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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的背景和動機 

 

(一) 初任數學教師的教學觀念和教學問題 

 

對一位新手國中數學教師而言，教學的模式應該不外乎教授自己有把握的數

學內容，而且相當依賴學校選用的教科書；教學的重心也大半是講授數學知識的

內容和解題的方法。教師經常會有一種深怕教得太少的焦慮，總是認為應該教完

所有教科書中的內容，教學才算結束，自己也才能安心。這也就是，初任數學教

師對自己課堂教學缺乏安全感的一般現象。因此，大多數的教師只扮演“教科書

跟隨者(Textbook–Follower)＂(Bishop, Seah, & Chin,2003)的角色。所以，即

使將教科書的內容重新加以包裝，也可能只是技術層面的調整，而無法兼顧教學

目標和數學概念的內涵，更無法同時考量學生的學習方式、思考型態與學習困

難。也就是說，一般而言，初任教師仍未建立穩定明確的教學概念和認知，對於

學生是否有意義地學習數學，往往不必也不是老師關心的重點。這樣的教師，如

同身處於 Fuller(1969)教師學習教學的四個關心階段中的生存期，比較無心關

照學生的學習面問題。 

 

初任數學教師的研究(例如張宏志和柳賢,1995；張宏志,1996)顯示出，教師

數學知識的不足、偶而還會誤導學生的概念；由於教學經驗的不足，導致教學策

略無法達到實質的效果；而且，他們對於數學教材間的關聯缺乏充分的認知；也

較少考量到學生的思考及推理能力的培養。另外，生手-專家數學教師的研究也

發現，專家教師對於組織及儲存知識的概念系統和認知基模較精細、連結較多且

易取得，計畫、連結訊息、修正、和決策也比較有效率，又能善用常規、減少負

擔(Noddings,1992)。而 Artzt 和 Armour-Thomas(1999)檢驗數學教師的教學時

發現，初任教師較不能掌握數學知識的內容和學生的理解，較以內容的涵蓋面

(Content Coverage)來評估自己的教學進度。由於，在兼顧學校文化的同時，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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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照顧到學生應該學到哪些知識和技能，這些對於初任教師想要實踐自己的教學

想法而言，都是重要的變數(Zumwalt,1990,引自陳英娥和林福來,2004)。 

 

Shulman(1987, p.112)曾經提到“教師在專業發展中首要關心的是生存和教

室經營的問題，較少關心教學的內容，唯有透過研究自己的教學，才能知道所需

的教學知識和能力是什麼？＂這些主張使個人察覺到：自己對於數學教學的「某

些不確定性」。也就是說，不確定自己的教學是否合適或有效？有時候更會懷疑，

學生能否習得上課的內容？又是否知道，為什麼需要學習這個單元的數學內容？

就像 Skemp(1989, p.28)曾經提及的 Erlwanger 名言“數學是為了在紙上按規則

留下神祕的符號＂。果真如此，學生是否會因為冒然地進入數學世界，就如同誤

入數學叢林的兔子，脫離了真實世界而不知為何而學？面對學生在學習數學時產

生的恐懼與無力，教師似乎必須重新地思考「數學課要給孩子的是些什麼？」身

為一位國中數學教師，可以多做些什麼，而能夠讓學生發展真正的數學理解？要

如何轉換自己的數學教學觀點和教學實務，以協助國中生理解數學概念的內涵？  

 

(二) 新數學課程和教學的需求 

 

九年一貫的數學領域課程規劃，根據學生的學習方式與思考型態兩項特徵，

將九年國民教育區分為四個階段(教育部,2001, p.3)：階段一為一至三年級，階

段二為四、五年級，階段三為六、七年級，階段四為八、九年級。並將其數學課

程(以下簡稱新數學課程)內容分為，數與量、圖形與空間、代數、統計與機率、

和連結五大主題。其中，階段三的學習特徵為類化具體表徵、辨識樣式間的關係，

有意模糊了國小、國中的學制框架。它強調學生認知階段、突顯國中小的銜接和

連結。前者是從學生的認知發展來看，六、七年級學生的認知發展依據皮亞傑的

理論，是正逐漸從具體運思到形式運思的過渡期。此階段學生的數學思維特徵，

正處於算術運算逐漸過渡到使用符號表徵和代數運算來解題。此過渡階段可讓學

生有機會來來回回，成功地過渡(鍾靜,2003)。再者是希望國中小教師，能多關

心學生過去的學習經驗和未來的學習需求。教材的選編更應緊密連繫此階段的不

同學習活動，互相滲透，以破除因學制所帶來的數學學習問題(國立教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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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處,2003, p.41)。後者的數學連結主題，包括內部連結和外部連結。其中的

數學內部連結，貫穿數與量、圖形與空間、代數、統計與機率四個主題，強調解

題能力的培養；而數學外部的連結，則強調生活和其他領域數學問題的察覺、轉

化、解題、溝通、及評析能力的培養。 

 

新數學課程實施要點(ibid, p.42)對「教學」的說明中提及，教師應明瞭教

材的內容和目標，並配合地方生活環境和學生實際生活，選擇適當而有趣的題材

來設計教材；考慮教材單元的性質、學生思考的特性與其前置經驗，來佈置適當

的學習環境；並且，依教學現場的狀況，因時制宜，採用教師本身覺得恰當或擅

於處理的教學法，順暢地進行教學；同時，教師應透過教學的評量，分析學生的

學習問題，做適當的診斷、導引與解決，著重學生概念的了解和能力的培養。在

代數主題的學習方面，則強調代數的學習應從學生生活經驗中的數量關係出發，

探討和培養每位國民觀察數量關係，並且，展現數量關係的數學結構之能力。透

過合理推論，發展代數思維，提昇思考層次，進而應用於生活，提昇生活品質(ibid, 

p.78)。 

 

美國數學教師協會(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1989,

以下簡稱 NCTM)出版的「學校數學課程與評鑑標準(Curriculum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 School Mathematics)」，視數學為解題、溝通、推理、和連結

的活動。它認為學習數學，正如一個積極的建構過程，教學應教導與生活連結的

真實問題。學校數學的目標包括，認識數學的價值、增進對自己數學學習能力的

信心、要學習數學溝通、要成為數學問題的解決者、和要會進行數學推理。另外，

其(NCTM,2000）所發表的「學校數學的原則和標準(Principle and Standards for 

School Mathematics)」也指出，學生應該以理解的方式來學習數學，積極地依

據過去經驗和先備知識建構新知識；教師必須了解，學生知道什麼和需要學習什

麼，才能引導他們學習得更好。因此，數學的教與學更應重視「有意義、講道理

的過程，以及培養學生真正的數學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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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變革要求中，數學教師應該要能夠不斷地提升教學的專業素養和教

學的能力。因此，對個人而言，最實際且急迫的是：如何針對教材內容和實際教

學情形，尋求教學上的轉變，以因應新課程的教學需求？ 

 

(三) 國中生算術思維和代數思維的銜接教學 

 

「數與量」和「代數」兩個主題的相關能力指標，約佔新數學課程五大學習

主題總指標數的 50%，因此，有相當重的比例。而算術是六年級之前數學學習的

主體，到了七年級時，代數主題則取而代之。在新數學課程的學習階段三中，為

讓學生在此過渡期可以培養充分的非形式代數想法的經驗，除了在能力指標中，

特別規劃數與量和代數能力指標間的可互相滲透之外，更以「樣式(Pattern)」

做為此階段學習活動的主要素材和概念，培養學生辨識數量樣式的能力，發現樣

式之間的關係，以便進一步發展其說理的能力。這些活動之中，符號表徵和代數

運算都將自然呈現。而樣式的學習活動也將有助於代數思維的發展(國立教育研

究院籌備處,2003, p.41-42)。 

 

算術和代數共用許多符號與物件(Kieran,1990)，代數方法經常會用文字符

號來代表數，然後，對此抽象符號進行運算。這包括了代數式、含有未知數的等

式、函數、變數、和多項式，是不同於算術數字上的運算。在解題時，算術常用

非正式的方法求算，而代數則需用正式嚴格的方法推理求算。這也是七年級生面

對代數學習的關鍵與困難之所在。七年級代數領域的學習，可以藉由數量關係的

觀察活動，來提昇學生的代數思維能力，並透過認識文字符號來引入代數的學習。 

 

83 年版國一的數學課程(國立編譯館)中，在「以符號代表數」這個教學單

元裡，初次引入「文字符號」。郭汾派、林光賢和林福來(1989)認為，使用文字

符號代表數，是國中學生從算術到代數的一個重要橋樑，更是數學抽象化與形式

化的一個重要步驟。自 90 學年度開始實施的新數學課程(教育部,2001)，明訂相

關的能力指標為「能用 x、y、…的式子表徵生活中的未知量及變量」，而將原

內容提前至六年級學習。此為銜接新舊數學課程中代數主題的主要能力指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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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例如，新竹市即由七年級來進行銜接教學。其他的兩個主要代數思維指標請

參見表 1-1： 

 

表 1-1  六年級升七年級新舊課程代數主題的銜接能力指標 

A-3-1 能用 x、y、…的式子表徵生活中的未知量及變量。 

A-3-2 能將生活中的問題表徵為含有 x、y、…的等式或不等式，透過生

活經驗檢驗、判斷其解，並能解釋式子及解與原問題情境的關係。 

A-3-3 能利用數的合成分解或逆向思考解決從生活中列出的等式。 

 

有感於七年級生的「代數思維」可能有極大的差異，而國小階段的教師教法

與進度可能也有很大的差異；況且，各版本的銜接教材內容也不甚完備、不盡相

同，因此，讓個人重新思考「代數主題」的銜接教學方式。個人認為，若想幫助

國中生由算術思維過渡到抽象代數的思維，應慎重考量學生的學習困難和學習心

理。這也就燃起，想重新設計這個主要銜接單元的教學活動。在思考如何教的過

程中，也重新思考：是何種原因造成學生代數學習上的困難？這個問題促使個

人，重新檢視自己原有的數學和教學觀念，並試著回顧自己在代數相關單元的有

限教學經驗。 

 

教師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會帶著先前的數學知識、信念、態度、以及他們當

學生時的數學理解，而內化成教師個人的“潛在自我(Inner Teacher)＂，這對教

師所擁有的教學圖像有強而有力的影響(Brown & Borko,1992, p.222)。因此，

在教學的過程之中，個人始終無法理解的是：學生為什麼還是不會？或許這與自

己在學習代數的成功經驗有關。這些疑問，因個人到碩士班進修，從修課對話和

文獻閱讀之中獲得了部分的解答。或許學生在代數學習上的困難與迷思，是與他

們的認知層次及能力有關？即使教師有部分的了解，又如何據此(或用此)來發展

中學生的代數思維？ 

 

(四) 數學教師教學觀念的再脈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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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數學課程中並沒有出現「函數」的相關名詞或能力指標的學習，這似乎也

是教師們對代數主題教學的最大疑惑。它似乎只在「A-3-7觀察數量樣式與數量

樣式之間的關係」(簡稱數量關係)之中，隱含著「函數的對應關係」。但是，A-3-5

和A-3-7的內容極為相近，均要探討數量樣式和數量樣式之間的關係，差別只在

於簡易與否。依據曹博盛(2004)的主張，簡易的數量關係是指，使用一次的運算

(One Operation)即可描述兩個數量樣式的關係，例如兩數列形成「差不變關係

(y＝x＋b)」、「和不變關係(x＋y＝b)」、「倍數關係(即商不變關係)(y＝ax)」、或

「積不變關係(xy＝a)」。而非簡易的數量關係則是，需用兩次以上的運算(Two 

Operations)才可描述兩個數量樣式的關係，例如兩數列形成的「線性關係(以y

＝ax＋b表示)」。但是，函數是重要的數學概念之一，且在日常生活或其他領域

中也時常會應用到，例如，在算術裡，函數以數的運算呈現，如兩數之和；在代

數裡，函數是變數之間的關係呈現(陳盈言,2001)。Heid, Kieran, Boileau,和 

Garancon(1996)建議，以函數觀點(兩個變數或量之間的關係)學習代數符號，並

藉由問題情境來表徵和解決問題，可以讓學生在獲得符號操作的技巧之外，同時

理解基本的代數概念。所以，個人預想，函數觀點似乎可以扮演算術過渡至代數

思 維 的 一 種 學 習 媒 介 ， 或 可 以 藉 由 培 養 函 數 的 感 覺 (Sense for 

Functions)(Eisenberg,1992)，觀察和理解代數中兩個變數之間的關係。 

 

另外，「概念啟蒙」是數學教與學中不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鄭英豪(2000)曾

指出：啟蒙例絕不僅只是個以具體情境包裝概念的產物，而是一個藉由數學化過

程能形成該數學概念的情境，如此才能讓學生真正感覺到此概念的內涵。而一個

好的啟蒙例至少要具備樂學、易學、代表、和發展四個屬性。老師在使用啟蒙例

時，對樂學性與易學性的關注也是其對學生學習特性知識的表現；而代表性與發

展性則直接受教師個人數學知識的影響。此外，啟蒙例也是學生對抽象數學結

構，建立直觀瞭解的重要啟動媒介。許秀聰(2005)認為，結合生活情境的數學概

念，或能促使學生在剛開始接觸一個核心數學觀念時，更容易激發出解決問題的

想法或策略；也較能達成易學與樂學的教學目標。生活情境能讓學生較自然地投

入其中，是學生將舊有基模連繫新知識的較佳脈絡，將有助於學生學習數學的自

主和探究的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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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原先對代數相關單元的教學觀念是非常不穩定、也不肯定的，在接觸新

數學課程代數思維教學能力的要求，了解算術思維過渡到代數思維的關鍵與困

難，聽到他人詮釋的函數概念相關能力指標，讀到研究文獻的建議，培養函數的

感覺，以及概念啟蒙對數學教與學的影響之後，個人的教學觀念因而注入了新的

元素。但是，上述的學理構念和個人的教學意圖，是否能重新構築個人既有的數

學教學概念，進而改善代數教學？這些教學概念又應該如何調整？向什麼方向和

內涵調整？又如何在自己的教室教學中實踐這些調整後的概念？在Ensor(2001)

的研究中，初任教師將數學教學方法課程「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ing)」，並

應用於學校教學。再脈絡化的概念來自 Bernstein(1977,1990,1996) 和

Dowling(1996,1998)，指的是“當人們在不同社會脈絡下，需適應轉變，將之前

對論述內容的體會及實現重新具體化＂(Ensor,2001, p.297)。所以，如何改善教

學實務，是一個解構、重構和改變的過程。 

 

在本研究中，個人若要將相關的學理構念在自身的教學場域中再脈絡化，首

先，必須拓展、連結、和整合先前代數教學的體會；接著，再重新解讀和組織這

些學理構念，用於經營教室的數學學習環境，並進行課堂教學試驗。此教學試驗

的構思，將讓個人更精進於自身的數學素養，更關心學生在學習數學時的特質與

困難，並根據其學習狀態，再調整自己的教學策略。也就是說，更加細心地考慮

數學、學生、和教學三方面的問題，重新學習如何教數學(或代數教學)。有鑑於

此，希望藉由自己的教學試驗行動，探討「如何透過函數的觀點，幫助國中生發

展(或學習)代數思維？」以提升個人的代數教學知能。 

 

 

第二節 研究的問題和目的 

 

基於上述的主要研究問題，本研究的三個子研究問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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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根據國中生代數思維的起點行為(包括認知和情意面)，設計並進行教

學？  

2. 如何透過函數的觀點，協助國中生連結算術和代數思維？ 

3. 教師的代數思維教學活動和國中生代數思維學習成效間的關係？ 

 

針對上述的研究問題，本研究的目的是： 

 

1. 發展一系列兼顧認知和情意面起點行為的代數單元教學活動。 

2. 嘗試透過函數的觀點橋接國中生的算術和代數思維。 

3. 檢視個人代數教學概念、教學活動調整和國中生代數思維發展間的關係。 

 

由以上研究的目的可知，本研究的重心在於，幫助七年級生發展算術-代數

的思維；評估學生代數與函數概念及態度的學習成效；以及，透過學生對教學的

回饋和教師的教學-學理反思，再次檢視和重構教學概念與信念的內涵。由以上

的研究問題和目的出發，接下來試著在文獻中找尋相關的研究，將知識加以整理

轉化，再接著以此基礎展開個人的教學行動研究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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