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一
編號(免填寫):
教學課程名稱(請填寫): 提公因式解因
式分解

臺南市 102 年度「數學學習領域有效教學示例甄選」
（封面）

作品名稱：提公因式解因式分解
參賽類別：（自行勾選）
□有效教學（國文）類；

□多元評量（國文）類；

□有效教學（英文）類：

□多元評量（英文）類；

▇有效教學（數學）類；

□多元評量（數學）類；

附件二

臺南市 102 年度「數學學習領域有效教學示例甄選」
作品摘要表
作品名稱：提公因式解因式分解
作品類別：
□有效教學（國文）類 □有效教學（英文）類

▇有效教學（數學）類

□多元評量（國文）類 □多元評量（英文）類

□多元評量（數學）類

（請將精進教學技巧教學課程的動機、目的、作法及教材教法演示重點及解決策略簡述如下）
一、教學課程（多元評量）發展的動機與目的：
（一）動機：有感於學生對數學學習動機缺乏，及對數學學習自信心不夠和有所懼怕，因此希望
能設計輕鬆歡樂的教學現場，並結合分組互助學習，讓學生可以快樂學數學。
（二）目的：教師透過淺白有趣的教學設計，能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並透過分組合作學習方式，
引導學生互助共學，進而達成有效的教學目標。
二、教學演示重點及解決策略簡述：
（一）重點一：教學方式要有趣、融入生活、貼近學生。
解決策略：教師對教材講授要能有自己的一套，要能自編說法，要動腦筋如何設計和
講解才能讓學生不僅願意喜歡學習，而且還能達到基礎的有效學習。
（二）重點二：分組合作學習前置作業要完善
解決策略：良好的分組和獎懲方式設計、適切的引導學生進行、友善歡樂的營造教學
環境氣氛。
三、省思與建議：教學雖然是正向引導，但也要給予學生有認真學習的態度和觀念，但多數國中學
生處於思慮不成熟狀態，能主動學習且學習態度良好的學生還是佔少數，因此教師除了努力設計有
效教學，營造學生快樂學習環境外，也要對學生有一定的要求和適當懲罰，要能讓學生明白”老師
認真教、學生認真學”是相對的義務與責任，因此本教學策略不全然只是正向鼓勵教學。

附件三
臺南市 102 年度「數學學習領域有效教學示例甄選」
課程活動教學設計
壹、教學課程名稱：提公因式解因式分解
貳、教學年級：八年級
叁、教學節數：二節
肆、設計理念：
一、本單元主要的目標及構想：
1. 學生能以最淺白簡易的方式及口訣有效的學習基本的數學概念。
2. 教學溫故知新，由分配律觀念延伸至提公因式解因式分解。
3. 學生能在快樂中學習。
二、選擇教學策略的想法：
就個人定義而言，不管用任何方式，只要能將班級八成以上的學生帶起來，就是有效
教學。而影響學習成效最大的關鍵在於學生是否願意學、主動學，所以個人的教學過
程是用最簡單的方式呈現，並且能讓學生快樂的學數學。另外教學過程中還會利用分
組合作學習策略，並兼採集章制度方式，鼓勵刺激學生的學習動力，也讓學生在彼此
相互教學中正向學習。
三、教學策略與學習活動的結合：
教學步驟如下：
1. 老師先講授觀念
2.學生效仿練習(練習過程中給予個人得章正增強)
3.小組討論相互學習
4.合作學習分組 PK
5.驗收成果
6.給予正增強及約定懲罰。
伍、課程架構圖：如教學活動設計表
陸、教學活動設計：

活動名稱 提公因式解因式分解

教學時間

90 分

先備知識 乘法分配律
融入領域 家政
教學目標 一、認知方面
1.能了解因式分解的意義是將多項式分解為兩個以上多項式的乘積。
2.觀察分配律及乘法公式展開結果，理解如何利用提公因式做因式分解。

二、情意方面

1.學生能富有學習動機並能快樂學習。
2.學生可以有合作學習精神，互助合作發揮同學愛。
3.師生有良好互動與回饋，達成有效教學。

教學活動

教學資
源

時

教學評量

間

一、準備活動
1.正確學習態度的建立
2.合作學習分組。

10

3.說明集章制度及 PK 方式。

2.口頭討論

二、發展活動

1.教師

3.帄時上課

手冊

表現

2.備課
首先先融入家政教育，用趣味化方式說明家庭關係中，父母
對子女的愛是很公帄，進而帶出簡易口訣「爸爸愛兒子也會 用書
愛女兒」的趣味說法，引起學生學習動機並引導出分配律及 3.掛圖
乘法公式展開，教學目標即希望學生一定可以學會並記住。 4.教具
5.出版

■溫故知新：

ac

4.作業繳交
5

7.課堂問答
10

之光碟
+

手冊

ab

動手做做看喔~
a(c-b)=

+

延申：(可多舉例讓學生熟練)
2.何謂乘法公式展開？舉例:
(a+b)(c+d)=

ac

+

ad

+ bc

+

bd

動手做做看喔~
(a-b)(c-d)=

+

+

+

■主題呈現：
20
請學生觀察分配律等號兩邊的關係，左邊如何反推回右邊?
藉此過程引導出如何利用「提公因式做因式分解」。
主題一：「提公因式做因式分解」
1. 簡易口訣教學法：
爸爸是誰？(大家都有的就是爸爸)抓出來=>馬上括號=>
把兒子和女兒(剩下來的)抄下來。

5.學習態度
6.紙筆測驗

商提供

1.何謂分配律?舉例:
a(c+b)=

1.發表

2.舉例：請因式分解 ac + bc=?
解：爸爸是 c=>馬上括號 c(
=>因式分解成功

=>把剩下來的抄下來 c(a+b)

3. 延申說明數字的公因式：
舉例：請因式分解 2ac +4 bc=?
解 ： 爸 爸 是 2c=> 馬 上 括 號 2c(
2c(a+2b) =>因式分解成功

=> 把 剩 下 來 的 抄 下 來

4.延申說明不管幾項做法都一樣：
舉例：請因式分解 2ac +bc-ac=?
解：爸爸是 c=>馬上括號 c( =>把剩下來的抄下來 c(2a+b-a)
=>因式分解成功

■隨堂練習:

(個人挑戰題，三題全對可以得章^^)

10

動手做做看喔~
(1)因式分解 xy+2x
(2)因式分解 3c+6ac
(3)因式分解 (x-y)(x+y)-2(x-y)
■合作學習小組討論時間：

10

開放時間給小組討論並注意秩序的維持。
■合作學習分組 PK 題目：

10

(1)因式分解 2c+6ac+4c
(2)因式分解 (4x+3)(x-b)-2(4x+3)
(3)因式分解 (x+1)(x+10)+(x+1)(3x-7)

10

■合作學習 PK 大結算(給予小組得章及小組扣章)

■ 指派回家作業與分享：
5
柒、學習評量：隨堂個人與小組 pk 評量及同步測驗卷做評量。

附件四
臺南市 102 年度「數學學習領域有效教學示例甄選」
報名基本資料表
學校名稱(全銜)：台南市立新化國中

學校電話 5902269

作者姓名：吳函靚
教學課程（評量）名稱：提公因式解因式分解
參加類組：□有效教學（國文）類

□有效教學（英文）類

■有效教學（數學）類

□多元評量（國文）類

□多元評量（英文）類

□多元評量（數學）類

作者基本資料：（第一位為主要聯絡人）（往後訊息通知將以 mail 為主，務請詳填）
編號 姓名
1

吳函靚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mail

5902269-237

0931266617

yuxe1@yahoo.com.tw

2
3
--------------------------------------------------------------------------------

臺南市 102 年度「語文／數學學習領域有效教學／多元評量示例甄選」
「智慧財產切結書暨授權書」
校名(全銜)：台南市立新化國中
作品名稱：提公因式解因式分解
本教學者(團隊)參加臺南市 102 年 102 年度
「語文／數學學習領域有效教學／多元評量示例甄選」
實施計畫，其所選拔個人之作品未涉及抄襲，如有抄襲情事，得由主辦單位取消參選及得獎資格，並收
回所得獎牌及相關補助經費，本人無任何異議，並放棄先訴抗辯權。
此外，就本作品授與主辦單位一免授權金、全球性之永久權利，為宣傳活動或產品，得於重
製、編輯、改作、引用、公開展示、公開陳列、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傳輸、重新格式
化、散佈或使用參賽作品，並得轉授權。據此，授權者同意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及臺南市七股
國民小學可選擇將此作品，張貼於主辦單位的網站供人點覽或於各媒體或公開場所公開播
送、公開上映、公開傳輸或散布。
此致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臺南市七股國民小學
立書暨授權人（一）：吳函靚

（簽章）

身份證字號：T222274209

住址（含里鄰）：台南市永康區西勢里 21 鄰富強路一段 13 巷 2 弄 32 號
立書暨授權人（二）：

（簽章）

身份證字號：

（簽章）

身份證字號：

住址（含里鄰）：
立書暨授權人（三）：
住址（含里鄰）：
中

華

民

國

1 0 2

年

11

月

13

日

附件五
繳件檢核表：(送件學校拿回)
茲收到貴校送來參加 102 年度「語文／數學學習領域有效教學／多元評量示例甄選」資料如
下：
學校：台南市立新化國中
作品名稱：提公因式解因式分解
參加類組：□有效教學（國文）類

□有效教學（英文）類

■有效教學（數學）類

□多元評量（國文）類

□多元評量（英文）類

□多元評量（數學）類

作者：吳函靚
■書面資料 A：(壹式 5 份)【附件一至三，請按順序裝訂】。
■書面資料 B：(壹式 1 份)【附件四、五，另成一份】。
光

碟 A： (壹式 5 份)---教學影音檔勿填校名】

■光

碟 B： (壹式 1 份)---書面資料檔：【附件一至四，校名】

有任何問題請與七股教導處聯絡

06-7872076#210 網路電話：235010

-------------------------------------------------------------------------------繳件檢核表：(存根)
茲收到貴校送來參加 102 年度「語文／數學學習領域有效教學／多元評量示例甄選」資料如
下：
學校：台南市立新化國中
作品名稱：提公因式解因式分解
參加類組：□有效教學（國文）類

□有效教學（英文）類

■有效教學（數學）類

□多元評量（國文）類

□多元評量（英文）類

□多元評量（數學）類

作者：吳函靚
■書面資料 A：(壹式 5 份)【附件一至三，請按順序裝訂】。
■書面資料 B：(壹式 1 份)【附件四、五，另成一份】。
光

碟 A： (壹式 5 份)---教學影音檔勿填校名】

■光

碟 B： (壹式 1 份)---書面資料檔：【附件一至四，校名】

有任何問題請與七股國小教導處聯絡

06-7872076#210 網路電話：235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