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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高中高中高中后段班后段班后段班后段班数学教学初体验数学教学初体验数学教学初体验数学教学初体验    
////陈正豪陈正豪陈正豪陈正豪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大学刚毕业的我，初次踏入独中门槛任职，其实我对这所学校的环境、

历史和背景都不算清楚，加上本身也非教育专业出身，所以对教书生涯心存

很多疑惑：会被委派教导怎样的班级？具体教些什么？做些什么？初来报

到，教务处安排我教 2个前段班与 2个后段班级的数学。整体来说，前段班

学生学习主动性较强，但后段班的学生极少部分对数学课感兴趣，大部分的

学生学习基础也很薄弱，学习行动力不强。对后段班学生来说“学习”是一

种障碍，大部分会抱着侥幸的心态,以年底的“补考”成绩来作为他们升班

的最后“防线”。前后段班做个比较，前段班学生在课堂上即使听不太明白

教师所教的内容，但他们课后还是会自我复习以强化课堂的知识内容。至于

后段班学生，大部分在学习上缺乏动力，所以更加需要老师的关注与指导。

因此，我常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他们求学成长的道路上，我该怎样才能

让这批后段班学生的学习得到有效的改善与成绩突破呢？ 

 

 在校任教的我，始终认为：“教师有教学的职责，学生有学习的责任。”

两者并不能混为一谈。故此，在后段班任教，我有责任去了解与理清高一文

四这班的学生所面对学习之问题/困难，才能有效地给予他们课业上的帮助。

因此，我尝试通过调查问卷与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分析，以便帮助我更好的了

解他们、理清问题之所在，也从中发觉到自身在教学上的不足，进而作出教

学上的调整与面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平衡。 

 

研究对象群：研究对象群：研究对象群：研究对象群：    

后段班（高一文商四），共 31 位学生。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了解他们学习之难处，以便帮助后段班学生提升数学学习的动力与兴趣。 

 

研究工具或方法：研究工具或方法：研究工具或方法：研究工具或方法：    

调查问卷、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分析。 

    

关键字：关键字：关键字：关键字：    

后段班高一文四、学习动机与态度、问卷调查、期末考试成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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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后段班学生的学习现象：关于后段班学生的学习现象：关于后段班学生的学习现象：关于后段班学生的学习现象： 

 高一文四，是我踏入这一份教育工作面对最多学生学习问题、还需纠正

班级学风的一班。高一文四这班大多由“特辅班”或“初中后段班”的学生

所组成，当他们碰到学习上的困难时，相对于前段班学生，他们较易放弃该

科目。若要他们在课业上有所改善/进步，首要先解决后段班学生的学习行

动力与信心问题，之后才能整顿这班的学习风气。当初来到尊孔独立中学应

聘的时候，对学校这里的“分班制”及学生学习程度还不了聊。经过在这班

1-2 个月的教学摸索，我才慢慢了解这一班（高一文商四）的整体学习风气

与学习基础。初来报到的我，欠缺教学经验，在这班确实碰到不少的困难和

问题，例如：学生不交作业、顶撞老师、恋爱早熟、上课爱打瞌睡等等；尚

若老师授课的方式“死板板”，他们一般不会听，而选择睡觉或做自己的事

情。 

 

 经过与学校前辈老师们的一番探讨后，我才发现要教好这班的数学可真

不容易，主要问题的原因是出在他们自身的学习态度上。另外一方面，他们

的初中数学基础不好，一旦学起高中数学就会碰到困难。要如何帮助他们提

升学业成绩和带动整个班级的学习风气？这些问题确实困扰着我。 

 

 这一整年来，我将所观察到的高一文四学生学习之概况，简略如下： 

    

学生学习之态度及表现学生学习之态度及表现学生学习之态度及表现学生学习之态度及表现： 

1. 高一文四学生的自我学习动机、行动力不强。高一文四这班的学生

平时在上课时，向老师积极主动发问问题的学生几乎没有，笔记也

懒得抄。一到了中午/下午，有几位学生在课堂上还会出现打瞌睡的

情况。 

 

2. 过分依赖老师。不会做的作业，学生自己不会想办法去完成，他们

会与隔壁的同学聊天说话甚至睡觉，好像这些“难题”都不关他们

学习的事儿，严重缺乏学习自主性与责任感；之后把不会做的习题

都交还给老师来替他们解答。在课堂上，喜欢推卸自己的学习责任； 

3. 欺善怕恶。在这一班里，有一到两位来自问题家庭的学生，这些学

生喜欢在上课捣蛋玩闹，以引起老师对他们的注意！对自己的同班

同学或者新老师都是这样。 

 

调查问卷数据分析调查问卷数据分析调查问卷数据分析调查问卷数据分析： 

 为了获得学生对于学习数学的回馈，我于 2011 年 7 月让这些学生进行自

我评估的问卷调查，调查的详细数据请参阅附录。问卷内容主要针对以下 3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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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a.学生来校的心情与目的；学生来校的心情与目的；学生来校的心情与目的；学生来校的心情与目的；    

    b.b.b.b.学生学习程度与上课态度的自我评估；学生学习程度与上课态度的自我评估；学生学习程度与上课态度的自我评估；学生学习程度与上课态度的自我评估；    

    c.c.c.c.学生对教师课堂教学内容的理解程度：学生对教师课堂教学内容的理解程度：学生对教师课堂教学内容的理解程度：学生对教师课堂教学内容的理解程度： 

    

a.a.a.a.学生来校的心情与目的：学生来校的心情与目的：学生来校的心情与目的：学生来校的心情与目的：    

  要知道高一文四学生学习之问题/困难，首先，我认为必须先从学生学

习的大背景着手调查，然后再针对学生上课的情况进行了解。整个调查问卷

结果可提供读者一个综合性参考。 

 

 
  从问题 1 的调查结果来看，抱着正面心情（积极、开心等）来学校求学

的学生占了 41.4%；而带着负面心情（无奈、厌倦等）来校的则占 24.1%；

抱着其他“无所谓”的学习心态的学生占了 27.6%。（上述数据除了将“积

极、开心”归为正面心情；将“厌倦、无奈”归为负面心情外，还将“其他”

选项的学生叙述进行分类，原始数据请参阅附录）。 

 

  问题 2 的结果则显示，有 72.4%的学生认为自身来学校的主要目的是为

了自己将来的升学/求职铺路。其实这班的学生本身也很清楚了解在这个现

实的社会当中，唯有靠自身教育的不断学习提高，才有利于将来在升学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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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职场上谋求一席之地、如何去面对现今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而做出更好

的准备或铺垫。虽然大部分学生都有这样的想法，但实际上他们是否有在行

动上去改善本身在校的学习状况呢？我们来比较一下到目前为止，他们在课

堂上对于自己的一个自我评估。 

    

b.b.b.b.后段班学生学习程度与上课态度的自我评估：后段班学生学习程度与上课态度的自我评估：后段班学生学习程度与上课态度的自我评估：后段班学生学习程度与上课态度的自我评估：    

  老师在课堂教学上，难免会发现学生心不在焉，无法专注于课堂学习活

动。这是否与他们自身的数学程度相关？还是因为其他某种原因？为此，我

提出疑问而展开调查，以下是调查问卷的结果： 

 

 
  

  从问题 3 调查结果可以看出，除了约 10.3%的学生觉得本身的数学程度

强之外，34.5%认为自己的数学程度一般，而 31%的学生则认为到目前为止，

自己的数学程度弱或非常弱的则占了约 55%。 

 

  问题 4调查结果则显示有 48.3%的学生，上数学课的时候，抱着一般的

态度来看待，即介于专心于不专心之间。完全不专心与大部分不专心的学生

占了 27.6%，大部分专心和非常专心上数学课的学生则占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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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3、4与问题 1、2 做比较，我发现其实后段班的大部分学生有很清

楚的学习目的，但可能是因为缺乏了学习行动上的积极度及坚持，或尚未在

课业上找到适合自己一套有效的学习方法，所以才会出现这般眼高手低的学

习情况。目前，他们早已和老师在课堂上所教的内容程度上出现“脱节”现

象。 

 

  从我本身的观察发现，当他们觉得自己数学程度弱与非常弱的时候，他

们就会没有信心学习数学。尚若他们觉得一直听不明白老师所教的内容，就

会在课堂上出现不专心的情况；反之若他们自认数学程度强的话，他们就会

有信心学习，上课态度也能始终保持专心。 

    

c.c.c.c.学生对教师课堂上教学内容的理解程度：学生对教师课堂上教学内容的理解程度：学生对教师课堂上教学内容的理解程度：学生对教师课堂上教学内容的理解程度： 

 
  

  从学生的回馈信息中可以看出，有 27.6%的学生认为老师在课堂上授课

时，他们吸收知识的程度一般。另外 27.6%的后段班学生听懂大部分在课堂

授课的内容，而少部分听懂或完全听不懂的学生占了 44.8%。从实际的角度

来看，要让后段班学生完全听明白课堂老师授课的内容是一种很理想的情

况。因此，完全让学生听懂，这个并不是我所要追求的目标。无论如何，以

上的这些数据可提供我在教学上检讨与改善的依据，让我学习如何在明年的

教学上做出进度与方式上的调整，去符合他们学习程度，或是帮助他们改善

日久积累下来学习程度问题及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这才是我在教学上必

须做出努力。 

 

  据我的观察，少部分听懂和完全听不懂的学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基础

弱，一旦老师说一些较难的数学题目时，他们就因为缺乏信心，而不去尝试

解题。现在，老师在课堂上讲高中的数学内容是初中知识内容的提升，因此，

基本的数学公式与换算，还是和他们的初中基础有关。而大部分听懂的学生

则是在上课时，态度始终保持专心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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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如何，高一文四的学生上数学课时，对老师所教内容的理解程度是

否与他们的上课态度、数学程度有密切相关？在这份报告里并没有针对这问

题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另外，我也通过自由填写的问题，来了解学生觉得哪项方法可以帮助他

们提升自己的数学作业/成绩： 

 

1. 问同学、朋友再与补习老师。（48.4%） 

2. 边抄作业边学习。（22.6%） 

3. 不会做的习题先放着、过后在与课堂老师讨论。（6.45%） 

4. 作业自己做，自己寻找答案、方法。（6.45%） 

5. 其他。（16.1%） 

 

  从以上的结果可以看出，近半数（48.4%）的学生认为可以通过补习老

师或者问同学、朋友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提升数学表现/成绩。如此看来，

这群学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个别、针对性的指导，大班教学的方式可能无法

满足他们的需求。此外，也有 22.6%的学生认为可以通过边抄作业边学习的

方法来帮助他们明白相关题型的解答。虽然当中可能有少数会把“模范”解

答抄下来后，再自行参考理解，但是身为老师的我发现，抄袭作业很多情况

是来不及缴交作业，或者是忘记要做老师所布置下来的习题，等到要缴交作

业的时候，才匆匆忙忙地借同学的作业来抄，认为有交作业就可以了。 

 

  “与课堂老师讨论不会做的习题”及“靠自己解决学习问题”的学生各

自占了 6.45%。其他因素则占了 16.1%（详细数据请参阅附录）。 

 

2011201120112011 年高一文四上下半年期末考数学考试成绩分析：年高一文四上下半年期末考数学考试成绩分析：年高一文四上下半年期末考数学考试成绩分析：年高一文四上下半年期末考数学考试成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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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120112011 年上下半年数学成绩小结：年上下半年数学成绩小结：年上下半年数学成绩小结：年上下半年数学成绩小结：    

  上半年期末考的考试内容范围为第 3～5章（第三章:比和比例、第四章：

角与单位、第五章：锐角三角形），其实这些考试章节已经在初中已经学过

了，但是高一文四的学生还是未能掌握这些基础知识，甚至忘了。第二章节

的多项式因式分解中包含了初中的一元二次多项式因式分解，在考试的选择

题中也出了 3 题，这样类似的题目学生还是会做错。第三章、比和比例和第

四章、角与单位，考试出题都出得简单。例如：（3y=2x，求 x:y?），第五

章、锐角三角函数的期末考题，例如：3tan
2
=0,求θ这类的题目，这些题目

其实很简单化了，但是他们仍然会能粗心大意。 

 

  另外，以上半年他们上课的总体情况来看，在学习第 3章内容时，他们

会比较容易吸收该章节的知识，但他们平时的作业也是抄袭，出现很多错误。

无论是高中数学的综合除法、还是初中因式分解中的交叉相乘法，这类的题

目，高一文四这班的学生还是会犯错。 

 

  根据学生的学习背景来看，考获 0～19%、20～39%的学生主要是来自初

中特辅班及初三（5、6、7）的学生。上半年期末考试出题老师，主要是我

和刘碧仪老师负责的。我们在考试出题方面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这些数学考

题不能出得太难，要简单化、容易让他们拿分数。尽管如此，上半年期末数

学考试成绩中，考获 0～19%的学生占了 6位、20～39%的有 16位学生，40～

59%的有 3位学生、60～79%的则有 6位。 

 

  下半年期末考试的内容则包括了第九章：直角坐标系、第十章:任意角

的三角函数、第十一章：任意三角形的边角关系和解法。这 3章内容，是全

新的高中数学内容，已经不再是初中数学知识的加强，对于后段班学生来说，

学习起来相当吃力。在第十章、任意三角形的三角函数变化中，他们更是不

能掌握这章的要点，例如：角度的象限变换（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

他们更是完全听不懂。考试出题的负责老师是我和谢志鸿老师，我们对这次

的下半年期末考的要求也不高，不能出得太难。尽管如此，他们下半年的数

学考试成绩中，考获 0～19%的学生有 6位、20～39%的有 14位、40～59%的

有 5位，及格 60～79%的学生有 1 位，而 80～99%则有 1位。 

 

  至于他们平时的随堂评量成绩，整体看来比起上下半年期末考试表现还

更不理想。高一文商四的学生平时上完一个章节内容时，回去也没有认真的

做总结，随堂评量的成绩大多都是 0%或者是个位数。其实随堂评量的目的只

是在于测验他们平时上课的理解程度与课后复习总结的一项小考，由于他们

自认自己数学基础弱或者一直以来难以改掉懒惰的习气，所以才有可能导致

平时的随堂评量出现分数很低的局面。 



《2011 年尊孔独立中学教育经验分享会》 

 83

  调查问卷的结果与期末数学的考试成绩分析，仅可提供我在教学上的一

个回馈与检讨，至于明年要怎么进行教学，我有初步的一个设想，在总结与

展望里提出。 

 

总结与展望：总结与展望：总结与展望：总结与展望：    

 

  2011 年这一整年已经快要结束，学生学习也暂时告一段落，其实我在教

学上也在自己摸索着属于自己一套的教学法，因此，在这里，我大略提出几

点教学上的建议，仅供各位老师参考： 

1. 对事不对人，不涉及无辜【1】
。若老师在课堂惩罚他们，教师必须

做到对事不对人，严厉的鞭打早已不管用了，所以老师还是要让

学生清楚明白他们该负起怎样的学习态度和责任，这才是最为关

键的，处罚他们也要让他们口服心服才是。例如：某学生在课堂

吹胀水杯，之后把它弄破，吓唬其他同学。我采取的惩罚就是当

场让他罚站，并且告知这位同学这样的举动是不好的，会影响到

其他同学的上课情绪，若下次他同样再犯，直接向班主任反映问

题，再不行直接送该学生进入训导处处理，在课堂尽量不要把无

关的同学牵涉进来，这样会招惹他们对该任课老师的不满，拖延

教学进度，教师更多时候要做到对事不对人，以德服人。  
2. 适当的鼓励、赞美和肯定。例如：上课鼓励学生多发言，他们答

对了或者平时小考有进步，应当面在课堂表扬及给予学生肯定。  
3. 循序渐进的教学讲解。在课堂上讲解的例题要循序渐进，从简单

的例子讲起，并且这些例题或者练习题是可重复性的，强调这些

“基本练习题”很重要，不是为了现在应付考试，而是为了得到

一个良好的学习基础。同时，也可做一些简单的“学习单”来帮

助学生来理解教学内容。  
4. 适当的处罚是必要的。有时对学生太好也不是一件好事，适当的

处罚是必要的。如果该位学生真的是屡劝不听，涉及要体罚，务

须向校长/副校长/训导室处理问题，若没必要，最好勿涉及体罚。  
5. 坚定不移的信心

【2】
。鼓励教师多看一些教育励志类的书刊，例如：

《洪兰教授-品格决定未来》、《孩子-我们来谈谈生命》等教育

刊物来鼓励教师本身，并可通过这些刊物来间接地提升自己的教

学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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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有时候这些学生是没能建立正确的学习观念、态度，再加上

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结果往往都是眼高手低。教育高一文四这一班，

首先教师要耐得住那么低分的考试结果和上课态度，耐心和包容心也要够

大，这样才能让他们相信，他们可以自己学好，而且他们也有能力学好数学，

甚至其他科目！希望在来年，身为后段班教师的我能够找到自身和学生在教

与学上的一个平衡点。 

 

        对于未来的 2012 年，我希望能够把我所教的班级人数分为 7人一小组

的学习小组。教师主要准备一些教材/学习单，之后让学生按小组自主进行

讨论，学习单中数学的题目不一定要来自教科书，有可能会穿插一些初中和

国外的数学题，但这些题目必须要相对简单而易懂的，主要还是以学生发言

为主
【【【【3333】】】】。对于疑难的一些数学题，可注解在原题目旁边。希望在来年的教学

生涯里，我的这一教学方法能够帮助这些基础比较弱而又想考好成绩的后段

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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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高一文商四》学生自我评估附录：《高一文商四》学生自我评估附录：《高一文商四》学生自我评估附录：《高一文商四》学生自我评估////调查问卷统计调查问卷统计调查问卷统计调查问卷统计    

    

1.1.1.1. 你来学校上课，大部分是抱着怎样的一种学习心情呢？你来学校上课，大部分是抱着怎样的一种学习心情呢？你来学校上课，大部分是抱着怎样的一种学习心情呢？你来学校上课，大部分是抱着怎样的一种学习心情呢？    

选项选项选项选项    厌倦厌倦厌倦厌倦    无奈无奈无奈无奈    积极积极积极积极    开心开心开心开心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    3.4 20.7 13.8 27.6 27.6 

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1 6 4 8 10 

    

    

    

    

    

    



《2011 年尊孔独立中学教育经验分享会》 

 85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其他”的部分内容请参阅以下图表： 

 

《高一文商四》学生自我评估《高一文商四》学生自我评估《高一文商四》学生自我评估《高一文商四》学生自我评估    

你来学校上课，大部分是抱着怎样的一种学习心态呢？ 

学生 选项 原因 

001 其他 没什么特别，学习就是学习啦 

002 开心 我又有一天是活着的 

003 无奈 我已经没有那种感觉了，那种想进步的感觉已经没有了 

004 积极 想学习新的东西 

005 其他 没抱什么期望 

006 开心 可以看见很多朋友又可以学习到知识 

007 开心 如果伤心事傻的！ 

008 其他 随便 

009 开心 有时发神经的想上课，或看见我的朋友 

010 其他 普通，我想学习 

011 积极 可以学习是一种幸福 

012 开心 不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有什么新的东西要学 

013 其他 随便 

014 开心 朋友是拿来交流的 

015 无奈 很多科目都没什么兴趣 

016 其他 心情不好，也会没心情上课 

017 其他 有时会很开心，有时无奈 

018 其他 普通心情，没什么特别的 

019 开心 遇到自己对该章节的会比较有兴趣 

020 无奈 有些老师玩针对的 

021 无奈 每早都要很早出，弄得我很累，有时更无法专心上课 

022 其他 有时会很烦但有时会开心，无法了解心情 

023 其他 为解决压力而来，因为未来路很长，需要把自己变得更强

大去面对社会 

024 积极 学数学还好 

025 开心 可以学更多新东西 

026 厌倦 课程都很纳闷无趣 

027 无奈 心里已经很累，上课听课更是痛苦，老师说话用催眠曲 

028 无奈 弄得我想睡觉 

029 积极 但求梦想 

    

    



《2011 年尊孔独立中学教育经验分享会》 

 86

    

2.2.2.2. 你来学校上学的目的是？你来学校上学的目的是？你来学校上学的目的是？你来学校上学的目的是？    

选项选项选项选项    %%%%    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为自己将来的身升学为自己将来的身升学为自己将来的身升学为自己将来的身升学////求职铺路求职铺路求职铺路求职铺路    72.4 21 

求知欲，求知欲，求知欲，求知欲，    

想从老师身上多学点课本知识和做人的道理想从老师身上多学点课本知识和做人的道理想从老师身上多学点课本知识和做人的道理想从老师身上多学点课本知识和做人的道理    
13.8 4 

学校有比较好的学习平台（图书馆），学校有比较好的学习平台（图书馆），学校有比较好的学习平台（图书馆），学校有比较好的学习平台（图书馆），    

可提供我更多的知识层面可提供我更多的知识层面可提供我更多的知识层面可提供我更多的知识层面    
3.4 1 

可以认识朋友可以认识朋友可以认识朋友可以认识朋友    0 0 

搞课外活动搞课外活动搞课外活动搞课外活动////社团活动社团活动社团活动社团活动    3.4 1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6.8 2 

    

3.3.3.3. 你认为自己的数学程度如何？你认为自己的数学程度如何？你认为自己的数学程度如何？你认为自己的数学程度如何？    

选项选项选项选项    非常强非常强非常强非常强    强强强强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弱弱弱弱    非常弱非常弱非常弱非常弱    

%%%%    0 10.3 34.5 24.1 31.0 

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0 3 10 7 9 

    

4.4.4.4. 你觉得自己在上数学课时，是否听得懂老师所教的内容？你觉得自己在上数学课时，是否听得懂老师所教的内容？你觉得自己在上数学课时，是否听得懂老师所教的内容？你觉得自己在上数学课时，是否听得懂老师所教的内容？    

选项选项选项选项    完全听不懂完全听不懂完全听不懂完全听不懂    少部分听懂少部分听懂少部分听懂少部分听懂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大部分听懂大部分听懂大部分听懂大部分听懂    完全听懂完全听懂完全听懂完全听懂    

%%%%    10.3 34.5 27.6 27.6 0 

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3 10 8 8 0 

    

5.5.5.5. 你觉得自己上数学课的态度如何你觉得自己上数学课的态度如何你觉得自己上数学课的态度如何你觉得自己上数学课的态度如何    

选项选项选项选项    完全不专心完全不专心完全不专心完全不专心    大部分大部分大部分大部分不专心不专心不专心不专心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大部分专心大部分专心大部分专心大部分专心    非常专心非常专心非常专心非常专心    

%%%%    13.8 13.8 48.3 17.2 6.9 

人数人数人数人数    4 4 14 5 2 

    

6.6.6.6. 老师布置的数学作业不会做时，我会选择老师布置的数学作业不会做时，我会选择老师布置的数学作业不会做时，我会选择老师布置的数学作业不会做时，我会选择    

****问同学、朋友或补习老师 (15人) 

****等朋友的功课做参考 

****抄 （7人） 

****寻找答案、自己找方法(2人) 

****回家和姐姐讨论习题 

****空闲节时自己做 

****不会做的放着、等老师讨论（2人） 

****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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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你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来提升自己的数学程度？说说你的看法并解释之你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来提升自己的数学程度？说说你的看法并解释之你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来提升自己的数学程度？说说你的看法并解释之你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来提升自己的数学程度？说说你的看法并解释之 

****多做就会熟练（10人） 

****在校外找补习老师，一对一教学才可以提升（10人） 

****上课专心，功课自己做，不会问老师（2人） 

****我觉得要提升自己的数学，方法就只有一个，就是自己，如果自己无

心将就算台上说的更精彩也没用 

****找别人协助（3人） 

****我的话，只要了解了就会做了。不过其他同学可能不同 

****找自己想的东西来学，因为那样才会提升自己的数学程度 

****回家多复习老师上课时教过的内容，但是要看有没有心情和精神 

****需要更多时间花在课堂上，因为每当老师布置习题让我们在班上做，

大家都会进入“竞争”因学习去做，从里面得到兴趣 

****当要考试时，才专心听课，告诉自己要考试了，以便说服自己应专心

听课 

 

8. 在在在在 2011201120112011 即将结束的一年里，你对自己的数学成绩满意度如何即将结束的一年里，你对自己的数学成绩满意度如何即将结束的一年里，你对自己的数学成绩满意度如何即将结束的一年里，你对自己的数学成绩满意度如何????如果不如果不如果不如果不

满意，请给出理由并说明之满意，请给出理由并说明之满意，请给出理由并说明之满意，请给出理由并说明之 

****还满意，有史以来最高分（2人） 

****2011 年的期末考我必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问心无愧 

****不满意，不够努力，听不懂，考得很差(10人) 

****还好，因为我在初中时只有一次及格，这次第二次考试也及格，希望

以后会更大的进步 

****一般，因为有些数学题理解不到，课本没有很多例子 

****还不错，至少是有新的知识 

****还好，因为我很久没破 60分了 

****不是很满意，现在进步当中，我会尽量专心和问 

****我对自己的数学成绩不是很满意，前 2 次虽然考得不错，但第 3 次不

及格。我希望最后一次期末考能够获最佳的成绩 

****很好啊~有时打瞌睡都能拿及格都算满意了吧 

****不满意，因为上课时会做，但考试时却不会。会紧张，考出来时过后

再做，其实是会的 

****不满意，因为有人的关系 

****非常不满意，初一到初二我的数学成绩总是拿单位数，初三开始数学

进步了能拿到 40分以上也很满意，但是，今年高一考的成绩虽然没

有拿到单位数这样差，但是，考了三次都是拿到 20~30分之间，虽然，

考试前有复习但一进考场就忘光光了，就像初一初二时一样是我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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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但到了现在我还是找不到方法解决，我希望在最后一次靠实力

能够拿到 40分以上 

****不满意，数学是我喜欢的科目，但我花比较少得时间去学习，注重于

商业而“忘记”了数学 

****还好，因为分数一次比一次高 

****不满意，听不懂，也很纳闷无趣，需改进教学方式！ 

****自己的成绩，自己知道，比前一年进步，也比前一年努力 

****有史以来最不满意的 1年，那么多年的数学很少会全年不及格的！今

年第一次！或许教书方式根本不让我感兴趣想听，只有方案！ 

****不是很满意，虽然比去年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还达不到我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