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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和建議 

第一節  階段性的結論 

 
Wilson, Cooney & Stinson (2005)的研究指出，好的數學教學 (good 

mathematics teaching)需要充分的知識、促使學生理解、引發學生的參與和學習

動機以及需要有效的教室管理。許多學者的分析也指出教師知識的許多成分，

但是很少研究可用來解釋知識成分之間的關係，以及關於知識的成分如何經由

教師的教學實踐而轉換(Frennema & Franke, 1992)。Noddings (1992)也提出到底

「內容知識如何關連到 PCK？」的問題。按照 Wilson et al. (1987)所提出的模

型，教師要反思學科的內容，加以調整、表徵及修正成學生所需的形式；Simon 

(1994)的學習循環則是經過不斷地探索、確認與應用的過程，從原先的數學知

識再去整合學習者的知識，最後逐步形成進行教學的能力。個人則依據 Tzur 

(2001)的四焦點模式提出了一個兩層次知識的研究與詮釋架構，它應該具備以

下幾個特徵。 

 
首先，不同層次的知識會對應到不同的角色，數學層次的知識對應的角色

是學生，指的是學習和數學的知識，包含了理解學校數學的定義、原理與原則，

也包含了溝通、推理與連結的數學能力；教學層次知識對應的角色是教師，泛

指的是教數學所需的知識，主要觀察的是教師將數學知識轉換成各種表徵的能

力，其中也涉及到教師的學習者知識、評量知識與課程知識。其次，教學層次

的知識與數學層次的知識是個外層包住內層的結構；而且，教學層次中的知識

發展必須透過重構數學層次知識中的概念和歷程，教師在思考怎麼教的同時，

必然涉及到怎麼學以及數學的內涵與本質，正如同 Shulman (1987)認為 PCK 是

教學知識與內容知識的特殊混合物，教學層次的知識已經具有了學科的獨特

性。再者，教學不是傳授靜態的知識，教師會根據所處的情境脈絡動態地調整

既有的相關知識，是一種複雜的思維過程，個人認為教師在數學層次的思維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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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屬於數學推理，而在教學層次中思維則是教學推理，也就是說，教師將既有

的數學概念加以解壓縮、重組與鬆綁(Ball & Bass, 2000)後，轉換成能適應個別

差異的教學表徵。 

 
從無限概念的歷史我們得知，一個概念會隨著時間的發展而擴張它的深度

與廣度，Ma (1999)認為對一個主題理解的深度是指「連結到在概念結構上更有

力觀點的能力」，廣度指的是「連結到相似概念的能力」，而深度與廣度都取決

於完全性，使得數學知識膠合(glue)為一體。然而，數學是一門嚴謹的學科，

任何的概念都有其精確的定義(或敘述)及賦予的意義，例如 Ball (1989)就認

為，教師的實質知識(substantive knowledge)應該有正確(correctness)、意義

(meaning)與連結(connectedness)三個準則。個人則從實徵資料發現，學生教師

都聲稱連結到無窮的概念，卻沒有展現出對應的解釋或意義，因此提出的精確

性─正確且精準地闡述數學概念的能力，這樣的想法應該有助於使教師的數學

知識奠基在更穩固的基礎上。 

 
TE 曾經運用四位資深中學數學教師的教學案例，作為師資培育課程的素

材，這種案例知識(case knowledge)，就是關於「有特定性、經過文件整理與描

述豐富的事件」的知識(Shulman, 1986)。TE 有系統地呈現資深教師的教學影

帶，讓學生教師觀摩同一個教學單元中的不同教學表徵，例如甲老師的豐富問

話表徵、乙老師的學生操作河內塔活動以及丁老師的骨牌類比。同時中也呈現

一些比較不恰當的教學表徵，例如，丙老師以手錶和電視類比數學歸納法不重

過程，這就值得學生教師進一步深思「不適當的原因為何？」以及「如何加以

改進？」。Lin (2005)的研究指出，案例教學有助於學生教師建構教學表徵以及

用多元觀點來確認問題情境的能力。從本研究個案的模擬教學活動來看，這些

教學案例應該對部分個案產生一定程度的影響，例如，群組 X 從比較傳統的教

學修正為使用類比與操作物的教學活動，群組 Z 的教學模式也與乙老師很類

似，但是群組 Y 的教學就比較難看到與教學影帶的直接關連性，這是否代表了

案例教學仍然只有局部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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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在教師的專業成長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荷蘭的小學數學師資培育標準

(Standards for primary mathematics teacher education) (Goffee & Dolk, 1995)將反

思(reflection)、敘事(narration)與設計(construction)同列為培育數學師資的三大

支柱。個人認為，學生教師必須先察覺到教學問題的癥結，才能進一步思考出

可行的解決方案，以引動教學策略與實作的調整。然而研究顯示，個案教師如

果沒有察覺就不會有進一步的省思，如果已經察覺到問題也可能因無法思考出

對應的策略而沒有行動。這似乎代表在教學轉變的過程中，必須仰賴培育者長

期的提醒與支持，正如同 Jaworski (1994；引自鄭英豪，2000)的研究顯示，批

判性反思能力的發展可能需要外部監控的行動。 

 
本研究中修課的學生教師都參與其中一個學習教數學的社群，這個社群有

經常性的聚會來共同討論教案設計與教學演練的實務工作，並藉由分享與協調

的過程逐漸發展出個人對數學教學的意義。然而，這個社群的成員都是數學教

學的新手，缺乏比較有經驗的老手帶領。在 COP 中，老手會用敘事和參與兼

具的方式交付過去的經驗且提供未來的方向(Wenger, 1998, p. 156)。可能就是因

為缺乏老手關鍵性的回饋與批判，學生教師的 COP 歷經了潛力期與結合期卻

不具備成熟期的功能。儘管如此，COP 仍然提供了一個學生教師建構教學相關

知識的現實脈絡，他們在社群中發表、聆聽、激辯或是妥協，COP 不僅是一個

新手學習的支撐性脈絡，也是一個讓新觀點轉換成知識的互動性脈絡，因此，

它具有一種可以獲取知識與創造知識的獨特軌跡(privileged locus) (ibid, p. 

214)。 

 
本研究是以大三的學生教師為對象，觀察他們在為期一年的師資培育課程

中的數學教師知識內涵與發展，雖然與理想的教學相較之下，他們的數學理解

並不是很完全，也常不能轉換成合適的教學表徵，但是實徵資料仍部分的反應

他們在學習歷程上的個別差異。例如，在知識內涵上可分成「數學層次的迷

思」、「教學層次的迷思」與「數學與教學層次的迷思」；對自己的教學反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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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有察覺有反思」、「有察覺沒反思」與「沒察覺沒反思」。正如同教師要

針對不同學習特質的學生來擬定對應的教學策略，如果本研究能部分反映出學

生教師在學習教數學的特徵，那麼對於師資培育者的啟示，應該就是發展適合

不同學生教師的課程內容與輔導策略。 

 

第二節  接續研究的建議 

 
Berliner (1988)將教師的專業發展分成五個階段：生手教師(novice)，嚴格

的遵守規則，教學缺乏彈性；初任教師(advanced beginner)，已具有兩三年的教

學經驗，依據實務逐步建構自己的知識；稱職教師(competent teacher)，能設立

合理的目標，選擇有效的方法，依計畫順序進行；精熟教師(proficient teacher)，

有較佳的直覺，能分析利弊，以決定解決方案；與專家教師(expert teacher)，

能不用分析的方式，可以靠直覺來處理教學問題。Brown & Borko (1992, p. 213)

統整許多生手教師與專家教師的對比研究指出，專家教師比生手教師展現出更

多的教學知識、數學知識與 PCK，他們儲存與組織知識的認知系統(基模)都比

生手的細緻、連通與容易獲得(accessible)；此外，專家教師的基模包含了許多

有力的解釋、示範與例子，可以用來表徵學科的內容給學生，生手教師則必須

在每堂課之前才發展這些表徵。本研究中的學生教師均是第一次學習教數學，

應該比較接近生手教師的狀態，這也就不難理解「為什麼他們的知識是比較不

成熟而且不完整的？」然而，這種對比性的研究固然能呈現出有效教學的典

範，但是，以專家教師的標準來審視生手教師的知識是否會過於嚴苛？就像是

小學生與高中生有不同的知識需求與評量標準，那麼，學生教師應該具備什麼

程度的知識就算是達到標準？國內九年一貫的數學課程只有針對學生的分年

提出學習的能力指標，對於教師的教學指標仍付之闕如。針對不同發展階段的

教師建立一套適宜的教學相關指標，或許是未來可以研究的方向之一。 

 
Wenger et al. (2002)曾指出，組織想要社群普及、整合並影響學習與創新

力，就需要評量與管理社群。本研究中學生教師的 COP，由於缺乏比較有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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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群領導者來有系統的管理、發展與評量社群的知識，以致於缺乏充分的知

識來處理社群所產生的問題，或是根本沒有察覺到教學問題。我們可以思考一

種可能，就是讓研究人員成為社群的一員，扮演類似顧問的角色來促發學生教

師的反思與察覺，這樣，研究者一方面可以獲得第一手的資料來紀錄他們「從

產生知識的學習、創新活動到應用知識的整個程序」；另一方面，透過有系統

地蒐集社群中的故事，也可以作為師資培育者評量社群的依據，因為，故事是

審視知識系統作好的方法，可以解釋社群活動、知識資源和績效結果間的連結

(ibid, p. 198)。關於 COP 的邊界(boundary)也是一個值得繼續探討的議題，COP

並不是獨立地運作，COP 之間的會議、交談與拜訪都是屬於邊界上遭遇

(boundary encounter)，Wenger (1998)進一步分成 1 對 1(one to one)、滲入

(immersion)與委任(delegation)三種型態。Wenger et al.認為，跨越 COP 邊界的

互動迫使成員以新的眼光來再次看待自己的假設，結果，它成為深度學習的來

源；當實務的核心是專業知識時，激進的新見解常在社群間的邊界上產生。也

就是說，教學 COP 間的互動應該也是促使學生教師知識成長的途徑之一。 

 
本研究以兩層次的研究與詮釋架構來描述個案學生教師的知識內涵與發

展，固然反映出他們學習教數學時的個別差異，但是仍有許多可以接續研究的

問題。例如，其他的師資培育的課程或活動是否會有類似的觀察結果？學生教

師產生迷思概念的原因是什麼？在職教師是否也有同樣的概念迷思？師資培

育者應該發展出什麼樣的課程或活動來減少迷思概念的產生？對於已有一定

知識基礎的學生教師，師資培育者如何進一步加強其數學理解的深度、廣度、

完全性與精確性，或是可以採用更多元的方式來表徵數學或教學概念？在教師

的實務反思方面，荷蘭的小學數學師資培育標準(Goffee & Dolk, 1995)曾將反思

的對象與程度分成四個層次：普羅反思(lay reflection)，即對個人直接或間接經

驗的覆頌；自我反思(personal reflection)，即對個人實務經驗的反思；教學反思

(pedagogical reflection)，即對教學中各面向問題的反思；學理反思(theoretical 

reflection)，即對與一般化理論聯繫的反思。Mason (1998)認為，師資培育應該

培養教師對自己本身及學生的「行動察覺」(awareness-in-action)、具有數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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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業察覺」(awareness-in-discipline)以及透過同儕互動的「商議察覺」

(awareness-in-counsel)。這是否代表學生教師在反思的層次與察覺的面向上也

會有所不同？那麼，師資培育者不僅要促使學生教師能夠反思與察覺，還要更

進一步提升其反思的層次以及擴展其察覺的面向。 

 
一般教師轉變(teacher change)是指從傳統教學(traditional teaching)到改革

取向的教學(reform-oriented teaching)。在傳統教學中，教師是採用直接告知與

展示的方式傳授學生數學的知識；而改革取向教學是透過數學社群的方式進

行，重視的是過程與溝通而非結果(Cooney, 2001)。Boaler (1998, 1999)研究了

兩所教學方式不同的學校後發現，內容導向(content-based)教出來的學生認為，

數學就是要記憶大量的公式與規則；而採用問題導向(project-based)教學的學生

就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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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ng (2001)比較東西方教師的教學特質後指出，東方教師重視

的是數學知識的內容與結構，而學生是被動的知識接受者；西方教師強調數學

知識的過程，通常採用解題或探索的課程活動讓學生以有意義的方式來學習。

然而，Ma (1999)所發現的 PUFM 是來自比較偏向傳統風格的大陸教師，本研

究中的 B6 和 B8 雖然採用講述的教學，卻有比較詳盡的數學推理，而採用操

作性活動的 B3 和 B4 反而沒有傳達出比較清晰的數學概念。這是否代表，傳

統教學與學生的理解不是絕對的互斥？而非傳統的教學也不盡然是有效的教

學？ 

 
Cooney & Wiegel (2003)認為職前教師應該經驗數學為一個多元的物件

(pluralistic subject)，其中多元的意義包含了對同一個概念的不同表徵。可是，

我們又不能忽略教學表徵的侷限性，正因為教學表徵與數學概念常常會有落

差，所以，學生教師在學習改革取向的教學時，勢必有許多困難與挑戰，就像

是 B7 曾因為採用「鸛鵲樓」表徵而感到挫折。無論是透過課堂溝通建構中學

生的數學知識、運用類比作為學習抽象概念的具體心物或是讓中學生在操作性

活動中持續探索與思考，這些都必須仰賴教師充分的數學層次與教學層次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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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在朝向改革的道路上，師資配育者要如何克服學生教師在這過程中的概念

迷思也應該同樣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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