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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當今的數學教育有個真正的問題 基本上大家都不滿意 學習數學的人認為 數學與生活無干 既無趣又困難
利用數學的人則認為 還學得不夠 政府明白數學對經濟至為重要 卻不知從何下手改善 教師也感到沮喪
然而數學對今日世界的重要性 遠勝於人類歷史上的任何時點 我們一面有數學學習 興趣低落的問題 另一
面卻要面對更加需要數學的世界 這個世界比以往更加需要量化
00:52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怎會裂出這條鴻溝？要如何修補？ 其實我認為答案 就在眼前： 多多使用電腦 我
相信 正確地使用電腦 是讓數學教育 起死回生的妙藥 要清楚解釋之前 先談數學在真實世界中是怎個樣
態 它在教學中又是怎個樣態 瞧，在現實世界中 數學並不一定是數學家的專用品 地質學家用到它 工程
師、生物學家 各行各業都用到數學 用來建模和模擬 實際上這是很通行的 但在教育中情況則大大不同
無聊的問題－有許多計算題 大多要動手計算 許多東西原本簡單 如同在現實世界中那麼容易 不學沒事、
一學就煩 還有一件關於數學的事： 數學有時貌似數學 比方說這裡這個例子 有時不像數學 例如「我喝
醉了嗎？」 這問題在今日世界得到的是一個量化的答案 幾年前你想都想不到會是這樣 但現在你可以發
現一切－ 不幸我的體重比那還重了些，不過－ 一切有關世上發生的事情
02:17
我們縮小這個來問個問題 為什麼要教數學？ 教數學有什麼意義？ 更確切地問，為何要廣泛進行數學教
育？ 為何數學是教育的重要一環 因何成為必修的課程？ 我想這大概有三個理由： 技術方面的工作 對
我們的經濟發展具有關鍵性 我稱之為我們每日的生活 在今日世界生活 你必須很懂得量化 比幾年前還必
須懂得 例如弄清楚你的房貸 懷疑政府提出的統計數據等類的東西 還有我稱之為 邏輯推理訓練、邏輯思
考的東西 多年來我們投入許多資源 教導社會上的人 如何邏輯思考－這是人類社會生活的一部分 學習邏
輯思考是很重要的 數學是學習邏輯思考的好方法
03:13
那麼我們來問另一個問題 數學到底是什麼？ 我們說利用數學或教導數學 到底什麼意思？ 我認為這可以
粗分為四個步驟 首先是要提出正確的問題 問的是什麼問題？找到的是怎樣的答案？ 在利用數學的所有
部分之外 一般最常搞砸的就是 問錯問題 得到錯誤的答案 原因常常就是問錯問題 接下來就是 把現實世
界的問題 轉換成數學的問題 這是第二步 完成這個步驟後就是求算 從這裡推演求算出 數學形式的答案
這方面數學當然有其威力 然後再把答案轉換到現實世界 答案是否解答了問題？ 同時也驗證答案－這一
步很關鍵 但最瘋狂的是： 我們在數學教育中 花費80%的時間 教導學生用手做第三步 可這正是電腦能
做的一步 比學習多年的人都要做得好 所以我們應該把這一步 交給電腦來做 讓學生多花點功夫學習如何
做 第一、第二和第四個步－ 將問題概念化、應用那些概念 讓教師示範如何進行這些步驟
04:37
請看，關鍵點就在這裡： 數學並不等於求算 數學是比求算還要廣延的課題 我們都明白這經過幾百年 都
混雜在一起了 以往只有用手求算這麼個辦法 不過在過去這幾十年來 局面完全改觀了 我們經歷了電腦這
個最大的變革 比任何古往的科目都要巨大 求算向來是讓人受到限制的步驟 很少例外 因此我認為事實上
數學 已經逐漸從求算的步驟解放出來了 可是數學的解放卻還沒有進入教育裡頭 這麼說吧，我把求算看
做 數學的機械部分 是勞煩的差事 若能讓機器來做，這是你會盡可能避免的事 是達到目的的工具，並不
是目的本身 自動化使得我們 有了那樣的機械 電腦使我們可以避免煩差事 這可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 我
估計在當今全世界上 我們平均花費大約106個生命時間 教導人們如何用手求算 那可是驚人的人力耗費
那麼我們最好能確定－ 可大多數人都學得很不愉快 那麼我們最好能確定 我們為什麼那麼做 而且那麼做
有個好理由
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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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我們應該讓電腦來 承擔求算的任務 只有在確實有意義教導求算時才用手求算 我還認為有些情況
下 可以使用心算 我還常心算，主要是用來做估計 有人說那樣、那樣是真的 我說：哼，不確定，我來想
一下 求算還是快些，也實際些 因此我想講求實際的是 教導人們求算的一個好理由 然後還有些計算方面
的事 動手求算還是有益處的 不過我認為那些情況畢竟少數 我常常思考一件事 是關於古希臘及與其相關
的事物 瞧，我們現在做的是 強迫人們學習數學 這是重大的科目 我並不暗示說如果有人喜歡 用手求算
或出於個人興趣 無論如何詭異的科目－ 他們都應該去做 隨著自己的興趣做事 那絕對是沒有錯的事 我
以往對古希臘很有興趣 但我不認為我們應該強迫所有的人 學習像古希臘這樣的科目 我不認為這會有什
麼成功的保證 我在我們強迫別人做的事和所謂 主流科目之間做了區分 重點是人們有自己的興趣 而且可
能受到激勵而去做
07:15
那麼為什麼要教導別人某樣東西呢？ 其中一項就是人家說的要學會基礎 還沒學會某科目的基礎之前 不
要使用機器 那我通常會問：你說的基礎是什麼？ 什麼的基礎呢？ 開車的基礎是學會 如何保養汽車或設
計汽車那回事嗎？ 寫作的基礎是學會削羽毛管嗎？ 我可不這麼認為 我想你得把你嘗試要做的事的基礎
從如何把它做成分開來 也從把它做成的機械分開來 自動化讓你能做這樣的區分 也許沒錯，一百年前你
要開車 那你得多了解汽車的機械原理 以及內燃機點火的時點等等 但是汽車上的自動化 使得那些都可以
分開了 因此開車可說已經變成另外一個科目 跟汽車設計 或學習如何保養已經毫無關係 自動化造成這樣
的區分 而且不僅在開車這回事上 我相信將來在數學上 也會容許民主化的利用方式 可以讓很大多數的人
都能真正用來做事
08:29
那麼關於基礎還有一件事 在我看來就是 人們對於發明工具的順序和他們應該 利用工具來進行教學的順
序感到困惑 只因為紙張比電腦早先發明 並不表示你要獲得事物的基礎 用紙張來教數學 比用電腦來得根
本 我的女兒有個小插曲很好玩 她喜歡用紙張做她所謂的紙張膝上型電腦 （笑聲） 有天我就問她：「在
你這個年紀時 我並沒有做這些東西 你怎麼會以為以前有這種東西？」 她專心想了一兩秒鐘 說：「那個
時候沒有紙張嗎？」 （笑聲） 如果你在有電腦和紙張之後才出生的 那麼先用什麼來教你做事都無妨了
你要的是最好的工具
09:22
還有另外一個說法是「電腦讓人數學無能」 說得好像你如果用電腦 那都是毫無意識的按鍵盤 而如果你
用手做同樣的事 那就是純然的讀書高了 這種說法聽了教人不爽 我們還真的相信 當今之世大多數人在學
校裡 學的數學還真的是 不明所以就把某些程序 應用到他們並不明白的問題上？ 我可不這麼認為 而更
糟的是他們所學的已不復實用 也許50年前還實用，現在不實用了 他們出了社會用的是電腦 再說清楚，
我認為這個問題電腦真的能幫上忙 讓這件事更符合概念 現在呢，就像任何好工具一樣 電腦可能毫無意
識地被使用著 例如把所有的東西都弄成多媒體表演 如同我指出的那個用手解決方程式的例子那樣 既然
電腦可以是教師 還教學生怎麼用手解決方程式不成？ 這有夠蠢的 為什麼用電腦來教學生如何用手解答
問題？ 電腦明明可以解答問題的！ 全都倒反了
10:27
我來告訴你 你還可以讓問題更難求算 通常在學校裡 你做的是解答二次方程式 但是你若利用電腦 你用
替代的方法就行了 弄個四次方程式，把它弄得較難求算 同樣的原則還是適用－ 求算困難些 而真實世界
裡的問題 看起來像這樣困難、恐怖 生毛帶角的，恐怖得要死 看來不像學校數學裡那樣簡單、無聊的東
西 想一想外面的世界 我們真的相信工程和生物 還有所有那些受惠於 電腦和數學良多的東西 由於使用
了電腦在概念上就扣了分嗎？ 我可不這麼認為，應該反而加了分 因此我們在數學教育裡遇到的問題 並
不是電腦可能使數學變得無聊 而是我們現在就已經把問題弄得無聊 好，另外還有個說法 是說用手求算
的程序 多少有助於教導理解 你做了許多範例題 你就能得到答案－ 你就更能理解系統的基礎是如何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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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我想這說法裡有個地方是有根據的 我是說理解程序和過程有其重要性 但現代世界裡有個新的方式來
進行理解 它就叫做程式設計
11:49
程式設計是現今寫下 大多數程序和過程的方法 而且這是很好的方法 讓學生能更深入檢驗 他們真的理解
了些什麼 如果你真的要檢驗你理解了數學 那就寫個程式做做看 因此我認為程式設計就是我們進行檢驗
的方法 再說清楚，我在此提議的是 我們有了獨特的機會 同時讓數學變得 更實用也更符合概念 我想不
到最近有其它科目像數學這樣有這種可能 這通常像是在天份發掘 和智識培養之間做選擇 但我認為我們
在這頂上可以兩者兼得 而且我們會因此開拓出許多可能性 可以藉此同時處理許多問題 我真的認為我們
可以 由此達到讓比以往更多的學生 獲得直覺和經驗的目的 而且是得到處理更困難 問題的經驗－能夠玩
數學、 與數學互動、感受到數學 我們要人們能夠本能地感受到數學 電腦讓我們能夠做到這點
12:53
電腦也讓我們能夠重新安排教學課程 傳統至今求算一直是困難的 現在我們可以依據數學概念 理解的難
易度重新安排課程 無論求算會是多麼困難 比方說微積分傳統上都很晚才教 為什麼這樣呢？ 是呀，問題
就在求算非常困難 但事實上有許多概念 是許多年齡低很多的人所能理解的 這裡有個我給我女兒設計的
例題 非常非常簡單 我們談的是如果多邊形的邊 數量增加到很大很大 那個多邊形會變成怎樣 當然啦，
那會變成一個圓形 順道說一下，她也很堅持 要能夠改變顏色 這對這個示範是很重要的 這裡看到的是極
限和微分 概念的初步 那麼把多邊形的邊減少到極限會是怎樣 這樣：極少量的邊和極大量的邊 很簡單的
範例題 這種看世界的觀點 許多年前還沒有電腦時我們不會讓人們看到 但這是一種看世界的重要觀點 那
麼我們做這樣改變的路程上 遇到的一個絆腳石 就是考試 如果在考試裡還是測驗用手求算 那麼在教學課
程裡 就很難改變成 學生們可以在學期裡使用電腦
14:21
很重要的一個理由－ 使用電腦考試因此是很重要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問問題，問真正的問題 例如，最佳
壽險會是怎樣的保單內容？－ 大家在每日生活中會遇到的真正問題 瞧，這一點也不是無聊的模型 這種
實際的模型可用來求問如何最佳化 我的壽險要擔保多少年呢？ 那對保費會有怎樣的影響呢？ 對利率等
等會有怎樣的影響呢？ 我可不是說這是在考試裡問的 唯一類型的問題 不過我認為這個類型很重要 目前
這方面完全被忽略了 但對於真正的理解卻是很關鍵的
15:01
因此我相信我們必須進行重大的 以電腦為基的數學教學變革 我們得確保 讓我們的經濟和社會 能夠向上
提升 根據的想法是人人都真正能感受到數學 這可不是額外的選擇 哪個國家先做 哪個國家就會領先一步
達到新經濟的平衡 達到經濟的改善 達到前景的改善 其實我談的甚至牽涉到 把我們常說的知識經濟推移
到 我們或可稱為計算知識經濟的地步 那時高端數學是人人從事工作的一部分 如同今日從事工作需要知
識一般 我們能夠讓更多學生深入參與 讓他們的數學學習更加順暢 我們必須理解 這種改變不是漸進式的
改變 我們正在嘗試的是要跨過 學校數學與真實世界之間的鴻溝 大家都知道試圖跨過鴻溝時 事態往往是
比不嘗試之前還要嚴重 災難變得更大 不，我提議的是 我們要跳越過去 我們應該加快速度 讓速度變得
很快 我們應該從一邊飛躍起來跳到另一邊－ 當然得先很謹慎地求算我們的微分方程式
16:23
（笑聲）
16:25
因此我想看到 一個完全更新改變的數學教程 從根底開始建構 以電腦的存在為基礎 電腦現今已經到處存
在 計算機器到處都是 而且在短短的幾年內會是無所不在 我現在還不確定這個科目是否應該稱為數學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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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確定的是 它會是將來的主流科目 我們先來迎接吧 既然我們要做 那就讓它對我們、對學生 和對
TED這裡的人能提供一點樂趣
16:59
謝謝各位
17:01
（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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