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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數學教師的專業發展 

 

醫生和律師等都有一定的專業形象，然而談到教師的專業性時，卻常常聽到有人說

「我學過國中數學，所以我也可以來教國中數學」，這似乎透露了一般人對於「教書」

這個行業的心態。他們的想法是聞道有先後，而先聞道者便可以教導後學者，令人不禁

質疑：教師的專業性是否真的那麼重要？George Bernard Shaw曾經說了一句有名的格

言”He who can, does. He who cannot, teaches.” (引自Shulman, 1986)，這句話更是嚴重地質

疑教師專業的必要性。Noodding (1992)認為若將某行業視為專業，就只有該行業的人具

備此行業的專業知能，教師扮演著傳道、授業、解惑的角色，其學科知識必然需專精且

豐富，也具有良好的教學技術和輔導的知識與能力，了解學生在不同階段的不同能力，

知道如何適切且適時地幫助學生解決學習的困境，此外，教師尚需具備豐富的通識素

養，以連結其他領域的發展。如此看來，教師的所需的專業素養不亞於醫師或律師，因

此，聯合國教育、科學與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簡稱UNESCO)在1966年召開「教師地位之政府間特別會議」決議「教學

應被視為一種專業」，因為教學具有專業服務、專業智能和專業訓練的特徵，並具專業

倫理。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提出的第二期諮議報告書(1995)便表示要「提升教師

專業素質，以促成教育進步」。為了應付教學中所產生的問題的挑戰，教師必需不斷地

尋求專業發展以提昇專業內涵。 

 

一、專業發展的意義與內涵  

 

究竟何謂「專業(profession)」？Noddings (1992)認為，在了解專業之前必先區分專

業素養(professionalism)和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這兩個彼此相關的概念。專業素養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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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一種符合專業的標準和實務，是一種高度技術的工作執行，當一個人具有專業素養

時，不但符合執行這項實務的高標準，也能達成令人滿意的實務表現。而專業化雖和專

業素養一樣具有特定的職業知能，但它所指的是一種轉變的過程，即職業身份與知能形

成的歷程。許多學者(如Brown & Borko, 1992；Cooney, 1994)認為教師的專業發展是一個

緩慢的過程，甚至是一個終身發展的過程，教師從半專業到專業的專業化過程中，常遭

遇許多困難與問題，需調整和改變自己的心態與策略，若教師能在專業素養與專業化之

間保持一定的張力，才能持續其專業發展。 

 

專業是指一群人在從事一種需要專門技術之職業(Carr-Saunders & Wilson, 1933)，其

特徵有六點(Noddings, 1992)：選擇和管制、專業知識、利他主義和服務、特權和身份階

級、協會、自主性。專業機構對人才的選擇必有一定的標準，必需達到訂定的原則和經

過一定程序的評鑑，才能獲得認同並取得從事這項職業的資格。數學教師需經過師資培

育機構的訓練，包含修習數學專門知能與教育專業課程，再經半年的實習、通過教師資

格檢定考試之後，才能取得合格教師證書。而教師的專業知識所指為何？Shulman (1986)

和Noddings (1992)一致認為，只用數學知識是無法充分描述數學教師的專業知識，還要

注意數學知識與教學知識的連結，即學科教學內容知識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簡稱PCK)。而教學知識、學生知識以及這些知識之間的交互作用也都是教

師應具備的專業知識(Noddings, 1992)。 

 

教師這個職業具有服務的性質，也比其它職業背負更多的道德責任，除了傳授學生

知識之外，也被期望教導學生學習的態度、生活的方式及正確的價值觀，因此，教師也

能利用自我的專業幫助學生的學習，實踐利他主義。我國教師的地位自古備受尊敬，由

「天地君親師」並列可見一斑，教師在社會中的聲望也倍受推崇，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

和現代價值觀的轉變，教師不再似以往受到家長的信任，而教師的專業性也一再地受到

挑戰。因此，教師必需增進自己的專業知能、建立專業地位，才能再次得到社會對教職

的肯定。擁有自主權的教師能在教學的歷程中依其專業知識與能力做出專業的教學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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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決定而不受外力的干擾。自主須以專業為基礎，當教師的專業愈充足，也就愈有能力

在「教什麼」與「如何教」的問題中，適當的選擇教學課程、教學方式及評量方法，掌

控學生、家長與學校行政的需求，其專業自主權也相對的提昇；相同的，專業需透過專

業自主來完成，教師的自主權愈高，在他實踐其教學信念的同時，會發展出更多的專業

知識來幫助判斷，也愈能促進其專業的發展，因此，教師專業自主權的提昇與專業發展

是息息相關的(Noddings, 1992)。 

 

然而，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為何？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即為教師必須具備的各種內

在的知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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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

工作為教學，專業的數學教師除了傳授學生數學知識之外，也要能引導學生思考、創造，

並且從學習數學的態度中建立對數學的價值，當教師呈現自己的數學知識時，也伴隨著

信念與價值；而學生學習數學的時候，除了學習數學知識之外，同時亦伴隨著學習數學

的情緒（張繼元，2005）。因此，認知與情意在教師的教學中其實密不可分，因此，饒

見維（2003）認為教師的專業內涵不只應注意知識與教學技能，還有情意面向，如教學

態度、信念與價值觀。他將教師的專業內涵區分成四個領域：教師通用知能、學科知能、

教育專業知能和教育專業精神，前面三個領域說明教師應具備的專業知能，屬於認知面

向，最後一個則為教師根據豐富知識，建立價值認同之上的行為表現，與教師的教學態

度、人格特質、信念與價值相關。另外，教師的教學也受教育政策、學校行政、同事互

動以及家長期待等外在環境影響，因此，分析一名數學教師的教學歷程時，應包含認知、

情意和社會三層面內的成分，本文將在後面幾節中詳述認知和情意這二個層面和數學教

師教學間的相互關係。 

 

二、專業發展的理論架構 

 

（一） Simon的教-學六循環(Learning Cy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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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主義主張知識是認知個體主動建構，而不是被動接受或吸收的結果，然而，

Simon (1994)認為如果教師沒有意圖和計畫問題的或良好發展的情境，學生也不會學習

到任東西，所以，建構學習觀只是學習的理論之一，教師不能將之轉成特定的教學模式，

而是基於他們所了解的「學生如何發展數學」的認知，來建立「數學教師學習成為數學

教師」的過程，教師必需考量和規畫教學中的活動，幫助學生學習數學。因為，數學和

數學教學都是問題解決的活動，因此，這兩個領域的學習必有相似之處。 

 

教師的角色是促進學生建構數學想法，但是，教師會依據自認有用的數學知識和對

學生數學知識的了解來設計教學，而這些了解除了部分是教學經驗，部分則是來自於教

師過去的學習經驗。然而，過去的教與學經驗使得教師容易設計出特定教學情境而導致

學生特定的回答，而這樣的教學是不會發生真正的學習，因為，學生的學習必須基於自

己過去的知識脈絡和本身對數學的理解來解決問題(Simon, 1994)。因此，Brousseau 

(1986；引自Simon, 1994)的情境教學(situation-a-didactique)主張，在特定問題脈絡中發展

出來的數學一定要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de)和去個人化(depersonalized)；而且，教師要

提出沒有脈絡的數學想法並將它嵌入讓學生探究數學的脈絡中，讓學生探索、產生假設

和驗證假設；當學生涉入於所學可被應用的脈絡中，那他們的學習就會擴展並再次在此

脈絡中學習，而產生了學習的循環，即探索、概念確認、應用，之後又會引起新的探索

(Karplus, Lawson, Wollman, Apple, Bernoff, Howe, Rusch & Sullivan, 1997)。 

 

Simon (1994)認為，教師學習數學教學與學生學習數學的歷程是可以相互平行類推

的，他利用社會建構主義和法國的教學理論(didactical theory)提出了數學教師學習教學

的六個循環。教師本身學習數學的經驗即為第一個循環(cycle one)，利用學生的學習循

環(探索、概念確認、應用等步驟)來發展理解數學的本質(cycle two)與數學學習的本質

(cycle three)。這三個循環為一個遞迴模式，循環一是循環二和三的探索階段，而循環二、

三是循環一的應用階段，依此類推。從前面三個循環又可發展出學習循環四(cycle four)，

即教師理解學生在特定數學脈絡和不同認知層級的學習。前四個循環可發展出學習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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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cycle five)，即計畫數學的教學，若將前五個循環連結後，則整式進入教學現場確認

教學概念((cycle six)。這六個循環中，每個循環皆為後一個循環的探索階段，而後面的

循環亦為前面循環的概念確認和應用階段；此外，每個循環在發展的過程中常會回溯到

前面的循環中，例如，數學本質的知識(循環二)和數學學習的知識(循環三)會被應用在

數學內容的學習(循環一)上，這就是循環回溯(cycle back)。教師利用循環回溯的方式，

對數學和教學重新探索、確認和應用，可以發展出更合適的教學。 

 

從此架構中可知，一位數學教師的學習比一位學生的學習更多樣且複雜，因此，從

數學學習者轉移到數學教學者是需要相當多的準備，包含教師的數學學習經驗、數學的

哲學觀、對學習數學的理解和教學的理念等，這些皆是環環相扣、相互作用的。因此，

學生教師在學習成為一位數學教師的過程中，也可以此種模式做為學習教學的基礎，回

顧過去的學習經驗和深究數學的本質，並將之轉化成對學生學習數學的理解和教學的概

念，之後擬定教學活動、察覺自己的教學實施中學生的學習情形以及找出最能幫助學生

學習的教學方式，並以此模式不斷地改進教學以促進個人的專業發展。在本研究中，個

人也會注意學生教師學習數學的經驗、關於數學和教學的想法、如何安排教學的活動及

這些循環彼此之間的作用與影響，並藉此結構了解和分析學生教師教學的認知與情意交

會作用之歷程。 

 

（二） Tzur的四焦點模式（A Four-Foci Model） 

 

藉由對行動反思而成長的想法，Tzur (2001)綜合了Dewey (1993)、Piaget (1970)和

Schön (1983)三人的觀點，認為與人互動時，去反思自己和他人的行為是概念發展的心

智根源，因此，無論是學習數學、教學或培育等概念皆能藉由與人互動中的反思，去分

析和調整，以便將想法概念化和形式化。他依此提出數學師資培育者成長的四焦點模

式，將專業展分成四層次，分別對應學生、教師、師資培育者和師資培育者的指導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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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角色。最內層是學習數學，學生學習數學的解題、推論與溝通，以及結合數學和非數

學的經驗；第二層是學習教數學，教師需了解認識數學有何意義、如何認識數學及如何

認識教學；第三層是學習教老師，師資培育者必需知道教數學的意義、知道怎麼教數學

及如何促進他人數學教學的學習；最外層是學習輔導師資培育者，師資培育者的指導者

要能理解培育數學教師的意義、如何培育數學教師及如何促進培育數學教師的學習。在

這四個層次中均以反思為本質，若反思的過程引起較低層次內的實務概念重組，使得所

形成的行為和思考方式提昇，那麼就可以向外躍昇到較高的層次，使身份發生轉移，而

外層仍同時兼具內層的角色。例如，第二層學習教數學的教師身份，同時兼具最內層學

習數學的學生身份，並從數學學習和教學實務的互動與反思之中，更深層地思考數學與

教學的概念，而使專業得以成長。 

 

這種階段式的成長過程，其本質重新組織和反思以先前實作中所用的概念而成長，

並且因此對學習的本質有了新的理解。因此，以一名學生數學教師而言，其專業發展的

焦點在於學習數學和學習教數學，然而，他們學習數學的焦點與學生學習數學的焦點不

盡相同。學生教師在學習數學的過程要能從中理解學生對數學的認知和想法，並且，在

學習教數學和教學的活動過程中，藉由身為學習者的教學反省來重新學習數學，以促進

學生對數學的學習和增進自己的教學功力。在本研究中，個人也利用這個理論架構觀察

師資培育者的培育活動對學生教師的影響，以及理解學生教師在培育課程中如何省思和

調整教學認知與情意面向構念的發展。 

 

（三） Zaslavsky等人的三層次模式（The Three-Layers Model） 

 

Zaslavsky, Chapman & Leikin (2003)共同提出了一個關於數學教師專業展的架構，作

者融合了多位學者(例如Dewey和Lermen)的主張，認為反思實務(reflective practice)提供

教師如何在教室行動和如何持續學習關於教與學、關於身為教師及學生身為學習者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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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因此，若教師對行動反思(reflection on-action)或在行動中反思(reflection in-action)他

的教學活動和經驗將有助於提昇其思考，教師的專業知識便能在實務社群(communities 

of practice)中得以發展。因此，他們認為當代數學教師專業發展計畫中最重要的就是反

思(reflection)，且專業知識是經由個人在環境中的經驗和與他人的互動而建立的，所以，

整個架構以反思實務做為主要構念。此外，Cooney (1994)提出數學教師應具備數學功力

和教學功力的概念，Jaworski (2001)將之加上了培育功力，指的是師資培育者在教師的

學習過程中，促進教師解決數學和教學相關問題之能力，而這三功力有一定的層序，反

應了各層次所需的知識。Steinbring (1998)指出，教師能經由觀察學生做數學和對學生的

學習反思而建構出對教學的理解，再調整出更適合學生學習的教學環境，因此，他強調

教師透過自己課堂教學而學習的模式。Zaslavsky et al.綜合以上學者的觀點建構出這個教

師專業發展的三層次模式，此模式對應數學教育中的四種角色，亦即學生(Ss)、數學教

師(MTs)、數學師資培育者(MTEs)和數學師資培育者的培育者(MTEEs)。藉由MTs與Ss、

MTEs與MTs以及MTEEs與MTEs在實務社群中的互動與反思，來改變MTs、MTEs和MTEs

的教學。 

 

師資培育者在輔導教師的過程中，可利用此架構依教師的學習狀況調整課堂實務，

讓教師在學習教學的時亦能由與學生的互動中認同學生的身份，從學生的觀點來待數

學，重新學習與反思學校的數學，使教學能與學習緊密結合，同時提升教師的數學與教

學功力。在本研究中的學生教師為類似MTs的角色，在師資培育課程中與TE和同儕構成

的實務社群中進行互動，並藉由觀摩資深數學教師的教學錄影帶、同儕的模擬教學及自

己模擬教學時與台下學生互動進行實務的反思，將教學實務轉化成數學概念，以調整教

學方式和改善教學技巧，使教學專業得以發展。 

 

（四） 反思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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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個專業發展的理論架構皆是以反思理論作為基礎，使教師在反思之中得以改

進實務的缺失，以成功地發展專業素養，Calderhead & Gates (1993)認為反思能使教師分

析、討論、評鑑和改變其實務，並將價值隱藏在教室實務中與道德和倫理議題相關，使

教師為專業發展和專業自主負責而能發展教學實務的個人理論。因此，反思在教師的專

業成長過程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 

 

Mewborn (1999)認為反思在本質上與記憶和理論性的說明是不同的，反思的成份中

含有對物事思考的問題本質。Dewey (1933)認為人在思考的同時也會改進思考，於是，

他提出反省式的思考(reflective thinking)，即個人主動且連續地對一些理念或推測的知識

小心考慮，能支持它並得到進一步的結果。他將反思分為確定問題、依方法和工具分析

和將結果一般化三個步驟。若將反省式的思考運用在教學上，可以認清教學上的問題

(Grimmett, 1988；引自Mewborn, 1999)，因此，教師若能藉反思教學中的各種問題，才

會進一步地分析教學狀況、設法解決問題，然後充實自己的專業內涵。Schön (1983)提

出了在行動中反思和對行動反思，並且，強調由行動中反思得到的結果必須再一次地反

思，並產生有用的描述，而後續結果的反思又對之前的描述賦予某些意義，這是一種遞

迴且持續的歷程。 

 

對於學生教師而言，更需要以反思做為其專業發展的催化劑。Jaworski & Gellert 

(2003)認為，新手教師所需的教育理論基礎包括數學教學的概念與知識、教師的教育目

標和教師的社會意義，其中，教師的教育目標包含了職前訓練、反思實務和學校發展。

Cooney & Wiegel (2003)則提出，職前數學教師應將數學視為一個多元的物件、了解與反

思學校數學和將經驗數學視為一種過程。學生教師在培育課程中正開始學習數學教學，

由學習數學的身份轉變為學習教學的教師身份，由於他們尚未進入真正的教學現場，只

能在虛擬的情境中想像教學活動的進行，但是，Schön和Lerman的反思實務似乎能解釋

新手教師如何自主地在教室中行動、發展專業過程和學習學與教的方式(陳英娥和林福

來，2004)。陳松靖(2002)認為，由於學生教師沒有實作的經驗，培育課程的重點不能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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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反思，還應透過師資培育者的引導，學習如何反思。 

 

上述三個教師專業發展的理論架構雖然是以在職教師為闡述對象，然而，學生藉解

決數學問題來學習數學，學生教師則是藉解決教學問題來學習教學，這兩種行為同樣需

要以反思為基礎。因此，學生教師的模擬教學情境雖然與真實的教室情境不盡相同，但

是，若能藉由反思自己的模擬教學實務來銜接其中的落差，那麼，教師專業發展的理論

架構亦能以反思理論為基礎來描述學生教師的專業發展。 

 

第二節 專業發展的認知面向 

 

認知心理學的基本假設中，知識是有組織地儲存在人類的心智結構裡。因此，個體

的知識結構與心智表徵在個體理解、思考及行動中扮演一個中心的角色(Putnam, Lamper 

& Peterson, 1990； Shuell, 1986；引自Brown & Borko, 1992)。知識包含不同的知曉

(knowing)方式，這此方式對教師很重要，對成功的實務也很必要 (Gudmundsdöttir, 

1990)。知識影響思考，而思考影響行動。毫無疑問的，教師所知道的會影響教師在教

室的做與學生的學(Fennema & Franke, 1992)。然而，什麼才是關鍵的知識？教師知識應

該是一個巨大、整合的功能系統，由許多部分組成且各部分是難以獨立的，教學計劃和

教學實務常受教師認知的影響和限制，一個教師對所教的主要學科內容和教學手法若能

清楚地理解和運用，必能將之使用在教學實務之中，傳達給學生清楚而正確的數學概

念；反之，若教師對所教的數學概念不正確或無法適當地使用教學技巧，便不能清楚地

表達所教的數學內容，甚至會傳達錯誤的數學概念(Cooney, 1994)。因此，教師專業化指

的不只是教師應具備充足的學科知識，應該還包括用於數學的關知識。Cooney (1994)

指出數學師資培育課程中要關心數學知識、評量知識、教學知識、不同脈絡下的學生知

識、對數學和數學學習傾向的理解以及發展自身教學的傾向。Shulman (1987)將教學應

具備的知識分成學科內容、一般教學、課程、PCK、其它內容、學習者以及教育脈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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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知識。Bromme (1994；引自Cooney & Wiegel, 2003)則主張教師應具備以下五種知識：

學校數學知識、學校數學哲學知識、教學知識、單元教學知識以及不同學科整合的知識。 

 

綜合以上學者的主張，個人將以數學知識和數學教學知識為主題探討數學教師專業

發展的認知面向。 

 

一、 數學知識 

 

學科內容知識指的是有關教師了解學科中之事實與原理，以及判斷學科中核心與週

邊概念的知識(Shulman, 1986)，由於本節討論的是數學教師的學科內容知識，因此，以

數學知識(Mathematical Knowledge，簡稱MK)稱之。身為數學教師，所需具備的知識必

定有數學知識，數學知識包含了所教相關單元的概念、步驟與解題過程；它也包含了步

驟背後的概念、概念間的相互關係以及這些概念與步驟如何在不同的解題形式中被使用

(Fennema & Franke, 1992)。Schwab (1978；引自Shulman, 1986)將學科內容的結構分為實

質結構知識(substantive structure)和章法結構知識(syntactic structure)，前者指在數學學科

內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將基本的概念和原理與事實結合的知識；後者為數學學科中對於

真偽、有效和無效結果的確認方式，例如對一個現象有不同說法時，能利用數學推理及

性質來判斷說法的真偽。 

 

研究顯示，教師的數學知識會影響其教學和學生的數學理解，若教師對數學概念的

性質與結構有比較清楚的理解、了解概念間的關係和結構、清楚學生的錯誤題型，才能

有結構、有條理地讓學生體會數學知識，進而理解、分析數學概念。以本研究的一名個

案小伶為例，她對於無窮概念的描述是「那是一種感覺，就是你看不到、碰不到，可是

你感覺得到的一個東西(B2,訪談三,940105)。」她表示將以這樣的說法向學生解釋什麼

是無窮，也設想以汽球做為比喻來讓學生體會無窮：「就像一顆氣球剛開始在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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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你放開，愈飄愈遠、愈飄愈遠，飄遠到你看不到，可是你還知道它在，可是它跟你

的距離愈來愈遠、愈來愈遠，可以到非常遠，就是你看不到、碰不到，可是你知道它跟

你的距離非常、分常遠，它還可以更遠，可是就是非常遠(B2,訪談三,940105)。」可見

老師的數學概念的確會影響課堂的教學實務。因此，一名數學教師若對數學概念有更深

刻的了解，才能讓學生從更佳的觀點來了解數學知識。然而，許多教師由於數學知識不

夠充足(ibid, p.149-150)，使得他們的課堂教學無法完全發揮。Brown & Borko (1992)認為

學生教師的數學知識若不足，會導致缺乏教學的信心。當教師對他所要教的數學了解錯

誤或不足時，他很難察覺或指出學生在學習數學的過程中所犯的錯誤，使學生因某個觀

念的不足而在解題時遇到阻礙、無法學好數學，此時，教師很有可能將學生的學習成效

歸因於自己教學能力不好而失去教學的自信，因此，教師必須設法提昇自己的數學素養。 

 

Cooney & Wiegel (2003)指出，職前教師的數學背景不足以執行改革基礎或過程導向

的教學，教師必需更深入地理解學校數學，而師資培育者則應提供他們了解與反思學校

數學的機會。大學的課程通常都是研究較高深的數學，而沒有教導教師所要教的國、高

中數學概念，教師們的數學經驗往往來自過去學生時代學習數學的經驗，依據他們的老

師教導數學的方法和對數學的態度或是自己學習數學的態度和方法，進而轉化為自身對

數學的信念和教學的方法(Cooney & Wiegel, 2003)。然而，以過去學生時代對數學概念

粗淺的想法來看待所要教的學校數學是不夠的，對學校數學的了解並不是去研究更高深

的數學，教師必需「重新思考什麼是數學」和「重新研讀學校數學」。 

 

Ma (1999)描述她所謂「對基礎數學的深度理解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fundamental mathematics)」，就是，教師的數學知識必需具備深度(depth)、廣度(breadth)

與完全性(thoroughness)。深度是指能將學習的數學概念連結到強而有力的其他概念，廣

度則是連結到相似的概念，然後，將過去學習的概念與現在學習的新概念編織成為一個

整體，使知識更為完全，如此才能在概念的多重表徵方法中保持一定的彈性和調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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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數學教學知識 

 

個人指稱的數學教學知識即所謂的學科教學內容知識(PCK)。教學知識就像學科知

識一樣，是教師進行優質教學所需專業知識的一個重要組成成份(范良火，2003)。教學

內容知識包括：教學內容和教學 (Grossman, 1989, Gudmundsdöttir, 1988；引自

Gudmundsdöttir, 1990)，它必需考慮到學生、教室和課程，也包含了教學程序的知識，

像是制訂計劃的有效策略、教室常規、行為管理技術、教室組織程序與動機技術等

(Fennema & Franke, 1992)。陳松靖(2002)認為，教學概念是數學教師將其本身數學知識

的構念，運用各種教學方法落實於教學活動之中。Shulman (1987)描述PCK是學科內容

和教學的混合知識，是教師認知的獨特領域，為教師專業理解的特別形式。總而言之，

數學知識與教學知識間交會作用的PCK將幫助我們進一步瞭解數學教學所需要的知

識，也能幫助我們描繪教師知識的發展。 

 

教師必需將所教的數學解構，理解數學概念中特別的主題、問題是如何組織、呈現

和運用，然後，將這些想法以最有效的方法呈現，依學習者的年齡、背景調整主題的難

易度，所以，Ball & Bass (2000)認為PCK是一種數學與學習者、學習與教學的知識捆綁

在一起的特別形式之知識。Herron (1971；引自Gudmundsdöttir, 1990)指出，學科內的專

門化發生於學科的不同取向，當老師重新建構他們的內容知識來創造教學內容知識時，

學科相關的取向是重要的(Gudmundsdöttir, 1990)。數學這門學科有自己不同於其它學科

的特質，所以，數學的教學模式也有不同於其它學科的教學之處，教師需研究利用哪些

教學技巧才能展現出好的數學教學。因此，PCK亦是一種教學的策略，教師考量教學環

境、學生學習狀況和班級氣氛等情形，運用其獨特的教學理解來規畫教學活動的進行，

有效地呈現主題中所涵蓋的概念，例如以類比、說明、比喻、解釋和示範等方式展現數

學概念。而不同教師的不同PCK的功力對同一數學單元的教學也可能會呈現不同的風

貌，並展現獨有的教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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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lman (1986)曾經提出，貯存在教師的教學知識形式有命題知識(proposition 

knowledge)、事例知識(case knowledge)與策略知識(strategic knowledge)。命題知識是一

種精簡的知識貯存方式，將情境中的複雜性保留及簡化；它可分為原則(principle)、格言

(maxim)和規範(norm)三種形式，分別反應出經驗或哲學的探索、實務經驗、道德或倫理

的推理。事例知識非指一個事件而是將理論性的知識用具有豐富內涵的事例說服別人，

例如，數學教師將數學概念隱涵在範例、實例和比喻中，並藉此過程將概念活化。當教

師面對課程、實際或道德的情境或問題時，會以策略知識來解決問題，策略知識是一種

獲知或判斷的過程，教師將課堂中所要教的數學概念和欲使用的事例進行分析、比較與

對照，回憶過去在實務中實施的成效，經由思索、選擇、判斷後，而獲得某種教學活動

的策略。 

 

在學習數學知識的過程中，我們經常會將所學的知識架構在理解後壓縮成精鍊的形

式，然而，這種精鍊壓縮的形式會使教師在教學時以較成熟的想法來看待數學知識，無

法看清學生第一次接觸此概念時是如何思考的。Ball & Bass (2000)認為，教師必需能對

特定的脈絡重新組織他們的所知，所以，他們需要將自己的數學知識解構成較不精練和

非最終的形式，才能夠看清數學概念基本的組成元素，此動作稱為解壓縮

(decompression)。為了確定教師分派的工作或例題能讓學生有學習的機會，教師必需考

量學生練習和參與的各種可能軌跡，將數學任務重組(decompose)，例如準備好傾聽學生

的想法、假設學生概念最原始的狀態和方向，才能了解學生剛學習時的不成熟想法及困

難點，以學生能理解的說法進行教學，適時幫助他們解決問題。教師尚需有能力去開啟

(unpack)學生對數學知識高度壓縮的理解，才能從學生的觀點看待數學知識、理解學生

表面的錯誤或賞識學生不按常理的表達(Ball & Bass, 2000)。 

 

上述這些均為教師所應具備的PCK內涵，數學教師不只要教學生數學知識，還要知

道如何將複雜的數學知識轉化成學生能理解的形式，使學生起消化吸收並創造數學的內

容。一個對數學知識有著透徹理解的教師，不見得能把自己所理解的東西清楚地表達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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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人理解，教師若具有強而有力(powerful)的PCK，便能將一個數學概念包裝與簡化而

使學生覺得有趣、易學；若教師的PCK不夠充足，也會因此而限制了教學的成效。因此，

教師的教學與教師的PCK和MK相關，教師的個人教學價值也建立於此。 

 

教學是思考的實務，它整合了推理、思考與行動(Lampert, 1998；引自Ball & Bass, 

2000)。學生數學教師雖無真正的教學實務經驗，然而在學習如何教學之時，亦是由其

MK與PCK共同交織出心中預想的教學藍圖。因此，個人將依上述理論，由學生教師的

這兩個知識面向，來探討其專業發展的認知面。從學生教師對數學概念的性質、結構是

否完全了解，以及對概念間的相互關係和連結是否清楚，來釐清其MK；並藉由教案的

設計、活動的安排、模擬教學的進行，觀察學生教師如何解構和呈現其數學知識，以描

述他們的PCK，進而掌握他們教學認知的發展及轉變歷程。 

 

第三節 專業發展的情意面向 

 

在學習的領域中，幾乎所有的認知活動都含有情感的部分，當學生解題超過一段時

間之後，情緒的反應會變得非常強烈，尤其是比較有經驗的問題解決者(Mcleod, 1988)。

學習者在學習知識之時，必會對所學產生某種情感、態度、動機、對事物接受或拒絕的

程度、價值、理想以及偏好，因此，當學生在學習受到阻礙時常會產生挫折、甚至恐慌

的負面感受，若順利解決問題時，通常會表達「A-ha!」 等滿足、甚至喜悅的感受(Mcleod, 

1988)。同樣的，教師在學習數學或教學時，也會因對數學的觀感或教室中的的學習氣

氛，有接受、反應、欣賞、評價和運用等正面或負面的感受，而這些情緒正是執行問題

解決的重要因素(Mason, Burton & Stacey, 1982；引自Mcleod, 1988)。Mcleod (1992)因而

以「情意(affect)」一詞來代表關於數學方面的所有感受。毫無疑問的，情意也會影響教

師的發展和左右教師的教學考量，因此，教學思考的情意面向也應該是教師專業發展和

瞭解教師教學時不可或缺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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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in (2002, p.61)將情意的表現區分為：情緒(emotioms)，即人心中的感覺，經常

由於所在的脈絡背景而快速且強烈地改變；態度(attitudes)，它是比較溫和與穩定傾向的

感覺，意味著情意和認知的一種平衡；信念(beliefs)，為持有者認同某種事實、效用的

內在表現，經常是較穩定、有結構和高度認知成份；以及價值(values)，它屬於個人較為

深層持有的偏愛，傾向個人的真理(personal truth)，具高度的結構化情意和認知成份。此

四種構念可以表達情意的不同內涵，情緒是一種立即的感覺，它容易產生也消退地快，

態度和信念則為較穩定、較不易消逝的感覺，而價值卻是要經過長期的磨練才可能被深

深地擁抱而且很難更改。因此，從情感、態度、信念到價值為一個有高低層次的連續體

(continnum)，是一種越來越深層、也越趨穩定的感受，對教師行為的影響也越大。Mcleod 

(1988, 1992)指出情緒是較發自內心深處的一種情意，所以它是一種不加深思的強烈回

應，非依知識判斷的行為；而價值通常是人們根據自己認知判斷後的行為表現，是人們

心中思維與行動的準則，因此，從情緒、態度、信念到價值中所包含的認知成分也越來

越重。  

 

情緒、態度、信念和價值各自代表著情意不同程度的感受，因此，個人將以這四種

內涵來探討數學教師專業發展的情意面向。 

 

一、 情緒 

 

根據張氏心理學辭典(張春興，1989)的定義，情緒是受到某種刺激所產生的身心激

動狀態，此狀態包含複雜的情感性反應。Skemp (1987；許國輝譯，1995)認為情緒是人

類經驗中一個重要的因素，人對於對客觀世界的認知評價會產生某些感受，而情緒是這

些感受的外部表現，包括愉快(pleasure)、不悅(unpleasure)、恐懼(fear)和放鬆(relif)，它

是一種複雜的心理歷程。在學習的過程中，理解帶來愉悅、不懂帶來挫折，因此，情緒

有些是正面且有助於學習的，有些是負面又不利於學習的，與能力相關的情緒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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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dence)、挫折(frustration)、安全(security)與焦慮(anxiety) (Skemp, 1987)。 

 

Skemp (1987)表示，在人們已知且能力建立的區域內會帶來自信與安全感，而在未

知和未建立本身能力的區域中會感到焦慮和挫折，人們會本能的離開這這個未知區域。

這兩者之間沒有明顯的界線，其間夾者一個朦朧的邊緣地帶(frontier zone)，當學習者在

此區域中會表現得有能力但不熟練，同時夾雜著正面與負面的情緒，有可能努力學習而

將邊緣地帶轉變成已知區域(established domain)，進而擴大自己的能力範圍至未知區域

(outside domain)；也有可能中斷學習而退回已知區域中以求安全。學生在學習數學時，

有很多時期是處於邊緣地帶，尤其是新學習一個數學概念時，會對建立了新的能力而感

到自信、喜悅，也會因不熟練或者尚未通徹瞭解而感到焦慮、挫折，他有可能積極地將

問題解決而擴大已知區域的範圍，也可能放棄學習以求退回安全區域中。在這種正、負

面情緒交錯的關鍵時刻，教師若能在教學之中多加入情意學習的目標、關懷學生的學習

感受、給予學生情緒上的支持和鼓勵，以幫助學生產生有利於學習的正面情緒，必能使

更多的學生喜歡數學並積極學習。 

 

學生數學教師在學習數學的教與學時，也同樣的需要正面的情緒來幫助他們開拓專

業知能，師資培育者應尊重學生教師的不同教學理念，並適時地對於他們的表現給予肯

定與讚美，在培育課程的進行當中鼓勵且幫助他們察覺學生情緒對學習的重要性，及如

何在教學中引導學生朝正面情緒發展。學生若能樂於學習數學，並增進學習的成效，這

對教師而言亦是一種教學上的肯定與正面回饋，也能促進教師勇於拓展專業。 

 

二、 態度 

 

態度是較不強烈的情意反應，但相對地較為堅持(Mcleod, 1988)，它包含了適當強

度與合理穩定的正、負面情緒(Mcleod, 1992)，例如對數學的態度可能為喜歡幾何、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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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數很無聊、對數學史感到好奇等。Mcleod (1992)主張數學的態度可以從兩個方向來發

展。第一種可由對數學的一種重覆性情緒反應而自動產生，例如學生在幾何證明的過程

中一直重覆著挫折的情緒，這樣過了一段時間後，這種情緒的強度會減弱而趨於穩定，

當之後他再面對幾何證明時，挫折的情緒反應便會自動地重覆產生，成為他對幾何證明

這門學問的態度，也影響對幾何證明的學習意願。第二種可由第一種基模的轉移而成，

亦即經由已經存在的舊有態度，經變為另一種新的態度，例如學生對幾何證明已有挫折

感，他很可能將同樣的態度用於代數證明。 

 

因此在學生學習數學之時，態度的養成十分重要，無論對任何一個數學單元的態度

都有可能影響他往後學習數學的意願。教師若能在教學的過程中時時注意提昇學生的正

面情緒，以及減少負面情緒發生的頻率，則能使學生的學習態度趨於正向而不再懼怕數

學且能樂於學習。每一位教師對數學和教學也會產生自我的態度，而教師的態度在教學

中很容易傳達給學生，感染教室中的學習氣氛，進而影響學生對數學和對學習的態度。

一位認為數學的知識是被動接受的教師，可能在教學時只注重以講述式的方式灌輸學生

數學概念，學生在這樣的學習經驗中也容易產生數學的學習是被動的態度；若教師本身

對數學充滿熱愛，學生亦能受到教師的潛移默化，感受愉悅的學習氣氛，形成正向的數

學態度。師資培育者需培養學生教師正確的學習和教學態度，並讓他們了解自己的態度

對學生能產生重要的影響，重新思考和反省自己應建立什麼的教學態度及幫助學生培養

什麼樣的數學學習態度。 

 

三、 信念 

 

Aspin (2000)主張，信念是一種想法的主張、陳述或是真實、存在的爭論，而且我

們心理也相信它是真實的。Goldin (2002)視信念為一種經過多重編碼的認知與情意結

構，經常以命題的方式陳述，依據個人的或是共享的價值為基礎，可以創造有指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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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Abelson (1979；引自Thompson, 1992)認為，信念是指相信者對一個觀點的熱情

堅持或是極端地對可能為非的事件之聲明，例如我相信火星上可能發現微生物，它不需

要證據的支持又缺乏知識的系統，只是個人主觀或眾人一致認為其為真實的想法，它通

常被視為一種擁有認知成份的結構，但是，其認知的成份比知曉(knowing)要微弱(Wilsion 

& Cooney, 2002)。每個人心中對某個事物皆有自己的看法，也對這樣的看法有著某種程

度的相信，個人的相信程度不一定相同，就像宗教一樣，信者恆信，不必與取得他人的

同意，有人終身追隨宗教信條，有人則抱著懷疑的態度，這樣的相信可以與絕對的知識

無關，也沒有絕對的對錯，相信的想法是由感覺、經驗的記憶和假設而來。Thompson 

(1992)認為信念有以下兩個特徵：信念是所持有的不同程度之信仰；信念無需在雙方同

意下成立，然而，信念卻在人們的行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影響著人們的決策。 

 

Green (1971)從信念和其他信念間的關係，將信念系統分為主要的(primary)和衍生的

(derivative)、中心的(central)和邊緣的(peripheral)以及信念叢(clusters of belief)三個維度

(dimensions)。主要與衍生是一種擬邏輯結構(quasi-logical structure)的關係，每一個信念

皆以因果方式與其他信念相關，在一個主要的信念之後產生一些子信念而形成樹狀圖，

例如一個老師相信清楚呈現數學給學生是重要的，那他的主要信念是清楚呈現數學知

識，為了達成這個目標，他必需徹底地準備課程、快速回答學生的問題。中心和邊緣則

與心理邏輯的強度(psychological strength)有關，中心的信念最強烈、邊緣信念則易受影

響而改變。邏輯與心理為一種正交(orthogonal)關係，有的信念是主要且為中心的，但有

些則為衍生但中心的，例如快速地回答學生的問題是衍生信念，但是為了權威而成為比

較中心的重要信念。信念是以叢聚持有，某些類似的信念群聚、有的信念會與其它信念

獨立叢聚為信念叢，如此可防止信念彼此之間的影響、干擾或對抗，而使矛盾的信念群

共存。一個人可能有不同的信念叢而它們之間卻是相互矛盾的，所以，教師對數學與教

學持有的信念可能也是這種狀態，有的易受影響而改變、有的則是不輕易改變，而這些

信念會明顯或不明顯地影響教師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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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不只是口頭的宣告，而是行動的意向(Wilsion & Cooney, 2002)。「什麼是數學」

的概念影響「數學如何呈現」的概念，呈現數學的方法是「相信什麼是數學中最重要的」

的一個指標(Hersh, 1986)。教師相信數學是什麼的想法會影響他認為教學應該如何地呈

現數學內容，例如一個教師相信數學是絕對的，那麼他的教學也會傳達給學生必追求單

一正確的答案；如果是一個視數學為多元物件的教師，那他便會鼓勵學生找尋問題的各

種可能解答(Wilson & Cooney, 2002)。在教導學生數學概念的過程中，教師的信念會間

接或直接地改變學生對數學的態度。在教學的脈絡背景下，信念反映出教師的期待和他

們珍視什麼，它們形成教師意圖、察覺、解釋教室情境和教師行為的基石(Chapman, 

2002)。由於，信念與行為的明顯關係，教師的信念對於其行為是否改變、何時改變與

如何發生改變扮演重要角色(ibid, p.178)。一個人的信念強烈地影響他的行為的觀點，這

暗示著改變信念和改變教學之間某些可能的關係(Ernest, 1989；Fishbein & Ajzen, 1975；

Rokeach, 1986；引自Chapman, 2002)。 

 

學生教師受過去學習數學的經驗以及學校數學教師的影響，對數學也會產生某種信

念，這個信念影響著他們的數學學習，也會是進行教學一項關鍵性的考量。若能清楚學

生教師的數學信念與教學信念，檢視他們宣稱的信念與實際教學實務間的關係，便能幫

助握掌學生教師在教學考量時，選擇、放棄某種教學策略或珍視、察覺某種價值的心路

歷程。 

 

四、 價值 

 

價值是人類最強烈的刺激之一，它驅使我們去定義我們的生活目的，去感覺對錯、

有罪無罪，去判斷他人的對錯(Godin, 2002)。Halstead (1996)認為價值是某些原則、根深

蒂固的確信、想法、生活的行為、決定計畫等，它涉及決策或評估的準則，與個人整體

和個人身份有密切的關聯。因此，價值是比信念還更深層的情感，價值系統常影響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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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信念部分的基礎(Godin, 2002)，它是教師由自身的經驗印證自己的信念後所得到更

強烈的個人觀點和熱情。這種有關於教學的熱情可以視為「教師的聲音(the teacher’s 

voice)」，而這個聲音通常不明顯或主觀地引導教師的實務發展(McDonald, 1988；引自

Gudmundsdöttir, 1990)。 

 

價值雖建立在文化上，但它與想法、意識型態不同，因為價值總是隱含著選擇。Raths, 

Harmin & Simon(1987；引自Bishop et al., 2003)認為價值是一個人其信念、態度、情緒等

願意公開的事，經過周密思考、自多種項目中之選擇，並重複行動。價值是個人主觀且

依據己有的知識作出的判斷，例如數學教學是為了開展學生的知識、數學教學是要讓學

生歡喜學習數學和數學教學是要增進學生的說理能力，皆為教師教學信念的陳述。若教

師從本身的學習經驗和教學務經驗的印證中，發現數學教學是為了開展學生的知識是非

常重要的一件事，並在教學中多次表現出這個意圖和行為，則「開展學生的知識」即為

此教師所珍視的價值。因為，教學牽涉評價、判斷和選擇等所有價值中的重要性質，所

以，教學的行動充滿價值(Gudmundsdöttir, 1990)。每位教師因所珍視和欣賞的價值內涵

的不同，在教學情境中分析、選擇和認同的方法也不同，因而會呈現反映個人獨有風格

的課堂教學實務。 

 

Bishop et al. (2003)表示價值為個人對一句話的信奉和行動，從想法和數學實務關心

這句話的重要性和價值。教師心中可以同時擁有多種教學價值，然而這些價值之間亦有

優先順序，使得在教學中扮演輕重不同的角色，當教師在作出教學決策的同時，實際的

問題是如何決定教學的優先順序，此時的價值系統應是相當關鍵的因素(Bishop et al., 

2003)。教師在考量教學設計時，每個活動的進行、教材的安排都是經由深思熟慮、反

覆思量，而衡量的依據除了心中的價值之外，藉由知識的施展與教學的試驗後，視其成

效調整價值的順序，再重覆試驗，這是一個動態的循環，因此，價值系統是動態且含有

認知成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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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keach (1980)提出，教師的教學方式會影響學生對於該科目的價值，Fraenkel (1977)

也曾提到，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經常是在有意、無意之間傳達了某些價值而對學生的學習

造成影響。教師在數學課程中所選擇的主題、活動及教學方式，會在教學中隱涵地或明

顯地傳達其價值，雖然，教師與學生彼此具有各自的價值，但是由於教室中師生之間有

著權力不平衡的現實，學生有可能接受老師所傳達的價值成為自己的一部份(陳育琳，

1999)。因此，教師必需謹慎選擇自己的數學和教學價值，同時反思此價值對教學實務

及學生學習所產生的影響。 

 

綜合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情緒、態度、信念和價值在情意系統中扮演著影響教

師教與學的重要角色，因此，從這四個維度來檢驗學生教師的教學實務表現，可以更深

層地了解他們專業發展情意面的內涵。此外，情緒、態度、信念和價值中皆含有認知的

成份，影響著情意的表現，而教師的情意應該也同樣地影響其認知過程，也就是說認知

與情意應該是教師概念的一體兩面。因此，個人將在下節中探討教師教學認知和情意面

之間的互動關係。 

 

第四節 專業發展的認知與情意面互動 

 

Shulman (1987)認為教學的表現有教學內容的知識和教師持有、表達的信念與價值

二種，可以分別對應到教師的認知面向和情意面向。而且，從上兩節的探討中，我們可

以大致肯定教學的認知和情意面都會對教師的專業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若想深入了解

一名教師的教學，可分別由這兩個面向來探討。在數學教育的相關研究中，關於教師認

知面的研究非常多，而情意面向的信念與價值也備受重視，但是，這些研究幾乎都是各

自從認知與情意面來研究教師的教學，郤很少同時探討教師教學的這兩個面向，也缺乏

一個整合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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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教學不能缺乏知識的結構，而這樣的結構又與價值捆綁在一起

(Gudmundsdöttir, 1990)，若只從其中一個面向來研究教師的教學，似乎會有某些現象無

法解釋的迷思。Brown, Cooney & Jones (1990)曾指出過去研究中常產生的部分迷思是由

於知識和態度是被分開來研究，因此，對於小學教師教學的研究應考慮他們如何建構數

學知識以及從知識的結構中產生什麼樣的態度。Gudmundsdöttir (1990)也發現，價值的

教育研究中經常被大部分教育研究者忽略的一塊重要區域是教師所教學科的概念。在教

學時，我們希望學生的感情能與知識相互協調、一致，如此才能積極、有效地學習；同

樣地，教師對數學的感情與知識也在每次的教學決策時尋求協調與一致。因此，「教師

的價值是如何與教學內容知識相結合而進行教學」應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Gudmundsdöttir, 1990)。Kulm (1980；引自Brown, Cooney & Jones, 1990)也認為，職前小

學教師的態度研究中應包含教師的態度和數學能力以及學生的態度，Gomez-chacon 

(2000)也由對一群有學習困難學童的研究中，提出一個認知與情意交互作用的模式。所

以，教師認知面和情意面之間的交會應該是一個值得深入去研究的方向。 

 

一、 智力與道德 

 

認知與情意面之間的關係在很早之前已有學者在討論，在蘇格拉底和孔子的教學

中，智力和道德是密切相關的，因此，他們擔心知識的獲得與知識對人的影響是被分離

的。道德包含自我控制、同情、寬大等等情意因素，智力包含理論的觀點等認知因素

(Hansen, 2001)。Ball & Wilson (1996；引自Cooney, 2001)認為教學中智力和道德是不可

分的，由於潛在的抽象性和確定性，數學被認為與道德無關，但是，如果我們省思「知

道的意義是什麼？」這個問題時，那麼，對於這個問題的教學就會有所不同，而會包括

道德上的活動。例如，一名教師在教和學數學上是以結果為導向的，常造成學生學習數

學也是以結果為導向，若教師發現了學生產生這樣的學習導向，那麼，教師面臨的道德

決擇就是能不能承認和改變這樣情況？Dewey認為，智力的成長就是心靈品質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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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質上也是道德品質的成長(Hansen, 2001)。教師在進行教學時，會依自己的價值選擇

所教的內容形式和教學手法，也會無意或有意地影響學生對數學和數學學習本質的看

法，因此，教師必需知道如何使學生在作決定和學習時，運用質疑、判斷、選擇和理解

的道德觀點(Oser, 1944；引自Hansen, 2001)，但是，教師也可以選擇讓學生知道或不引

導學生去思考這種道德觀點。這樣的教學思考就是屬於教師的價值取捨，也反映出教師

教學的情意面向，也可以說，教師的認知和情意是會相互影響的。 

 

二、 知識與信念 

 

 

 

 
 
 
 
 
 
 
 
 
 

圖2-4-1 教師知識：在脈絡中發展 

 

Fennema & Franke (1992)認為必需從教師的數學知識、教學知識、學生知識和教師

的信念來瞭解數學教師的教室行為和學生的學習，而且，教師的知識結構不應是相互獨

立的，我們必需更瞭解教師知識成份的定義、參數(parameters)和相互關係。Fennema & 

Franke (1992, p. 162)以一個教師知識的研究模式來檢視和討論教師的知識(參見圖

2-4-1)，這個模式是發生在教室的脈絡中，包含了教師的數學知識、教學知識、學生知

識和教師的信念，其顯示出教師知識的交互作用和互動的本質。圖2-4-1中的三角形為特

數學

知識 

教學

知識 
特別的脈

絡知識 

對學習者數學

認知的知識 

信念 



第二章  文獻探討 

 30

定脈絡的知識，即在脈絡中的教師知識和教師信念，而此脈絡是定義知識成份和信念開

始作用的結構。在這個脈絡中，教師的數學知識與教學知識和學生的認知交互作用，並

且，結合信念而產生一種獨特的知識來驅動教室的教學行為。因此，未來的教師需要瞭

知識與信念之間的動態交互作用，以及它們在教學上扮演的角色。 

 

三、 知識與價值 

 

Schwab (1978；引自Gudmundsdöttir, 1990)將概念的整體和研究它們的規則稱為學科

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the disciplines)，它也是裝載價值的知識組織。當學生學習數學時，

也對數學的本質有深刻的理解，這樣的理解是與他對數學的知識相關的。Gomez-chacon 

(2000)發現，若學生對數學知識無法充份地理解，那麼，他對數學的信念將相當侷限，

例如，「數學是一個謎，可以被理解的部分相當少、它折磨你的大腦、數學充滿X與Y和

不可理解的公式以及問題只能有一個解決方法」等。因此無論教師或學生，認知面向的

表現將影響情意維度的發展。當學生對數學充滿這樣的負面感受，便可能因此拒絕數學

的學習或以單一記憶的方式來學習數學，而影響或限制了認知面向的發展，

Gomez-chacon (2000)從各種研究資料中歸納出情意反應對各種認知過程有不同的影

響，其中最容易影響的是：後設認知過程、資料建立的過程、學生的學校成敗感受、學

生信念及成敗歸因，因此，研究與認知相關的主題時，不可以忽略情意維度與認知系統

的交互作用對數學學習產生的影響。 

 

教師對數學和教學的學習也如同學生的學習，同樣受認知與情意的共同影響。

Gudmundsdöttir (1990)主張教師的價值潛藏在他的知識和實務之中，包含學習者的概

念、教學方法、目標和教學內容的呈現。他曾研究一個教中學美國史的教師，這位教師

對歷史的觀點影響了他呈現和敘述史實的方式、教學策略的選擇和作業的指派。研究中

指出，引導實務的價值會將教師印象深刻的課程內容和教學知識凝聚在PCK中展現。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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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門學科都有其不同的取向，例如數學可被視為是靜態的、動態的或工具性的，教師對

數學的信念將使他決定以什麼樣的方式來呈現他的教學。為了達成這些信念，他們會設

法充實MK和PCK、選擇或拒用某些教學方法或安排課程的活動，以符合所持有的價值，

並且將MK和教學價值融入他的PCK中而在教室教學中展現出來。因此，教師會發展他

們教學方法的百寶箱，裡面裝滿他們所相信的關於學生學習的重要的想法

(Gudmundsdöttir, 1990)。 

 

價值是透過人與社會情境交互作用的社會知識 (Myhre, 1982；引自Gudmundsdöttir, 

1990)，因此，知識的學習不能離開價值，而價值則會影響知識的展現。價值會形塑PCK

的發展和對學校數學的解釋，每位學習者對相同的知識在心中皆會發展自己獨特的見解

與觀感。教師對學科的價值導向也將影響他考量教學內容的選擇、教科書的使用、教學

策略和學生教學需求的知覺；而且，教師會將MK和PCK重新組織以符合個人的價值需

求，這樣的重組使教師的課程被特殊化，成為與眾不同且獨一無二的個人課程(personal 

curriculm) (ibid, p.48)。Lampert (1990；引自Hansen, 2001)認為，教數學的方式與學習數

學和在學科本身中知道數學這兩件事是類似的，因此，價值對MK和PCK發展的影響就

如同價值對教學實務的影響一樣重要。 

 

個人擁有的各類知識中必定裝載著價值，這種知識學習和運用時所面臨的價值選擇

是一種十分強烈的情緒反應。當教師忘了許多在大學所學的知識時，他仍然會記得充滿

價值的印象。Gudmundsdöttir (1990)以為，在教師研讀所教給中學生的學科知識時，他

們不只是學習其中的知識，還會獲得價值負載的世界觀，因此，師資培育者需要幫助學

生教師了解價值對PCK發展的影響和價值對教學實務的啟示。 

 

綜合以上，Fennema & Franke (1992)認為教學應考量知識與信念的結合，

Gudmundsdöttir(1990)則覺得教學需注重知識和價值的互動。信念和價值都是屬於教師教

學的情意面，因此，個人將他們的想法結合在一起，認為Fennema & Franke的教師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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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模式圖可以再加入教師的情緖和態度，以情緖、態度、信念和價值等情意因素，來

考慮它們與數學知識、教學知識、學生知識等認知面向之間的交互作用與互動，共同探

討數學教師的教學(參見圖2-4-2)。 

 

 

 

 

 
 
 
 
 
 
 
 
 
 
 
 

 

圖2-4-2 教師的認知與情意面互動 

 

價值似乎對教師重整教學的內容知識而用來創造PCK是有影響的，價值也影響他們

教室中教學策略的選擇和使用(Gudmundsdöttir, 1990)。教師的數學知識會形成他對數學

的情意面向，而情意又可引動進一步探就知識的動機，在不同的階段中認知與情意互相

牽引並交互影響教師的教學，這是一種理性與感性的溝通。所以，教師教學的認知面向

中夾雜著情意因素，其情意面向中也交互著認知成份，教師概念(teacher’s conception)的

這兩個面向應該是一體兩面而無法分離(Thompson, 1992)。因此，討論教師的實務時不

能將知識與情意分開來看。教師對所教的科目保持著興趣與熱情，才能不斷地吸收學科

的新知識，增進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並持續地發展教學專業。而且，若能將情意和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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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與數學教學整合，似能有助於教師的專業成長(張繼元，2005)。因此，個人認為在

教師的認知面和情意面之間可以再加入一個知情互動面，從這三個面向(如圖2-4-3)才能

真實地描述教師的教學。 

 

 

 

 

 
 
 
 
 
 
 

圖2-4-3 教師教學的三個面向 

教師的教學 

認知面 情意面 知情互

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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