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章 解難過程 

解難是一個過程，從解題者開始接觸問題，經過處理已知資料，最後找到答案或

結論並作出回顧為止。學生須充分掌握這個過程，才能有效解決學習時遇到的常

規及非常規問題。 

 

美國數學教師協會(NCTM, 2000) 指出 

“Problem solving means engaging in a task for which the 

solution method is not known in advance.  In order to find 

a solution, students must draw on their knowledge, and 

through this process, they will often develop new 

mathematical understandings.  Solving problems is not 

only a goal of learning mathematics but also a major 

means of doing so.  Students should have frequent 

opportunities to formulate, grapple with, and solve 

complex problems that require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effort and should then be encouraged to reflect on their 

thinking.” (p. 52) 

 

2.1 解難過程模型 

1. Polya (1945)模式 

Polya (1945)在他影響深遠的經典著作 How to solve it《如何解題》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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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解難過程可分為四個階段： 

(1) 理解問題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 

(2) 設計解題策略 (devising a plan) 

(3) 按步解題 (carrying out the plan) 

(4) 回顧解答 (looking back) 

 

除了上述 Polya 的解難模式外，歷年來還有很多學者創造各種的解難模式，

包括 

2. Schoenfeld (1987) 模式 

(1) 理解 (Read) 

(2) 分析 (Analyse) 

(3) 探索 (Explore) 

(4) 計劃 (Plan) 

(5) 實施 (Implement) 

(6) 驗證 (Verify) 

 

3. Garofalo & Lester (1985) 模式 

(1) 定位 (Orientation) 

(2) 組織 (Organization) 

(3) 執行 (Execution) 

(4) 驗證 (Verification) 

 

4. Mason, Burton & Stacey (1985) 模式 

(1) 進入 (Entry) 

(2) 攻擊 (Attack) 

(3) 回顧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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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ayer (1985) 模式 

(1) 解釋 (Translation) 

(2) 綜合 (Integration) 

(3) 計劃與調節 (Planning and monitoring) 

(4) 執行 (Solution/execution) 

 

6. 類似 Polya 的 Resnick (1988) 模式 

(1) 計劃 (Planning) 

(2) 組織 (Organizing) 

(3) 執行 (Carrying out) 

(4) 調節 (Monitoring) 

 

7. Krulik and Rudnick (1988) 模式 

(1) 理解 (Read) 

(2) 探索 (Explore) 

(3) 選取策略 (Select a strategy) 

(4) 解決 (Solve) 

(5) 回顧及延伸 (Look back and extend) 

 

2.2  Polya 解難模式的四個階段 

雖然這些解難模式的重點各有差異，但它們的最終目標都是提升學生的數學

思維，讓他們在解決難題時能夠有系統地進行。以 Polya 的模式為例，教師

可以用以下提問協助學生進行解難的四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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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解問題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 

 你明白問題的每字每句嗎？ 

 你能否用自己的文字重述問題？ 

 已知量和未知量是什麼，它們的關係如何？ 

 目的是什麼？ 

 資料足夠嗎？ 

 有些什麼資料是不相關的？ 

 這個問題「難」在哪裡？ 

在這個階段，教師可鼓勵學生反覆讀題，從而找出有用資料和問題重

心。 

 

2. 設計解題策略 (devising a plan) 

 這個問題是否跟曾解決過的問題類似？ 

 可否用另一種型式表達？ 

 可否試些簡單情況？ 

 可否用另一種型式表達有用資料？ 

 

在這個階段，教師可鼓勵學生思考能否直接運用定理、公式等解題。如果不

能，則鼓勵他們將資料用圖或表顯示，或試解決較簡單的問題。在得到新的

靈感後，便選取較適合的策略再進行探究。常用的策略有很多，包括 

 

 估猜與測試 (Guess and Test) 

 繪圖 (Draw a picture) 

 探索規律 (Look for a pattern) 

 解一簡化問題 (Solve a simpler problem) 

 應用數字的性質 (Use properties of 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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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轉思考 (Work backward) 

 窮盡可能性 (Exhaust possibilities)  

 尋找公式 (Look for a formula) 

 應用工具 (Use tools) 

 推理 (Reasoning) 

 進行模擬 (Do a simulation) 

 應用變量思考 (Use a variable) 

 

3. 按步解題 (carrying out the plan) 

  你是否想出了一個解題方法嗎？ 

  能否依這個方法計算下去？ 

 

在這階段，鼓勵學生應用並執行所選用的計劃，直至獲得解答或更明確的新

解題方略。 宜提醒學生給自己合理、充份的時間去思考，若不成功可從 

別處尋找線索又或將問題放下一回再思考。並不要害怕重新開始，很多時候，

新的開始，新的策略會導致成功。 

 

4. 回顧解答 (looking back) 

 這個答案正確嗎？ 

 這個方法正確嗎？ 

 為什麼這個方法得出正確答案？ 

 哪(幾)個是關鍵的步驟？ 

 這方法能應用到類似的問題嗎？ 

 有沒有其他方法？ 

 如果有其他方法，何者較佳、快或較易於概括？ 

 如果問題的條件改變了，情況又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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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階段，教師應鼓勵學生驗算，並須指出驗算不是將答案代入公式，而是

檢視答案能否滿足題目內容及要求。另一方面，教師也可鼓勵學生思考其他

解題方法及將問題延伸，以増強其探究能力。 

 

如果學生解題時正確理解問題，下圖便能反映回顧時發現答案合理或不合理

的流程。否則，解題者須重新審視問題。 

 

 

 

2.3 例子 

我們嘗試用以下例子分析解難四個步驟可能出現的情況。 

 

題目： 有大、小正方形手帕兩幅置於面積 900 平方厘米的花紙上。兩幅手帕的

邊長相差 4 厘米，面積相差 56 平方厘米。大手帕的面積是多少？ 

 

1. 理解問題 

在理解問題的階段，學生須清楚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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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用的資料 

 手帕是正方形 

 一大、一小共有兩幅 

 邊長相差 4 厘米 

 面積相差 56 平方厘米 

 

(2) 題目的要求 

 大手帕的面積是多少？ 

 

(3) 沒用的資料 

 花紙 900 平方厘米 

 

2. 設計解題策略 

面對這樣的題目，學生可視乎個人的數學知識和解題經驗來設計解題策略。

以下是解決此題的其中五個方法： 

 

方法一：代數式 

 

56)4( 22 =−− xx  

具備中學或以上的數學知識的人，大多會用代數式來解決此題。如

果學生未能理解當中的代數符號運算。面對這樣的難題，他們可以

怎樣解決？ 

 

方法二：繪圖 

教學提問： 

 題目中提供了哪些資料？ 

 這裡有多少個正方形？當中哪些是有關係呢？ 

 怎樣利用已知的資料去找出兩個正方形的大小？ 

 正方形面積與邊長有什麼關係？ 

 試試畫圖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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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怎樣畫圖才能清楚表示出題目提供的資料？ 

 如何可以以一幅圖顯示這兩個正方形的關係呢？ 

 透過繪圖，你們找到新的資料嗎？ 

 把兩個正方形重疊擺放有什麼好處？ 

 透過畫圖，你找到什麼新資料？ 

 怎樣利用這些資料去找出大、小正方形的面積？ 

 
4cm 

4cm 
 

20 ÷ 4 = 5 cm

 4 × 4 = 16cm2

 (56 – 16) ÷ 2 = 20cm2

 

 

 

 

 

 

 

 

 

方法三：列表與試誤 I 

教學提問： 

 題目中哪些資料可以讓你作初步嘗試？ 

 這次嘗試能滿足題目的所有條件嗎？ 

 如果未能夠滿足所有條件，可以怎樣做呢？ 

 

細邊 大邊 面積之差 

1 5 24 

8 12 80 

5 9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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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四：推理、列表和試誤 

教學提問： 

    大正方形的面積最少是多少？ 

56　大邊　〉  

細邊 大邊 面積之差 

4 8 48 

5 9 56 

 

方法五：列表與觀察規律 

        教學提問： 

    每條邊增加 1cm 後，面積之差有何改變？ 

    改變有沒有規律？ 

    每邊要增加多少才能滿足題目的要求？ 

    所以小正方形的邊長是多少？ 

 

細邊 大邊 面積之差  

1 5 

2 

24 

8

8

6 32 

3 7 40 

     M   

   M    

 

學生按上述方法進行計算，如果沒有出現錯誤，會獲得大手帕的邊長為 9 厘米。 

 

在回顧時，學生須驗算兩幅手帕的邊長是否相差 4 厘米、面積相差 56 平方厘米。

最後才寫下答案：大手帕的面形積為 81 平方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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