得 

a. 多元評量 

    這一次教學透過不同方式評量學生學習情況，採用 Plickers即時回饋評量系統、

課堂學生參與表達、課堂學習單練習、小考(課前測驗及課後測驗)，多面向評量學生

學習狀況。於每次下課後可即刻分析，立即調整下堂課教學內容，有效進行補教教

學。 

b. 有效學習 

    透過課前測驗、課堂學習單練習，可清楚明瞭學生學習狀況。有趣的案例讓學生

參與遊戲，並於遊戲後總結及概念再說明，更能加深學生學習印象。 

2. 自省 

a. 使用簡報進行教學速度略快 

    課程中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使用簡報進行教學活動，由於活動內容有別於課本，

學生沒有參照文本。過快的教學速度，上課過程也不易做筆記，導致上課時若一閃

神，課後則無法複習。日後可以將學習單於課前發下，課程結束後可以再利用另一張

試題卷給予學生練習。 

b. Plickers辨識易受 QR Code紙張不平影響 

    此次教學也因初次使用 Plickers這一套軟體，僅使用一般紙張列印 QR Code。

由於紙張過軟，導致智慧型手持裝置掃描時不易辨識，再加上班級人數過多，花費過

多時間於這上面。未來可以將 QR Code紙張張貼在厚紙板上，以增加辨識度。 

c. GeoGebra容易呈現較難想像函數圖形概念 

    此一章節有一重要主軸便是將函數與圖形做一關連整合。然而，在斜率大小、二

次函式開口方向與大小、二次與四次式的差別、奇偶函數判斷等教學內容，皆有顯著

效果。 

d. 請學生上台演練，老師易發生一對一教學 

    在學生上台作答過程，遭遇到作答上的瓶頸，老師協助作答之餘，容易發生只針

對上台學生一對一教學，使台下同學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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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附錄一：課前測驗。 

二、附錄二：學習單(第一份)。 

三、附錄三：學習單(第二份)。 

四、附錄四：學習單(第三份)。 

五、附錄五：學習單(第四份)。 

六、附錄六：課後測驗。 

七、附錄七：回饋單。 

 

 

 



附錄一 課前測驗 

正面 反面 

  



附錄二 學習單(1) 

正面 反面 

  



附錄三 學習單(2) 

正面 反面 

  



附錄四 學習單(3) 

正面 反面 

  



附錄五 學習單(4) 

正面 反面 

  



附錄六 課後測驗 

正面 反面 

  



附錄七 教學回饋 

輔導老師回饋(第三堂課部分) 

 

學生回饋 

正面 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