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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配合本研究的問題與目的，個人蒐集與閱讀相關的文獻資料並用以陳述數學

實習教師的教學知識意涵和發展。在師資培育課程當中，學生教師應會不斷追求

自己的教學專業成長，而實習階段更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階段。每位實習教師都會

到不同校園文化的學校教育實習，因此他們必須面對不同的學校環境和脈絡

(context)。此外，如何在這樣的情境與脈絡之下學習和發展數學教學的相關知識

也是本研究想要探討的問題。因此，第一節將先探討數學實習教師在實務社群

(Community of Practice，簡稱 COP)脈絡下的專業發展，包含了 Wenger (1998)的

COP 理論、數學教師的專業發展及在教學的 COP 裡如何學習教數學；第二節則

描述不同學者對於數學教學知識的觀點，接著，再透過 Vygotsky (1961 ; 引自李

維譯，2000)與 Valsiner (1987)的社會學習觀點來探討在教學 COP 下數學教學知

識面向可能的變遷；最後，運用以上的理論提出本研究的詮釋性架構。 

 

第一節  數學實習教師在 COP 脈絡下的專業發展 

一、COP 

    我們大多假定學習是個人化的過程、會有開始與結束、是教學的結果。這樣

的想法使得大部分人覺得學習是無聊和困難的。但是，如果我們把學習這件事置

於參與這世界的真實經驗中，那會有怎樣不同的想法呢？如果，我們把學習視為

是一種社會現象，藉以反映出我們深層的社會本質，那又會如何呢？再者，如果

思考學習是如何發生的？以及學習所需的真實內涵為何？那麼，這樣的觀點又會

產生怎樣的理解呢？Wenger (1998)的 COP 理論提供了這樣的社會學習觀點。 

 

(一) Wenger 的 COP 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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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ger (1998)理論的核心焦點是：將學習視為社會參與(social participation)

的一個過程。這裡指的參與不僅是指與特定人物加入特定活動的區域事件，更是

指積極參與社群的實務或實作(practice)和建構關於這社群身份(identity)的一個環

繞(encompassing)過程。亦即，不僅是在某些特定事件中與他人的關連(relate)或

交流(communication)，也包括從周圍參與(participate)一個社群的歷程，並在參與

的同時，經由這個歷程建構(constructing))有關這個社群的身份。因為，學習發生

在我們參與這個世界的每一處，所以 Wenger 認為學習是生活經驗的整合，亦是

參與社群組織的一部份，而且學習並非一種獨立的活動，應是與社群成員之間的

互動。當個人在社群中的能力面臨到挑戰或是加入新的社群時，便發生學習，不

論其結果如何，學習勢必會發生。而且當個人參與社群活動時，可以使參與者知

道自己該做些什麼、瞭解自己的定位(who we are)並且知道自己該如何去做。 

 

    這樣的理論觀點顯示，一個社會學習理論必須整合一些成分，而且，這些成

分視社會參與特徵化(characterize)為學習(learning)與知曉(knowing)的必然過程。

Wenger (1998 : 5)提出這些成分應該包含：社群(Community，簡稱 C)、實務

(Practice，簡稱 P)、意義(Meaning，簡稱 M)和身份(Identity，簡稱 I)四個要素。

其中，社群指的是學習如同歸屬的過程，個體有價值地追求並參與社群以獲得認

同；實務指的是學習如同做中學，並和參與的夥伴在實作中相互合作與學習；意

義指的是學習如同是一種經驗的歷程，以自身的能力去經驗社群生活使其更有意

義；身份則指學習如同要變成怎樣的人，並在社群的脈絡下轉變個人的身份，創

造個人的歷史。如圖 2-1-1 所示，這四個元素是緊緊相連且相互定義的(mutually 

defining)，亦即，可以任何一個要素與學習的位置互換，這個圖仍是有意義的。

因此，學習者在加入社群而與成員相關連時，就已經開始學習進而產生意義，她

會透過實務發展自己的能力並且轉變自己在社群中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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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 COP 是無所不在的，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個整合部分，不論是在家

庭、工作、學習、樂團或網路，我們都很有可能是某些 COP 的核心成員，而大

部分是 COP 的邊緣人物。但是，這樣的一個觀點卻推動我們去深化、擴展、檢

驗和重新思考學習與知曉的機會。若將學習視為 COP 成員互動中的核心要素，

那麼，若透過 Wenger (1998)的理論來重新思考「學習」時，對於個人本身而言，

學習是參與有助於社群實務的議題；對於組織而言，學習是持續相互聯繫的 COP

議題；對於社群而言，學習是精鍊實務和確保新生代的議題。因此，我們對於學

習這件事的觀點是：如何思考學習？會連帶地影響我們認為哪些是屬於學習？以

及，我們必須做哪些事情？同時，當我們想去組織學習時，也必須有應變與反省

的能力。所以，重新組織學習的一個重要意涵是，我們必須對於學習的議題和為

了學習而設計的方式之有效性進行反思(Wenger, 1998 : 9)。而且學習與知識是不

可分的，既然學習是發生在 COP 中，那麼知識就應該同時伴隨著存在於 COP 中。

知識是持續累積的、動態的，因此也會是 COP 成員活動與互動中不可或缺的一

部份，而且成員本身就是一個知識庫(Wenger, 1998)。 

 

    既然，學習、知識和社群有這麼一層的包含關係，那麼，這些 COP 中的成

學習如 
doing 

學習如 
experience

學習如 
becoming 

學習如 
belonging

學習 

社群 

身份 

意義 

實務 

圖 2-1-1  COP 的學習理論四元素(資料來源：Wenger, 1998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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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必須有哪些特質呢？Wenger (1998)提出 COP 的三個維度來說明成員的三種特

質：(1)涉入的相互關係(mutuality of engagement)，是一種將其他成員拉進現場的

能力，是一種建立關係的能力，以這種相互關係作為參與身份的基礎；(2)對事

業的責任(accountability to the enterprise)，深度瞭解 COP 事業的能力，使得足以

對其負起責任，並且對於事業的事務與持續性協商有所貢獻；(3)專業技能的可

協商性(negotiability of the repertoire)，使用實務技能來參與 COP 的能力。這三個

維度凸顯了 COP 是一種經驗學習(experience learning)的理論，當人們置身於社群

之中，不僅要能與其他成員建立共同合作的關係(relationships)，也要能夠彼此相

互協商(negotiation)，亦要能夠擁有深度理解社群中相關事務的能力。因此，這

也說明了有意義的經驗(experience)必須與能力(competence)制度互動，因為能力

可能會驅動經驗，而經驗也可能驅動能力。學習，則可以被描述為在能力與經驗

之間調整的改變。所以，我們可以瞭解整體的關係是在 COP 的脈絡中，藉由能

力與經驗牽扯的張力產生了學習，而知識則是學習的主要內涵。 

 

(二) 實習教師的 COP 

Wenger (1998) COP 的主要構念與內涵可以用來探討實習教師的 COP，也就

是說，當實習教師進入各自的實習學校時，學校本身便是一個小型的社會，在學

校裡不僅有許多資深的學科教師(老手)，在學校行政體系裡也有不同的層級身

份，因此，學校的環境自然地形成了一個學習型態的 COP。而在演練教學的教

室裡，則包含了輔導教師和學生，也就很自然地形成了另一個小型的學習 COP。

因此，實習教師會同時在這兩個型態的 COP 中學習如何教學並發展其專業的知

能。以下分別說明實習教師在這兩個 COP 中 C、P、M 和 I 所代表的意義： 

 

(1) C：在實習學校中，各科實習教師必須同時進行教學、導師、行政三方面的

實習工作，這三個方面的學習整體是屬於大型的 COP。當進行教學實習時，

不僅學科輔導教師的指導，也必須進入課堂觀摩和實際演練教學，這是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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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 的主體；而導師實習時，亦有輔導教師指導班級的管理，也是屬於小型

的 COP；而行政實習時，則是必須接觸到行政人員並瞭解、協助各處室處理

行政事務，也應是另一個小型 COP。因此，實習教師在這兩類型的社群中，

不僅經常與學校的教職人員、行政人員或輔導教師互動，也會與學生經常接

觸，並在彼此的互動過程中，透過學習和參與以獲取歸屬感。 

(2) P：各科實習教師不論是在教學、導師或是行政方面的實習，都會有相關性的

實務工作，透過工作的執行而達成學習。在教學方面，實習教師必須課前準

備上課內容與教材，然後實際上台演練，透過與學生之間的教學互動瞭解如

何進行實際教學？並學習教學當下如何隨時解決學生的疑惑？並在課後與教

學輔導教師討論與省思自己的教學。在導師方面，實習教師必須進入班級學

習班級事務的管理以及與學生的生活互動，透過學生給予的回饋修正自己的

帶班實務。在行政方面，透過與行政人員的互動瞭解學校整體的行政工作之

執行。因此，實習教師會在兩類型的社群中「透過實作學習」，以便不斷地增

長實務的經驗與概念。 

(3) M：各科實習教師在小型 COP 的目標主要是著重在教學的主體，透過實際教

學的演練，包括課前準備工作、課中的實際教學及課後的教學反思，實踐自

己原本習得的教育理論，並且，透過反思不斷修正和調整自己的教學；而在

大型的 COP 中則是與學校的其他人員互動，透過別人的經驗傳承近一步理解

身為實習教師(或教師)的意義。透過兩者之間的互動發展出對教學專業更廣

和更深的理解。 

(4) I：各科實習教師在實習學校的身份是雙重的，甚至是多重的。當在大型的

COP 中，他們是學徒，必須透過實務工作來學習如何執行行政業務和教學；

但是在小型的 COP 中，他們是學生也是教師，若是回到自己的母校實習，則

又同時是學長(姐)身份。因此，他(她)們的身份是多重的。也因為如此，實習

教師對於身份的掌握是比較模糊的，由於沒有一個固定的身份，因此，他們

必須透過不斷的反思與實務經驗累積慢慢建構出自己在教學社群中的專業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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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由於身份的模糊，因此在實習的這個階段中，最令人感興趣的面向也是實習

教師在學校(微縮社會)的不同型態社群中的身份認定。Wenger (1998 : 149)表示，

在實務中的身份應具有協商的經驗(negotiated experience)、社群的成員關係

(community membership)、學習軌道(learning trajectory)、多重成員關係的連結

(nexus of multimembership)以及整體與局部的關係(relation between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五種特徵。不僅是當自己涉入社群後會賦予特別意義的身份以外，身

份亦如同自我的協商，必須透過參與(participation)和具體化(reification)的過程，

我們的經驗和社會才能夠真正確立我們的身份(Wenger, 1998 : 152)。雖然，實習

教師在進入實習學校社群中的實際定位是模糊的，也往往會造成身份認同的問

題，但是，亦必須透過自我協商的過程去確立自己的身份。其次是 Wenger 認為

不同身份是可以並存的，是可以具有多重身份的，也就是說，實習教師是可以同

時具有學生和教師的雙重身份的。而且身份會形成一條軌跡(trajectory)，它是暫

時的、連續的、多重與複雜的又無法預期如何發展(Wenger, 1998 : 154)。亦即，

當各科實習教師身處這樣的一個 COP 脈絡中，或許並非是完全的參與者，因此

呈現的是環繞周圍(peripheral)的軌跡；或者是逐漸成為完全的參與者，因此呈現

的是往內部(insider)移動的軌跡；又或者是成為完全的參與者，因此呈現的是往

核心(center)的方向移動。所以，不同的身份發展會有不同的軌跡，反之亦然，因

此當實習教師在兩類型的 COP 中學習教學時，理應會發展出一條學習身份

(learning identity) (Boaler, 2002)的軌跡。 

 

因此，在整個教學 COP 的脈絡中，實習教師透過實務學習教學知識的同時，

應該也會伴隨著學習身份的發展。就數學科而言，Boaler (1998)曾對兩所學校的

學生進行 3 年的數學學習研究，以觀察學生在不同的學習環境中如何學習數學和

發展對數學的態度。兩所學校使用不同的教學方式，其中一所是使用傳統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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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老師示範和學生練習；另一所則是使用開放式的教學—學生參與多樣的數學

學習活動。研究結果發現，傳統的教學環境使學生只記得所教過的程序性知識，

使學生認為數學是一門規則和記憶的學科；而開放式的教學環境則讓學生能比較

較有彈性地面對數學問題，因此，學生認為數學是一門充滿彈性和主動思考的學

科。 

 

之後，他將先前的研究放在情境學習(situated learning)和 COP 理論上來思

考，表示知識和實務是相關的(Boaler, 1999, 2002)，因為學生在學習數學知識的

同時，也會學習實務來定義他們的知識(Dowling, 1996 ; 引自 Boaler, 2002)，而

且，學生對於數學學習機會和能力的理解是需將知識擴展到課堂接受的實務以及

兩者關係上。而由於數學教室本身即是一個自然形成的 COP，學生在其中不僅

學習數學知識，也學習如何與其他同學互動，也會在與同學協商討論的過程中，

發展學習身份以適應去學習新的數學知識。Boaler & Greeno (2000)的研究結果就

呈現出這樣學習身份的發展。其中，傳統接受知識的學生在實務上與發展身份上

產生衝突，因為它忽略了學生在學習知識的同時，也需要發展自己的學習身份以

接受新的知識和適應將來參與社會的互動，而開放式學習的學生則較沒有身份前

後矛盾的問題。因此，Boaler (2002)在後續研究中便提出一個在數學課堂 COP 中

知識、實務與身份之間的發展模式(如圖 2-1-2)。 

 

這個架構描述了，當學生在參與課堂活動學習數學知識的同時，實務工作會與知

識產生關連，同時，也會發展自己的學習身份。亦即，他們在不同的數學學習情

與學科的關係 

知識 

身份 實務 

圖 2-1-2 學生的知識、實務與身份的關係(資料來源：Boaler, 2002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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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使用他們的知識，並且所發展的學習身份與數學知識之間是包含了一個互動

的關係，而且，這樣的互動關係是建立在「與學科的關係(disciplinary relationship)」

上。學生在獲取知識的同時，需要發展一個數學學習的身份來學習數學知識，進

而形成與其學科之間的關係，而這三者關係的底層則是隱含著學生學習的 COP

脈絡。 

 

如果，將這樣學生學習身份、課堂實務、數學知識的關係平行地類推至學生

教師的敎學身份、教學實務、教學知識的關係，且將學生學習的 COP 脈絡類推

至教學的 COP 脈絡，似乎也相當符合(e.g., 張繼元，2005；廖俊傑，2007)。由

於數學實習教師在實習過程中也具有敎學者的身份，就如同學生學習數學知識一

般，數學實習教師在教學中透過實習輔導教師的指導來學習數學教學知識，並

且，同時發展自己的學習身份來學習數學教學。然而，較不相同的部分在於，當

數學實習教師面對學生的時候，她回到了教師身份，因此，學習身份會同時伴隨

著部分的教師身份，兩者在數學課堂中是重疊的，並且在學習教學的過程中，他

們是有可能從學習身份轉向教師身份。雖然，我們瞭解在教學 COP 下數學實習

教師的身份、實務和知識有相互的發展關係，但是在這樣的發展過程中，她學習

教學的內涵是如何發展的呢？如何在自身的能力與經驗中學習呢？以下接著討

論數學教學教師的專業發展。 

 

二、數學教師的專業發展 

    談到教師，古人韓愈的「師說」文中曾言「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

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不從師，其為惑也，終不

解矣。」道出了教師存在的重要性。他主張為學一定要有教師的指導，闡述了學

必有師的道理。而 Dewey 相信，好的老師是能夠確認並創造出真正智力的活動，

他主張這些活動的方法要和專業訓練緊密連結(引自 Ball & Bass, 2000)。意思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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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說，教師設計可以用以激發學生學習的智力活動，其實是需要訓練或是學習

的，並非自然發生的。「數學學好我就會教」這樣的觀點是有問題的！有很多例

子顯示，數學很好的教師不一定會教，學生也不一定聽的懂，因為這就好像在天

上畫葫蘆，對教師本身來說是直觀的，但是對學生來說一點都不直觀。換句話說，

一個數學老師要去瞭解你要教學生學習的數學內容，但是你必須先學習這個數學

的內容，而學習應該回到數學的本質和真正內涵(Ball & Bass, 2000)。顯然知曉和

教學實務之間是有斷層的，Dewey 的主張就是要幫學生建立智力的活動，但是，

這需要教師去學習這樣的專業技術，而教師不只是學習這個內容，還要知道這個

內容的本質。因此，這也凸顯了教師專業知識的重要，因為，教師專業知識的發

展會驅動教師教學的改善，並且引領教學的實施。此外，在現今社會變化快速，

教師不僅得要面臨教學中不同的狀況與挑戰，也得要懂得如何輔導學生適應未來

的社會。因此，在專業內涵似乎不足以應付所面臨的新討戰和困境時，教師更應

該去尋求專業的成長。這也顯示出，教師的專業發展是教育相當重要的一環，也

凸顯出教師專業知能持續成長的迫切性。那麼，如果教學是這麼根本又重要的事

情，那麼教師必須具備怎樣的專業才能肩負教學重任呢？以下說明教師專業發展

的意義和內涵。 

 

(一) 專業發展的意義 

談到專業(profession)，一般社會都普遍地認同律師或是醫生是屬於專業人

員，因為他們必須透過專業訓練，擁有最特殊的專門知識，且必須通過檢定考試

取得合格的證照。那麼教師呢？若依韓愈「道之所存，師之所存」或是孔子說的

「三人行，必有我師焉」的觀點，有專長的人就可以為人師，那麼似乎人人都可

以辦得到；而 Noddings (1992)則指出教師只能算半專業(semi-profession)的人員，

因為，教師不僅要像牧師一樣與沒有受過專業訓練的教師競爭，也要像看護一樣

能夠對人充滿關懷，但是，這似乎也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又或者如 Shul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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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曾舉 George Bernard Shaw 所言「He who can, does. He who cannot, teacher.」

來質疑教師的專業性。這些都凸顯出了許多對於教師這個職業的專業性的質疑。

但是，因為教師是一個服務公眾的職業，應該必須經過長時間的努力去獲取專門

知識和才能，而且必須對於教育學生有責任感，因此，教師在社會中是扮演多重

的角色，不僅是學校裡的教育者，也是社會問題的改革者，應該被視為專業的。

針對這樣不同的觀點，讓我們去思考一個問題：如果視教師為專業人員的話，那

麼何謂專業呢？需要具備哪些素養才能稱得上專業呢？ 

 

個人參考 Noddings (1992)對於專業意涵的解釋，他表示必須先區分專業素養

(professionalism)和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的不同。前者指的是，一個人或團

體對於實務必須符合特定的職業標準和程序，外部展現出具有高度的技術性而內

部包含專業的素養，例如技工；後者則指一份職業的專業特徵，例如教學的專業

化指的是，教師在教學中的某些改變而使得他們更喜歡建立專門職業，這是一種

形成身份與知能的進程。專業素養和專業化這兩者都具有特定職業的知能和組

織，但是，後者所強調的是必須達到專業領域的過程。然而，Noddings 也提到

這兩個觀點所產生的一些衝突，包括了當教師專業化的過程中，若欲達到專業素

養的標準時，是否會因此影響了學生的學習？或是數學家與教育家缺少良性的合

作來負擔起培育數學教師的責任，使得數學教師的專業性受到大眾的質疑，不知

應歸屬何處？抑或是對於教師這個職業的認知，需要培養何種的專業知識？或是

需要怎麼樣的專業化過程？ 

     

    Noddings (1992)曾經提出六個專業的特徵，包含篩選與要求、專業知識、利

他主義與服務、專業階級制度、教師協會和教師專業自主。他認為，必須訂定專

業的標準和教師的檢定來掌控專業化，因為，不僅教師身份的管理是專業化的第

一主要步驟，也是建立專業組織的一個策略。其次是必須具備專業的教學知識，

Noddings 和 Shulman (1986)均認為，只有數學知識是無法達到數學教師的專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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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必須要同時具備學科教學內容知識(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簡稱

PCnK)、一般教學知識(Pedagogical Instructional Knowledge，簡稱 PIK)和學生知

識(Student Knowledge，簡稱 SK)。此外，利他主義和服務也是專業的重要一環。

因為教師是屬於服務的性質，因此也肩負許多道義上的責任，除了必須教導學生

數學知識以外，也要教導學生面對生活的態度、方式以及正確的價值觀，所以，

教師必須要能利用自己的專業來幫助學生。因此，教師必須能夠提高自己的專業

素養，以建立專業的社會位階，因為不論是正在研擬的教師分級制度或是教師

會，都是與專業的特徵有關。另外，教師應該積極參與校內外的教師協會或輔導

團，透過分享與共同合作的方式提昇專業素養，並且教師應該要能擁有教學的自

主 權 ， 以 降 低 管 理 者 的 干 涉 。 Noddings 透 過 專 業 、 專 業 社 群 (professional 

subgroup)、個人專業(individual professional) 三個面向來看專業自主權。其中，

專業是指對於自我準備、位階許可和行為管理的掌控；而專業社群則是指像數學

系一樣的專業團體，可以充分掌握教學內容；而個人專業是指教師要能夠掌控與

學生、家長的關係。 

 

    以目前國內的師資培育過程來說，教師必須先經過考試進入師資培育機構接

受教育數學和數學教育的專業課程培訓，以獲取專門知識，經實習或測驗合格才

能擁有數學教師證照，也必須透過教師甄選才能成為正式的學校教師。而許多學

者(如 Brown & Borko, 1992 ; Cooney, 1994)均認為，教師的專業發展是一個緩慢

的過程，甚至是一個終身發展的過程。因此，在成為正式數學教師之後，仍然必

須不斷地調整和改變自己的心態與策略以解決教學問題，除了必須對學生的教養

有責任以外，也必須參與教師會或輔導團促使自己的專業成長，並且在教學中充

分地自主，能夠掌握與學生、家長之間的融洽關係並做好溝通管道。因為所謂的

專業不僅要有能力去實踐和理解教學，也要有能力與別人溝通專業決心和行動的

理由(Shulman, 1983)。因此，從這樣半專業到專業的專業化過程中，教師必須在

專業素養與專業化之間保持一定的張力，才能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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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當教師專業發展普遍受到重視之後，卻發現當新手數學教師進入學校

任教，開始面臨的就是求生存的問題(陳英娥、林福來，2004)。雖然，實習階段

有輔導教師的指導，但是一旦成為正式教師，他們便會處於一種無人指導的狀

態，很少可以獲得來自專業人士或是資深教師的專業輔導與協助，必須自己掌握

整個教學，因此，造成他們在應付教學困境時出現了許多的壓力，也同時會造成

自己或其他人對於教師身份的質疑，也會對於自己原本所稟持的教學信念和想法

產生動搖。此外 Wilson & Cooney (2002)也談到，當教師有機會思考或是挑戰自

己或其他的信念時，教師本身的信念就會改變。他們也談到教師個人所秉持的信

念會影響教學的行為，而且，信念會在教學的脈絡中反映出教師的期望和價值。

因此，在專業化的過程中，同時必須注意到教師本身自我信念與價值的察覺，因

為，這將是背後影響與驅動教師專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 數學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與模式 

    數學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有哪些呢？黃凱旻(2002)指出，教師專業發展的內

涵即為教師必須具備的各種內在的知能，這些知能在教師專業發展的歷程中會持

續地轉變，而這些知能包括認知(如知識)和情意(如信念與價值)面向。許多學者

(Brown, Cooney & Jones, 1990 ; Christensen, 1996 ; Cooney, 2001)均表示，教師的

教學知識中，認知和情意是無法完全的切割來看的，因為當教師呈現教學知識的

當下，也伴隨著信念與價值。這就如同學生在學習數學時，不僅只是學習數學的

知識，也會伴隨著對於學數學時的感覺或情緒。所以，如果只是看認知或情意的

單一面向是不充分的。 

 

然而，教師在學校這樣的微縮社會下進行教學，除了關注到自己本身教學的

認知與情意面向以外，也必須面對外界對於教師教學的看法，不論是學校行政人

員、家長、教育或學校政策，也都會影響到教師的教學選擇。亦即，外界不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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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也是影響教師教學決策的一項因素(Lerman, 2001)。許秀聰(2005)的研究也指

出，在教師的專業成長內涵中，除了考量到認知和情意面向以外，也應該包含考

量社會面向的影響，因為，教師教學實務也必包含了必須與社會溝通、對話和互

動的技能。因此，針對教師專業發展內涵，應該同時包含認知、情意與社會面向。 

 

    NCTAF(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aching and America’s Future, 1996)的報告

中指出，教師的知識會同時影響學生學習的機會和實際的學習情形，教師必須徹

底瞭解所敎授知識的內容而清楚呈現它、讓各種學生可以理解這些概念、讓學生

參與挑戰性的工作(引自 Ball, Lubienski & Mewborn, 2001)。而對於數學教師教學

而言，Ball et al. (2001)表示，無論是解釋改革理念、接受改變的挑戰、使用新課

程、制訂新實務和新知識，都需要依賴教師的數學知識；Ma (1999)也表示要增

進學生數學學習，最重要的就是必須先提高教師學校數學知識的品質。因此，

Bromme (1994)主張教師應該具備五種知識，包括了學校數學知識、學校數學哲

學知識、教學知識、單元教學知識及不同學科整合的知識(引自 Cooney & Wiegel, 

2003)。Shulman (1987)更是將教師知識區分為內容知識(Content Knowledge/ 

Mathematical Knowledge, 以數學而言為數學學科知識，簡稱 MK)、一般教學知

識(PIK)、教學課程知識(Pedagogical Curricular Knowledge，簡稱 PCrK)、教學內

容知識(PCnK)、學生知識(SK)及教育環境與教育脈絡目標的知識七類。Tirosh & 

Graeber (2003)表示，教師教學知識的核心為 MK、SK 和 PCnK。其中，以 PCnK

最為重要，因為它是知識中最能表現可教性的部分，也是數學教師獨具的專業素

養。數學教師必須對數學知識和教學方法有深度的瞭解，並透過適當的轉化過

程，利用最有效的表徵方式使數學知識可以容易地被學生吸收和理解(Shulman, 

1986, 1987)。 

 

    另外一方面，當數學教師教學時，在心中會伴隨著一種信念，是一種認為可

以幫助學生有效學習的教學信念(Thompson, 1992)。因此，在探討知識面的同時，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2

也不容忽視其背後影響的信念與價值。Wilson & Cooney (2002)對教師信念與教

學實務關係的研究中，顯示了小學教師的四種信念取向：就學生而言，他們是主

動建構知識者，而不是知識的接受者；就理解而言，解題與理解是彼此相關連的；

就教學而言，教師教導的內容排列必須考量到數學的結構和學生的理解；就教師

本身而言，數學教師不應只是在台上講解，也要能夠引導學生主動建構數學知

識。而 Lerman (2002)也曾談到六個影響數學教師信念的時機，分別為：與同事

相互討論教學目標時、當教學實際情況與自己信念有所衝突時、提供新的教學策

略時、反思行動、在職進修以及參與研究計畫。Thompson (1992)認為，教師的

信念與教學實務並非是簡單的線性關係，而應該是關連(relate)或辯證(dialectical)

的關係。這顯示了在教學實務中，教師信念會驅動教師的教學決策，並且，在與

他人的互動和自己的反思中不斷地修正，同時也會影響教師的專業發展。而從此

處也凸顯了教師溝通與對話技能的重要。在整體的教育環境下，教師所面對的不

僅是學生而已，也必須面對學校內的行政人員、家長或是其他教育者，尤其是在

一個微縮社會的 COP 中，良好的溝通技能不僅可以幫助教師建立良好的對話關

係，也會影響和促進教師在人際關係上的發展。 

 

    在瞭解認知、情意、社會三個面向的專業發展內涵後，卻必須思考到一個問

題，就是在這樣的內涵中，教師可以透過怎樣的模式來做發展專業呢？Tzur (2001)

曾 提 出 一 個 數 學 教 師 培育 者 成 長 的 四 焦 點 模 式 (four-foci model of teacher 

education)，透過學生、教師、師資培育者和師資培育者的培育者四種角色在不

同層次中的成長與身份轉換，來分析數學教師的專業成長。而 Zaslavsky, Chapman 

＆ Leikin (2003)以 COP 理論為基礎，分析數學教師、數學師資培育者、數學師

資培育者的培育者身份轉換的三層次的模式(the three-layers model)，探討如何運

用實務幫助教師在學習教學的同時轉換自己的身份以提升自己的專業知能，並透

過互動與反思來提升教學專業的內涵和能力。此外，Simon (1994)也提出循環模

式(learning cycles)，說明學生數學教師的學習必須經過六個學習循環階段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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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數學。Simon 亦表示，教師應該注重對自己教學實施的察覺，透過教學活動的

反思來重新組織和再具體化自己的教學內涵與策略。 

 

    雖然，專業發展的模式有很多種，但是，無可避免的必須去考慮背後的整個

情境脈絡。不僅因為教師的教學環境是身處於整個教育體制之下，更因為教師發

展個人專業知識、信念與價值的過程中，不可避免的要在教學的實作場域中與不

同的人互動和對話。因此，專業發展模式之下的實作和脈絡也是相當重要的。Tzur 

(2001)的理論說明了，教師教導學生學習數學的關鍵在於不斷地反思聚焦於教師

教學活動和活動對學生學習的影響之間的關連。因此，在這樣的概念下，教師必

須去判斷教學活動對於學生數學學習的成效，亦因此，必須去考量到實作中活動

的安排以及情境脈絡的營造。若將此觀點置於不同角色的轉換層次中，亦可發現

雖然反思的內容不同，但是本質上亦避免不了實作與脈絡的影響。而 Zaslavsky et 

al. (2003)的理論也必然與社群、實作和教學脈絡息息相關；Simon (1994)的六循

環模式也強調，真正的學習是發生學生能夠自主地對情境知識回應，並在此情境

之下由教師去促成學習的發展，因此，學生是一位實作者(practitioner)，而教師

則是如同引導者(guide)。所以，教學活動的內容與教學情境脈絡的鋪陳，對於學

生學習與教師教學設計而言都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綜合教師專業的內涵與模式可以發現，數學教師的專業是在教學 COP 裡或

是社會脈絡中不斷地轉換與成長，也清楚的顯示了實作與脈絡在教師專業發展過

程的重要性。那麼，數學實習教師在這樣的教學脈絡下又將如何學習教數學？會

有怎樣的階段性發展？她又該以什麼為學習和發展的目標呢？ 

 

三、在 COP 裡學習教數學 

個人將透過 Wenger (1998)的 COP 理論和教師專業發展的意涵，來審視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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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教師在教學 COP 裡如何學習教數學。Fuller & Bown (1975)的研究曾主張，

職前教師的發展依其本質可區分成求生存(survival)、精通(mastery)和決定性

(finally)三個階段(引自 Furlong & Maynard, 1995)。在求生存階段通常會穩定於常

規，而且會變得抗拒改變或者變成結果取向(consequence orientated)，也就是說，

他們會關心對學生的衝擊以及所獲得的教學回饋。其次是在精通階段，他們會開

始關心自己的教學工作。而當教學達到一個穩定狀態時，是較難有所改變的，於

是他們便會開始關心自己所面臨到的改變衝擊。簡而言之，這是一個從關心生存

(survival concerns)到關心工作(task concerns)再到關心衝擊(impact concerns)的發

展形式(引自 Furlong & Maynard, 1995)。Calderhead (1987)亦將學習教學的過程分

成：調適(fitting in)、通過測驗(passing the test)和探索(exploring)三個階段(引自

Furlong & Maynard, 1995)。又如 Guillaume & Rudney (1993)的研究顯示了六個學

生教師所呈現的主要關心類別(引自 Furlong & Maynard, 1995)；Katz (1972)的研

究中，學生教師在最初的五年期間顯現了求生存、鞏固、更新、成熟這四個發展

階段(引自 Furlong & Maynard, 1995)。這都顯示了，若將職前教師的發展視為一

個通道，聯通不同的層級和層面，或者是經過一系列的關心，這樣的說法似乎被

許多的研究者採納及接受。若以相同的觀點來看數學實習教師，他們在實習學校

的 COP 之下，因為其身份也帶著學習者的角色，因此似乎也會有階段性的發展。 

 

根據 Furlong & Maynard (1995)研究實習教師的在校學習經驗後，提出懷抱

理想期(early idealism)、個人生存期(personal survival)、處理困難期(dealing with 

difficulties)、處於穩定期(hitting a plateau)和向前邁進期(moving on)五個專業發展

的階段，並藉此探討實習教師在 COP 裡學習教學的轉變情形。但是他們也表示，

實習教師的發展不僅僅只是簡單地沿著一個狹窄、線性途徑、在各層級間平滑地

移動進展，而是從新手到專業教育者之間的發展，是相當地依賴各個實習教師、

他們的教師教育課程以及他們在學校脈絡之下所做的實務經驗之間的相互作

用。因此，他們認為實習教師的學習進程是複雜的、浮動的，並且對於個體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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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些獨特經驗的累積。 

 

    以下分別簡略介紹這五個階段實習教師所呈現出的特質。在懷抱理想期，實

習教師主要特色是會去思考想要實現的教師理想及想法，他們期望被學生視為是

溫暖、友善、關心、熱心和受歡迎的教師；重視教室環境與氣氛，希望學生快樂

學習；在教學上強調可以營造一個具合作價值的社群精神(community spirit)，是

互相照顧和照料的。此外，這個時期的實習教師之教學亦深受以前關鍵(significant)

教師的影響，不論是正面或負面的，這是被視為教師個人特質以及與學生所建立

的關係的一個重要因素。 

 

    可是一旦實習教師開始面對教室裡的現實時，他們的理想主義會迅速地褪

色，並且開始被他們的求生存給佔據，進入個人生存期。這個時期的實習教師會

感到自己經驗的不足，並且對於教室管理與學生行為的問題處理感到無力。此

外，對於課程設計知識及技巧也是缺乏的，他們懼怕課堂會從他們所計畫之中脫

離。於是，他們期待被視為一位教師，希望可以融入與調適教師社群之中，也會

去挑戰自己的理想與想要掌控課堂，並且很重要的一點是，他們會試著複製輔導

教師風格(style)，尤其是輔導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然而，當他們也並不想完

全仿效輔導教師的教學風格，卻發現學生在課堂中很少有所回應時，這之間的調

適往往造成他們教學取向上的衝突。 

 

    在處理困難期的實習教師為兼顧自我生存和成為真正教師，於是，對於困難

的共同反應是去嘗試複製(replicate)，或仿造(mimic)他們相信成為一位教師所應

有的行為。雖然，他們並不理解教學的複雜度或教師的思考，但是，至少可以採

取身為教師的外在表現。例如，他們會聚焦於教師外顯的教學策略及組織上，會

對輔導教師上課所使用的教學方法特別敏感，會發現效法輔導教師的作法在教室

控制方面是一個有用的策略，尤其是，當他們發現學生有更好的回應時。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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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期的實習教師會面臨多重的壓力，包括了本身被視為怎樣的教師、常常擔

心失敗、擔心達不到輔導教師或指導教授的期待與測試以及得不到學生的回饋。

這些壓力造成許多實習教師常常被輔導教師、指導教授、學生及感覺被要求成為

教師的自我價值給侷限住，亦即，他們不僅嘗試模擬輔導教師的行為，並且嘗試

去探知哪些行為會獲得最多的肯定。 

 

   處於穩定期的實習教師會認為，自己已經掌握了課堂，對於教學和課堂管理

更有自信而且不斷地增強，並且行為上扮演得(acting)更像一位教師。然而，雖然

教學行為表現很像，但是，卻忽略了關注或反思自己的教學行為與學生學習之間

的連結。他們的教學信念是單純的(simplistic)、傳統的(traditional)，只把教師視

為 是 知 識 的 傳 遞 者 (transmitter of knowledge) 。 對 於 概 念 性 知 識 (conceptual 

knowledge)的掌握是不足的，對於教和學之複雜性的理解也是比較缺乏的，也較

不能在教學情境的掌握上成功地將自己的信念用於實務之中。因此，此階段的實

習教師不論在學生如何學習的信念與價值上，或是因為他們缺乏課堂掌握，都顯

示了他們在規劃關於學生理解與學習的詳細課程計畫仍有相當的困難。 

 

    向前邁進期的實習教師會將自己的預期和信念有效地運用於課堂實務上，並

且勇於挑戰學生的問題。他們被要求重新評估(re-evaluate)自己的教學計畫並反思

課堂的教學活動與教學信念。但是，對於堅信自己固有的教學和學習本質信念的

實習教師，仍會有抗拒的心理；或是，有些實習教師已經理解教學和學習的複雜

性，但是卻無法確切地使用於教學實務；抑或是，有些實習教師認為是學校環境

的脈絡因素限制了他們發展學生的學習。因此，這樣的矛盾與衝突促使他們不斷

反思與重新評估自己的教學，以達較高的教學品質。 

 

    Furlong & Maynard (1995)的五階段發展觀凸顯了：實習教師在成長的過程

中，無法同時考量不同的事情；他們對於活動內容的觀點會不斷地改變，從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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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視為課堂控制的手段，到給予深刻印象再到學習上的媒介(vehicle)。此外，

Furlong & Maynard 研究的實習教師之教學思維，從具體和無明顯特徵推進到可

以更整合、具彈性又全面，透過這樣的觀點來看實習教師在實習學校的兩類型

COP 中的發展，顯示了實習教師的學習與教學發展是可能有不同的漸進階段，

只是這種廣泛的發展模式(從新手(novice)到專業)是零碎又不穩定的。因此，若實

習教師在 COP 下的學習可能會有不同的階段性發展，那麼，實習教師學習教數

學的期間，他們如果有個好的數學教學目標或指標，讓他的教學可以朝向那幾個

指標邁進，將更可以促進教學專業發展。 

 

Brown & Borko (1992)曾提出好的數學教學是可以被定義與描述的；而

NCTM (2000 : 16)的教學指標中也提出「有效的數學教學需要了解『學生知道什

麼』和『必須去學習什麼』以及『挑戰並且支持他們很好地學習它』」。亦即，

有效的教學需要知曉和理解數學、學生和教學策略。此外，NCTM (2000 : 17)亦

提出「教師必須深層的知道與理解他們所教的數學和必須能在教學過程中靈活地

運用那些知識。」這顯示了，教學是一個促進分析、思考和解決問題的過程，並

且是可以朝向好的教學目標而發展的。 

     

那麼，到底一堂好的教學(有效的教學)的目標為何？需要具有哪些特性？

Wilson, Cooney, & Stinson (2005)曾提出好的教學的四個維度：（一）不可或缺的

教師知識，（二）促進數學的理解，（三）吸引學生以及（四）有效的教室環境管

理。在教師知識方面，必須能夠理解自己的教學、連貫內容課程、了解學生的問

題、提供好的例子及保持充分的自信；而在數學的理解方面，必須能夠做數學的

連結，以幫助學生瞭解和連接不同的數學主題而且會應用，也要能夠利用多媒體

或具體教材使學生能夠「看得見(visualizing)」數學，因此，教師必須先能評估學

生的理解，然後透過活動或科技的課程設計讓學生自己來發現；在吸引學生方

面，要利用讓學生寫作、團體合作、使用手動或實驗性的活動來引發教室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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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具挑戰性的數學活動來引發學習數學的興趣；在教室管理方面，則是需要具

備足夠的真實經驗和彈性處理技巧。 

 

    然而，除了在 COP 裡的教學面向發展以外，同時也必須去考量實習教師在

整個學校的 COP 中的發展。Adajian (1995)和 Secada & Adajian (1997)曾經定義教

師專業社群的四個維度為：分享目的的感覺、共同努力去改進學生的數學學習、

合作的專業學習及共同掌握影響數學決策的重要決定(引自 Nickerson & Moriarty, 

2005)。透過目的的分享，可以幫助實習教師更深入地理解教學的目標，共同為

促進對學生的數學學習而努力；透過合作的專業學習，可以幫助實習教師改進自

己的教學實務以增長經驗；而共同決策則指出了學校教師團隊的重要，透過團隊

成員間的合作與討論來學習做決策。以這四個的維度為基礎，Nickerson & 

Moriarty 接著提出教師在校(in-school)專業社群發展的五個面向：數學教師和學

校行政人員與其他課堂教師之間的關係、尊重與接受其他數學教師的知識、教師

領導者的存在與否、分享教師的數學知識與教育知識之基礎以及教師對每個小孩

能學數學的期待。他們表示，教師成長的機會深受教師專業社群的影響，連帶著

影響著教師數學和教學的知識。這樣的專業社群也提供了一個「促使教師在實務

脈絡中進行改革教學」的平台，實習教師也不例外。 

     

所以，在 COP 下學習教數學或學習當一位好的數學老師不僅會有階段性的

專業發展，並且必須朝著好的教學目標邁進。此外，這也是需要經驗的累積來管

理和改善培育的課程，更需要教師的自我教育、閱讀與反思。透過教學反思可以

使得課程進行順暢、能夠引領學生學習、能夠理解性的教學並且評估學生的學習

以及能夠組織課程來幫助學生了解老師的教學(Wilson et al., 2005)。同時，在 COP

裡，教師要能透過與同事間的數學討論、觀察觀摩其他的老師、共同合作和聽取

有經驗老師的看法。然而在這樣的 COP 脈絡下，對數學實習教師而言，學習的

主體仍是以數學教學知識與技巧為主，因此，以下就教學的知識面向進一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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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並說明教師的知識面向會如何發展？ 

 

第二節  數學教學知識面向的變遷 

一、數學教學知識的意涵 

教師的教學知識會影響他們所教的和他們如何教，這是很顯然的。但是我們

比較不清楚的是，在教學中，哪些數學知識被用來教導？是如何的被用來教導？

而教導出來的是什麼？以下我們針對幾位學者的教學知識觀點來探討數學教學

知識的意涵。 

 

(一)  Shulman 的觀點 

Shulman (1985)認為，成為一位教師需要廣泛的與高度組織的知識；Elbaz 

(1983)亦說明，最能帶領我們理解教師角色的因素是教師知識(引自 Fennema & 

Franke, 1992)。因此，教師知識對於教師而言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但是教師知

識到底有哪些內涵呢？根據 Shulman (1986)的知識類型(knowledge categories)架

構，將教師知識分成三大主要的類別。MK 是指有關教師必須瞭解學科中的知識

和原理，以及判斷學科中核心與周邊概念的知識，就數學而言，意指教師的數學

知識。他引用 Schwab (1978)的說法，表示學科內容的結構應該包括實質結構

(substantive structure)和語法結構(syntactic structure)知識。其中的實質結構知識是

指，在學科內用各種不同的方式將基本的概念和原理與其事實知識結合的知識，

是屬於數學知識的本質；而語法結構知識是指，在學科中對於真偽、有效無效結

果的確認方式。例如對一個現象有不同的說法時，能利用學科中的語法來判斷說

法的真偽，是屬於數學知識的方法。PCnK 指最有效的表徵形式、最有力的類比、

圖解、例子、解釋及證明，亦即教師將教學內容轉換形式的能力，那些形式是對

教學有力的而且可以被不同背景、能力的學生所接受的。它不僅包括了對簡單或

困難的特殊主題的學習之理解，也包括了對於不同年齡、背景的學生的概念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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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概念的理解。這是同時包含表徵、先備概念和教學策略的知識，它隱含了 SK。

所以，PCnK 是內容知識中最能夠有效呈現此主題中所涵蓋概念的教學知識，可

被視為是一種特別的知識型態，同時把 MK 與 SK 捆在一起的知識(Ball & Bass, 

2000)。另外，PCrK 是指獲得不同主題或特殊情況下，包含暗示或禁忌的特徵之

教學教材的知識，其中，應該包含了橫向(lateral)的 PCrK(教師連結課程或主題的

內容或是同時進行討論議題的能力)以及縱向(vertical)的 PCrK(課程知識要與主

題和議題一致，並且可以在相同的學科領域中被教導，且有教材可以將它具體

化)。 

 

此外，Shulman (1986)亦指出教師知識呈現的三種類型，分別是命題知識

(propositional knowledge) 、 事 例 知 識 (case knowledge) 及 策 略 知 識 (strategic 

knowledge)。其中的命題知識指的是，一種非常精簡的知識儲存方式，保留和簡

化情境中的複雜性，包含了原則和格言；而事例知識指的是，將理論性的知識用

具豐富內容的事例之方式去說服他人，包括了實例和比喻。另外策略知識指的

是，當教師面對一些課程、實際或道德上的情境或問題，而這些原則相互抵觸且

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法時，策略知識就會開始運作以解決問題，所以它是一種獲知

或判斷的過程，一種分析、比較、對照已知原則與事例的過程，和它們對於實務

的應用。根據這樣的觀點，數學教師知識最主要的成分是教師本身對數學要有深

度的了解，並且，對用來發展數學的教材也必須完全了解，然後，也必須去思考

如何透過不同的表徵來呈現數學概念。這樣才足以反映前兩種知識的意義，並且

當遭遇實際教學情境問題時，也能夠擁有適切的策略與方法來解決問題。 

 

之後，Shulman (1987)又重新修正教師知識的定義，並植基於「理解

(comprehension)」、「推理(reasoning)」、「轉化(transformation)」及「反思或省思

(reflection)」四個面向上，他重新細分為七大類的教師知識，分別是 MK、PIK、

PCrK、PCnK、SK、教育環境的知識以及關於教育目標、目的、價值與它們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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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歷史基礎的知識。並且，他表示教師的知識基礎有四個主要的來源。首先是

學科內容的學術成就，分別依賴在累積領域裡的文獻與研究，以及知識本質上的

歷史和哲學學術研究。因為，教師不僅必須對所要教的學科有深度的瞭解，也要

有廣泛的通識才能促進新的理解和學習。接著是教學教材與架構，用以達成組織

課程、教學和學習用的教材和結構的目標。因為，如果可以幫助教師對教學領域

有足夠的瞭解，那麼就是就可以對教材、教學、組織、熟悉的機構有更寬廣的視

野。正式的教學學術研究意指，致力於理解學校教育、教學、學習之過程的學術

文獻。這些文獻可以豐富教師的想像和洞察力。最後的實務知識指的是，透過研

究社群去發展實務教學的表徵知識。因為，很多教學的概念是隱含在實務和有經

驗教師的思維裡，需要透過參與教師 COP 來發展本身的知識。 

 

此外，Shulman (1987)從教學推理(pedagogical reasoning)的觀點指出教師需要

能夠： 

(1) 理解自己所教的東西，其中的理解包含對目標的理解，因為教學要能達到教

育目標，能夠達成必要的結果以及對教學內或外思維與學科架構的理解； 

(2) 轉化教學教材，轉化則包含了事前準備(preparation)，亦即教學教材的檢驗與

關鍵之解釋和分析，使得適合教師的理解與適合教學；表徵(representation)，

包含透過課程中的關鍵想法的思考以及定義表徵的方式，凡舉類比、隱喻、

範例、論證、模仿等可以幫助學生理解的橋樑；教學選擇 (instructional 

selection)，它發生於當教師從透過表徵把內容再形式化到具體化的遷移，不

僅包括慣例性的選擇，如講客、論證、背誦和寫作業，也包括了合作學習、

相互教學、問答式的對話、探究學習、計畫方法和教室外的學習等多元的形

式 ； 以 及 ， 學 生 特 徵 的 適 應 與 編 識 (adaptation and tailoring to student 

characteristics)。適應是指能使教材適合學生的特徵的過程，它包含哪些是關

於學生的能力、性別、語言、文化等足以影響他們對表徵形式的回應的相關

面向？而那些學生的概念、迷思概念、期望、動機、困難、策略可以影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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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接觸、解釋、理解、誤解教材？這樣的教學編識不僅要考慮到特殊學生的

適切性，也要考慮到整體班級的大小、意向、感受性和人與人之間的化學作

用； 

(3) 進行教學(instruction)，當教學開始時，理解就不會停止，並且在主動的教學

中，理解、轉化、評量、反思的活動持續地影響著； 

(4) 進行教學評量(evaluation)，包括及時的理解或誤解的教學評量和形式化的測

驗與評量； 

(5) 進行教學反思，指教師回顧自己的教學和學生的學習、重新結構、重演或重

現教學事件、氣氛和成績。 

 

根據 Shulman (1987)以上提出的觀點，教師的教學相關知識不僅有七大主要

的類型，並且它們可以透過三種不同的形式來呈現，此外，瞭解瞭解教師知識基

礎的來源，可以做為提供教師知識專業發展的方向。而在教學過程中，教師也必

須同時注意到理解、推理、轉化、評量和反思的重要，因為，教師專業的發展不

僅要擁有基礎的專業知識以外，也要有能力去理解和轉化成讓學生能夠理解的形

式。就如同他所表示的“理解是必須要能夠將知識轉換成教學的能力＂，如此就

會變成“Those who can, do. Those who understand, teach＂(Shulman, 1986 :  

14)。此外，教師也必須擁有反思的能力去驅動自我成長和後設察覺，因為這是

改善和不斷增進專業成長的基礎。 

 

(二)  Fennema ＆ Franke 的觀點 

Fennema & Franke (1992)針對教師知識的主要組成內容、如何影響教師教室

中的教學和學生學習以及如何改善數學教育的發展進行研究。他們認為，教師知

識的組成應該包含了數學知識、數學表徵的知識、關於學生的知識、教師教學與

決策的一般知識。而教師知識應該是一個巨大(large)、整合性(integrated)的功能

系統(functioning system)，而每一個部分都是相關連的。只是，大部分的研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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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研究知識的某一個部份，較少研究整合性的知識，因此，他們開始聚焦於整合

知識的架構與模型。他們結合了 Shulman (1986)的教師知識類型和 Peterson (1988)

的後設認知架構，因為這些不僅都描述了教師知識的相同元素而且強調內容知識

的重要，這是教師知識最重要的部分。此外，他們也談到 Leinhardt & Greeno (1986)

和 Elbaz (1983)的研究提供了一個可以豐富個人實務知識又可持續概念化和評量

教師情境知識的一個架構。他們主張情境知識(situated knowledge)的重要，認為

教師知識必須被定位在情境之中，因為，教師知識的定位會影響教師做教學決策

和學生如何學習，而背後的信念也會是一個驅動影響的因素。綜合上述學者的研

究結果，Fennema & Franke 提出整合教師知識的一個架構(如圖 2-2-1)，整合了數

學知識、教學知識、對學習者數學認知的知識及特定知識的脈絡，同時反映教師

信念對整個知識架構的主要影響。 

 

其中的數學知識包含了所教相關單元的概念、程序、解題過程，也包含了程

序背後的概念、概念的相互關係，以及這些概念與程序如何在不同的解題形式中

被使用。因為數學知識是一個人學習數學的基礎，所以當老師要幫助學生學習

時，數學知識對老師來說必然是主要的。對教師教學而言，擁有豐富的數學知識

可以讓學生獲得豐富的數學知識和參與有效的課堂教學活動，並且這樣的數學知

信念

數學知識 教學知識

對學習者數學

認知的知識 

特定知識

的脈絡 

圖 2-2-1 教師知識：在脈絡中的發展(資料來源：Fennema & Franke, 1992 :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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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著重於提升學生解題、理解和做數學的能力，所以，教師使用這樣的數學知識

是不同於一般的程序性教學的，它隱含了 PCnK。教學知識意指教學程序的知識，

如同制訂計畫的有效策略、教室常規、行為管理技巧、教室組織程序和動機技巧。

通常初任教師的教學程序知識是來自於職前教育的教學學習經驗，亦即，當教師

在課堂中獲取經驗時，她的知識也會跟著成長和成熟，因此，進入職場後，這樣

的知識又會跟其任教的學校有關。而學習者數學認知的知識包含了學生如何思考

與學習的知識，在特定的單元裡也包含了學生如何獲取數學內容知識的知識，以

及瞭解學生使用的步驟和可能發生的困難與成功。特定知識的脈絡則是指，在脈

絡中的實務、個人、情境的知識與信念開始作用的一種結構，在這樣的脈絡中，

教師的數學知識與教學知識、學生認知會互動並與信念產生一種獨一無二的知識

來驅動教室行為。 

 

Fennema & Franke (1992)提出了一個很重要的構念，他們認為教師知識的構

成要素是透過教學所引發的，所以教學是一個引發新知識的過程，這樣的知識通

常會在教師的教學知識以及與學生的教學互動過程中持續發展。Shulman (1987)

表示，區別教學的知識基礎之關鍵在於學科與教學的交叉點。這似乎顯示出教學

的關鍵在於轉換(transform)，教師必須轉換自己的複雜知識，甚至以某種方式改

變它，使得學生可以與這些知識互動與學習。但是這樣的轉換並不簡單，它是持

續的並且伴隨著教的學生而改變。換句話說，教師使用的知識會伴隨著教學的脈

絡而改變。所以 Fennema & Franke 的整合架構顯示了整個的教師知識必須包含

在脈絡中發展，因為教學本身就是一個特殊脈絡下的情境，而教師的信念也會驅

動教師在教學脈絡中的教學決策與知識的使用。 

 

(三)  An, Kulm ＆ Wu 的觀點 

An, Kulm & Wu (2004)在比較美國與大陸中學數學教學內容知識的研究中指

出，教學有效力的教師必須擁有深且廣的教師知識、課程知識或深度的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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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擁有這些知識，教師才可以連結她本身的內容知識、課程知識和教學知識。

他們將教學視為發散的 (divergent)或收斂 (convergent)的過程，如圖 2-2-2。

其中，發散的過程是指內容與課程知識的教學，而沒有聚焦在或忽略了學生的數

學知識；而收斂的過程則是聚焦於知曉學生的思維，它包含了建立學生的數學想

法、提出學生的迷思概念、使學生參與數學學習和促進學生數學的思考四個面

向，因此，在收斂的過程當中，不僅學生是教學的主角，而且也是有效教學的要

素(An et al., 2004)。亦即，整個收斂的教學過程當中，一個有效力的老師會傾向

於運用學生數學的思維，能夠根據學生需求準備教學、傳達與學生理解層次一致

的教學、以特殊的策略提出學生的迷思概念、促使學生參與重要數學想法的活動

與問題以及提供學生機會去修正或擴展他們的數學想法(An et al., 2004)。因此，

他們提出的 PCnK 網絡圖中顯示了，教師的教學不會分別獨立於課程、內容與學

生學習，而是將教師的 PCnK 結合了聚焦於學生思維知識的內容知識、課程知識

教學內容知識(PCnK)

教學 課程 內容 

信念

知曉學生

的思維 
建立學生的

數學想法 

促進學生

數學思考

學生學習

提出學生的

迷思概念 

使學生參與

數學學習 

圖 2-2-2  PCnK 的網絡圖(資料來源：An et al., 2004 :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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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學知識。 

 

此外，圖 2-2-2 也指出 PCnK 的網絡是會受到教師信念影響的。An et al.  

(2004)認為對教師而言，關於學生學習上有兩種相關的教學信念，包含了學習理

解式的 knowing 和 learning。其中 knowing 的學習是指當概念或技能被教導時，

教師假設數學是被學習與理解的。這種類的學習通常只達到表面的程度，教師通

常滿足於學生對事實和技能的知曉或記憶，但是，不知道學生的思維或關於數學

的迷思概念。而 learning 的學習則是因為教師瞭解到 knowing 是不夠的，而且，

理解可以透過收斂的過程來連結片段知識而達到知識的內化。因此，教師不僅聚

焦於概念的理解與程序性的發展，使得確保學生可以理解和應用，並且會探索學

生的思維，因而發展系統性、有效性的方式去定義與發展學生的數學思維。所以，

他們再以圖 2-2-3 來表示出這兩種型態學習(two types of learning)關係： 

 

 

 

因此，An et al. (2004)的研究指出：深且廣的 PCnK 對有效教學是重要且必

要的，並且要能夠透過理解的方式進行教學。這種教學希望教師將學生的片段知

識和具體模型連接，再用來引動新知識思維的收斂過程，它聚焦於概念理解與程

圖 2-2-3  學習的兩種型態(資料來源：An et al., 2004 : 149) 

教學 
Teaching 

學習 
Learning

學生思維 
Students’ Thinking

知曉 
Knowing

理解 
Understanding 

表面程度 
Surface Level 

精熟程度 
Mastery Level 

非連結和記憶的知識 
Disconnected and Memorized Knowledge 

連結和內化的知識 
Connected and Internalized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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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發展。因此，教師應該掌握學生的迷思概念並且使用探測性的問題或多元的作

業來矯正迷思概念；並且提供例題、表徵和操作性的活動來促使學生參與學習；

也透過不同的問題與活動來促使學生思考。他們認為，操作性活動的使用與發展

程序性知識的平衡都是必須的，因為，操作性活動發展數學概念的理解，而程序

性學習是加強理解和達成精熟的必要學習過程，也是解題的必要步驟。如果沒有

發展程序性的理解與技能，學生將不能有效地、自信地解決數學問題。另外，關

注學習者的認知是教師 PCnK 和有效教學的關鍵要素，因為，學生數學的思維可

以幫助教師進一步掌握自己的教學內容，並且可以更全面地備課，更有效地教學。 

 

(四)  Ma 和 Ball 的觀點 

Ma (1999)在對 72 名大陸小學教師的研究中，描繪了一種「知識包裹

(knowledge packages)」，這些包裹構成了一個對數學領域中相關概念之組織與發

展的精緻感覺(refined sense)。亦即，她所研究的老師能清楚地呈現開啟和培育學

生心智的縱向過程(longitudinal process) (Ma, 1999 : 114)。她認為這些老師教學數

學的時候，會運用一些知識的包裹，這些包裹裡不僅包括了要教的概念，還有縱

向地看到其他相關要學內容之間的數學結構。此外，知識包裹是由發展概念的序

列(sequence)、關鍵概念(key piece)和概念結(concept knot)所構成。其中，發展概

念的序列指的是許多概念會形成一連串發展概念的主軸，然後其他的次級概念會

連結到這個主軸上，形成主軸周圍的一個連結主題環(circle)。這樣主題之間的連

結就形成了學生學習數學知識和技能的路徑(path)。而關鍵概念指包裹中都會包

含一些核心的概念，可能在主軸上，也可能在環上。而概念結則是由一個關鍵概

念所綑綁(tie)的一些概念叢(cluster of concepts)，這有助於理解或連結其他相關的

概念。 

 

    她 認 為 在 知 識 包 裹 裡 ， 概 念 性 的 主 題 和 程 序 性 的 主 題 是 相 互 交 織 的

(interweave)，擁有對主題概念性理解(conceptual understanding)的教師比較能夠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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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學生概念性的學習，而不會將概念性知識孤立(ignore)，因此，概念性的理解

是不會與相對應的程序性理解(procedural understanding)分開的(Ma, 1999 : 115)。

因此，她進一步提出了一個對主題概念性理解的模式(Ma, 1999 : 25)，如圖 2-2-4

白色的橢圓表示程序性的主題，淺灰色的橢圓表示一般概念性的主題；黑色的橢

圓表示數學的原基本理，虛線連接的橢圓表示數學的基本態度；黑色橢圓與虛線

合稱為數學的基本思維，而梯形部分則表示概念性理解的深度與廣度的不同。這

樣的一個網絡模式凸顯了教師對於數學的基本思維應該包含了對數學知識的連

貫(coherence)和一致性(consistency)，並且能夠用來支持位於中心的概念性理解。 

 

 

 

    透過上述知識包裹之想法，Ma (1999)提出了一個重要的構念：基礎數學的

深層理解(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Fundamental Mathematics，簡稱 PUFM)。其

中的 F 包含了根本的(foundational)、主要的(primary)和入門的(elementary)三個意

義；而 P 的意涵則包括了教師數學概念理解的廣度(breadth)、深度(depth)、連通

(connectedness)和完全性(thoroughness)。理解一個主題的廣度是指，將主題連結

到相似概念的能力；深度是指，將主題連結到更強而有力概念的能力；連通則是

程序性的理解 

數 學 的 結 構

概念性

的理解 

圖 2-2-4  Ma 之主題的概念性理解模式(資料來源：Ma, 1999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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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重新組合概念和主題往深度與廣度發展的能力；而完全性則是指，能夠將主

題貫穿(pass through)該領域不同部分的能力。這樣的能力對於教師在編織數學知

識並用於教學是相當重要的。Ma 表示擁有 PUFM 的教師不僅能夠連結各主題，

也具有多重的觀點來看待教學，此外，他們也會重新檢視和增強他們的基礎思

維，並且具有縱向的一致性，可以瞭解學生學習的近程、遠程的目標和內容。 

 

    另外， Ma (1999)的知識包裹和 PUFM 觀點表徵了 PCnK 中特殊發展性的一

種型態，也是可以用來發展 PCnK 的一種結構(Ball & Bass, 2000)。因為，具有

PUFM 的教師不僅試圖去連結數學的概念和程序，並且要知道學生要學習的主要

內容，因此其中必定隱含了 PCnK，透過這樣的知識來有效地重組學生對主題的

理解和減少對數學的迷思。但是，教學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在特定脈絡中整合各

種知識？Ball & Bass (2000)表示，只有這樣瞭解綑綁的知識是不夠的，教師必須

具備相當的彈性來管理教學中的複雜度。因為，在教學當下有些東西是教師必須

當場下決定的，沒有預知的情況發生時，必須要有彈性的能力去處理，因此，即

使有了知識也要擁有彈性(flexibility)的能力。其實，Ma 的研究中也同時談到多

元表徵和應用時彈性(flexibly)和適應性(adaptively)的重要。因此，Ball & Bass 

(2000)接著提出了教學上「有用的數學理解(usable mathematical understanding)」。

這是因為，PCnK 有時並沒有出現在教師教學時學科和教學的動態互動中，因此，

當超過原先設計的數學主題突然出現時，就需要同時考慮在教學脈絡中不同的內

容，所以，教師的思考取決於在不同領域中他們所發揮不同種類的知識來理解數

學知識與教學，這需要一個數學知識的持續使用(extend)，這就是「教學上有用

的數學理解(Pedagogically Useful Mathematical Understanding, 簡稱 PUMU)」 

(Ball et al., 2001)。 

 

    Ball & Bass (2000)談到的 PUMU 必須包含三個組成要素：第一是，數學教

師必須要能夠把自己對數學知識的理解解壓縮(de-compression)，因為老師所發展



第二章  文獻探討  

 40

出來的數學知識是精簡且抽象的，所以必須想辦法把它拆解(unpack)；第二是，

老師必須能夠重組(de-compose)數學問題或內容，亦即教師必須能夠為了教學重

新組合數學的問題或內容；第三則是，為了能夠看清和聽清楚他人的觀點、對於

學生的表面錯誤有所感覺或賞識學生不按常理的表達，老師必須有能力去鬆綁

(unpack)自己高度壓縮的學習理解，這表示老師對於學生學習數學理解的鬆綁。

換言之，教師必須能夠將自己的數學知識解壓縮，還原數學知識成為最初始的狀

態(MK)；把對數學的內容或問題的理解重新組合，以符合讓學生能夠做、參與

(PCnK)；另外就是，要能鬆綁對於學習的理解、學生的理解，不要死守住這些理

解(SK)。但是他們也表示，要老師解構(de-construct)自己的數學知識是很難的，

因為老師長久以來即自己有一套精煉過的教學，如同全自動的導航系統，一開始

時若想要改變是比較困難的，卻是值得努力的目標。 

 

不論是 Ball 之 PUMU 或是 Ma 之 PUFM，它們基本上都是著重「數學內涵」，

也就是強調教師數學素養的重要。換句話說，他們直接強調數學老師對數學內涵

(content)的理解是很重要的，不但理解還要把它放在教學法(pedagogy)中，甚至

放在教學(teaching)裡，所以，教師需要發展 PUMU 或是對學校數學的 PUFM。

而這都類似 Cooney 的「對學校數學要理解而且要能省思」主張(Ball & Bass, 

2000)。 

 

二、在 COP 裡發展數學教學知識 

    上述許多學者的共同觀點是：數學教師的教學相關知識會持續地轉變與發

展，亦即，這些知識並非穩定的或固定不變的。教師知識的面向會透過課堂環境

中的數學與學生互動、透過專業經驗與省思而成長(Fennema & Franke, 1992)。而

知識的獲取應該是一種過程，當教師重新發展知識時，這樣的獲取過程促使了相

關知識的轉變(包括質與量的轉變)。而 Ball & Bass (2000)也表示教學是一種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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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是包含了一些常模(regularities)和某些不確定性(uncertainties)，因此，

為教學而知曉的數學必須同時深刻地考量教學實務中的常模和不確定性，必須讓

教師在真實問題的脈絡中能知道並解決它。所以，教師們所處的 COP 脈絡亦是

無可避免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根據 Vygotsky (1961 ; 引自李維譯，2000)的近側

發展區間(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簡稱 ZPD)理論，Lerman (2001)就曾經

指出，若將數學教師發展身份的數學實務視為社會文化的參與，那麼教師的學習

是可以更容易被理解。這顯示了一個訊息，既然 COP 的脈絡影響著教師相關教

學知識的發展，而學校也如同一個小型的社會，那麼，如果以社會文化脈絡的觀

點去檢視數學教師知識在學校 COP 中的發展情形，那麼教師的知識會有哪些成

長或轉變？ 

 

在 Vygotsky (1961)的學習觀點裡，ZPD 是指一個動態的空間，一個用以描述

人透過較知曉的人幫助所呈現的潛在發展能力。然而 Valsiner (1987)認為，這樣

的差距並非影響教師發展和社會化的唯一因素，因此，他擴展了 Vygotsky 的 ZPD

理論，提出自由移動區間(Zone of Free Movement，簡稱 ZFM)和協助行動區間

(Zone of Promoted Action，簡稱 ZPA)來更詳細地理解孩童的發展潛能。Valsiner

表示，ZFM 是成人創造用以限制孩童思維和行動的自由區間，換言之，是成人

所營造的環境限制；而 ZPA 則是指，成人企圖以某種方式行動說服孩童的一個

行動區間，換言之，是成人在環境中所形塑的外力限制；而且更重要的是，這兩

者是動態(dynamic)、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t)的結構，會在學習的過程中持續地

重新組織。Valsiner 解釋 ZPA 和 ZFM 與 ZPD 的關係是：ZPA⊂ZFM；而且，如

果 ZPA 不在個人的 ZPD 裡，那麼最佳的發展是不會發生的。亦即，當 ZPA 和

ZPD 的關係是 ZPA 依附在個人能力已達到 ZPD 的狀況下，那麼教學的效果才可

能達到最佳的狀況。但是 Valsiner 也表示，個人潛能只有一部份是在給定的時間

和特殊的情況之下才可被體認的，所以，ZPD 並不完全包含於 ZFM。因為 ZFM

是在社會文化中決定的，所以孩童只能發展 ZPD 中那些與 ZPA 和 ZFM 有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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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疊的部分，因此，才會有連通(canalization)的產生，它排除了部分的 ZPD，其

關係如圖 2-2-5 所示。 

 

 

如果進一步檢視 ZFM、ZPA 和 ZPD 之間的內部關係，其重疊的部分稱為

ZFM/ZPA 複合體(ZFM/ZPA complex)。那麼，Valsiner (1987)表示，如果我們視

ZPD 為個體所發生的(ontogenetic)或是存在於學習者的，而視 ZFM/ZPA 複合體為

微縮發生的(microgenetic)或介於學習者跟環境之間的觀察，這似乎可以很合理的

地將其推廣到新手教師 ZPD 的研究。亦即，因為 ZFM/ZPA 複合體如同是教師教

學選擇的產物，它可被視為教師教學設計時，所規劃的環境條件以及活動內容，

因此它具體化了教師的教學實務。所以，透過這樣的觀點，師資培育者可以透過

新手教師在教學前、中、後的教學決策來瞭解新手教師在實務中的教學發展。亦

即，ZFM/ZPA 複合體可以是師資培育者用來觀察新手教師如何了解自己的教學

實務的一種工具，進而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Westbrook, Carter & Smith (1997)的研究中亦表示，教師的專業發展比較容易

發生於師資培育者建構大的 ZFM 和 ZPA，並與學生教師的 ZPD 互動中促進發展

(引自 Blanton, Westbrook ＆ Carter, 2005)。他們觀察教師如何組織環境使其成為

一項工具來發展自己的 ZPD，並且透過教室中的 ZFM 和 ZPA 的研究，以瞭解教

師的實務發展。像這樣，透過教師所創造的 ZFM 和 ZPA 來理解教師的 ZPD 之

ZFM 

ZPA 

ZPD 

Canalization 

圖 2-2-5  ZPD、ZPA、ZFM 關係圖(資料來源：Valsiner,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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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觀點，我們可以將由教師自己所組織的 ZFM/ZPA 複合體視為是教師教學選

擇的反思，因此，它是一個可觀察到的現象(phenomenon)。因為 ZFM/ZPA 複合

體是可觀察到的，因此，定義課堂中的 ZFM 和 ZPA 變成了解教師 ZPD 的一種

媒介或工具。亦即，當我們觀察教師課堂的活動與選擇(即課堂組織的 ZFM 和

ZPA)時，可以讓我們了解教師發展的潛能，而相對地，了解教師的 ZPD 則可以

幫助我們鷹架教師的教學。 

 

    Blanton et al. (2005)接續這樣的研究觀點，對數學和科學課堂的教學實務研

究指出另一個區間，稱為虛幻的 ZPA(illusionary ZPA, 簡稱 IZ)。它是一個與 ZFM

和 ZPA 共存(coexist)的附加區域，是 ZPA 的虛擬區間，是一個教師透過教學中的

行為和常規所建立的區間，卻是現實上不允許的一個區間。亦即，當教師設計教

學時，想透過一些教學活動或方式去達成教學目標，可是卻在實際教學中沒有展

現，或是所展現的活動或方式反而阻礙了教學發展。例如，研究中的個案 Mary 

Ann 的教學目標是希望所有學生參與討論以加強數學理解，但是在實際教學中，

卻都是問學生簡單、簡短答案的問題來一步步引導學生解題。這樣的方式似乎反

而限制了學生思考與連結解題的步驟，也無法幫助學生理解解題的技巧，這樣的

方式形成了他 IZ 的一部份。他們的研究顯示，IZ 的出現可以反映出 ZPA 和 ZFM

內 部 互 動 中 的 明 顯 矛 盾 (contradiction) ；亦即，在 Valsiner (1987) 的 理 論 是

ZPA⊂ZFM，然而，IZ 卻可正確表徵出發生於被促進的 ZPA 裡(因此是在被允許

的 ZFM 裡)，但是事實上是不被允許的部分，他們的關係為 IZ⊂ (ZPA－ZFM)。 

 

將 Valsiner (1987)和 Blanton et al. (2005)的研究結合，顯示出了 ZFM/ZPA 複

合體(相對應的 IZ 之存在與缺乏)可以成為一種瞭解教師發展潛能的診斷工具。亦

即，IZ 的觀點可以幫助師資培育者透過教師教學實務脈絡更具體地建立與描述

ZFM/ZPA 複合體，以理解和幫助教師的專業發展。因此，Blanton et al.依其研究

的三位教師個案，指出 IZ 的兩個重要的構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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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Z 對教師建立的 ZFM 之重配置(reconfiguration)是一個先驅(precursor)，是一

個教師的潛在轉移(potential transition)空間。IZ 顯示了教師發展的一個暫時性

的狀態，亦即它指出發展的潛在性，雖然，它的存在並不能確保教師的教學

改 變 。 IZ 的 結 構 與 Vygotsky(1961 ; 引 自 李 維 譯 ， 2000) 的 擬 概 念

(pseudo-concept)(是孩童思維進化到真概念的橋樑)是平行的。亦即，IZ 似乎

指出教師的教學擬概念狀態並顯示出成長的潛能。 

2. IZ 可以變成可變遷的或過渡的，當教師想要透過主動聆聽並與學生合作參

與在概念理解的過程時，就會引動。如果一位教師可以與學生一同學習並從

學生身上學習，或是更有意義的主動的聆聽學生，那麼，他可以在 IZ 之上

發展。 

 

因此，透過 Vygotsky (1961)的 ZPD、Valsiner (1987)的 ZFM 與 ZPA 及 Blanton 

et al. (2005)的 IZ 可以推論得到：IZ 的存在顯示了調整的潛能，並且，它可以幫

助我們從激發教師 ZPD 的關係中去了解如何建構她的 ZFM 和 ZPA。相反地，課

堂實務中所顯示出的 ZFM/ZPA 複合體可以成為教師成長的診斷工具，而 IZ 的存

在則顯示了教師發展的一個短暫層級，可以藉此來表示成長的潛能，瞭解教師的

ZPD。所以，師資培育者可以去了解：如何從可以達成的路徑中，分析教師的

ZPD、ZFM、ZPA 和 IZ，使得我們可以更有效地去架構教師的專業概念發展。 

 

    根據上述理論，Goos (2005)提出了如何運用 Valsiner (1987)的理論來進行應

用性的研究。他談到一個重要的構念，表示如果根據 Vygotsky (1961)和 Valsiner 

(1997)對孩童學習的研究結果「平行地看待教學」，那麼在師資培育的脈絡中，

ZPD 可以看成一個象徵性的空間(symbolic space)，代表著新手教師在有經驗的老

師指導之下，他的教學技巧或教學概念會因而發展的空間。亦即，將 ZPD 原本

是有關於學童數學概念的學習區域，平行地轉換到老師教學概念的發展區域；相

同於一個學生教師自己學和一個有經驗的老師帶著她學習教學之間所可能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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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距。這樣的想法與 Lerman (2001)針對 COP 提出的想法相類似：教師學習教

數學就如同學生學習數學。 

 

在 Goos (2005)的研究裡，ZFM 指的是學生、學校課程和教學資源，相對於

職前或初任的教師而言，ZFM 應該可以包括：(1)對學生的瞭解，察覺學習者的

能力與行為會限制教學行動；(2)課程和評量的需求，影響主題的選擇、教學方

法和教導內容所需的時間；(3)用以支持教師計畫和決策的資源，教材形式、多

媒體和特殊教學設備的配合。因此，我們可以將 ZFM 視為是教師教學的外在環

境限制，它會影響或侷限個別教師的行動和思維。而 ZPA 指的是各類課程和他

人的協助，包括學校課程、數學課程、師資培育課程、學校的老師(包含輔導教

師)和師培者，因此，ZPA 可視為是外力或他人對於個別教師的影響。最後，ZPD

則是指教師個人概念內部的認知和情意面發展。然而該注意的是：在圖 2-2-5 裡

ZPD 並不完全一定在 ZFM 內。這是因為，個人的潛在發展不一定完全是在環境

條件中發展，有時是不受限於環境因素的。例如，部分較沒有主見的實習教師，

在實習過程中雖然環境會影響她的發展，但是，其個人思維或理想只是暫時隱藏

起來，不會完全懷抱理想也不會完全地妥協現實，雖然，環境的限制使得他或她

只能實現一點點的理想，可是，有許多的理想還是存在，只是沒有機會實踐而已，

當機會來(到)時，也許會再次顯現。 

 

綜合以上的理論觀點，可以發現透過 Valsiner (1987)、Blanton et al. (2005)和

Goos (2005)的研究可以更深入理解：數學實習教師如何在 COP 裡發展數學教學

的相關知識？雖然，Goos 的研究中並沒有提到 Wenger (1998)的 COP 理論，但是，

若將 ZPD、ZPA、ZFM 和 IZ 的發展構念置於更廣的 COP 脈絡中來考量，亦是合

理的，因為，數學實習教師所處的實習學校社群便包括了兩類型的 COP。上述

研究同時顯示了一個重要的概念：當數學實習教師參與 COP 時，不僅身處的外

在環境(ZFM)會對她的知識與實務有所影響，同時，與社群中的成員互動中(Z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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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改變她的想法與作法，進而促使其個人的教學概念發展(ZPD)。 

 

第三節   本研究的詮釋性架構 

Munby, Russell, & Martin (2001)曾談到，教師的教學相關知識不僅深深地依

賴於教室脈絡，也在教學過程中展現和發展。此外，他們也談到教師知識特徵有

兩大主軸，分別是：會影響研究者從理論觀點來理解教師知識以及把研究者推向

一個更實作取向的知識概念研究。亦即，對教師教學知識的研究而言，除了要瞭

解教學知識本身以外，更要能夠在教室脈絡中，透過教學實作的過程，來理解他

們的教學知識發展。而 Carter (1990)的研究也同樣的凸顯出這樣的觀點，他區分

了教師的實務知識(teachers’ practical knowledge)和 PCnK，前者是屬於個人的

(personal)、情境的(situational)模式，而 PCnK 則是屬於正式的(formal)和建立在

專業(profession)聚集的知識上(引自 Munby et al., 2001)。因此，對於教師教學知

識的研究，必須同時去瞭解教學知識的內涵，以及教師在教學情境中如何透過教

學實作來發展自己的實務知識。 

 

此外，根據 Valsiner (1987)、Blanton et al. (2005)和 Goos (2005)的觀點，個人

的潛在發展(ZPD)會受到外力(ZPA)與環境(ZFM)的影響而變化。因此，數學實習

教師在學習教學過程中，她的數學教學知識不僅可能在教學實作中產生變遷，也

可能會受到輔導老師所創造的 ZPA 和 ZFM 影響，而影響的層面包含外在的教學

行為和內在的教學理念。若以學習者的身份來看待數學實習教師學習教數學的過

程，那麼，透過 Boaler (2002)的理論指出了學習身份、知識與實作之間的密切關

係。在學習教學的過程中，也應同時會影響其學習身份的發展和伴隨著教學信念

的產生(Thompson, 1992)。因此，數學實習教師的教學知識、身份與信念應該有

兩大發展的主軸，亦即，其實際課堂教學時所呈現的外顯行為，以及教學前後想

法或觀念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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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本研究的第一個目的是，想探討數學實習教師教學知識面向的遷移情形

及影響知識遷移的因素。這樣不僅需要觀察她們在實際課堂教學中對於數學教學

知識的理解情形，也必須要掌握她們如何在情境脈絡裡發展自己的教學知識？因

此，個人將其定義為教學相關知識的外部遷移，透過實習教師教學時的外顯教學

行為來觀察其教學知識的遷移。然而，這樣的外顯教學行為並不足以完全描寫教

學知識的變遷情形，因為不可忽略的是，可能影響她們知識發展的除了情境脈絡

以外，最為主要關鍵的人莫過於輔導老師。輔導老師的教學理念或是如何看待學

生的學習，也都有可能會連帶地影響實習教師對於數學教學知識內在思想和觀念

的變遷。因此，個人將其定義為教學相關知識的內部遷移。這也就呼應了第二個

研究目的，即探討數學實習教師與輔導教師的教學互動對實習教師教學知識面向

遷移的影響。也就是想了解，在輔導老師的指導之下，實習教師的教學思想與觀

念會如何影響其教學知識的遷移？ 

 

在這樣的研究目的與理論基礎之下，Wenger (1998)的 COP 學習理論提供了

一個背景脈絡，可以用來探討實習教師在實習學校的 COP 中，如何學習數學教

學的相關知識以及背後的身份與信念的發展和影響？再藉助 Vygotsky (1961)和

Valsiner (1987)的概念轉變理論，來探討數學實習教師受到 ZFM 和 ZPA 的影響之

下，其教學實作中的專業內涵(知識的內外部遷移)發展情形(ZPD)。因此，個人

試圖觀察：數學實習教師在實習學校的 COP 中，從一開始教學的初體驗，在課

堂教學實作、ZFM 和 ZPA 的影響下，如何調適與拓展自己的教學專業內涵的學

習軌跡。所以，個人即以 COP 為實習教師學習教數學的脈絡，專注於教學相關

知識內涵的變遷，如圖 2-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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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本研究的詮釋性架構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符號說明： 表示影響，

 

表示發展， 表示階段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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