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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根據第一章的研究目的，本章整理國內外有關算術思維和代數思維(以下簡

稱算術-代數思維)的相關文獻，接著，分析它的幾個發展面向、如何發展國中生

的算術-代數思維，並探討數學教師的教學專業發展，最後，提出重構個人教學

概念和發展學生算術-代數思維的行動藍圖。     

 

第一節 算術-代數思維的發展 

 

本節將分別由代數發展的歷史面、認知面、和教學面，探討算術-代數思維

的發展歷程，接著，討論國中生算術-代數思維的學習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困難。 

 

(一) 發展的歷史面 

 

代數發展的歷史觀點，可以讓我們更加理解代數的知識體系，這對理解學生

的學習困難，也是很重要的(Bednarz, Kieran, & Lee,1996)。 

 

Kieran(1992)依西方數學不同時代的發展特徵，而將代數的發展歷史分為三

大階段：文辭代數階段(Rhetorical Algebra Stage)的特徵是，使用一般語言描

述各類特殊問題的解決方法，但是，缺乏表徵未知數的符號或特殊記號(Sign)；

簡單代數階段(Syncopated Algebra Stage)，Diophantus 用文字縮寫來表示未

知數或未知量，並算出未知數的數值，這使得縮寫符號系統在代數史上有重大的

進展；符號代數階段(Symbolized Algebra Stage)則使用文字符號代表已知及未

知的數和量，並指出代數是發現數學真理的特殊步驟。而 Harper(1987)主張，

學生使用代數符號的能力發展，似乎也同樣地經歷了以上這三個符號歷史發展的

階段。甚至，學生要經歷了這三個階段，才會用一般化的代數方法，透過符號代

表數值，來處理一般代數數值間的關係(康軒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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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萬生(1998)於「康熙皇帝與符號代數」這篇文章中提到，在西方數學史上，

符號代數在十六世紀末被發明之後，大約花了將近一世紀的時間，才逐漸地被數

學家廣泛地接受。究其原因，這些西方數學家應該跟康熙皇帝一樣，無法了解符

號演算的意義。根據此一歷史資料，我們或許可以得到兩個啟示與推論。其一，

符號代數的學習需要比較成熟的數學心智，因為，即使天縱英明，如康熙也表現

得束手無策，他曾說“甲乘甲、乙乘乙，總無數目，即乘出來亦不知多少＂(ibid)。

其二，如同康熙皇帝的老師傅聖澤一樣，曾努力地試圖利用幾何意義來教授代數

概念，對國中數學教師而言，更應該在教授代數相關的單元時，多一點耐心與包

容，因為，從數目演算到符號演算的認知跳躍，是每位國中生必須盡其心智，或

許才能跨越的門檻。 

 

Sfard(1995)也曾經比較，學生代數概念的不連續性與代數歷史發展的關

係。她認為，簡單代數階段的想法聯結了代數的操作性概念(Operational 

Conception)，符號代數階段則對應至結構性概念(Structural Conception)，而

文辭代數階段位於算術和代數之間，也就是說，它是結合數與運算的算術概念來

思考未知數的一種代數方法。隨著文辭代數階段到簡單代數階段的發展，學生的

思考也轉換成一種較正式的代數方法(引自 Van Amerom,2003)。也就是說，數學

知識的發展由算術轉向代數，也可視為由程序性(Procedural)概念轉成結構性概

念。個人認為，代數的發展可視為一種程序性至結構性概念的演進，同樣地，學

校代數也應該是程序-結構的過渡與適應，讓學生能夠漸漸理解代數的結構性。

教師應藉由對代數史料與經驗的充分了解，來發展學生代數概念的學習。 

 

(二) 發展的認知面 

 

根據皮亞傑(1952)的認知發展理論(如表2-1)，人的年齡增長意含著個體慢

慢地成長與成熟，身心趨近完備，經驗也較以往豐富些，個體的基模或認知結構，

會因成熟與學習兩因素的交互影響，而逐漸分化與精化(張氏心理辭典, 

p.488)。而不同的個體，會有不同的認知發展速度，有的較快，有的較慢；但是，

其整個發展過程是循序漸進的，各時期之間並非跳躍式的改變；個體會由知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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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性、具體而抽象、特殊而普遍；所以，教學活動設計應先讓學生觀察與操作，

會有助於學生將知識抽象化。  

 

表2-1  皮亞傑的認知發展階段論 

時期 年齡 認知 主要特徵 

感覺動作期 0-2歲 靠身體動作和感覺以認識

周圍世界。 

手的抓取和口的吸吮，是幼

兒探索世界的主要動作。 

前運思期 2-7歲 開始運用簡單的語文符

號、圖形，進行思考。 

兒童開始學習簡單的數字、

文字或圖形。 

具體運思期 7-11歲 開始以具體事例為基礎的

邏輯推理。 

從事物的分類、比較以了解

其間的關係。 

形式運思期 11歲以上 能擺脫具體事例的限制，運

用概念的、抽象的、純屬形

式邏輯的方式去推理。 

可以學習數學、代數、幾何

的抽象概念。 

 

布魯納(Bruner,1964)認為，人類對其環境中的周遭事物，會經知覺而將外

在物體或事件轉換為內在心理事件，這種轉換過程稱為認知表徵(Cognitive 

Representation)。意指，人類可以經由認知表徵的過程獲得新知識；而認知表

徵的方式也會隨年齡而發展，但是，年齡的分期並不是首要的因素。動作表徵、

形象表徵、和符號表徵三個表徵期的思考方式，應該是個循序漸進的歷程，而各

時期的特徵，如表 2-2(張春興,1996, p.214)所示： 

 

表2-2  布魯納表徵時期的特徵  

時期 特徵 

動作表徵期  以動作認識周圍的世界；亦即靠動作獲得知識，經驗與體驗是求

知的基礎。 

形象表徵期  運用感官對事物所得的心像（Mental Image），或靠照片圖形等，

來獲得知識；已由具體進入抽象的開始。 

符號表徵期  運用符號、語言文字為依據的求知方式，可按邏輯思維去推理周

圍事物，不必再靠動作或圖像的幫助，即可從事抽象思維，從彼

此相關的事件中，發現原理原則，進而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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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ard(1991)認為，許多抽象數學會以結構性概念(或稱物件(Objects)觀點)

與操作性概念(或稱過程(Process)觀點)兩種不同的方式來理解；而多數人在大

部分的數學學習中，都是先獲得操作性概念，從操作性概念轉化為結構性概念是

一個緩慢且困難的過程；此兩個概念，在本質上是相當的不同，結構性概念是靜

態的、同時的、整合的，而操作性概念是動態、序列性的、詳細的；但是，這兩

種特性的關係就如硬幣的兩面一樣，相互牽動。她進一步提出數學概念發展的三

階段論，透過這三階段的演進，學生才能把操作性概念轉化成如實體般可供進一

步運用的結構性概念。這三階段分別是(請參見圖 2-1)： 

 

1. 內化期(Interiorization)：是指，藉由熟悉、操作屬於較低層次具體物的過

程中，獲得新的概念，在此階段中，操作的技巧將會提升。此內化即是皮亞

傑(1970)說的「一個過程被內化是指，能透過心智表徵運作，在考慮、分析

或作比較時，能夠不需要實際去操作它」。 

2. 壓縮期(Condensation)：是指，把冗長的操作過程壓縮成為更可操作的單位，

在這個階段中，不須考慮過程中細節的部分，而是把它視為一個整體(就像電

腦的程式，最後被視為輸入與輸出的關係)。此階段會與其他過程結合，相互

比較，進而一般化成較簡單的形式。這階段的發展，會使概念的不同表徵間

的轉換變得比較容易，經壓縮階段後，新概念才確實產生。 

3. 物化期(Reification)：內化和壓縮均是漸進發生，以及在量上長期改變的結

果，而物化則是將過程或概念，凝結為整體的物件而成為靜態的結構，並可

保有其特徵以便與其他概念比較。它可用來，當作更高層次概念內化階段的

具體物。物化與另一概念的內化，兩者是互生的關係且缺一不可，此時概念

的各種表徵能被統一，此概念也不再依賴其形成過程。它是在本體上的一種

跳躍的改變，這樣的改變也可能是突然發生的，不過，對某些學生而言，學

習某概念的過程中，這一階段的發展可能是永遠到達不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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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Sfard 概念形成的一般模型圖

 

 

 

 

 

 

 

 

 

 

 

 

為什麼物化看起來如此困難？Sfard(1991)的惡性循環(Vicious Circle)論

點暗示著，若不具備某個能力，則另一個能力就無法充分發展。因為，一個人為

了達成涉及這些算術物件的想法，就必須在算術上相當熟練；但是，另一方面來

說，他若要得到充分工具性的熟練，卻必須先要有這些物件，因為，如果沒有物

件，過程看來就會毫無意義，而且難以繼續進行及儲存。所以，“技巧的發展與

理解技巧背後的概念是緊緊相關聯的＂(ibid, p.32)。對 Sfard 來說，學生從算

術過渡到代數的認知躍升，必須視代數結構為數學物件。如果想運用她的三階段

論於代數概念的學習上，可以經由已知物件的運算過程(如算術程序)，再把過程

類比到可操作的物件(如過程的結構化和符號化)，最後，過程被固化(Solidified)

到一個穩定的結構(Nickson,2000, p.116)。 

 

Tall, Gray, Ali, Crowley, DeMarois, McGowen, Pitta, Pinto, Thomas, 

和 Yusof(2001)認為，符號對於數學具有雙重的功能，它可以用來思考(過程觀

點)或用來操作(實體觀點)。他們認為，要形成抽象概念的步驟是先從對事物的

知覺開始，在這些知覺上有些行動，再反思這些知覺與行動以建立理論，這樣的

關係可以如圖 2-2(ibid, p.8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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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的概念往往是先建立在操作性的活動上，然後再壓縮成概念性的實體。

基於符號對人類操作及思考的幫助，這兩種特性是缺一不可的。因為，過程

(Process)到概念(Concept)之間是靠符號來壓縮，所以，符號系統可以同時用來

表示過程和概念。它代表過程與概念之間的對偶性、模稜兩可、和彈性的混合體。

Gray 和 Tall(1994)因此稱符號具有「Procept」，亦即結合 Process 和 Concept

兩者的特性。例如，3+2 可表示加法的過程，也可以表示 3+2 的結果；3x+2 可表

示成 3個 x相加再加 2的過程，也可以表示最後的答案、結果。符號的壓縮可以

分為 Procedure、Process、和 Procept 三個不同的層次。此三種層次的學生對

於代數式「3x+6」與「3(x+2)」的看法分別是，兩者不同、雖然一樣但程序是不

同的、和兩者是一樣的；Procedure 強調“做(Doing)＂的技巧與物件的反覆操作；

Process 強調“知道(Knowing)＂將零碎、片斷的資訊，網絡成互相連結的關係，

較具一般化且更具彈性與效率；而 Procept 則是能以符號思考數學概念。所以，

會彈性使用符號是成功的數學思考者很重要的特質之一，成功的數學思考者可將

數學簡化，是將符號模棱兩可性的便利性取代了對偶性認知的複雜度。 

 

個人認為，過程與概念在學習上有必然的先後順序，當然要讓學生在代數學

習過程中，有充分的時間適應「過程─物件」的演進與過渡，教師應適時地幫助

學生，由過程的操弄躍升到對符號的掌握，由過程轉變至物件的數學學習，以提

升學生學習和理解符號的能力。 

 

環境 

知覺 行動 

反思 

理論 

圖 2-2  Tall 等人建立理論的過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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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展的學校教學面 

 

1. 教學活動 

 

Wagner(1983)認為，許多學生在學習文字符號此新表徵時，會將算術表徵過

度一般化，或認為文字符號只是新的符號，但是卻還是舊的觀念。而且，大部分

的學校代數課程，都將文字符號的用法當作數學物件，然後進行文字符號(物件)

的運算，但是，很少連結算術上數字和代數上文字符號的用法(Kieran & 

Chalouh,1993)。為了幫助學生克服兩種表徵轉換時的困難，他們建議，在算術

過渡到代數的前代數(Pre-algebra)時期，要藉由學生的算術知識，來建立代數

符號和運算的意義，包括以符號代表數的用法，以及察覺經由數字和文字符號兩

者的使用而符號化的數學方法。例如，透過覆蓋方程式解法(Cover-up Equation 

-Solving)的程序和正向運算(Forward Operations)的方式，發展學生未知數的

概念；使用單一符號表示數量關係和使用兩個符號表示函數情境中的關係，來發

展學生變數的概念；之後，再結合變數概念和未知數概念，讓學生在情境問題中，

發展自己的解題方法，藉由代入數值使方程式等號的兩邊能平衡。他們認為，這

種代換程序的用法，可以建立學生發展等量公理的基礎。 

 

Herscovics 和 Kieran(1980)則建議，在教學進行時，應注意數學內容

(Mathematical Content，如概念、規則、關係)與數學形式(Mathematical Form，

如標記、符號)的差異，並做區隔；而且，想要讓學生真正的理解，還必須要，

將他們先前所學的數學內容連結到新的數學形式中。因此，學校代數單元的教學

應該要有連貫性，協助學生由算術知識轉換到代數概念的學習。而 Küchemann 在

Concepts in Secondary Mathematics and Science(CSMS,Hart,1981)有關代數

的研究中建議，教師在教學時，應仔細考量學生解決數學問題的方法和對文字符

號概念的認知理解層次，數學教學不能只是傳授規則和程序，對教師而言，可能

是有力的教學法，但是，學生可能將它視為無意義的學習。NCTM(2000, p.37)

提到，代數的學習是從學齡前開始，教師可以幫助學生建立一個理解與經驗的穩

固基礎，為將來複雜的代數工作做準備，例如，對樣式有系統的經驗，可以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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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數概念的理解；對數及其性質的經驗，將成為符號和代數式的基礎；用數學來

描述學習的情境，能引起學生形成數學模型。 

 

2. 學習進程 

 

Kieran(1992)指出，學生學習學校代數的認知過程，應該與代數發展的歷史

相符合，他建議的學習發展進程是：(1)用一般語言來描述特殊問題，不會用符

號來表示未知數；(2)能用文字符號來表示未知數，但不能利用代數式來表示一

般式；(3)能用文字符號代表未知數，並能用文字符號表示一般解，已將代數視

為處理數字關係以證明規則的工具；以及(4)利用文字符號代表變數，發展出函

數的概念。另外，Collis(1975)從學生的觀點出發，將文字符號的概念分成以下

六種不同的使用層次： 

 

(1)文字符號代表一個可算出的值(Letter Evaluated)：學生一開始就將一個數

值代入文字符號中，例如代入a+5＝8中的a。 

(2)文字符號可忽略不用(Letter Ignored)：如「a＋b＝43，則a＋b＋2＝？」中，

文字符號雖然在題目中出現，但是，在求出答案的過程裡並不需要考慮到文

字符號所代表的意義。 

(3)文字符號可當作物體(Letter as Object)：學生將文字符號視為某一代表物

的名稱、標記(Label)或縮寫，例如縮寫3a來表示3個apples。 

(4)文字符號當作特定的未知數(Letter as Special Unknown)：學生視文字符號

為一特定的數，而且，能運算這些文字符號，例如一多邊形有n個邊，且每個

邊長為3，則它的周長為3n。 

(5)文字符號當作一般化的數字(Letter as Generalized)：學生認為一個文字符

號可以代表許多不同的數值，而不只是單一的數值，例如c＋d＝10，且c＜d，

則c代表小於5的數。 

(6)文字符號當作變數(Letter as Variable)：學生視文字符號代表一個可隨條

件變動的未定數值，例如比較 n+2 與 2n 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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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Collis的文字符號使用層次分類，Küchemann(1981)在CSMS研究中，將

其分類成四個理解層次，並對平均13至15歲的學生進行研究，發現13歲、14歲、

和15歲的學生分別有73％、59％、和53％的學生屬於層次一和二，還不能將文字

符號視為未知數來使用。而且，屬於具體運思期的學生，只能使用前三種文字符

號概念，必須發展到形式運思期，才有能力將文字符號當成特定的未知數、一般

化的數字，甚至，要到達形式運思後期，才能將文字符號當成變數來使用。這個

研究顯示，學生處理數學問題的方法和學校教的數學之間，並沒有很大的關係。 

 

另外，郭汾派等人(1989)研究台灣地區國中生文字符號概念瞭解的結果顯

示，國一、國二和國三的學生分別有86％、50％、和40％的學生屬於層次一(根

據CSMS的分類層次)。也就是說，國中生只會作單一文字符號運算、或只有數字

計算等結構簡單的題目，將文字符號視為一特定數；而達到層次三以上的分別有

3.4％、31％和43％，這些學生能把文字符號視為一般數或變數來使用，可以處

理文字與數字混和運算的複雜結構問題。這似乎指出，多數國中生的文字符號概

念瞭解相當有限，而且，文字符號的使用能力層次也相當的低。另外，袁媛(1993)

的研究也指出，不論學生是屬於哪一認知的層次，對「文字符號當作一般化的數

字」及「文字符號當作變數」這兩類的概念，均感到相當困難。這顯示，大部分

的國內七年級生似乎仍無法處理這兩類概念的相關代數問題。 

 

3. 學校數學課程 

 

學校的代數課程包括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的內容。但是，課程設計者對於“數

學或代數是什麼＂的觀點，會影響課程的類型與內容，也間接地影響教室的教學

活動。因此，設計學校數學課程時，要慎重地考慮“數學是什麼＂及“學校數學是

什麼＂(Filloy & Sutherland,1996, p.139)。代數課程在中學數學課程裡，常被

視為「廣義的算術(Generalized Arithmetic)」(Booth,1988)，從引入文字符號，

然後運算文字符號，最後，有系統地解決一系列的算術四則問題。而Kieran(1992)

從歷史的觀點，將一般學校教科書內對文字符號概念的學習分成兩大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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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程序性（Procedural）：使用算術運算，以實際的數字取代文字符號並求得代

入後的結果。例如，多項式3x＋y中，將x與y分別以4和5來代替，則依算術可

求得結果為17；解方程式2x+5=11中，可透過不同的數來代替x，求出x的值。 

(2)結構性（Structure）：強調對代數運算規則的熟練運用。例如，將同類項3x

＋y＋8x化簡為11x＋y；方程式的化簡，如5x－2x+5＝2x－2x－4，可以化簡

成3x+5＝－4。 

 

李美蓮和劉祥通(2003)表示，國內傳統代數在國中的課程編排上，多以數學

內容邏輯結構為主，由淺入深以螺旋式的方式來進行，無非是希望學生能奠定日

後學習數學的基礎，但這樣的課程內容並未考慮到學生的認知心理邏輯。而謝豐

瑞(2003)認為，九年一貫代數能力指標基本編排的理念應該包括：(1)學生認知

心理邏輯及數學內容邏輯結構並重；(2)強調學生數學能力及認知層次的連貫性

與發展性；(3)考慮學生學習動機的引發與持續，認為代數的學習應從學生生活

經驗中的數量關係出發探討；(4)培養每位國民觀察數量關係與展現數量關係之

數學結構的能力；以及(5)透過合理推論，發展代數思維，提昇思考層次，進而

應用於生活中，提昇生活品質。而九年一貫代數能力指標基本編排的架構和詳細

內容，如圖 2-3 和表 2-3 所示(ibid, p.109-110)。 

 

圖 2-3  代數能力指標基本編排的架構圖 

 

 

數學活動 

認識 

分類 

表徵 

高階關係 

應用(反認識) 

數學材料 

♦ 數量的樣式、規律 

♦ 方程式、不等式 

♦ 解方程式、解不等式 

♦ 函數 

♦ 幾何之代數量 

對數學材料依序進

行相關的數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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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基本編排架構的詳細內容說明 

數學活動 

數學材料 
認識 分類 

表徵 

(具體→抽象)

高階關係 

(系統化) 

應用 

(反認識) 

數量的樣

式、規律 

 

 生活中

的數、量 

 生活中

的負數 

 簡易樣式

(奇偶數…)

 

 表徵數 

 表徵情境中

數量的樣式 

 

 分數運算 

 負數運算 

 乘法公式 

 數的系統 

 數量樣式與

數量樣式的

關係 

 比例式運算 

 數量樣式與

生活、其他領

域的連結 

方程式 

不等式 

 算式填

充題 

 各類情境

的算式填

充題結構

 各類情境的

式子(表徵

式)結構 

 次、元之系

統 

 式子與生活

或其他領域

的連結 

解方程式 

解不等式 

 透過具

體操作

填答 

 各類算式

填充題的

解答方式

分類 

 式子(表徵

式)的解與答

 解幾元幾次

方程式與解

不等式及其

之間的關係 

 以式子解決

生活或其他

領域的問題

函數 

 生活中

的關係 

 分類生活

中的關係

 數量樣式

與數量樣

式的關係

 表徵生活中

的關係(式、

圖) 

 表徵情境中

數量樣式的

關係 

 關係的圖形

表徵與式子

表徵之間的

系統 

 表徵式的異

同(系統) 

 生活中、其他

領域關係式

(公式)及其

應用 

幾何之代

數量 

 幾何量

之意義

及各別

算法 

 幾何量的

分類 

 幾何量的公

式 

 

 幾何量公式

與公式的關

係 

 商高定理 

 幾何量在其

他領域及生

活中的應用

 

依據新數學課程綱要(國立教育研究院籌備處,2003,第五版草案, p.44)對

數與量有充分的了解與掌握之後，才可以進一步地學習代數、幾何、以及機率與

統計領域的內容。所以，算術的學習是國小數學學習的主體，而到了國中階段，

則代數主題的比重越來越多。在民國 82 年版的「國小數學課程標準」中，代數

的題材比較少，較容易造成學生進入國中後學習的不適應。另外，文字符號是學

習代數的一個關鍵點，新數學課程綱要也注意到，從算術到代數的銜接過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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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處理銜接問題，代數在第三階段的部分指標在國小、國中階段大量地重疊，當

然，國中階段強調的重點會不一樣。在國小有了初步的代數基礎，進入國中階段，

在熟練正、負數的四則運算之後，於是展開學習代數的另一個起點。例如，在國

小曾經出現過的許多應用問題，包括一些以四則運算很難處理的問題，在經過分

析之後，亦應在國中接續以代數處理，以協助學生理解代數在解決問題中扮演的

角色。其次，代數的能力強調邏輯的推演，來培養學生的抽象思考能力。 

 

另外，NCTM（2000, p.37）的代數標準指出，為促進代數思維的發展，期望

所有學生能了解不同型態的樣式(Patterns)、關係(Relations)及函數

(Functions)；使用代數符號(Algebraic Symbols)，來表示和分析數學的情境

(Mathematical Situations)與結構(Structures)；使用數學模式(Mathematical 

Models)，來表徵和了解數量的關係。以下詳細說明，6-8 年級階段要求的代數

能力(ibid, p.37-40, p.222-231)。 

 

(1)了解樣式、關係、及函數 

 

數學課程的一個目標是口語表述，提供給學生足夠的經歷，使他們舒適地、

流利地使用數學符號表示歸納的結果。中學生在學習樣式和關係時，應注意樣式

所形成的函數，注意常數比例的改變。學生在解題時，應使用表格、圖形、文字、

和經驗符號，描述和檢驗函數與樣式的變化。 

 

(2)使用符號形式表示和分析數學的情境與結構 

    

數量關係的符號表示是代數的靈魂。概括地說，它能使複雜的數學被簡明地

表達出來，而且，符號和運算式能夠提供探索和發現解決問題的途徑。然而，這

種作用也會遇到一系列概念上的障礙，例如，變數概念的複雜性。而運用變數和

方程式亦是中學數學課程重要的一部份。學生對變數的瞭解不僅僅只是侷限於，

用字母代表未知數，也要了解方程式中各個變數間的關係，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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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x+3 

1=t(1/t) 

A=LW 

y=3x 

 

在第一個方程式中，變數 x代表固定的數，找出便可求出這個方程式的解；第二

個方程式中的變數卻不必使用特殊的計算方法，它只要是除了 0以外的任意數均

可；第三個方程式是一個公式，A、L、和 W分別代表，長方形的面積、長度、和

寬度；第四個方程式中，可隨著 x代表意義的不同，y也會隨著改變。 

 

    大部分的學生，在具有使用變數和符號經驗之前，都需要經歷多樣的問題內

容，從瞭解變數的意義和使用，逐漸發展到使用符號經驗並連結變數、表格、圖

形之間的表徵。多種的表徵方式能讓學生有更多的機會，察覺和形成等值的表

達。例如，K 公司的花費可寫成 y=0.1x+20，也可寫 y=20+0.1x 或 20+0.1x=y 或

0.1x+20=y。各種複雜的符號表示都可以被一再地檢驗，例如 4+2L+2W 和（L+2）

（W+2）-LW 是相等的，其中，表示矩形的長是 L單位，寬是 W單位。 

 

    中學生需要有線性方程式的經驗才能熟練轉換或解決代數問題。這個階段的

學生通常會學習許多不同的方程式，在 8年級末，學生要能求解，如 84-2x=5x+12

中的未知數，察覺 1=t(1/t)方程式的意義，並了解 y=3x+10 線性方程式的解集

合是（x,y）的形式。但是，學生想完全理解變數的概念，則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它需要豐富的實踐經歷作為基礎（Wagner & Parker,1993）。學生如果能更了解

早期的變數意義，有能力運用符號表達問題的內容，加上多樣的經驗，便更能操

縱符號促進代數思維的發展。如果學生能理解等值、分配律、結合律、和交換律，

將能提高運用符號的流暢性。 

 

(3)使用數學模式表徵和了解數量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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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的一個強而有力的應用是，表徵現象的數學模型。中學階段的重要目標

是，發展學生在數學問題或真實情境中，運用樣式和函數描繪模型並分析變數現

象及其關聯性。例如，學生需要有機會在日常生活中發現模式和連結，且他們需

要情境經驗和教師的幫助，來發展尋找正確資料的函數作為預測工具的能力。 

 

個人認為，對於代數的教學活動、學習進程、和學校數學課程的充分了解，

是一位國中數學教師發展學生算術-代數思維應具備的教學先備認知，如此才更

有可能，以國中生學習的角度來發展與檢視自己的代數教學。 

 

(四) 發展的困難 

 

所謂的「算術(Arithmetic)」是指，研究數之計算的數學分支，例如加法、

減法、乘法和開方。而「代數(Algebra)」有兩個解釋，指藉使用變數（Variables）

概括所有的數，來推廣算數的初等數學分支，例如，代數恆等式 x+y=y+x 中的 x

與 y 可以代表任何數；或特指，使用符號代表未知數，由算數初等運算

（Elementary Operations）求出它的數值（貓頭鷹出版社, p.22, p.47）。 

 

Hart(1981)認為，以文字(Letters)代表數是代數的特徵。而Usiskin(1988)

對何謂代數，提出了下列幾點看法： 

1. 代數是通則化的算術，例如，3＋7＝7＋3可以通則化成a＋b＝b＋a（問題已

經解決，歸納出已知數值的關係，沒有未知數）。 

2. 代數是解決特定問題的程序性科目，例如，x＋3＝8，x＋3－3＝8－3，x＝5

（問題才剛開始，必須經由一定的程序，如等量公理，找出答案，x代表未知

數或常數）。 

3. 代數是一門有關數量關係的科目，例如，面積公式A＝L×W，敘述了長、寬與

面積之間的關係(有關於變數的表現)。 

4. 代數是研究數學結構的科目，例如，代數可以敘述實數運算特質之結構，如a

（b＋c）＝ab＋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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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分析代數和算術的異與同，可以幫助我們理解學習早期代數的問題(Van 

Amerom,2003)。那到底算術與代數有什麼區別？Filly 和 Rojano(1984)認為，在

算術與代數之間可以找到一種分割，就是當未知數出現在一元一次方程式的兩

邊，如 Ax+B = Cx+D 時，就稱為代數問題。因為，學生無法以算術的方式解決這

種代數問題；而且，學生必須了解，在等號兩邊的代數式有相同的本質和結構，

須操弄未知數，無法由答案往前推，也不能從已知答案往後推(引自 Filloy & 

Sutherland,1996)。而 Booth(1988)在 Strategies and Errors in Secondary 

Mathematics 一書中表示，算術活動的重點在，找出一個特定的數字代表最後的

答案；代數活動的重點在，了解運算步驟的理由及關係，而且，最後的答案是以

包含文字符號及數字簡化之後的形式來表示，而不再只是一個數字。 

 

算術是探討常數之間的關係，代數則是探討變數之間的關係；Thomas(2002)

認為，變數概念是算術與代數之間的主要界線(或障礙)；變數不適當的使用模

式，可能是學生學習代數困難的主要來源之一。了解代數方法，必須建立關係之

間的心智模組，並利用這個心智模組，發展適當運算與策略，而算術關係可以提

供早期學習代數關係的一個心智模組(English & Halford,1995)。Schoenfeld

和 Arcavi(1988)也主張，理解變數的概念，可以提供算術過渡到代數的基礎。 

 

Kieran(1992)表示，代數容易被孩子看成記憶的規則和程序。而從許多研究

中也發現，學生在代數學習上的困難是來自於，算術與代數之間本質上的差異

(Van Amerom,2003)。算術與代數之間的不一致，例如，算術與代數共用了許多

的符號及物件(＋、－、和 = 號) (Kieran,1990)，但是，它們的意義卻不相同，

以致造成學生認知上的困難(English & Halford,1995)。另外，很多學生在算術

和代數之間並沒有作明顯的連結(Kieran & Chalouh,1993)。Booth(1988)指出，

學生會根據他們之前在算術上的經驗，去建構代數上的想法；因此，學生在代數

上的困難，有可能是由於他們在算術上，對於一些符號或性質缺乏了解之故；即

來自於不適當的算術知識的基礎(Herscovics & Linchevski,1994)。Warren(2003)

也表示，大部分的學生在國小階段並未從自己的算術學習經驗中，察覺其數學結

構或將算術運算當作一般化過程，所以，在代數學習時，無法抽象化代數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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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或原則。English 和 Halford(1995)認為，學生不能了解和使用代數結構的

原因有：學生在理解代數即為廣泛算術方面有困難；學生不相信算術可以推廣、

一般化；即使相信一般化是有可能的，他們也不視代數為建立一般化的工具。也

就是說，不認為算術一般化的結果可以用代數式來表示，因為，它不能保證“不

管你代什麼數進去，式子總是對的＂(ibid, p.226)。 

 

依據上述研究文獻，以下個人以文字符號、代數式、等號、及解題策略四方

面，探討算術過渡到代數思維的認知差異，並指出學生代數學習可能遭遇的困難。 

 

1. 對文字符號認知的差異造成學習困難 

 

Van Amerom(2003)認為，學生會對字母有不同的認知，即字母在算術上是縮

寫字或單位；而在代數上代表的則是變數或未知數，例如，算術中的 m代表單位

公尺及生活中物體的縮寫，而代數中卻代表未知數目的數值。所以，個人認為，

文字符號的多重數學意義，包括未知數、任意數、有範圍的數值、或是一般的數

學型態(如 3t＋6)，都需要學生依不同的問題情境加以檢驗與分辨，可能是學生

在文字符號學習上出現困難的主要原因。 

 

「符號是優秀的僕人，卻是差勁的主人」，因為，符號具備簡潔、濃縮和含

蓄的本質，但卻不能使人理解它們是什麼(Skemp,1989, p.102)。而學生學習文

字符號的困難有三。第一，認為字母a只代表apples，無法超越此模式到更深的

想法，例如，a也可以表示apples的個數；第二，無法理解同一個符號可以同時

代表很多數，因為，他們剛開始接觸未知數，會發展出「一次只能代表一個數」，

如x+3=5中，x是一個固定數值；第三，認為不同符號可以用來代表不同的未知數，

所以，學生會認為同一方程式中，用不同的符號就是代表不同的數(English & 

Halford,1995)。Booth(1988)研究英國學生在學習初等代數的學習困難中，發現

中學生對文字符號的意義，有以下幾種不同的看法： 

 

(1)單字的第一個字母，例如5y＋2中，y表示yachts、yoghurts、或y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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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件，例如將2a＋5b當作2個“apples＂加5條“bananas＂。 

(3)整數，例如y＝4，則5y＝54；而y＝23，則5y＝5＋23＝28。 

(4)特定數，例如「有一不規則的n邊形，每邊長度為2，求其周長？」學生認為

最後的答案應該是一個數，所以，會令n＝14，答案為28，而不會以2n來表示。 

(5)相同的符號代表相同的數，不同的符號代表不同的數，例如L＋M＋N＝L＋P

＋N恆不成立，因為，M不等於P。 

 

針對其中的第(2)項，洪有情(2003)的研究指出，學生不能分辨符號與物品，例

如「鉛筆一支 6元，原子筆一支 8元，如果守守買了甲支鉛筆和乙支原子筆，那

麼 6甲＋8乙的意思是什麼？」學生錯選「買 6元的鉛筆甲支和 8元的原子筆乙

支」、「6 支鉛筆和 8 支原子筆」。而針對第(4)項，學生可能會將甲、乙、丙、

丁、…看成 1、2、3、4、…，如果甲+2=丙，那麼甲+4=戊，因為，甲+4 比甲+2

後兩個，丙後面兩個是戊，所以，答案是戊。這樣一來，每個數都有一個符號來

代表。另外，學生也可能會將符號所代表的數，想成是任意但卻合理(符合問題

情境)的數，例如 David 比 Con 高 10 公分，則 David 的身高表示成 160 公分，因

為，將 Con 的身高合理地想成是 150 公分(Stacey & MacGregor,1997)。 

 

2. 對代數式認知的差異造成學習困難 

 

Kieran(1992)表示，算術與代數的差異在於，程序與結構性的操作。代數的

本質在於：操作的物件是代數式，而不是算術中的數字；運算的結果不是數，而

是另一個代數式(Nickson,2000)。Freudenthal(1962)也說，“代數的句法包括很

多規則，常與生活語言和算術語言相矛盾＂，例如，3+4 在算術上是問題、指令，

而在代數上是答案、數(例如 a+b、x+3)。但是，學生不易了解，為何 x+3 沒有

一個結果；學生認為 x+3 是一個過程，而不是心智物件，因為，不知道 x是什麼

數(引自 Van Amerom,2003)。另外，有些式子在算術與代數的領域中，所表示的

意義也有所不同。例如 94=90+4≠9×4 或
2
12 =2+

2
1
，在算術領域中是加法的運算，

但是，就 8y 而言，在代數的領域中表示 8×y，是乘法的運算。部分學生不能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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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它們所代表的不同意義，所以，在學習代數語言時，產生了許多困擾

(Herscovics,1989；Matz,1982)。甚至，將 a+b 化簡成 ab(Booth,1984)；以位

值概念解4x=46，則x=6；或當xy=-8時，則以算術的加法概念，解出x=-3、y=-5(Van 

Amerom,2003)。所以，個人認為，不清楚文字符號概念及無法將它視為可運算的

數字，可能導致學生無意義地運算符號或延用算術舊經驗類推其運算，也可能是

學生在代數式學習上出現困難的主要原因。 

 

Chalouh 和 Herscovics(1988)指出，學生在學習代數式的認知困難包括，無

法將文字符號視為數字，只能無意義地做式子運算；以及將代數式視為不完整的

陳述。洪有情(2003)的研究中，也曾分析有關式子化簡的錯誤類型，包括： 

 

(1)數字與符號的加、乘混用，例如 3加 n+8 等於 11n。 

(2)不同類項隨意合併，例如 3a+5b=8ab。 

(3)括號隨意省略，例如 3乘以 n+8 等於 3n+8 或 n+24。忽略括號的原因可能是，

學生認為運算都是由左算到右，不必括號，或相乘只能數字與數字相乘。 

(4)刮號的了解不清楚，例如 4a-(b+a)=5a-b。 

(5)數字與文字分開運算而且忽略係數是 1，例如 3x-x=3。 

 

從上述(1)(2)兩種錯誤類型的答案中得知，在學生的算術舊經驗中，相加就是要

求出答案、合併、或做運算(Do Something)，而且，認為答案必須是一個數或只

有一項，因此，會把數字相加，再把文字符號擺在一起。這也是 Booth(1988)研

究中，提到學生在化簡代數式時常見的錯誤類型。 

 

3. 對等號認知的差異造成學習困難 

 

等號的用法在算術與代數之間是不一致的，算術上的等號就是一個指令，後

面要接一個數字答案(English & Halford,1995)，所以，算術上的等號是「求出

結果」。而在代數上是「等價(Equivalence)」的意思，例如，只有當 x=3 時，

3x+9=2x+12 才是對的，等號限制了未知數的值。另外，Chaiklin 和 Lesgold(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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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六年級學生判斷 685-492+947、947-492+685…等算術式子是否等價」的研

究中表示，學生若不使用計算來得到答案，則無法比較這些式子是否等價。

Kieran(1989)認為，學生是因為無法察覺算術運算和算術性質的結構而無法判斷

是否等價，這也將影響到學習代數運算和代數性質的結構。就如同 Booth(1988)

所說的，平衡的觀念是大部分學生在解方程式時的學習困難之一，取決於學生在

算術運算時，對於算術中的那些關係式是否真的瞭解？所以，個人認為，等號的

等價性是代數領域所強調「解是關係」的重要思考關鍵，不同於等號在算術運算

中「Do Something」(Kieran,1990)的特徵，算出來的答案是數。這兩者的差別

造成學生解題的迷思與混用，也可能是學生在等號學習上出現困難的主要原因。 

 

許多研究發現，中學生對於等號的意義並不完全了解，大多數的學生無法了

解等號代表恆等或等價的意思，而認為等號是代表指示物或運算符號。指示物的

意思是說，等號是一種暗示將答案寫在什麼地方的符號；運算符號的意思是說，

等號是一種要求行動或去做某事的符號(Behr, Erlwanger, & Nichols,1980; 

Ginsburg,1977)。Kieran(1981)的研究指出，12 到 14 歲的學生視等號為，產生

數字答案的由左到右之單一方向的符號。Stacey 和 MacGregor(1997)認為，學生

會使用等號得出部分的答案，而出現從左到右多重步驟的計算，如 3+5=8×7=56÷

2=28。這都違反了代數上等號的對稱性和遞移性(Vergnaud,1984,1986)。而學生

是否能理解，由方程式一步步地變換到最後一步「x=a」的過程？Fischbein 和

Muzicant(2002)認為，學生沒有方程式等價的概念，就如 Skemp 所說，學生的知

識是機械的；而學生會作變換，但是，很有可能不會用等價的知識來判斷、解釋

方程式相等的意義，例如，3x-4=5 和 3x-4+4=5+4 這兩個方程式是等價的。 

 

4. 對解題策略認知的差異造成學習困難 

 

Lesh, Post,和 Behr(1987)指出，算術與代數問題最大的不同在於，算術問

題往往可以先計算出答案，再試著描述出來；而代數問題要先描述再計算。

Mason(1996)說算術和代數的不同在於，算術是直接由已知數算出未知數，而代

數是間接由未知數出發，經由已知數、方程式來解出答案。例如，某數的 4倍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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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等於 25，求此數？算術上的解題過程，是利用(25+3)÷4 來解；而代數上，是

將問題視為一種情境，列出方程式再利用等量公理求解(English & 

Halford,1995)。Booth(1988)表示，學生在解題時，常只著重於算出答案而不是

方法；在算術的解題過程中，喜歡使用自己的方法解決問題，但是，卻很難一般

化到代數。所以，個人認為，解決文字題的算術方法與代數方法之間的差異與關

係，常被學生視為分離、孤立且無關的“兩種＂解題策略。再加上文字題難度的增

加，當無法使用算術方法解題時，學生需要透過對文字符號的理解，並用符號表

徵數字關係(即，將問題情境轉譯成方程式)，最後，再利用等號的意義解出方程

式等一連串認知與情意的消長過程。這些都可能是造成學生學習代數文字題時發

生困難的主要原因。 

 

許多研究指出，學生在問題解決的過程中，使用算術方法過渡到代數方法的

學習，有斷層的現象。例如，算術常可用非正式的解法求算結果，而代數題目的

解法則須運用正式、嚴格的符號式子求解。而且，算術與代數的思維方式常常是

相反的，所以，學生無法直接運用舊經驗，同化或調適到新知識的學習上，因此，

更增加了他們學習代數的困難(Kieran,1990)。另外，學生解題的困難也常是因

為對算術式子的不了解所造成的；例如，式子表示法的問題，由於學生在算術上，

對除法的經驗都是大數被小數除，或誤認為除法也有交換律；所以，到了代數領

域時，自然認為p÷q與 q÷p都一樣(Booth,1988)。另外，Stacey和 MacGregor(1997)

指出，學生在解代數問題時，發生困難的主要原因可能有：不同脈絡下，例如，

日常生活、其他數學領域或學科，符號具有不同的意義；新習得數學內容的干擾；

將算術經驗移植成代數經驗；代數語言和自然語言的不相容；以及，日常語言結

構到代數語言的困難。 

 

由上述四類算術-代數思維發展的困難來源得知，學生代數學習的錯誤概

念，主要來自於算術與代數之間的差異。藉由釐清算術-代數的結構與本質概念，

教師才能更清楚精確地在學生的學習困難上使力，更細膩地處理他們經常出現的

迷思、確定可能的原因、並發展教學策略以協助其克服這些困難來源，讓代數的

學習更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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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發展國中生的算術-代數思維 

 

根據學生學習算術與代數的相關研究，本節將分別探討，可用於發展國中生

算術-代數思維的高觀點、可用策略、及相關學理構念。 

 

(一) 發展的高觀點 

 

1. 代數教學的不同觀點 

 

Bednarz 等人(1996)在代數教學方法的研究中表示，介紹代數有不同的選擇

與方法，包括一般化觀點(數和幾何的樣式)、問題解決觀點、模型觀點、和函數

觀點。以下，分別簡要說明各教學觀點的特色與方法。 

 

(1) 一般化觀點 

 

藉由數列或幾何圖形開始，強調數值表格的建立、視覺化及圖形的操作，以

利於找到樣式，進而建構一般化公式。但是，此方法導致的學習困難是：學生可

能難以找到樣式，或找到一個代數上有用的樣式，以致於無法找出數量間的關

係。這使個人進一步思考，如何察覺到樣式、推理、和學生代數概念符號化間的

關係？雖然，Küchemann(1981)曾表示，公式是建立在數字一般化的基礎之上，

那麼，若將字母當作變數，就可以是代數教學的先備概念嗎？  

 

(2) 問題解決觀點 

 

問題解決在代數發展及教學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Chevallard,1989)。但

是，有關問題解決觀點的問題是：如何將問題放在一個更寬廣的脈絡中，並考慮

問題所指的範圍及引起問題的脈絡？另外，求解文字題最基本的議題就是：算術

-代數之間的過渡。它不著重在方程式中使用符號的觀點，而是分析問題的角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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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不同於學生所使用的推理方式？此觀點不僅檢驗了算術-代數之間的發展過

程，也報導了代數上不同種類問題的相對困難之處，並能預測學生的困難

(Bednarz & Janvier,1994)。 

 

(3) 模型觀點 

 

此觀點建議將學生放入情境中，希望他們可以自行建構出不同表徵的意義，

並使用它們來描述和翻譯物理現象或情境。製造模型的過程相當依賴，學生能口

語化逐漸發展而成的符號系統意義。例如，用數學故事可以描述事情改變的方

式，連結到描述代數式的形式。此方法能提供學生發展「變數感」的機會；但是，

困難在於，學生如何分析符號表徵式的意義。Heid(1993)指出，這樣的方法不能

澄清學生如何想符號和使用符號的方法；而且，教師必須要對學生創造和使用數

學模型的方法懂得更多，尤其是，當要從複雜的現象中製造出模型之時。 

 

(4) 函數觀點 

 

在問題情境下，以代數式表示數量之間的函數關係，其目的著重於：建立變

數概念的意義。它與傳統的問題解決方法(即方程式的形成和求解)相反，強調問

題解決的更一般程序。例如，Heid(1993)在 Computer Intensive Algebra 課程

中，使用不同表徵來處理「真實情境的問題」，促成學生對函數的理解、問題解

決能力的發展、和代數式的操作。Kieran, Boileau,和 Garancon(1990)先以「嘗

試數值法」為基礎，用「自然語言」來建立一般函數表徵，再以程序性方法表徵

成數值表格、圖形，並引入符號表示式。他的研究顯示，嘗試數值法和自然語言

能在表徵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幫助學生發展概念性的理解。 

 

2. 運用函數觀點取向的教學，發展學生的算術-代數思維 

 

Markovits, Eylon,和 Bruckheimer(1986)表示，造成學生代數學習困難的

部分原因是，缺乏函數的概念和函數的定義。Usiskin(1998)提到，有關學校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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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教學的問題包括，函數在代數課程中的角色及其被介紹的時機。他認為，函數

概念應該在代數學習的早期階段被介紹，因為，函數應該被當成介紹變數和代數

的主要媒介。Kieran 等人(1990)在代數學習的函數方法研究中提到，未知數的

發展早於變數的發展；而且，很多代數課程教授的順序也是如此。Küchemann(1981)

認為，學生要將字母概念化成變數，是有相當的困難；Harper(1987)也發現，學

生使用符號的順序，是由文辭方法，再到使用字母當未知數，到使用字母表示變

數。另外，學生在算術學習階段和解簡單的文字題時，是將文字符號視為未知數，

接著，當學習文字符號代表變數時，就產生了困惑(Nickson,2000)。上述的研究

結果，似乎指出：在代數方面，要達成變數層次的概念化，是需要先發展高階的

認知結構(Booth,1984)。然而，傳統未知數到變數順序的代數教學成效，卻仍是

未知。所以，Heid 等人(1996)建議，以函數觀點，亦即兩個變數或量之間的關

係，來介紹代數符號的學習。它似乎可以區分符號所代表的兩個意義中的「變數」

是不同於「未知數」。 

 

個人將採取函數觀點來進行算術-代數教學，而選取函數觀點的原因是，函

數被視為學校代數課程中核心的概念之一；而且，此觀點可以讓學生更有意義地

學習傳統代數課程中的文字符號、代數式、和方程式等主題(Yerushalmy,2000)。

例如，函數觀點為情境問題提供算術表格的解法，或是藉由兩個函數的數值比較

來解方程式。以下提出三個以函數觀點發展代數思維的基本原則(即三原則)。 

 

(1) 表徵原則 

 

代數學習的函數方法未必是指函數概念的學習，而是將字母看成變數。例

如，將代數式 3x+5 看成函數，讓每一個數 x 對應到另一個數 3x+5；其中，x 就

是一個變數，它可以代表範圍內的任何數值。相反地，當兩個函數(3x+5 和 23)

相等時，x即為未知數。Sfard(1987,1991)及Soloway, Lochhead,和Clement(1982)

都曾經表示，學生會拒絕函數和變數中較為結構性的方法，而將函數視為利用一

個數值算出另一個數值的過程。所以，函數觀點不僅要將字母看成變數，且將函

數關係的表徵，以程序性的算術表徵來呈現。也就是將它看成：輸入-輸出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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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應模型。程序性的算術可以藉由表格提供學生算出函數的值，具有動態、操

作的特徵。在函數問題情境與表徵中，可以將算術過程導向的觀點擴充到形式導

向的結構觀點。所以，函數觀點的「表徵原則」是強調：將關係表示成輸入-輸

出變數的模型，並以程序性之算術過程與表徵，逐漸建立學生的代數表徵與結構。 

 

(2) 情境原則 

 

函數觀點的教學方法強調問題的情境，是先讓學生察覺情境問題的組成要

素，藉由輸入-輸出數值的表格，讓學生找出有序的關係和數字樣式；再藉由符

合問題情境的嘗試數值法，進而引出未知數之值。其中，嘗試數值法是希望，學

生以一些數值代入輸入變數，可以避免學生很快地使用算術舊經驗中的逆運算。

接著，再遇到 ax+b=cx+d 時，逆運算已失效，學生會發現，如果不使用函數方法

的話，將無法成功解題。此對於早期代數問題解決的學習，有正面運算思考的幫

助。它會不斷地喚起學生，尋求答案的算術知識和問題解決策略，也能連結代數

問題的解決和先前的算術知識與經驗。函數方法能讓學生在將問題情境轉化成想

法表徵的過程中，發展更深的理解，而使得問題解決的過程更有意義。所以，函

數觀點的「情境原則」是強調：由情境問題出發，先讓學生能以嘗試數值法成功

解題，再學習代數語言，進而感受到算術-代數方法之間的連結與轉換。 

 

(3) 多重數值原則 

 

Kieran 等人(1990)的研究發現，在傳統的代數教學裡，當學生遇到 ax+b=c

這一類的問題時，會傾向使用算術方法來解決問題，但是，面臨等號兩邊都有 x

時，就會失敗。使用函數方法的學生，可以將問題的算則類比到代數模型 ax+b=c、

ax+bx=c 和 ax+b=cx+d 中，更方便於從字母的變數意義，轉換至未知數的意義；

亦即，利用對應的輸出值尋找此特定的輸入值。對這些學生來說，字母表示單一

數值，只是字母多重數值表示法中的一種(未知數的值是變數值中的一個)。如果

學生能將未知數視為變數中的一個特例，則字母可以代表「單一數值」，也可以

是「多重數值」的概念，可能就不再困難了。所以，函數觀點的「多重數值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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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代數教學可以先由字母的變數意義，再到單一數值的情況，這似乎可以避

免讓學生，由於先遇到未知數的概念，再學習變數概念，而產生認知上的困難。 

 

3. 函數概念在學校課程中的發展 

 

Kleiner(1989)表示，雖然，符號化代數對函數概念的發展很重要，但是，

函數概念的發展是涉及獨立和相依的變數關係(Euler,1755)。早期的函數概念被

看成，一種輸入-輸出的程序性想法；直到 1830 年，Dirichle 將函數修正成較

結構性的概念，即實數間的任意對應關係；再由 Bourbaki 修正為兩個集合間的

關係(引自 Kieran,1992)。 

 

函數概念的歷史發展，也部分被反映在學校數學教科書中。從十九世紀末到

二十世紀中期，函數被當作是變數間的關係，即一個變數(x)之值的改變將導致

另一個變數(y)之值的改變，也就是，y=f(x)，y 是 x 的函數。二十世紀後半，

受到 Bourbaki 之抽象代數的影響，函數定義成兩個集合(不一定是數)或相同集

合中元素間的關係。例如，美國中學數學研究會（SMSG,1960）將函數定義為，

集合 A中之每一元素，必有集合 B中之某一確定元素與之結合，則此結合關係稱

為由 A到 B的一個函數(引自 Markovits et al.,1986)。而國內現行的高中教科

書中，皆以集合的角度定義函數，即設 A、B 是兩個非空集合，若對於 A中的每

一元素 x，在 B中恰有隨之確定的元素 y與之對應，則這對應叫做由 A映至 B的

一函數，通常以符號 f：A→ B 表示，或寫作 y=f(x)，x∈A。民國 88 年版的國中

課本(國立編譯館, p.241）將函數定義為，對於任意給定的一個 x值，都恰有一

個 y值與它對應，此時可稱 y是 x的函數。 

 

在 Markovits 等人(1986)有關國中生對函數概念的理解和學習困難的研究

中，Malik(1980)主張，函數定義的歷史發展和學生認知的發展，似乎指出函數

概念的學習，可由變數間關係再到新定義的學習。而且，Markovits 等人認為，

學生學習函數的必經階段為：(1)函數包含了三個子概念，定義域、值域、和對

應關係；(2)函數有不同的表徵式，如口語、箭頭圖表(Arrow Diagram)、代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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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圖形；(3)學習函數不同表徵的轉換，應同時處理三個子概念和兩種表徵式

(ibid, p.19)。個人認為，函數概念由兩數的關係轉換到兩集合的關係，正是個

人以「函數觀點」發展代數思維的設計理念與目標，希望學生能將關係式中的符

號視為變數，其代表的數值不是零散且單一的，而是能符合題意的某個範圍中的

數值；而且其定義域能對應到相關範圍的值域。 

 

(二) 發展的策略 

 

1. 幫助學生克服代數學習的困難 

 

由算術-代數思維的發展困難得知，學生代數學習的錯誤概念，主要來自於

算術與代數之間的差異，那要如何幫助學生減少學習的困難？從參考文獻指出的

學生學習困難、函數觀點發展代數思維的基本原則、以及個人教學的經驗與省

思，提出以下三種教學發展的策略(即三策略)。 

 

(1) 以前代數為橋樑引導算術-代數兩系統間的持續轉換 

 

Gray 等人(1994)認為，在算術和代數之間，有「認知的鴻溝(Cognitive 

Gap)」，而提出前代數的想法，幫助過渡代數主題的教和學(Nickson,2000, 

p.117)。Van Amerom(2003)表示，讓學生能順利地從算術過渡到早期代數的教學

方法有二：第一，從學生非正式的策略出發，再從中建立較正式的方法，在國中

階段，可以較壓縮的方法來重複學習相同的主題，並擴充到方程式的解題系統；

第二，由數學史出發，代數史可以啟發教師設計學習的題材，讓學生去挑戰「前

代數」的文字題，並藉由代數史來引入解決文字題的發展歷程，這樣可以減低算

術和代數之間的不一致性。例如，公平交易、雞兔同籠等具有歷史發展的文字題，

可以在算術和代數之間形成有趣且有意義的連結；因為，它可以將算術與代數間

的程序性方法，轉化成結構性的方法(Nickson,2000)，也可以同時發展學生易於

操作的解題方法和符號系統。一般來說，文字題若使用代數方法，比較容易解；

但是，特定的數學問題，以代數發明前的算術程序來處理，是相當地令人印象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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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況且，有些文字題若不使用代數方法，反而比較容易解。另外，也由於，學

生常視算術和代數為兩個封閉的系統，因此，教學必須建立算術和代數之間的連

結(Lee & Wheeler,1989)。讓學生在算術和代數之間來回地運作，認同並取其優

點；藉由兩者之間的交換，或許更能理解代數的結構和本質，也能連結直覺推理

和正式計算(Vergnaud,1997)。 

 

(2) 以問題解決的情境引動數學對話 

 

Lins(1994)有關問題解決(Solving Problems)的研究中指出，從真實情境出

發的問題，可讓學生產生自己的符號表徵、自己的方程式，並理解平衡的操作，

最後，解出對他們是有意義的問題(引自 Nickson,2000)。而 Saenz-Ludlow 和

Waldgrave(1998)有關代數學習的研究表示，在算術過渡到代數的過程中，為了

瞭解符號的意義，口語化是重要的。而學生同儕之間或師生之間的對話，是學生

學習符號化過程的重要關鍵。對話可以引起教師察覺，學生在建構和翻譯數學符

號意義的過程中，所獲得的認知(引自 Nickson,2000)。 

 

(3) 以模型類比發展變數結構 

 

算術的教與學對代數的有意義學習很重要(Nickson,2000)。算術能提供代數

學習有效的類比，透過算術和代數模型的類比教學，可以培養學生結構性的理

解。變數可為函數或表述的關係，通常是用字母來表示，所以，學生必須了解字

母在數學表示式中的運用和變數的意義。例如 a+4=7 中，a=3 是常數，而 x=5y

這個式子中的 x，被定義成與 y的關係，即 x是 y的 5倍的數。在讓學生了解這

個概念之初，可運用「類比推理教學」，例如可經由一個或多個算術例子，如運

用 15=5×3，25=5×5，30=5×6 的類比，來建立 x=5y 的心智模組。亦即，把算術方

法當作資源，相互對照算術與代數的結構，透過認識結構的相似性和形成正確的

類比，促進學生代數學習和理解的目標(English & Halford,1995)。 

 

2. 了解新數學課程函數概念的相關能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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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將以函數觀點，發展七年級生的代數思維，所以，必須了解學校數學

課程中，函數的先備知識。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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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在新數學課程補充說明(草稿)(國立教育研究院籌備

處,2003, p.40)中提及，函數概念的發展，到了類化具體表徵(第三階段)時，要

能將生活中的數量關係表徵為文字的未知量及變量(A-3-1)，學會察覺簡易數量

樣式與數量樣式之間的關係(A-3-5)，其中，包括表徵為等式及不等式，並透過

生活經驗解析、驗證其解與原問題情境之間的關係(A-3-2)。意即，具有自變數

與應變數的函數變量之間的互動關係，能比較生活中數量關係的異同及其表徵式

的異同與使用時機(A-3-4)。而在七年級階段，則由(A-3-7)數量關係中的觀察來

提昇。但是，新數學課程正式綱要(教育部,2003)中規定，94 學年度起的七年級

生必須學習「能運用變數表示式，說明數量樣式之間的關係(A-3-07)」，包括認

識變數與函數，以及舉例說明一次函數是一種特殊的比例對應關係之能力。 

 

為了能將生活中的數量關係表徵為文字的未知量及變量(A-3-1)，和 NCTM

（2000）代數標準中提及，數量關係的符號表示是代數的靈魂，個人認為「數量

關係」是學生在學習「文字符號」之前所須具備的能力。而指標 A-3-1「能用 x、

y、…的式子表徵生活中的未知量及變量」的重點在於，提供足夠的經驗和過渡

活動，以方便讓學生感受到用符號展現數學結構的便利性(國立教育研究院籌備

處,2003, p.42)。Herscovics 和 Linchevski(1994)說，要從算術思維過渡到代

數思維，需要考慮情境中的數量關係，並以日常語言來討論，進而學習以符號來

表徵他們。這樣一來，就需要以算術的心智模式對應至標準數學符號。李美蓮和

劉祥通(2003)也表示，代數的教學設計上希望能從規律尋求、數量之間的關係出

發，在察覺或臆測出樣式的規律之後，學習明確地表達並能歸納出一般性，進而

運用符號來解決問題。 

 

其中，指標 A-3-7「能察覺(簡易)數量樣式與數量樣式之間的關係(A-3-5)」

中的「數量樣式與數量樣式之間的關係」是指，兩個數量樣式間的對應關係。所

以，個人必須在教學前，確認學生能觀察、了解、並預測單一規則的數量樣式，

才能進一步擴展其思維至兩個數量樣式間的關係(柳賢,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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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通訊 

製造通訊 

(三) 發展的相關學理構念 

 

本小節是討論在本研究中，與算術-代數思維有關的學理構念，而且，只強

調其相關的核心觀點。以皮亞傑的觀點來看，台灣國中生(13-15 歲)的認知思考，

應該處於形式運思期，他們似乎應該有能力學習代數單元中的抽象符號。但是，

現實真是如此嗎？且個人好奇的是，初接觸文字符號學習的七年級生，是不是可

以直接跳至布魯納「符號表徵模式」的學習？還是，代數學習也可以是一個循序

漸進的學習進程？況且，六年級生從國小畢業，進入國中階段，實歲約為十一、

十二，其認知發展正逐漸從具體運思到形式運思的過渡期；而數學思維的特徵，

也由算術運算逐漸過渡到使用符號表徵和代數運算來解題。但是，學生經驗了長

達數年的國小算術世界之後，才進入代數領域的學習，這只發生於相當短的六個

月之內(Warren,2003)，學生是否能在此相對短的時間內，成功地以其算術經驗

過渡到代數思維？教師又如何協助七年級生，以國小習得的算術經驗、或類似符

號的概念為基礎，成功過渡到文字符號的學習？個人認為，教學活動必須與學生

的認知層次配合，並增加一些銜接的概念或過渡的活動，連結算術-代數思維。 

 

Skemp(1989)認為，符號具有雙重的身份，它是一種心智物件(Mental 

Object)，可賴以進行數學思考；也是實在物件(Physical Object)，可以化約作

溝通數學概念的工具。他提出，符號有十項功能包括，溝通、記錄知識、形成新

觀念、簡化多重分類、令人可以進行反思活動、解釋、有助於顯示結構、自動化

日常的操作活動、回憶資料與理解、和使心智活動具創造性(ibid, p.89)。 
 

 
 

符號系統(S)                 概念結構(D)　 

 

圖2-4  Skemp符號式理解之符號與概念連結圖 

 

在溝通數學概念時，需要寫或說出符號，此時，概念結構反映出數學知識的

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而當要寫或說出的文字及聲音等符號系統，則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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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表層結構(Surface Structure)；另外，深層結構的接收力要強於表層結構，

才能達到數學上真正的理解(Skemp,1989)。而且，兩者之間的連結要強固，資訊

才能透過此連結橋樑與適當概念結構產生共鳴(如上圖 2-4 所示)。這就是所謂的

「符號式理解(Symbolic Understanding)」，即符號系統和概念結構的相互同

化，而受概念結構所支配。而 Skemp(1989)也建議，教材的次序應按基模發展來

編排，使學生能將數學概念同化到適當的基模中；且教學時，應採用情境活動，

使用實物操作或經驗例，來學習數學概念和運算，透過感官接收進入概念結構的

學習；在討論數學內容時，要能容許學生使用過渡、非正式的記號作為學習正式、

高度濃縮的數學符號之間的橋樑，由學生以自己的方式與語言來表達思想，老師

則漸次地在他們自發性的概念結構上引入符號；這樣一來，學生就能漸漸地學會

採用傳統規約的符號，並體驗到其簡便性與威力。 

 

Vygotsky(1978)認為，心智發展可分為兩個層次：「實際的發展層次(the 

Actual Development Level)」，這是個體能夠獨立解決問題的層次；以及「潛

在的發展層次(the Level of Potential Development)」，這是個體在成人引導

下或與能力較佳的同儕合作時，才能解決問題的層次。而這兩層次間的差距就是

所謂的「近側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以下簡稱 ZPD)」。因此，

近側發展區可以界定為，「由獨自解決問題的實際發展層次」和「在成人引導或

與能力較佳的同儕合作下解決問題，所決定的潛在發展層次」之間的差距。

Vygotsky 的教學觀指出，若能在學生需要的 ZPD 上提供合適的教學鷹架

(Scaffolding)，學習就會發生。另外，社會取向是指，介於個人行為和社會活

動之間的距離。根據 Vygotsky 的認知發展理論，學習並非只是個體的認知發展，

也是學習社群透過溝通、協調、和互動的社會性活動，來讓個體產生有感覺的知

識。因此，教師應佈置情境鷹架，營造有利於師生及學生同儕之間磋商與合作的

環境，協助學生在其 ZPD 內，向上攀升，並建構其數學知識(鐘靜,2003)。 

 

Lave 和 Wenger(1991)強調，「學習是一種逐漸參與實務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以下簡稱 COP)的歷程」，當參與實作的初學者(新手)，由這個社群的

周邊逐漸移向中心時，他們會更主動且更投入社群的文化之中；同時，會漸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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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專家(老手)那學到知識跟技能，並增加自己的專業表現；進而，逐漸地轉換為

專家或資深成員，達到有效學習的目的，即為「合法周邊參與(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以下簡稱 LPP)」的過程。他們的情境學習論認為，

學習不只是發生於個人腦袋中的認知過程，只有個體知識的獲得，而是意義、理

解、和學習都應在活動的脈絡下，及學習者與環境之間的互動與協調下滋生。學

習者如果沒辦法與他的學習情境脈絡契合，學習就不會發生，當契合時，學習才

會發生。而且，學習者必須同時扮演多種不同的角色，接觸到活動的不同部份，

最後，才能進到核心作業中；藉由參與的增加，可以獲得完全的學習(ibid, 

p.23)。在其中，教師不再是以知識的傳授者來達到有效率的教學，而是有效率

地經營一個可以提供學生成長的參與環境(ibid, p.21)。 

 

現實數學(Realistic Mathematics Education,以下簡稱 RME)的根本想法認

為，數學是人類的活動，主張理解發生於數學活動的過程之中；現實的意涵，不

僅是要求數學和真實世界連結，更重視提供學生「可以想像」的問題情境。而脈

絡化的情境問題，則讓學生可以充分地在非正式(Informal)和正式(Formal)的策

略與知識之間，來來回回思考，當學生在抽象的數學世界(即形式知識)裡遇到困

難時，可以退回到現實脈絡情境的具象世界(即非形式知識)中。由似真的感覺、

現實的經驗逐漸去脈絡化之後，學生就能逐漸脫離情境，接受形式化、抽象化、

和一般化的數學概念，再次思索。所以，RME 所強調的就是，以學生為主題、以

生活經驗為重心的學習；教師則是學習的協調者，提供機會讓學生將個人的經驗

與他人分享，並在討論過程中發展數學知識。即在社群的互動中，學生可以發展

自己的數學工具以及對數學的瞭解(Streefland,1991)。 

 

個人期望，在「發展國中生算術-代數思維」的教學試驗活動中，更強調學

生認知的歷程、群體的互動、和情境脈絡的相互編織。希望學生能由非正式算術

經驗過渡至正式的符號代數，而且，在自動化操作符號的過程中，也能進行反思

以達成符號式的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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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數學教師的教學專業發展 

 

本節將討論數學教師專業發展的相關研究，包括發展的意義、內涵、理論架

構及反思實務，以做為個人教學省思之指標。 

 

(一) 專業發展的意義 

 

Noddings(1992)表示，要了解「專業(Profession)」，就須先區別「專業主

義(Professionalism)」和「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專業主義是指，

對於某種專業所須具備的素養和水準，是關於此項職業技術和表現的要求；專業

化則是指，獲取職業身份與知能的歷程。而教師一直被視為半專業

(Semi-Profession)的職業，為了成為專業人(Professionals)，教師尚須承受專

業主義和專業化間相互拉扯的張力(ibid, p.198)。 

 

專業有六大特徵。首先，透過選取和管制，可掌控人們進入專業領域的過程，

標準的設立可以監控專業的品質。其次，它具備專門知識，包括數學知識、學科

教學知識(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簡稱PCK)、教學知識、學生知識、

及其間之交互作用與轉化。再者，它有利他主義和服務的特質。關於專業所抱持

的利他主義或利己觀點，Noddings(1992, p.202)曾指出“所有的專業都一直被解

讀成公眾服務，但是，半專業（如護理和教學）卻經常被認為比專業（如醫藥和

法律）更為利他＂。因為，教育是良心的事業，Sichel(1988)表示，人類的互動

都有良心的成分，但是，沒有一個其它的專業比教育背負了更多的道德責任。那

教師的專業發展是利己或利他呢？利己觀點可促使教師不斷地提升專業的素養

與能力，因而促進了自己的專業發展和自主教學，反之，教師的專業化也可以間

接地促進利他主義的實踐(服務學生、社會)。它也具備特權和身份階級，教師身

份與教師分級可以反映出教師的專業地位。它也可以間接地促成同事之間的互

動，用建立教師合作的伙伴關係來增加彼此的專業知識與互信。最後，專業可反

映自主，教師能夠掌控與學生、家長的關係。對數學教師而言，高教學自主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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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低管理者的干涉，有更多的空間來選擇課程素材、教學方法、學生的診斷與評

量、和教室的管理(ibid, p.205)。師生關係是專業主義的核心，教師應該養成

專業的關係和態度，以贏得學生、家長、和社會的信任，來建立自己的專業地位。

Shulman(1986)也表示，專業人不僅要有能力去實踐和理解專業的內涵和歷程，

也要能和別人溝通專業的決心與行動的理由。 

 

教師專業發展是一個學習與轉變的歷程(Lerman,2001)，且應是終其一生不

間斷的過程(Zaslavsky, Chapman, & Leikin,2003)。而教師在面臨專業化的挑

戰之時，必須藉由自己的力量和合作的伙伴關係來提升自己的專門知識，且將自

己的專業表現回饋於自己的教學實務中，以提升教學與學習的品質。 

 

(二) 專業發展的內涵 

 

教學是涉及教師、學生和學科內容互動的一個複雜過程(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NRC,2001)。所以，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就應包括，教師必須具備的各

種內在的知能，例如教學的知識與技能層面，教學的態度、信念、價值觀，以及

專業精神。而這些知能在教師專業發展的歷程中會持續地轉變(黃凱旻,2002)。

Cuban(1988)表明，若要達成在教室實踐中的第二階變化(Second-Order 

Change)，即涉及思想、教學、和學習中的變化，專業發展內涵必須包含教師的

知識、信念、和實踐。在新數學課程的框架之下，數學教師成為被迫自主(Forced 

Autonomy)的新角色，教師素養(Teacher Qualification)必須整合教學的、數學

的、和後設數學的觀點(Skott,2004, p.227)。 

 

對大多數的現職教師來說，專業發展的活動均與數學的和教學法的知識有

關，即Cooney(1994)提出的「數學功力(Mathematical Power)」和「教學功力

(Pedagogical Power)」。所謂數學功力，就是數學學習者利用數學知識解決問題

的能力，而教學功力則是，教師在其特有的教學脈絡中解決教學問題的能力。而

Cooney說，解決教學問題必須了解教學問題所要面對的情形與限制，所以，教學

功力被視為是透過反思和分析的過程來解決教學問題(引自Jaworski,2001)。這



第二章  文獻探討 

 42

種解決教學問題的思維，林福來等人(1997)稱其為教學思維。而學教學或者教學

的專業發展指的就是，這種解決教學問題能力的發展，也就是教學思維的發展。

它包括察覺問題、形成策略、實踐策略、以及反思教學四個主要成分的行動能力

(鄭英豪,2000, p.12)。另外，Zaslavsky等人(2003)表示，應培養教師對於實務

和學習經驗的反思。有反思能力的教師，比較容易引動自我的知識和後設的察覺

(Shulman,1986)。所以，教師的知能也應包括「反思功力(Reflective Power)」。 

 

NCTM(1990)所定義的數學教師的角色和專業內涵為，創造教室環境以支持數

學的教與學，設定目標並選擇作業以幫助學生達成目標，激勵並經營課堂談話使

師生更明暸所學，以及分析學生學習、數學作業及環境以便做教學決策。而教師

也應重視數學推理、問題解決、溝通、連結的教學概念(NCTM,1989)。教師須要

學習具有挑戰性的數學和嘗試不同的教學方式，以激發自身教學專業的成長

(Zaslavsky & Leikin,2004)。當然，教師必須具備深入且廣泛的數學理解，才

能提供學生具有挑戰性的數學。而精熟數學教學(Proficient Teaching of 

Mathematics,NRC,2001)包括：教學概念性的理解，即對實踐教學所需核心概念

的理解，包括數學的統整知識、有關學生數學理解如何發展的知識，和教學實踐

的個人風格；教學的流暢性，即實現基本教學程序的流暢性；教學策略的能力，

即計畫有效教學和解決課堂問題的策略能力；適應的教學推理，即在教學實踐和

教學反思間的適應性推理；豐富的教學性向，即對於改進數學、教學、學習和實

踐的豐富性向(Tirosh & Graeber,2003, p.664)。所以，老師要同時具備這五個

精熟教學的面向，才能培養學生形成概念性的理解、數學的流暢性、數學策略的

能力、適應的數學推理、和有生產力的數學性向這五個數學精熟(Mathematical 

Proficiency)的學習(Kilpatrick, Swafford, & Findell,2001)。 

 

另外，從學習學生思考的特質，也可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Zaslavsky et 

al.,2003)，了解學生的思考理解、學生的言談、多重策略等知識，可以讓老師

根據這個知識去做教學決策，並幫助教師修正他們關於教學和學習的信念。而

且，當數學教師具備這些新的信念和更有結構的知識時，課堂教學就會有重大的

轉變，進而啟動自身專業的發展。所以，學生的想法可以成為老師發展教學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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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工具(Tirosh & Graeber,2003)。而個人認為，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應著重

於，教學功力(含反思功力)的發展。因為，教學功力的提升，將可直接引動教師

教學思維和實踐的轉變與省思。而教學功力發展的內涵，應分為認知、情意、和

社會三個面向的觀念和行動，分別包括，教師專業知識、對於學生思考的理解（即

對學生的知識），教師的教學風格與特質、信念與價值，以及師生互動、班級管

理。 

 

(三) 專業發展的理論架構 

 

Jaworski(2001)以 Cooney 的想法為基礎，提出數學教師與培育者應有三個

層面的實踐和反思：數學方面，應提供教室內有效學習的數學活動；數學教學方

面，應發展教學方法以進行數學教學活動；以及培育者如何促進前兩階層的發

展。其中，第一和第二階層分別呼應了 Cooney 數學功力和教學功力的主張，第

三層則為培育功力。Zaslavsky 等人(2003)提出一個經由實務而成長的三階層發

展模型，包括數學教師、數學師資培育者、和培育者的輔導者。其中，數學教師

必須促進學生的數學學習(Learning Mathematics)，也以學習者的身份來重新學

習如何教數學(Learning Mathematics Teaching)，所以，此時教師在促進者和

學習者兩種角色之間轉換。而 Tzur(2001)的師資培育者的四焦點發展模型包括，

學 習 數 學 (Learning Mathematics) 、 學 習 教 數 學 (Learning to Teach 

Mathematics)、學習教老師(Learning to Teach Teachers)、和學習輔導師資培

育者(Learning to Mentor Teacher Educations)。而數學教師必須在教學實務

中，認識數學知識的意義、學習如何去認識數學、以及如何促進學生的數學學習。 

 

Simon 和 Schifter(1991)從社會建構的觀點，將教師學習教數學的歷程平行

類比於學生學習數學，學習教數學必須教師親自去經歷和探索，從經驗的反思中

成長，來修正自己的教和學。因此，Simon(1994)認為，數學教師學習教數學是

一種由六個學習環(Learning Cycle)架構的學習網絡，教師應先以自身學數學的

經驗(Cycle One)為基礎，探索數學本質的學習(Cycle Two)和人們如何學數學的

理解(Cycle Three)。再綜合應用這三個循環，來理解學生在特殊概念上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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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le Four)，接著，發展教學的計畫(Cycle Five)，進行教學(Cycle Six)。

在每個學習環中，均經由探索(Exploration)、確認(Identification)、和應用

(Application)的階段，不斷地往復成長；也就是說，每個環的應用是下個環探

索的開端，同時，也可能會回溯或折返(Cycling Back)到上個環，繼續再探索或

再確認。在其間，教師藉由持續的反思，而以新的方式探索數學和數學教學的歷

程與內涵。 

 

數學教師進行教學時，依據其學習數學的經驗、對數學本質內容與教學知識

的認知、和學生知識的瞭解，同時，預設學習的目標、活動、和過程，以形成「假

設性的學習軌道(Hypothetical Learning Trajectory,Simon,1995,以下簡稱

HLT)」。亦即，教師依據預測學生學習的路徑，做出教學的決定和判斷，並且進

行教學試驗(Teaching Experiment)，假設學生要學些什麼、如何學、並找到方

法去教、和去分析其教學，再從教學的經驗中反思及對學生知識的評估，持續且

彈性地調整自己的知識，並引導新的或修正原有的 HLT。Simon(1995)把教學的

決定和 HLT 之間的往復過程，視為一種數學教學環(Mathematics Teaching 

Cycle)。此環是一個動態試驗的歷程，強調了教和學之間的交互作用，教師知識

會跟著學生知識的成長而同時發展，例如，教師對於數學、教、學和學生對於數

學思考的知識。Simon 指出教師需要發展的能力包括，能預測學生的思考和理解、

建構 HLT、和分析所教的數學概念。另外，教師的教學計畫應被看成，一個形成

HLT 的歷程，這與許秀聰(2005)假設性教學軌道(Hypothetical Teaching 

Trajectory,HTT)的說法相近。 

 

Shulman(1987)曾經說過，教學是需要學習的專業。Wilson, Shulman,和

Richert(1987, p.113)為了回答「教學專業知識的組成要素」和「教學學科內容

的轉化」這兩個問題，發展了兩種理論架構。第一，教師的專業知識可分成學科

內容知識、教學內容知識、其他內容知識、課程知識、對學習者的知識、教育目

標的知識、和一般教學知識七類。而決定教師教學品質的主要因素是，教師 PCK。

它包含了有效呈現欲教單元內容的知識，例如怎樣做類比、闡釋、範例、解說、

演示等，以及欲教單元學習問題的知識，例如瞭解學生的概念發展層次、先備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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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學習特性(Shulman,1986)。第二，教師如果想要將教學知識轉化成教學的思

維和行動，就必須進行教學的推理(Pedagogical Reasoning)。它指的是，教師

將知識轉換成「對所有不同能力和背景的學生有意義、有效且合適的理解形式或

表徵」的過程(Shulman,1987, p.15)；它包括，理解、轉化、教學、評鑑、反思

和新理解的教學行動循環。 

 

由上述各專業發展的模式得知，教師應根據學生的思考提出 HLT，作為教學

活動設計的依據，並仔細地察覺和思考教學實施中教師活動、學生活動、和兩者

之間的互動關係，來檢驗自己的教學和學生的學習是否達到目標。藉由教與學的

互動，調整 HLT 與 HTT，修正下個階段的教學實施。教師也在學和教之間的轉換，

體驗學習者和促進者兩種身分。 

 

(四) 數學教師的反思實務 

 

在專業發展的過程中，最主要的是“如何促進教師反思自己的實務和學習經

驗＂(Zaslavsky et al.,2003, p.879)。Dewey（1933, p.3）認為反省性思維

(Reflective Thinking)是對心中的主題，進行反覆、嚴謹、持續地深思；而反

思的三步驟為，確認問題、依據資料推理與分析、以及將推理與分析的結果一般

化。他並強調，教師和學生的反思活動，是提升他們思考的工具(引自 Zaslavsky 

et al.,2003)，所以，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須不斷地對教學進行反思和改進，以

求教學的最佳成效。他認為，教師必須學習如何通過反思活動（Reflective 

Activity）去重新建構或組織過去的經驗，並賦予意義，同時，也會強化往後經

驗的主導能力(引自 Cooney,2001, p.12)。 

 

Schön(1983)將反思區分為在行動中反思（Reflection-in-Action）和對行

動的反思（Reflection-on-Action）。前者是指，教師必須在行動中持續探究觀

照自己的行動，以了解與改變現況。他認為，教師在參與實務中持續地運用「在

行動中反思」，可以增加其專業知識(引自 Tzur,2001)。而後者是指，抽離出行

動並對行動做有系統的反省與分析。所以，教師的教學反思即是，察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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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與改進未在教學活動中顯現的隱性知識，並在行動的當下自我檢討，依據學

生的反應做調整，再嘗試新的行動(Schön,1983)。 

 

Fenstermacher 和 Richardson(1994)建議，使用「實務對話(Practical 

Arguments)」來幫助教師了解教學行動背後的實務推理，讓教師深思和評估自己

的思考和行動。Lerman(2001, p.39)認為，反思實務可以提供教師，如何在教室

裡行動、如何發展專業化的過程、以及如何持續去學習有關教學、學習、教師角

色、學習者角色的看法，並鼓勵教師能自主並解放教室中的互動方式。而且，反

思實務應該發生在實務社群中，例如學校教師社群或參加在職課程，如此，學習

則可以視為在實務中參與度的增加。而 Cooney 和 Wiegel(2003)也表示，應該提

供機會給數學教師來反思學校數學，例如藉由團體工作溝通數學。 

 

個人認為，在職數學教師必須在自己的教學場域中，藉由教學的實踐和持續

反思專業發展之內涵與模式，促進專業知識和信念的養成與改變。 

 

第四節 數學教師教學概念的重構 

 

本節分別探討個人之教學概念、概念重構的架構、與概念重構的內涵，並提

出試探性教學的模式，以做為發展國中生算術-代數思維之架構，並藉此啟動個

人數學教學的成長。 

 

(一) 教學概念 

 

陳松靖(2002)認為，數學教學概念是數學教師對教學知識認知的構念，用來

支配課前計畫與思維、實踐於課堂的教學活動、和課後的反思。而提升教師的教

學功力和數學功力，可引發教師教學概念的轉化；而且，必須藉由反思教學實務

來檢視教學概念的轉化。而黃凱旻(2002)所指的數學教學概念是，當數學教師面

對特定單元的教學時，心中所浮現關於數學內容與教學方法的思維，且必須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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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教的單元、學習者、學習環境與脈絡來調整和整合。許秀聰(2005)認為，影響

教師教學的因素，除了對數學、教學相關概念的認知面以及個人特質、態度、信

念、價值的情意面兩個面向之外，還有社會溝通、對話、與互動的技能；數學教

師的教學概念應包括認知、情意、和社會三個層面的觀念和行動；而教學概念的

轉換，是引動教學轉變最主要的元素，也促進了教師專業內涵的發展。就如鄭英

豪(2000)所說的，教師的教學概念會形成其決定如何教的思維基礎。所以，教學

概念的再脈絡化，對於身為初任教師的個人而言，更應著重於教學概念的學習、

發展，和教學信念的檢驗。前者可藉由PCK的認知學習來引動教學實施的轉變，

而後者則是藉由情意面的試探，在個人的教學過程中，注入一些不同於以往的教

學嘗試，進行「理想與現實」之間的相互印證。因為，在個人心中一直存有所謂

的「心想」，但是，卻無法確認或檢視它與現實教學環境、條件的契合度與可行

性。以下從四方面，說明個人想要重新思考的主要教學概念。 

 

1. 學習起點行為 

 

新數學課程(第五版草案)實施要點(國立教育研究院籌備處,2003, p.44-45)

中提及，教師應強化學生對數學內在連結的認識，因為，數學與其他學科的差異，

在於其結構是層層的累積，而其發展既依賴直覺又需要推理。所以，要學好數學，

必須仰賴學生在各單元的學習，沈澱自己新學的概念，並能夠與原先的數學知識

相連結，最後都能收斂連結為對數學的整體感或直覺，以作為下一個單元學習的

基礎。所以，在教學之前教師應檢驗學生既有的經驗與知識，適時補強，並在教

學中探討學生容易犯錯的原因，進行診斷。希望教師能依學生的年齡、前置經驗、

授課主題特性與教學現場的狀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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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教師不宜負面地將學生的概念迷思皆視為錯誤，而應考

察學生發生問題的根源，例如語言未溝通、肆意擴張約定、推理的謬誤，並協助

學生遠離問題的根源。 

 

2. 概念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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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英豪(2000)在研究學生教師學習數學概念啟蒙例時，定義此一教學概念

(Pedagogical Concept)為，教學時利用具體例子來引動學生學習抽象數學概念

的一種教學思維或作法。所以，啟蒙例並不是只是考量情意與情境，更是藉由啟

蒙例，讓學生在形成抽象數學概念時，建立具體心物(Mental Object)，希望能

引動學生主動建構自己的數學概念。而一個好的啟蒙例，至少要具備，樂學、易

學、代表、和發展四種屬性。樂學性是指，啟蒙例必須能引起學生學習的興趣，

藉由學生生活可經驗的素材來學習，例如生活問題或現象、好玩的遊戲。易學性

則強調，啟蒙例要銜接學生的認知層次，並能承接其先備知識，使學生能夠很快

進入狀況，所以，問題的挑戰難度不宜太高。代表性是說，啟蒙例的情境應能真

正代表欲學的數學概念，以降低日後產生概念錯誤的機會。最後，啟蒙例的發展

性是，學生在學習歷程中碰到困難時，可以折回到舊有的知識基礎中，再向前發

展，此時就需要有一個具體可參照的對象(心物)，學生才能找到調整與發展的基

礎；因此，啟蒙例必須是一個能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不斷地折回的參照點(ibid, 

p.5-6)。 

 

許秀聰(2005)表示，概念啟蒙例並不一定要有生活的背景，但是，生活例比

較能讓學生體驗學習的樂學和數學的易學性。所以，先引導學生進入一些似真的

生活情境，讓他們在解題的脈絡中逐漸地接觸其核心數學觀念，激發出解決問題

的想法或策略，或許有助於他們發展有延展性的抽象數學知識。當然，學生不一

定在一開始就能使用正規的數學方法，可能使用較直觀的、有些疏漏的自我嘗

試，況且，也不一定一下子就能抓住概念的核心；但是，生活情境卻能讓學生較

自然地投入其中，正是學生將舊有基模連繫上新知識的較佳脈絡，這對學生自主

地學習數學及其探究的學習模式，應是有助益的(ibid, p.40)。 

 

3. 合作學習與問題解決 

 

NCTM(1989)學校數學的課程與評量標準中，提到學習的目標包括，讓學生成

為數學問題的解決者，和學習以數學來溝通。而 NCTM（2000）學校數學的原則

和標準中，將解題和溝通視為兩項過程標準，數學教學中應該透過問題解決和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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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來加強學生對數學的理解。溝通教學是透過溝通的方式，促進學生瞭解數學，

用以組織並強化其數學思考的能力；能利用數學語言對同儕或老師，清楚、完整

且精確地表達自己的數學想法；也藉由分析和評價他人的解題策略，來拓展自己

的數學知識(ibid, p.60)。而解題教學應重視問題解決的過程，將它視為數學的

一部分，以期所有學生能在數學或其他各種情境中，應用和調適各種策略以解決

數學問題，且能變通策略用於新的情境中；進而能建立新的數學知識，以及監控、

反思數學想法(ibid, p.52)。學生應該主動地參與「探索數學問題」的情境中，

教師要讓學生有「創造數學」的經驗，而不只是模仿而已；教師的角色是「問題

解決」情境的創造者，而不是在課堂中的講述者，且不再是數學有效性的唯一裁

判。教室則是「數學的社群(Mathematical Community)」，學生在課堂上提出自

己的想法並和同學相互討論，並經由教師的協助，來決定數學想法的真實性

(Simon & Schifter,1991, p.311)。 

 

國內的新數學課程綱要的十大基本能力也包括，表達、溝通與分享，尊重、

關懷與團隊合作，以及獨立思考與解決問題。新數學課程(教育部,2001, p.19)

以(1)有效利用各種符號和工具，結合一般語言與數學語言說明情境及問題；(2)

從數學的觀點，推測及說明解答的屬性及合理性；(3)善於傾聽、並與他人分享

思考歷程與成果，來培養「表達、溝通與分享」的基本能力。所以，數學教學應

提供充足的時間，讓學生相互合作與討論，並鼓勵學生發表，肯定其個人想法，

進而培養其欣賞他人想法的態度；教學過程中應透過引導與啟發，使學生在問題

情境中，形成解決問題所需的數學概念、過程、技能和態度(國立教育研究院籌

備處,2003, p.43)。 

 

4. HLT 

 

教師在教學活動中，不僅為佈題者，更需從學生的數學討論中（例如行間巡

視或解答發表分享），瞭解學生的數學想法，及時提出討論與反省學生的概念迷

思，並將學生討論的相關訊息，再組織作為後續教學活動之材料(黃幸美,1997, 

p.33)。甄曉蘭(1997)認為，教師必須重新調整自己的角色，以學生為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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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體，並且，以學生的經驗作為選擇教學內容、決定教學策略的依據。另外，

教師應該鼓勵學生用自己的話，來說明觀察的結果，因為，他們的解釋可以提供

教師了解學生思考的重要依據(NCTM,2000)。在教學的設計和執行上，持續了解

學生的思考和理解，是搜集資料和產生 HLT 的過程(Simon,1995)。 

 

(二) 概念重構的架構 

函數觀點下的代數概念教學 

              

 

階段一              階段二               階段三 

起點行為         概念啟蒙            HLT 

                                 合作學習                         … 

                                 問題解決 

 

 

                         代數單元的教與學：多面向的連結  

         圖 2-5  發展學生代數思維的教學概念架構圖 

 

本研究中，個人以「一次函數」的觀點(以下簡稱函數觀點)來貫穿代數相關

主題的教與學，而個人所持的核心教學概念為「多面向的連結」，亦即，數學的

教與學就是要培養國中生數學連結的能力。在每個階段中，除了保留前一個階段

的教學概念之外，均加入了一些教學新元素，各階段新注入或調整的教學概念如

圖 2-5 所示(詳細的研究設計請見第三章第三節)，它包括： 

 

1. 階段一的起點行為：數學的教與學要連結學生的學習起點行為，作為學習新

概念的基礎。 

2. 階段二的概念啟蒙、合作學習、和問題解決：數學的教與學要以開啟學生的

原始概念出發，以合作學習的方式進行課堂數學討論與發表，讓學生成為主

動的問題解決者。 

3. 階段三的 HLT：數學的教與學要連結學生的新舊學習經驗，即以學生原始的

思考出發，依循 HLT，引導學生繼續延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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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概念重構的內涵 

 

個人重新檢視過去幾年的代數思維教學心得與實踐知識，而將上述的相關數

學教學概念再脈絡化，藉以再次探究自己的教學，幫助學生發展代數的思維。而

個人想嘗試重構的教學概念和想法有： 

 

1. 以函數觀點貫穿文字符號相關單元的教學活動 

 

個人認為，學生國小所學的算式填充題，可做為國中一元一次方程式的前置

經驗，但是，若由算式填充題引入求解方程式(即先學 x為固定數)，可能會阻礙

學生日後函數或變數概念的學習。而以往「以符號列出數量關係」及「以符號代

表任意數」的傳統教法，可能比較無法表現出兩數量間的「變動關係」。因此，

嘗試以函數的高觀點來引入文字符號的概念，並以此觀點貫穿相關的代數概念的

學習，目的是想要讓學生在學習文字符號之初，就有較完整的變數想法。所以，

個人以「A-3-7 觀察數量樣式與數量樣式之間的關係」此能力指標，穿插、嵌入

於相關的代數能力指標的學習中，並以上述第二節中所提的函數觀點的表徵、情

境和多重數值原則，設計算術-代數思維之教學活動。 

 

個人的試探性教學活動，將以函數觀點來引入及貫穿以符號代表數、一元一

次式、一元一次方程式、二元一次式、二元一次方程式與二元一次聯立方程式這

些數學結構相關的主題學習。所以，教學設計即非常重視：如何鋪陳和連貫以函

數觀點引入的算術-代數教學活動？ 

  

2. 以多面向的連結設計教學活動 

 

連結為新數學課程學習內容的五大主題之一，個人認為，在算術-代數的教

學歷程中，需要有以下的連結能力，才比較有機會提升學生的連結能力，以達到

新數學課程「連結」主題的能力指標。而個人認為的連結概念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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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算術-代數思維的連結：以算術經驗為學生的學習起點行為 

 

Nickson(2000)表示，算術和代數之間也有正面的連結，例如在分數概念的

學習之後，接著介紹「部分-整體」的概念，將是代數和解文字題的基礎。

Davydov(1962)和 Freudenthal(1974)則是發展學生使用圖示、字母(如+、-、=)，

來表示部分-整體的關係，例如 c=b-k、b=c+k、k=b-c，建立文字問題中部分-整

體的概念。這也提醒了我們，解代數問題時，分數概念的重要性。Warren(2003)

表示，學生若無法成功地連結不同的數系(整數和有理數)和運算(如交換律、結

合律、和分配律)，將會影響到符號代表一般數的理解，包括分數和負數。例如，

如果學生無法理解將加法當作一般化過程，將會影響他對於 x+3 和 y=x+3 意義的

探索。 

 

另外，個人之前的教學都將學生的先備知識視為當然，而沒真的測試學生對

於先備知識的理解程度。但是，在得知代數學習困難有其隱藏性的因素，即算術

式子或運算的不理解(Booth,1988)，並體認「算術的學習深深影響了代數的學習」

及「數量關係是代數思維的起步」之後，也為了符合七年級新生學習與銜接的差

異性，而嘗試在教代數主題之前，實施先備知識、概念理解、與學習態度的前測，

了解學生的學習起點行為，以作為教學設計的依據。如此，才能根據學生對「文

字符號」概念認知的近側發展區（ZPD）來進行佈題，並在教學過程中，適時地

提供指導或鷹架協助，以促進學習的成效，例如，以學生對應用問題有成功的算

術解題經驗以及圖像操作的成功經驗，幫助學生躍升至抽象的符號記錄。 

 

(2) 認知和情意面的連結：以概念啟蒙例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與樂趣 

 

教學融入情境學習的理念，強調提供生活化、情境式的學習環境，以學生的

生活經驗、似真的情境來鋪陳啟蒙例，發展樂學性。這不僅可以讓學生體驗生活

情境與數學的連結過程，也可培養學生從數學的眼光觀察周遭的事物，提高應用

數學知識的能力。藉由生活經驗及曾經學過的例子，來引發學生對較抽象代數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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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的學習，使學生在解決同類型的問題時，都能回溯到啟蒙例所傳達的底層概

念。這樣一來，也許能培養學生連結數學與學習經驗的能力，以發展易學性、代

表性和發展性。例如，能力指標 A-3-1、A-3-2、A-3-3 是希望，學生能表徵出生

活中的數量關係，而 A-4-1、A-4-2 、A-4-4 則是希望，學生能利用所學的方程

式之列式及求解，來解決日常生活中所遭遇到的問題，因此，個人設計以生活啟

蒙例及閱讀文本的教學活動，來更加地貼近學生生活的學習，強調生活連結。另

外，也希望學生在脈絡情境的問題中，解題策略由非形式的算術方法，發展到形

式的代數方法。 

 

(3) 個人和群體的連結：透過合作學習讓學生成為主動的問題解決者 

 

連結主題包含了培養學生表達、溝通、與分享的能力，所以，個人想藉由合

作學習鼓勵學生間的數學對話，進行數學說理和溝通數學，進而促進學生的數學

理解。並透過小組的解題活動、討論與發表，培養學生主動建構與理解數學概念，

並能應用所學的數學概念以及自行解題的能力，而成為獨立思考的問題解決者。

個人想藉由討論教學，來達到四個目標：第一，協助學生澄清觀念，避免誤解以

及去除模糊不清的想法，清楚思考為什麼這個答案是對的，而不只是接受對的答

案；第二，學生在討論時，得用已經了解的概念來解釋，所以，討論有助於學生

將已懂的概念關聯起來；第三，讓學生更清楚活動的數學內涵；第四，同儕互動

可讓學生用相近的語言溝通，進而幫助學生發展數學語言(蔡淑貞,1987)。 

 

(4) 新舊學習經驗的連結：利用 HLT 組織和調整教學 

 

以往個人是分離式的課程設計，而現在改以函數觀點來貫穿代數主題的學

習，重視課程的聯貫與回溯，教學活動設計考慮以七年級的教學題材持續地啟動

八年級的相關單元教學活動，讓學生能學習「如何連結舊經驗，以解決新課題」，

例如由七年級的「一元」經驗擴展到八年級的「二元」學習。個人將以學生對七

年級課程的反應與回饋為主，來設計下個循環的教學活動；並蒐集學生在七年級

教學活動中的表現或在討論過程中的數學想法與訊息，包括解題想法、不同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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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策略、及師生對問題的討論內容，將其再組織作為後續教學活動之材料，重新

展示給學生，進行第二次的學習與討論。從中，也根據學生的學習特性、心情分

享、及對教學面的回饋，來調整教學的流程。個人希望，能藉由熟悉的問題情境，

讓學生在獲得信心的情況下，能繼續以小組探究的模式學習數學。 

 

在此教學行動研究中，個人希望藉由反思以往的教學實務經驗，重新檢視、

學習算術-代數相關主題的數學結構，並以函數觀點發展算術-代數思維的教學策

略與內容，來提升個人的數學和教學功力。在其中，個人有兩重身分，不但是教

學活動的設計者，同時也在學習如何設計教學活動。希望藉由學習起點行為、概

念啟蒙、合作學習、及 HLT-HTT 的教學認知，以及如何營造似真算術-代數問題

解決學習情境的教學概念及信念的再脈絡化，來發展自己的教學功力。在教學概

念(信念)再脈絡化的整個歷程當中，個人必須有意識的察覺，不斷地反思及改善

自己的教學內容與策略，以提升反思功力，往「專業人」的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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