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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學生教師學習教數學的歷程是數學教師專業發展的一環，所以我們必須先

瞭解數學教師專業發展的意義、內涵與理論模式。接著，進一步探討數學教師

應具備的知識內涵，並以無限概念為例，說明它的發展史與實徵研究。最後，

綜合相關的文獻，提出本研究的詮釋性架構。 

第一節  數學教師的專業發展 

 

一、專業發展的意義與內涵 

 
所謂的專業(profession)，是指一群人在從事一種需要專門技術之職業；專

業是一種需要特殊智力來培養和完成的職業，其目的在於提供專門性的服務 

(Car-Saunder, 1933；引自何福田和羅瑞玉，1992)。一般人都認同醫師和律師是

一種專業，然而，教師算不算一種專業？有人認為(Nodding, 1992)，教師只是

算半專業(semi-profession)；教師既像牧師一樣，必須和沒有受過專業訓練的教

師競爭，也和看護一樣，職業的核心是對人的關懷(direct caring)，而似乎每個

人都可以做得到。也有人認為，教育已發展成一種專門學問，教師不僅需要經

過嚴格的專業訓練，具備豐富知能與修養，而且還要不斷進修，日新月異，始

能擔負其應有的重責大任(盧增緒，1973)。為了解決這樣的爭議，聯合國教育、

科學和文化組織(UNESCO)曾決議採納「關於教師地位的建議」，強調教師的專

業性質，因為，教師是一種服務公眾型態的職業，而教師又是需要經過長時期

持續努力和研究方能獲得的專門知識與特殊才能，教師需要對學生的教育及其

福祉，產生一種個人的以及團體的責任感，因此認為「教師應被視為專業」(沈

亞梵，1995)。那麼，教師這個職業應該要具備有哪些專業化的指標，才能稱

得上是真正的專業？ 

 
Noddings (1992)指出專業的特徵有：選取與管制、專業知識、利他主義與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10 - 

服務、專業階級制度、教師協會和自主權。一個專業的職業通常會重視人才的

篩選，按照現行的師資培育法(教育部，2005)，準教師必須修畢規定的專門課

程與教育專業課程，在參加半年的實習後，再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才能取得

教師證書，最後，通過教師甄選，才真正成為是一位正式的教師。這樣層層把

關的目的，就是希望提升教師專業的形象。而教師的專業知識隨著師資培育過

程的自然成長，似乎也有助於專業地位的提升(Noddings, 1992)。利他主義與服

務通常被視為在處理學生問題時，理論知識的專業應用(Argyris & Schon, 

1974；引自 Noddings, 1992)，教師除了傳授知識之外，社會大眾也期待教師能

對學生循循善誘，培養其正確的人格及價值觀。無論是正在研擬的教師分級制

度或是已是法定組織的教師會，都與專業的特徵有關，前者預計將教師分成初

階教師、中階教師、高階教師和顧問教師四個等級；後者的其中一個任務就是，

維護教師專業的尊嚴與專業的自主權(教育部，2003)。Noddings 曾將自主權分

成專業、專業社群與個人專業三方面來看，其中個人專業(individual professional)

是指教師能夠掌控與學生、家長的關係，也就是，數學教師的高教學自主可降

低管理者的干涉，使其有更大的空間來選擇與判斷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學生

的診斷與評量以及教室管理。 

 
專業知識是教師專業特徵中的一環，Bromme (1994)認為教師應該具備，

學校數學知識、學校數學的原理、教學知識、特定單元的教學知識以及不同學

科的認知整合知識，而這些知識都是建立在對學校數學的理解上。Tirosh & 

Graeber (2003, p. 664)指出精熟數學教學(proficient teaching of mathematics)的五

大要素：對於教學實務的核心知識有概念性的理解；達成基礎教學程序的流暢

性；形成教學計畫與解題的策略能力；在判斷、解釋與反思教學實務時，做適

當的推理；對於數學、教學、學習和實務的改進，進行有效能的配置。據此，

專業發展的內涵應該聚焦在學生的學習、數學的內涵、教師的實務以及相關的

教育脈絡。饒見維(1996)將教師專業發展內涵區分成，教師通用知能、學科知

能、教育專業和教育專業精神四個領域。他指出，教育工作並非只為了執行確

切的任務，教育工作充滿了不確定性、開展性與創造性，教師經常要自己作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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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與決定，許多判斷和決定是價值觀的選擇問題，而不是是非對錯的問題。也

就是說，當教師考量到學生、課堂與課程的因素來重新組織學科知識時，就會

涉及到個人的價值判斷(Gudmundsdottir, 1990, p. 47)。所以，就如同學生的數學

學習成功不能只是在知識面著手一樣，教師的專業發展內涵也不應只注意知識

與技能層面，教師的態度、信念與價值觀都扮演重要的角色(許秀聰，2005)。 

 
以教師的信念為例，Thompson (1992)指出信念和知識的不同之處在於，信

念可以具有不同程度的信仰，也沒有絕對的對錯；相對而言，知識必須符合真

實而且講求證據，而知識可能曾經被視為信念，長期被持有的信念可能會被接

受成為知識。Green (1971)依據信念與其他信念的關係，將信念系統分成三個

維度：第一維度是信念之間的邏輯關係，分成主要的 (primary)和衍生的

(derivative)信念；第二維度是信念的強弱，分為中心的 (central)和邊緣的

(peripheral)信念；第三維度是將類似的信念群聚為信念叢(clusters of beliefs)。

Lerman (1983)將教師對數學本質的概念區分成絕對主義者(absolutist)和可否證

主義者(fallibilist)，前者認為數學是建立在通用的和絕對的基礎上；而後者認

為，數學的發展是經由猜測、證明和反駁的歷程。Cooney, Shealy & Arvold (1998)

分析四位職前數學教師的信念結構為孤立主義者(isolationist)、原始理想主義者

(naive idealist)、原始連結主義者 (naive connectionist)和反思連結主義者

(reflective connectionist)。Senger (1999)研究三位數學教師信念的轉變指出，教

師對於某一個新知識，可能先察覺(being aware)，然後產生可能性的心像(metal 

imaging)，然後拒絕；信念也有可能是實務或口頭上的試驗性轉變(experimental 

change)，在這來來回回的過程中，最後可能被拒絕，或是產生新信念。這研究

指出教師信念轉變是一個遞迴(recursive)發展的過程，也顯示，新信念的整合

並非突然發生或單一事件，而是長時間複雜而徹底的演變過程。 

 
許多研究想要瞭解教師的信念與教學實務之間的關係，例如 Gusley (1986)

認為，無論是教學行為或是學生表現的轉變都是教師信念轉變的充分條件；

Cooney (1994)則指出，教師信念轉變是教學轉變的前奏曲。有些研究也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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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知識與教學實務有很強烈的關係，例如Grossman, Wilson & Shulman (1989)

研究一位具有整合學科概念的生手教師，他的教學是概念導向、強調數學程序

的理由並且提供學生他所設計的問題；相對於另外一位缺乏經驗以及秉持講述

觀點的教師，就強調程序的演練而很少判斷它們。由此可知，教師的思維、語

言與行動都會反應出他(她)所知道的以及他(她)所相信的，知識會不斷地塑造

信念，而信念又會主導教學內容的選擇、教科書的使用、教學策略以及學生需

求的看法，因此，知識和信念是很難截然劃分的(Cooney, 2001; Frennema & 

Franke, 1992; Gudmundsdottir, 1990; Thompson, 1992)。Frennema & Franke (1992)

強調，數學教師的知識是不能與學科內容、學科內容如何被表徵、學生的想法

以及教師信念分離的。他們曾提出一個教師知識的研究模式(如圖二-1；ibid , p. 

162)，中間的三角形表示脈絡中的知識與信念。這脈絡是定義知識與信念開始

作用的結構，在這脈絡中，教師的數學知識會與教學知識以及對學生的認知產

生互動，並結合信念創造出一種獨一無二的專業知識，來驅動教師的行為。 

 
雖然，教師的知識和信念是不可分離的，本研究則專注於教師數學教學知

識的內涵以及其動態互動的歷程。而學生教師在一年數學教材教法課程的脈絡

下，其專業知識可能會有部分的成長，接下來，我們將探討相關的學理中，一

信念 

數學

知識 

對學習者數學

認知的知識 

教學

知識 特定知識

的脈絡 

圖二-1 教師知識：在脈絡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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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可以提供教師專業發展的模式。 

 

二、專業發展的理論模式 

 
（一） 層次理論 
 

Zalavsky, Chapman & Leikin (2003)指出，許多師資培育者認為教學會強烈

受到教師身為學習者時的個人經驗所影響，教師不僅僅直接地(directly)在特定

規劃好的脈絡中學習，也間接地(indirectly)經由實務來學習。依據 Steinbring 所

提出的教與學數學的自主系統模式，教師提供學習環境讓學生自主地操作與建

構學校數學的知識，教師藉由觀察學生的工作與反思他們的學習過程來建構出

一個理解，這樣的理解是足以變化出更適合學生的學習環境(ibid, p. 880)。

Zalavsky et al.擴展 Steinbring 的模式，提出數學教師專業發展的三層次模式

(three-layer model)，包含了學生(簡稱 Ss)、數學教師(簡稱 MTs)、數學師資培

育者(簡稱 MTEs)與數學師資培育者的指導者(簡稱 MTEEs)，而形成三個相互

關連的「促進者與學習者」(facilitator-learner)型態。每一個型態都包含兩個自

主系統，其中一個描述促進者的主要行動，另一個描述學習者的主要行動，這

個模式也指出直接學習與間接學習的可能定位(location)以及這兩種學習脈絡

間的相互關係與連通性。 

 
Tzur (2001)依據本身的成長經驗片段，綜合 Dewey、Piaget 和 Schön 的反

思與互動作為研究的基本構念，提出了數學教育者成長的四焦點模式

(Four-Foci Model of Teacher Educator Development )，四個焦點分別對應到四個

不同的角色：學生、教師、師資培育者、師資培育者的指導者。不同的角色定

位是根據其不同的反思素材與本質，例如，第一焦點關注於學生學數學，反思

的是解題、推理、數學溝通和連結數學與非數學的經驗；第二焦點關注於數學

教師學習去教數學，要反思的是數學知識的意義、學生如何瞭解數學以及教學

活動如何促發數學學習(如圖二-2；ibid , p. 274)。要躍升要更高焦點的層次，是

透過反思教學活動對學生學習影響(activity-effect)之間的關連，也就是說，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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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的反思過程是需要在較低的層次中作概念的重組(ibid, p. 272)。因此，更高

層次的焦點是包含了較低層次的焦點，層次的躍升並不代表捨棄舊有的角色，

而是不斷的反思與重組先前實務中的概念，以產生出新的理解，是一種反思的

質變(qualitatively different)。這樣的階段發展理論，同樣具有遞迴與非線性

(non-linear)的本質。 

 
圖二-2 Tzur 的四焦點模式 

 

修習教材教法的學生教師，正在學習如何當一位數學教師，按照 Tzur 的

架構，是從第一焦點準備轉換到第二焦點上，為了提升到更高的層次，他們必

須重新組織已經學過數學概念，並瞭解學生如何學習數學以及如何進行教學活

動，所需要的是數學知識、學生知識與教學知識的整合，也可能要適時的回到

學生的角色，讓自己對數學有新的理解。Tzur 指出，四個焦點都包含到數學的

思考，那麼，學生教師在設計教學活動就無法脫離數學概念來發展，他們帶著

既有的數學知識來學習教學，如果沒有反思自己當學生時對數學的理解，適當

轉換到教學的層次，就可能妨礙到在他們在第二焦點上的發展。這顯示一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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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題者不必然就是一個好的教學者，因為這是需要不同層次的數學理解。這

個架構應該有助於釐清學生教師如何學習教數學以及教師知識所扮演的角色。 

 
（二） 循環理論 
 

Simon (1994)所提出的數學師資培育的學習循環 (Learning Cycles In 

Mathematics Teacher Education)，是採用社會建構主義與法國教學理論(French 

didactical theory)的觀點。社會建構主義的觀點認為，個人知識建構的互動與調

和就是一種知識建構的社會過程，而學習數學的人就是數學社群的成員，教室

社群形成的目的即是建構一個分享的數學(shared mathematics)與視為共有

(taken-as-shared)的觀點。法國教學理論的學者 Brousseau (1986)主張，教學的初

期應該根據學生的先備知識，將無脈絡(non-contextualized)的數學概念嵌入到

適當的脈絡中，讓學生在脈絡中產生對數學的意義，而能主動的回應、討論、

反思與發展結果；而教學的後期應該將數學問題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ed)與

去個人化(de-personalized)，因為，唯有能將概念應用在原始問題之外的脈絡

內，真正的學習才算發生。也就是說，數學學習是從情境化的學習到跳脫情境

而抽離出概念，並且，能將其應用在新的情境之中，這樣就構成了探索、概念

確認與應用三階段的學習循環(learning cycle) (Karplus et al., 1977；引自 Simon, 

1994)。 

 
Simon 認為，成功的數學教學不應該只是發展概念和增加數學解題的能

力，也應該發展關於數學的有用概念。為了達到這個目的，數學活動應該讓學

生探索數學情境、產生假設、溝通、驗證和應用新的想法。把這樣的數學學習

循環類比到教師的學習教數學，他進一步指出，數學教師在計畫教學活動時會

經過六個學習循環。首先，回顧本身的數學經驗(cycle one)，藉以思考數學的

本質(cycle two)，然後瞭解到一般人的學習模式(cycle three)，接著，理解特定

數學內容的學習模式(cycle four)，再應用前面四個循環組織成數學教學的計畫

(cycle five)，最後，進入現場實施教學(cycle six)。一個循環的應用階段，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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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每個階段的探索階段，而且，應用學習循環的結果可能會折返(cycling back)

到之前的循環中。這樣交織、遞迴的複雜結構，就形成了一個學習的網絡(web 

of learning)，如圖二-3(ibid, p. 88)所示。 

 
圖二-3 Simon 的學教六循環 

 

美國數學教師協會(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1991；簡稱

NCTM)提出的「數學教學的專業標準」中，包含了五個在數學課堂上應有的主

要轉變：發展數學學習社群；運用邏輯與數學證據的驗證；強調數學推理；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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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推測、創造與解題；以及連結數學的概念與應用。教師為因應這樣的轉變，

必須發展自己數學內容知識、關於數學的知識、數學學習的個人理論、學生發

展特定數學概念的知識、計畫教學的能力和有效與學生互動的能力。這六個成

分可以平行的對應到 Simon 六個學習循環的知識內涵中，數學知識在這裡同樣

被置於核心的位置。這樣的架構不僅可以幫助學生教師思考關於數學教學的內

容與組織，也描繪了不同教師知識之間的相互關係(Simon, 1994)。 

 
（三） 社群理論 
 

傳統的觀點把學習視為個體知識內化的過程與教學的結果。Wenger (1998)

提出的實務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簡稱 COP)，是一種社會學習理論，他

認為學習應該整合在我們的每日生活中，應該從參與這個世界的真實經驗中來

看學習這件事。COP 就是一群人，藉由持續的互動，分享利害與共的事情、共

同的問題或熱情，以獲得該領域的知識與專業(Wenger, McDermott, & Snyder, 

2002；黃維譯，2003)。Wenger (1998, p. 4)的理論假定，人類是社會生成的，

知識是一種能力來從事有價值的事務(enterprise)，知曉(knowing)就是從事這種

事務的一種參與形式，而意義是學習的最終產物。它的核心就在於「視學習為

社會參與」(learning as social participation)，參與在這裡不只是加入特定活動與

人交流，更意指：積極地參與社群的實務和建構關於這社群的身分，而且，這

兩者是個往復環繞的過程(encompassing process)。這樣的參與可以使參與者更

瞭解到，我們所做的、我們是誰以及我們如何詮釋我們所做的。依據這樣的觀

點，學習對個人而言是個參與和有助於社群實務的議題；對社群而言，學習是

精鍊實務和確保新生代的議題；對組織而言，學習是持續相互聯繫的 COP 議

題。既然，學習是發生在參與 COP 的過程之中，知識就應該存在於 COP 中；

而且知識並不是靜態的資訊，它是持續累積的經驗當中動態的部分，也是 COP

成員活動與互動不可或缺的一部份，而成員本身就是一個知識庫(Wenger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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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 包含了四個元素(如圖二-4；Wenger, 1998, p. 5)：意義(meaning)、實務

(practice)、社群(community)和身份(identity)。意義指學習是一種經驗的歷程，

有意義的去經驗我們的生活與世界；實務指學習就是從做中學，具體的呈現出

分享的歷史和社會的資源、架構與觀點；社群指學習如同歸屬的過程，追求著

有價值的事務以及有能力的參與；身份指學習如變成怎麼樣的人，在社群的背

景下改變了我們是誰並創造了個人的歷史。這四個元素是彼此相互連結而且相

互定義的，也就是說在圖二-4 中，我們可以將任選其中一個元素與學習的位置

交換，這個圖依然有意義。 

 
 

Wenger 指出 COP 有三個維度：共同置身其中(mutual engagement)、共通

的事務(joint enterprise)與分享的知能(shared repertoire)。首先，實務並不是憑空

想像來的，人們置身於行動之中，並互相協商意義，因此，實務存在於社群中

的人們以及他們共同參與時的關係；然而，這種關係不見得是平和、快樂和協

調的，否定、挑戰和競爭都是參與社群的一種形式。其次，事務不僅僅是人們

所做的事，事務是集合了協商過程的結果，包含了工具的、個人的與人際的面

向；共通的事務不只是分享共有的工作環境或創造相似的語言，包括尋求共

事、容忍異己和協調彼此的意願，而共通的事務就是共同的協商。最後，經過

學 習 

社 群 

意 義 

身 份實 務 

學習如 
belonging 

學習如 
becoming 

學習如 
doing 

學習如 
experience

圖二-4 Wenger 的 COP 四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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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時間的共同從事一些事務後，就可以創造出意義協商的知能，COP 的知能包

含了例行公事、字詞、工具、做事的方法、符號、行動與社群產生的概念，它

結合了參與(participation)和物化(reification)兩方面。依據這三個維度，有能力

的 COP 成員就是能融入其它的成員、友善的回應他們的行動並建立與成員的

關係；能夠深度瞭解 COP 的事務，並對這些事務負責以及持續的協商；能深

度參與在社群的歷史中，加以確認出知能的元素，以便讓歷史有嶄新的意義

(ibid, p. 137)。 

 
其實，我們生活周遭就有許多的 COP，例如，家庭、學校、社團、公司、

政府部門以及近年來興起的網際網路(worldwide web)。COP 不僅僅普遍存在於

社會之中，而且，不同的 COP 往往具有不同的形式、名稱和特質。有些 COP

很小，只有少數成員，有些 COP 則動輒上萬人；有些 COP 的壽命不長，有些

卻延續了好幾個世紀；有些 COP 只是集中在某一個區域，有些卻很分散，像

是透過網路所形成的社群；有些 COP 是同質性的，由相同信念或功能的人所

組成的，有些 COP 則是由不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COP 可以全部存在一個

單位之中，也可以跨越邊界，甚至跨越組織，例如，一個公司的行銷部是一個

小型的 COP，不同部門的合作會形成較大型的 COP，如果是不同公司的策略

聯盟，就是更大的 COP；COP 和組織的關係也不盡相同，從不被承認到高度

制度化，會拉出一個連續光譜的兩端(Wenger et al., 2002)。 

 
COP 是一個可以用來獲取知識與創造知識的脈絡(Wenger, 1998, p. 214)，

在全球化的知識經濟中，許多企業策略性地發展 COP 來持續追求專業的知識，

例如，在 HP 公司，它叫做學習社群(learning community)，在 Chrysler 公司，

它叫做科技俱樂部(Tech club)。不管是用什麼名稱，站在知識經濟尖端的公司，

都是因 COP 而成功。Shell Oil 仰賴 COP 來保持橫跨眾多事業單位、地理區域

和專案團隊的技術領先；Mckinsey 顧問公司以 COP 來維繫世界級的專業知識；

World Bank 以知識和金錢來實現打擊貧窮的遠景，靠得就是有員工、客戶和外

部伙伴所組成的 COP。這些公司都瞭解到，必須認同和培養這種社群，來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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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日遽增的複雜知識挑戰，以知識、人際聯繫、解決問題和創造商機的能力來

整合既有的組織，那麼，它們的潛在價值將超過任何單一組織的疆界(Wenger et 

al., 2002, p. 11)。 

 
在教育的領域，Boaler (1998, 1999) 曾以 COP 的觀點來看數學課堂的學

習，研究場域是兩所教學方式不同的學校，一所是採用內容導向(content-based)

的教學，另一所是用問題導向(project-based)的教學。前者的學生認為數學就是

要記憶大量的公式與規則，數學只是在教科書上有用的東西；後者的學生認

為，數學是用來思考、是活潑而且有彈性的，數學是可以應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的知識。這研究顯示，在不同的 COP 脈絡下，學生發展出數學課堂特有的學

習身份(learning identity)與實務，情境化的觀點也有助於更加理解不同社群下的

信念、實務及互動。Graven (2003)研究一位南非數學教師在課程轉變下的專業

成長，這位教師經過長達兩年參與在職師資培育計畫(In-Servic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me)的 COP，逐漸成為一位有專業素養、專業能力以及充滿自

信的數學教師，Graven 因此認為，信心(confidence)應該是 Wenger COP 學習理

論的第五個元素。李源順(1999)研究學校教師與同事之間的互動模式，結果教

師因為關心學生需求而引動了教師與學生間的互動，師生的互動也成為同事互

動的話題，互動的雙環互相連通與牽引；而且，除了教師獨自對教學的自我性

反思，也有同事間對教學的社會性反思，內環與外環的互動共同刺激學校內教

師專業知識的發展。王安蘭(2005)將個人的教學或難題放在教學 COP 中相互腦

力激盪，藉著成員間的協商、分享、批判及回饋的討論程序，進行深層的反思

後調整其教學的策略與內容，因而提高了自己課堂數學教學的品質。 

 
課堂內的學生以 COP 的模式來共同建構出對數學的意義，在職教師透過

COP 來深化與擴展原本的知識內涵，那麼，平行類比到學生教師，也應該能藉

由參與 COP 的方式來學習如何教數學。Lerman (2001)在分析學生教師學習教

學的過程中，看到參與 COP 的教師有顯著的轉變。張繼元(2005)曾經描述一位

師資培育者將修習教材教法的學生，組成數個小型的學習 COP；其中，學生以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21 - 

小組為為單位進行課程，全班必須要共同觀摩資深教師的教學方式，透過小組

討論與課堂方享，成員用分工合作的方式來設計特定教學單元的內容與方法，

並用教學接力的方式完成一堂課的模擬教學。在這樣的學習 COP 內的協商過

程中，成員除了提出本身的想法之外，為了與其它的成員產生契合，聆聽與採

納他人的經驗也能賦予自身新的意義。而參與者會漸漸發展出自己在群體中的

身份，並隨著專業知能的增長，也讓他們逐漸從學生轉變成為一位職前的中學

數學教師。既然，COP 可以提供一個學生教師學習知識、累積知識與創造知識

的脈絡，我們就有必要進一步了解數學教師的專業知識內涵。下一節將討論學

理中的教師知識內涵。 

 

第二節  數學教師的知識內涵 

 
一般人都應該認同，教師所知道的會影響教師在教室所教的以及學生所學

的(Frennema & Franke, 1992)，但是，對於教師知識的成分，每位學者都有自己

的見解。Shulman (1986)將教師知識分成內容知識、PCK 與課程知識。Shulman 

(1987)進一步將學生的知識從 PCK 獨立出來，並增列其他的知識成為七個類

別：內容知識，就是學科的知識；一般教學知識，指的是超越一般學科之上，

關於班級經營與組織的一般原理與策略；課程知識，就是對於教材與計畫的領

會，可作為教師的「聯絡工具」(tools of the trade)；PCK，則融合內容與教學，

是教師獨特有專業理解的特殊形式；學習者及其特徵的知識；教育情境的知

識，包含從群體或班級的作業、學區的管理與經費到社區與文化的特徵；以及

關於教育的目標、目的和價值以及它們的哲學與歷史基礎的知識。Frennema & 

Franke (1992)將教師知識分成：數學知識，包含了教學相關單元的概念、步驟

和解題過程，它也包含了步驟背後的概念、概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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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知識，包含了教學程序的知識，像是

制訂計畫的有效策略、教室常規、行為管理技術、教室組織程序與動機技術；

以及學習者的認知，包含了學生如何思考與學習，尤其是，在特定的單元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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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發生的，也包含了學生如何獲取知識以及瞭解學生使用的步驟和可能發生的

困難與成功。 

 
Bromme (1994)認為教師應該具備五種知識：數學作為一門科學的知識，

包括數學命題、法則以及數學思維方式和方法；學校數學的知識，學校數學具

有自己的邏輯並自成一體，而非大學數學的簡化；學校數學的哲學，即關於數

學和數學學習的知識論基礎，以及數學和人類生活及其他知識領域間相互聯繫

的思想；一般的教學知識，包含一般的課堂組是和教學上的交流，相對獨立於

學科而有共通性；以及特定單元的教學知識，類似 PCK。范良火(2003)將教師

的教學知識進一步細分成：教學的課程知識(pedagogical curricular knowledge，

簡稱 PCrK)，是包括技術在內的教學材料和資源的知識；教學的內容知識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簡稱 PCnK)，為表達數學概念和過程方式的知

識；以及教學的方法知識(pedagogical instructional knowledge，簡稱 PIK)，則是

教學策略和課程組織模式的知識。 

 
統整了過去關於教師知識類別的相關研究，范良火(2003)認為儘管有時候

名稱不盡相同，基本上都會包含到數學知識與教學知識。另外，如果從 Tzur 

(2001)的四焦點模式來看(請見第一節二(一))，也正好對應到第一焦點與第二焦

點所需的知識，然而 Frennema & Franke (1992)指出，教師知識應該是一個巨大

且整合的功能系統，而這兩類的知識更應是相互影響的，很難明顯區隔。為了

方便描述，以下依據學者提出關於教師知識的構念，將屬性比較接近 Tzur 第

一焦點的，放在數學層次的知識中討論；而屬性比較接近 Tzur 第二焦點的，

則放在教學層次的知識中討論。接下來先探討教學層次中的數學教學知識。 

 

一、教學層次的知識 

 
Shulman (1986)認為過去對教師的評鑑，不是忽略教學的方法，就是遺漏

學科的內容，似乎沒有人關心「學科內容如何從教師知識中轉換成教學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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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Shulman 稱之為教學研究中的「迷失典範」(missing paradigm)，他所提出

的 PCK，是教學知識與學科知識的特殊融合物(special amalgam) (Shulman, 

1987)，包含了學科領域中最常被探討的主題；類比、闡述、舉例、解釋和示

範的有效表徵；對特定主題學習難易度的理解；瞭解不同背景與年齡學生的概

念與先備概念。因此，PCK 讓教師能將學科知識轉換成在教學上最強而有力的

形式，並且適用於各種能力與背景的學生(Shulman, 1987)，它已經超越了學科

知識本身，而到達了教學的範疇(Shulman, 1986, p. 9)。PCK 展現出每個領域中

教學專業的獨特性，是區別教師與學科專家(content specialist)的關鍵知識

(Brown & Borko, 1992)。 

 
Shulman (1987)認為，教學從一個推理的行動開始，充分的推理行動需要

思考他們所做的過程以及推理所需的事實、原理與經驗；教師必須學習使用他

們的知識來提供選擇與行動的基礎，而所面臨的挑戰在於，如何將自己所理解

的學科內容轉換成教學上有用的素材，並且適用於各種類型的學生，這種轉換

的過程即是教學的推理(pedagogical reasoning)。Wilson, Shulman & Richert 

(1987)進一步提出了教學推理與行動的模型，它包含了理解(comprehension)、

轉換(transformation)、教學(instruction)、評量(evaluation)、反思(reflection)與新

的理解(new comprehension)六個過程。理解就是瞭解目的、學科結構以及學科

相關的概念；轉換又分成準備關鍵的解釋與教材的分析、表徵概念成為新的類

比或比喻、選擇教學的方法與模式和適應個別差異四個部分；教學包含了各種

的教學活動，例如班級經營、呈現清楚的解釋、指定回家作業、進行師生互動

和實施獎懲；評量包含對學生的形成性評量、總結性評量以及對自己表現的評

量；反思就是回顧、重構、再度扮演與分析自己本身以及課堂的表現。最後，

教師發展出對目標、學科、學生與教學的新的理解，如此形成一個循環的過程

(如圖二-5；ibid, p. 119)。這樣的過程不是線性的，有些過程也許發生的順序會

不同，有些過程可能不會發生，有些可能比較精簡，而有些會比較詳盡的展現

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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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nnema & Franke (1992)認為，以上模式中最關鍵的部分是「轉換」，教

師必須改變自己既有且複雜的知識與學生互動並促進學習，然而，教師面對的

是不同學習背景與能力的學生，教師必須運用不同方式呈現學科內容以幫助學

生學習，這種方式即是教師的教學表徵。Shulman (1986)的教學表徵包括類比、

闡述、舉例、解釋和示範說明。Bruner (1964；引自張春興，1996)指出，人類

的 知 識 表 徵 包 括 動 作 表 徵 (enactive representation) 、 形 像 表 徵 (iconic 

representation)及符號表徵(symbolic representation)。Lesh, Post & Behf (1987)說

明一個數學概念可以用文字符號 (written symbols) 、語言符號 (spoken 

languages)、靜態圖形或圖表(static pictures or diagrams)、經驗基礎的描述

(experienced-based scripts)及操弄的模式(manipulative models)來表徵。林曉雯

(1994)所研究的個案教師呈現出多樣的教學表徵，其中，教師為中心的教學表

徵，包括類比、隱喻、因果說明、範例說明、名詞定義、圖表說明、展示說明

和示範說明；教師與學生中心的教學表徵，包括問答引導和問題討論；以及學

生為中心的教學表徵，包括學生操作、模擬遊戲及家庭作業。以下進一步說明

問話、類比與操作性活動三種教學表徵。 

 

轉 換 

教 學 

評 量 

反 思 

理 解 

新的理解 

圖二-5 教學推理與行動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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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問話(questioning) 
 

問話就是，引發他人產生心智活動並做回答反應的的語言刺激(Sander, 

1966；引自張玉成，1993)。從行為主義的觀點，發問會產生一種刺激，學生

對問題的反應會獲得教師與同學的回饋，而有增強的效果。從認知心理學的觀

點，教師的提問，不但會引起學生回憶既有的經驗，也會提示學生組織並解析

新經驗的方式，具有充實既有基模(schema)與建立新基模的功能，因此，發問

應能突破知識記憶的水平，進而擴展至高層次的認知思考，而不侷限於引導與

控制學生學習的功能而已(Wood, 1982)。張玉成(1993)將發問的功能歸納為以下

六種：集中注意力、導引學習心智與激發探討興趣的功能；提示重點、組織教

材內容、幫助瞭解及促進記憶的功能；提供學生參與討論與發表意見機會；可

以瞭解學生學習成就與分析其弱點或學習障礙所在，以做為補救教學實施之依

據；學生對問題的反應或回答，會引起回饋的作用，幫助教師自我檢討教學的

成效；可以導引學生思考方向、擴大思考廣度與提高思考層次。 

 
Bloom (1956；引自張春興，1996)將認知領域分成知識、理解、應用、分

析、綜合與評鑑六個層次。Gallagher & Ascher (1963；引自張玉成，1993)引用

Bloom 的架構提出問題類別的五分法，包括認知記憶性(cognitive-memory)問

題，例如質數的定義為何？聚斂性(convergent)問題，例如直角三角形的底為 5

高為 6，那斜邊為多少？擴散性(divergent)問題，例如那些方法可以畫圓？評鑑

性(evaluative)問題，例如這三種方法那種最好？常規管理性(routine)問題，例如

誰有更好的意見？Hufferd, Fuson & Sherin (2003)的研究發現，教師在數學溝通

學習社群(math-talk learning community)中的發問有四個層次：教師是唯一的發

問者，學生只是專心聽並簡短的回答(level 0)；教師的問題開始注意到學生的

思考，並根據學生的方法與回答，詢問接續的問題(level 1)；教師持續提問試

探性的問題以及更多開放性的問題，並促使學生之間的對話(level 2)；學生會

主動對同學提出問題，並重複問題直到自己滿意為止，亦即，學生藉由問問題

來參與在數學學習社群，並熱切的從其他人的解釋中找到特定的答案(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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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師在 level 3 扮演的角色是調停與澄清、掌控時間、提供策略並確定所有

的學生都感到滿意(ibid, p. 96)。個人則認同，一個好的發問者，應該要兼顧各

類型的問題，盡量使用高原式的策略(plateaus strategy) (Hyman, 1979)，讓大多

數的人都能夠參與到討論的過程，且能根據學生的回答加以補充說明，以進一

步擴充知識的廣度，或是引發學生更高層次的認知與思考。 

 
（二） 類比(analogy) 
 

類比(analogy)、明喻(simile)及隱喻(metaphor)這三者基本上都有共同的特

點，亦即運用學生已熟悉的事物去和欲知的新事物相連結，使學生的概念擴大

及成長，甚至於將既有的概念重新建構，以產生有意義的學習(鄭智馨，2000)。

Mastrilli (1997)認為，類比就是類比，只不過是其呈現的方式有明喻和隱喻之

分而已，在他的研究中不特別區分這三者，而皆以類比稱之。Gentner (1989)

視類比為，知識從來源領域(source domain)到標的領域(target domain)的映射，

它是一個同時擁有來源領域和標的領域的關係系統，而熟悉的現象則稱為來源

領域，陌生現象則稱為標的領域，這可以是教師將一個學生熟悉的情況連結到

一個陌生現象的方法。Glynn (1989；引自鄭智馨，2000)指出類比對學習有解

說性(explanatory)及創造力(creative)兩種功用。解說性功用是指，用學生已知的

事物去解釋新的事物，以提高學習的效率；創造性功用則是指透過類比的應

用，來幫助學習者解決問題、發現問題及產生假設。所以，教師對於複雜性高、

較抽象或較難解釋的概念，可以使用類比將抽象概念的具象化、幫助學習者產

生心像(image)，以進行有意義的學習(Duit, 1991)。 

 
林靜雯和邱美虹(2005)曾將「電路系統」類比成「用水系統」，電流就像水

流，電池就像抽水機與水塔，燈泡的亮度就像水車的轉速，而電壓就像抽水機

將水抽高造成的壓力，當「電池串聯造成電壓變大、電流變大以及燈泡亮度變

大」，就可以類比成「抽水機抽力增加，造成水位差變大、水流變快以及水車

轉速變快」。朱綺鴻和譚克平(2000)的研究發現，台北地區的高中教師最常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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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來類比數學歸納法中的遞推概念，他們比較數學歸納法與骨牌的對應關

係，一個自然數就像一個骨牌，自然數的順序就像骨牌的線性排列，數學歸納

法的奠基步驟就像碰撞第一個骨牌，而遞推階段就像碰撞的效應。除了骨牌之

外，Ernest (1984)也曾提出許多具有一連串反應現象的模型來類比遞推的概

念，例如一步步往上爬階梯、一個個往下傳遞信息的士兵、一節節開始出發的

火車以及所有房間都上鎖的皇宮(公主有第一間房間的鑰匙，而每間房間都有

下一間房間的鑰匙)。採用類比的方式教學，學生普遍覺得可以較容易理解、

更具體的知道概念像什麼、容易記憶、有趣味性、學得更多以及增加想像力(林

靜雯和邱美虹，2005)。 

 
（三） 操作性活動 
 

在 Dale (1969)提出的經驗之塔(cone of experience)中，實際操作的直接經驗

是最具體、最能引起學習動機、也最能幫助學生瞭解學習的內容，而在運用抽

象的符號前，學生應先累積足夠的具體經驗，作為詮釋抽象符號的基礎。按照

Piaget & Inhelder (1969；引自張春興，1996)的認知發展論，學生在進入形式運

思期之前，必需先藉由具體經驗思維來解決問題。Bruner (1964)也主張，教學

應該提供學習者以直接經驗進行學習，循序漸進地從經驗的形象表徵到符號表

徵。操作物(manipulative materials)指的是可以明確而且具體地表徵抽象數學概

念的實物(Moyer, 2001)，例如樣式積木(pattern block)、古氏棒(Cuisenaire rod)、

幾何板(geoboard)和七巧版(trigram)。Galperin 的學習理論主張，有效地使用操

作物應該要反思理想的數學連結與關係，學生使用操作物就是在進行一種社會

行動(social actions)；學習活動就是一種社會活動，學生參與在其中來確認理想

數學的形式(Cobb, Perlwitz & Wunderwood, 1996)。按照 Bruner 的觀點，發現學

習是在具有結構性的學習情境中才會產生，那麼，教師所提供的操作物就應該

儘可能地符合學科的結構，並鼓勵學生動手操作、主動探索、對照比較和尋找

矛盾，也可以運用直接思考、跳步、捷徑或其他策略，來發現隱含的結構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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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數學課程與評量標準(NTCM, 1989)主張，教學應該讓學生成為主動

的學習者，而每間教室應該提供有充分的操作物；教師採用操作物作為一種學

習活動，應該可以幫助學生產生理論性的推理、分析、有感知(conscious)的行

動計畫與反思(Kozulin, 1990；引自 Cobb et al., 1996)。而許多研究均顯示，教

師使用操作性活動似乎有助於學生學習。例如，March & Cooke (1996)觀察三

位有學習障礙的中年級學生，在教師以古氏棒進行教學活動中的表現，結果顯

示學生不僅僅能成功地進行正確的運算，也將剛學到的問題解決技能一般化到

抽象的情境；Moyer & Jones (2004)研究 10 位中年級教師使用操作物的數學教

學時發現，教師展現出多樣的行為，包含張貼內容物的項目清單、指派小組長

管理工具和協商數學工具的支配，而學生開始視這些操作物為數學學習環境中

一項重要的工具，並且，自動、有選擇性及有效率地使用這些操作物，作為他

們學習的媒介(mediate)。 

 
教師使用合適的教學表徵可以幫助學生學習，相對的，如果是不恰當的教

學表徵，則可能導致學生產生迷失概念。林曉雯(1994)認為教學表徵具有不完

備性，也就是說，每一種教學表徵都有其侷限，沒有有所謂完美的教學表徵，

它如同一把雙面劍，在幫助學生學習相關概念的同時，也可能誤導其學習。以

類比的教學表徵為例，在化學教學上，把木製的球當原子，同時將氫原子塗上

藍色，氧原子塗上白色，許多學生就誤以為氫原子是藍色，氧原子是白色(陳

恆迪，1993)。Shreve (1963；引自朱綺鴻和譚克平，2000)覺得，要為數學歸納

法找一個既直觀又易接受的類比並不容易，因為從真實情境中所萃取的類比，

其直觀性往往是有限的，但是，數學歸納法卻可以跨越到無窮。所以，教師在

運用類比之時，就必須仔細考量到類比物與抽象概念之間的相似程度與可能落

差，指出類比物的侷限性，並適當地指引學生留意類比關係的深層結構。這樣

的教學活動就涉及到教師本身對數學內涵的理解程度或層次。 

 

二、數學層次的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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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句俗話「如果你想給學生一杯水，你就需要一桶水」，代表的是教

師需要比學生懂得更多；西方的格言有「老師有越多的數學知識，學生就會有

越多的數學知識」；一般人也都認同，教師所教的內容不會超出他所理解的數

學。在國內，如果要取得數學教師資格，必須修畢師資培育機構所規定的數學

專業課程，例如高等微積分和線性代數。然而，是否有證據顯示教師的數學知

識與學生的學習有關？美國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Mathematical 

Abilities (1972；引自 Frennema & Franke, 1992)的研究報告中指出，教師修習數

學課程的多寡與學生學習沒有直接的關係。Begle (1979；引自 Ball et al., 2001)

分析教師修習的課程與學生成就的關係指出，只有 10%個案正向的影響，卻有

8%的個案有負向的影響。這種現象的一種解釋是，伴隨著越來越深入的數學

工作，逐漸壓縮的知識也許會妨害教師對內容知識的啟發；另一種解釋是，教

師可能帶著學習高深數學的慣性經驗來教數學。Begle 認為，教師應該只需要

超過合理門檻的學科知識，高等數學的理解似乎無助於教師的教學效能；他因

此建議，除非我們更加瞭解到「教師知識如何影響學生學習」，否則，似乎不

需要在這方面做進一步的研究。 

 
然而，計算教師修課的數目與學生標準測驗的結果是否足以代表教師的知

識？也許，不恰當地測量知識與相對受限制的研究方法，會隱藏教師數學知識

與學生學習的關係(Frennema & Franke, 1992)。於是，許多研究採取教室觀察與

訪談來刻畫教師在教室中的教學行為或行動。例如，Ball (1991)曾描述一位小

學資深教師的教學目標是要，發展學生數學能力、積極的參與數學學習以及讓

數學成為人類思考的一個系統；在這位教師的教學中，她持續地詢問學生「你

如何知道的？」與「為什麼你會這樣想？」，並使用學生的回應作為更深入討

論的機制；個案教師採用這樣的策略與原理是來自於對數學本質的瞭解，利用

本身的數學知識來架構課堂上的行動，她認為數學是由概念(concepts)、過程

(processes)和程序(procedures)所構成，並將它們整合在自己的教學之中。

Hashweh (1986)比較教師在教自己專精的領域與較不專精領域的差異性時發

現，教師在專精領域中，有著更多更詳細的主題知識(topic knowledge)、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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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學科的知識、更多高層次原理的知識與更多連結不同主題的知識。這樣的

知識是相互整合的，在課堂上它能用來提問、轉化以及做概念的連結，也能處

理學生的迷失概念。而在自己不專精領域中，教師會照本宣科，不會刪去不適

當的課程，只寫一些考試的問題，甚至，不能確認這是否是學生的迷思概念。 

 
許多評量教師知識的研究很一致地顯示：當學科內容知識的定義方式是與

數學本質一致，同時考慮到知識的認知結構時，學科知識與教學就有正相關。

例如，當教師對學科內容有整合的、概念的理解時，他就建構出讓學生能與學

科本質互動的學習環境(Frennema & Franke, 1992, p. 153)。那麼，數學的本質是

什麼？一般的說法是：不斷成長的數學內容、表徵真實世界的能力以及用來溝

通與解題。例如，Frennema & Franke 認為有兩種關係是被強調的，包括「數

學本身的」 (those within mathematic)和「關連到真實世界的數學」(those that 

relate mathematics to the real world)。Schwab (1978)將學科內容的結構分成實質

結構(substantive structure)與章法結構(syntactic structure)。實質結構指的是，用

不同的方式將學科的基礎觀念與原理加以組織，使其與事實結合；而章法結構

是指，用來確認學科中的真偽、有效與無效的一些方法。例如，數學學科的實

質知識包含了數學原理、概念與計算方法，而章法知識包含了對於數學證明方

法與其他形式論點的理解。Ball (1988)認為，理解教學上需要的數學，包括數

學上的知識(knowledge of mathematics)與關於數學的知識(knowledge about 

mathematics)。前者包含了命題的知識與程序的知識，也就是對於特定主題、

程序、概念與彼此之間關係的理解；後者包含了瞭解到數學怎麼來的、它如何

改變、如何確認、真實如何確定以及知道與做數學是什麼意思的知識。 

 
綜觀教師數學層次相關知識的研究趨勢，似有逐漸從量化的取向轉變到質

化的取向，關切的數學內容也從高階數學(advanced mathematic)轉向學校數學

(school mathematic)，而數學知識在教師知識中的重要性也一再地被確定。既

然，教師要有具備對數學的理解及其內涵與運作的模式，以下來分別探討 Ma 

(1999)與 Ball et al. (2000, 2001)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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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Ma 的 PUFM 
 

依據 72 名大陸小學數學教師的訪談研究，Ma (1999)形容教師們具有一種

「知識的包裹」(knowledge packages)，這種包裹能清楚呈現教師啟發與培育學

生心智的縱向過程(ibid, p. 114)。知識的包裹是由發展概念的主軸、關鍵概念與

概念結(concept knot)所構成。在知識的包裹裏中心，數個概念會連結成一條發

展概念的主軸，其他的概念會直接或間接地連結到這個主軸上的概念，圍繞在

主軸的周圍而形成一個環狀(circle)；環狀上的概念可能會串連形成一個副軸，

也有可能連結到許多其他的相關概念。每一個知識包裹都有一些比較重要的關

鍵概念，關鍵的概念有可能在主軸上，也有可能在環狀上。大陸教師相信，如

果學生在第一次介紹關鍵概念時，就把它徹底地學好，對往後的學習會有事半

功倍的效果。而概念結是由一個關鍵概念捆綁著一些概念叢 (cluster of 

concepts)，概念的叢聚有助於對其他概念的理解，它的基石不在單一的概念，

而在於許多概念間的連通性。 

 
Ma 認為，程序性的主題與概念性的主題在知識的包裹中是相互交織的

(interweave)，有概念理解的教師會去增進學生概念性的學習以及程序性的知

識，事實上，概念性的理解是從來不會和相對應的程序分開的。圖二-6(ibid, p. 24)

表示對一個主題有概念性理解的模式，白色的橢圓代表程序性的主題；淺灰色

的橢圓代表一般概念性的主題；黑色的橢圓是基本的數學原理；虛線連接的橢

圓是數學的基本態度(basic attitude)；後兩者合稱為數學的基本觀念(basic 

ideas)。教師對數學的基本態度，像是「在不同的脈絡中保持概念的一致性」、

「知道如何也知道為什麼」和「用多元的方法引入一個主題」，這種態度有助

於教師數學知識的連貫性與一致性，並適用於每一個主題。上述的主題與觀念

都是用來支援位於中央的「概念性的理解」，這種概念性的理解並沒有唯一的

正確答案，而是有不同版本的概念性的解釋，其中的梯形就是表示這種理解的

深度與廣度是不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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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教師呈現出小學數學是一張精緻而且連貫的圖像，展現出來的小學數

學並不是一些不連通的數字與算式的集合，而是一個需要高度智能、有挑戰性

和令人興奮的領域，它可以提供許多建立數學概念的基礎，因此，它反映了基

礎的數學(fundamental mathematics)。這種基礎具有基本的(foundational)、主要

的(primary)和初步的(elementary)三個相關的意義。Ma 將這種對基礎數學的深

刻理解稱為 PUFM，其中，深刻的(profound)意涵可以就教師理解的深度、廣

度及完全性來看。深度指的是，連結到更強而有力概念的能力；廣度指的是，

連結到相似概念的能力；完全性是表示，貫穿(pass through)該領域不同部分的

能力，這對於編織數學知識成為一個整體而能用於教學是相當重要的。 

 
一位具有 PUFM 的教師會試圖連結數學的概念與程序、數學知識的各個片

段以及不同的數學運算與領域；會欣賞一個觀念的不同面貌和不同的解題方法

及其優缺點；會察覺到簡單卻有力的基本概念與數學原理；能掌握機會去複習

學生已經學會的關鍵概念，而且知道將來學生要學什麼，並在適當的時機打好

基礎(ibid, p. 121-122)。Ma 形容這樣的教師對學校數學的瞭解，就像一位有經

程序性的理解 

數 學 的 結 構 

概念性

的理解

圖二-6 概念性理解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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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的計程車司機對城市道路的熟悉程度，心中有一張城市發展的地圖，能知道

所有的路及替代道路；能規劃良好的路線；並運用靈活、合適和富變化的方式

到達任何重要的地方。 

 
（二） Ball 的 PUMU 
 

Ball et al. (2001, p. 440)將過去解決教師數學知識的相關問題分成三種取

向：第一種是政策的取向，為創造一些教師必須知道的文件或清單，它根基於

政策上的商議，而非反應研究的證據；第二是教師特徵的研究取向，提出學分、

學位與證照足以代表教師的必要知識；第三是教師知識的研究取向，像是

Shulman (1986, 1987)或 Ma (1999)的研究，對於解決數學知識的問題完成了許

多重要的步驟。尤其是，第三種取向填補了只關切教師資格的缺口(gap)，它顯

示了教師數學知識的錯綜複雜之處，並探索與確認出教師在學校課程、概念與

程序之中所需知道的事。其次，PCK 的概念可以增進我們瞭解教學所需要的知

識，像是教師要深刻的瞭解學科的內涵、產生概念性的理解、概念之間的連結

以及對特定概念的教學表徵和學生學習困難。再者，教師知識的取向產生了研

究老師所知的新方法，以及描繪出高度發展的教師知識。這樣的研究方向對於

解決數學層次知識的問題仍然遺留一些缺口。一方面，許多關於教師缺乏數學

層次知識的研究，沒有指出什麼是良好教學的關鍵知識；另一方面，了解教師

知識與教學本身的差距並不等同於教學，想要瞭解數學教學工作，必須更貼近

教學實務來觀察。 

 
Ball 的理想是去分析數學教學的「核心活動」(core activities)，它包含了理

解學生所知的，選擇與經營數學概念的表徵，評估、選擇和修正教科書，決定

課程活動，以及掌控豐富的討論。確認教學活動相關的數學資源(mathematical 

resources)是分析核心活動時很重要的一步。它不僅僅是老師知道或不知道的問

題，而在於教師實務、實務的場域、實務的需求、實務需要怎麼的數學知識以

及實務如何被使用。像是教師，若要調整學生的概念或回應(responding)，會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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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那些數學的工作？回應是一項複雜的任務，它需要傾聽與解釋學生所說的，

有技巧的探測學生不清楚的地方，以及設計與提出一個問題、回答疑問或指出

不一致或有關連的地方。如果越深入地觀察，這種數學的推理就會越清楚。因

此，教學是伴隨著常模(regularities)與地域性的不確定(endemic uncertainties)的

實務。用來準備教學的常模就是 PCK，PCK 把數學知識、學習者的知識、學

習的知識與教學的知識捆綁(bundle)在一起。然而，教學的挑戰則是，整合各

種不同的知識以便用在特定情境下的脈絡，擁有這樣綑綁的知識不代表讓教師

能夠有彈性地來處理實務中的複雜情況。教師需要冥想學生預期之外的的數學

概念或公式、分析教科書的呈現方式、改變題目中的數值、擬定家庭作業與考

慮兩種不同表徵的相對價值。教師進行這樣的教學需要一種在教學上有用而且

預備好(pedagogically useful and ready)的數學理解，Ball et al.稱之為 PUMU。 

 
PUMU 強調了教學上所需的彈性(flexibility)與適應力(adaptiveness)，這需

要數學教師能在特定的脈絡中確認自己所知道的。教師經過長時間的學習，數

學概念已經被壓縮(condensation)與物化(reification)，而這種精鍊壓縮的形式，

會妨礙一個人來看清學生如何思考知識根本的能力。有彈性地瞭解教學所需的

知識需要一種深層的數學理解，因此，教師必須解構(deconstruct)本身的知識，

成為較不精鍊與非最終的形式(less polished and final form)，這樣可以比較容易

接近與看清知識的基礎成分，這樣的過程 Ball & Bass (2000, p. 98)稱之為「解

壓縮」(decompressed)。為了釐清隱藏在作業或例題中的學習機會，教師必須

分解(decompose)數學的工作，並考慮制訂和參與數學工作的各種可能軌跡。此

外，老師也必須有能力去鬆綁(unpack)本身高度壓縮的理解，讓自己能夠聽清

楚學生的觀點、對於學生表面上的錯誤有所感覺以及欣賞學生獨到的見解(Ball 

& Bass, 2000, p. 98)。例如，「2x‧5y=10xy」這個算式對於數學教師應該是一

件很自然的事，卻不是學生自動就可以學會的，教師需要還原(work backward)

已經成熟和壓縮的數學理解，以開啟它的組成元素；教師可能需要重新思考像

是「2x 所代表的意思」或是「2 和 5 如何變成 10」的問題，讓自己的數學理解

轉換成學生能理解的內容，並隨著教學而成長。這樣的教學也要奠基於學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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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以及所不知的，並使數學邏輯的推導步驟儘可能地詳盡與細微，而足以讓學

生產生真正的理解(Ball & Bass, 2000)。 

 
PUFM 與 PUMU 都強調教師對數學應有的理解，PUFM 著重在理解的深

度、廣度與完全性，PUMU 則是一種在教學實務中的理解，著重在教學所需的

彈性與適應力，兩者可以相互參照而不衝突。由於，學生教師對於無限概念會

有怎麼樣的理解，是本研究觀察的主要面向之一，所以，下一節將從歷史的角

度探討無限的相關概念，並分析無限概念的相關實徵研究 

 

第三節  無限的概念 

 

一、無限概念的發展史 

 
古希臘哲學家 Zeno 曾提出四個關於運動的悖論(曹亮吉，1996)：第一個是

二分悖論，認為運動是不可能的，因為在運動的過程中，必須先達到全程的中

點，那在達到中點之前，又要先到前半段的中點……；第二個是 Archilles 追龜

的悖論；第三個飛矢的悖論，指的是在任一個時間點，飛矢總是佔著與其等長

的空間，在那個時間點飛矢是不動的，因為任何一個時間點都是不動的，所以

從頭到尾飛矢是不動的；第四個悖論(如圖二-7；ibid, p. 191)是競技場的悖論，

假如競技場有三列賽車 A、B、C，每車各三節長，在單位時間內，A 車向左移

動一個車廂，C 車向右移動一個車廂，B 車不動，此時，A 車和 C 車相差兩個

車廂，那麼，C 車移動到與 A 車相差一個車廂應該只要單位時間之半，所以半

個單位時間等於一個單位時間。Zeno 的前兩個悖論挑戰了「時空可無窮分割」

的觀點，後兩個悖論則質疑時空存在有不可分割的組成單元，他所提出的無窮

問題，似乎超出了當時代的人所能理解的範圍，也反映出無窮概念中複雜且困

難的本質，以致於談論無窮變成了一個禁忌，甚至必須不惜代價的迴避它

(Dantzig, 1954；引自 Maor,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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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B      B     

           

C       C    

圖二-7 Zeno 競技場的悖論 

有別於希臘人對無窮的恐懼，在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墨家」，則大膽的

提出對無窮的解釋及理論。《經上》篇對無窮的解釋為「窮，彧有前，不容尺

也」，《經說上》的補充為「窮，不容尺有窮，莫不容尺無窮也」。意思是說，

用尺來度量長度，如果量到前面只有不到一尺的的剩餘，則長度是有限的；假

如前面總是超過一尺，則長度為無窮。對照 Archimedean property 所描述的「若

x, y 為任意兩實數，且 x>0，則存在一正整數 n，使得 nx>y」，就和《經上》篇

的想法極為相近。《經上》對「端」的解釋為「端，體之無厚而最前者也」，代

表「端」是一個度量為 0 的實體，比較像是數線上的一點，《經下》篇有一段

寫到，「斮半，進前取也。前則中無為半，猶端也。前後取，則端中也」，這是

説，將一物先割去一半，再割去餘下之半，如此不斷的分割下去，最後會達到

不能再分割成半的地步，這便得到一個「端」，由於分割的方式不同，得到的

「端」的位置也不同，從一端往另一端割，則「端」在兩頭，從兩頭往中間割，

則「端」在中間。這樣的分割方式和集合論中 Cantor set 的產生方式也有著異

曲同工之妙。所以，早在兩千多年前的《墨經》就記載了對無窮概念的獨特觀

點，展現出了中國祖先在數學領域先進的一面，至今仍為許多數學家所津津樂

道(陳長城，2003)。 

 
從圓周率的歷史，似乎也可以看到人類追逐無窮的軌跡。《周髀算經》與

《九章算術》採用的圓周率都是「周三徑一」的古率，而劉徵所編著的《九章

算術注》就提出質疑，他發現半徑為 1 的圓內接正六邊形的周長就是 6，明顯

的比圓周長要來得小，所以圓周率應該是「徑一周三有餘」，不僅如此，他將

正六邊形的面積，利用勾股定理計算出正十二邊形的面積，接著是正二十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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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正三十六面積……。這正是所謂的「割之彌細，所失彌少，割之又割，以

至於不能割者，則圓周合體而無所失矣」。當割到正 3072 邊形時，劉徵求出圓

周率的近似值 3.14159，已經是當時世界最精確的圓周率值。祖沖之繼續採用

劉徵的「割圓術」，在計算不是很發達的年代，竟然割到圓內接正 24576 邊形，

求出圓周率的近似值 3.1415926，這與公認的圓周率誤差不到 8 億分之一，這

樣的精確程度再度打破當時的世界紀錄，而且足足保持了一千年之久(Blatner, 

1997；潘恩典譯，1999)。在西方，Archimedes 也是採用正多邊形逼近的方式，

這種方法稱之為「窮盡法」(method of exhaustion)。他利用外切正 96 邊形與內

接正 96 邊形的周長求得圓周率介於 3
7
1
與 3

71
10

，雖然，這只有精確到小數點後

第三位，可是，這樣的方法卻對於後來的數學家有很深遠的影響。 

 
在 16 世紀，法國業餘數學家 Viete 採用 Archimedes 的方法計算到正 393216

邊形的周長，他還發現，圓內接正 n 邊形與正 2n 邊形的周長比值會等於 cos

θ，其中θ為正 2n 邊形其中一邊所對應的圓心角，再利用半角公式，求出一

個關於圓周率的無窮乘積「 ......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2

×++×+×=
π

」，這也

許是人類第一次以無窮乘積來敘述一個值，從此人類開始朝高等三角恆等式與

微 積 分 發 展 (Blatner, 1997) 。 後 來 ， Wallis 求 出 一 個 公 式 為

「
...7755331
...8664422

2 ××××××
××××××

=
π

」，並以∞代表「無窮大」。Gregory 導出一個正反切

級數「 ......
119753

arctan
119753 xxxxxxx −+−+−= 」，當 x=1 時，公式就變為

「 ......
11
1

9
1

7
1

5
1

3
11

4
−+−+−=

π
」，雖然，這個級數收斂的非常慢，後來在許多數

學家(如 Sharp、Machin、Euler 和 Rutherford)不斷的改良與研發之下，計算圓

周率的工作已經擺脫了「多邊形逼近」的層次，而朝向了無窮級數與微積分的

領域邁進。 

 
西方的工業革命使得航海、天文與軍事領域有長足的進步，但是也產生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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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待解的數學問題，例如，自由落體是變速度的運動，那要如何求瞬時速度？

換成數學的問題就是，給定一個路程為時間的函數，如何求該函數圖形在某一

點的切線斜率？「瞬間」其實就是無窮小(infinitesimal)的想法，平均速度的時

間差如果是無窮小就是瞬時速度。然而無窮小並不能直接求得，必須先取有限

量再求極限，也就是，切線斜率是當 0→∆x 時，
x

xfxxf
∆

−∆+ )()(
的極限值，可

以表示成 )(xf ′ 或
dx
dy

，dx 代表的就是無窮小。相同的原理應用在求曲線下面積

的方法，可以用來求寬度為無窮小的長方形面積和。微分就是用來求切線斜

率，積分則可以用來求曲線下的面積，微積分基本定理就像一座橋樑連結了微

分與積分的方法。當人們克服了對無限的恐懼，微積分於是誕生了。Berlinski 

(1997；陳雅茜譯，2000)曾形容無限與微積分的關係，「由於微積分，無限首度

受到它的魅惑而順從，以它的豐盛臣服在簡樸的無限概念下，而平凡生命所存

在的時間與空間，透過數學函數而相互調和。」 

 
當微積分成功地應用在其他領域後，數學家傾向於直觀的合理解釋而忽略

了數學上的嚴謹性，這樣不嚴格的邏輯基礎會經常的受到挑戰，例如，Berkley

主教曾經攻擊無窮小的概念，他表示，如果無窮小比零大，瞬時速度的定義就

無法定義任何發生於一瞬間的事；如果無窮小等於零，瞬時速度的定義就無法

定義任何像速度的東西(Berlinski, 1997)，這就是因為缺乏無窮小的定義；又像

是在第一章提到的無窮級數的例子，就是因為不考慮級數的斂散性所引起的矛

盾。奠定微積分嚴密性的功臣首推 Cauchy，他在 1815 年發表的無窮級數的收

斂準則(Cauchy’s criterion for convergence)，讓當時的數學家包括他的老師

Laplace，都不得不重新檢視過去所提出的無窮級數是否收斂。另外，Cauchy

也定義了無窮小為「當一個變量的數值無限減小，使之收斂到極限 0，那麼就

稱這個變量為無窮小」，他進一步給了極限、連續、微分和定積分的定義，讓

微積分的嚴格化邁進了一大步。然而，他所使用的「無限逼近、無窮遞增和任

意小」，仍然是連續運動的直觀語言，一樣缺乏精確的定義。直到 Weierstr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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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ε-δ」的術語，才去掉了極限與無窮的模糊講法，例如，「函數 f(x)在 0xx =

處有極限 L」的定義為「對於任意正數ε，如果存在一個δ，使得對所有在區

間 δ<− oxx 的 x，總有 ε<− Lxf )( 」，他還使用「
0

lim
xx→
」的符號來表示「當 x趨

近於 0x 時的極限」(王幼君和金之明，2000)。 

 
自 Aristotle 時代以來，無窮就被分為潛無窮(potential infinity)與實無窮

(actual infinity)。潛無窮指的是可以一再被重複的數學過程，實無窮卻被不被數

學家所接受，例如 Aristotle 曾表示，無窮大是一個潛在的存在，實無窮並不存

在；Gauss 也強烈反對使用無窮大作為某種完善的東西，因為這是數學上從來

不允許的。而微積分中的極限概念，也只涉及到潛無窮。Cantor 提出「如果兩

個集合存在 1-1 對應，則這兩個集合等價」的想法。照這樣的定義，自然數、

整數、偶數、奇數、平方數和質數都等價，也就是有相同的基數(cardinal 

number)。這確實違背了一般人對於「部分小於全體」的直觀想法，不過，無

窮集合和有限集合本來就不必遵循相同的規則，無窮集合的特性就是「它能夠

與其真子集等價」，這應該是數學史上第一個精確地針對「實無窮」所做的定

義(Maor, 1991)。Cantor 還進一步證實，有理數這種有稠密性的集合也和自然數

等價，但是實數集合則和自然數不等價，也就是說，實數和自然數沒有相同的

基數，這可以說將無窮集合做進一步的分類。無窮也有大小之分，這種先進的

想法，引起當時數學界強烈的批判，只得到少數數學家如 Weierstrass 與 Hilbert

的支持，前蘇聯的 Kolmogorov 也對 Cantor 所創立的「集合論」做出了公正的

評價，他說：Cantor 的不朽功績，在他敢於向無窮大冒險邁進，他對似是而非

之論、流行的成見、與哲學的教條做了長期不懈的爭鬥，由此使他成為一門新

學科的創造者，這門學科今天已經成為整個數學的基礎(王幼君和金之明，

2000)。 

 
Tall (1992)綜合 Cantor 的集合論與非標準分析(non-standard analysis)的觀

點，進一步將實無窮分成基無窮(cardinal infinity)、序無窮(ordinal infinity)與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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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窮(measuring infinity)(如圖二-8；依據 Tall 的分類整理)。基無窮與序無窮的差

別在於，序無窮考慮的是有序集(ordered set)。Tall (1980, 1992)指出，如果想像

在一個長度是 L 的線段上，「點」的長度為 d，則需要 L/d 個點來覆蓋整個線段，

如果長度變兩倍，所需的點也要兩倍；如果 d 變小，則 L/d 就變大。非標準分

析可以讓 d 比任意正實數都來得小，則 L/d 就會是無限大，這就是量無窮而非

基無窮。而無窮數列中的潛無窮，可以引導到量無窮的一般概念，像是

「 ......
32
1

16
1

8
1

4
1

2
11 +++++ 」可以表示成「

∞
−=

12s 」，因為部分和不會終止

(Fischbein, Tirosh & Hess, 1979)。基無窮和量無窮是奠基在不同的理論基礎

上，基無窮只有加法和乘法，量無窮則可以做加減乘除四則運算，而某些在基

無窮是錯的性質，到量無窮就會是對

的。例如，如果 0ℵ 表示自然數的基

數，則 2 0ℵ = 0ℵ ；但是，如果 N 代表

量無窮，2N 會比 N 來得大，也就是

說，線段變兩倍，則所需的點也會變

兩倍。這似乎顯示，人類的原始直觀

比較接近於量無窮的觀點。然而，許

多學者比較關注於基無窮與原始直

觀的衝突，所以接下來提到的無窮，

如果沒有特別聲明，就是指基無窮。 

 

二、無限概念的實徵研究 

 
Fischbein (1987)認為直觀是一種認知的形式，受到經驗與立即因子的影

響；直觀像是一個理論，它隱含了直接可觸資訊之外的推測；而資訊的不完整

性和理所當然的感覺的特別組合，應是直觀的最佳詮釋。Fischbein et al. (1979)

調查 470 位國中小學生的無限概念，他們發現學生的回答並不是隨機的，而是

具有無限的直觀，因此，進一步將學生的答案區分成有限主義者(finitist)和無限

無 窮 

潛無窮 實無窮 

基
無
窮 

序
無
窮 

量
無
窮 

圖二-8 無窮分類的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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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者(infinitist)，例如，有限主義者會認為線段只能做有限的分割。研究結果

顯示，有限主義者的答案佔了大部分，無限似乎和我們的直觀是衝突的，這可

能是因為數學邏輯的基模是根基於有限的實體(finite reality)上；另一方面，學

生的答案常會受到問題的概念與視覺脈絡影響，因此，學生對無限的直觀呈現

出高度的不穩定性，這種不穩定性應該來自於無限概念與直觀的內在衝突本

質。他們還指出，高成就的學生比低成就的學生更容易答錯，例如，有 81.3%

的高成就的學生認為，自然數比偶數來得多，而中成就的有 78%，低成就的只

有 49%。學校數學似乎有系統地強化了有限實體的邏輯基模，對於無限概念理

解的影響僅僅是形式上或表象上的，而無限的直觀根本沒有受到影響，也就是

說，無限的概念也許會隨著教學過程而發展，但是無限的直觀也許不會改變

(ibid, p. 33)，這也符合直觀頑固性(perseverance) (Fischbein, 1987)的特徵。 

 
Fischbein, Tirosh & Melamed (1981)以信心程度(degree of confidence)與顯

然程度 (degree of obviousness)來測量一個數學命題的直觀接受度(intuitive 

acceptance)，例如，一元二次方程式的公式解對學生而言，雖不顯然，卻有信

心。另一個命題是「先給一個長度為 1 的線段，再加上長度為
2
1
的線段，接著

再加上長度為
4
1
的線段，如此繼續下去」，如果問「這樣的過程會不會結束？」

有 84.1%的學生回答出正確的答案，並呈現出高度的信心程度與顯然程度；如

果是問「這樣的長度總和為多少？」只有 5.6%的學生回答出長度為 2，他們認

為這是高度的顯然，卻覺得沒有信心，而 51.4%的學生認為線段的長度加不完，

因此長度應為無限，並對這個答案有高度的信心與顯然程度。Fischbein et al.

將這種低正確率卻有高直觀程度的問題稱之為「反直觀情境」(counter-intuitive 

situation)，而這種反直觀的情境幾乎不會受到正常教學過程的影響(ibid, p. 

511)。王安蘭(2005)也指出，如果學生忽略自己的知識有某些缺陷，在接觸了

某個尚未驗證的數學敘述時就有高度的肯定感，這將產生高度的自信，如果又

是個錯誤的敘述，即可能造成很難去除的直觀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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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僅僅是中小學生有無限的直觀迷思，大學生也未必具有完整與協調的無

限概念。例如，Wheeler & Martin (1987, 1988；引自 Tall, 1992)研究修習小學數

學教材教法課程的學生教師，當他們面對「什麼是無限？」的問題時，答案不

外乎是「持續增加不會終止的數字」或是「無論你說什麼數，總有比它還大的

數」這種不會結束或遞迴的過程。70 人中有 24 人認為「每一個線段包含了無

限的點」這個敘述是錯的，有 7 人沒有回答；有 28 人認為「存在比 0 大的最

小分數」，有 13 人沒有回答。Szydlik (2000)調查 27 位大學生的極限概念與數

學信念之間的關係，他將學生的信念分成內容信念(content beliefs)與信念來源

(sources of conviction)，前者指的是關於極限概念的信念，後者指的是關於如何

建立數學事實的信念，又可細分成訴諸於數學權威的外部(external)信念來源與

訴諸於經驗證據、直觀、邏輯或一致性的內部(internal)信念來源。研究顯示，

內容信念對概念的理解影響較小，而外部的信念來源會增加學生的極限迷失概

念，持有內部信念來源的學生則提供比較多靜態的(static)與協調的(coherent)極

限定義。無論學生相信數學是邏輯和連貫的，或相信僅僅是需要記憶與應用的

公式集合，這些信念都會影響學生對於極限的概念性理解。 

 
在國內，王惠中(2003)依無限概念的本質結構將無限分成以下五種：無限

大，即潛無窮；無限多，即實無窮；無窮遠，即射影幾何中的理想點；無限逼

近，指一般求極限的過程；和無限重複，指同樣的操作過程，無止境地重複著。

他設計問卷來測試大學與中學生對無限概念認知的結果顯示，學生對越生活化

的問題，答對率越高，例如知道吃到飽或是貪得無饜的意思。而越是抽象化的

問題，答對率會隨著年級而增高，例如，高中生與大學生普遍知道一條線段可

以無窮盡等分兩半；像是無窮調和級數的和，約有 7 成的大學數學系學生可以

正確回答，中學生則不具有這樣的概念。如果是一般科學性的問題，例如「天

上的彩虹有幾種顏色？」高中生普遍想到連續光譜，可以有無窮多種顏色，大

學生反而和國中生的答案類似，都是七種顏色。在施測後的訪談中，學生會覺

得「很多很多」和「很大很大」就是無限，不能體會一個小小的線段實際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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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窮多點，當然，也不會區別有限和無限的根本差異。王惠中建議，像是「無

限多」概念的認知發展，可以先從有限個數、大數、超越任意有限多、無限多

和無限基數，到可數和不可數，而 Hilbert 的「太空旅館」就是可以介紹無限

基數的例子。 

 
許多學者也關注「如何進行無限概念的教學？」例如 Mamona-Downs(引

自 Tall & Tirosh, 2001)就提出極限教學的三個步驟。首先，呈現出典型的問題

(typical tasks)以啟發學生極限的直觀，並藉由討論的過程去顯示學生對極限的

相對觀點，來發展學生對形式化定義的正確評價；接下來，介紹與分析極限的

形式化定義、討論每個符號的角色以及解釋形式化定義的本質；最後，仔細地

評量前面提到的直觀信念與形式化定義。Tirosh (1991)設計一個「有限與無限

集合」的學習單元，她採用一些教學策略協助學生克服理解實無窮時的內在矛

盾，例如提升學生對本身思考不一致的察覺、討論學生對無限的原始直觀、從

有限進展到無限、強調對無限感到困惑是合理的、重視數學的真實以及強化學

生對新定義的信心。Tsamir & Tirosh (1994)認為學生對兩個無限集是否相等是

取決於它們怎麼表徵，這個表徵方式可以分為數值橫向(numerical-horizontal)、

數值縱向(numerical-vertical)、數值明確(numerical-explicit)與幾何(geometric)表

徵。研究指出，幾何與數值縱向的表徵可以引起「元素相等」的反應，而幾何

和數值明確的表徵可以引起「一對一對應」(1-1 correspondence)的判斷。Tsamir 

& Tirosh 建議採用類比(analogy)與衝突(conflict)作為這個主題的教學方法，其

中，類比教學法就是當學生能正確回應時，以數值明確與幾何表徵作為定錨

(anchoring)的策略；而衝突教學法就是將同一個問題用不同的表徵呈現，讓學

生產生認知衝突。Kahneman & Tversky (1973；引自王安蘭，2005) 指出，一般

人會有許多誤用數學直觀偏誤和迷思的表現，即使在概念衝突的情境或經過一

個教學實驗之後，它仍然非常頑強且難以改變；但是，對於數學教師而言，克

服直觀迷思的教學縱然是艱辛的挑戰，仍是一項值得努力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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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本研究的詮釋性架構 

 
認知心理學主要是關心的人類心智的內涵(例如知識和信念)與過程(例如

思維、解題與計畫)，而認知心理學家認為，知識是以結構的組織模式儲存在

人類心智中，並且個體的知識結構與心智表徵對個體的看法、思維與行動扮演

著重要的角色。教師知識會直接影響他的思維，而思維又會主導課堂上的行動

(Brown & Borko, 1992, p. 211)。然而，教師的想法與作法可能會有落差，若想

要瞭解數學教學工作，必須更貼近教學實務來觀察(Ball et al., 2001)。Artzt & 

Armour-Thomas (1999)曾發展出一種「階段─維度架構」 (phase-dimension 

framework)來檢驗數學教學的實務，其中的課程階段可以劃分為初始、發展和

結束三個階段，而課程維度指的是任務、學習環境和對話三個維度。如果教師

對自我實作進行系統化的詢問，藉以提升實務和加深對實務的瞭解，即是教學

的反思(McIntyre, 1993)。按照 Wilson et al. (1987)提出的教學推理與行動的模

型，在產生新理解之前，需要必經過反思的階段，Tzur (2001)也認為層次的躍

升是靠不斷的反思與重組先前實務中的概念，來產生出新的理解，因此，反思

應是成功事業發展的核心(Kathryn & Murray, 1999；引自陳松靖，2002)。Schön 

(1983)進一步將反思區分為在行動中的反思(reflection-in-action)以及對行動的

反思(reflection-on-action)。他強調由活動中反思的結果須再次反思，並產生有

用的描述，後續結果的反思會賦予之前的描述某些意義。 

 
反思可以說是教師思維的一部份，教學實務即是教師在課堂上的行動，教

師的思維與行動都會反映出教師所具有的知識。范良火(2003)認為，過去對教

師知識的分類必然包含數學知識與教學知識，Tzur (2001)四焦點模式中的第一

焦點與第二焦點關注的是學習數學以及學習教數學，Simon (1994)的循環模式

也是以教師自己學數學的經驗為基底，逐步地循環而擴展到教學的計畫與實

施，Cooney (1994)也認為師資培育者應該提升教師的數學功力(mathematical 

power)與教學功力(pedagogical power)，其中的數學功力就是數學學習者利用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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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知識解決問題的能力，而教學功力則是在教學脈絡中解決教學問題的能力。

據此，個人提出「數學層次的知識」與「教學層次的知識」作為研究學生教師

數學教學知識內涵的分類依據。 

 
在數學層次的知識中，個人關注於學生教師對數學概念的理解。所謂理

解，指的是將概念調適到適當的基模中(Skemp, 1989；許國輝譯，1995)，其中

理解又可以分為深度、廣度與完全性(Ma, 1999)。Gardner (1991)認為展現理解

的重要徵兆，就是能夠以各種不同的方式來表徵一個問題；Shulman (1987)也

主張，教師要將他所理解的學科知識轉換成在教學上最強而有力的形式，並且

適用於各種能力與背景的學生。也就是說，教師可能會思考採用什麼樣的問

話，來促發學生的認知內涵；使用什麼樣的類比，讓抽象的概念具象化；或是

設計什麼樣的操作性活動，讓學生發現隱含的數學結構。這種從數學層次知識

轉換到教學層次知識的過程，即是 Shulman 所謂的教學推理(pedagogical 

reasoning)。Tzur (2001)則認為，層次的躍升需要反覆思量較低層次中的概念，

這是一個非線性的過程，也就是說，教師可能會在數學層次與教學層次的知識

之間來來回回地挪動，正如同 Simon (1994)把學習視為循環的結構以及 Ball & 

Bass (2000)強調理解的彈性與適應力。因此，教學應該考慮知識的動態本質。 

 
然而知識不僅僅存在於個體的內部，它也存在於社群之中。COP 是一個動

態的脈絡，可以將新的心像轉變成知識，因此，它是獲得和創造知識的特有場

所；若能在 COP 中一直保持經驗和能力之間張力的流動，就能使 COP 變成一

個學習社群(Wenger, 1998)。在本研究中，學生教師會組成一個「共同學習教數

學」的學習 COP，學生教師們相互討論教學活動的設計、共同負責實際的教學

活動以及反思教學實施的成效，在這樣的過程中，成員們可以相互地分享、辯

證與釐清彼此的想法。Wenger et al. (2002)曾指出，COP 的實務包含了書籍、

文章、知識基礎和其他成員分享的資料庫，也具體呈現了某些行為模式、對問

題和想法的觀點及思想風格，因此，個人認為，教師的思維與行動也應該內含

在 COP 的脈絡之中。綜合以上的觀點，本研究的詮釋性架構是以 COP 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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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底，關注於學生教師對無限概念的理解與教學，並以思維與行動作為觀察

數學教學知識內涵與發展的兩個主要面向(如圖二-9 所示)。 

 

 
圖二-9 數學教學知識研究的詮釋性架構 

C O P 的 脈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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