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才是適合的數學素養導向試題？
【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吳正新】

很多文字的試題就是素養導向試題嗎？素養導向試題的基本要素是「生活情境」
以及「問題解決」
，目的是要透過測驗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並讓學生瞭解數學在生活中
的實用性，因此在設計試題時，會有情境的鋪陳以及問題的提問。然而，為了結合生活
情境、發展素養導向試題，命題時經常在題幹或提問中夾雜長篇的文章或說明，認為多
放一些文字、增加一些說明就是素養導向試題。這些過多或不必要的資訊或說明，不但
影響了原本的評量目標，也無法提升學生的作答動機，更無法讓學生體會到數學在生
活中的用處，只是徒增解題的閱讀負荷量。
這些文字很多、似是而非的素養導向試題，大致可分為下列三類：刻意將解題資訊
藏在長篇文章之中、情境的鋪陳與說明太過詳細、提供過多與解題不相干的資訊或說
明，例如：
範例 1 刻意將解題資訊藏在長篇文章之中（國小三年級）
新冠肺炎期間，進出公共場所都需要戴口罩，因為口罩的外層有一層不織布，能
隔絕病菌進入口鼻，一般成人口罩的長度是 18 公分，寬度是 10 公分；兒童口罩的長
度是 14 公分，寬度是 9 公分，每個人再依自己的臉型大小，挑選成人口罩或是兒童
口罩，主要是防止飛沫的感染，可惜歐、美人士仍不習慣戴口罩，也不太認同戴口罩
真的能防疫。
除了口罩之外，校內也會使用漂白水稀釋液進行消毒，而漂白水稀釋液的簡易調
配的方式是 5 mL 的漂白水加入 500 mL 的清水中，即可調配 500 mL 的漂白水稀釋
液，因為漂白水能破壞細菌或病毒的細胞壁，讓細菌或病毒死亡，所以是我們現階段
所使用最便宜且方便的消毒方式。
教室內有以下六種容器，底下分別是每個容器的編號以及容量，請你想辦法挑出
兩種容器，剛好能量出 10L 的水。
1. 請問成人口罩還是兒童口罩的不織布面積大？答：________
甲

5 公升

乙

1 公升

丙

丁

8 公升

2. 請問成人口罩的不織布面積是（
3. 500 mL 漂白水稀釋液的調配方式是將（

戊

4 公升

2 公升

己

7 公升

）平方公分。
）mL 的漂白水加入 500mL 的清水

中。今天，老師要你調配 1 公升的漂白水稀釋液，請問調配的方式是要將（
mL 的漂白水加入 1000mL 的清水中。

）

4. 如果老師請你準備 10 L 的清水，請你從編號甲到己的容器中，選出兩種容器，剛
好能量出 10 L 的水！
答：_____和_____
資料來源：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工作坊學員作業

範例 2 情境的鋪陳與說明太過詳細（國小五年級）
台灣地區的降雨量雖然超過世界平均值，卻因為降雨多集中於夏秋兩季，加上
山高水急的地形，讓雨季的降雨難以保留，導致冬春兩季往往成為枯水期。現今全球
氣候變遷的情況下，台灣每年夏季雨水主要的來源～颱風，在近 30 年來逐漸出現「輕
颱減少，強颱增加」的趨勢。全年總雨量雖然沒有減少，但總降雨日數卻減少，則代
表著降雨強度的增加，以及長時間不下雨的可能性提高。面對這種降雨模式，台灣被
歸類於未來可能發生旱災的地方，我們該如何增加可運用的水資源？
什麼是「雨水撲滿」？我們可以利用屋頂作為收集雨水的汲水面，讓雨水沿著屋
簷流到水管中，經過過濾及沉澱的過程，將雨水收集在水撲滿中。我們可以把收集到
的雨水取代自來水用在澆灌花木、清洗地板或作為小型的消防儲水槽使用，以達到
資源再生及節約自來水的目的。

1.

小恩家想在家設置「雨水撲滿」，利用屋頂作為收集雨水的汲水面，屋頂汲水面
恰為長方形，長為 12 公尺、寬為 6 公尺。請問汲水面面積為多少平方公分？
A. 72 平方公分
B. 7200 平方公分
C. 720000 平方公分
D. 72000000 平方公分

2.

小恩家利用長為 12 公尺、寬為 6 公尺的長方形屋頂作為收集雨水的汲水面。近
日適逢梅雨季，依據中央氣象局雨量統計，今天上午 10 時～11 時，小恩家該地
區時雨量為 25 毫米。請問小恩家可收集多少公升的雨水？
A. 18 公升
B. 180 公升
C. 1800 公升
D. 180000 公升

3.

小恩家利用廢棄的不鏽鋼密閉式汽油桶當作水撲滿，一個水撲滿約可裝 200 公
升的雨水。在連日梅雨季過後，依據氣象局雨量統計，推估可收集到的雨水體積
為 4.65 立方公尺。請問小恩家收集到的雨水可裝滿幾個水撲滿？
A. 2 個
B. 23 個
C. 232 個
D. 2325 個

資料來源：素養導向試題研發人才培訓計畫學員作業

範例 3 提供過多與解題不相干的資訊或說明（國中七年級）
懸浮顆粒或稱懸浮微粒（particulate matter (PM)）
，泛指懸浮在空氣中的固體顆粒
或液滴。細懸浮微粒 PM2.5，是空氣汙染主要的組成物質。在台灣，常見的來源是工
業污染、和汽機車排放的廢氣，另外在沙塵暴來襲的時候，它的濃度也會迅速升高。
所謂的細懸浮微粒 PM2.5 是直徑小於或等於 2.5 微米的微小粒狀物，是肉眼看不見
的。它會在空氣中懸浮，也可能被吸入人體的肺泡中，更會影響我們的健康。究竟
PM2.5 有多大呢？就拿人體的頭髮來比較，有一個懸浮微粒的大小約為一根頭髮直
1

徑的28。
1. 已知 1 微米= 1 × 10−6公尺，若傑倫的每根頭髮直徑為 56 微米，請依據傑倫的
頭髮直徑去計算懸浮微粒的直徑大小約為____公分。（以科學記號表示）
資料來源：某國中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段考試題
良好的試題需要引導學生理解情境，藉由情境的理解帶出問題，再利用不同類型
或層次的子題評量學生應用數學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然而要將情境帶入試題不一定
要長篇大論，可以利用一些方法降低閱讀量，例如：保留重要的說明、刪除不必要的資

訊、精簡使用的文句、提供圖形或表格說明以減少文字量、或將資訊重新整理編排（部
分資訊放題幹，部分資訊放子題）……等，這些方式都可以有效的減低試題的閱讀負荷
量。
範例 2-R 是參照上述這些方式將範例 2 雨水撲滿進行修改後的版本。範例 2-R 的
題幹僅保留學校為何要使用雨水撲滿，以及一張簡易的雨水撲滿的製作方式與概念，
因為保留這些資訊就已足夠讓學生進到雨水撲滿的情境。修改後的版本，將原本 330 多
字的說明以及一張複雜的示意圖，簡化成 50 字以下的題幹以及一張簡易的示意圖。另
外，範例 2-R 也將原本的問題作了調整，將原本的 3 個問題計算題，調整成 1 題計算
題與 1 簡答題。其中將範例 2 的問題 1 和問題 2 合併成 1 題，並增加降雨量小百科簡
要說明，要解決此問題需要利用到跨領域的知識來計算降雨量。範例 2 的問題 3 修改
成詮釋評估的問題，評估雨水撲滿收集完成後的水資源再利用，也就是評量學生言之
有據、據理說明的能力。
經過上述的修改，不但減少了題幹的文字負荷量，而修改後的試題，評量的面向也
變得較廣。如此一來，才能避免評量目標的失焦，而且可以同時檢測學生的計算與詮釋
評估的能力。
範例 2-R 雨水撲滿─修改版
為了有效利用水資源，我們可以在學校製作雨水撲滿，收集雨水再加以利用。雨
水撲滿的製作方式與概念如下：

1. 快樂國小在長為 10 公尺、寬為 6 公尺房屋屋簷旁，
裝設了集水溝渠，收集雨水。
依據中央氣象局資料顯示，今天上午學校所在地區
降雨量為 25 毫米。
請問今天上午學校的雨水撲滿可收集多少公升的

降雨量小百科
降雨量本質上是水的體積，但生
活中常以「降雨量總體積」除以
「雨水落下面積」所得到的「高
度」來形容降雨量的多寡。

雨水？請列出你的計算過程。
（註：1 公尺＝100 公分，1 公分＝10 毫米，1 公升＝1000 立方公分）

2. 學校利用收集到的雨水，作為廁所馬桶沖水用。
根據統計，學校平均每人每天在校上廁所 3 次，每次沖水量約為 6 公升。一桶體
積為 5 立方公尺的雨水撲滿，收集滿一桶後是否足夠全校 250 位師生一天的廁所
沖水量？請說明你的理由。
（註：1 立方公尺＝1000 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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