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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共有七小節，將依序呈現六名個案的研究結果，並在最後一節說明跨個

案的綜合比較與分析。其中，每一個案的研究結果均分為四部份來報導。第一部

份為「教育實習的環境」，除前一章提及的實習學校環境之外，本章更詳細介紹

個案所屬的 M、教學實習的規劃、任教班級的學生以及個案在實習環境中與他

人相處的情形；第二、三部份分別為「教學身分的衝突期」及「教學身分的調適

期」，依序報導個案兩階段的研究結果，每一階段的研究結果依循 Chin & Lin 

(2000, 2001)所提出 PV 的詮釋性架構(請參見圖 2-2-1)，呈現前面兩個層次。第一

層是「個案的教學活動」，舉實際的教學活動為例，說明教學時間的分配、進行

方式及師生互動的情形。第二層是「教學活動分析」，從教學活動中挑選出具研

究意義的 CIP，呈現與該 CIP 相關的訪談內容及資料，找出個案所呈顯的教學認

同，並寫成「○○認為…」為首的句子，以粗體字表示；最後第四部份為「兩階

段研究結果的比較和分析」，綜合論述個案所展現的教學性格及其教學原則，進

一步精鍊出個案凸顯的 PV，並說明兩階段 PI 發展的情形，也呈現出詮釋性架構

的第三、四層次。 

第一節 小寧的故事 

一、  教育實習的環境     

小寧的實習學校是一所私立完全中學，而小寧是在國中部實習。該校也是小

寧的母校，所以小寧對於學校的環境並不陌生。該校數學科教師在教學時皆使用

共同編制的數學科講義，並以練習題目和加強學生計算能力為主，小寧表示「我

覺得我們這邊比較注重在題目的練習，還有就是因為像我以這本講義來看啊，雖

然可能這不是我們老師編的，可能是很多老師一起編的，就是你編這個我編那個

單元，所以就整個都是題目，就不會有觀念敘述性的那種。(A1, 訪談, 941220)」，

而小寧的輔導老師(以下簡稱M1)也表示「其實在這學校的教學很少有活動」、「學

校的講義是以練習為主，我們學校自己有編講義，希望能將各版本的編入教材統

整，並加強學生的計算能力，裡面沒有活動，只有題目。(M1, 訪談, 94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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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曾有新進教師建議小寧教學時「就是按照這一本(講義)，然後把一些參

考書或課本的觀念，就是上面沒有的把它補充進去給學生就好了」、「在本校啊！

沒有人再玩什麼引起動機的！(A1, 訪談, 941220)」。也就是說，該校的數學教師

社群，似以學校講義作為校內的「數學聖經」，並以講解題目為主要的教學模式。     

M1是在該校任教三年的新老師，負責輔導小寧的教學實習以及導師實習。

在小寧眼中，M1是一個「活潑、開朗、陽光(A1, 問卷, 9501)」的人。在教學方

面，小寧描述「M1上課依照本校數學科編寫的講義，編寫方式(重點→例題→練

習題)，上觀念的時候會幫同學作重點整理，少有引起動機，下課前通常會留一

些時間讓學生寫作業，上課氣氛很high，因為老師很風趣，會講笑話。(A1, 問

卷, 9501)」。小寧認為M1相當重視題目的練習，小寧描述「老師比較會花很多時

間是給他們(學生)多做練習，然後可能就…例如說有問題的題目可能就多講幾

遍，這樣可能就比較能夠吸收，有點類似…反正你做做做很多次你總該會一點

了吧！那種感覺！(A1, 訪談, 941220)」。而M1則形容自己的教學風格是「注重

符號，邏輯思考，語音，計算能力啦！會玩一些遊戲！希望讓他們在愉悅情況

下學數學。(M1, 訪談, 941220)」，教學上最重要的是「話意要了解，再來就是

計算能力」、「我不會停止一天的功課，就算只有幾題也要每天練習。(M1, 訪談, 

941220)」。由此可知，M1是一位幽默風趣、強調練習的數學老師。 

在教學實習方面，小寧主要是以觀摩M1的教學為主。小寧上學期曾詢問關

於上台教學的時間，但M1的說詞反覆，且預定上台的機會逐次減少。小寧表示

「M1對於讓我上台的內容部分是一再更動，從到高國中一小節，變成高國中各

一節課，再變成國中一節課(A1, 省思報告, 9501)」。而最終結果，小寧在上學期

總共上了兩堂課，也就是「以符號代表式」的第一、二堂課。而到下學期，雖然

M1曾口頭上表示讓小寧多上台，但最終只有一堂課的教學機會，也就是「一元

一次不等式」的第一堂課。因此，在實習一年期間，小寧的正式教學經驗極少，

共計三堂課。教學前，小寧會主動將教案給M1過目，而據小寧描述，M1通常沒

什麼意見；教學時，M1會在教室後觀看，偶爾補充說明；教學後，M1會提醒小

寧該注意的地方。小寧和M1之間的教學互動頻率並不多，雖然小寧固定每個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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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跟M1討論該週的工作，但M1多半指派導師實習的工作，甚少和小寧討論有

關教學的部份，小寧提到「我跟M1之間的交流並不是很多，這問題可能在我因

為之前多半是見習的狀態，而且因為我們學校的自編講義裡面題目佔大多數，多

半的時間是聽到老師在解題，所以我並沒有針對老師的教學有什麼疑問。…，之

後上台的部分，老師事後也沒有對我談過有關教學的東西。這些讓我有點灰心，

我覺得我無法從M1那邊得到有關教學部分的指導。(A1, 省思報告, 9501)」。小寧

形容和M1之間的談話簡短，「每次都速戰速決，所以沒什麼好講，就是沒有跟老

師有很長的談話。(A1, 訪談, 950224)」。由此可知，小寧和M1平日互動就不多，

教學機會也很少，在教學方面所獲得的指導也不如預期。     

小寧主要導師和教學實習的班級是M1的國一合唱班。小寧形容班上同學很

活潑，平常上課表現很high。小寧平時也藉由參與班級活動和學生培養感情，小

寧描述「剛開學的時候，因為跟學生接觸機會不多也不熟，難免有些生份，一個

學期下來，藉由中午看掃地的時間，還有聖誕節前夕陪同學生到惠華托兒所報佳

音的活動，讓我跟學生有多一點的互動時間，距離感也比較少了。(A1, 省思報

告, 9501)」。       

二、  教學身分的衝突期 

(一)  小寧的教學活動 

以上學期訪視試教的單元為例，小寧的教學單元是國一上學期「以文字符號

列式」第二堂課，上課使用的教材是學校數學科講義，扣掉介紹及歡迎研究小組

的時間之外，實際教學約 43 分鐘，教學班級為國一導師班。教學前，M1並沒有

給小寧任何建議，不過希望小寧可以依照學校講義教學，並指示教學進度。這堂

課的教學活動可分為兩個階段，分別是生日魔法數和例題講解。 

第一階段約 10 分鐘，小寧先用故事包裝引入活動，故事內容是配合正在播

出的偶像劇「惡作劇之吻」，女主角湘琴救了男主角弟弟裕樹，裕樹因而想送生

日禮物表達感謝之意，但又不好意思直接詢問湘琴的生日，遂而設計一個方法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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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湘琴的生日。接著小寧貼上海報，說明生日魔法數的運算規則，並帶領學生按

照步驟，將自己的生日代入規則中。此運算規則是：將生日的月份乘 5、加 7、

乘 4、加 13、乘 5，再加上日期，再減 205，得到結果。接著，小寧和學生討論

結果和生日之間的關聯，並暗示學生課後可將月份設成 x，日期設 y 再代入運算，

會有神奇的結果。最後活動結束時，有一名學生對活動內容提出疑問，小寧則直

接回答學生的問題。第二階段約 33 分鐘，小寧講解講義上的 8 個例題，曾兩度

請同學上台演算並解說。其中有 4 位同學對於題目的理解發生困難而主動提問，

小寧則針對學生的問題進一步向全班解說題目的意思。而剩餘的時間，小寧則讓

學生寫回家作業，若有問題可舉手發問。 

小寧服裝整潔、儀容端莊、態度自然具親和力、說話快慢適中而且表達清楚。

板書字體端正美觀、排列整齊，並使用有色粉筆輔助講解。在教學過程中，學生

對於一開始的故事情節及生日魔法數顯得相當有興趣，學生和小寧之間的問答聲

此起彼落。而當學生算出結果時，也聽到學生發出驚呼聲，教室氣氛相當活潑。

在第二階段講解例題時，大部分時間只聽到小寧的聲音，雖然小寧偶爾會跟學生

提問，但多半是自問自答或是封閉性的問題。學生則專心聽講、低頭寫講義，偶

爾配合小寧作簡短回答。 

(二)  教學活動分析 

針對小寧的教學活動，我們選出和研究較具相關意義的 3 個 CIP，作進一步

的描述及詮釋，再配合其他的研究資料作為佐證，試圖從中瞭解小寧的教學原則。 

CIP1：以「生日魔法數」活動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我們觀察到小寧在教學一開始設計「生日魔法數」的引起動機活動，引發學

生熱烈的討論。小寧表示「我不想要一上課就開始講數學，然後我希望說藉由引

起動機，那你在敘述跟生活比較相關的東西，然後我就說有一個小故事的時候，

然後在把他的注意力拉到前面的講台上，然後讓他知道說，他要學的一些小東西

這樣子。(A1, 訪談, 941220)」。也就是說，小寧希望藉一開始的活動設計喚起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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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注意力，引導學生進入和課程相關的知識。另外，她也表示這樣的想法已經

行之有年，她說「我每次上課我都會想要做引起動機啊!包含在附中或是大四上

的那個試教，就是一個小節的第一堂課，然後如果有辦法找到引起動機我都會想

要用。(A1, 訪談, 941220)」。而小寧在「以文字符號列式」的第一堂課時也曾使

用玩撲克牌的經驗來引出x這個數學符號。內容大意是玩牌時，若不見一張牌，

可能會用鬼牌來代替那一張牌，此時，鬼牌的功能就跟其他牌一樣。而今天要介

紹的x也有同樣的功能。也就是說，小寧認為「教師應在單元教學一開始設法

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吸引學生的注意」。而在教學中加入這樣的活動設計已

是小寧慣用的教學策略。     

CIP2：依據學校既定的講義內容教學     

小寧在一節課的教學活動中，有超過一半的時間在講解講義上的例題。小寧

表示，M1希望「我用這個(講義)的題目來上，就是依據這個(講義)來上，可能就

是再加一些東西進去。(A1, 訪談, 941220)」，並且指示小寧該堂課的上課進度。

小寧因為顧及自己實習身分的因素，而不敢與M1的教學差別太大。小寧表示「就

像講義啊！就同樣的啊！然後我可能會加一點，就像我會加引起動機，然後我們

老師有跟我溝通過，可是我不敢把整個換掉。」、「因為我會覺得我好像是來插花

的，上兩堂課就逃離他的感覺，然後我如果做很大的變更，那學生自己不能接受。

再來就是，不知道ㄟ！我自己的個性。(A1, 訪談, 941230)」。也就是說，小寧在

M1半強制性的要求下，以及考慮學生的接受度和自己的人格特質，最後依照M1的

指示方式教學。 

小寧表示若是自己擁有較多的教學自主權時，她的教學安排會是：「那個引

起動機還在啊!然後我覺得我例題可能不會講那麼多題，我可能就會把它縮減一

點，然後再，因為我覺得其實我講了七題，我還是覺得講蠻多的耶！然後我可能

會把他縮減一半，可能講個四題，那其他時間，那像學生已經有反應的其實我會

想要把他講完，那一整段把他講完。」、「我不會到，可能不會到他(老師)那麼多

（例題）啦！因為如果我還想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的時候。(A1, 訪談, 94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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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小寧所指的其他的事情，就是像「引起動機」和「請學生上台」。由此可知，

小寧在教學時間的分配上，除講解例題之外，她同時也希望在課堂上安排其他的

活動。 

雖然如此，但小寧並不否認練習的重要性。她表示「我會覺得課後要給學生

多做練習是還不錯的方式，因為其實像這（講義）練習讓我覺得還蠻少的，如果

只有到這裡的話。」、「我覺得不一定是注重題目耶！只是因為我覺得他們還是要

多練習才有辦法去懂這些，所以我還是會給他們做練習。(A1, 訪談, 941220)」。

也就是說，小寧認為數學教學應讓學生作適度的練習，有助於數學概念的吸收、

了解。小寧進一步表示，她比較喜歡的教學方式是「講一個小概念然後有兩三題

題目，然後可能這堂課講講概念，就很像把他打散的感覺，就不會是全部那一節

課是聽(概念)，那一節課是寫（例題）那種感覺。」、「你就馬上練習剛剛的概念，

這樣印象會比較深刻。(A1, 訪談, 941220)」，小寧說「其實我不是很喜歡這樣的

方式（指學校講義）。(A1, 訪談, 941220)」。由此可知，小寧雖然不否認練習的必

要性，可是出發點是希望學生可以藉由練習更熟悉數學概念。也就是說，小寧認

為「學習數學應有適度的練習，以熟悉課程內容；而教學例題的安排應該

配合在相關的概念之下，以加深學生的印象」。         

CIP3：讓學生有機會發表自己的想法 

在小寧的第二段教學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小寧曾兩次請學生上台演算，演算

之後並請該名學生講解給全班聽。小寧表示「我覺得其實上台講對一個學生的幫

助很大，不一定是下面的人都聽的懂，可是下面可能，下面聽得懂或不懂是其次，

對上台的那個學生他自己有沒有辦法懂，然後講出來給別人，其實他對題目的了

解他會更深入。其實我自己以前的學習方式，我覺得這個效果還蠻好的。(A1, 訪

談, 941220)」、「就覺得其實上去講，那如果你沒有講的很好，比如說你邏輯不是

很好的話，老師在旁邊給你再講一下，你反而會對題目用到的概念，你會有更深

入的了解吧 !我覺得 !所以我還蠻喜歡要讓學生上台試試看。 (A1, 訪談 , 

941220)」。也就是說，小寧根據自己以前的學習經驗，認為「教師應適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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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讓學生練習解說自己的想法，可以促進學生對數學概念有更深一層的

理解」。 

除此之外，小寧也希望「數學課不要只有我在講這樣子。」、「就是我不想要，

因為我覺得我還沒有定型，我還沒有教了十幾年，我還沒有定型，然後我覺得我

想要做一點點不太一樣是說，就跟我以前的學習經驗不一樣吧!我不想要數學課

都是一直聽老師講或是，就是老師黑板講、抄，這樣子，我想要可以在課堂上做

一些，可能是活動啊!可能是討論啊，可能是上台，但是這是理想。所以可能沒

有辦法一次就是說達到我想要的就是了。(A1, 訪談, 941220)」。也就是說，小寧

試圖改變傳統以教師為中心的講述教學。小寧進一步說明她理想中的教學是有

「師生互動」，就是要有「對話」、「就是自己講為什麼要這樣算啊!或是說去跟同

學討論啊！(A1, 訪談, 941230)」。也就是說，小寧希望能在數學課堂上有多一點

的師生討論與交流。但是她仍很擔心自己無法掌握學生的狀況，小寧表示「如果

他講對了就算了，如果講錯我要怎麼辦啊？(A1, 訪談, 941230)」。因此，小寧表

示「我覺得我還是會想去問啊!可是我不會一次就把尺度放很開，我可能會慢慢

放這樣子。」、「我現在只有放到上台寫然後講解為什麼，就只有放到這裡而已。

(A1, 訪談, 941230)」，且她在課堂上也尚未嘗試詢問學生開放性的問題。也就是

說，小寧認為「教師應嘗試不同的教學方式，例如可以在班上作開放式的

討論，增加師生互動的機會」。但現階段由於教學經驗的因素，小寧擔心無法

掌握課堂狀況，因此目前只讓學生上台講解自己練習的題目。     

此外，我們在訪談過程中也發現，小寧過去的學習經驗深切地影響她對教學

的看法。小寧表示在求學階段曾參加課後補習，那時她認為「老師應該要像補習

班那樣就是解題目很精準，然後就好像什麼難題都考不倒，然後講題目就是，就

是完全不會有贅言不會亂扯，然後就是很清楚的講解這樣子。 (A1, 訪談 , 

941230)」。但小寧在上過師資培育課程之後，她發現自己對於數學概念體會不

深，她提到「我會算可是我不知道我為什麼可以這樣做，我以為就是記住那個模

式，數學形式。(A1, 訪談, 941230)」、「這個題目我會算，然後可是這一題跟另外

一題有沒有什麼關係，可能我就不能做個連結，就是對數學的感覺很弱。(A1,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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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941230)」。小寧描述補習班的教學方式是「沒有引導」、「完全純解題」、「不

要引起動機」，而造成的結果會是「對學生的成績可能有明顯的幫助，但是我覺

得他對數學這個東西沒有很大的感受，…(A1, 訪談, 941230)」。因此，小寧明白

地表示，「不想要我教出來的學生跟我一樣」、「我覺得不一定是講說一定要會證

明還是什麼，可是不能連那概念都沒有。」、「我想讓他們學的到東西然後是有系

統的學到的，又不完全是像補習班那麼制式，就是不完全是走到數學形式啦!...，

就是還要有數學內涵在裡面。(A1, 訪談, 941230)」。小寧提及她會設計引起動機

也是因為「不想跟補習班上的一樣」、「我覺得如果我上的跟補習班一樣的話，那

他們就去補習班，就覺得我沒什麼特別的了。(A1, 訪談, 941230)」。也就是說，

小寧覺得補習班制式的教學方式，缺乏引導的感覺，會讓學生只學到數學的形

式，卻缺乏數學感覺或內涵的了解。由此可知，小寧由於過去學習經驗深刻地體

悟，使她意識到數學概念的重要性，也希望能在自己的教學上付諸實現。也就是

說，小寧認為「數學教學應著重發展學生的數學概念，避免讓學生只學到

數學的形式，而忽略數學本身的意涵」。 

三、  教學身分的調適期 

(一) 小寧的教學活動 

以下學期訪視試教的單元為例，小寧的教學單元是「一元一次不等式」第一

堂課，上課使用的教材是學校數學科講義，教學時間約 50 分鐘，教學班級為國

一導師班。教學前，M1並沒有給小寧任何建議。這堂課的教學活動可分為四個

階段，分別是不等示的表示法、≦和≧、不等式的解和學生練習。 

第一階段約 8 分鐘，小寧利用過年比身高的話題引入大於、小於及等於的概

念並介紹不等式的表示法，之後練習講義上的 2 個例題。第二階段約 15 分鐘，

小寧舉「台中市最高溫度為 25 度以及飲料店低消 100 元」的例子，引出≦和≧

兩個符號，之後再回到講義上練習 6 個例題。最後一題則請同學上台練習並講

解。第三階段約 15 分鐘，小寧舉「一瓶飲料 15 元，50 元可以買幾瓶？」的例

子，討論不等式有許多解的情況，之後再回到講義上練習 2 個例題。第四階段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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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鐘，小寧請同學作兩題練習題，並請兩位同學上台練習講解。而最後 4 分鐘

由同學上台講笑話，輕鬆結束這堂課。 

小寧服裝整潔、儀容端莊、態度自然具親和力、說話快慢適中而且表達清楚。

板書字體端正美觀、排列整齊，並使用有色粉筆輔助講解。在教學過程中，除一

開始因為比身高的議題，引起學生的猜測及討論之外，之後進行到例題講解時，

大部分時間只聽到小寧的聲音；學生則專心聽講、低頭寫講義，偶爾配合小寧作

簡短回答，並無學生主動提出問題。 

(二) 教學活動分析 

針對小寧的教學活動，我們選出和研究較具相關意義的 2 個 CIP，作進一步

的描述及詮釋，再配合其他的研究資料作為佐證，試圖從中瞭解小寧的教學原則。 

CIP1：以數個生活實例豐富學校講義的內容     

    小寧在下學期雖然還是以講義的例題為主軸，但不同於上學期的教學規劃，

她列舉一些生活例子引入數學概念以區隔例題。小寧表示「我沒有辦法去改他的

題目嘛！如果是我的話用這本來修改的話我就會在前面加概念，然後把他作區

隔。(A1, 訪談, 950411)」。個人接著續問，如果按照這本講義的編排方式上課有

什麼不好呢？小寧說「你自己在看的時候，你不知道這個題目的意義是什麼。(A1, 

訪談, 950411)」、「可是如果有做一點概念的分類的話，你就知道說你在學這一題

目的時候，其實是在練習或複習概念的意義。(A1, 訪談, 950411)」。小寧認為「你

如果知道概念你再去做題目的話，題目不用做的很多，就量還是一定要有，但是

你不用作到一百題啊，五十題那種，對啊！我可能做個三四題，就知道這題講什

麼就好了。(A1, 訪談, 950411)」。也就是說，對小寧而言，教學應以瞭解數學概

念為主，例題的演練為輔，而非透過重複的演練、程序性操作知識來學習數學。

也就是說，小寧依然認為「教師應強調數學概念的了解與吸收，而例題只是

輔助的手段」。雖然，小寧依舊不喜歡學校的講義或題目取向的教學方式，但現

階段小寧也不敢跟M1的差別太大。不過我們似乎也看到小寧開始發展出活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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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的能力，將自己喜愛的教學架構與目前無法立即更改的教材內容做適度的搭

配，以施展自己的教學理念。 

    不過她似乎也從學生的反應中發現了一些有關學生學習背景的事。小寧表示

「因為我本來以為他們第一次看到這個大於小於。結果在這個東西，…，上一本

講義的時候，他們在寫絕對值的時候就已經有了，大於小於符號，那我如果再去

扯一堆，會不會又覺得很多餘？所以我後來都沒有講很多。(A1, 訪談, 950411)」。

也就是說，小寧察覺學生對課程的內容及概念都已有初步的了解，似乎不需要多

作解釋。而學生也並未露出疑惑的表情，小寧描述「我們講出來的時候，他們並

沒有一副很疑惑的樣子啊！就是如果老師今天講了一個你完全沒有聽過的東

西，你應該要覺得『老師在講什麼…』可是都沒有啊！(A1, 訪談, 950411)」。小

寧反思若是真的按照自己喜愛的教學方式，在教學中花時間發展學生的數學概

念，減少例題的講解，又會「覺得如果按照我那樣慢慢來的話，他們會覺得我在

那裡廢話一堂課，會不會？我覺得會！(A1, 訪談, 950411)」。也就是說，從學生

的反應中，小寧似乎開始重新思考自己教學方法的可行性。針對該校學生的數學

程度，是否該重新調整上課的速度，甚至是教學的內容？ 

CIP2：運用生活實例活化數學問題     

個人發覺，小寧自行添加的例子大多是取材自生活的實例。例如，小寧在介

紹≦和≧的符號之前，就提到「台中市溫度最高不超過 25 度以及去飲料店喝茶

規定低消 100 元」這兩個例子。小寧表示安排這樣的例子是「讓他們覺得很輕鬆，

覺得可以更生活一點，生活中就有大於小於的例子。(A1, 訪談, 950411)」，小寧

進一步說明「就是不想像講題目那麼悶，然後就會覺得像要聊天一點講一個概

念。(A1, 訪談, 950411)」。由此可知，小寧認為「教學若應用生活實例，可以

提高學生數學學習的興趣，營造輕鬆的學習氣氛」。而在教學過程中，除了

小寧在講生活情境題時會有比較熱絡的回應外，大多時候學生的回應相當少。小

寧表示「像我這樣一直連續解了六個題目的時候啊！我會覺得解到後面好像台上

和台下有隔閡。」、「就是我會覺得好像很容易變成一直解題之後就沒有什麼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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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然後老師寫老師的，學生抄學生的，然後問話也沒有什麼反應。(A1, 訪談, 

950411)」，小寧進一步表示「我想要不要讓氣氛那麼悶。(A1, 訪談, 950411)」。

綜合以上可知，小寧認為「教師應適時營造輕鬆的學習氣氛」，但現階段仍有

改善的空間。 

另外，針對小寧上學期提到想要改變老師講、學生聽的傳統教學模式，我們

也在此階段得到進一步的解釋。小寧表示「因為我們之前以前學的時候都是老師

講我們自己聽而已，所以我就覺得說可以做點不一樣的變化，就可以讓更多人喜

歡數學。(A1, 訪談, 950526)」。而小寧所指的不一樣的變化是指在「教學方式」

上的改變，她所想到的改變方式就是「講笑話或是用點引起動機…。(A1, 訪談, 

950526)」。小寧進一步表示「因為我在想說這樣可不可以讓後面那些很排斥數學

的人比較不排斥數學，那我覺得如果他比較不排斥數學的話，我就覺得他可能就

願意花比較多的時間去學，那數學的成績或能力他可能就可以提升。我覺得這個

作法可能對前段的學生影響不是很大，因為如果他是一個他本來就比較想學的學

生，不管老師怎麼教他都，對他的影響不大。可是我覺得後面那些學生，有一些

學生是，他已經看到數學就害怕就頭痛，我覺得，如果是可以調作法讓他對數學

的想法有點改變的話，他可能也許可以多花一點時間在數學上面。（A1, 訪談, 

950526)」。也就是說，小寧認為「藉由教學方式的改變，教師可以改善學生

跟數學之間的關係，增強學生學習數學的正向情緒」。    

四、 兩階段研究結果的比較和分析     

綜合以上分析，小寧兩階段皆顯現出她是一位「讓學生充分瞭解數學意涵

及增強學生正向學習情緒」的數學老師。小寧經由自己過去的學習經驗深刻體

悟到，教師應著重於發展學生的數學概念，避免讓學生只學到數學的形式，而忽

略數學本身的意涵。因此在教學活動中，小寧會藉由一開始的引起動機活動引入

課程中的數學概念，並提供機會讓學生上台講解，以促進學生的概念理解。而且，

她在講解例題之前會先說明相關的數學概念，讓學生在練習題目的過程中，可以

了解其內含的數學意義。因此個人認為，小寧的教學中凸顯出「數學內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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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小寧想有別於傳統教師一人講述的教學模式，因此試圖嘗試不同的教學方

式，希望教學中師生之間有互動、對話，讓學生有發表的機會。她認為藉由教學

方式的改變，教師可以改善學生跟數學之間的關係，增強學生學習數學的正向情

緒；以及，教師應設法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吸引學生的注意力。在教學活動中，

小寧會在單元一開始設計與課程內容相關的故事或活動，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因此個人認為，小寧的教學中凸顯出「愉悅學習」的 PV。 

然而，由於小寧的PI與學校教學教師社群的期望有些出入，導致小寧兩階段

教學中分別呈現不同取向的PI內涵。依據小寧的描述，學校的數學教師以講述或

演練例題居多，藉由不斷的練習及考試來提高學習的成效。也可以說，該校的數

學教師多半著重「例題演練」甚於「內涵理解」。而小寧則認為，教師應強調數

學概念的瞭解，例題只是輔助的手段，也就是說，小寧的教學理念是以「概念理

解」為主，「例題演練」為輔。雖然，在M1半強制性的要求小寧使用學校講義教

學以及指定上課進度的情況下，小寧最後因顧及自己實習教師的身分，不敢與學

校數學教師的教學文化差異太大，還是依照M1的指示按照學校講義的順序講解

裡面的例題，但是，她在兩階段卻有不同的教學設計。小寧在第一階段凸顯「例

題演練」取向的身分內涵，她只在教學開始時添加 10 分鐘的「引起動機」，大部

分時間還是回歸到講義上講解例題。但是到第二階段，她卻凸顯「概念理解」取

向的身分內涵，她雖然依舊使用學校既定的講義內容作為教學的主軸，卻微調教

學的架構，在講解例題之前會先說明相關的數學概念，讓學生在練習題目的過程

中，可以理解其內含的數學概念，以便凸顯她所著重的「數學內涵」價值。這也

顯示，小寧並未真正地接受該校數學教師社群所期待的PI，而是嘗試突破環境的

限制，在不便更改的教材中，添加自己認同的教學內容設計，以彰顯自己的教學

性格，強化她所側重的PV。 

綜合來說，個人認為小寧的 PI 雖剛開始遭受環境因素的「壓抑」，但後來逐

漸適應環境進而「施展」自己，這過程也涉及到小寧著重的「數學內涵」與環境

側重的「例題演練」兩相 PV 拉鋸協商之後，最後反而強化了「數學內涵」的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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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小芝的故事 

一、  教育實習的環境 

小芝的實習學校是一所國立高中，學生可經由多元入學方案進入該校。若以

國中基本學力測驗的成績來說，該校學生的PR值約在 93 以上，因此學生程度中

上。該校數學科氣氛融洽，且將實習教師視同正式教師。小芝的輔導教師(以下

簡稱M2)表示，「數學科大家氣氛都很好」、「數學科很容易親近在一起」、「一直以

來我們數學科都把實習教師當成是同事，雖然他可能是只待一年的同事，但是我

們當成是同等的同事，所以我們要求學生『你們班很幸運，有兩個數學老師』，

我們是同等的，學生也要有個尊師重道的精神。（M2, 訪談, 941209）」。小芝也和

數學科教師互動良好，她表示「平時除了六位指導老師外，我與其他數學科的老

師互動也不差，不僅僅是閒話家常、一起打球，常常在休息室時我也會請教一些

『前輩』或學長、學姊－或者是關於教材內容的表達，或者是他們當年奮鬥教甄

的方法或經驗分享等等。(A2, 省思報告, 9506)」。此外，部份數學教師也會主動

地協助或指導小芝，例如小芝提到「有些老師也會丟問題給我們，…，可能是他

學生問的吧，問我們要不要想想看？」、「(一位師大的學長)鼓勵我們，叫我們實

習老師一起寫教案，然後一起互相去看大家上課，學長人也蠻好的，說需要幫忙

的話他可以去幫忙看我們上課。（A2, 訪談, 941209）」。由此可知，小芝與該校數

學教師社群相處融洽而且會相互協助支援。 

M2是富有二十多年教學經驗的數學教師，負責輔導小芝的教學實習以及導

師實習，同時也擔任數學科的召集人。在小芝眼中，M2是一個「待人親切和善，

不吝指導學生(A2, 問卷, 9501)」的老師。在教學方面，小芝描述M2的教學特色

是「上課音量中氣十足，國語夾雜台語，與學生互動良好，板書工整有型。(A2, 

問卷, 9501)」。而M2認為教學「不是一直增加內容，而是要讓學生進來，要帶動

學生而不是一直用自己的模式教學生學習。（M2, 訪談, 941209）」。由此可知，

M2是一位經驗豐富、親切和善並與學生互動良好的數學老師。 

教學實習方面，在某位數學科教師的提議下，該校數學科採用聯合輔導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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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ntoring) (Jaworski, 1994)，也就是由多位老師共同指導小芝的教學。除了主

要的M2之外，尚有五位數學教師(以下分別稱為M2a、M2b、M2c、M2d、M2e)，合

計六位。上學期約每一個半月輪一個輔導教師，依序是M2、M2a、M2b。下學期

約每兩個禮拜輪一個輔導教師，依序是M2c、M2d、M2e。每位輔導教師至少有三

年以上的教學經驗，所教的年級也不盡相同。在他們的輪流輔導期間，依據每位

教師不同的輔導策略，提供小芝教學觀摩或試教的機會。例如M2提供高二的班

級讓小芝試教，一個月下來試教了五、六堂課；M2b提供高一的班級讓小芝試教，

一個禮拜就有五、六堂課。一年下來，小芝在不同年級以及同年級的不同班級皆

有一定程度的教學經驗。而小芝的座位就安排在M2旁邊，所以小芝平常有很多

機會可以跟M2接觸及請教問題。小芝表示「雖然我的教學實習的指導老師經由

輪替，不再是M2，但對於一些教學上的問題我還是經常去請教M2」、「偶爾在做

題目時，若遇到不會的題目，也會問問M2，而M2總是會不吝嗇的跟我分享他累

積二十年的教學經驗，跟我提示一些在講課時該去注意的重點與細節，..。(A2, 省

思報告, 9501)」。除此之外，M2也會主動詢問小芝的教學狀況，M2表示「我會問

她上課的狀態，例如她要試教，我會問她有沒有問題。（M2, 訪談, 941209）」。由

此可知，小芝和M2之間互動頻繁，且M2也不吝指導小芝。在教學方面，M2不會

限制小芝的教學進度，雖然上課前，小芝會詢問M2的建議，但大體上小芝感覺

老師任由她自由發揮。 

小芝主要導師和教學實習班級是M2的高二數理資優班。小芝形容該班的學

生程度「普遍中上，約 5％學習效率較慢（A2, 教案, 941209）」。而就學習態度而

言，小芝表示「大部分的學生都能專心上課，會互相討論問題，少部份同學容易

分心。（A2, 教案, 941209）」。以班級氣氛而言，小芝認為「同學間感情融洽，能

互相幫助。（A2, 教案, 941209）」。雖然小芝平時可能跟隨不同的輔導教師觀摩或

試教，但是小芝仍會關心該班的教學進度或內容，小芝也會抽空到該班聽課。她

與學生之間相處很融洽，小芝表示「部分學生們也很樂意和我討論他們所面臨的

難處，或分享他們在生活上、課業上的心得與感想，對他們而言，我是位老師，

也像是位大姊姊，…。(A2, 省思報告, 9501)」、「就是他們(學生)會來問問題啊！

或者是偶而就是可能聊聊天或是幹嘛，跟他們 (學生 )還不錯。（A2, 訪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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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125）」。小芝也會和班上學生一同打球建立感情，小芝曾開玩笑的表示「搞不

好跟他們上體育課的時間比上數學課多。（A2, 訪談, 950421）」。 

二、  教學身分的衝突期 

(一)  小芝的教學活動 

以上學期訪視試教的單元為例，小芝的教學單元是高二上學期「圓的方程式」

第一堂課，上課使用的教材是M2的教學講義，教學時間為 50 分鐘。教學前，M2

並沒有限制小芝的教學設計與教學進度，只是建議小芝一開始可先複習先備知

識。這堂課的教學活動可分為 5 個階段，分別是舊知識的複習、圓的定義介紹、

畫圓的活動、圓的方程式介紹以及講義例題的練習。 

第一階段約 6 分鐘，小芝複習圓的幾何性質以及相關專有名詞，包含點與圓

的關係、直線與圓的關係、弦、弦心距、弧、扇形、弓形及圓心角與圓周角等舊

有知識。第二階段約 6 分鐘，小芝說明「我們講了那麼多圓的性質，我們總要知

道什麼叫做圓吧！(A2, 教學影片, 941209)」，接著引出圓的定義，並反問學生是

否與一定點為定值的所有點所圍成的圖形必為圓？接著小芝帶大家觀察教室中

的吊扇，以中間點當圓心，扇葉長當半徑所繞出的圖形即為一圓。第三階段約 3

分鐘，小芝首先在黑板上畫下一圓，接著要求學生在自己的紙上畫出和黑板上的

圓「一樣大的圓」以及「一樣的圓」。小芝表示「若有同學成功畫出圖形，老師

就會請客」，因此學生顯得興致勃勃。學生對於「一樣大的圓」沒什麼問題，但

要畫「一樣的圓」時，學生露出疑惑的聲音。最後小芝再次強調圓的定義，並解

釋若要畫出「一樣的圓」，必須圓心、半徑皆相同，因此，同學在自己的座位上

是畫不出跟老師黑板上一樣的圓。第四階段約 20 分鐘，小芝依序介紹圓的標準

式、直徑式以及一般式，並分別舉例練習。期間小芝曾用抽籤的方式請同學回答

認知記憶性的問題。第五階段約 15 分鐘，小芝講解講義中的 2 個例題後下課。 

小芝服裝整潔、聲音洪量、充滿精神與活力、板書字體大小適中、利用有色

粉筆輔助講解以及使用自製工具來畫圓。教學過程中，除第三階段的畫圓活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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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多的師生對話之外，大部分時間皆是小芝一人講解，學生則安靜聽講。偶爾她

會提問問題，而學生多半會配合回答，有時承接學生的回應講解，有時則自己直

接講解。課堂氣氛略顯安靜，她自己也說「你們會不會太安靜一點？(A2, 教學

影片, 941209)」。 

(二)  教學活動分析 

針對小芝的教學活動，我們選出和研究較具相關意義的 2 個 CIP，作進一步

的描述及詮釋，再配合其他的研究資料作為佐證，試圖從中瞭解小芝的教學原則。 

CIP1：以「畫圓活動」讓學生體會構成圓的兩個要素     

在第三段的教學中，我們看到小芝以活動的方式讓學生畫出和黑板上的圓一

樣大的圓以及一樣的圓。小芝表示「最重要的就是要讓他們去感受到你要畫一個

一樣大的圓或一樣的圓，我需要的條件，我需要有圓心要有半徑等等這一類的。 

(A2, 訪談, 941209)」。其實她想藉「一樣大的圓」來強調圓心跟半徑的想法是來

自其他老師的建議，只是「等於是我自己把他改良成變化成活動就是了。(A2, 訪

談, 941209)」。而這也是小芝相當滿意的一段教學活動，小芝表示「有活動的地

方還不錯啊！因為活動的時候說的話比較不用，就是比較輕鬆一點，就比較不會

那麼緊張。(A2, 訪談, 941209)」。她說過「我會覺得就是等於是透過活動學數學，

我會覺得這是不錯的啦！而且就是通常，我會覺得通常學生對活動的印象會蠻深

刻的。(A2, 訪談, 941125)」。而所謂的「活動」，就「只是可能就是，不是變得只

是完全把課本的東西講給他們聽，有些時候也不見得是要他們來參與。(A2, 訪

談, 941125)」，所以有可能是一些引入、故事等，不見得一定是學生能參與的活

動。而設計活動的目的是希望讓「學生覺得還挺有趣的，知道為什麼這個活動是

要做什麼？(A2, 訪談, 941125)」。由此可知，小芝會適度地變化課程內容，改良

成活動、故事等教學內容，希望讓學生可以從學習中得到樂趣。 

另外，從小芝的其他堂課中，個人也瞭解到小芝曾用比喻的方式來描述數學

概念。例如在「無窮等比級數與循環小數」的單元中，小芝在引入的時候，說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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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吃不完麵包」的故事，故事內容是學數學的小孩不會餓死，因為你會數學

你就擁有一個吃不完的麵包，一天吃掉麵包的一半，吃到一百天、一萬天都吃不

完，「所以我說一定吃不完，然後給他們帶到最後麵包會小到不能再小，然後引

到極限概念。(A2, 訪談, 941125)」。又例如，小芝曾用比喻的方式讓學生體會一

次因式檢驗法之原理。所舉的例子是，若今天有一位訪客來學校欲找校長，有一

位好心的學生給予訪客兩個提示：我們的校長英俊瀟灑又富有智慧，那麼訪客只

要將學校內所有英俊瀟灑又富有智慧的人統統找出，其中必定有一人是校長。小

芝認為「一次因式檢驗法的證明方法簡單，但因出現過多的符號，使得學生普遍

接受度偏低。因此舉一生活化的例子，讓學生體會一次因式檢驗法的原理。(A2, 

教案, 941215)」。也就是說，小芝擅用不同的教學表徵來傳達數學概念的意涵。

小芝希望能在教學內容上能做些改變，以加深學生的印象，「我會希望就是（課

程）有點變化，我不太會希望就只是課程的內容。(A2, 訪談, 941125)」。小芝表

示「我會覺得其實現在他們學生，他們的升學壓力感覺起來，他們不會很深刻的

感受到，所以他們學習的動力是很低的，那所以我會覺得純講，交代課程給學生

的話，其實上進的學生我會覺得並不多。(A2, 訪談, 941230)」。小芝進一步表示

「我會覺得我在熟悉課堂之餘的話，我是希望我能夠用更有趣的方式抓住學生的

注意力。(A2, 訪談, 941230)」。也就是說，小芝希望可以將課程內容趣味化或活

動化來吸引學生的注意力，增強學生的學習動力。由此可知，小芝認為「教師

若適度地變化課程內容，可以加深學生的數學印象，也提高學生的學習動

機」。      

CIP2：提問開放性的問題卻由自己回答 

從教學活動中，個人觀察到小芝似乎有意想跟學生對話，例如在第二段教學

活動中曾問學生「什麼叫做圓？」，但學生似乎沒什麼反應；又如反問學生「在

一平面上與一定點O距離都一樣的圖形是不是就一定是圓？」，有一名同學回答

「會有例外！」，她接著回答「真的會有例外嗎？來！我們抬頭看一下天花

板！」，並帶大家觀察教室中的吊扇，而沒有繼續提探索性的問題讓師生的對話

持續發展。小芝表示當初提問的目的是「讓他們(學生)可以去想一下是不是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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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東西就一定是圓？(A2, 訪談, 941209)」。小芝覺得「其實我那時候後來帶

過去，讓我想到那邊是可以請學生等於是發表一下，為什麼他覺得不一定等等那

一類的？…，那可能一方面也是牽涉到我時間的掌控的問題，因為我可能也是潛

意識也害怕講一講講太久了，然後怕時間不好掌控。(A2, 訪談, 941209)」。小芝

也表達請學生發表的難處，她說「如果說真的要讓學生發表，那我覺得這可能需

要經驗，可能就是要自己去思考，自己經驗去累積，知道什麼樣的問題問學生是

最好的，就是可以針對他們有幫助的或者是啟發到他們的，因為有些問題是可以

片面的很簡單的，有一些…這種問題的話，我就覺得需要功力了。」、「除了一些

片面上，就可能計算上面的問題以外，那當然問一些就是至少對程度還不錯的學

生可以去觸動他們思考問題，我是覺得還不錯。(A2, 訪談, 941209)」。也就是說，

小芝想藉由提問的方式讓學生思考。此外，經由課後對教學的反思，小芝認為「教

學過程中可以試著讓學生發表自己的想法，並提昇問話的技巧，以啟發學

生的思考」，但現階段礙於時間壓力以及教學經驗的不足而未能表現。 

此外，小芝也覺得自己應放慢教學的步調，提供學生更多的思考時間。小芝

表示「我也覺得我步調可以再更慢一點，然後有些地方讓學生可能多去思考一

下，而不用批哩啪啦的聽我一直講就是了。(A2, 訪談, 941209)」、「有些問題其實

原本我也設想要讓學生回答我，或是讓學生說的東西，我就是今天都太急了，就

是可能他們要動口前我已經幫他們寫出來了等等那一類的，然後覺得我可以放慢

一點讓他們去想或是去說。(A2, 訪談, 941209)」。由此可知，經由課後的教學反

思，小芝認為「教師應提供學生思考及發表數學想法的機會」。 

三、  教學身分調適期 

(一)  小芝的教學活動 

以下學期訪視試教的單元為例，小芝的教學單元是高二下「重複組合」第一

堂課，上課使用的教材是M2的教學講義，教學時間為 50 分鐘。教學前，M2並無

限制小芝的教學設計與教學進度，也沒有提供建議。這堂課的教學活動可分為四

個階段，分別是比較組合與排列、重複組合的定義與計算法及例題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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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約 10 分鐘，一開始小芝說「要與別班進行籃球友誼賽，因此需從

全班 30 人當中，選 5 人代表參加，會有幾種選法？而若將此 5 人分別安排為中

鋒、大前鋒、小前鋒、得分後衛、控球後衛，又會有幾種排法？」小芝用此例複

習組合及排列。接著小芝說明，打完球之後由於戰果豐碩，因此老師請全班吃速

食。因而引到「全班 30 位同學到速食店點餐，套餐共有 5 種，請問全班共有幾

種點餐情形？而店員又共有幾種給餐方式？」小芝藉此例說明重複排列和重複組

合的差異。第二階段約 10 分鐘，小芝介紹重複組合的符號、定義，以及說明如

何將重複組合的問題看作方程式求非負整數解的問題。第三階段約 20 分鐘，小

芝舉買不同口味的冰淇淋為例，說明方程式求非負整數解的三種計算方式，包含

列舉法、以 o 和＋符號的直線排列法和 6 個位置選 4 個位置放符號 o 的選取法。

最後總結 n 類不同物品取 m 個的組合數相當於方程式 mxxx n =+++ ...21 的非負

整數解之個數，所以是 。接著小芝再回到班際籃球賽的故事中，要

選出這次比賽的 MVP，「若採用記名投票或不記名投票討論，問全班分別有幾種

投票情形？」。小芝用此例再次強調重複組合和排列之間不同的算法並總結今天

教學的重點。第四階段約 10 分鐘，小芝講解講義中的幾個例題。 

1−+mnn = mm CH

小芝服裝整潔、充滿精神與活力、聲音洪量、板面分配恰當且會使用有色粉

筆輔助講解。在教學過程中，小芝大部分使用講述的方式陳述課程內容，雖然會

提問，但多半是封閉性的問題，例如「方法數是多少？」、「買幾顆？」、「有幾個

圈圈？」，而部份學生也會簡短回應。偶爾小芝也會抽籤請學生回答，可是沒有

學生主動提出問題。由於受到生活化例題的影響，課堂的氣氛顯得輕鬆愉快，偶

爾會傳來學生的笑聲。 

(二)  教學活動分析 

針對小芝的教學活動，個人也選出和研究較具相關意義的 2 個 CIP，作進一

步的描述及詮釋，再配合其他的研究資料作為佐證，進一步瞭解小芝的教學原則。 

CIP1：自編故事情節貫穿數學例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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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段的教學活動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小芝以故事連結包裝教學內容，並

用班級籃球賽為故事主題發展出不同的情境題，以此來複習組合與排列的概念，

再引出重複組合的概念。小芝表示「我自己玩籃球啊！那籃球的話，而且我覺得

學生本身也玩籃球，大部分男生而言，而且大概前一陣子兩個禮拜之前才比過班

際籃球賽，而且籃球你去分位置就很容易分嘛！(A2, 訪談, 950421)」、「有故事性

的話或是貼近學生自然也就會比較有趣啊！那所以可以看的出來有部分學生講

到這個，喔！眼睛就會亮起來，因為覺得學生本來精神不太好，ㄟ眼睛就會亮起

來，因為如果他本身喜歡玩球的話。(A2, 訪談, 950421)」。由此可知，小芝將班

級的特性及學生的喜好融入在教學的內容中，試圖引起學生的注意力及學習興

趣。也就是說，小芝認為「教師若使用故事或生活化的事件來活化數學例題，

可以引起學生的興趣，吸引學生的注意力」。 

小芝也表示，希望學生學會課程內容之餘也能樂於學習。她認為教學的「重

點是我上課他要聽，然後我問的問題大家要能夠回答，然後大家能夠聽的懂，那

如果聽的懂之餘還能夠上得很開心那當然是很好。(A2, 訪談, 950421)」、「學生如

果上課的反應好的話，也會影響我上課情緒，我上課的情緒好的話，上的high應

該他們也會覺得更好。(A2, 訪談, 950421)」。小芝在省思報告中也提到「唯有老

師能真切地在當下享受教學，讓學生感受到教師的熱忱，學生也才有可能敞開心

胸地去接受數學，甚而愛上數學。(A2, 省思報告, 9506)」。由此可知，小芝在教

學時也注意到學生的學習情緒，並試圖從自身做起，進一步感染學生的學習興

趣。也就是說，小芝認為「教師應樂於教數學，方能使學生樂於學習數學，

進而愛上數學」。  

CIP2：讓學生很少有思考及發表數學想法的機會     

在教學中，個人觀察到小芝大部分時間皆以講述的方式教學，很少停下來讓

同學思考或進一步的討論。小芝表示其實某些部份「當初也有預設讓他們去回

答」，只是上課時「一緊張批哩啪啦的」、「我也想互動啊！可是誰叫你們台下做

了一排人，看到你們一排人就趕快繼續上…(A2, 訪談, 950421)」。對於對話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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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小芝表示「事實上我根本經驗不夠，所以你，在我當上老師的時候也許我

是可以嘗試去做這種方式，可是如果是以這種變成是觀摩型式的話，那並不適合

現在的我來用。(A2, 訪談, 950421)」。由此可知，小芝雖有意讓學生發表數學的

想法，但是在上課的當下，由於緊張的關係並沒有想那麼多，也礙於教學經驗的

不足而不敢在課堂上嘗試。個人曾經詢問小芝「平常上課時是否會多留些時間讓

學生去思考？」小芝表示「倒還好，因為平常上課的話，坦白說也牽涉到，如果

你，畢竟你上課的時候後面站個老師在看你，那你上課應該會尋求正規的方式，

然後把課程的內容教給學生，那像這種感覺起來會比較自己講述性以外的，因為

我覺得對我而言啦，會因為這個原因我會比較退步一點，但是如果說今天是我是

一個正式老師的話，那我覺得情形就可能會不一樣。(A2, 訪談, 950421)」。小芝

覺得如果她是正式老師的話，「那決定權就比較在我啦！那我就覺得那我想做這

個嘗試我自然就會去做這個嘗試。(A2, 訪談, 950421)」、「第一個速度可以放慢，

然後在某些點我就真的可以用更慢，然後讓同學去思考去回答。(A2, 訪談, 

950421)」。由此可知，受限於實習教師的身分以及教學觀摩的因素，使得小芝的

教學以講述為主而不大敢有其他的嘗試。也就是說，小芝認為「在老師有足夠

教學經驗的情況下，可以嘗試提供機會讓學生表達自己的數學想法」。 

四、  兩階段研究結果的比較和分析 

綜合以上分析，小芝兩階段皆顯現出她是一位「變化課程內容以吸引學生

注意力」的數學老師。小芝認為教學若適度地變化課程內容，可以加深學生的

數學印象，也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因此在教學活動中，小芝持續用不同的教學

表徵，將課程內容改良成活動或故事，或將學生的喜好包裝成情境式的活動，以

加深學生的印象，增強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動機，使學生能在愉快的氛圍下學習數

學。因此個人認為，小芝的教學中凸顯出「愉悅學習」的 PV。 

    除此之外，小芝在第一階段曾設計開放且具思考性的問題在教學中詢問學

生，卻沒有等待學生回答而自行講解。小芝在課後的反思中表示，她希望提供學

生思考及發表數學想法的機會，並提昇問話的技巧以啟發學生的思考，只是礙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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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壓力及自己緊張而未能表現。個人以為，小芝似乎有意傳達「思考」或「溝

通」的 PV。但是在第二階段時，個人仍未觀察到小芝在教學中試圖與學生對話

或提供機會讓學生思考，多半還是由她講述教學。小芝將此現象歸咎於個人教學

經驗不足及實習教師身分的因素，使她的教法轉而趨於保守與正規。由於小芝實

踐的情形一直不明確，潛藏的 PV 若隱若現，個人認為，也許這並不是小芝深層

持有的亦或者是來自他人的二手 PV 之故，導致她總是在教學當下選擇遺忘或忽

略。 

簡單來說，個人認為小芝兩階段的 PI 內涵並沒有很顯著的變化或發展，她

最主要側重且持續表現的價值還是「愉悅學習」。 

第三節 小翰的故事 

一、  教育實習的環境     

小翰的實習學校是一所國立高中，學生可經由多元入學方案進入該校。若以

國中基本學力測驗的成績來說，該校學生的PR值約在 93 以上，因此學生程度中

上。小翰當初跟著好友一同到該校實習，除了小翰以外，另有兩位同為師大畢業

的數學實習教師，平時會舉辦讀書會或觀摩彼此的教學，互相討論交換意見。小

翰的輔導教師(以下簡稱M3)是任教約十年的數學老師，負責輔導小翰的教學實習

以及導師實習。在小翰眼中，「M3是個蠻風趣的人，很能掌握學生上課的狀態，

上M3的課還覺得蠻輕鬆的。M3覺得跟學生相處是一件還蠻有趣的事，跟學生可

以處的像朋友卻又不失其威嚴。(A3, 問卷, 9501)」。在教學方面，M3用自編講義

教學。小翰表示「M3習慣用自己編的講義上課，課本通常是輔助的角色。(A3, 問

卷, 9501)」、「M3的講義通常都是例題和練習交錯著排序，每上完一題例題會有一

題類似的練習題，而且會請學生上台演練，隨時掌握學生理解的程度，通常認真

上課的學生，平時考和段考都有不錯的成績。(A3, 問卷, 9501)」。此外，小翰認

為M3大多教學時間是在講解講義的例題，小翰描述「像我去看我們老師上的單

元是幾乎，我們老師是照講義嘛!講義那其實是直接做題目，老師都大概是這樣，

比較少花時間在發展概念。(A3, 訪談, 950526)」。而M3則描述自己的教學風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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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開放式的，會讓學生比較有表達自己的機會，讓他們慢慢建立自己的想

法，我是擔任輔導的角色。一開始建立架構，很多細節讓學生自己建立起來，不

是我全部從頭講到尾。(M3, 訪談, 941216)」。因此，M3表示「我上課會提很多問

答看他們有沒有瞭解，透過他們回答去看他們有沒有瞭解，認知到什麼程度。」、

「我是一定會透過說學生知道什麼，由那去延伸。(M3, 訪談, 941216)」。綜合來

說，M3是一位幽默風趣且會用提問的方式瞭解學生的吸收程度調整自己教學的

數學教師。 

在教學實習方面，小翰主要是觀摩M3的教學以及試教高二兩個班級為主。

上學期M3指定某些單元讓小翰試教，包含「平面方程式」、「圓的方程式」、「直

線與圓的關係」以及「球」等單元。而下學期M3顧及小翰要準備考試，則讓小

翰自選單元教學，包含「橢圓」、「拋物線」、「重複組合」等單元，而部份課程

M3讓小翰以GSP電腦動畫呈現。教學時，M3和小翰兩人各負責一班(並不固定是

哪一班)。若時間及進度允許，小翰會先去觀摩M3在另一班同樣單元的教學，以

瞭解單元的教學重點。此外，小翰在上學期還負責高二兩班幾何學課程的教學，

在M3的要求下，小翰自製幾何學講義，並負責考試的出題、評分、批改等工作。

因此，在實習過程中，小翰對於高二的課程有豐富的教學經驗，且至少接觸到兩

班不同的學生。教學前，M3會提供自己的教學講義，並告知小翰該單元的教學

重點。有時顧慮到學生觀念的連貫性，M3在特別觀念的講述方式上，會要求小

翰與自己講法相同，M3提到「我是覺得教學上什麼是重點我就會讓他知道，就

是如果是我來教我會怎麼上，把重點紀錄下讓他知道，他上課也應該要把這些重

點呈現出來，因為這就是學生要學習的。」、「有些同樣一種內容可以有不同的講

法，到高三如果要建立以前的東西又要重新建立一個不同的講法，對學生來講連

結性會比較差，而且比較會亂掉，所以在比較重要的概念我都會強調：『你一定

要用這個講法』，因為學生要學習到畢業，但是對實習教師來講實習一年就走了，

所以有連貫性的教法我都會特別強調。(M3, 訪談, 941216)」。教學時，M3會在教

室後觀看，當M3認為若小翰講的不夠清楚或是無法處理學生的問題時，會直接

補充講解。當教室秩序吵雜，M3也會出聲制止。教學後，M3會和小翰作立即地

討論，M3表示「通常我是在他上課上完趕快跟他講，我才知道他呈現的效果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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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表達的有何落差，通常上完課我會告訴他剛才上課內容教法上有哪些不夠

完整。(M3, 訪談, 941216)」。而小翰也會和M3討論自己的想法，小翰提到「我有

我自己的想法呀！我會跟我們老師討論，有些東西我覺得可能我這樣做比較好，

我就會跟我們老師說如果我這樣做有沒有影響，就是討論過後啦! (A3, 訪談, 

950526)」。綜合來說，M3是一位對教學很有想法且掌控度相當高的輔導教師，而

平時小翰也會和M3討論自己的想法。 

小翰主要教學實習班級是M3的兩個高二班級，其中一班是導師班。小翰形

容這兩班學生「他們都其實都蠻計較分數成績的，數學啦!主要他們對數學還蠻

有興趣的，最主要是他們會比成績。」、「他們對作題目感覺還蠻積極的。」、「就

比成績之類的，然後就提高他們那種學習的興趣。(A3, 訪談, 941216)」。而這兩

班也有相當不錯的成績表現，小翰表示「M3帶的那兩班成績都還不錯，這次第

二次段考，平均都有 71，算很高，對! (A3, 訪談, 941216)」。小翰描述導師班的

部份學生對於數學相當有興趣，「班上有幾個學生對於一些數學益智遊戲非常有

興趣，我是指二年 4 班，也就是導師班，從最早期中國時報的數獨，到聯合報的

紐約益智遊，到後來他們還會到網路上找一些所謂的數學難題，會自己去思考，

也會跑來跟我討論，記得有一次他們還問到了高二下才會教到的排列問題，而且

難度頗高，跟這群學生討論這些問題真的還蠻愉快的。(A3, 省思報告, 9501)」。

此外，小翰和學生之間感情融洽，小翰表示「他們很愛開我玩笑!...，跟我感覺就

是不像老師跟學生耶!平常!好像朋友一樣。(A3, 訪談, 950414)」。而學生皆直呼

小翰本名，小翰也不介意這樣的行為，小翰覺得「就是他們不要逾越那個身分這

樣就好，就是我覺得他們至少還有尊敬我啦!這我覺得還不錯的地方，就是你有

時候可能叫名字那無所謂呀!可是如果我感受他們不尊敬你的話，那覺得我就會

制止之類的。(A3, 訪談, 941230)」。 

二、  教學身分的衝突期 

(一) 小翰的教學活動 

以上學期訪視試教的單元為例，小翰的教學單元是高二上學期「圓與直線的

 - 66 -



第四章 研究結果 

關係」第一堂課，上課使用的教材是M3的教學講義，扣掉上課前的準備時間，

實際教學約 45 分鐘，教學的班級是高二非導師班。教學前，M3讓小翰觀摩導師

班同樣單元的教學，並指示該單元的教學重點。這堂課的教學活動可分為三個階

段，分別是切線段長、點和圓的關係以及習題講解。 

第一階段約 13 分鐘，一開始，小翰詢問同學切線的定義以及切線性質，接

著說明何謂切線段以及切線段的求法，以及推導出求切線段長的公式。之後他講

解講義上的例題之後再請學生自行作練習題。此時，小翰則巡視學生練習的情

形，過沒幾分鐘，請學生給出最後答案，小翰則再次講解該題作法。第二階段約

24 分鐘，小翰利用剛剛推導出來的公式分別說明點在圓內、圓上、圓外的三種

情形以及判別方式，並講解講義上的例題及練習題。第三階段約 8 分鐘，小翰請

學生作綜合練習。而此時學生開始吵雜，M3在教室後面出聲催促同學趕快作練

習。過沒多久，小翰開始講解該題，在講解的過程中，有兩名學生提出疑問，他

則向全班說明，而M3也在教室後面出聲作進一步的解釋。最後，小翰總結該堂

課程的重點，並詢問學生是否有任何問題。 

小翰態度自然、充滿自信、說話快慢適中、目光及注意力能遍及全班。板書

排列整齊、並適當使用有色粉筆輔助教學。教學過程中，學生情緒非常高漲，不

時傳來嬉鬧聲，並時常提高音量附和小翰的教學。例如當小翰詢問「對不對？」

或「是不是？」的問題時，學生就高聲回答「對！」。而當小翰制止學生的高度

回應，例如「不用這樣子，你們到一半就沒力了！」，學生反而用更高昂聲音回

答「不會！」。另外，也有少數幾個學生胡亂回應，例如當小翰問「切線有什麼

性質？」，就有學生大聲回答「切線性質！」。或是下課前小翰問「今天講了什

麼？」，就有學生大聲回答「圓！」。因此，整堂教學活動除最後有同學發問之外，

大部分時間幾乎是在老師問話以及學生高聲的應和聲中度過，並未涉及較深入的

數學對話。教學過程中，有學生在看漫畫，M3在教室後面擲橡皮擦制止。    

(二) 教學活動分析 

針對小翰的教學活動，我們選出和研究較具相關意義的 2 個 CIP，作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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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述及詮釋，再配合其他的研究資料作為佐證，試圖從中瞭解小翰的教學原則。 

CIP1：依據M3的自編講義教學     

小翰的教學方式是按照M3的講義內容順序作教學，講義的順序安排大致是

(重點、例題、類題)這樣的組合作重複排列。所以小翰的教學過程中沒有引起動

機，也沒有設計額外的內容或活動。小翰表示「學生就是這樣一貫下來，課本的

東西可以這樣一貫下來。(A3, 訪談, 941216)」。也就是說，小翰考慮到學生的連

貫性之外，因此遵照M3的講義作教學。我們續問小翰有沒有想過要在M3的講義

上補充內容？小翰表示「沒有! M3帶的那兩班成績都還不錯，這次第二次段考，

平均都有 71，算很高，對! (A3, 訪談, 941216)」。也就是說，小翰認為M3的教學

方式對學生的考試成績有一定的成效，這隱約也透露出小翰對於學習評量表現的

重視。 

由於遵照M 3的講義教學，致使小翰在課堂中超過一半的時間在講解或請學

生作練習題。小翰認為對學生來說多作練習是必要的，小翰表示「就高中而言是

題目取向，就是你題目作多熟悉以後，因為現在考試的環境也大部分是這樣呀!

就是你熟悉以後然後熟練，然後去做做，通常會比較高分呀!」、「數學就是這樣，

熟練度夠就，就算你去參加大學聯考，指考，你可能題目都會，可是如果你熟練

度不夠還是沒辦法，就是所謂的精熟學習法!就是一直練題目一直練題目，對考

試會比較幫助。(A3, 訪談, 941216)」，小翰進一步表示「現在就是學數學就是要

考試呀!」、「上課的話就是要讓他們做數學練習，去應付考試呀! (A3, 訪談, 

941216)」。也就是說，小翰認為「學習數學是以升學考試為終極目標，因此

教師應讓學生多練習熟悉題目，以獲取好的成績」。 

但小翰也表示，這是因應社會的制度下不得已的教學狀況，小翰理想中的教

學方式是「可能跟學生玩(數學)吧!」。而小翰的目的是希望「要學生體驗學習數

學的樂趣，像有些推理遊戲，像數獨呀!可以跟他們討論這個中間的過程。(A3, 訪

談, 941216)」。而小翰也期許自己能作一個讓學生不討厭數學的教師。小翰表示

「不要多人喜歡，可是至少不要討厭，遇到數學不會怕這樣。 (A3, 訪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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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216)」。而這樣的想法和實際教學有所衝突，小翰表示「因為現在上課其實就

是題目取向，可能有些學生會不太喜歡這樣，就一直做題目、做題目這樣，也就

是跟我想法有點出入這樣，就是希望學生不要討厭數學，就大概是這方面。(A3,

訪談, 941216)」。但是小翰最終認為「畢竟考上一所好的大學是他們比較要努力

的目標。(A3,訪談, 941216)」，所以小翰覺得以目前而言，教學內容某部份會被犧

牲掉而無法使學生喜歡數學。也就是說，小翰認為「理想的教學應讓學生體會

到學習數學的樂趣，至少不要討厭數學」。但現階段由於配合現實的考試制

度，使小翰無法在理想與現實中取得平衡，而只好二者擇一。 

CIP2：進一步解釋例題背後的數學原理     

    我們觀察到小翰在講解某些題目時，會和學生解釋由來。例如第二階段的練

習題，題目是給相離兩圓的圓方程式，並告知P、Q分別在這兩圓上，要求 PQ 最

小時，P點和Q點的座標和距離。小翰先詢問學生何時 PQ 會有最小值？而當時已

有學生回答連心線，個人也認為學生直觀可以理解連心線和兩圓交P、Q兩點時，

PQ 會有最小值，但小翰仍向全班解釋並說明原因。小翰表示「我覺得有必要要

讓他們了解一下為什麼會這樣。」、「我覺得，可能會有疑惑，就是少數幾個會有

疑惑為什麼會最短， 21OO 連線的時候，PQ會最短，可能會有疑惑，我想說，既

然要講，我就直接把說明過程寫下來，…。(A3, 訪談, 941216)」。又例如第三階

段的綜合練習，題目是給一圓方程式以及圓外一點，要求此點到圓的最近距離，

以及最近點。個人認為學生直觀的反應就會認為此點和圓心連線所交的點為最近

點，但小翰還是用幾何的方式來說明為什麼是最近點，小翰表示「我覺得就是跟

他們講，他們可以吸收的話是最好，不可以的話他們至少要知道為什麼，知道這

個是最長這個是最短。(A3, 訪談, 941216)」。小翰進一步表示「應該要讓學生知

道為什麼吧!對!」、「當然數學上有些東西其實你跟他們講為什麼，可能要牽涉到

很多東西，可能要牽涉到很多大學學的東西，可是那樣的話就會比較越過，可是

如果是高中的東西，像這種東西，我覺得他們應該知道，我就會跟他們講。(A3, 

訪談, 941216)」。也就是說，小翰認為「在學生能力可接受的情況下，教師應

讓學生瞭解推理的過程中所用到的數學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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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小翰也與我們分享在實習過程中，他發現外在刺激可能會增強學生的

學習動機。小翰描述「記得有一次二年 6 班的美術老師跟班上的學生炫耀說九點

圓的証明國中就會了，還說高中生不一定會，使得 6 班有些學生很不服氣，便跑

來問M3證明方法，後來我在上九點圓證明的時候，班上超認真的，而且聽說後

來還去跟美術老師討教。(A3, 省思報告, 9501)」。而從這一次事件讓小翰覺得「如

果老師肯花心力為學生解決問題，或許會成為使學生喜歡數學的一個助力。(A3, 

問卷, 9501)」。而這也透露出小翰認為「教師若能用心協助學生自行解決數學

問題，也許能讓學生喜歡上數學」。 

三、  教學身分的調適期 

(一) 小翰的教學活動 

    以下學期訪視試教的單元為例，小翰的教學單元是高二下「重複組合」第一

堂課，上課使用的教材是小翰自製的教學講義，教學時間約 50 分鐘，教學的班

級是高二非導師班。而這堂課也是小翰在該校所辦的教學觀摩，因此教室後面除

了TE、M3以及四位研究人員之外，還有許多該校的實習教師或老師前來觀摩。

教學前，小翰先在導師班演示同樣單元給M3看，M3也有指示小翰該單元的教學

重點及需加強的地方。這堂課的教學活動可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起始例、重複

組合的計算法、一般化重複組合的問題以及練習和總結。 

    第一階段約 7 分鐘，小翰先用簡單的例子引導學生複習組合的概念，並詢問

如果每個物件可以不只拿一次，那又會有幾種不同的組合情形？藉此引出「重複

組合」的概念，並順勢帶出 H 的符號。第二階段約 20 分鐘，小翰先舉一個日常

生活買水果的例子，讓學生感受重複組合的組合數可以轉換成方程式求解的組

數，並用列表法將所有購買方式列出來。小翰讓學生感受到列表方式效率差，因

而尋求更有效率的方法。接著介紹重複組合轉換成排列數的想法，也就是 o 和＋

符號的直線排列以及 C 幾選幾的表示方法。之後，小翰請學生做類題，他則下

台巡視部份學生之後，隨即上台講解該題。第三階段約 6 分鐘，小翰將重複組合

的問題推廣到一般化的情形，仿之前的例子，將問題轉換成方程式求非負整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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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組數，並利用 o 和＋符號的直線排列來導出一般解以及用 C 表示解的方式，

最後再連結到 H。之後，他舉 3 個簡單的例子練習 H 和 C 之間的轉換。第四階

段約 17 分鐘。小翰講解 2 題例題，當講解完一題例題時則請學生作旁邊的類題，

他則下台巡視。其中一題類題小翰請一位學生上台演練。之後，小翰總結該堂課

所講的內容，並要求學生作學習單的兩題例題，他則下台巡視某部份學生，隨後

作簡單的講解，並再次提醒學生，多想想 H 和 C 公式的由來。     

    小翰服裝正式、態度自然、充滿自信、說話快慢適中、目光及注意力能遍及

全班，並使用麥克風教學。板書排列整齊、並適當使用有色粉筆輔助教學。教學

過程中，小翰經常幽默的與學生對話。例如舉生活中買水果的例子之前，小翰先

自行包裝成自己的故事，引起現場笑聲不斷。我們節錄教學片段如下(A3, 教學

影片, 950414)： 
 
A3：好，接下來老師要跟各位講一個故事喔，聽故事應該要很high吧！ 
S：好耶！哇~(學生大聲鼓躁) 
A3：前兩天啊，老師去買，就是在路上散步啊，忽然看到有一個招牌，

它是一個水果店的招牌。 
S11：真的假的啊？ 
A3：當然是假的啊！(學生傳來噓聲)故事就是一個傳說嘛。來，好，這

時候啊，老師看到招牌上面寫什麼，說它的水果有三種。 
S12：柳丁香瓜跟蘋果 
A3：厲害！ 三種水果，好，如果你可以任意，如果你可以四個，這種

三種水果裡面挑選出來的話，它就算你特價這樣子。啊老師就是一

個蠻古道熱腸的人啊，於是就跟老闆說，老闆，你知道你這樣子的

方式的話，顧客有幾種買法嗎？就開始跟他聊起了。啊老闆就突然

很感興趣啊，老闆就說，老闆就說，小兄弟不然這樣子啦，如果你

今天可以算出，幫我算出有幾種的話，今天這頓就算我請這樣。 
S：哦！ 
A3：老師就開始想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喔，來，問題是什麼，看說明例

一。 
S13：H3 取 4。 
S：哈哈哈！就是題目嘛！ 
S：對啊，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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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又因為三種水果的顏色，恰好是黃色、綠色及紅色，小翰就取諧音戲

稱為偶像歌手的名字「王力宏」。又或者後來提到(0、4、0)這組數字，小翰也提

到「不是林志玲喔，是 0、4、0喔！」、「這邊出現兩個明星了有沒有，林志玲跟

王力宏。(A3, 教學影片, 950414)」而當小翰開玩笑時，有學生回答「喲！好笑

喔！」、「哇！酷吶！」，顯得非常開心。而小翰在教學過程中會一直和學生提問

問題，但多半是封閉性的問題，例如「對不對？」、「你要取幾個間隔？」，而部

份學生也會高聲回答。因此，整堂教學活動中，幾乎是由師生問答的方式所構成，

但學生多半是應和或嬉鬧性的回答，並未涉及真正的數學對話。 

(二) 教學活動分析 

針對小翰的教學活動，個人也選出和研究較具相關意義的 3 個 CIP，作進一

步的描述及詮釋，再配合其他的研究資料作為佐證，進一步瞭解小翰的教學原則。 

CIP1：自己設計講義規劃教學內容    

    小翰此次的教學內容及講義是經由自己設計，而非以往按照M3的講義順序

作教學。小翰先從簡單的例子引出重複組合的概念，再舉買水果的例子介紹重複

組合的計算法，接著再推廣到一般化的情形，教學過程概念清楚、層次分明且有

引起動機。小翰認為教學觀摩應該要設計出自己的風格，「因為是教學觀摩啊！

不是不能用老師的講義，我覺得教學觀摩是我自己的，所以應該要自己設計自己

的東西。(A3, 訪談, 950414)」。小翰表示教學觀摩和平時上課感覺是不一樣的，「一

堆老師在後面，而且觀摩是學校可能會打你的教學成績，成績佔大部分，而且一

堆老師在後面，一定是感覺不一樣啊！(A3, 訪談, 950414)」。由此我們可以感受

到小翰本身對於成績評量有相當程度的重視，而這樣的重視除反映在他準備教學

觀摩的態度上，也影響他對數學教學的看法。小翰認為教學觀摩應該要清楚呈現

觀念，小翰表示「教學觀摩的話，你要帶一個觀念，帶一個觀念要很清楚，讓人

家知道說，做題目為什麼可以這樣做，這個觀念。(A3, 訪談, 950414)」。而若是

平時教學的話，小翰表示「就照我們M3的(講義)上」、「平常上課就，上課就考試

取向啊！多做題目，熟悉這樣。(A3, 訪談, 950414)」。小翰強調「他們(學生)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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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就是為了要考大學。(A3, 訪談, 950526)」。也就是說，小翰在平時教學以及

教學觀摩有不同的教學目標。在教學觀摩時，小翰認為「教學應清楚表達和呈

現數學觀念」；在平時教學時，小翰則認為「教學應以考試為主要目標，讓學

生多作練習以提昇考試的成績」。 

我們進一步瞭解哪一種教學方式會是小翰真正想選擇的？小翰表示「還沒有

想到這東西耶!我覺得說像今天講這樣啊!學生可以比較了解那個東西怎麼來，然

後帶題目讓他們熟悉啊！算是蠻好的，但以後會怎樣，其實我自己也不敢說啦！

(A3, 訪談, 950414)」。對於M3以講義帶練習為主的教學方式，小翰覺得「我沒有

所謂的認不認同。我覺得說，事實上我們老師教的班級成績也都是前面的，在台

灣這種升學主義的模式下我覺得也蠻可行的啊！(A3, 訪談, 950526)」。由此可

知，小翰認為「在現行的升學體制下，教學還是應以有效的提昇學生的數

學成績為主要目標」，而小翰現階段似乎也不清楚以後會用哪一種教學方式。    

CIP2：用幽默輕鬆的方式上數學課 

    小翰的教學風格相當幽默風趣，例如用諧音來開玩笑，又或者用自己虛擬的

故事來包裝買水果的例子，小翰表示「要不然這麼生硬，我們開始說明例一，題

目怎樣怎樣，很怪啊！也不是很怪，就是可能給他們輕鬆一下這樣。(A3, 訪談, 

950414)」。小翰進一步表示「我自己上課是希望老師不要太死板，可以有趣一點

比較好，所以我想說上課的時候可以有趣一點。(A3, 訪談, 950414)」。而小翰也

曾提到他在代課時，使用故事來引入課程內容，他提到「像如果去一年級代課大

概都是，用課本為主吧!...我可能不會講課本的例子，剛開始的時候我會想一些輕

鬆的例子引入呀!」、「三角測量那邊呀!我去上課就是用一個故事，去森林裡面呀!

然後你要量一個湖泊的長度呀!就是用一個故事引入啦!然後量一座山的高度呀!

對!就是用這種包裝，可能包裝一節課，那時候是講，好像是一個心理測驗，就

是有一個人去森林裡面，然後遇到什麼事情，然後中間可能遇到一些困難，要計

算一些湖泊的長度呀!或是山的高度，大概是類似這樣子，三角測量那邊。(A3,

訪談, 950526)」。而小翰也表示他在教學中「希望他們(學生)可以把數學當作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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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趣的學科呀! (A3, 訪談, 950526)」。也就是說，小翰認為「教師應運用生動

有趣的活動營造輕鬆愉快的上課氣氛，以增進學生和數學之間的良好關

係」。 

CIP3：引導學生瞭解數學公式的來由    

   我們發現小翰在教案中的注意事項提到「重複組合往往學生都會死記H的公

式，而忘記其由來，但其推導的過程卻才是重點。」、「強調死記公式容易遺忘，

要知道其由來。(A3, 教案, 950414)」。而小翰實際教學時，也在課堂上不時提醒

學生要回去思考H換成C的公式推導過程。小翰課後表示他覺得這個單元的重點

「主要是思考C要怎麼來呀！那個C的公式要怎麼來。」、「他們可能會用H，可是

他們不會，不一定知道它這個方式是這樣寫。(A3, 訪談, 950414)」。小翰進一步

表示「你把它想清楚的話，很多東西你到最後結果忘記的話，你還是可以慢慢想

起、推！(A3, 訪談, 950414)」。也就是說，小翰認為「教學應能讓學生瞭解數

學推理的過程，而不是死記公式」。 

但小翰也表示有時也要視課程內容而定，「有些東西是，你過程其實不是很

重要啦!有些東西，可能結果記起來比較好。」、「像橢圓的標準式好了，過程的

推導，不重要吧!會用就好，因為你推過來你還要推回去，推回去那個你要求橢

圓的焦半徑那太複雜了，你會應用他去解決一些題目就好了。 (A3, 訪談 , 

950414)」、「會用是一定要會呀!然後中間的過程是，一步一步推最好是會，可是

如果是直接把推的過程寫出來的話，那是另外一個層次。看他們自己去發展的結

果怎樣，啊該教的東西還是會教給他們。(A3, 訪談, 950526)」。也就是說，小翰

認為「教師應讓學生學會數學結果的應用之外，也應盡可能讓學生瞭解數

學推理的過程」。 

我們續問小翰，既然公式的推導來源很重要，那為何要教H這個符號？他表

示「因為考試有可能直接考H的話那你就一定要講，有必要讓學生知道這個東

西，可是這東西不是重點。(A3, 訪談, 950414)」。也就是說，小翰認為「教師的

教學內容應顧及到考試出題的範圍」。 

 - 74 -



第四章 研究結果 

四、 兩階段研究結果的比較和分析 

綜合以上分析，個人發覺小翰兩階段顯現出不大相同的教學性格。雖然第二

階段所分析的教學活動是小翰為觀摩表演而特意準備的，而非平時上課的狀況，

但是從該次的教學表現，我們也發現了一個不一樣的小翰。 

小翰平常凸顯「考試表現」取向的身分內涵。他認為在現今的教育體制下，

學生學習的目的就是為了能考上理想的大學，教學的目的就是讓學生可以應付及

通過考試。因此在教學活動中，他強調所謂的「精熟學習法」，透過不斷的演練

題目，以提昇學生的考試成績。因此個人認為，小翰平常的教學中凸顯出以提昇

成績為終極目標的 PV「考試數學」。雖然小翰也提到，理想的教學應讓學生體

會到學習數學的樂趣，至少不要討厭數學，但是顧及到現今的升學主義，即便學

生可能會因為重複的演算而增加對數學的負面觀感，課堂上他還是認為應讓學生

多作練習以熟悉題目。這似乎說明，小翰心中也許潛藏著「愉悅學習」的 PV，

但顧及目前學生的需求而經權衡之後，還是選擇凸顯「考試數學」，甚於「愉悅

學習」。除此之外，小翰也認為在學生能力可接受的情況下，教師應讓學生瞭解

數學推理的過程中所用到的數學概念。因此在教學過程中，小翰會詳加解釋推理

的過程，不只依賴直觀的想法以維持數學的嚴謹性。因此個人認為，小翰的教學

中凸顯出「數學內涵」此項 PV。 

而小翰在觀摩表演中卻凸顯「數學概念發展」取向的身分內涵。小翰認為，

教學觀摩就是要清楚地呈現及表達數學觀念，因此，他將大部分的時間花在概念

的引導、強化與提醒，強調學生必須瞭解公式推導的過程，並提醒學生要將每個

步驟、由來想清楚。因此個人認為，小翰的觀摩表演中強化了「數學內涵」的

PV。除此之外，小翰更試著將課程內容包裝的有趣、活潑。他認為教學內容若

生動有趣，可以營造輕鬆愉快的上課氣氛，增進學生和數學之間的良好關係，進

一步讓學生對數學產生好感。因此，個人認為小翰的觀摩表演中也強化了「愉悅

學習」的 PV。而雖然小翰在此觀摩表演中似乎沒有那麼強調例題的演練，但他

的教學內容仍顧及考試的範圍，也潛藏著「考試數學」的 PV。而除觀摩表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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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小翰下學期曾在代課時利用故事包裝「三角測量」的課程內容，似乎也比較

接近觀摩表演所呈現的教學風格。這也許說明小翰在自我掌控度較高的教學環境

下，會顯現出較生動有趣的教學方式。 

而依據小翰的資料顯示，小翰在教學觀摩之後還是回歸平常上課的樣子，意

即按照M3的講義進行教學，教學方式就是重點、例題、練習題，未見他試圖添

加額外的內容、引起動機或包裝數學問題(例題、練習題)。也就是說，這兩種不

同取向的身分內涵對小翰而言似乎互不影響、干涉，而是在不同的時間點，依照

當時教學的需要，選擇凸顯任一取向的身分內涵。小翰覺得教學觀摩原本就與平

常上課有不同的意義，實習學校有可能利用教學觀摩的機會打他的教學成績，所

以需展現出「屬於自己的教學」。這也許說明，雖然小翰展現兩種截然不同的教

學風格，其實皆一致地反映他所著重的「成績表現」。再者，若小翰期望能在教

學觀摩中獲取好的教學成績，則此次教學不僅展現小翰自己的教學風格，也呈現

小翰認為好的教學應該有的樣子。因此，也許小翰心目中理想的PI是想成為一位

「發展學生的數學概念及讓學生對數學產生好感」的數學老師，而非平日所

見「讓學生多作練習以熟悉題目」的數學老師。而小翰也還未想過以後成為正

式教師時會如何教學？似乎對小翰來說，社會環境因素的考量與內心某些價值持

續競爭卻協調未果，致使他在現實與理想之間無法求取平衡，衍生出兩種因應環

境需求的教學角色，分別凸顯PI中不同的層面。 

第四節 小統的故事 

一、  教育實習的環境     

    小統的實習學校是一所市立完全中學，而小統則是在國中部實習。該校也是

小統的母校，所以小統對於學校的環境並不陌生。小統描述「因為我回到的是我

的母校，還是有很多老師認得我，所以我一點都無法低調。回去實習的第一天，

我就被拱上去當了實習老師的班長，…(A4, 省思報告, 9501)」。小統主要的輔導

老師(以下簡稱M4)是教學經驗豐富的資深數學教師，負責輔導小統的教學實習以

及導師實習，他同時也是小統國中的數學老師。在小統眼中，M4是一個「豪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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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很好相處的」的人。在教學方面，小統形容「M4對數學的概念，就是他抓

的很清楚是數學的概念，還有他是怎樣講解學生比較容易了解，然後還有就是這

個數學概念跟其他教材的前後左右的關係，然後這個他很清楚，然後他上課他那

個板書就是條列式的，然後他都可以很清楚的把這一節的重點整理出來。(A4, 訪

談, 950526)」。M4則形容自己的教學風格是「老師上課要有相當的風範，不可以

想跟學生打成一片。…，教學這麼多年，我已經是『翻臉像翻書一樣快』。你也

不能太嚴，否則學生也不會將問題告訴你，也不敢問你問題，但如果你跟他有些

交情，他才會問問題，但是標準的拿捏就很重要。(M4, 訪談, 941205)」。M4相當

重視與學生關係的建立，他強調「關係建立起來，才容易傳遞你的理念。(M4, 訪

談, 941205)」。由此可知，M4是一位教學經驗豐富，寬嚴並具的數學老師。 

    在教學實習方面，小統主要是觀摩M4的教學以及試教國二某班為主。上學

期M4讓小統負責第二次段考範圍的教學工作，所以小統至少有一個多月的教學

機會。而下學期由於小統要準備考試，因此小統很少去觀摩M4教學，實際教學

只有教學訪視的一堂課。由於小統是M4以前的學生，所以彼此之間還算熟稔，

且小統也會和M4一同參與課餘活動，M4表示「A4上課會跟著我，打球也會跟著

我。(M4, 訪談, 941205)」。教學前，M4惟恐影響小統的想法而不作討論或建議，

小統提到「他每一節都是叫我自己上，他說如果有問題他在跟我講。(A4, 訪談, 

941205)」。教學時，M4也會在教室後面觀看。教學後，M4會利用下課時間和小

統討論上課情況和內容，小統提到「他是我的國中數學老師，過了 7 年我又回來

讓他指導。其實M4在教學與帶班上面，他都會跟我講很多他的想法，但是他不

會強迫我照著他的想法去做。我的感覺是他認為我還年輕，很多東西要自己去體

驗，這樣才會變成我的東西。當然在教材方面，M4也會利用我上完課之後的上

課時間，跟我說那邊出了什麼問題；又或是我利用下課時間去詢問他。(A4, 省

思報告, 9506)」。也就是說，M4在教學方面給予小統自由發揮的空間，希望小統

自己去體驗及感覺。 

小統主要教學實習班級是M4的國二某班，段考成績大概居於中下，平時上

課氣氛非常活潑，學生會直接跟小統應答，但多半是調皮搗蛋的話語。例如「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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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哩勒工啥？」、「老師！你知不知道時鐘快 10 分鐘！」、「下課了啦！」。小統

和學生之間保持亦師亦友的良好關係，小統提到「就是我會覺得以前就是想要跟

同學，正常就是很像朋友這樣子。只是有時候我需要拿出老師的權力，就是老師

有一些權力在，才能制止同學做一些違規的事情。可是實際上如果你都不違規，

像說你上課都很乖啊！我就覺得你對朋友都這樣。(A4, 訪談, 941230)」。 

二、  教學身分的衝突期 

(一) 小統的教學活動 

    以上學期訪視試教的單元為例，小統的教學單元是國二上學期「二元一次方

程式的圖形」第一堂課，上課使用的教材是小統自製的學習單，教學時間約 50

分鐘。教學前，M4並沒有干涉小統的教學設計。這堂課的教學活動可分為四個

階段，分別是解到點的轉換、藏寶圖活動、整理作圖的三步驟、學生練習。 

第一階段約 3 分鐘，小統向學生說明今天要玩一個小遊戲，但玩之前需學會

一個東西。接著舉一個方程式為例，說明可將方程式的解表示成數對的形式，而

數對又可以表示成座標。第二階段約 12 分鐘，小統發下學習單，並帶同學看學

習單上的地圖。他用故事的方式說明這是一個海盜留下來的藏寶圖，而圖上暗示

x＋2y＝5 的解有可能是藏寶藏的位置，藉由找出寶藏位置教同學如何畫出方程

式的圖形。第三階段約 12 分鐘，小統舉 x＝y 的圖形為例，說明方程式的解和直

線上的點有一一對應的關係，因此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圖形是一條直線，因此作圖

時就只需要找出兩點即可。最後小統整理作圖的三步驟，分別是畫出直角座標(標

出 x、y 軸及原點)、找出兩點(找格子點)、畫點及直線(標出座標及方程式)。第

四階段約 18 分鐘，小統請學生作兩題例題，他則下台巡視並個別指導，約 5 分

鐘後，小統請同學先停筆看黑板聽他講解第一題例題，並說明他發現學生不太正

確的作法。小統講解之後，再請學生繼續做下題例題，他則繼續下台巡視學生，

約 3 分鐘之後，小統再次上台展示他新發現學生錯誤的作法，並再次說明正確的

作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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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統態度自然、具親和力，有精神與活力，目光及注意力能遍及全班。板書

排列整齊、板面清潔，並適時使用有色粉筆輔助講解，以及使用工具在黑板上作

圖。教學過程中，小統用講述以及提問的方式教學，而學生有時小聲的回應，有

時無人回應。小統會詢問學生開放性的問題，例如「我想問大家為甚麼這是一條

直線？」、「為什麼我們要找出兩點？」等問題，學生反應大多是自己竊竊私語或

無人回答，小統就接著自己說明。而其他問題若有學生回答，小統會繼續追問。

例如小統問「我們可以確定他是一條直線嗎？」，有學生回答「可以！」，小統就

會續問「可以！為什麼？」。小統也用舉手的方式來徵詢班上同學的意見，例如

「是不是有可能藏寶藏的位置？覺得是的舉手？覺得不是的舉手？」。小統偶爾

會講冷笑話帶動課堂氣氛，例如「太冷了！大家來做健康操好了！」或是「這是

一個有獎徵答，獎品是我的香吻一個。呵呵！算了！這樣應該沒有人要回答。」。

但可能因為教學訪視的關係，教室氣氛安靜。小統也會下台巡視作形成性評量，

時時檢視學生的學習狀況。而有些學生在拿到學習單沒多久就已做完上面的題

目，有些學生會跟隨小統教學進度在學習單上作筆記，但少數同學的學習單上是

空白的，只有小統請學生作練習時，才開始動筆書寫。 

(二) 教學活動分析 

針對小統的教學活動，我們選出和研究較具相關意義的 5 個 CIP，作進一步

的描述及詮釋，再配合其他的研究資料作為佐證，試圖從中瞭解小統的教學原則。 

CIP1：設計活動包裝課程內容以提昇學生的學習動機 

    小統在第二階段的教學中，利用藏寶圖的設計引導學生畫方程式的圖形以找

出寶藏的位置。小統表示「課本就是直接說換成解，解換成數對，數對換成坐標。

然後我會覺得說如果我就照著課本這樣子講的話，學生也會OK，就是學生一樣

可以了解，但是學生這時候心理可能會有個疑問是說，老師為什麼一定要(方程

式的)解換成數對？然後數對換成坐標？所以我就用了一個包裝就是海盜找寶

藏，那既然已經有一個例題是我們今天要找寶藏，所以就有原因啊！就是你不要

問我為什麼，就是因為今天要找寶藏，所以你要把方程式換成直角坐標上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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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我是給同學一個動機就是我們是為了解這一張藏寶圖，所以我們先學這

個步驟。(A4, 訪談, 941205)」。也就是說，小統利用找寶藏的活動包裝課程內容，

提昇學生的學習動機。 

小統認為「好的數學教學起始活動必須包含引起動機」，小統表示「所謂

的引起動機不是只說這一堂課一開始先講個笑話或是先擺個生活化的例題，我覺

得是從他們之前懂的東西，引導他們學會新的東西，我覺得這樣也算是一個引

導，但是我覺得如果去掉一個引導的動機的話，我覺得就不是我的教學。(A4, 訪

談, 941028)」。小統進一步表示，希望藉由引起動機吸引學生的注意力，使學生

有機會喜歡數學。小統說「我就會想要利用這樣的方法在課堂上暗示，來吸引他

們注意，能聽我開始講，因為有些人就會開始想又要上數學了，我不想聽，利用

這樣的過程讓他們有聽，有聽才有機會讓他們去不討厭數學。」、「TE說的，你

要讓學生喜歡數學很難，我們能讓學生不討厭數學就是很好的事情。我也是這樣

覺得，就是讓他不要討厭數學，當他有一天他需要的時候，他就會去學習。(A4, 

訪談, 941028)」。也就是說，小統將引起動機視為教學上不可或缺的一部分，目

的是希望可以引起學生的興趣，改善學生和數學之間的關係。小統認為「教師

應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引起學生興趣，進而使學生不討厭數學」。     

CIP2：詢問開放性問題引動學生思考 

    我們觀察到小統經常詢問學生「為什麼？」這類開放性的問題。小統表示「平

常問問題就是我不喜歡問說就是一個答案的，就是一個答案剩下都不對的，就我

是想說問完之後讓他們想一下，然後想一下之後我再繼續講，他們在想的過程

中，就有在想。」、「我比較喜歡問範圍大一點的，…，我比較喜歡問說『你覺得

呢？』。那你覺得的時候，那個學生他就沒有被侷限住，他就可以去想說我覺得

怎麼樣？(A4, 訪談, 941205)」。也就是說，小統在教學中會詢問學生開放性的問

題，企圖引動學生思考。而小統平時上課也會繼續追問學生的反應，小統表示「我

覺得他們今天都沒有什麼反應！就是大家都超乖的。平常像我問的話，像問『是

的舉手、不是的舉手』，然後我覺得不是，但是有些人會舉手，然後我就會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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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你覺得為什麼？』就是平常是比較活潑一點啦！(A4, 訪談, 941205)」。也就

是說，小統根據學生的回應，會繼續提出探索性的問題，促進師生之間的對話。

而在小統「二元一次的運算」這個單元的教學中，我們也觀察到小統請學生上台

演練之後，會繼續詢問其他的學生「他有沒有寫錯？」，小統表示「就是我也想

要學生思考嘛！就是有些學生就是不會想啊！就是老師講他的，然後他在台下

抄。就是同學在台上想的時候，甚至是我在寫的時候，我也會這樣問，有時候我

會故意寫錯，或是說老師現在寫一個想法喔！你們看哪裡有錯？就是要讓他們去

想，我哪裡寫錯了？我就是想說讓學生在課堂上是可以思考。  (A4, 訪談 , 

941028)」。由此可知，小統在教學時會用提問或故意寫錯的方式的來刺激學生的

思考。也就是說，小統認為「教學活動應開展學生的數學思維，引動學生的

數學思考」。    

    小統也和我們分享這樣的教學方式會依據班級狀況持續調整。小統表示「我

一開始是有比較理想，後來我覺得這樣學生也不太有反應。但是我之前是比較理

想化，就覺得說我問問題，然後下面學生給我他的想法，所以我還是不知不覺的

上課時都會問學生：『同學，那你覺得這裡應該怎麼做？』或是『你覺得這樣對

嗎？』其實我常常會這樣問，其實那麼久教下來，會有幾個人回答你，或是甚至

沒有人回答你，就是不太會有全班的人一起回答『對！』，或是『老師！那裡錯

了！』，就是不太會有學生理你。(A4, 訪談, 941028)」。也就是說，小統從教學經

驗中體會學生對於互動式的教學法不大有正面的回應。而小統提到M4曾跟他說

過，「你今天這個方法上的很好，學生都聽懂了，但是不代表你今天到隔壁班上

的時候，這個方法會OK。又或者你今天這個方法不好，不代表你用在隔壁班就

會不好。然後他是說，他叫我說，你上了之後就上，但是你去感覺學生對於你現

在這個教法怎麼樣？(A4, 訪談, 941028)」。所以小統現在覺得「就想去感受一下

現在八年級，就是國二這個班級，他們是比較適合怎樣子的。然後有時候上一上

我講到這一題講完，或講到一半的時候，就覺得有些同學看起來很疑惑，然後我

就會放慢速度再講一次。(A4, 訪談, 941028)」。由此可知，小統雖有心在課堂上

進行進一步的師生溝通，但學生的回應始終不佳，因此小統現階段也試圖尋求其

他的教學方式來適應不同的學生。也就是說，小統認為「教師應依據學生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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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狀況適時地採用不同的教學模式」。而在調整的過程中，小統覺得「可能在

不知不覺當中吧！就是我有點減少讓他們發表的機會。」、「就是你教學方法改變

之後，你就會有某些東西犧牲掉了。(A4, 訪談, 941028)」。由此可知，小統似乎

也感受到在調整教學方法的過程中，無形中也減少了讓學生發表的機會，也犧牲

掉他原先想要在課堂上作師生溝通的想法。 

CIP3：詳細解說數學內容的意涵 

    小統在第三階段花了將近 10 分鐘的時間，跟學生解說為什麼方程式的圖形

是一條直線。小統表示「我覺得他如果補過習他就知道這是一條直線，但是如果

你完全這邊都沒有接觸過的話，你只能描很多點，然後他也會覺得說老師好像就

是直線耶！你看隔壁同學也都說是直線耶！然後我這個時候就要問他，你確定

嗎？」、「像說我今天在問的時候，像那幾個補過習的，為什麼那是一條直線？然

後他也是說，老師！他就是一條直線，就是他也沒有說出原因是什麼，他就是補

習班老師跟他講直線，恩！補習班老師講的一定是對的，所以他就是一條直線。

(A4, 訪談, 941205)」。小統曾表示他希望學生能充分瞭解來龍去脈，而非記憶無

意義的數學知識，小統表示「學生要了解概念是什麼，或者是說我今天這樣做是

為什麼，就算說我今天這樣做，只是想要簡化算式，我也要告訴同學說我這樣做

是要簡化算式。我不要上課就是說：『好，這個式子一看就知道要乘以 6』，然後

就乘以 6，但是同學不知道為什麼要乘以 6。(A4, 訪談, 941028)」、「就總不能說

你一直用威壓，老師講的就是對的，這樣子同學上到最後，他有疑問他就會覺得

反正老師講的都是對的，然後他就不會再去想為什麼。(A4, 訪談, 941230)」。由

此可知，小統認為「教學活動應讓學生深入瞭解數學的內涵，而非利用教師

的權威要求學生接受數學知識」。而小統課後也反省對於自己這部份的表現不

是很滿意，小統表示「我覺得今天主要是那個讓同學發現他是一個直線，就是讓

同學相信他是一條直線。可是我覺得今天好像沒有做得很好，就是我講解的內

容，就是應該是我引導，是我講的話，還是我引導的方式不太對。(A4, 訪談, 

941205)」。由此可知，小統試圖在課堂上做好引導的工作，增進學生對數學概念

的理解。也就是說，小統認為「教師應扮演一個良好的學習引導者，促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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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數學思考及概念的理解」。 

CIP4：隨時糾正學生錯誤的作法 

    在第四階段的教學活動中，我們觀察到小統在巡堂之後，上台講解他所發現

學生錯誤的作圖法。小統表示「我發現有些人都有一些小瑕疵，有些是格子不精

準，有些是沒有標坐標或是什麼的，然後我就是想說，好！那大家先停筆，就是

我再做一次，再做一次正確的給他們看。所以我第一個是先做正確的，然後在旁

邊我就舉例說我剛剛有看到一些同學就是犯了這些錯誤，就像是格子畫不精準

啊！然後或是怎樣的。(A4, 訪談, 941205)」。而在小統「二元一次的運算」這個

單元的教學中，我們也觀察到小統會主動講解學生容易有問題的地方。小統表示

「我預測學生，有些學生可能會有問題，所以我就自己提出來，然後講，這樣

子。」、「有時候我會故意提他們容易搞混的地方，就是不用等他們問，我就會講

一遍，這樣。」也就是說，小統認為「教師應適時提醒學生易混淆的數學觀

念」。    

CIP5：提醒學生求兩點座標的技巧 

    在第三段的教學活動中，小統和學生強調找兩點座標時盡量找格子點。小統

表示這是在M4的建議下而添加的部份。小統表示「M4是說，如果他上的話他會

強調要畫格子點，…，我就想說就把他加進去。」、「其實畫在格子上的話，是比

較不會錯誤的。就是如果會有分數的話比較會有誤差。(A4, 訪談, 941205)」。小

統曾表示M4很強調教導學生技巧性的方法去降低學生失誤的機會，小統表示「我

的指導老師很注重這個。因為他覺得學生的運算能力真的不是很好，然後如果可

以教他們一些方法，讓他們盡量不要去做複雜的計算，這樣算對的機會會比較

高。這樣一來的話，考試的分數就會增加，然後分數增加之後，學生就會有自信

心。(A4, 訪談, 941028)」。而小統也認同M4的說法，小統表示「我覺得避免複雜

的運算，學生比較容易算對，而且他做題的時間會縮短。就是不要讓學生覺得說，

我今天這題會了，但因為我計算錯誤，就被打叉了，這樣學生會沒有自信心。就

是有的學生是看他的分數。(A4, 訪談, 941028)」。由此可知，小統認為「教師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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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學生減少計算錯誤的要訣以增加正確答題的機率，避免學生因數學成

績低落而失去自信心」。 

但小統認為這樣的作法無形中也會限制住學生的思考，小統表示「我會給他

們所謂的技巧，然後讓他們使用我的技巧，但是在這過程當中，其實老師對於國

中生，尤其是在課堂上算的時候，學生會很容易模仿。所以如果我一直在課堂上

強調這個的話，其實有時候會限制同學去思考。他們就會照著老師這樣做。(A4, 

訪談, 941028)」。因此，小統不會強制學生一定要按照他的作法，小統表示「就

是可能我們老師有點影響我，他會強制他們要寫算式，要用什麼算法，我好像就

會有點折衷，就是我會『強調』這種算法，但是我並不會『強制』同學要這樣做。

(A4, 訪談, 941028)」，小統覺得「每個學生都有自己的想法」。由此可知，小統認

為「教師不應限制住學生的想法，因此不必要要求學生按照老師統一的格

式學習數學」。但現階段在M4的影響之下，小統在課堂上雖不強制，但也會強

調比較不容易出錯的解題方式。 

    此外，小統表示大多數的教師在教學生找兩點畫直線時，經常是一點令x＝0

得y座標，以及另一點令y＝0 得x座標，小統表示他故意避免這樣的教法，他提

到「應該很多國中老師都說要這樣子，就是說找兩點嘛，然後就會強調說，好！

我們今天要找兩點那就是x是 0、y是 0 這樣，然後就是這個啊！就是這個嘛！

（即：令x=0 得y坐標；令y=0 得x坐標）然後其實我在備課的時候就有想到這個，

然後其實我是故意不要講這個！(A4, 訪談, 941205)」。小統表示「這種講法就是

應付這種題目，大部分的這種題目，那都OK啊！就是很簡單啊，好像有一種好

像是程序性的知識嘛！就是強悍的，我今天一定要求一個是 0，那不管這是不是

分數，於是同學就很容易求出來，然後就是畫出來，然後這在這，然後連出來。

可是我覺得你一直強調這是 0、這是 0 的時候，我覺得到後面有些同學他已經忘

記當初我們為什麼要找兩點？就是，而且是我親身經驗，我同學他們常常會問這

個，會錯，就是只要通過(0,0)他們都錯！因為他們說他們找不到另外一個點。(A4, 

訪談, 941205)」。也就是說，小統認為學生如果用記憶的方式學到程序性知識，

久而久之，學生在作題時會出現困難，甚至忘記潛藏的數學意義。由此可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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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認為「教學應強調數學內涵的真正理解，而非強記操作性的數學知識」。 

三、  教學身分的調適期 

(一) 小統的教學活動   

    以下學期訪視試教的單元為例，小統的教學單元是國二下學期「多項式除法」

第一堂課，上課並未使用教材，小統請學生拿筆記本作紀錄，教學時間約 50 分

鐘。教學前，M4提供講義供小統參考，並指定小統大致的教學進度。這堂課的

教學活動可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單項式的分式除法、多項式的長除法、分離係

數法。 

    第一階段約 17 分鐘，一開始小統向學生說明待會會抽籤請人上台作題目，

答對的同學可獲得巧克力。接著分別舉例說明單項式除以單項式、多項式除以單

項式兩種除法。小統將式子寫成分數的形式作約分的動作，例如將 寫

作

25 618 xx ÷

26

518
x
x

。接著他在黑板上寫兩題練習題，並抽籤請同學上台作，其中一位同學

表示不會作，小統就讓該位同學再次抽籤，將機會讓給別人，隨後小統自行講解，

並發巧克力。第二階段約 21 分鐘，小統利用整數的除法來解說長除法的作法及

原理，接著再舉被除式的首項係數不為 0 的例子，強調要把最高次項給消掉。接

著他在黑板上寫兩題練習題，並抽籤請同學上台作，其中有一名學生沒完整做

出，小統最後請他先行下去並自行講解這兩題的正確的作法及發巧克力。第三階

段約 12 分鐘，小統舉被除式有缺項的例子說明除法需注意缺項補 0 的動作，並

用同一例解說分離係數法。接著，小統在黑板上寫一題練習題，並抽籤請 2 位同

學上台，分別用長除法以及分離係數法來作同一題，隨後他則自行講解。 

    小統態度自然、具親和力，有精神與活力，目光及注意力能遍及全班。板書

排列整齊、板面清潔，並適時使用有色粉筆輔助講解。教學過程中有相當豐富的

師生對話，小統經常詢問學生開放性的問題，而學生的回答多且雜亂，有時是應

和小統的問題，有時是玩笑對話或幾近吵雜喧鬧，而不論學生是哪一種回答，小

統多半也會隨著學生持續對話內容，最後通常由小統自行講解。我們節錄教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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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如下：(A4, 教學影片, 950327)  
 
A4：好！那我們第三個就要講多項式除以多項式啊，好！那多項式除以

多項式要怎麼做咧？ 
S：我知道，雙手舉起來說投降！ 
A4：好！OK！先給你們一個例題，好，這時候怎麼辦？ 
S：除進去啊！ 
S：長除法！ 
A4：那個有補習的先閉嘴！ㄟ，這樣好像太兇了！先不要講話！ 
S：好敷衍喔！ 
S5：可以用計算機把他按出來。 
A4：ㄟ！你按、你按，你按成功我給你一個巧克力！ 
S：你按 X 出來。 
S5：有一種計算機可以上括號。 
S：問題是你現在沒有啊！ 
A4：對啊！ 
------------------------------------------------------------------------------------------- 
A4：我問一下啊！732 如果除以 3 的話要怎麼做？ 
S：除啊！ 
S：你都這樣子了，就直接除啊！ 
A4：好！所以對啊！你這樣子的時候你是 32 得 6，然後這樣嘛！34，

12，然後 34，12 嘛！那是不是就除盡了！答案是 244，好有沒有

人要告訴我為什麼，為什麼要這樣子做？ 
S：不然要怎樣做？ 
S：為了算出 732 除 3 會等於多少？ 
A4：不是！那是題目啊！ 
S：為了算出答案！ 
A4：你在講廢話。 
A4：有沒有，有沒有想過啊！這個為什麼這樣做就可以得到答案？ 
S1：將 732 分成 3 份！ 
A4：將 732 分成 3 份？就是除以 3 的意思啊！不是！我是說這個直式為

什麼是這樣子做？ 
S：他當初設計就這樣啊！ 
S：當初的目的設計就是這樣！ 
S：偉大數學家發明的！ 
S：唉呀！不知道耶！ 

(二) 教學活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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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小統的教學活動，我們選出和研究較具相關意義的 3 個 CIP，作進一步

的描述及詮釋，再配合其他的研究資料作為佐證，試圖從中瞭解小統的教學原則。 

CIP1：以巧克力獎勵學生 

    我們觀察到小統準備巧克力作為獎勵，發給抽籤上台作答的同學。小統表示

「每一堂課開場都會想說看可不可以讓他們感興趣！…，因為我一直想啊!可是

都想不太到，就是想說多項式除法一開始要講什麼才能讓他們覺得有趣，就是引

起動機吧！然後後來覺得說好像很難，如果我安排的是這兩個的話，就很難。」、

「因為我都覺得這邊都沒辦法引起動機，所以只好用一個巧克力來引起他們的動

機。(A4, 訪談, 950327)」。也就是說，小統認為「教學的起始活動應設法引起

學生的學習興趣，吸引學生的注意力」。而小統由於在此單元中想不到合適的

教學設計，因此使用巧克力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而小統也曾在上學期「直角座

標」這個單元中，用棒棒糖獎勵答對的同學。小統表示「強化原則吧！增強物!」、

「加強他們的專注力，其實像說我現在問一個問題，如果我剛打瞌睡，我突然這

樣聽，說不定我懂，但是我忽然聽的時候，那就被隔壁的人搶走了，就是我一定

要專注的聽老師在講什麼，老師問問題的時候舉手回答，我才會有獎勵。(A4, 訪

談, 950327)」。小統也會用口頭的方式獎勵學生，小統表示「所以像說我上課的

時候會講『誰講什麼，恩!講的很好』。但是那是口頭，那有時候用口頭的獎勵，

有時候是用實質上的，發個糖果這樣子。」、「尤其是那些偶而才會有好表現的同

學，當他偶而有好表現的時候都是老師可以剛好抓住那個機會獎勵他，他可能就

會覺得我只是偶而有表現老師就注意到我。(A4, 訪談, 950327)」。小統希望藉由

適時的獎勵學生，可以增加學生學習的自信心，小統表示「讓他們會有自信心這

樣子，…，可能是比較偏向於數學上面有信心。(A4, 訪談, 950327)」。也就是說，

小統認為「教師應適時鼓勵或獎勵學生，增加其學習數學的動機及自信」。 

CIP2：用整數除法來說明多項式的長除法  

    小統在解說多項式的長除法前，先舉 732÷3 的直式除法為例，類推到多項式

的長除法，都是將除數(式)乘上一個數(式)之後，設法把被除數(式)給減掉。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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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小統為何不直接講多項式的長除法?小統表示「就是讓同學覺得說，我不是

突然變成這個東西，變成長除法。」、「就是如果我今天直接跳這個的話，那不就

很像說，同學!就是用這個方法做，就是我告訴他這樣子做。(A4, 訪談, 950327)」。

也就是說，小統認為「教學應讓學生真正瞭解數學概念，而非運用教師的權

威灌輸學生數學知識的內容」。 

CIP3：營造輕鬆活潑的上課氣氛 

    在教學過程中，我們觀察到學生有時會故意搗亂而胡亂回應小統的問題，而

小統幾乎不會制止學生的談話。雖然小統也認為當天秩序有點混亂，但小統表示

「我會覺得這樣上課氣氛比較輕鬆」、「如果我制止所有人的發言的話，其實他那

句話就不會冒出來，就是我說上課都不能吵和說話的話，那那個想法他也不會講

出來。(A4, 訪談, 950327)」。也就是說，小統容許學生在課堂上自由的對話，其

一是認為這樣有助於活絡課堂的氣氛，其二有助於學生表達自己的想法。小統進

一步表示「我覺得我一個人講的話，那我怎麼知道他會不會，或者是我怎麼讓他

去思考。(A4, 訪談, 950327)」。也就是說，小統鼓勵且容許學生在課堂上無論是

數學方面或是非數學方面的談話，為的是不想完全抹煞掉學生表達或思考數學的

機會。由此可知，小統認為「教學不應只有教師一人唱獨角戲，而應讓學生

有自由表達或思考數學概念的機會」。 

    小統表示他不喜歡教師一人講述的傳統教學，他說「M4想法跟我不太一樣，

就是他的想法是比較傳統式的嘛!就是他講述然後同學聽，把它抄起來，在這地

方我不太想這樣子做，我不想要都是我講這樣子。(A4, 訪談, 950327)」。小統不

希望上課氣氛過於安靜，小統提到「我真的很受不了說都是我在講。有時候我會

覺得有點安靜，我就會說你們班今天怎麼了啊!」、「我覺得就是，可以就是有點

像聊天這樣子，然後就是我做的還不是很好，有時候我希望同學給我一些對話，

當我在解釋那個概念的時候，我希望同學就可以安靜聽我講這樣子」、「有時候我

覺得不一定是數學也沒有關係，…，就是學生會覺得心情比較放鬆啊!」、「然後

比較可以提起興趣。 (A4, 訪談, 950327)」。小統進一步表示「我是希望他們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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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很輕鬆，因為大部分人的刻板印象就是數學很枯燥啊!就是上了一堂也不知

道在幹嘛，就是我會希望把這種大家印象中死板板的課變的比較輕鬆，但是不是

讓他們好像可以隨便玩啊!」、「所以我會覺得就是我盡量帶的好玩，但是又講的

很清楚，然後你就很輕鬆的來學，就是我大概想要營造的氣氛是這樣。(A4, 訪

談, 950526)」。也就是說，小統認為「教師應營造輕鬆的教室氣氛，引起學生

的數學學習興趣，放鬆心情來學習數學」。     

四、 兩階段研究結果的比較和分析 

綜合以上分析，小統兩階段皆顯現出他是一位「強調數學概念理解、啟發

學生思考、鼓勵學生表達想法、建立學生學習信心及營造愉快學習氣氛」

的數學老師。小統認為，教學應讓學生真正瞭解數學的概念，而非運用教師的權

威要求學生接受數學知識。因此在教學活動中，他會說明數學方法與原理的由

來，建立完整的數學概念，並適時提醒學生易混淆的觀念。因此，個人認為小統

的教學中凸顯出「數學內涵」的 PV。小統認為「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想法」，

教學活動應開展學生的數學思維，引動學生的數學思考，教師則應扮演一個良好

的學習引導者，促進學生的數學思考及概念的理解。因此在教學活動中，他喜歡

詢問開放性的問題，或故意提出錯誤的解釋，激發學生的思考，以及針對學生的

回答，繼續提出探索性的問題，作進一步的師生對話。因此，個人認為小統的教

學中也凸顯出「個別思考」的 PV。小統認為，教學不應只有教師一人唱獨角戲，

而應讓學生有自由表達或思考的機會。因此，小統容許學生在課堂上包含數學或

非數學方面的談話，為的是不想完全抹煞掉學生表達或思考數學的機會。因此，

個人認為小統的教學中也凸顯出「師生溝通」的 PV。小統認為教師應教導學生

減少計算錯誤的要訣以增加正確的答題機率，以免學生因成績低落失去自信心。

並適時透過實質的物品或口頭上的鼓勵，增加學生的自信心。因此，個人認為小

統的教學中凸顯出「自信學習」的 PV。小統認為教學應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營造輕鬆的學習氣氛，引起學生興趣，進而讓學生不討厭數學。因此在教學活動

中，他會設計引起動機，或從故事包裝、笑話或舊經驗引入課程內容，並與學生

聊天對話，使學生以輕鬆的心情學習數學，進一步改善學生和數學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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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個人認為小統的教學中凸顯出「愉悅學習」的 PV。 

綜合來說，個人認為小統兩階段所凸顯的教學風格大致相近，也並未感受到

小統的 PI 內涵有明顯的變化或發展。 

第五節 小宇的故事 

一、 教育實習的環境 

    小宇的實習學校是一所國立高中，學生可經由多元入學方案進入該校。若

以國中基本學力測驗的成績來說，該校學生的PR值約在 97 以上，因此學生資質

優良。小宇和小瑩兩人大學時代即為好友，畢業後小宇就跟著小瑩一同來到小瑩

的母校實習。而由於行政實習分配的處室不同，小宇比較常接觸的反而是另外一

位數學實習教師。兩個人有時候會互相討論問題，交流教學上的想法。小宇主要

的輔導老師(以下簡稱M5)是任教五年的新手教師，負責輔導小宇的教學實習以及

導師實習。在小宇眼中，M5是一個「積極、友善、認真、負責(A5, 問卷, 9501)」

的人。在教學方面，小宇形容M5「跟學生互動良好，且能掌握班級狀況、教學

內容充實(A5, 問卷, 9501)」。而M5則表示自己教學時重視「數學邏輯，推理思考

要很嚴謹(M5, 訪談, 941213)」。由此可知，M5是一位教學認真、內容充實、和學

生互動良好的數學教師。 

在教學實習方面，小宇主要是觀摩M5的教學以及試教高二班級為主。上學

期M5挑選教甄常考的單元讓小宇練習該單元的第一節課，像是「柯西不等式」、

「向量」、「正射影」等單元。而教學班級也不固定，有時是導師班有時是非導師

班。而下學期顧及小宇準備考試的緣故，教學機會並不多，不過卻是完整單元的

教學，例如「二項式定理」共計四節課，以及圓錐曲線的GSP電腦教學共計兩節

課。M5並提供三個高二班讓小宇試教，因此，小宇對同樣的教學內容就有三次

演練的機會。教學前，M5提供自己的講義供小宇參考，但要求小宇思考後自行

設計教材，不要按照M5的講義來教學。教學時，M5也會在教室後觀看，當M5認

為小宇講的不甚清楚時，會請同學發問或直接補充說明。教學後，M5也會立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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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宇討論教學內容，小宇提到「我很高興跟到這個輔導老師，她在我上完的每

一堂課都會花二十分鐘到一個小時不等，來跟我討論我上課有哪些地方值得改

進，希望我越來越少缺點。(A5, 省思報告, 9501)」。而小宇十分佩服M5，對於M5

的建議幾乎照單全收。小宇提到每次觀摩完M5的教學，她覺得「老師上這麼好，

我要copy也不是，要照老師的那個方法教也不是，然後又覺得自己上又覺得不

好，又覺得老師上的這麼好，我要怎麼上呢?就覺得老師上的就很好啦! (A5, 訪

談, 950502)」、「只要她給的建議我都會接受呀!」、「我覺得她講的都是對的！」、

「能改就改這樣，就盡量去改這樣」、「只是改的有沒有達到她的要求這樣子(A5, 

訪談, 950526)」。而M5則是覺得小宇不夠主動積極的討教問題，M5形容「(和)小

宇兩個人走在路上，不講話就是不講話，那就走，期初的時候，剛開始這樣，我

就跟說希望教學相長，我上課有什麼地方，我們可以討論，可是都沒有，所以我

不知道她的吸收狀況，她不會來跟你說，老師我覺得這一塊怎麼？她偶而有一兩

個這樣的問題，很少，就不會來跟你說這堂課，老師你這堂課講法，真是怎樣？」。

綜合來說，M5是一位熱心指導小宇的輔導教師，而小宇則是將M5視為崇拜理想

的學習對象，但可能由於小宇個性的關係，並不會主動積極的詢問M5問題，多

半是依照M5的建議要求來作改進。 

   小宇一開始還不太敢主動接觸學生，之後隨著實習的期間越久也日漸熟稔。

小宇在實習結束的省思報告中提到「由於上學期跟班上同學相處的沒有非常融

洽，到現在要離開學校而覺得離情依依，我覺得我在與學生相處的方面上面進步

了很多，剛開始我是會害怕學生的，現在我認為學生跟我也是一樣的人，如果我

對學生有用心，把心思都放在學生身上，那便不用害怕學生，學生會感受到我的

用心，自然也就不會刁難我了。(A5, 省思報告, 9506)」。小宇覺得自己和學生是

一同互相學習，小宇表示「我不管台上台下都是老師呀!可是有一個就是我跟她

們同時都在學習，那她們幫助我學習，我也要教她們就是數學這樣，就是我要跟

她們學習，互相學習的對象。(A5, 訪談, 941213)」。 

二、 教學身分的衝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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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宇的教學活動 

    以上學期訪視試教的單元為例，小宇的教學單元是高二上學期「圓的方程式」

第二堂課，上課使用的教材是小宇自製的教學講義，教學時間約 50 分鐘，教學

班級是高二非導師班。教學前，M5讓小宇先觀摩過另一班同樣單元的教學，並

提供自己的講義供小宇參考。這堂課的教學活動可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複習、

例題講解、圓的直徑式證明。   

    第一階段約 4 分鐘，小宇一邊將圓的定義、圓的標準式以及圓的一般式寫在

黑板上，並請全班同學一同念出圓的標準式及一般式。接著她帶同學觀察標準式

及一般式，發現都有三個未知數，接著說明只要給三個條件能求出這三個未知

數，就可以求得圓方程式。第二階段約 36 分鐘，小宇講解講義上例題三、四、

五，分別是給一未定方程式求其圖形、已知一未定方程式求未知數的範圍、求不

共線三點的方程式。講解過程中，有 4 名學生提出疑問，小宇在確認學生的問題

之後，依照學生的問題進行解說。第三階段約 10 分鐘，小宇用講述的方式證明

圓直徑式的由來，接著講解講義上的例題六。快結束時，有一名學生提出疑問，

小宇也是針對學生的問題作回答。 

    小宇笑容可掬、略顯緊張、語調平穩、說話速度偏慢、表達清楚有條理，並

使用麥克風教學。板書排列整齊、端正美觀，並適時使用有色粉筆輔助講解。教

學過程中，教室氣氛安靜，大部分時間皆是小宇一人講述。部份學生會主動提出

疑問或是提示小宇板書錯誤的地方。偶爾小宇會提問問題，而學生反應安靜或配

合小宇作小聲的回答，小宇有時承接學生的回應講解，有時自己直接講解。學生

之間偶爾會有笑聲傳出。 

(二) 教學活動分析 

針對小宇的教學活動，我們選出和研究較具相關意義的 4 個 CIP，作進一步

的描述及詮釋，再配合其他的研究資料作為佐證，試圖從中瞭解小宇的教學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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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P1：略顯安靜的上課氣氛 

    我們觀察到小宇整堂的教學氣氛十分的安靜，感覺得到教室中的緊張氣氛。

小宇表示「今天比較安靜，安靜到自己都覺得很尷尬，她們可能自己也有點緊張

吧!後面有教授。(A5, 訪談, 941213)」。小宇覺得因為自己太過緊張而影響到課堂

氣氛，小宇表示「跟上台前的心理準備有關，如果我這堂課想要表現的開心一點

這樣，這樣可能學生也會感染到。(A5, 訪談, 941213)」。小宇表示M5曾跟她提過

「上台就是一種表演，所以你要可以掌握到觀眾的心呀!啊你表演者本身要有自

信，然後不能自己表演者都想說趕快把課上一上。(A5, 訪談, 941213)」。因此，

小宇在教學前「心裡有在準備說要快樂一點之類的，比較能帶動氣氛。」、「這是

很重要的呀!因為學生要快樂他才會有心要學習這樣。(A5, 訪談, 941213)」。小宇

強調「老師要快樂，學生才會快樂。(A5, 訪談, 941230)」。也就是說，小宇認為

「教師應帶動課堂學習氣氛，使學生樂於學習，提昇學習的動力」。 

CIP2：詢問開放性問題啟發學生思考 

    我們觀察到小宇在教學時會詢問學生具思考性的問題，例如「不共線三點，

一定會有圓去過這三點嗎？」、「那法三，有沒有人想到？」。小宇希望「要讓他

們(學生)思考」，但小宇表示「其實我有時候問的問題自己都覺得她們很難去回

答」、「我問問題都不一定要一個答案，只是要他們去想一下，其實後來發現都碼

我自己去圓場。(A5, 訪談, 941213)」。小宇覺得M5的提問技巧很好，小宇表示「她

在問一個問題的時候，能夠很明確的問出來，就是今天我要問這個問題，然後希

望大家去思考，那我是習慣自問自答，就是學生也不知道，學生就空著腦袋就上

完這一堂課也沒關係，因為我會自問自答這樣子。(A5, 訪談, 941230)」。也就是

說，小宇希望藉由提問來引導學生思考，但現階段小宇對於技巧的拿捏還不是很

清楚。小宇覺得數學本身就是一個思考的科目，她表示「我把數學當成，當做思

考的科目，類似，你多思考，可以從中得到成就。(A5, 訪談, 941213)」。此外，

小宇也表示她在講解例題的過程中，會按照步驟慢慢來，是為了能讓學生跟著她

的腳步思考。小宇表示「我解題過程，…，希望學生可以照著這樣思考、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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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並沒有省略步驟，說跳的很快，只寫題目，答案就這樣，或是直接從這一步

所以k>2，k<-1，這樣等於是中間完全空了這樣，我是有順序性的。

(A

02 >−− kk 2

22

222

2

22

5, 訪談, 941213)」。也就是說，小宇認為「教學的過程要能適度引導學生、

提供學生思考的機會」。 

CIP3：不使用記誦的數學式子講解例題      

    小宇在講解例題三時，運用配方整理而非判別式來判斷圖形。例題三的題目

是「試就實數k之值，討論方程式 的圖形」。小宇的

解法是將方程式先配方成標準式的形式 ，再去討論

的正負來判斷圖形。小宇說明完時，有一名學生詢問「可不可以用判

別式做?」，小宇回答「判別式做?可以!(全班笑了笑)可以呀!我現在做的方法事實

上就是判別式的一種，我最後歸納出來的判別式就是配方法後的結論。(A

0)3(22 =+++−+ kkyxyx

2)()1( −−=+++ kkkyx

2−− kk

5, 教

學影片, 941213)」。我們詢問小宇為什麼不一開始即用判別式來判斷圖形呢？小

宇表示「因為判別式有可能會忘記啊!他們學到最後要求圓的方程式一般都會回

歸標準式去看圓的形狀，判別式的原理也是這樣出來的，所以我想說帶他們去做

看看。」、「我心裡是這樣想說，你一般不會記得判別式，真的!過了兩年之後，

到高三真的會忘記判別式，所以還是用配方法去看那個，這是最主要的觀念。(A5, 

訪談, 941213)」。也就是說，小宇認為「數學學習不能只記誦生硬的公式，只

有真正瞭解主要的數學觀念，才能真正內化到自己的知識系統裡」。 

CIP4：提供一題多種解法以複習舊有的數學概念     

我們觀察到小宇講解例題五時，提供三個方法。例題五的題目是求不共線三

點的圓方程式。小宇第一個方法利用圓心到三點等距求出圓心座標，第二個方法

是先求出任兩點連線的中垂線，再由中垂線交點求出圓心座標，第三個方法是設

圓方程式是 ，再將三點帶入求得圓方程式。其中小宇只

有完整講解第三個方法，前兩個方法小宇則是提供學生大概的計算方式，請學生

課後自己嘗試。當小宇教完三個方法時，小宇說明「不知道你們有沒有覺得這方

法比較快，好像也不知道到底誰快，但這三個方法都可以用，考試的時候記得哪

0=++++ feydx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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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方法就用哪個方法。(A5, 教學影片, 941213)」。我們詢問小宇為何要教三種不

同的方法？小宇表示「有選擇呀!因為你不一定會記得這個方法，搞不好最後只

記得說中垂線的交點嘛!那怕大家會用中垂線交點，外心這個，然後還有順便把

他們串在一起，就外心呀!用求圓的方法也可以寫，這裡是複習舊有知識，然後

這裡是新的。(A5, 訪談, 941213)」。小宇希望學生可以用多種角度去思考同一題

目。此外，小宇並不要求學生統一的算法，小宇表示「我後來跟他們說你們比較

這三個方法，其實這個方法我也不知道有沒有比較快，但是就是這三個方法的

話，可以自己去比較去選擇這樣。(A5, 訪談, 941213)」。同時，這也是小宇這堂

課中最滿意的教學片段，小宇表示「就是法一法二法三呀!然後一個題目有三個

解法這樣，然後跟她們以前舊有的，以前的又再串聯起來，以前她們學過法一跟

法二。」、「感覺很豐富的感覺，有很多觀念在裡面。(A5, 訪談, 941213)」。也就

是說，小宇認為利用一題多解可以良好的銜接學生的新舊觀念。 

    此外，小宇也表示她一開始複習昨天教過的圓的定義、圓的方程式，並把板

書都留在黑板上，是為了待會在講解例題的過程中，可以同時強調學過的數學概

念。小宇表示「所以我為什麼要把它重抄一遍，就是明明這已經上過了嘛!這昨

天上過了，這昨天上過了，還特定留了很久，其實我一直在用到這東西，跟他們

講，讓他們知道說這樣，不然如果其實我今天沒有這一塊(板書)的話，直接來解

例題三，那她們可能就是例題四教完沒什麼感覺，你知道嗎?就沒有跟前面作連

結。(A5, 訪談, 941213)」。小宇相當重視課程間的連貫性，她表示「整個課程要

有連貫性跟，就是要有連貫性，就是一個例題到一個例題之間要連貫性，要有串

聯的，就不能說，突然教完這例題，好!我們現在教直徑式，就是因為要教什麼

某某例題。(A5, 訪談, 941230)」、「不然他等於是今天會了這個題目，其他題目一

變就不會了，連結也算一種思考這樣，解題的思考。(A5, 訪談, 941230)」。也就

是說，小宇認為「教學應強調概念之間的連結性，這無形中也在訓練學生邏

輯思考的能力」。 

三、 教學身分的調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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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宇的教學活動 

    以下學期訪視試教的單元為例，小宇的教學單元是高二下學期「二項式定理」

第一堂課，上課使用的教材是小宇自製的教學講義，教學時間約 50 分鐘，教學

班級同上學期教學訪視的高二非導師班。教學前，M5讓小宇先在另兩個高二班

級試教同樣單元，並提供自己的講義供小宇參考。這堂課的教學活動可分為四個

階段，分別二項式定理、例題講解、巴斯卡三角形及例題講解。   

     第一階段約 18 分鐘，小宇要求全班回答出 、 直到 的

展開結果，學生也順利回答。接著她詢問 呢？學生並無回答，她於是回

頭探究 的係數 1、4、6、4、1 是代表什麼意思，並用分配律的方式依序

解說各項係數的來由，最後歸論到用 C 來表示各項係數，以及推論到 的

展開式，以及一般項的表示法。最後小宇總結二項式定理，並將 的展開

式表示成 。第二階段約 5 分鐘，小宇講解講義上的例題一，題目是

求 的展開式。小宇按照二項式定理寫成展開的形式之後，要求學生繼

續計算，而小宇則巡堂檢視學生，最後小宇詢問學生求得的各項係數。第三階段

約 8 分鐘，小宇請學生將之前 、 直到 的係數都提出來，排

列成三角形的樣子，並說明這樣一個金字塔型的三角形就是巴斯卡三角形。她接

著詢問為何稱為巴斯卡三角形？學生開始討論、猜測。小宇接著簡述發明巴斯卡

三角形的人以及歷史的典故。接著她將巴斯卡三角形中的數字用 C 來表示，並

介紹巴斯卡三角形的三個性質：1.每一層左右兩端的數字都是 1。2.每一層左右

都是對稱的。3.除兩端外，上一層兩相鄰數字的和即為下一層的數字。最後，小

宇根據巴斯卡三角形的性質，寫出 的展開式。第四階段約 19 分鐘，小宇

講解講義上的例題二、三。兩題皆是求二項式展開項中某項的係數，小宇從二項

式的一般項找出該項的係數。在講解例題當中，小宇曾複習指數律，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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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指數表示。小宇也會不時的要求學生回答演算的結果。 

小宇的服裝整潔、儀容端莊、態度自然、具親和力、表現自信，例如小宇在

教學一開始和全班表示「這一份講義都是我辛苦的一份一份幫你們釘的，你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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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掌一下好不好!(全班鼓掌) (A5, 教學影片, 950502)」。語調平穩，說話速度偏

慢，並使用麥克風教學。板書排列整齊、端正美觀，並適時使用有色粉筆輔助講

解。教學過程中，小宇大部分皆用講述的方式教學，講解清楚，過程中學生皆保

持安靜聽講的狀態。能帶動學習氣氛、創造師生互動的環境。例如當小宇要求學

生回答演算結果，而學生無反應時，小宇會要求全班一起回答。又例如小宇會開

玩笑的說「你們是不是也會緊張啊?怎麼全班…」、「是不是後面有架DV的關係你

們也很緊張啊? (A5, 教學影片, 950502)」，結果引起全班哄堂大笑。 

(二) 教學活動分析 

針對小宇的教學活動，我們選出和研究較具相關意義的 4 個 CIP，作進一步

的描述及詮釋，再配合其他的研究資料作為佐證，試圖從中瞭解小宇的教學原則。 

CIP1：利用數學歷史故事活化課堂氣氛 

    我們觀察到小宇在介紹巴斯卡三角形時也說明巴斯卡三角形的由來。小宇表

示「想說冷場的時候可以講，大家都很悶嘛！巴斯卡大家就覺得好簡單唷!然後

大家就很悶嘛!那我就想說看A6的課本上，她講義是不是寫楊輝三角形，對呀!所

以楊輝三角形就順便提一下，聽到楊輝三角形就是巴斯卡三角形，那楊輝是什麼?

那他們兩個是不同的人嘛!一個是中國一個是外國、法國，就是暖場用的，純粹

暖場用的。(A5, 訪談, 950502)」。小宇表示現在教學設計時，會安排一些可以活

絡氣氛的內容。小宇表示這是因為M5的要求，小宇提到「她(M5)會覺得這個課不

應該那麼悶的，那卻把它上的那麼悶，那是不是就是我有問題，然後她也會察覺

到我就是上課的時候，我自己也感覺好像是趕快把這個工作做完，就是不是很熱

忱的專注在教學上面，後來我就比較專注在教學上面，之前我可能把他當成是一

個工作，就是必須要去完成的一件事情，那現在可能會想說應該要顧及學生感

受，要把已知的傳授給他們這樣子。(A5, 訪談, 950526)」，因此，小宇現在教學

時會注意「就是不可以自己唱獨角戲呀!因為我其實蠻常自己唱獨角戲的，沒人

聽也沒關係我自己高興這樣，然後後來比較會在意學生，喔!如果學生無聊的時

候，還必須跟台下對話這樣子。(A5, 訪談, 950526)」。也就是說，受到M5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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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宇開始改變對於教學工作的態度，認為「教學應重視學習者的感受，而不

是一個人在台上唱獨角戲」。 

小宇也表示她之前只將教學視為M5的給他的一項任務、工作。小宇提到她

用電腦軟體呈現圓錐曲線的教學中，「我一開始認為這是一項老師給我的工作，

我必須要去完成它，這是一份『工作』，所以我沒有投入什麼熱誠，只是照著老

師的期望，把她需要的東西一一呈現出來，總共有三個班級要上課，所以我要上

三次，在上到第二個班的時候，我的輔導老師問我到底是怎麼想的，感覺我上課

一點熱誠都沒有，覺得我上課有敷衍了事的心態，我突然驚醒，感到很慚愧，我

並沒有把自己當成一個老師，我怕跟台下的互動，我在演一個獨腳戲而已。後來，

第三個班級上課的時候，我把自己融入進去，開始跟學生互動，要學生聽我上課，

對我自己要教的東西表現出自信來。下課後，輔導老師問我到底做了什麼，為什

麼感覺跟之前完全不一樣，終於有點像一個老師的樣子。其實，我只是把要敎的

課程沒有完整的補上，其他的只是心態的調整，當我的心態變了，變的是一位老

師，而不是一個學生等著輔導老師給我指導時，自然而然就跟之前有所差別，我

感到很高興，第一次受到輔導老師的肯定。(A5, 省思報告, 9506)」。也就是說，

小宇經由M5的鼓勵及指導，調整自己的教學態度，表現出教學的熱忱及自信。 

    小宇在省思報告中也提到，她從與學生相處的過程中，體會到身為一個老師

的價值。小宇表示「在六月初，我的輔導實習老師帶領全班去清大、交大班遊，

我也跟去了，在學校上課跟在外面出遊時的學生，感覺好像不太一樣，學生會願

意跟你親近，在學校不敢講的事情，出遊的時候或許在閒聊的時候，自然而然就

脫口而出，才讓我知道原來學生私底下也是很有想法的，不僅纖細而且很敏感，

我感到很高興，因為學生願意跟我分享她的心情，我贏得了信任。我深深感覺老

師這個職業真的很棒，每發覺學生美好的一面，就會感到很高興，而且很容易得

到成就感。次者，我認為要愛學生，才會使學生愛自己，學生得知我不會陪他們

一起升上高三，我要離開的消息之後，很多學生一直來關心我的動向，問我會不

會失業，為什麼不是一直待在本校，我聽了很感動，原來不知不覺，我成了 214(導

師班)的一份子，我好像連學生都比不上，我一直認為我是一個過客，但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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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真的很好，我應該更珍惜每段與學生相處的機會。(A5, 省思報告, 9506)」。

也就是說，小宇從學生身上，體會到教職美好的一面而開始正視自己的教學工作。      

CIP2：與學生親切互動 

    我們發覺小宇這次的教學比起上學期教學訪視時比較敢於和學生互動，甚至

會主動跟學生開玩笑，例如「你們是不是也會緊張啊?」，且小宇始終面帶微笑。

小宇認為自己的教學特色是「親切」。小宇希望「(學生)感覺到數學很親切，老

師也很親切這樣。」、「老師親切，所以數學跟著也親切起來(A5, 訪談, 950526)」。

小宇表示和學生之間建立良好的關係是重要的，小宇覺得這關係到學生會不會

「喜歡上課的問題，跟學生比較親她們比較願意上課。」、「因為她既然喜歡上課，

她就應該不會討厭數學吧!比較不討厭數學吧! (A5, 訪談, 950526)」。也就是說，

小宇認為「教師應維持親切的教學態度，拉近學生和數學之間的距離，進

而使學生喜歡數學」。 

CIP3：從舊有知識引入新的數學觀念 

   我們觀察到小宇在教學一開始先詢問學生以前的舊有知識， 直到

展開式的樣子，再引導到學生探究各項係數的來由。小宇表示「在引入

地方的時候，例如我二項式定理引入的時候， 展開對不對，我們先討論

裡面的元素有哪些?就是說她們會先去想說 、 ，然後再分別去探討她們係

數的時候，她們就可以想一下那係數應該會是什麼這樣，這就是給她們思考的地

方，我留這個空格就是要給她們思考啊!一步步思考這樣。(A

0)( ba +
4

4

4 3

)( ba +

)( ba +

a ba

5, 訪談, 950526)」。

也就是說，小宇系統化的安排課程內容，希望學生可以跟隨她的教學流程一同思

考。小宇在解題前也會提供讓學生思考的機會，她提到「例如我在解一個題目對

不對，然後我就叫學生思考一下看到這個題目要如何去解，這個動作不就叫思考

嗎? (A5, 訪談, 950526)」。也就是說，小宇認為「數學教學可透過有系統的教

學設計，適時引導學生思考」。 

CIP4：要求學生完整算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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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觀察到小宇後面幾個例題的答案數字都相當的大，如 145152，但小宇

仍堅持學生一定要親自動筆把答案算出來。小宇表示「因為我要養成他們一個習

慣，就是他們在解例題的時候，就會覺得說觀念懂就好了，我不用算答案，直接

跳答案看，這反而失去他們練習的機會，真正考試的時候就一定會算錯這樣，就

真的考出來就會算錯嘛!...，考試的時候就是真的要把他寫出來，題目問出來不是

說這麼大就不用寫，那幹麻要教這個，我目的是要求這個答案，這才是我們的目

的，那我變成說只講觀念沒有講到結論就很奇怪。(A5, 訪談, 950502)」、「我以前

一直都認為說你只要會解就好了，…，那現在我可能變成說，在黑板上也要告訴

她們說，不是直接算到這一步就可以直接看答案，然後寫答案這樣，就是要憑自

己的力量把整個題目算完。(A5, 訪談, 950526)」。小宇表示她以後在課堂上也會

加強學生的計算能力，她提到「因為其實高中生其實很容易算錯，他們根本不願

意去算，其實只要動筆寫一寫對不對，就可以計算出來，有些，其實在黑板上也

可以展現說，你要怎麼樣先分子分母先約分會比較容易得到答案，那要如何約的

技巧，那其實也可以給他們看一下，才不會覺得說每次都上面的全部乘起來，再

按電子計算機除以下面的，就是乘的時候其實有用到分配律啊!幹麻的，會比較

好計算，順便教一下，因為他們國中的基礎不一定很好，好不容易了解這題目了，

學生最後又算錯，是很可惜。(A5, 訪談, 950526)」。小宇表示這是因為M5在教學

時有同樣的要求，小宇提到「這六位數以下的數字M5都嚴格要求一定要寫，她

只要不超過，就要寫。(A5, 訪談, 950502)」。也就是說，受到M5的影響，小宇認

為「教學除注重觀念的理解之外，也應讓學生有機會練習運算，除可以順

便複習代數運算規則之外，同時也可以加強學生的計算能力，以免考試出

錯」。 

四、 兩階段研究結果的比較和分析 

    綜合以上分析，小宇剛開始只將教學工作視為M5交付的任務，視自己如同

M5的學生一般，只是努力地想完成M5所指定的功課(教學作業)。因此在實際教學

時，不大敢與學生互動，也不太有教學的熱忱及自信。之後經由M5的提醒以及

與該班同學的互動中，她體會到為人師者該有的教學態度與價值。遂而調整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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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心態，正視自己的教學責任及工作，所以開始勇於與學生互動、要求學生

聽課，逐漸增加自己的教學自信與魅力，這才慢慢地視自己為一位教學者。經過

這樣的轉變過程，小宇自己的教學風格才逐漸鮮明，展現出一位「引導學生思

考、使學生樂於學習及加強學生計算能力」的數學老師。 

小宇本身即認同數學為一個思考的學科，因此在教學設計時，小宇會注意到

課程之間連貫性，有系統地安排課程內容，並清楚的呈現解題步驟使學生依循著

她的教學腳步，培養邏輯思考的能力，並提問開放性的問題，以增加學生思考的

機會。因此個人認為，小宇的教學中凸顯出「個別思考」的PV。小宇在第一階

段雖然有察覺到要注意學生的感受，營造良好的學習氣氛，但是在實際教學中，

總是顯得生澀害羞、不大敢與學生互動，課堂氣氛也傾向安靜。而經由M5持續

的提醒，小宇漸漸明瞭教學並不是在台上將數學內容講述完畢即可，而需顧慮到

學習者的情緒。因此，小宇在第二階段的教學中適度添加有趣的內容，以活絡課

堂氣氛，並保持親切的教學態度，與學生建立良好的關係，增加學生學習的意願，

進而喜歡數學。因此個人認為，小宇的教學中逐漸強化「愉悅學習」的PV。而

第一階段個人並無觀察到小宇要求學生必須要確實的計算。但在第二階段時，經

由M5的要求，她也感受到學生在課堂上動筆計算的意願低，導致計算能力差，

考試容易出錯。因此，她在教學活動中開始要求學生在課堂上需呈現完整的計算

過程，加強計算能力以降低考試時的失誤。因此，個人認為小宇的教學中凸顯出

「考試數學」的PV。 

綜合來說，經由教學心態的調整，小宇從將自己視為「學生」轉向「教學者」，

她的 PI 也逐漸開始萌芽，其中也伴隨著「愉悅學習」及「考試數學」兩相價值

的強化。  

第六節 小瑩的故事 

一、 教育實習的環境     

小瑩和小宇在同一所實習學校，也是小瑩的母校，所以小瑩對於學校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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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不陌生。小瑩以前是該校醫科班的學生，成績相當優秀，最後以第一志願考取

師大數學系，如今抱著回饋母校的心情，重返母校實習。在實習過程中，小瑩和

其他兩位數學實習教師一同籌組讀書會，利用課餘時間在空教室演練試教，互相

觀摩學習，也帶給小瑩不同的衝擊及啟發。 

小瑩的主要的輔導老師(以下簡稱M6)是教學經驗豐富的資深數學教師，長期

擔任該校資優班的數學老師。M6負責輔導小瑩的教學實習以及導師實習，他同

時也是小瑩高中三年的導師兼數學老師。在小瑩眼中，M6是一位「率性認真、

剛正不阿、不畏強權、不拖泥帶水、做事很乾脆、帶班認真、嚴肅中帶著一些可

愛，讓人崇拜、疼愛學生(A6, 問卷, 9501)」的老師，小瑩表示「我超級崇拜我老

師(A6, 問卷, 9501)」。在教學方面，小瑩描述「老師上課很棒，在一般教學進行

當中會穿插一些日常生活的趣事，讓班級氣氛很愉快，也會適當的提醒同學要注

意生活常規。…，教學認真，並且學生都很喜歡老師，並且數學不好也很喜歡數

學課。(A6, 問卷, 9501)」。而M6描述自己的教學方式是「針對你的對象，選擇比

較適當的教材，當然我自己也有講義，有些東西我擺在習題裡頭，按照實際上學

生的狀況，再來教，在上課當中，我很注意學生的反應，我非常注意學生的反應，

大概，上我的課，起碼在本校這邊，是很少發現有人是不專心，大概稍微一不專

心，我都會注意到，我在上課當中，比較喜歡用問答的方式，討論的方式來進行。

(M6, 訪談, 941115)」。由此可知，M6是一位教學認真、經驗豐富、疼愛學生及喜

歡用問答討論方式來進行教學的數學教師。 

在教學實習方面，小瑩主要是觀摩M6的教學以及試教高二語文資優班為

主。小瑩教學單元包含有「三元一次方程組的公式解」、「行列式的性質」、「橢圓」

及「二項式定理」等等。教學前，M6提供自己所有的教學講義供小瑩參考，並

鼓勵小瑩嘗試發展出自己的教材。M6認為每個老師有自己的風格，因此他不太

會限制小瑩的教學方式。教學時，M6會在教室後面觀看，有時小瑩教學出現困

難甚至求救時，M6則幫忙補充說明或上台接手。教學後，M6會給予小瑩教學建

議或指導，而小瑩也會主動找M6討論，M6表示「她(小瑩)現在上課都有在後面看，

看完一下課，因為我的辦公室就正好在旁邊，她馬上會把她的感覺，或她剛剛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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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什麼跟我討論。(M6, 訪談, 941115)」。而小瑩則是十分崇拜M6，將他視為理想

教師的典範，小瑩提到「老師的風格就是站在那裡，喔!(驚嘆聲)全部的人這樣子，

真的!(非常著迷的樣子) (A6, 訪談, 941115)」。綜合來說，M6是一位將所學盡力傳

授給小瑩，並鼓勵小瑩發展出個人教學特色的輔導老師，而小瑩則是將M6視為

崇拜理想的學習對象，經常主動和M6詢問討教，師徒之間感情融洽。 

小瑩主要教學實習的班級是M6的高二語資班(非導師班)，學生在語文方面表

現較為優秀，但在數學方面的表現不盡理想，小瑩曾提及該班在一年級期末的總

平均是全校最後一名。小瑩描述這班學生「溫和又可愛，可是願意笨笨的去努

力，…，他們班最大最大的一個特色，就是非常有禮貌。(A6, 訪談, 941115)」。

小瑩和班上同學相處融洽，而學生大多稱呼小瑩「學姐」，小瑩也很喜歡學姐這

樣的身分，小瑩表示「我覺得學姊反而是一個很平易近人的一個身分，而且很親

近。(A6, 訪談, 941115)」。 

二、 教學身分的衝突期 

(一) 小瑩的教學活動 

以上學期訪視試教的單元為例，小瑩的教學單元是高二上學期「二階行列式

的性質」第一堂課，上課使用的教材是小瑩自製的學習單，教學時間約 50 分鐘，

教學班級是語文資優班。教學前，M6提供自己的教學講義供小瑩參考，小瑩怕

當天有學生忘記帶講義，因此將老師講義的部份內容印製成學習單。這堂課的教

學活動可分為四個階段，分別二階行列式的運算、二階行列式的性質、例題講解

及外積公式證明。 

第一階段約 2 分鐘，小瑩首先複習二階行列式運算的定義，接著提到之前求

外積時就用過二階行列式，並預告課堂最後會試圖證明外積的公式。第二階段約

27 分鐘，小瑩介紹二階行列式的 6 個性質：1.行列互換其值不變。2.兩行(列)調

對調其值變號。3.任一行(列)可提出同一數。4.兩行(列)成比例時，其值為 0。5.

將任一行(列)的 k 倍加到另一行(列)，其值不變。6.
fbdcfdec

+=
++

eabab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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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瑩以
dc
ba

為基本例，說明各行列式的性質，有時會再舉例加強說明。當小瑩

講完五個性質之後，小瑩講解學習單上的一題習題。而第五、六個性質，小瑩則

是請學生上台練習，當學生上台演練完之後，小瑩再接著自行講解。第三階段約

10 分鐘，小瑩講解學習單上的例題一、二。在講解例題二時，例題二共有 5 個

小題，小瑩則改用抽籤的方式，抽了 5 位同學詢問演算結果以及演算過程。第四

階段約 11 分鐘，小瑩講解學習單上的動動腦，證明平面上兩不平行向量求平面

法向量的由來，而學生則安靜聽講。 

小瑩親切有禮、自信十足、言詞清晰、聲音大小適中、目光及注意力遍及全

班。板書大小適中、使用有色粉筆輔助講解。教學過程與學生頻繁對話，在 50

分鐘的教學活動中，小瑩共點了 25 名學生起來回答問題，問題的類型包含封閉

及開放性質皆有，大致是要學生回答如何運算或是運算結果，像是「是多少？」、

「要簡化你的行列式，你要怎麼提？」、「提什麼？」、「怎麼算？」、「什麼東西可

以消掉？」、「為什麼？」等等。而當小瑩點人或抽籤時，學生之間會傳來笑聲，

因此上課氣氛還算輕鬆，並無學生主動提出問題。 

(二) 教學活動分析 

    針對小瑩的教學活動，我們選出和研究較具相關意義的 2 個 CIP，作進一步

的描述及詮釋，再配合其他的研究資料作為佐證，試圖從中瞭解小瑩的教學原則。 

CIP1：頻繁地請學生回答問題 

我們觀察到小瑩在整堂教學活動中共點了 25 位同學回答問題，其中包括兩

位上台演練的同學。在小瑩其他的教學活動中，我們也觀察到小瑩有點學生回答

問題的習慣。小瑩表示她課前並沒有預設和學生問答的內容、次數或時間點，小

瑩提到「其實我之前沒有做安排耶!我就是當場，…，我就是當場的時候，其實

我在，我都是在課堂上即席作決定的呀!對!就是我當然有先事先先稍微設想過，

我有什麼，大概我這一堂課會講什麼東西，可是我不會在上課之前就決定說，今

天我要問幾題，或是說今天我要點幾個人，我不會做這樣子的設想，因為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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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控制自己的行為，對!所以就是，我是一個很即興的人，坦白說是個這樣。

(A6, 訪談, 941115)」、「所以這麼隨性你就知道不可能事先安排一些什麼什麼問題

在什麼樣的地方，所以當我問問題的時候就是一定是我上到一半我突然覺得這裡

我想要問問題或是說我上的有點累，然後問個問題緩衝或是會覺得需要問問題這

樣。(A6, 訪談, 941230)」。由此可知，和學生問答似乎是小瑩一種習慣到自動化

的教學模式。 

小瑩提過當她覺得題目是學生可以輕易勝任的，她就希望可以讓學生回答。

小瑩表示「我覺得他們絕對可以做對，不管是參照講義還是參照，就是我剛剛的

解法，他們都可以做出來的狀況，就是一定可以很有信心把它解完的時候，我就

會企圖叫他們做。(A6, 訪談, 941028)」。小瑩表示她希望能讓學生參與課堂，她

提到「我希望學生可以參與，因為在我說我要點人的時候，大家就會覺得，ㄟ..

這堂課突然跟我們很有很有關係了，他們從一個旁觀者的立場被拉到表演區裡

面，對!然後上去的同學當然就，主演呀!台下當然就是很努力的配角，因為我什

麼時候會換一個人，其實並不知道。(A6, 訪談, 941028)」、「我喜歡可以跟學生有

這種互動，因為我覺得一個人在講台上很無聊，真的很無聊，然後如果大家都默

默的，看看看!寫寫寫!那我放投影片算了，對!我何必呢!大家都上DVD、VCD就

好啦!那我幹麻在那裡上課，對!所以我覺得就是說，這樣子的問答可以很良性的

促進跟學生之間的互動，然後課堂的參與程度。(A6, 訪談, 941115)」。小瑩表示

這樣的教學方式有可能是受到M6潛移默化的影響，小瑩提到「因為其實，我給

我們老師帶三年嘛!他本來就是在課堂上會進行問答，然後老師帶他們班學生本

來就進行問答，所以我，M6，對!然後因為我是他嫡傳的，沒有就是說，而且我

本來就比較偏好問答的這種教學。(A6, 訪談, 941115)」。也就是說，受到M6的影

響，小瑩認為「教學活動可藉由問答的方式，促進師生間良性的互動，提

高課堂的參與度」。 

    此外，小瑩也表示此舉有助於訓練學生表達能力。小瑩表示「你數學裡面本

來就一個能力不是就是溝通能力嘛!就是說你寫出來的式子人家知道在寫什麼這

是一種溝通嘛!對呀!我會希望能夠問學生說你為什麼會這樣做，他可以告訴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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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什麼會這樣做，那如果他講出來的話我能夠聽懂，那就表示他的溝通能力是

OK的嘛!因為經常我會發現有很多學生講出來的話，他自己都不知道他自己在講

什麼，啊我們也很難的懂他在講什麼，對! (A6, 訪談, 941230)」。我們進一步詢問

小瑩在課堂上詢問學生開放性的問題，是否為了達成這樣的目標？小瑩表示「其

實問題在問出去的時候是沒有任何想法的，就問一下，然後事後再去分析它的時

候可以這樣講啦! (A6, 訪談, 941230)」。也就是說，雖然小瑩在教學的當下並未反

思自身行為的意義，但小瑩似乎認為「教學可藉由問答的方式，培養學生數

學表達、溝通的能力」。 

CIP2：以輕鬆親切的態度與學生互動    

    我們觀察到小瑩在每一堂的教學活動中，始終保持著親切的微笑，用輕鬆的

方式來和學生互動。例如「好!我們先來快樂的複習一下！」、「我要點人上來做，

快!趕快!快樂的想要上鏡頭的，好!正在擤鼻涕的來!快!上來! (A6, 教學影片, 

941025)」、「abk幹得好!來!很快樂的把它消掉嘛!」、「怎樣做?跟他拼了嗎?請開

始，就跟他拼了吧! (A6, 教學影片, 941115)」。甚至小瑩會使用口語化的方式來表

達數學內容，例如用「樓上」、「樓下」來指稱行列式的第一列及第二列。小瑩表

示「我覺得讓他們用詞很平易近人，因為硬是要學生講喔!第幾行第幾列呀!我覺

得他們，那樣的用詞，他們回答上，…，已經不是很好了，然後就是指數學溝通

能力上面，就是表達的地方，他們已經很害羞又很緊張，然後可是我覺得如果用

那個第一排第二排呀!樓上樓下這樣子的東西，很親切，就是就是親切嘛! (A6, 訪

談, 941115)」，小瑩進一步表示「我上課本來就是走平易近人的路線，所以我並

不會刻意安排說我這個地方要怎麼講，自然就會講出來啦! (A6, 訪談, 941115)」。

也就是說，小瑩認為「教師應盡給學生平易近人與親切的感覺」。 

小瑩曾提到學生覺得她的上課情緒相當愉快，她提到「他們(學生)都覺得學

姊你怎麼這麼high!...，因為那天剛好建中生跳樓嘛!然後裡面不是提到本校嗎?我

們呢就先講了大概十幾分鐘!啊就大家壓力不要太大!就是針對時事有先跟大家

聊天，然後聊一聊，大家都覺得學姊你今天真的超high，不知道在high什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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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這樣覺得自己很high，對!就是我high了整堂課，兩個小時這樣子。(A6, 訪

談, 941028)」。小瑩認為「老師自己本身high的話，氣氛整個會相對的會比較好」、

「因為我覺得學習本身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如果大家還要在愁雲慘霧裡面學習的

話，那不是很可憐嗎?對!所以就是說能夠比較活潑的部分，不管是怎麼樣我就會

希望可以活潑一點。(A6, 訪談, 941028)」。也就是說，小瑩認為「教師應保持愉

快親切的教學態度，以感染教室的學習氣氛以及學生的學習情緒」。 

除了以上兩段CIP之外，我們也從小瑩其他的教學活動中，了解到小瑩的教

學想法。例如在「二元一次方程組的解」單元的教學中，小瑩求得二元一次方程

組的公式解之後，用二階行列式來表示方程式的解，隨後並教導學生如何記憶

△， 、 的形式。小瑩表示「在後面再講的時候，我有很強調告訴他們怎麼

記，就是我的位置怎麼對，其實在這邊我有把他們格式化的意味，就是把他們，

先讓他們有這樣子的模式先把他記下來，等到我下一節我要講二階行列式的時

候，我們再把行列式的東西講清楚。」、「他們就一定可以達到，就是說至少我不

用知道怎麼導，我可能不會導，可是我一定，你東西給我，我知道我要整理，整

理完以後我一定可以代出來。(A

xΔ yΔ

6, 訪談, 941028)」。小瑩進一步強調數學格式的

重要性，她提到「其實我很在乎格式，我覺得能夠格式化解決掉的東西你就要必

須學會那個格式，…，像我之前在教那個一元二次的公式解，我之前在講，有提

到公式解的部分，我也很在乎格式，就是他的第一步要怎麼做，第二步要怎麼做，

第三步要怎麼做，因為我相信你只要步驟很清楚，你碰到這樣的東西你一定可以

解決他，因為我覺得對學生來說，學習很重要，可是如果你學這東西，你不會考

試你不會用的話，那都是假的嘛!對呀!因為對他們說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能夠考

試一定要有分數啊!對!是這樣子。(A6, 訪談, 941028)」。也就是說，小瑩將部份

教學內容建立步驟化的解題格式，只要學生能按照她的教學步驟學習或記憶，就

能順利解決問題，在考試中拿到分數。由此可知，小瑩認為「教師應協助學生

有效學習及記憶，使學生能在考試中學以致用」。 

    此外，小瑩也表示讓學生學會數學的應用能力不但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教

學指標，小瑩提到「我覺得一個老師教的再好，學生再會推導，他不會考試，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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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沒有用嘛!因為你考試，你沒有辦法考上好的大學，考試成績出來不好，你教

的再好，學生吸收的再好，那都是假的嘛!就以台灣升學的制度來說的話，其實

是這個樣子，所以我覺得就是說你在，除了就是課堂上能夠參與之外，最重要是

說今天教你，你不見得要多麼的會導，你不見得，他的來龍去脈你要完全的清楚

可以介紹給別人知道，可是至少我這樣子公式上面的使用你一定要學會，就是大

家都會的東西，他們就一定要學會，我是這樣子覺得啦! (A6, 訪談, 941115)」。而

小瑩覺得這多半也是受到M6的影響，小瑩提到「老師之前帶他們班的時候，就

會跟他講說，你們是社會組，他就會強調組別的不同，那他們一定要就是說，你

至少要學會怎麼樣使用嘛!然後這個過程你可以不會證，可是你一定要知道人家

在做什麼，其實你要參與那樣的過程，這樣子的想法是老師給我的，對!我受他

影響當然很大，所以我也這樣覺得。(A6, 訪談, 941115)」。也就是說，小瑩認為

「學習數學至少需學會公式的應用，以求在考試中獲取好的成績」。    

三、 教學身分的調適期     

(一) 小瑩的教學活動    

以下學期訪視試教的單元為例，小瑩的教學單元是高二下學期「二項式定理」

第一堂課，上課使用的教材是M6的教學講義，教學時間約 50 分鐘，教學班級是

語文資優班。教學前，小瑩觀摩過M6在數理資優班同樣單元的教學。這堂課的

教學活動可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複習簡單的二項展開式、二項式定理、巴斯卡

定理以及例題講解。 

第一階段約 10 分鐘，小瑩簡短和學生聊學校當天發生的事情，再進入到課

程內容。首先她對二項式定理作簡單的介紹，並討論 展開式的項數以及

每一項的形式。接著回顧以前學過 、 、 的展開式，並引

導到巴斯卡三角形，將各排數字與展開式的係數作一一對應。再由巴斯卡三角形

推測 的展開式，並說明依此類推，可以知道 n=5、6 時， 的展開

式，但是如果 n＝100 呢？因此，小瑩表示要用其他的方法來找出展開式的係數。

第二階段約 10 分鐘，小瑩從組合的方式來討論各類項的係數。小瑩說明 n＝2 時，

n

1 2 3

4 n

yx )( +

)( yx + )( yx + )( yx +

)( yx + y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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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n

−
n

rrnn

)( yx +  ＝(x+y)(x+y)，此時 相當於從兩個括號中選 2 個 x，因而引到用 C 來

表示展開式的各項係數。小瑩舉實例練習後，推到 的展開式，並縮寫成

的形式。第三階段約 4 分鐘，小瑩將巴斯卡三角形中各項數字用 C

來表示，並引導學生從巴斯卡三角形中觀察巴斯卡定理。第四階段約 26 分鐘，

小瑩依序講解五題練習題，其中前三題是求二項式的展開式，後兩題則是求二項

式的某項係數。小瑩先對題目稍加演算之後，要求學生自行練習，之後點學生回

答算出的結果。部份學生在回答時發生困難，顯得支支吾吾甚至回答錯誤，小瑩

則稍加提示，或直接自行講解。其中有一名學生提出問題，詢問關於 的算法，

小瑩則在黑板上舉例稍加複習。 

x

yx )( +

∑
=r

r yxC
0

∑

小瑩態度自然、言詞清晰、表達清楚、聲音大小適中、目光及注意力遍及全

班。板書大小適中、使用有色粉筆輔助講解，但版面分配不當，有些凌亂。在教

學過程中，小瑩經常以提問的方式要求全班或點學生回答問題，問題的形式大部

份是詢問各種展開式的形式、係數，而班上同學回答的稀稀落落且小聲微弱，小

瑩有時會鼓勵學生「勇敢一點！這一定會對的！來！」、「我有聽到對的答案，快！

勇敢！(A6, 教學影片, 950425)」，有時則自行講解說明。也就是說，整堂教學活

動中，雖然可以聽見小瑩經常的詢問問題，但學生回答的聲音並不踴躍，而顯得

有點安靜。 

(二) 教學活動分析 

針對小瑩的教學活動，我們選出和研究較具相關意義的 3 個 CIP，作進一步

的描述及詮釋，再配合其他的研究資料作為佐證，試圖從中瞭解小瑩的教學原則。 

CIP1：預定說明歷史故事但實際教學卻未提及 

    我們觀察到小瑩的教案上，有書寫關於巴斯卡三角形的歷史資料，但實際教

學卻並未提及這一段歷史背景，她表示「我原本只是抱持一個很單純的就是說，

喔 !如果時間足夠的話那補充一下歷史常識這樣，對對對 ! (A6, 訪談 ,  

950425)」。也就是說，小瑩因為時間因素，而在實際教學時刪減歷史知識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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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進一步詢問為何當初想補充這一段教學內容，她表示「不然很無聊，每一堂

課都是我上，每一堂課都在上課本，都在算數學，你不覺得很無聊嗎?所以偶爾

停下來，像我們老師就會講笑話，不然就配點故事啊！或配點歷史啊！我就覺得

這樣是很好的，對對!那我又沒有我們老師那種講笑話的功力，我就去查一些…. 

(A6, 訪談, 950425)」、「老師首先最明顯影響到我的，是『笑話』，我會想要在課

堂穿插些有趣的東西，讓課堂活潑。(A6, 省思報告, 9506)」。也就是說，受到M6

的影響，小瑩認為「教師應適時補充有趣的教學內容，活絡教學氣氛」。而

在其他的教學活動中，我們也觀察到小瑩偶爾會補充笑話。但她進一步表示「可

是數學根本是重要的啦!你一定考好嘛!就是你一定要會算嘛!啊你如果不會算、考

不好的話其他的東西再多，對他們來說以目前而言不見得有益處。(A6, 訪談, 

950425)」。也就是說，小瑩認為「教學的主軸應著重讓學生會演算、會考試，

其餘對考試無益的則是比較次要的教學內容」。小瑩提到「我只是很單純的覺

得說，今天如果我上課你都聽的懂，可是你考試都考不出來你都不會用的話，那

跟我通通都沒教還不是一樣。(A6, 訪談, 950526)」。也就是說，小瑩認為「學生

考試成績足以代表數學教學的成效」。 

CIP2：格式化二項式係數求解的步驟 

    小瑩在訪談中提到，最後講例題時發現所剩時間不多，但她還是認為必須要

講完如何求二項式中的某項係數，才能讓學生了解到用∑ 整理二項式而求出各

項係數的優點。舉例來說，最後一題是求 61 )
3

2(
x

x + 的常數項，小瑩先將二項式

寫成∑
=0

)
3

()2(
r

r x
xC −

6
66 1 rr ，之後稍加整理成∑

=0

)
3

(2
r

r xC −−
6

2666 1 rrr ，由此可知 r＝3 則

可求出常數項。 

小瑩表示「例題二那個負的那個，就是幾分之幾那個一定處理一下，因為

這個處理掉他們才會看到一般式的，就是把它∑ 的好處，因為你就先把它們併

項了嘛!他們現在一定會有一個概念，好!我只要有r就結束了。對!就是其實我覺

得這一堂課也有很有格式化的意味，就是也非常像套格子有沒有!就是很像我以

前在做，我們以前在解二元一次聯立方程式的時候，我不是說幹麻幹麻，你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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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做出來嘛!不是非常像嘛!」、「你只要把 或是什麼加什麼的幾次方，可以

寫成C幾取幾，然後怎樣怎樣的話，整理完了，ㄟ答案就出來啦！我覺得這堂課

很有這樣子的感覺，就是你只要會這個東西，你就都會!其實是這樣子。(A

nyx )( +

6, 訪

談, 950425)」。而小瑩再一次提到上學期訪談中出現的「數學格式」，她進一步解

釋「就是即使你沒有辦法了解整個推理過程，甚至記住整個推理過程，可是至少

那個格式你熟了，換句話就是說，有一點點用填鴨的啦!就是你如果會活用你就

不用填鴨嘛!你如果真的沒辦法活用的話，你填完的你就會用，對呀!(A6, 訪談, 

950526)」。也就是說，小瑩將解題過程步驟、格式化，只要學生按照步驟學得「格

式」，就可以輕鬆解決題目。由此可知，小瑩認為「教學應建立『數學格式』，

協助學生按照步驟，學得該系列題目的解題方式」。 

CIP3：謹慎處理學生的數學問題 

   小瑩最滿意的教學片段就是處理學生問題的部份。在第四階段講解例題時，

有學生詢問關於∑ 的算法，小瑩則舉 、 來說明∑
=1r

r
3 3

3∑
=1r

rC ∑ 的意義。她很滿

意的表示「嗯!不錯!終於有順利的處理學生問題，而且重點是我覺得他有懂，就

是他有懂。(A6, 訪談, 950425)」。根據我們的觀察，在小瑩其他單元的教學中，

若是學生有提出疑問，她也會直接回答學生的問題，因此我們進一步詢問這和平

時處理學生問題有何不同，為何會特別滿意？小瑩表示「我今天比較，我之前如

果是他對他，我會就只對他講，可是我今天講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是叫大家來聽，

因為這地方大家會有問題，那就變成處理問題的態度有轉變。 (A6, 訪談 , 

950425)」。也就是說，小瑩覺得自己在處理學生問題的時候，開始關照到全班的

同學，而不再只是針對問問題的同學作講解。 

    除此之外，小瑩提問的人數也相對比上學期教學訪視時減少許多，她表示「我

不想造成上次那個 27 人次那種高峰有沒有，連我自已都不知道我自己在問什

麼。(A6, 訪談, 950425)」。小瑩表示她已開始注意提問的品質，她提到「其實我

這學期是有企圖努力去找出一些重要的問話有沒有，就是可是看樣子今天還是沒

有做的很成功。」、「還是有一點不夠深入」、「感覺好像沒有問的很重要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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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訪談, 950425)」。小瑩表示她希望能「問到重要一點的東西這樣子」。小瑩我

們詢問這樣的想法是否因為受到我們訪談或M6的影響？她表示「都有吧!我覺得

都有關係耶!因為我覺得，…，我如果 25 歲就把學校當補習班這種教法，那我的

教育的人生不是很廢嗎?那我何必去考學校，我直接去考補習班就好啦!對呀!」、

「如果只是老師在上面，好!定理，然後啪啪啪把它講完，那你去補習班就好了，

你不用來學校了。(A6, 訪談, 950425)」。綜合來說，我們瞭解到師生對話仍舊是

小瑩喜愛且持續採用的教學模式，而其出發點似乎是為了想有別於教師一人講述

的教學模式，而嘗試在教學中作些改變。而在此階段，小瑩除減少點人的次數之

外，也希望能增加對話的品質，與學生作深入的對談。   

四、 兩階段研究結果的比較和分析 

綜合以上分析，小瑩兩階段皆顯現出她是一位「讓學生一同參與課堂、保

持輕鬆愉快的教學態度及期望學生能在考試時學以致用」的數學老師。小瑩

認為數學教學時，師生之間應有良性的互動，以提昇課堂的參與度。因此，在教

學活動中，小瑩除自己講述之外，也會點學生回答問題。而小瑩在第一階段並未

反思此行為的意義，所以這已是她習慣成自然的教學模式。但是在第二階段，小

瑩開始反思教學中的師生對話，她期望能提昇問話的品質，與學生作深入的對

談。若學生為發問者時，小瑩也試著妥善處理學生的問題，將問題也視為其他學

生共有的問題，向全班解說。個人認為，小瑩對於師生問答的處理態度比以前謹

慎許多，似乎想與學生作更深入的交流、溝通，因此個人認為，小瑩的教學中凸

顯了「師生溝通」的 PV。小瑩認為保持愉快親切的教學態度，可以進一步感染

教室的學習氣氛以及學生的學習情緒。因此在教學活動中，小瑩會保持高昂的上

課情緒，並用口語化的方式陳述數學內容，在言談中經常使用像是「快樂的算一

下！」、「很快樂的把它消掉嘛!」。或蒐集有趣的故事、笑話等，安插在教學活動

中，營造活潑的課堂氣氛。因此個人認為，小瑩的教學中凸顯出「愉悅學習」

的 PV。小瑩認為學習數學至少需學會公式的使用，而教學的主軸應著重讓學生

會演算、會考試，且學生考試成績足以代表數學教學的成效。因此，在教學活動

中，小瑩建立步驟化的解題格式，只要學生能按照她的教學步驟學習或記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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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就可以解決該系列題目的解題方式，在考試中拿到高分。因此個人認為，小

瑩的教學中凸顯出「考試數學」的 PV。此外，當教學時間有限的情況下，小瑩

以對考試有益的教學內容為優先，刪掉預定的故事(數學史)內容。這似乎也透露

出，小瑩心中 PV 排序是「考試數學」優於「愉悅學習」。 

綜合來說，個人認為雖然小瑩兩階段所展現教學性格大致無異，其中卻仍伴

隨「師生溝通」的逐漸強化。 

第七節 教學身分內涵和發展之跨個案分析 

    本研究的結果指出，六名個案教師在教學中皆呈現不同的教學性格與氣質，

依據他們對不同 PV 的喜愛與重視程度，致使他們在教學中展現各具特色的教學

風格。例如，小翰與小瑩都非常重視學生的成績表現，教學的主要目標是讓學生

能在考試時學以致用，其他對考試無益的活動則是比較次要的教學內容，強烈凸

顯「考試數學」的 PV。所以，小翰在教學時盡量讓學生多作練習以熟悉題目，

小瑩則在教學中建立格式化的解題步驟以協助學生學習、記憶。又如小寧則非常

重視數學概念的充分理解，教學的主要目標是協助學生發展數學概念，體會數學

意涵，強烈凸顯「數學內涵」的 PV，所以，她在教學中會設計活動引導學生學

習數學概念，或請學生解說自己的想法，促進學生對數學概念有更深一層的理

解。而小統則相信「每位學生都有自己的想法」，教學活動應開展學生的數學思

維，凸顯「個別思考」的 PV，所以，他在教學中會經常不斷地詢問學生「為什

麼？」，以便引動學生的思考，鼓勵學生表達自己的想法。而小芝則是期望自己

能在教學之餘能以更有趣的方式抓住學生的注意力，提升學生的學習動力，凸顯

「愉悅學習」的 PV，所以她在教學時會以生活或趣味化的方式將課程內容加以

包裝。 

雖然，每位個案強調或著重的層面不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六名個案教師

在兩階段的教學活動中皆呈現情意取向的教學性格，一致地凸顯「愉悅學習」的

PV。他們在設計教學活動時，都會考量學生的感受與情緒，雖然每位個案使用

的方式並不全然相同，例如小寧是設法變化不同的教學方式，小芝則是試圖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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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內容加以包裝，又或者小翰是以幽默風趣的方式與學生互動，可是他們的目的

皆是期望，能在教學中激發學生的數學學習動機、營造良好的教室學習氣氛以及

讓學生能夠喜歡數學。 

    除此之外，六名個案教師在不同的教學實作環境下，其PI也有不同的發展情

形。其中小寧、小芝、小統與小瑩四位教師的PI內涵，除伴隨部份價值的消長之

外，整體而言所展現的教學性格相當一致。小寧是一位「讓學生充分瞭解數學意

涵及增強學生正向學習情緒」的數學老師，凸顯「數學內涵」及「愉悅學習」的

PV。雖然剛開始由於環境條件的限制，使小寧教學時傾向扮演「依照M1指示講

解講義例題」的數學教師，但最後小寧並未更改自己的教學原則，而是添加引導

數學概念的例子凸顯自己的教學特色，強化她所認同的「數學內涵」。小芝是一

位「變化課程內容以吸引學生注意力」的數學老師，凸顯「愉悅學習」的PV。

雖然小芝剛開始曾設計開放性的問題，似乎有意在教學中引動學生的思考，但在

教學當下她卻經常忽略或遺忘要提供學生思考或回答問題的機會，並將原因歸咎

於實習身分的因素及教學經驗的不足，使她尋求較保守正規的教學方式，因此「思

考」或「溝通」這樣的價值始終未在小芝的教學中確實展現。小統是一位「強調

數學概念理解、啟發學生思考、鼓勵學生表達想法、建立學生學習信心及營造愉

快學習氣氛」的數學老師，凸顯「數學內涵」、「個別思考」、「師生溝通」、「自信

學習」及「愉悅學習」的PV，且經兩階段分析其PV並無明顯的消長情形。小瑩

是一位「讓學生一同參與課堂、保持輕鬆愉快的教學態度及期望學生能在考試時

學以致用」的數學老師，凸顯「師生溝通」、「愉悅學習」及「考試數學」的PV。

小瑩喜歡在教學時請學生回答問題，讓學生一同參與課堂教學，但她剛開始並未

反思此行為的意義。而或許是教學經驗的累積及持續反思的結果，小瑩在第二階

段開始期望能增進對話的品質，與學生作更有意義的交流，也開始謹慎處理學生

的問題，逐漸強化「師生溝通」的PV。 

而小宇與小翰兩階段所展現的教學性格相較於以上四位教師則有較大的差

異。小宇剛開始在教學時只將自己視為「完成M5指定教學作業的學生」，雖然她

覺得自己應該帶動課堂學習氣氛或是訓練學生邏輯思考的能力，但實際教學仍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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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張且不大敢與學生互動，多數問題也採自問自答的方式，並不確實瞭解學生是

否跟隨她的腳步學習。但經由M5的持續提醒及與學生相處的過程，小宇驚覺她

始終沒有把自己當成一個老師，只是在台上演一個人的獨角戲。如此深刻地體悟

也使她改變自身的教學行為，嘗試融入教學脈絡中與學生互動，並適時添加數學

故事以活化課堂氣氛。此外她也仿照M5的要求，在教學中強調讓學生練習計算

能力，逐漸展現出一位充滿自信且「引導學生思考、使學生樂於學習且加強學生

計算能力」的數學教師，凸顯「個別思考」、「愉悅學習」及「考試數學」的PV。

小翰與以上五位教師皆不相同的是，他在不同的教學情境下展現不同的教學性

格。平常上課時，他以提昇學生的考試成績為主要的教學目標，是一位「讓學生

多作練習以熟悉題目」的數學老師，凸顯「考試數學」的PV。在觀摩表演或自

我掌控度較高的教學環境下，他就清楚表達和呈現數學觀念，是一位「發展學生

的數學概念及讓學生對數學產生好感」的數學老師，凸顯「數學內涵」及「愉悅

學習」的PV。小翰覺得在現今的教育體制下，平常教學不得不顧及學生的成績

表現，而教學觀摩由於關係到他的教學成績，因此必須使出看加本領，展現出自

己最好的那一面，卻無法實行於真實的教學中。因此，這兩種不同取向的身分內

涵就這樣並行存在於不同的教學背景下，互不干涉且各自發展，他也還未想過以

後會如何取捨？而究竟那一種教學性格才是反映出小翰真實的PI？這還有待後

續進一步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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