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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說明： 

    由於六位個案與其輔導老師的資料量過於龐大，無法一一完整呈現於附錄

中，因此，在附錄一到附錄四內僅附上瑩瑩(A6)和她的輔導老師(M6)的資料。

其中轉譯資料部分，由於瑩瑩有多次的課堂教學影片轉譯以及返校訪談錄音轉

譯，因此，僅附上第四章研究結果中曾引用的教學單元和訪談內容。而其餘的

A1～A5 和 M1～M5 詳細資料請參見「職前中學數學教師教學信念和價值的評量

研究(3/3)」(金鈐，2007)和「中學數學教師專業發展指標之研究—子計畫五：

中學數學教師後設認知專業發展指標之研究(1/3)」(金鈐，2007)兩份完整的進

度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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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1）：「我的輔導老師」問卷 

「我的輔導老師」問卷 

 
這是一份調查實習輔導老師的輔導活動、教學活動及個人特質的研究問卷，它包括

(一)、(二)、(三)三個部分。如果需要，請自行調整每部分的列數或列高。請依你(妳)的
實際狀況填寫，謝謝你(妳)的協助。這些資料僅供本系學術研究之用，我們承諾妥善保

管絕不對外公開，而報導時亦以假名或代號稱之。 
 

計劃主持人 T1及所有研究成員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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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輔導活動紀錄表 

大概

日期 
輔導老師要求的事項或交代的工作 我的做法 輔導老師提供的協助 個人對此項要求或工作的心得或感受 補充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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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輔導老師的教學活動紀錄表(以單元的第一或第二節課為主) 

日期  班級  教學單元  

教學步驟與內容 教學目的或策略 補充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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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於輔導老師的輔導活動，請描述幾件令你印象深刻的輔導事件，包括內容及方式。 

 

 關於輔導老師的教學活動，請描述其個人的教學特色。 

 

 請描述輔導老師的個人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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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2)：A6的填答                              

「我的輔導老師」問卷-A6 

 (一) 輔導活動紀錄表 
大概

日期 
輔導老師要求的事項或交代的工作 我的做法 輔導老師提供的協助 個人對此項要求或工作的心得或感受 補充說明 

七月 
到 
十月 
 
 
 
 
 
 
 
十月

底 
 
 
 
 
 
 
 
 
 
 

導師班 201，老師說我偶爾去看看

就好，個人有個人的風格…… 
 
老師有把上課教材給我，要我先算

 
201 的專題研究老師說我想看可以

偶爾去看 
 
中間有帶學生去比賽，參加本屆的

TRML 競賽，學生拿到北區銅牌賞

 
 
 
有上一次 20 分鐘的教學練習給老

師看，練習試教。內容是克拉馬定

理，這部份教材恰好是老師帶班出

去玩時我應該會幫 220 上的部份。

老師有要求我要錄影，自己好作檢

討比對。並且老師對於版書以及教

師的儀態以及教材應該避開容易困

惑的地方都有給我指導‧ 
 

我就沒去看班了 
 
 
就算啊 
 
去看過一兩次 
 
 
就帶學生去比賽 
 
 
 
 
 
 
準備教案去上課 
 
 
 
 
 
 

 
 
 
老師提供講義 
 
給我看 orz….  
 
 
老師訂了車子跟便當，我

就負責把學生帶去帶回

來 
 
 
 
 
老師有講義，並且要教學

的部分就是之前練習試

教的單元 
 
 
 
 

沒要求所以很快樂的就在行政單位忙

東忙西？ 
 
沒啥感覺，就認真熟悉教材 
 
數學組只有七個人，她們之前在寫數

學作文，題目找的不好，作文之後開

始挑專題主題(題目我還不確定) 
 
學生很可愛啊，一路也不無聊，芯宇

有陪我去。 
 
 
 
很緊張的上完，老師給了我有關教材

應該避開會讓自己上來很麻煩的部

份，在事前就該安排好，要注意自己

的儀態，不要背對學生，也不要黑板

寫到蹲下去，覺得自己真的很弱，不

過會更加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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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月十

號 

 
跟課班 220，每一堂課我都會到，

段考後老師帶資優班去南部的三堂

課讓我上，兩堂檢討考卷，一堂進

度。上課的部分有錄影，指導老師

看過了有說我在版書上面有進步，

不過對於給時間思考的部份還缺乏

經驗。 
 
 
運動會老師沒有對我要求什麼，不

過我有主動去斑上問進場的事情，

並且跟同學ㄧ起進場，跟學生感覺

上親近了很多，第一次感覺到她們

對我這個外人其實不那麼陌生了 
 
 
 
 
 
協助桃園縣立同德國中的園遊數學

攤位 
 
 

 
前兩堂檢討段考

考卷，一堂進度，

就寫教案按著腳

本走 
 
 
 
 
 
 
 
 
 
 
 
 
 
 
 
上網路尋找相關

圖片配合這次的

活動並且把它製

作程活動素材 
 

 
使用老師的講義，並且有

綠影，在教學上老師有給

予應該在引導的地方時

間要花長一點，放慢一點

，眼光停留在學生身上要

久一點 
 
 
 
 
 
 
 
 
 
 
 
 
 
給了我一個投影片的遊

戲 

 
很緊張，不過上來很愉快，整個處在

一個莫名奇妙的興奮狀態，很慶幸有

圓滿落幕。對於老師說我有進步的地

方感到很高興，會繼續加油的!! 
 
 
 
 
 
 
 
 
 
 
 
 
 
 
 
應該不錯玩，小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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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輔導老師的教學活動紀錄表(以單元的第一或第二節課為主) 
日期 11/1 班級 220 教學單元 空間中的平面-講義 p32 

教學步驟與內容 教學目的或策略 補充說明 
課堂一開始閒聊後進入講義 p.32 ex4 求兩平面交點。 
唸完題目後先不直接切入運算，先提問[直線在平面上則如何呢？]接著就

拿講桌跟筆做實際例子，提醒出桌上的筆和桌面的法向量應為垂直，又提

問[垂直則如何?]停頓一下就接著說[內積等於零]. 
老師提醒同學，在我們現在使用的課本裡頭規定了零向量與任意向量垂

直，所以我們說，和平面垂直的向量，法向量，和平面上所有的向量(包
含零向量)都垂直，則內積等於零 
 
 
 
 
 
 
 
強調了兩平面交線的方向向量會和兩平面的法向量垂直，則內積等於零。

 
接著開始列式計算 ex4. 
 
設所求直線之一方向向量為(l,m,n) 
 2l-3m+4n=0 
 6l-9m+5n=0 
 
 l:m:n=  -3  4    4  2     2  -3     
               :       :           =3:2:0 
        -9  5    5  6     6  -9  

 
 
 
以實體例子強化學生概念 
 
 
 
 
 
 
 
強化垂直則內積為零之概念 
 
 
 
 
 
 
 
 
 
再度強化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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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方向向量為(3,2,0) 
已知方向向量，問學生如何找點。 
 
(令 x,y,z 其中一個為 0) 
令 z=0,    2x-3y=5 
           6x-9y=1 
  (此處有提問解為何，學生沒有回答出來) 
=>z=0 時無解 
  (提醒若失敗那就換一個令 0 就好) 
點(0,1,2)在交線上 
  X=0+3t 
  Y=1+2t  t 屬於 R 
  Z=2 
 
 
繼續進行下一題 
 
停下來給學生兩到三分鐘思考,中間老師分享了一些他們搬出遊的趣事做

為緩衝。 
 
p.35 例題一 
給定一平面與三直線對稱比例式，討論各直線與平面的交點 
(計算過程省略) 
老師在開始計算之前先與學生討論一平面與一直線的關係 
直線與平面要先討論相交不相交，不相交則平行，相交則有重合與交於一

點的狀況，在這邊老師跟學生分析了代數解法與幾何觀點下去用方向向量

與法向量去做的差異。 
如果用向量去看，那麼當內積為零時要討論平形或重合，比較麻煩，如果

(補充:我老師在我沒看到的課堂裡面教了她們使用

二皆行列式(外積)算出比例的公式，因為我沒看到

所以我不知道老師怎麼引導的。也不太確定老師到

底講了多少，不過可以確定的是大家都會用了而且

知道運算規則了) 
 
 
利用問答的方式加強學生的注意力與提升課堂參與

度 
 
 
讓同學學會處理不同的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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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將對稱比例式化成參數式，直接帶入檢查他的解，那麼無解則平行，唯

一解則交於一點，無限多組解則重合 
 
P.36 ex2 
給一平面，與一對稱比例式(其中 x 的方向向量為未知數),要討論何時直線

與平面垂直與何時平行。 
 
 
 
穿插了一點生活趣事，提了當年的 SARS，注意身體健康等等 
 
 
 
 
 
Ex3. 
給兩線(各為兩相異平面交線)，要證明兩線相交且垂直。 
先跟學生分析要先證明有交點才可以再去證明垂直，提醒出兩直線尚且存

在歪斜線的關係，並且強調，直線跟向量不同，他是不可以平移的。就算

他們的方向向量相互垂直也不代表兩直線垂直(有歪斜的可能) 
 
 
(這堂課差不多就這樣) 
 

 
 
 
 
 
 
 
提醒同學用不同觀點則有不同解法(皆可) 
但強化代數解比較清楚而安全的概念給學生 
並且訓練參數式帶入 
 
 
 
 
 
 
 
 
 
 
 
利用例題強化平面法向量和直線方向向量的關係，

並讓學生感覺只要知道直線跟平面怎樣去擺，就可

以解出所要的解 
 
等於是給還在思考的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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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關於輔導老師的輔導活動，請描述幾件令你印象深刻的輔導事件，包括內容及方式。 
針對導師班，如果有打掃不盡職的地方，老師會在上課的時候撥出一點時間來跟學生們說，強調出各個股長都應該負起責任的相關等等，

其他輔導活動我沒有接觸到。班上在教學參觀回來以後我有開始聽導師班的課，老師在班上會提到同學的體力不好，紀律不好，並拿以前

學長姐的優秀來跟她們提醒她們應該要更好。在課堂上會提醒同學要多努力，不要驕傲自滿(少數人) 

 關於輔導老師的教學活動，請描述其個人的教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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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行會

因應不同班級的需要而調整速度，快慢適中，一堂課通常會解 4-7 題不等，不會認為ㄧ堂課一定要上很多很多的題目，重點會不斷的提醒，

並且會用問與答的方式，把同學點起來，訓練她們表達。對於語言資優班上(社會組)採取分組制度，讓小組長去帶整個小組，同學間切磋

發展能力。在課堂進行很活潑，擅長舉例(例如說歪斜線，就會拿教室內可以看到的實例舉出)，在語調上也會有輕重緩急之分，很容易聽

出重點，班上上課都很愉快。老師經驗豐富讓他有足夠的自信去篩選題目，不會讓學生死在無盡的題目裡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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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D。 

請描述輔導老師的個人特質。 
率性認真，上課很認真，同學沒帶講義就出來打頭(雖然這樣不過學生都很開心也很愛老師) 
剛正不阿，我ㄧ開始去找老師，老師就跟我說我就作好我自己該做的，不需要刻意去討好或者打關係之類的 
不畏強權，在學校開會和行政或其他老師有相左的意見都會提出自己的看法 
不拖泥帶水，做事很乾脆，這個很難具體描述，不過老師就是很直接的人 
老師帶班認真，早自習都到，上課不遲到，對學生真心，所以即使他對學生的訓練嚴格學生也很愛老師 
眼光放的很遠，會要學生不要把自己侷限在班上在本校，以段考而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學了多少，而不是去比那ㄧ兩名，要學生知道眼光

要放長遠，要在每個階段都做好該做的，學習要完整以免未來回頭辛苦。 
老師很帥氣這一點我跟班上的學生都十分認同，笑起來很可愛，嚴肅中帶著一些可愛，讓人崇拜(我的描述有點怪啦，不過我超級敬愛崇拜

我老師就是)，在不少老師眼中我老師是很嚴肅的，不過老師在運動會進場的時候會願意配合學生的要求戴上翅膀經過司令台(旋即迅速拿

下)，可以看出他很疼愛學生，會願意為了讓學生開心做出小小讓步。 
老師對我很包容，給我很多鼓勵很少要求跟責難，我真的覺得老師對我很好，我很幸運也很榮幸，他就是會給人這種感覺的好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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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1)：A6第一次教學訪視影片轉譯 94.11.15 

*********************************************************************** 
A6 第一次教學訪視影片轉譯 

*********************************************************************** 
單元：二階行列式的性質 
時間：94/11/15 
個案：A6 
 
轉譯內容： 
A6：我們在很古老之前嘛!就在 xx 跑出去玩的那一堂課，我們就已經講過了。二元一次方程

組的克拉瑪公式解，對!然後我們裡面有提到二階行列式的運算，那個時候定義的運算，

然後，在這裡嘛!如果呢!我有一個二階行列式 dc
ba

，那我們定義他的運算，是很像一個

交叉相乘這樣子，好!我們定義他是 ad-bc 嘛!這是我們定義的運算，然後呢!我們之前在空

間中的平面呀!我們要求平面呀!外積公式呀!.我們拿出來偷偷用過對不對，那今天在課堂

最後呢!我們可以，應該中間吧!會企圖去證明他一下這樣子，大家不要緊張，我不會考你

這種東西，不過過程是大家…，大家今天好安靜唷!好來!我們先來看一下我們今天主要要

討論的東西是二階行列式的性質，二階行列式的性質呢!來!看講義，第一點，行列互換其

值不變，在講行列互換其值不變之前呢!我們要知道什麼是行，什麼是列嘛!對不對!這個東

西，這是行還是列?好來 5 號!請問你，a、b 是行還是列? 
S1：列! 
A6：列嗎?15 號，a、b 是行還是列? 
S2：行? 
A6：行!25 號，來!a、b 到底是行還是列呢? 
S3：列 
A6：好!兩票是列嘛!所以它是列好不好，好來請坐下，好!16 號，請告訴我，它的第一行是什

麼? 
S4：…..(不清楚) 
A6：a、c 很好，請坐下，所以大家在要算之前呢!要知道他的性質之前呢!總要知道什麼是行

什麼是列，我們等一下在提互換的時候，你才知道我們換的是什麼東西，好來我們來看第

一點，行列互換其值不變，什麼是行列互換，就是我把我的列跟行對換嘛!所以第一個，

我們來檢查，行列互換是不是真的其值不變，我原本是 dc
ba

嘛!然後呢!經由我們的定義，

他應該要是 ad-bc，然後我們如果把它行列互換的話，他應該要變怎麼樣?是不是行列互

換，所以我的列就要換成行，a、b，b 然後這邊變成 c、d 嘛!(在黑板上寫下 db
ca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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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一樣做一個交叉相乘，所以出現的應該要是 ad-bc，發現樓上跟樓下長的一樣嘛!好!所以

我們證明了行列互換其值不變，對不對! 
A6：好!再來第二個，任一兩行兩列對調，其值變號，什麼叫兩行兩列對調?兩行兩列對調呢!

就是說，今天我把 dc
ba

做了一個對調的動作，怎麼樣對調呢!我把 a、b 放到樓下，c、d

放到樓上，這樣對調嘛!那我們來看一下，經由一定的運算，樓上是 ad-bc，樓下呢!是 bc-ad
嘛!好!比較這兩個行列式的值，你會發現樓上跟樓下很明顯差了一個負號嘛!對不對!所以

我知道兩列互換，其值負號嘛!變號，那如果是兩行呢!兩行的話，一樣，我把 dc
ba

去做

一個對換，換成什麼，對調過來應該是 cd
ab

，好來!26 號，告訴我，樓上是什麼? 

S5：ad-bc 
A6：很好!ad-bc，坐下!7 號，樓下呢!是多少? 
S6：bc-ad 
A6：bc-ad，很好!請坐下!好來!所以 17 號，請告訴我樓上跟樓下這兩行的關係是什麼? 
S7：樓下是樓上的負 
A6：所以我知道他們兩個人其實相差一個負號嘛!只要呢我把樓下的，如果我加上一個負

號!-(bc-ad)的話，我可以換成-bc+ad，經過轉換以後，他其實就是 ad-bc 嘛!所以我知道樓

上跟樓下這兩個人呢!他們是差一個負號，可以嗎!  
A6：(邊講邊擦黑板，把剛剛講的第 2 性質擦掉)所以我們擁有第二個性質，行列互換，其值

變號唷!對!大家經由今天的模式就知道嘛!後面的 8 號也要注意了，隨時準備被我叫起來了

嘛!對不對!緊張!今天應該 35 個會被叫起來吧! 
A6：然後再來第三點，任一行列可以提出同一數，好!這什麼意思，任一行列可以提出同一數，

就是說呢!假設今天我是 dc
ba

2
2

，我可以提出同一數，好!講義上這樣寫嘛!那我還不知道

他怎麼提呀!對不對!可是我可以先經由我定義的運算下去算它，所以我這邊一樣做一個交

叉嘛!那我可以算出他是 2ad-2bc 對不對!在我們小小的生活經驗當中我知道，我可以把 2
提出來，後面應該要是 ad-bc 嘛!那同學應該有發現這個 2 是不是這邊跟這邊都有 2，所以

其實我們是提出怎麼樣，提出了這一行的 2 嘛! 

A6：那再來是不是同樣的我們來看看列是不是也可以這樣做，如果呢我今天這裡是 dc
ba 22

，

其實我們情感上已經知道了，我是要提 2 嘛!對不對!不過呢!我們還是經過我們的運算去檢

查他一下，他一樣是 2ad-2bc，那同樣的，我們是不是一樣可以提出 2，後面是(ad-bc)，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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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把它還原，那他就是兩倍的，怎麼樣 2 dc
ba

就長這樣子嘛!所以我在這邊一樣提出了

2 對不對!所以我現在知道了，如果說我這邊長的一樣係數我可以把他提出來嘛!然後這邊

如果係數一樣，就是同一行，我可以提出公因數的話，那我可以一起把他拿出來，我就可

以簡化我行列式的運算 
A6：怎麼樣說可以簡化呢!我們來看一個血淋淋的例子，什麼叫血淋淋的例子，如果呀!今天

我要你算，既然要血淋淋嘛!對不對!ㄟ豆!8 號!8 號你生日幾月幾號! 
S8：9 月 23 

A6：9 月 23，好!大家恨他一下，因為這數字真的很醜，好來!所以變成 db
ca

239
239

，那，可以

坐下了!後面那一個!19 號!好來!我這邊我經過我的運算，我應該要長成什麼樣子? 
S9：207 
A6：喔!迅速喔!207，207 的? 
S9：…(回答中) 

A6：207 dc
ba

嘛!  

A6：所以如果我 abcd 有…的話，是不是很快可以算完!很好!沒有中計嘛!沒有在那裡

cbda 239239 ×−× 嘛!對!好!所以我知道，他提出來是什麼!他是把 9 跟 23 提出來! 239× 是

207 嘛!然後呢!行列式剩下來 dc
ba

直接搬過來嘛!你們以為這樣就完了嗎?沒有!痛苦的還

在後面對不對!今天我們既然行列都可以提的話，那如果我把這個題目換成，換成什麼好

呢!這時候就知道 29 號就要請注意啦!好來!29 號!有沒有 29 號!29 號你生日幾號? 
S10：8 月 15 
A6：8 月 15，還是很大齁，感覺起來還是很大，好!如果說這裡改成 8，然後這邊是 15，然後

樓上是不用太大，30 就好了，然後樓下這邊是，多少好呢?20(在黑板上寫下 dc
ba

1520
308

)，

好來!你要怎麼簡化你的行列式，你要怎麼提? 
S10：………(沒回答) 
A6：樓上這一行 
S10：提出 4 
A6：這是什麼?(指著 8a 跟 30b) 
S10：列 
A6：嘿對!所以你要提列還是行? 
S10：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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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好!第一行對不對!你要提出多少? 
S10：4 
A6：提出 4，然後呢? 
S10：然後第 2 行 
A6：第 2 行 
S10：提 15 
A6：所以你目前剩下什麼? 
S10：上面是 2a 
A6：上面是 2a，樓下是? 
S10：5b 
A6：這邊? 
S10：2c 
A6：2c，下面是 
S10：d 
A6：d，很好!所以繼續做嘛!前面乘出來是 60 對不對!那樓上這邊還可不可以提，可以嗎?可以

嘛!好!坐下!10 號，請問你我繼續提可以提什麼? 
S11：提 2 
A6：提 2 嘛!所以我可以把 2 提出來，跟前面乘完以後，係數應該是? 
S11：120 
A6：120，所以後面會剩下? 
S11：a、c、5b、d 

A6：(在黑板上寫下 120 db
ca

5 )，那我們這樣當然可以完成我們的運算，他就是 120，xx 請坐

下!120(ad-5bc)嘛!這樣當然可以算嘛!可以嘛!大家行列值的很快樂齁，好!所以我知道任一

行任一列可以提出同一數 
A6：再來第四，任一兩行列成比例的時候，其值為 0 嘛!對不對!兩行列成比例的時候，其值

為 0，剛剛講到幾號，10 號!所以大家都知道 20 號要準備了嘛!對不對!好!今天呀!我知道，

如果我們要成比例的話，我可以是一個 a、b，成比例我可以令 t 嘛!(在黑板上寫下 btat
ba

)

好!其值為 0，為什麼其值會為 0 呢?20 號! 
S12：因為 abt-abt=0 
A6：好!因為 abt-abt=0 嘛!對不對!其實這裡有另外一個看法，我們也可以把 t 提出來嘛!剛學的!

你是對的阿!不要緊張!你是對的!我們可以把 t 提出來，樓上是 a、b，樓下是 a、b，我一

樣可以得到 t 倍的什麼 ab-ab 是 0，一樣是 0 嘛!那再來，再來是換 30 號了!這裡是(在黑板

上寫下 bbt
aat

)，這怎麼樣，兩行成比例嘛!對不對!..號!好來!這邊這怎麼算! 

S13：…(回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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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提出來，所以還是..?很好!請坐下!對!其實，就很快樂嘛!對不對!(在黑板上寫下 t bb
aa

) 

A6：所以我們現在知道任兩行或者是兩列成比例的時候，它的值會是 0 嘛!不過這邊有一個偷

偷的東西要稍微注意一下，這裡 0≠t ，嗎?來問一下有沒有需要加這個?有沒有需要加這個?

楊為旭!我們以前在做參數式的時候，我們每一次就會說阿! Rt ∈ ，t 要怎麼樣，這邊的 t

有什麼性質嗎?它需要不等於 0 或者是 Rt ∈ 嗎?有需要做這樣的註記嗎? 

S14：(回答中) 
A6：不需要嘛!好來!為什麼? 
S14：(沒有回答) 
A6：好沒有人要來拯救他，好!班長!好可憐，號碼跟班長同樣的身分的時候，我有需要做哪

一種註記嗎? 
S：應該不用 
A6：應該不用吧!為什麼? 
S：(回答中) 
A6：對!因為不管今天 t 什麼東西，我們討論的 a、b、c、d，我們目前討論的都是實數嘛!對不

對!不管你題目是什麼，然後其實我們經過這樣子的運算，我們..他出來，後面這一坨都還

是 0 嘛!，對不對!所以只要任兩行列成比例的時候，我一定可以得到他的行列式值就是 0，
好!請坐下!大家不要覺得班長被叫起來很開心的樣子!好來!下一個是什麼?將任一行的 k 倍

加到另一行列，其值不變唷!(擦黑板)，如果我樓上是 a、b，樓下是 c+ak，d+bk，就是我

把這一列加了 k 倍到樓下去嘛!他會跟原本的 dc
ba

一樣嗎?對!我們要做這件事!2 號!運氣

很好阿!站起來兩次對不對!等一下應該讓你上台來露臉一下，好來!我們這邊，他們兩個會

一樣嗎?我們做什麼事情，我們把樓上這一列加了 k 倍到樓下嘛!就長成這個樣子，我們現

在想要知道，這兩行列式值會不會相同，對!好!那請問你，他們會相同嗎?或者是不會相同

的話，我們應該要怎麼樣驗證它 
S15：會相同 
A6：他們怎樣，會相同，會相同好!，你怎樣知道他們會相同，不要跟我講因為講義上這樣寫

所以他就相同，我們可以企圖去驗證他!對不對!好!你告訴我，我要怎麼驗?就..跟他拼了! 
S15：沒有!或拆開 
A6：拆開?有人把第六點直接跳過來講了，跳過來拿出來用了 
S15：要不然… 
A6：好!其實直接把它拆開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嘛!對不對!我們在第六點的地方會提到，那再

我們還沒學第六點之前，我們就安分守己的跟他拼了嘛!對不對!所以一樣經過運算，好!
為勳你坐下!我們來算它嘛!這邊經過一個交叉相乘，我會得到它是 a(d+bk)-b(c+ak)，那我

可以得到什麼?把括號展開，是(ad+abk)-(bc+abk)，然後呢!明眼人這時候可以發現有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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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醜的東西先消掉嘛!對不對!12 號!什麼東西可以消掉呢? 
S16：abk 
A6：abk 幹得好!來!很快樂的把它消掉嘛!對不對!所以我剩下 ad-bc，很快樂的發現這邊也是

ad-bc 嘛!所以我們確定囉!我們把任一列加上 k 倍到另外一列去的時候，他的值跟原本是一

樣的，所以列檢查完了，要檢查行，對!所以要檢查行!2 號應該結束了齁! 

A6：(更改題目為 ckdc
akba

+
+

)請問你，相等嗎?3 號!好!來!3 號請告訴我 

S17：會! 
A6：會!很好，會嘛!這樣就坐下來了!你以為我不會叫你上來做嗎?上來!(全班笑~)  
(S17 上台解題，A16 與他對話) 
A6：怎樣做?跟他拼了嗎?請開始，就跟他拼了吧! 
(S17 解題中) 
A6：大家不要樓下熱鬧的看戲唷!自己要知道怎麼算出來的喔! 
(S17 解完) 
A6：喔!就這樣結束了!很好!大家掌聲鼓勵(全班鼓掌!) 
A6：經過一個運算，我們可以得到 ad+ack，他已經先把括號拆開來了，去減掉，這邊也是一

個很優秀的拆開嘛!符號….，請大家永遠不要忘記負號的東西在括號裡面，然後呢! 一樣

帥氣的，就是該殺掉就殺掉嘛!剩下的 ad-bc，跟這邊的行列式值很明顯的會是一樣的，所

以我現在知道了，任意兩行或者是兩列，我把它加到另外一個人那邊去的時候，怎麼樣?
我的值跟原本是一樣嘛! 

A6：好!所以既然如此的話呢!請大家看一下練習題的第一題，類題那一題齁!看起來有點醜嘛!
對不對!那一題怎麼樣?好來!請 4 號準備唷!趕快算一下喔!(將題目抄在黑板上

θθθθ
θθ
cos2sincossin2

sincos
+−+

−

)，好!現在要算它!好!我們雖然還沒有講第六點性質，可是

我們前面已經學會了什麼?我現在講完第五點拉下來一定是要偷偷用第五點嘛!對不對!將
這一行或者是這一列的 k 倍跑到另一行列去的時候，他跟原本的值是一樣的嘛!在我企圖

簡化他的時候，怎麼樣?我是不是看到，誰可以把他拿掉嘛!它可以跟另外的，比較簡單的

行列式值是相同的，所以，4 號!站起來!請告訴我，我既然企圖去把某一些東西消失掉，

那我現在可以把誰消失掉 

S18：第 2 列的 θcos  

A6：還有? 

S18：還有 θsin−  

A6：這邊嘛! θsin− ，好!謝謝!請坐下!為什麼可以消失呢?因為我們發現呢?他直接把它加到

樓下來嘛!對不對!所以其實在這個地方呢!我是可以直接把它槓掉的，它會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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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θ
θθ

cos2sin2
sincos −

，那後面怎麼樣，快樂的發現有 2 嘛!2 可以把他提出來!在經過我一定的運

算，就可以求出這個行列式的值嘛!所以 15 號!繞一圈回來了對不對!不要哭喔!好來!請告

訴我!答案是多少 
S19：2 
A6：2，對!好!你怎麼算的! 
S19：(回答中) 
A6：就直接跟他拼了 
S19：恩! 

A6：所以呢!我們這位美女呢選這方式是直接跟他拼了!會得到 θθ 22 sin2cos2 + ，對不對!，然

後呢!然後把 2 提出來剩下 θθ 22 sincos + ，然後我知道這個地方是 1 嘛!所以我可以得到我

們值是 2 嘛!很好!請坐下! 
A6：所以相信大家應該已經知道為什麼這一個公式這麼好用!不然你想一想，好!我要把這一

坨有夠醜，如果我要真的要把它展開的話，他什麼 θcos ， θθ sincos ×− ，然後再來給他

兩倍，很醜嘛!所以大家一定要擅用我們行列式性質，可以簡化我們的運算過程，好!再來

是第六點嘛!剛威居原本很快樂想直接用我的第六點嘛!對不對!好!第六點!好第六點的

話，是怎麼樣!好!他等於是說，我們是不是把一個行列式把它拆開，對不對!他為什麼可以

拆開呢!(在黑板上抄下題目 fdec
ba
++ )，題目呀!就是我們…告訴我，我可以把它拆成

fe
ba

dc
ba
+

，那情感上我們覺得這好像是一個..的東西嘛!對不對!然後那我們一樣要做

驗證嘛!那我們要怎麼樣去驗證他呢!來威居，不是剛剛很快樂的用了嗎?上來!這邊交給你

啦!快!樓下的!也要稍微的自己做一下唷!看怎麼做 
(S15 上台) 
A6：對!就直接跟他拼了嘛!吼~衝! 
(將 S15 寫的唸出來) 
A6：ad+af-bc-be=(ad-bc)+(af-be)，所以，威居好敬業唷!實在是太敬業了!他準備把它全部寫完

了! fe
ba

dc
ba
+

，很好!謝謝!大家掌聲鼓勵一下!好!威居你這樣寫很好!不過如果這是一

個標準的證明題的話，可能會給你錯!為什麼呢?因為這裡沒有等號，因為你不是企圖證明

這個東西等於這個東西，然後哇拉哇拉轟轟轟走下去嗎?對不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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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不過我情感上知道威居很棒嘛!他寫的是對的，所以我知道我我可以怎麼樣，樓下這邊有

兩個都是加的嘛!我可以把它拆開，對!這樣子的東西，有什麼好處呢!就是說我們一樣可

以，我們這邊如果是直接算，他今天 abcdef 感覺上它是一個很簡單的代數嘛!如果他今天

是一個很醜的數字，也許它可能會是一個什麼 2 啊!加 17 或者是這樣子的東西，我就可

以把很漂亮的東西，我可以把整數丟一邊，我可以把….. 
[換片] 

[在黑板上寫下題目，例 1.
3=

dc
ba

，求

?
26

3
=

−
cd
ab

] 

A6：好來!例題一，請大家看這邊，我順便問一下，沒算出來的請舉手![現場無人舉手]大家好

有勇氣，都不..舉手被我叫上來耶!真是太棒了!眼看大家都算出來了嘛!對不對所以我們可

以發現，經由我剛剛的故事，我知道，我企圖讓我們所求的東西跟他產生一個很直接的關

係嘛!那怎麼樣?就發現我們可以先提出相同的數，很明顯，在這一行[指著 3b、6d 那一行]，
我可以提出什麼呢?19 號!我剛剛沒有叫到對不對!好來!19 號，這裡可以提多少? 

S20：3 
A6：這邊可以提 3，好!偷偷標一下，這邊可以提 3，然後還有哪裡可以提呢? 
S20：(回答中) 
A6：下面，下面這一列[指著 6d、2c 那一列]，我可以提 2 嘛!好!所以，好!所以提出來會變成

什麼東西呢?好!可以請坐下!我在這邊提出 3 這邊提出 2 以後，很明顯我這邊會剩下

cd
ab −

，好!發現，我們所求的跟題目所給的還差一點點嘛!差那裡一點點呢?很明顯呀!

是不是很明顯呀!29 號!又是你!好!讚!來!我們差在哪裡? 
S21：就是第一行 
A6：第一行? 
S21：(回答中) 
A6：互換，加個負號，很好嘛! 
S21：(回答中) 
A6：再把-a 跟 c 提一個負號 
S21：就變成 a 跟-c 

沒
有
等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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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所以，好!懿芳請坐下!懿芳做的事情呢!就是說，因為很明顯，我們的原本題目所給的東

西，它 a、c 是在前面嘛!對不對!現在跑到後面了，我們就先有一個交換，怎麼樣，互換其

實變負號嘛!把它換過來，然後發現負號是跟在 c 這邊的，所以我再提出一個負號，可以

讓它的負號換邊，所以繼續走，這邊會怎麼樣呢?6(-1) dc
ba−

，我這邊做什麼事情，我是

不是把這邊第一行跟第二行做一個對調 [畫雙箭號]，所以我提出一個-1 嘛!然後我知道我

跟題目的所求，我的 a 跟-c 是不是還差一個負號，所以我再提出一個負號，我可以走到 6

倍的，因為這裡再提出一個負號，兩個負號是不是相消，所以我會回到，這邊是 dc
ba

− ，

那怎麼樣，快樂的帶入嘛!對不對!我知道按照原先給我的，這一整坨呢!是 3 嘛!所以 6×
3=18，我就可以得到這一個題目的解 

A6：那例題一有沒有別的做法，其實有嘛!在我們不知道這些性質的時候，我們是不是打開，

跟他拼了!好!我就快樂的跟他拼了!就衝嘛!對不對!我可以衝出什麼，好!衝的事情我來做就

好了!請大家不要…，我可以怎麼做，我是不是可以先交叉，我可以做到 6bc，去負負得正

加上 6ad，它會把 6 提出來，剩下 bc+ad 嘛!然後原來的這邊，我把它直接做運算，可以得

到 ad+bc=3，所以很明顯的發現，我這邊，我可以直接做一個代入的動作，我一樣可以得

到 18，感覺上好像直接拼，在這一題來說也是很簡單的嘛!對不對!可是我剛剛說過了，我

們現在做的是比較簡單的代數符號運算，以後如果這個數變很醜很醜，例如說一堆分數呀!

例如說 248
167

呀!這種東西的話，那可能就很，所以我們要學習怎麼樣去提出我們要提的東

西把它變成題目所給的提示嘛! 
A6：好!再來看例題 2，例題 2，一堆 p 呀!q 呀!那…很明顯，我覺得上來的，號碼都被我叫完

了，所以等一下抽籤!看到我們小杰小小的皺一下眉頭，真是，太讓人緊張的一件事情 

[在黑板上抄題目，例 2：
p

dc
ba
=

，
q

fe
ba
=

 

(1)
=

dc
ba

      (2)
=

++ fdec
ba

    (3)
=

dc
ba

34
34

   (4)
=

++ fdec
ba
33

22

  ] 

A6：[抽籤]來!28 號!來!美美請告訴我，第一題會是什麼? 
S22：(回答中) 
A6：會是 p，為什麼?因為我知道他跟樓上其實是怎麼樣?做一個行列互換的動作嘛!行列互換，

其值不變 
S：沒有阿!一模一樣呀![學生此起彼落的回應著] 

A6：對不起!我錯了!是我講義打錯了嗎?[更改第一小題題目為 db
ca

]好!再一次! OK!好來!這個

地方它應該是怎樣?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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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2：(回答中) 
A6：還是 p，為什麼它還是 p 呢?因為行列互換，其值不變嘛!喔!我快哭出來了!好!請坐下!好

來!再來第 2 個，6 號!來!這邊這個，應該等於多少? 
S23：等於 p+q 
A6：等於 p+q，來!為什麼等於 p+q? 
S23：就是那個代最後一個性質把它展開 

A6：恩!利用第六個性質把它拆開嘛!拆成 fe
ba

dc
ba
+

，求….p 跟 q 嘛!很好!再來!第三個，

帶著籤桶好一點!29 號!清風你今天籤運不錯喔!好來!那這邊這一個呢? 
S10：12p 
A6：12p，原因是? 
S10：(回答中) 
A6：好!我在這邊可以提出 4，在這邊可以提出 3，4×3=12，所以我得到 12p 嘛!很好!請坐下!1

號!1 號小感冒，來!這邊這個，會是多少? 
S24：2p+6q 
A6：2p+6q，很好!那你 2p+6q 怎麼來的! 
S24：算的 
A6：算來的!你是跟他拼了嗎? 
S24：沒有呀!我有提呀! 
A6：你有提? 
S24：對呀! 
A6：你先提什麼? 
S24：我很笨啦!我先拆開來 
A6：你先拆開，不會呀!拆開很優秀呀!怎麼會笨!(全班笑)，先把它拆開，所以你拆成

fe
ba

dc
ba

33
2222

+
，把它拆開嘛! 

S24：對呀! 
A6：然後? 
S24：再把 a、b 那個 2 提出來 
A6：把 2 提出來!就得到 2p，然後後面這邊? 
S24：然後把 2 跟 3 提出來 
A6：把 2 跟 3 提出來，得到 6q 嘛!很好!請坐下!謝謝!有沒有人跟他算法是不一樣的?大家算法

都一樣?所以語資班的小朋友都很乖巧，大家都率先把它拆開來然後再做，其實這邊有一

個比較快的方式是，我可以先把樓上的 2 提出來嘛!然後再拆開，其實都可以呀!對不對!
只要大家記得自己做到哪裡，不要忘記做到哪裡這就可以了!好! 

A6：然後還有第 5 個，第 5 個是[抄題目]3a、3b，看到 3a、3b 就有 3 可以提嘛!好!30 號!終於

輪到你了喔!剛剛被我跳過嘛!吼~ 
S25：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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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為什麼是 6p? 
S25：就.. 
A6：就… 
S25：a 跟 b 先删掉 
A6：a 跟 b 先删掉，快樂的先把它删掉，因為我知道這邊這個 a 跟樓上這個，跟這個 b 呢!它

們等於是把 3a 跟 3b 做 3
1
加過來嘛!對不對!所以既然一樣，我快樂的把他槓掉，然後呢? 

S25：….就是上列跟下列分別提出 3 跟 2 
A6：上列跟下列分別提出 3 跟 2，喔!好感動喔!終於有人說出上列跟下列了呢!好!提出 3 跟 2

我可以得到 6 嘛!對不對!剩下的部分對應到的是 p 所以我得到的是 6p，很好!謝謝!請坐下!  
A6：好!既然例題講完了，就來到今天的重頭戲啦!請大家看看動動腦! 

還好!勉勉強強的來得及，那在於動動腦的部分呢!為了讓我們的符號統一，我先定喔!平面

E 的法向量，設它的其中一個法向量呢!是(A,B,C)，選擇大寫的原因是因為我等一下設它

的方向向量的部分就是兩個，恩!邊上的，……的地方我會想要用 ),,( 111 cba ， ),,( 222 cba ，

然後第 2 個，然後呢!令 ),,( 1111 cbal = ， ),,( 2222 cbal = ，然後呢! 1l 不平行 2l ， 1l 、 2l 為平

面 E 上的向量，為了讓等一下我們運算，大家有共識，所以我們先訂一下..，其實這部分

我們在之前呀!空間中那邊呀!就已經直接把公式拿出來用了嘛!對不對!可是其實我們並沒

有證明是因為呢!我們在還沒有學行列式性質呀!在還沒有跟克拉瑪有好關係之前，是不會

先去證明他的，那現在都學到了嘛!就可以來嘗試努力一下![在黑板上畫圖] 

 

A6：好!那從我們前面所學，我們知道，平面上的任意向量跟他的法向量會垂直嘛!內積等於 0

嘛!所以我們可以得到，因為 1ln ⊥ 且 2ln ⊥ ，所以我可以得到第一個，聯立式，可以得到

什麼呢?因為我知道兩向量垂直，則內積等於 0，我就把 1l 跟n做一個內積，把 2l 跟n做一

個內積，值都會是 0，所以我可以得到 ⎩
⎨
⎧

=++
=++

0
0

222

111

CcBbAa
CcBbAa

嘛!我可以得到這兩個式子 

A6：好!那我剛剛已經有說過，…利用怎麼樣克拉瑪嘛!那克拉瑪是怎麼樣?克拉瑪是用，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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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二元一次聯立方程式嘛!然後這邊看到是ㄟ我有 3 元耶!那怎麼辦?其實我可以假令他其

中一元丟過去，先把它當成常數下去做，又回到我們熟悉的二元一次聯立方程式，那在這

邊有一個前提唷!你怎麼知道要丟誰呢?我萬一亂丟亂丟丟出來，突然不能算，因為我們知

道我們在做克拉瑪的時候，我們底下是不是 Δ
Δ x

或 Δ

Δ y

，我的△要怎麼樣才能用公式解，

是不是 0≠Δ 的時候，我才這樣子拿出來算嘛!所以我們前面有個前提 1l 不平行 2l 的原因就

是因為，只要 1l 不平行 2l ，我的兩個向量，怎麼樣，就不會全部都是 0，我指的是，因為

1l 不平行 2l ，所以 22

11

ba
ba

， 22

11

cb
cb

， 22

11

ac
ac

不全為 0，就是經過 1l 不平行 2l ，我可以保

證這件事情嘛!這樣子我才能夠利用克拉瑪去做出我想要做的東西，可以嗎?我們今天的目

標是什麼?我希望可以求出 a：b：c 是三個行列式的比嘛!好!所以呢!我現在可以假令它是

22

11

ba
ba

這個不為 0!好嗎?如果他是不為 0 的話，那我就可以先把 Cc1 跟 Cc2 丟到方程式的

另外一邊，先把它當成常數項 

A6：所以接下來怎麼走呢?我可以走過來變成 ⎩
⎨
⎧

−=+
−=+

CcBbAa
CcBbAa

222

111

，在這邊我是假設，

0
22

11 ≠
ba
ba

的情況，如果說

0
22

11 =
ba
ba

的話，我至少可以選擇 22

11

cb
cb

或是選擇 22

11

ac
ac

，對!因為我們

知道用克拉瑪的話會用到分母嘛!我不希望分母產生等於 0 的狀況，所以我先假令是[指著

0
22

11 ≠
ba
ba

]這種狀況，那如果今天我是解 

a、b，利用克拉瑪，我的△是不是就應該要等於 22

11

ba
ba

，因為我剛剛為了避免我們的困

擾，所以我已經限定它不等於 0 了，再來 xΔ 是不是就是很帥氣的直接把它帶進去，因為

我現在假設 c 是常數，所以我就把他帶進去[在黑板上寫下 22

11

bCc
bCc

x −
−

=Δ
]，然後呢!從我

們前面學的行列式性質，我可以提出-C，然後會剩下 22

11

bc
bc

，同樣的， yΔ
也可以帶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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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
Cca
Cca

22

11

−
−

，一樣，我可以提出-C，我後面會有 22

11

ca
ca

，我們這邊用的是 A 跟 B，

所以我△這邊寫 A 跟 B[將 xΔ 、 yΔ
改成 AΔ 和 BΔ ]那麼怎麼樣呢?我知道，我的 A 可以表示

成 Δ
Δ A

，B 可以表示成 Δ

Δ B

嘛! 

 

A6：我可以寫出我的 A、B、C 會長什麼樣子?所以我的 A、B、C 可以長成..，版面不太夠用，

好啦!直接 A：B：C，會等於什麼呢?今天我知道這邊有 C，這邊有 C 嘛! A：B：C，A 我

可以換成，完了完了!我這邊會被逼死! 22

11

ba
ba

，然後樓上會是 22

11

ba
ba

C−
去比上

22

11

ba
ba

，樓上會是一樣是 22

11

ca
ca

C−
比上 1 嘛!對不起!是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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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好!那這地方，我繼續做!它們的比例會變的怎麼樣?，我是不是都有 C，我可以把 C 消掉，

這裡剩下 1 嘛!然後我可以把 22

11

ba
ba

同乘，所以我的比例會變成 22

11

bc
bc

然後是負的，那負

的我直接在這個地方，我把他做一個兩行的交換，就可以把負號消掉[將- 22

11

bc
bc

擦掉，改

成 22

11

cb
cb

]，所以是 22

11

cb
cb

比上，我這邊一樣把負號放進去，我可以得到 22

11

bc
bc

比上這

邊是 22

11

ba
ba

，那我們這邊就求出 A：B：C 應該要是這三個行列式[在黑板上寫下

22

11

22

11

22

11 ::
ba
ba

bc
bc

cb
cb

] 

S：(同學舉手更正) 

A6：喔!應該是 22

11

22

11

22

11 ::
ba
ba

ac
ac

cb
cb

，就可以求出 A：B：C 應該是這三個行列式的，可

以嗎?這其實我們之前就用的，只是我們沒有去證明他，可以喔!好!那大家先下課! 
(全班鼓掌) 

版
面
明
顯
不
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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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2)：A6第二次教學訪視影片轉譯 95.4.25 

*********************************************************************** 
A6 第二次教學訪視影片轉譯 

*********************************************************************** 
單元：二項式定理 
時間：95/4/25 
個案：A6 
 
轉譯內容： 
A6：那大家知道今天學校發生一件很大的事情 
S：….(一陣騷動)什麼事? 
A6：今天學務處遭小偷 
S：唔!(驚嘆聲!) 
A6：凌晨四點的時候，學務處掉了三台 NOT..，三台影印機跟一台…，對!所以大家不要以為

有鐵窗就是安全的，大家還是要把.. 
A6：來!把講義拿出來!然後啊!今天呀!我們教授又再度來到班上了，然後歡迎大家.. 
S：(全班鼓掌) 
A6：好!我們今天要講的是二項式定理嘛!有沒有人有預習? 
S：(偷笑~~) 
A6：真的沒有?真的嗎?其實二項式定理不用預習呀!為什麼?因為二項式定理你只要會乘法，

你就會了，對!為什麼這樣說呢!因為呢所謂的二項式定理呢!我們是想要知道，當 Nn∈ 的

時候，
nyx )( + 展開式，其實二項式定理是在討論，我們是想要知道這件事情，那其實這

個呢!我們在以前就學過，當 n=1，n=2 或 n=3 的狀況嘛!然後在我們之前是不是學重複組

合還有不盡相異物的排列的時候，我們都有提過類似的東西嘛!那我們今天先來看一下，

首先
nyx )( + 應該有幾項?15 號! 

nyx )( + 的展開式應該有幾項?有幾個不同類型的，總共幾

項呀?只要告訴我總共幾項? 
S1：(沒有回答) 

A6：(在黑板寫)首先，我知道 yxyx +=+ 1)( 嘛!這兩項嘛!那
2)( yx + 是

22 2 yxyx ++ 這樣是三

項嘛!那…應該有幾項?【指著
nyx )( + 問】 

S1： 
A16：n+1 項!對呀!沒錯!就是我們總共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們應該要有 n+1 項，再來我們應該

要有哪 n+1 項?我們的
nyx )( + 的展開式，每一項它應該要長成什麼樣子?它是不是應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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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成
ba yx ，就每一個獨立項嘛!那 a 跟 b 有什麼條件?【學生沒有回應】快!我有聽到，a+b

怎麼樣? 
S： 
A6：a+b=n，然後呢?還有沒有?除了 a+b=n 之外，還有沒有?a 跟 b 必須要是什麼? 
S：整數…. 
A6：整數還是正整數?非負整數? 
S：非負整數 

A6：對!非負整數，因為我的 a 跟 b 應該要屬於{ }n,.....2,1,0 這裡面嘛!好!所以!我是不是可以把

ba yx 把它做一個調整，我可以看成它應該要是
bbn yx −
 

S：老師… 
A6：你說這個嗎? 
S：字可以寫大一點 
A6：字可以寫大一點! 好!你是說上面的這個上標還是全部? 
S：字有點小! 

A6：字有點小!好!接下來寫大一點!【將
bbn yx −
改成比較大的字】，反正呢!就是我編寫成 

bbn yx −

嘛!我如果定 y 上面是 b 次的話，對!那由於我有 n+1 項嘛!所以我是不是要討論它有哪 n+1
項，那我們先從我們舊有的經驗來看一下，我們在 x+y 等於 1 的時候，這個時候 n 是等於

1 的狀況之下，那我們有兩項 x+y，那 n=2 的時候，我們有三項，是
22 2 yxyx ++ ，那當

n=3 的時候，
3)( yx + 應該要等於什麼?大家應該可以馬上把展開式列出來吧!好來!25 號! 

S2： 

A6：【將學生唸的答案寫下來】
23 3xx + 【學生停住】為什麼會這麼緊張呢? 

S2： 

A6：【繼續寫】
323 yxyy ++ ，好!為什麼? 

S2：因為巴斯卡…【很小聲】 
A6：因為巴斯卡三角形，好!請坐下!那剛剛呢!xx 提到，因為巴斯卡三角形，好!巴斯卡三角形

有什麼格式? 
S：(無人回應) 
A6：5 號!好!巴斯卡三角形有什麼樣的樣式? 
S3：兩邊的和會併到中間，加起來 
A6：兩邊的和會併到中間，加起來嘛!所以你可以告訴我第一行要寫什麼? 
S3：1 
A6：1，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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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A6：121? 
S3：11 
A6：這裡是寫 11，好!ok!再來! 
S3：121 
A6：121! 
S3：1331 

A6：對!然後就 1331 嘛!好!【將巴斯卡三角形寫出來之後，對照左邊寫的
1)( yx + 、

2)( yx + 、

3)( yx + 】請坐下!大家有發現唷!我們這個 11，是不是剛好對應到我 n=1 的時候它的係數，

然後再來我的 121 對應到我的 n=2 的時候，我的 x 次方正好降次嘛!然後 y 升次，排列過

去後所對應的係數嘛!再來!我的 1331 是對應到
3)( yx + 的時候，我的 x 按照降次，然後 y

升次的排列下去對應的係數嘛!那我們是怎麼得到這個 1331，就是我們以前在…都是這樣

子用，【在黑板上畫 1    2】 
    3 

1+2 會等於 3 嘛!，2+1 會等於 3 嘛!那 1 往兩旁邊推嘛!所以我們可以推測在 n=4 的時候，

我們下面這一排的係數應該要是? 
S：1、4、6、4、1(回答的很小聲) 
A6：勇敢一點!這一定會對的!來! 
S：1、4、6、4、1 

A6：好!應該是 1、4、6、4、1，所以我知道 n=4 的時候，
4)( yx + 的展開式應該要是多少?【接

續左邊
1)( yx + 、

2)( yx + 、
3)( yx + 之後寫

4)( yx + 】來一起講! 

S：(回答的稀稀落落) 

A6：(將同學唸的寫下來) yxx 34 4+ 很好!因為 x 降次 y 升次嘛!對不對!再加上 

S：(回答的稀稀落落) 

A6：(將同學唸的寫下來)
4322 46 yxyyx ++  

A6：好!那我們是不是用這樣類推的方式我們絕對可以推出 n=5，n=6，只要你有時間，n 在有

限個的狀況下，我一定可以推出來嘛!可是我們一定要用這樣的方式嗎?萬一我今天心情

好，突然挑一個 n=100 那怎麼辦?那是不是要列到頭昏腦脹，對!所以我們除了用巴斯卡三

角形以外，我們要用別的方法來看他的係數，那怎麼看呢?(x+y)的一次方，這個 x，是不

是等於是說我們從這一個括號【指著
1)( yx + 】裡面選一個 x，所以我就一個嘛!那我 y 的

話是不是，我當然也只有一個嘛!那再來看唷! 
2)( yx + ，它其實原本應該要是怎樣?它是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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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應該是(x+y)(x+y)，【在黑板上另一區塊寫(x+y)(x+y)】所以我們再看，如果我們要從這

邊【指著(x+y)(x+y)】的展開式裡面得到
2x 的話，我一定是怎麼樣?2 個括號裡面是不是各

取 x、x，兩個都要取 x 嘛!所以他其實就是
2
2C 嘛!再看喔!那我 xy，怎麼樣會 xy，是不是

我從兩個括號裡面，選一個 x，選一個 y 嘛!那我前面這裡
2
2C 的話，我是選兩個 x，所以

我這個地方呢!我是不是可以看成我選 1 個 x，所以它的係數會是
2

1C ，然後再加上，如果

是
2y 項的話!它的係數又是怎麼來的，我們可以看成呢!我兩個括號裡面，我都不選 x 嘛! 

A6：那我可以用不選 x 來看，我不是可以用選 y 來看，所以呢!我這個平方的部分我一樣，
2
2C

部分我可以修正成，
2
0C ，然後這個地方一樣

2
1C ，然後這個地方一樣

2
2C 嘛!那其實我們從

重複組合的地方，我們知道他本來就是一樣的東西嘛!可以嗎!所以我們來看這個【指

32233 33)( yxyyxxyx +++=+ 當中的 yx 2
項，並用紅筆將該項框起來】 yx 2

，我們現在知

道 yx 2
的係數是 3 嘛!那就我們前面從括號選取的角度來看，那我知道怎麼樣?我知道從

(x+y)(x+y)(x+y)【在黑板上寫下(x+y)(x+y)(x+y)】裡面去找出來，所以呢!我現在 yx 2
的係

數，我要怎麼樣從三個括號裡面去抓出來，可以湊成 yx 2
，我三個括號裡面要選幾個 x? 

2x

嘛!就是我三個裡面，我要選 x、x【指第一個(x+y)跟第二個(x+y)】，或是 x、x【指第一個

(x+y)跟第三個(x+y)】，x、x 嘛! 【指第二個(x+y)跟第三個(x+y)】，對不對!剩下的選 y 我

才可以湊成所謂的 yx 2
嘛!所以其實 yx 2

的係數會是多少?它的係數呢?會是 C，三個括號裡

面，我可以說我選兩個 x【在黑板上寫 x+y)(x+y)(x+y) yxC 23
2⇒ 】，那其實同樣的道理，

我是不是也可以說我是三個括號裡面，我選了一個 y，所以現在發現什麼?就這個【指

32233 33)( yxyyxxyx +++=+ 當中的 yx 2
項】地方呀!我的係數其實我就用什麼?同樣的方

式我這樣看它是不是也可以，所以今天假定呀!因為我剛剛不是說萬一我取 100，很大，怎

麼辦?那假設今天我看
100)( yx + ，如果今天突然間問你說，ㄟ

982 yx 的係數，應該要是多少

的話，那我可以怎麼做? 
S：C… 
A6：C 多少? 
S：100 取…(回答很小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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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100 取?取多少? 
S：2 

A6：取 2 嘛!或者是取 98 也可以，可是按照我們的正常的一個想法來說的話，我會
100C 我會

取 2 嘛!因為取 2 比較簡單嘛!那取 98 可不可以?當然也可以嘛!那所以再一個唷!那如果是

397 yx 的話，那它係數應該要是多少? 
100

3C 嘛!所以我在寫我展開式的時候，現在我們來

看，如果是
nyx )( + ，今天我既然我可以寫成 n-b、b 嘛! 是不是

bbn yx −
，那它這一項的係

數應該長成什麼樣子?它的係數應該要是多少? 
S：(回答很微弱) 

A6：
nC 取?勇敢呀!來! 

nC 取多少? 
n

bC 嘛!你當然也可以寫
n

bnC − 嘛!這其實是一樣的嘛!【在原

本的
bbn yx −
後面寫係數

n
bC =

n
bnC − 】可以嗎?所以我們現在在做這裡的時候，首先我們知道

有 n+1 項，再來我知道，每一項如果長成
bbn yx −
的話，它的係數，就應該要是

n
bC 或者是

你要寫成
n

bnC − 嘛!所以可以預測是怎麼樣?我們的展開式我們可以寫成很多種形式嘛!那為

了統一形式的話，我們在選的時候，我們選 y，因為我們習慣是從 x 最大次開始往下寫寫

寫嘛!可以唷! 

A6：【邊講邊在原本黑板上的
nyx )( + 後接著寫

=
nn

n
nn

n
nnnnnn yCyxCyxCyxCxC +++++ −

−
−− 11

1
22

2
11

10 ... 】所以我們第一項我們可以選
nx 嘛!

那它的係數應該要是?多少?這個時候 y是幾次?這時候 y是沒有次嘛!0次嘛!對不對!所以我

可以說，它的係數應該要是
nC 取多少? 

S：(沒什麼聲音) 
A6：我有聽到對的答案，快!勇敢! 
S：0 

A6：0嘛!好! 
nC0 再來!下一項就是 x降次，y升次，y從 0次變 1次嘛!所以應該要是多少? 

11 yxn−

嘛!那它的係數呢?應該要是多少? 

S：
nC1 (回答很微弱) 

A6：
nC1 ，很好!我是不是可以預測後面，再下一項就應該要是

22 yxn−
嘛!它的係數應該要是? 

S： 
nC2 (回答很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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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nC2 ，那是不是一直加加下去，一直加下去的話，可以加到倒數第二項的話，那是不是

應該要是 x 的，倒數第二項嘛!x 剩 1 次，y 的 n-1 次嘛!這時候係數是多少?C?n 取?n-1 嘛!
因為我們看的是 y 嘛!然後再加上，最後一項應該要是 y 的話是 n 次，然後我係數應該要

是 

S：
n
nC (回答很微弱) 

A6：
n
nC  嘛!可以嗎?這就是我在 Nn∈ 的時候，我

nyx )( + 的這兩項的展開式嘛!那這其實就是

二項式定理，那我展開式的這個地方，我們的
nC 取多少?這個取，我們現在看的是 y 嘛!

那我們可不可以看成 x?這當然也可以呀!那我們來看一下如果是 x 的話，這邊【指著

nn
n

nn
n

nnnnnnn yCyxCyxCyxCxCyx +++++=+ −
−

−− 11
1

22
2

11
10 ...)( 中的

nC0 】是不是變成
n
nC ，然

後如果我們取的是 x，這邊是
n
nC 1− 【指著

nn
n

nn
n

nnnnnnn yCyxCyxCyxCxCyx +++++=+ −
−

−− 11
1

22
2

11
10 ...)( 中的

nC1 】，一直到最後面也都

是可以的，好!然後這時候大家應該可以看一下講義，講義我們的要點整理的第一藍框裡

面，第一行大的講完了對不對!那下面那一個勒?看到∑ 大家會不會很頭痛!看到∑ 先生

就覺得很恐慌嘛!這一串東西呢!可以縮寫 

A6：【擦黑板】縮寫成
∑
=

−
n

r

rrnn
r yxC

0 嘛!這怎麼來的?我們剛不是有討論嗎?我們的每一個單項可

以看成 x，我剛是用 b 現在換成 r，
rrn yx −
嘛!那我單項的係數，我那一項的係數怎麼樣，

是不是就
n
rC ，因為我對照 y 嘛!那∑ 是累加符號，r 從 0 到 n，所以我等於把這一項【指

著
nn

n
nn

n
nnnnnnn yCyxCyxCyxCxCyx +++++=+ −

−
−− 11

1
22

2
11

10 ...)( 中的
nC0 】，這時候 r是 0嘛!r

是 1【指著
nn

n
nn

n
nnnnnnn yCyxCyxCyxCxCyx +++++=+ −

−
−− 11

1
22

2
11

10 ...)( 中的
nC1 】，r 是 2，

一直到 r 是 n 嘛!我們用累加法把它合併在一起，所以看到這符號不要害怕!這就是二項式

定理，麥驚唷!不要害怕唷!對!然後二項式定理跟巴斯卡三角形，中間有一個很有趣的關

係，我們來看一下這個 1，對照我們來說的話，這個是不是應該要是 C 幾取幾?這時候是

n=1 嘛!我們如果看是後項的話，是不是
nC0 ，對不起!是

1
0C ，這是

1
1C 唷!這一項其實就是

1
0C

【在 1 的旁邊寫
1
0C 】，然後這一項其實是

1
1C 【在另外一個 1 的旁邊寫

1
1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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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再來!這一個呢!對照過來【指左邊
222 2)( yxyxyx ++=+ 當中的

2x 】，我的係數怎樣?是

不是 y 是選 0，我是
2
0C ，對不對!所以這一項是

2
0C ，再來中間這個 2 呢!是不是

2
1C ，再來

最後這個 1 是
2
2C 嘛! 

A6：再來這一項【指巴斯卡三角形的第四列最左邊的 1】呢? 
3
0C 嘛!是不是

3
1C 、

3
2C 到

3
3C 【依

序在 1、3、3、1 的前面寫上
3
0C 、

3
1C 、

3
2C 、

3
3C 】，底下是不是類推?那講到巴斯卡三角形

就不可以忘記我們前面提到一個巴斯卡什麼東西?巴斯卡定理嘛!好來!巴斯卡定理是什麼? 
S：(回答聲很不整齊) 
A6：�?派一個代表告訴我好了，28 號!巴斯卡定理是什麼? 

S4：可以用
n
mC 嗎? 

A6：都可以! 

S4：
1
1

1 −
−

− += n
m

n
m

n
m CCC  

A6：很好!請坐下!這是巴斯卡定理嘛!其實我們在這裡有沒有看到巴斯卡定理?有喔!我們取這

個【下圖中三角形區塊】好了，這邊是怎樣? 
2
2

2
1 CC + 是不是等於

3
2C ，有發現嗎? 

 

A6：所以在以這邊來說
1
1

1 , −
−

− n
m

n
m CC ，如果我們把它排到巴斯卡裡面的某一層的話，它是不是應

該它的位置應該要是
1
1

−
−

n
mC 嘛!它的隔壁項是

1−n
mC 嘛!【寫了

1
1

−
−

n
mC ，在他右邊寫

1−n
mC 】它們兩

個加起來等於它下面那一個，你對照來看【回到上圖中的三角形】唷!21、22，對下來是 3

到 2、
3
2C ，所以這對下來是這兩個，是加起來，是不是我就會加到，C 的 n-1 加起來是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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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 n 排【寫
nC 】，然後再來我是不是跟誰一樣?斜的嘛!我跟我右上方那一個…，所以其

實我們從巴斯卡三角形裡面我們就可以看到巴斯卡定理，所以這兩個巴斯卡就應該是同一

個人，可以嗎? 
A6：那為什麼這裡要提這個，因為這跟我們明天想要企圖證明它的話會有很大的關係，阿這

個東西看到的話就變的很簡單，可以嗎?所以這些東西都是有關聯的呀!你們就不要太害怕

這樣子，可以唷!看到一個很神奇的東西!不會很神奇啦!很正常啦!可以嗎?對現在重點就是

二項式定理要知道，它的每一項是什麼樣子，其實我只要知道那一個單項它的係數應該要

是什麼樣，那是不是我就可以了解到我整個展開式，他要什麼我就有什麼嘛!那剛剛累加

符號就是一定要會寫的，一定要看的懂，可以嗎?這是一種溝通能力嘛!好!那我們來看一下

很簡單的例題一的第一個小題
7)( yx + 有沒有，請大家不要試圖用巴斯卡有沒有 1、2、1，

然後第 7 個好像很近，不要這樣子，練習一下!用 C 來表示一次，可以嗎?大家做一下! 
【黑板上已寫好例 1-(1)       】 

                
7)( yx + = 

A6：所以很明顯是不是要從 7 次，
7x 開始，所以應該要是?怎麼樣呢?【看看大家寫的如何】

7)( yx + 應該要是，
7x ，它的係數應該是

7
0C 加上 yxC 67

1 +
257

2 yxC +
7
3C ，一開始你們會覺得

這樣很累，是為了讓你們熟悉，所以一定要這樣子做，

77
7

67
6

527
5

437
4

34 yCxyCyxCyxCyx ++++ ，認份的把它展開應該長成這樣，所以再來就是

把係數提出來，好!我剛剛抽了一個人，那一個人應該寫完了，好!2 號!告訴我你的答案是

什麼? 

S5： 
765243342567 7213535217 yxyyxyxyxyxyxx +++++++  

A6：【邊唸邊把學生的答案寫在黑板上】那有沒有人是真的認真的每一個
7
0C 0，好! 77

1 =C 、

217
2 =C 、 357

3 =C !到這邊還繼續 7、6、5、4，然後 4、3、2、1 有沒有?要記得…，你前

面已經算完了嘛!所以
7
4C 跟

7
3C 其實是一樣的嘛!這後面係數是不是自動就出來了!可以用

的東西就直接拿出來用喔!不要在那裡算很久!可以嗎?再來看第 2 個小題，第 2 個小題會不

會太平易近人了，超簡單對不對!簡單到不行對不對!第 2 小題，請大家開始算，1 分鐘後

我點人給我正確答案【在黑板上寫下題目(2) =+ 6)1( x  】 

S：(安靜算題目) 
A6：【在黑板最上方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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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
∑
=

−−
−

− =++++=+
n

r

rrnn
r

nn
n

nn
n

nnnnn yxCyCxyCyxCxCyx
0

1
1

11
10 ...)(

】來!12 號!多少?直接

給我答案! 
S6： 
A6：1?6?1 倍的嗎?你直接把答案勇敢的告訴我就好了，x 的幾次方? 
S6： 

A6：對呀! 
6)1( x+ 展開從 1 開始，然後呢?加上 

S6：6x 
A6：6x，加上? 

S6：
215x  

A6：
215x ，加上? 

S6： 
A6：加上 15 的? 
S6：45! 

A6：
345x ，加上?【看了一下講義，A16 發現

3x 係數的答案不對】 

A6：等一下 1、6、15，這是多少【指著
3x 的係數】? 

S6：(沒有回答) 

A6：好啦!我們看這一項應該是多少?
3x 嘛!所以它應該要是

6C
取?20 嘛!【將改

345x 成
320x 】

20 然後呢?然後多少?我都聽到這邊的聲音，來!勇敢一點!告訴我!下一項是什麼? 

S6：
415x  

A6：
415x ，再加上，對稱回來嘛!

656 xx + ，好!請坐!好!所以!展開式是很簡單的嘛!不過我們

還是要多運算，因為小小地方【指剛剛
3x 項的係數】那就很可惜，好!再來第三個小題終

於進入了比較好玩一點點的，終於看到有沒有，不是那個只有 x 跟 y 或 1 跟 x 這樣子的東

西了，那我們來看一下例題一的第三個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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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在黑板上抄下題目例 1-(3)  
5)32( yx − =】來!看一下我這邊唷! 

5)32( yx − 嘛!這裡我們要

處理的東西，已經是不只是有 x 跟 y 嘛!我們是不是有 2 跟-3 這樣子的係數，那它困難的

地方在哪裡，不只是 2 跟 3，2 跟 3 中間的負號，你知道有負號就會怎麼樣?會有變號的問

題，有正負的東西在裡面嘛!所以碰到這種東西都要注意，特別是一開始我們學習他這個

展開式的時候，所以我們來唷!來!大家請和樂融融一下!告訴我一下!第一項應該是什麼?C
幾取幾 

S：
5C …(很微弱的聲音) 

A6：
5C 取? 

S：0(很微弱) 

A6：
5
0C 的

5)2( x 嘛!然後再加上 

S：(很微弱) 

A6：
45

1 )2( xC 然後配誰?要注意唷!這裡負號不要落掉，它應該是配上
1)3( y− 嘛! 【黑板上是寫

1)3(− ，A16 漏掉 y】再加上
235

2 )3()2( yxC − 再加上
325

3 )3()2( yxC − 再加上
45

4 )3(2 yxC − ，最後

一項是
55

5 )3( yC − 嘛!所以!接下來!我相信很多人應該算好了吧!這樣子!28 號!ㄜ…叫過了對

不對!對不起!那…18 號好了!不要害怕!我不會害你!來! 
5
0C 是多少?5 個我都不選嘛!我有幾

個?幾種? 
S7：1 

A6：1 嘛!對不對我這裡係數是 1 去乘以，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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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32 

A6：32，然後再來是
5x 嘛!對不對!再來下一項?加還減? 

S7：(沒有回答) 

A6：【將手指到
1)3(− 的負號做提示】 

S7：減 

A6：減嘛!對不對!應該是減，
5
1C ? 

S7：5 
A6：5，去乘上 2×2×2×2，偷算 16，我還有 3 
S7： 

A6：48，然後的
4x ，然後再加上?【A16 發現異樣，沒有 y】好!你請坐!我講到這裡我發現我做

了一件很錯誤的事情，大家有發現我錯哪裡嗎? 
S：y 
A6：y 嘛!對不對!y 不見了嘛!對不對!大家應該剛剛就有發現，學姊 y 不見啦!那怎麼不告訴我

一下勒!害我在這邊認真的寫的很開心有沒有!【將
1)3(− 改成

1)3( y− 】好!所以，我只有一

個人的 y 不見嘛!後面的都有在嘛!奇怪我的 y 怎麼不見了!所以我們發現怎樣，展開式很安

全歸很安全，可是你很容易怎樣?漏掉東西?所以我們等一下就要來看所謂的∑ 的好處，

它會先幫你整理好一些東西，然後再來加上下一項，18 號用過了!8 號!小美!你全部答案都

算完了嗎?你有每一項都列出來了嗎? 
S8：只有列第一行 
A6：你只有列第一行而已，來!下一個!好!多少?你可以分解步驟，也可以直接告訴我答案 
S8：720 
A6：那你前面可以順便告訴我嗎?那不然前面這裡是拆項乘，阿這裡突然變 720 
S8： 
A6：沒關係啦!來!5×48 是多少? 
S8：240 

A6：好!240，所以第一項就是 32 嘛!720，好來!它的後面?
23 yx 嘛!好來!下一個係數? 

S8：……1080 
A6：加的還減的? 
S8：減 
A6：減多少? 
S8：1080 

A6：1080
33 yx 加上，很明顯這個地方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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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8：720 
A6：720 

S8：
4xy  

A6：
4xy ，然後呢? 

S8：240，減 240 

A6：減掉 240 的
5y 嗎?這樣嗎? 

S：(台下竊竊私語) 

 

A6：它應該要對稱的對不對?好!問題在哪裡?到 1080 都是對的呀!到這一項【指 720
4xy 這一項】

開始不太對!好了!我們來看一下唷!
5
4C 多少?5 嘛!5×2，

4)3(− ? 

S8：81 
A6：81，所以應該要是多少? 
S8：810 

A6：對!應該要是 810，所以這一項不是 720，它應該要是 810，再來下面，很明顯嘛!
5)3(− 怎

樣都不會有 240 有沒有，好來! 
5)3(− 應該要是? 

S8：243 

 
A6：243 嘛!好!請坐!對!所以處理係數的時候，一定要很小心唷!不然什麼事情都會發生唷!所

以我們發現，展開式看起來很安全嘛!對不對!可是我們很容易怎麼樣?可能在它的係數不是

1 的時候，很容易就會漏看嘛!對!特別是當狀況不好!或緊張的時候，就容易發生這樣的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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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所以呢!我們來看一下後面這個∑ 先生的好處在哪裡，它會先幫你整理好，你的係

數，它會先把常數部分跟你有未知數部分把它分開，可以做這樣的，我們來看一下同樣的

題目唷! 

A6：我們先來看他的一般項，什麼叫一般項?我們先把
5)32( yx − 寫成∑ 的樣子，好!寫成∑

的樣子它應該要是怎麼樣呢?是不是，C 多少?【擦掉 C】，∑ 開始，r 很明顯從 0 到 5，

是不是應該要
5C ，因為最高到 5 次嘛!取 r，然後是不是應該要

rrx )3()2( 5 −−
，y 再度漏掉，

今天跟 y 不太合，
ry)3(− ，那為什麼說先整理會比較好，因為我可以把-3 跟 2 搬到前面去

嘛!，所以它應該要是
∑
=

−− −
5

0

555 )3(2
r

rrrr
r yxC

 

A6：寫出這一項可以有效的怎樣?幫你檢查你是不是有東西漏掉嘛!你甚至在你處理你單一個

的係數的時候，你先不用漏漏長寫出來，你是不是每個係數先抓到旁邊去，算好再把它丟

回來嘛!因為我每一項我從
5x 到 yx 4

，它的東西..，我列出來已經列很順，所以問題往往出

在係數嘛!今天整理出這樣的一般式，我們就可以直接怎樣?看到係數…，可以嗎?所以有

了∑ 是很好的! 

A6：接下來看第 2 個小題，更正!例題 2!例題 2 怎麼樣?例題 2 就處理係數嘛!【A16 看到學生

的表情】這種臉看起來好像好像我做錯事，我會覺得說，喔!我是不是黑板哪裡寫錯字 
S：(有同學提問) 

A6：你忘記∑ 應該怎麼算?好!來!看一下唷!有人忘記∑ 怎麼算，好! ∑ 我這邊處理的是

不是 r，所以我等於是針對，大家注意唷!他會忘記可能大家….，就是我是針對每一個不

同的 r，等於把它加起來嘛!舉一個很簡單的例子，
∑
=

3

1r 如果我就是針對 r 的話【在旁邊寫

∑
=

3

1r
r
】，那它應該要是什麼?第一個 r 是什麼?1 嘛!第 2 個 r 就是 2，第 3 個 r，是不是因為

r 從 1 到 3，是不是 r=1 的時候加 r=2 的時候加 r=3 的時候，那再複雜一點，∑ r 一樣從

1 到 3 就好，
3
rC 【在黑板上寫下

∑
=

3

1

3

r
rC
】，所以第一個是不是

3
1C ，加上第 2 個應該要是

3
2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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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第 3 個應該要是
3
3C 嘛!所以我 r 是不是就 1、2、3，1 到 3，可以嗎? 

A6：所以我們這邊大家都要注意【回到原本的地方】，這個為什麼 r 從 0 開始，因為我每一個

係數，我這邊一開始抓的這個係數，是不是我看到 y 是 0 嘛!所以我是不是從 0 到 5，所以

這每一個項嘛!是 0 到 5 嘛!我每一個單項打開來是不是，第一項是不是
5
0C ，

052 −
是

52 然後

乘上
050)3( yx− ，所以我那一個第一項打開，就應該是長這個樣子，可以嗎?這個要會唷!

好啦!我們來看一下!例題 2，例題 2 它怎麼樣?它是直接處理係數的問題嘛!例題 2 的第一

個小題，我們來看他是
5)2( yx + 他要求什麼?求

43 yx 的係數嘛!所以它既然是要求單一一項

的係數，那我們就先把它一般項寫出來 
S：(有學生發現 A16 題目寫錯) 

A6：好!請說!
22y ，這個【將

5)2( yx + 改成
52 )2( yx + 】!好!謝謝!那就是

52 )2( yx + 嘛!那我們就

先把它的一般項寫出來!它應該要是
∑
=

−
5

0

255 )2(
r

rr
r yxC

嘛!所以繼續整理它，它應該要是

∑
=

−
5

0

255 2
r

rrr
r yxC

，可以嗎?我是把一般式整理嘛!就把係數有關的通通拉到前面去，對不對!

這個時候題目問我什麼?題目要的是
43 yx 的係數嘛!那這時候我就直接轉回來看我的 r 應該

要是多少?這時候很明顯，y 要 4 次方的話，r 一定要是 2 嘛!所以 r 應該要是 2，所以我係

數應該要是多少，我的係數是不是就應該要是
25

2 2C ，這一個部分【將係數部分用色筆框

起來】是係數嘛!我們現在討論的是 r=2 的那一項嘛!所以我該項的係數應該叫
25

2 2C ，所以

算出來應該要是多少?
5
2C 10，這算出來應該要是 40，可以嗎? 

A6：所以如果我們單看係數的話，先抓到它的一般項，再去檢查他要的是哪一個 r，那東西自

然就跑出來嘛!這是很安全!對!可是每一個運算過程都要注意，再來!第 2 個小題自己回家

算!我們來看一下第 3 個小題，ㄟ看起來有 3
1
，看起來好像比較難一點點，第 3 個小題他

問的是

6)
3
12(
x

x +
嘛!那求的是誰?它求的是常數項，我現在的目標是常數項，在找常數項

之前我們是不是先看他一般，所以一樣嘛! ∑ 應該是 r 要從 0 一樣到 6 嘛!你就照寫，這

公式是很安全的!怎麼樣?是不是
6
rC 去乘上第一個項應該是 2x 嘛!

rr

x
x )

3
1()2( 6−

嘛!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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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整理係數，是不是係數應該要是
6
rC 去乘上

r−62 然後還有不要忘記

r)
3
1(

，後面就是它

的係數嘛!那 x 是不是可以併項，x 並項以後應該要變的怎麼樣?是不是應該要是
rx −6
，因

為它是 x
1
嘛!所以

r

x
)1(
我並上來是不是應該要再減 r【意指應該寫成

rrx −−6
】，可以嗎?這邊

就做了一個合併的動作，所以我的 x 次方，它上面式子應該要長的怎樣?是不是應該要是

6-2r，所以這個地方要注意這裡其實是 6-2r，那它現在討論的是，他要問的是常數項嘛!
什麼時候是常數項，當 6-2r 等於 0 的時候為常數項嘛!所以它問的其實是 r 等於，他問的

是什麼?r=3 的時候嘛!r=3 的時候這時候它係數應該要是多少?是不是應該要是

336
3 )

3
1(2C

，

所以算出來答案應該要多少?654 除以 321，所以是 20，乘以 8，再乘以 27
1

嘛!所以合併答

案應該是 27
160

嘛! 

A6：好!大家看一下唷!所以重點在哪裡?你要知道它是對於什麼?當 Nn∈ 的時候，我有這樣子

的二項式定理，我可以把一個二項式
nyx )( + 展開嘛!然後我也知道它合併，可以寫成，用

∑ 作一個工具，幫我們寫成一個….短短的，那我是不是就可以針對我現在要的係數我

要哪一項【此時正值下課，在廣播聽不太清楚】，……，針對….把它解出來就對了，可以

嗎?那例題一跟例題二跟其他沒有寫的地方要自己回去把它做完，那我們明天…，好!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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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3)：A6 個別教學影片轉譯 94.11.18 

*********************************************************************** 
A6 教學影片轉譯：94.11.18 

*********************************************************************** 
單元：三元一次方程組的公式解 
時間：94/11/18 
個案：A6 
 
轉譯內容： 
A6：大家講義拿出來吧!..思思念念已久的公式解，既然是思思唸唸已久的，相信大家應該偷

偷的預習過了，有人說沒有，學姊我不承認，我不承認我有偷偷預習過，好!今天要講的

是三元一次方程組公式解的地方，請大家打開講義第…，在進入三元一次方程組的公式解

的時候，那我們應該要想到，是不是應該要先回憶一下之前在二元一次方程組的時候，就

已經偷偷學過一個二階的克拉瑪公式，那時候是這樣子的，這個可以不可以擦掉?可以吼~

我們那個時候學了什麼?如果我有一個二元一次方程組 ⎩
⎨
⎧

=+
=+

222

111

cybxa
cybxa

，好!我們之前是這

樣說的，我們經過一個加減消去法的運算以後，然後我們可以得到，然後我們也有設二階

行列式嘛!對不對!我們設△、 xΔ 跟 yΔ ，我們那時候推導推到 xx Δ=⋅Δ ， yy Δ=⋅Δ ，大家

還有印象嗎?其中△= 22

11

ba
ba

， xΔ = 22

11

bc
bc

， yΔ = 22

11

ca
ca

，大家還記得我們在講二階，

就是二元一次聯立方程組的時候，我們經過推導，推出這個還有這個嘛!然後其中△跟 xΔ

跟 yΔ ，我們是這樣子假設的，那個時候我們說，如果說△≠ 0 的時候我們有唯一解，當

xΔ = yΔ =△=0 的時候，說它有無限多組解，那如果△=0，然後 xΔ 或是 yΔ 不等於 0 的時

候我們說它無解，記得嗎?前面在講二元一次聯立方程組的克拉瑪公式解的時候，我是這

樣子教的嘛!那我們今天要教的呢!是三元一次方程組，它的公式解，那既然它們一樣有個

公式解..都是用克拉瑪公式的話，那我們可以有一個預期，就是我們做的中間的過程推導，

還有最後長出來我們的解，就是求出來的樣子，還有中間的過程，原則上應該要是怎麼樣?
從二元的發展出來的，這跟二元的過程甚至結果其實很相像。那我們來看一下!今天我是

一個三元一次的方程組
⎪
⎩

⎪
⎨

⎧

=++
=++
=++

3333

2222

1111

dzcybxa
dzcybxa

dzcybxa

，今天我們如果企圖去解這一個，這是什麼?

這是三元一次聯立方程組的一般式嘛!對不對!如果我們今天企圖得到一個像我們二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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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二元的時候，這樣子的公式解，那我們可以有個預期，我們應該有一樣怎麼樣，是不是

經過一個代入或加減消去法，然後呢!很有可能是長出一個 xx Δ=⋅Δ ， yy Δ=⋅Δ ，甚至，

我如果，因為我們有 z，我會猜測，會不會到時候出現一個 zz Δ=⋅Δ 的話，那我們公式就

非常好用了，好!中間的過程呢!如果我在黑板上推導，大概剩下 15 分鐘，所以呢!我已經

把推導過程印下來，大家看一下!等一下帶著你們看，這樣會比較清楚，我印了兩種版本，

一個是 86 年版的，國立編譯館課本上面的，然後另外一個是我從建中那邊調出來的檔案，

大家看一下，有兩個部分，有一邊有沒有?有一…行列式跑出來的那個啊!它是利用代入消

去法去做，然後呢!在你們的右手邊，就是它不是它是一般式的那一種的話，它是使用加

減消去法，然後兩邊不管是哪一邊，它經過一定的推導，它出來的話，它都是企圖形成一

個 xx Δ=⋅Δ 、 yy Δ=⋅Δ 、 zz Δ=⋅Δ 的一個這樣子的格式，那我們先看一下右邊這邊，就

是一堆哩哩摳摳的式子有沒有，很多很多看起來眼睛會花掉的那一種，好!我們來看一下

它是怎麼做的，是不是，它是怎麼樣?它是中間先經過一個加減消去法，大家還記得我們

以前在沒有公式解之前，我們是怎樣去解一個三元一次方程組嗎?我們是不是怎樣?先找

1、2 式，2、3 式，把 z 消失掉以後，分別解出 x 跟 y 在代回去解 z，它這邊呢!因為是一

般式，它其實採用方式是很類似的，然後呢!最後，它可以推出巴拉巴拉，它可以推出最

下面那個看起來很複雜很複雜的解，那給大家三分鐘，大家看一下，對!右邊，右半邊那

一邊! 
A6：式子很長要有耐性! 
A6：好!然後我們，來!大家可以回過頭來，還是大家還正在….，你們現在看的這一部分呢!是

我們以前的課本裡面，…，以前的單元呢!它是把公式解的部分放在講行列式之前，所以

它這邊的表示法，它都是直接就是符號就直接把它衝下去了!它並沒有使用行列式的符號

去做一個表示，然後如果同學接著去看，你左手邊的那個部分的解題方式的話，它怎麼樣?
它是用行列式下去做運算嘛!對!所以我們知道在不同年份不同版本，教材放的位置不一

樣，會選取不一樣的方式下去做解題，不過，在兩邊，我們都可以得到同樣的結論，就是

如果我給你一個三元一次聯立方程組的話，那麼當我去假設△= 333

222

111

cba
cba
cba

，

xΔ = 333

222

111

cbd
cbd
cbd

，大家從那個左邊的那邊可以很明顯的發現，這兩個式子怎麼跑出來的，

然後繼續假設 yΔ = 333

222

111

cda
cda
cda

， zΔ = 333

222

111

dba
dba
dba

，就是說，不管我們從哪一種的驗證方

式，只要我們去假設△、 xΔ 、 yΔ 、 zΔ 是這個樣子的話，我們一定都可以經過一般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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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法的推導，我們一定可以得到，那邊的式子可以得到 xx Δ=⋅Δ 、 yy Δ=⋅Δ 、 zz Δ=⋅Δ ，

可以嗎?我們從我們手上這張呢!它寫了兩種式子事實上是同樣的式子嘛!對不對!就是只要

我們經過這樣子的假設，我們一定可以得到這樣子到這個部分的結論，那走到這邊是不是

就跟我們的二階，就是我們在前面解二元的時候很像嘛!我們是不是一樣來到了這邊這個

地方，然後我們就可以針對△ xΔ yΔ zΔ 他們三個人的性質，就是要去討論我們這個方程

組有解、無解，有多少解，有唯一解呢?還是有無限多組解?或者是無解嘛!好!我們之前怎

麼說的，若△≠ 0，△≠ 0 的時候是不是我的△通通可以除過去，我可以得到 x、y、z 分別

是 Δ
Δx

、 Δ
Δy

、 Δ
Δz

，那我有唯一解，那若，這是第一種情況，第二種情況是如果△

= yΔ = zΔ = xΔ =0 的話，那會形成一個 0x=0，0y=0，0z=0，我們之前有經歷過嘛!這表示什

麼?我 x、y、z 隨便什麼數都可以，所以我就可以有無限多組解。再來!第 3 種狀況，就是

如果只有△確定是等於 0，但 xΔ 、 yΔ 、 zΔ 不全為 0 的時候，好來!它不全為 0 表示什麼?

如果△這邊是 0，這邊三個人任一個不為 0 的話，那就是出現一個矛盾的狀況嘛!因為我們

知道任意數乘上 0 應該都要等於 0，如果今天它不等於 0，那就表示你無解或者是命題本

身有問題嘛!對不對!所以它就是一個無解的狀況，可以嗎?所以這就是大家心心念念已久的

三元一次方程組的公式解，然後呢!它一樣就叫做克拉瑪公式，可以嗎?推導的地方就大家

如果私底下看不懂可以互相討論，對!還是現在有沒有人有問題的，可以舉手先問一下!這

地方當然很困難啊!好來!第 3 條，培瑜問的呢!是，喔△= xΔ = yΔ = zΔ 通通都是 0 的話，則

方程組無解或者是無限多組解嘛!好來!我們來看一下!這到底發生了什麼事情呢?我們之前

討論的，如果我們只有兩個人的話，很單純嘛!來!出現第 3 個，我們知道其實，3 個，就

是我們知道這 3 個人其實可以看成空間中的三個平面，那那個時候，平面我們知道平面之

間的相交就等於是，求出來的交點或是交線，就是方程組的解嘛!對!那我們來看看!當△

= xΔ = yΔ = zΔ =0 的時候，什麼時候會有無限多組解，是不是 3 個人，3 個平面重疊，無限

多組解，然後呢!三個平面交於一線，有無限多組解，所以我剛剛漏掉了一個情況呢!就是

第，第 4…，如果△= xΔ = yΔ = zΔ =0 的話，如果它們三個平面是，可以看成同一個平面的

話，那個時候會有無限多組解，而且會符合△= xΔ = yΔ = zΔ =0 的狀況，為什麼?因為如果

說我知道如果是我們三個人是同一個平面的話，那是不是我的 1111 dcba 、 2222 dcba 、 3333 dcba

我可以調整成一樣的嘛!那在行列式裡面，是不是只要兩行兩列成比例或是相等的話會是 0

嘛!所以那個時候也會出現△、 xΔ 、 yΔ 、 zΔ 都是 0 的狀況，那個時候是有無限多組解，

這個時候表示，第 4 種表示是什麼?我是不是三平面重合，那我之所以會漏掉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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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我自動把它分成，它們三個不會是同一平面的狀況，所以我才會跑出，我才會漏掉，

這個第 4 種，可以嗎?那無解的話，是不是我們兩個平面連在一起，另外一個平行衝出去，

好!那既然如此，大家都很想了解幾何的話，我們順便討論一下它們之間幾何的意義好了!
可能看了會比較清楚一點，那什麼是△，△其實是什麼?你有沒有看見，我三個平面的法

向量，這邊是 1E 的其中一個法向量，如果我叫這邊叫 1E ，這邊是 2E ，這裡是 3E 的話，那

111 cba 就是 1E 的法向量， 222 cba 就是 2E 的法向量，然後 333 cba 就是 3E 的法向量，然後呢!

寫成△，好! △可以展開，△展開以後呢!我可以得到，哇!這下可扯遠了! △如果我把它

展開，我知道我可以針對其中一列做展開嘛!對不對!我..第三列做展開，那它可以寫成

22

11
3

22

11
3

22

11
3 ba

ba
c

ca
ca

b
cb
cb

a +−
，然後!經過一個，做一個很神奇的小動作!大家就會發現

一件很漂亮的事情，把這個負號，把它塞進去，我們做一個兩行交換的動作，它可以變成

22

11
3

22

11
3

22

11
3 ba

ba
c

ac
ac

b
cb
cb

a ++
，那麼大家會發現，這三個是我們以前做什麼，我們把

111 cba 、 222 cba ，我們在求這兩個平面，我們得到兩個法向量的時候我們要求什麼?我給你

兩個向量，我求出跟它們共同的交線的那個動作嘛!對不對!所以其實我可以把這個式子拆

成兩個向量相乘，它會是 ),,( 333 cba 去乘以，嗯!把 111 cba 看成 1l 、這是 2l ，l 不好，寫 n 好

了!n 才有法向量的感覺， 1n 、 2n 、 3n ，我把這個，這三個通通看成這樣子的話，那麼我

這個地方
),,( 333 cba
我可以看成 3n

，然後呢!然後它去乘以，它等於是去內積了 )( 21 nn × 做

出來嘛!那個時後其實我們叫做外積，後面是什麼?等於我們在討論，老師我這樣會不會扯

太遠，我扯到幾何意義去了耶! 
M6：你已經扯不回來了!(全班大笑)不然你問一下，你看一下他們表情就知道了 
A6：很痛苦嗎?非常非常痛苦嗎? 
M6：這一張我來講，這一張我來講 
S：(全班大笑鼓掌) 
M6：她犯的一個算是經驗上的瑕疵啦! 
【M16 上課】 
【A16 接例題一的講解】 
A6：老師我直接給答案嗎?還是我要把做法寫出來? 
M6：應該他們要算會了啦!不會他跟同學檢討就好，把式子寫整齊跟旁邊對!你可以點!叫他們

一個個把答案給你(班上有人竊笑)，才知道說哪幾個會哪幾個不會，那你在點這個答案就

要點說平常，你可能認為他計算比較有問題的那幾位同學，是不是這樣，這樣效果就會理

想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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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6 下去點誰要講】 

A6：好!我剛剛欽點了四個人，他們分別是△、 xΔ 、 yΔ 、 zΔ 小童這樣子，好!等一下請他們

四個人給我答案，露出一臉害羞樣，…，好! △算出來了沒有?還沒! xΔ 呢?多少?真的還

沒還是假的還沒? yΔ ?【底下竊笑，應該是也還沒算好】 

M6：這四個不是曾經算過三個了，還是兩個，至少兩個，我蠻確定 
A6： zΔ ?多少? 
S1：-2 
A6：對!-2 是對的! 
A6：不要因為害怕答案錯就死不告訴我答案【A16 下去巡視那三個人算的如何】 

A6：
yΔ 是 89，攸關我的答案的△跟 xΔ 還沒有出來【A16 下去確認其他兩個人算出來多少】 

A6：我們透過四位小天使呢!知道△是 57， xΔ 是 37， yΔ 是 89， zΔ 是-2，所以我可以得到的

解呢!就是
)

57
2,

57
89,

57
37( −

，好來!再來!第 2 小題!第 2 小題就表示第一排的免疫了!【可能因

為剛剛叫的那四位似乎都是第一排的】【A16 在上面抄題目，學生下面自己算】先點一一下

好了!不然等一下沒答案【A16 下去指派誰算△、 xΔ 、 yΔ 、 zΔ 】記得前後左右是你的好朋

友 
M6：同學一樣，哪邊覺得有問題，就跟林老師發問啊!讓她來做解釋啊! 
A6：大家多磨練我一下!這樣我明年考上教師… 

A6：好來! △，多少?39，對答案有意見要趕快講喔! xΔ ?多少?－6?－26?－2!好!大聲一點! 

yΔ ?14【是 zΔ 的答案】，47【是 yΔ 的答案】，有沒有人對以上答案有異意的?好!有人算錯

嗎?那有了△、 xΔ 、 yΔ 、 zΔ ，在△不等於 0 的狀況下，我當然可以求出唯一解了嘛!對不

對!好接著我們來看例題 2，大家看例題 2，例題 2 呢!它題目一開始就已經告訴我，它恰

有一組解，那就表示我們△不為 0 嘛!題目在一開始告訴我的話，我知道我這一題求的△

是不等於 0 的 
S： 
A6：好!還沒算完要帶回家，打包回家，打包回家繼續算，有很多人都還沒算完嗎?嗯!好!那大

家一起打包回家繼續算，這表示計算能力不夠堅強，這一次段考大部分來說其實就在拼計

算能力呀!所以大家回去要多算一點，真的呀!這次等於在拼計算能力，趕快!這是你們這次

成績攸關的，攸關於我的成績呢!好!老師已經烙下狠話，林修瑩!加油!對!所以大家要加油!
好!那我們看例題 2唷!趕快!還有 4分多鐘要下課之前我們把這題講完，大家後面看到一個..
的姿勢，就表示算出正確答案了這樣子，好!我們看例題 2，例題 2 呢!他說題目直接告訴



附錄 

 230

我，因為它有一組解，表示，我如果整理成一般式以後，整理成標準式以後，我的△應該

是不等於 0 嘛!那同學看看，它長的很正常嗎?不正常嘛!有人搖頭了對不對!好!哪裡不正

常，請問!有…什麼?有 a?好!它除了有 a 以外呢!還有沒有哪裡不正常?好來!依方援助它一

下，還有哪裡有問題?常數項!好!點出了重點，有沒有發現我們的常數項，樓上，就是第 1
個式子跟第 2 個式子長的不像常數項嘛!其實他是沒有整理好的，所以呢在我們使用公式

解之前，要回覆它標準的樣子，所以一定要把式子整理，整理成該 x 的就移回去嘛!所以

應該是 02)1( =−+− zyxa ，然後再來是這個 x 要減回去(a-2)x+y+3z=0，再來!第 3 個式子

是正常的!就保持不動!好!同學有沒有發現，我的常數都是 0 嘛!那它這邊前面等於是 3×3，

它有一個很可愛的名字叫做齊次方程組，那看到 0 也很快樂，為什麼呢?因為表示我的 xΔ 、

yΔ 、 zΔ 怎麼樣?通通都會是 0 嘛!很好!侯塞雷!所以我們只需要去管它的△嘛!對不對!所以

它的△會是多少呢?把它代進去嘛! a
a

a

42
312
121

−
−−

，那我們前面在做行列式的練習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它做降階呀!把它搞的越簡單越好!對不對!然後因為我發現我如果直接跟他拼

了!有一點吃力，然後中間又發現，很好嘛!這邊有 1 嘛!這是 2 跟 4，所以我知道我經過一

個行列式怎麼樣，就是運算以後我可以把這整個行列式做一個簡化的動作，所以呢!我會

希望保留中間的 a-2，還有 1 還有 3，然後做一個把這一式乘以－2 加到樓上，可以把第一

列的 2 消掉，然後呢!把中間這一式乘以－4 加到第三列，我可以把中間的 4 消掉，那麼我

這邊算出來的式子會是
120410

312
7035

−−
−

−−

aa
a

a

，接下來就只要做一個很單純的動作嘛!按照我

們之前學的，這邊都是 0、0 很快樂有沒有，這樣子，所以你的式子會走到，因為永遠要

記住正負正負相間隔，好來!中間是負正負，所以 1 還是 1，所以它會變成一個二階行列式

12410
735

−−
−−

aa
a

，那接下來呢!就把它做一個展開的動作，那我知道我的目標是△不等於

0，所以!好!直接先給你們它的結論，我這邊交叉相乘以後啊!就是這邊做一個展開求它的

值之後我可以得到，最後我可以得到一個(3a+2)(-a+5)，然後我知道我的目標是要讓它不

等於 0，所以這一題的答案是 3
2−

≠a
還有 5≠a ，當 3

2−
≠a

還有 5≠a 的時候，△不為 0，
那時候呢!我們方程組就有唯一解，可以唷!今天課到這邊就先這樣! 

【全班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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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4)：A6 個別教學影片轉譯 94.11.21 

*********************************************************************** 
A6 教學影片轉譯：94.11.21 

*********************************************************************** 
單元：三元一次方程組的公式解 
時間：94/11/21 
個案：A6 
 
轉譯內容： 
【前面 18 分鐘 M6 檢討考卷】 
A6：好!大家講義拿出來!然後跟大家報告一下!因為我們，因為大部分的人說我們二階..克拉瑪

那個地方還沒有處理對不對，還有一些習題，然後那個地方呢!等我把三階這邊的公式解

這個部分呢!跟你們講完以後，我會回過頭去解決那邊的問題，然後我們再往後面走它的

應用…，然後請大家翻開講義的第 5 頁，然後呢!第 4 題原則上呢!我不想算，因為這一題

大家可以自己算，只是跟你們提醒一下就好了!第三題還沒講，因為第三題，先看第三題，

第三題它是不是告訴我們，這個聯立方程組有兩組以上的解，那我知道所謂的有兩組以上

的解，其實就是它有無限多組解的意思，所以我們這一題在解的時候，你就要直接先把△、

xΔ 、 yΔ 、 zΔ 列出來，然後因為他要有無限多組解，所以△= xΔ = yΔ = zΔ =0，這個時

候才會符合…上面所要求的，然後同學就可以很快樂的把 k 跟 l 解出來，然後同理，它下

面那一題第 4 題處理方式也是一樣，那這兩題我就不講，因為後面比較精采嘛!看一下後

面!可以嗎?前面這兩題就原則上就是公式就跟他拼了就解決了這樣子，可以唷!然後翻過來!
第 6 頁的第 5 題的部分呢!這一題，原則上你只要假設正確就會對了嘛!一個三位數要怎麼

假設?一個三位數假設是 123，根據我們以前小時候不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子的經驗，我

們以前這樣做嘛!我們把它變成 100×1+10×2+1×3，所以今天如果我有一個三位數是 a 佰 b
拾 c，那它的數值的意思呢就是，它其實是 100×a+10×b+1×c，這邊把它合起來，這一題你

只要會這樣子假設的話，你回到題目嘛!它是不是告訴你說它是分別的不同的位置去做交

換，所以這一題我們只要去設百位數是 a，十位數是 b，個位數是 c，接下來就是列聯立方

程組去求解，那這一題就結束了，其實第 5 題是回到國中的基本運算的…，阿今天的重頭

戲是 6、7、8、9、10，希望 6、7、8、9、10 可以講完，不過我覺得有一點難，好!我會努

力的!可以唷!所以我們直接進第六題，大家看一下第六題，看起來小複雜有沒有!第六題呢!
題目是，首先給了我們一個聯立方程組，然後我會發現阿!它長得不是我們很喜歡的樣子

對不對!他給了我們
⎪
⎩

⎪
⎨

⎧

−=++

=++

=++

6
3
12

2

2

2

zyzxz
yzyxy
xzxyx

，然後題目他告訴我們說呢!我們可以得到兩組解，

一組解是 x>0 的，一組解是 x<0 的，那再看他的解之前，我們先來看一下，非常不符合我

們的習慣嘛!我們的習慣應該是 ax+by+cz 要等於一個常數嘛!對不對!a、b、c、d 常數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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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這邊我們發現什麼事情
2x 耶!xy 耶!xz 耶!感覺起來就很不自然對不對，可是我們以前

小朋友時代應該有受過一個基礎訓練就是說當我們看到一個很複雜的式子，我們會想要去

把它簡化，那我們可能會去想要做一個動作就是所謂的提出，公因數，然後再去觀察它對

我們有沒有幫助嘛!所以呢!第一個式子，我們會發現，它共同擁有什麼?可以提多少?聽到

s，就 x 嘛!對不對!然後第 2 個式子我們共同看到了?y 嘛!那第 3 個式子呢?z!很好!所以我可

以第一個式子提出 x，這邊提出 y，這邊提出 z，我可以得到一個新的算是聯立式

⎪
⎩

⎪
⎨

⎧

−=++
=++
=++

6)(
3)(
12)(

zyxz
zyxy
zyxx

，這時候我們會發現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把它們式子三個加在一起會怎

麼樣?把三個式子加在一起會怎麼樣?會出現非常漂亮的東西，大家要有勇氣唷!看到這樣

你一定要去試圖去解一個題目嘛!對不對!所以在這邊我們先試圖先提出了公因數，然後在

這邊發現這邊 x、y，是不是 x+y+z，這裡也是 x+y+z，這裡也是 x+y+z，很快的又發現這

裡是 x、y、z，所以我如果把三個式子合併的話，如果這是第 1 式，這是第 2 式，這是第

3 式，那我把這三個式子加起來，我把○1+○2+○3了以後呢!我可以得到一個很漂亮的東西，那

是什麼?就是我會發現我可以得到 9)( 2 =++ zyx ，如果我們式子可以走到這個地方，那就

很美了嘛!對不對!因為我可以把平方打開來，把平方打開來，我就可以得到第一個部分

是，如果 x+y+z=3，那另外一個部分呢!是 x+y+z=－3，如果 x+y+z=3，是不是代回去我就

可以解 x，解 y、解 z，所以在 x+y+z=3 的狀況下，我可以得到 x 應該要等於多少呢?是不

是 12 去除以 3，可以得到?可以用力一點嗎?冬天風很冷這樣子!4!然後 y 呢?y 可以得到多

少?1!好!謝謝!感謝!那 z 可以得到多少?－2!好!所以我是不是得到了第一組解，是不是當 x
要大於 0 的部分的話，我知道(x,y,z)就應該要是(4,1,－2)。那同樣的處理第 2 個部分

嘛!x+y+z=－3 這個部分的話，一樣，我們把它代回去，五就可以得到 x、y、z，我們可以

分別得到 x 等於多少呢?2 號!  
S1：－4 
A6：－4，請坐!謝謝!12 號!我把 3 代回去第 2 個式子，我可以得到 y 是多少? 
S2： 
A6：沒關係!我們來看，我是，旁邊不用打 pass，我現在處理一個什麼樣的式子?是不是

y(x+y+z)，我們從這邊第 2 式我知道，它等於 3 嘛!我上面又告訴你，x+y+z=－3，所以我

會走到 y(－3)=3 嘛!那可以解 y 嗎?可以!好!答案是多少? 
S2： 
A6：y 是－1，很好!請坐下!大家不要害怕嘛!再來!22 號!請告訴我 z 等於多少? 
S3： 
A6：z=2，跟那邊一樣嘛!我們就把－6 除以－3 我就可以得到 2 嘛!對不對!所以我得到第 2 組

答案，就是 x<0 的部分，我知道(x,y,z)分別是(－,4－1,2)可以嗎?這樣子我就可以解出這一

題，這一題看起來不是很可愛啦!吼~可是其實你把它拆開來之後你就會發現，它有比下面

的 7、8、9、10 每一題都還要平易近人很多很多這樣子，對!可以唷!可以的話，我們就要

來看第 7 題唷!大家可以先看一下第 7 題的第 1 小題，你會發現呢!它呢!長的更醜!而且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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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不像我們做第 6 題的時候啊!你可以提出 x、y、z 

A6：第 7 題的第 1 小題，它說，題目是給我們
⎪
⎩

⎪
⎨

⎧

=−−
=−−

=−−

010107
015158

0665

xzxz
zyyz

yxxy

，那這一題，不是很平易近

人嘛!吼~那大家覺得這一題我們應該從哪裡下手?首先我們一定觀察出什麼?很好!常數項

都是 0 嘛!對不對!這是第一件事情，然後我們觀察出什麼?有沒有發現這是 5，然後 xy，這

邊是 x，這裡是 y，然後後面兩個人的係數都是一樣的，－6、－6，－15、－15，－10、
－10，然後這邊是 yz 的話，這邊是 y 跟 z，這邊是 x 跟 z 的話，這邊就是 z 跟 x，那我們

要怎麼樣去解這個題目呢?在我們以前的經驗，我們可能會選擇，好!我通通把它加起來跟

他拼了看可不可以提出什麼東西嘛!可是如果我們通通把它加起來會得到一串不是很平易

近人的式子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的係數之間沒有很明顯的關係，所以呢!這一題是特殊題，

它是有技巧的，它的技巧呢!就在大家要去把它同除 xy，同除 yz，同除 xz，把它做一個同

除的動作啊!就可以變出非常好看的式子，什麼叫非常好看的式子呢?我把第 1 個式子同除

xy，第 2 個式子同除 yz，第 3 個式子同除 xz，我就可以得到
⎪
⎪
⎪

⎩

⎪
⎪
⎪

⎨

⎧

=−−

=−−

=−−

010107

015158

0665

zx

yz

xy

，那為什麼

說它回到一個平易近人的樣子，如果我們單純的把 zyx
1,1,1

都個別看成一個像 a、b、c 這

樣子的東西的話，那就很單純了嘛!我們以前一定有過這樣子的經驗，給你 5
4
3

=+
=+
=+

ac
cb
ba

，請同

學分別求出 a、b、c，大家是不是有過這樣子的經驗，在我們國中解題甚至是在我們之前

高一高二在解題的時候，都有碰過這樣子的東西，我們以前怎麼做的?是不是把它加起來，

可以!然後除以 2 嘛!我們加起來可以先得到 2(a+b+c)會等於 3+4+5 是 12 嘛!然後呢!同除 2
你就可以求出 a+b+c=6，分別代回去就可以解 a 跟 b 了嘛!我們以前處理這樣子的題目..，
那我們來看，這邊其實使用是一樣的技巧嘛!爲什麼我說這邊可以使用一樣的技巧呢?我可

以把第一個式子，因為 x
1
跟 y

1

的係數都是 6，我把 6 槓掉的話，那是不是就回到…..，然

後這邊我把 15，同除 15 的話，我是不是一樣回到係數是 1，那同樣第三個式子做一樣的

處理，一樣回到係數是 1 嘛!在我把它合併通通相加除以 2 以後，我當然就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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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x
111

++
，這樣講大家可能很模糊，直接做看看!可是要記得喔!你心中要記得我們接下來

要做的事情就是希望可以把它做出我們以前學過的 a+b 等於多少?b+c 等於多少?c+a 等於

多少?就可以求解嘛!那我會怎麼做?那我可以把常數先做一個移項，把它變成未知數在一

邊，常數在一邊的樣子，所以這一個式子呢!可以再做一次調整，可以調整成 6 倍，我把 6

提出來，大家應該不會….，6( x
1

+ y
1

)=5，我怎麼移動的呢!我先把 6 倍的 y
1

跟 6 倍的 x
1
移

到等號的另外一邊以後，同時提出 6，我就可以得到 6( x
1

+ y
1

)=5，同樣第 2 個式子我是不

是可以把後兩項移到等號的另外一邊，再把 15 提出來，可以得到 15( y
1

+ z
1

)=8，第 3 個式

子呢!把 10 倍的 x
1
跟 10 倍的 z

1
一樣移過去嘛!再把 10 提出來可以得到 10( x

1
+ z

1
)=7 嘛!應

該有發現，當我把 6 除過來，15 除過來，10 除過來時候，我就會回到剛剛提的，很像 a+b
等於多少?b+c 等於多少?c+a 等於多少的格式，那後面的處理大家一定都會了，可以嗎?所

以，繼續做嘛!
⎪
⎪
⎪

⎩

⎪
⎪
⎪

⎨

⎧

=+

=+

=+

10
711
15
811
6
511

zx

zy

yx

，如果我們令第 4 式、5 式、6 式嘛!..，把它們三個人相加，是

不是我可以得到 2( x
1

+ y
1

+ z
1

)，然後同時除以 2，再把它個別帶回原來的式子，我就可以

解出 x
1
、 y

1

、 z
1
嘛!那把它倒數過來我的 x、y、z 就得解了嘛!可以嗎?所以，繼續往後做，

請 3 號!13 號!23 號!注意要分別給我答案唷!好!我把它們三個呢!把 4 式、5 式、6 式先做一

個相加，我可以得到 2( x
1

+ y
1

+ z
1

)會等於多少呢? 10
7

15
8

6
5

++
嘛!接下來做一個通分運算的

處理，大家乘法請好好的算，對!阿拿到旁邊偷算並不可恥，通分以後是 60， 60
42

60
32

60
50

++
，

所以是 60
144

，然後可以約分嘛!用 12 約嘛!用 12 約會是 5
12

，124，好!對不起我脫窗了!【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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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144

改成 60
124

】，所以大家就會知道呀!連我都會算錯，你們更要注意呀對不對! 
S4：學姊!你要不要用 30 來算 
A6：30，喔!我剛剛瞎了嗎?我覺得 60 比較清楚啊!好來!把它同除 4 嘛!對不對!..上面是 31，對

呀!31 吧!我現在開始對我自己也沒信心了，糟糕!所以，哪裡錯?不是除以 4 嗎?4×3=12，

那應該對了吧!所以 2( x
1

+ y
1

+ z
1

)應該要是15
31

嘛!所以 x
1

+ y
1

+ z
1
就應該要等於 30

31
，所以，

如果呢!這個式子叫做☆的話，我拿☆去減 1 可以解出 z
1
，☆去減 2，去，就是這個減這

個，… z
1
嘛!然後把☆拿去減掉第 5 個式子可以得到 x

1
，然後把☆拿去減掉第六個式子我

可以得到 y
1

嘛!所以 3 號、13 號、23 號要預備囉!好!請問 3 號! x
1
等於多少? 

S5： 
A6：多少? 

S5： 2
1

 

A6： 2
1
，是嗎?如果我有聽不到的要勇敢的吼出來，來!13 號! y

1

等於多少? 

S6： 3
1

 

A6： 3
1
，請坐下!23 號! z

1
等於多少? 

S7： 5
1

 

A6：5
1
，好!請坐下!謝謝!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倒數過來我就得到 x、y、z，所以這一題的(x,y,z)

就會是(2,3,5)嘛!這一題的過程已經不重要啦!這一題的重點在於什麼?爲什麼我會從這裡

走過來嘛!【指從
⎪
⎩

⎪
⎨

⎧

=−−
=−−

=−−

010107
015158

0665

xzxz
zyyz

yxxy

到
⎪
⎪
⎪

⎩

⎪
⎪
⎪

⎨

⎧

=−−

=−−

=−−

010107

015158

0665

zx

yz

xy

】這一步的關鍵在這一點嘛!如果你

能夠在這裡，就是一開始的時候，我就知道我要除以 xy，除 yz，除 xz，那來到這邊的話，

相信大家都一定有辦法解出來，那爲什麼我會選擇把 xy 除過去呢?最基礎的想法當然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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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簡化我的式子嘛!然後找出它們中間有關聯的東西，然後我們發現，它們三個人其實

形式長的很像，所以，在我們以前的經驗的話，那就是要碼通通把它加起來，不然就通通

把它除除看，所以我們會後來選擇除 xy，除 yz，除 xz 解這個部分是有原因的，可以嗎?
這一題的重點是在於為什麼?就是說你一定要學會怎麼樣去處理這樣子的題目，因為到後

面只是就是單純計算而已，然後再來看第 2 小題，第 2 小題看起來是不是也很醜，第 2 小

題，它是出現了括號括號相乘，這裡面當然也大有玄機囉!然後想想看會放在第 7 題的類

題裡面的話，它一定跟第 1 題一樣是怎麼樣?它一定是有一個特殊的方式，可以讓我們來

容易的處理它，其實第 2 題是非常有趣的題目，因為對數字敏感度比較高的學生，可能就

直觀碰碰碰就把答案寫出來了，這一題是可以直觀的，不過呢!直觀並不代表你永遠都能

夠直觀，所以我們還是要解一下比較 normal 的一種解法，好!4 號!請告訴我!你看到這個題

目的第一件事情如果我要你解的話，你會想要怎麼解?你可以分享一下告訴我，你會想要

怎麼解? 
S8：想要直接代數字 
A6：你會想要直接代數字跟他拼了，因為 15、20 跟 12 感覺起來非常平易近人嗎? 
S8： 
A6：嗯!好!請坐下!14 號!你會想怎麼解? 
S9： 
A6：把前面變成? 
S9： 
A6：把這邊做調整?一樣的放在一起?你的意思是說這裡有 xy，所以我把 x+y 放在前面 
S9： 
A6：喔!你的意思是說你可以把它們三個人都變成(  )(  )(  )等於一個..常數的模式嘛! 
S9： 
A6：這個方法也很好啊!好來!請坐下!不要害怕!我沒有說你不對唷!5 號!好來!你會想要怎麼做? 
S10： 
A6：就把它減掉? 
S10： 
A6：有相類似就把它減掉? 
 
A6：就會變出平方差，你的意思是說如果拿 1 去跟 3 相減的話，我就可以得到 x+y 跟 x+y 嘛!，

x+y 跟 x－y 所以可以算出
22 yx − 等於多少，這方法也很好，所以你們班其實很有創意的

呀!請坐下!ㄟ而且剛剛所有答案沒有一個跟我原本想跟你們講的是一樣的，不過我們可以

發現其實每一個方法感覺起後來都可以做出來嘛!不過我很高興幸好沒有人直接跟我講，

學姊!把它展開!展開有點醜!真的有點醜!好!我覺得剛剛方法都很值得嘗試，不過今天時間

不太夠先聽一下我怎麼解的，我的做法很暴力啦!我把 1、2、3 通通乘在一起，因為我覺

得裡面有兩個 x+y，兩個 y+z，兩個 x+z，我把它乘在一起了以後，我可以得到什麼?可以

看一下我的做法，來○1 ×○2 ×○3 ，我可以得到
222 )()()( xzzyyx +++ 會等於 15×20 是 300，

300 乘以 12，是 360，爲什麼這樣子做，因為我覺得這樣很好看，所以同時開根號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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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有人更正】 

A6：3600!所以我把它開根號!我可以得到(x+y)(y+z)(x+z)= 60± 嘛!所以我把 60± 這邊這一組跟

上面的快樂的除完以後，我就可以分別得到 x+y、y+z 還有 x+z 嘛!那麼我就回到跟第一題

等於在做一樣的事情，所以這是我的選擇啦!不過我覺得剛剛的選擇也很好阿!把一樣的相

減減下來，最後一樣會出來可以解的方式，那先用我的方法把它解完。我們先算正的

(x+y)(y+z)(x+z)=60 的話，那麼我把他拿去除第一個，我就會可以得到呢!分別得到

⎪
⎩

⎪
⎨

⎧

=+
=+
=+

5
3
4

zy
yx
zx

，然後呢!就把它們很爽快的加在一起，可以得到，2(x+y+z)=12，我就可以算出

x+y+z=6，那當然分別代回去你就可以，這邊可以算出 y 嘛!y=2，z=3，x=1 嘛!所以我可

以得出第一組就是(x,y,z)=(1,2,3)，那麼接下來我是不是可以處理如果它開出來是－60 的那

一種，如果是－60 的話，那我是不是一樣可以列出這樣子的式子，我列出來會是什麼

呢?x+z=－4，x+y=－3，y+z=－5，然後如果硬要給它 7、8、9 的話，把○7 +○8 +○9 直接除

以 2 好不好，我可以得到 x+y+z=－6，所以代回去我就可以解出 y=－2，z=－3，x=－1，
所以我就可以解出另外一組的(x,y,z)=(－1,－2,－3)，那我就得到這兩組解，那剛剛各種非

常有創意的東西，我覺得也很值得一試呀!所以大家可以..，可以嗎?哇!今天很殘念的沒把

它解完怎麼辦?好吧!希望明天可以把這裡跟二階那邊處理掉，好!那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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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5)：A6 個別教學影片轉譯 94.11.22 (1) 

*********************************************************************** 
A6 教學影片轉譯：94.11.22 (1) 

*********************************************************************** 
單元：三元一次方程組的公式解 
時間：94/11/22(1) 
個案：A6 
 
轉譯內容： 
A6：所以今天我們要來看的是第 3 小題的部分，然後我們先預告一下，我們希望今天可以把

應用..講完嘛!第 3 小題呢!是【在黑板抄題目
⎪
⎩

⎪
⎨

⎧

=−−+
=−+−
=−++

07236
0733
0822

xzzx
zyyz
yxxy

】…然後呢!由於我們第

一小題的經驗嘛!如果說這邊的常數不是 0 的話，那我會考慮把這三個式子呢分別除以

xy、除以 yz、除以 xz 嘛!然後可是這邊很明顯它是一個不一樣的東西，然後後面的 x，就

是後面的單項，它們的係數看起來之間好像也沒什麼關係，所以這個地方就要使用，大家

其實不是很熟悉的一個方法，是不是長的醜醜的式子…我們小朋友時代很熟悉，怎麼樣?

很熟悉就是單項 0652 =+− xx ，如果要我們把這個式子做十字交乘的話，大家很神!應該

都很厲害，因為受過很多機械化的訓練嘛!我知道我這邊要用 1、1，這邊呢!要用-2 跟-3，
我用這種方式就可以把..熟悉的狀況就是 x 的方式做十字交乘嘛!可是呢!我們這個地方呢!
出現的是 xy 項，有 x 有 y，所以呢!這一題的解題方式是我們要先嘗試看看把這三個式子

做分解，其實這一題的數字安排的很美好嘛!大家看一下就會知道為什麼?好!我們先看第一

個式子，第一個式子，它有兩倍的 xy 嘛!你有沒有發現它的 x 是 2x，它的 y 是 1 倍的 y，
如果比照我們以前這樣子的…..必須要上下什麼我這邊才能產生所謂的 2xy，基於題目這

裡給我們的暗示嘛!我們就會嘗試看看，把 2x 放在這裡，把 y 放在這邊，是不是我這邊就

產生 2xy，如果我這裡放 1 放 1，就會有 2x+y，尾巴是 1，到此為止，除了常數項以外，

除了這個 1 以外，其他的是不是都會長的跟第一式的前面的 2xy+2x+y 是一樣的，對!所以

我就要企圖去把它拆開，那中間相差的常數項怎麼辦，我這邊又等於 0 嘛!把它補過來就

好了!所以，來看喔!就這樣做，第 1 個式子，2xy+2x+y 我會先做第一件事情，我會先把它

移過來，然後我知道這邊，因為我剛偷做了嘛!它可以拆成 2x 對 1，y 對 1，我們這邊呢!
展出來的式子會是 2xy+2x+y+1，那它跟上面，我原本式子移項以後只相差了常數 1 嘛!所
以這邊補 1，這邊補 1 以後，我們等式依舊成立，然後我們的這個因式呢!就可以把它分解

開來，它就會是(2x+1)(y+1)=8+1 是 9，我可以把第一式變成這樣子..，同樣的道理我可以

類似的手法去處理 2、3 式，那第 2 式很明顯嘛!有沒有看到，3yz，然後這裡有 y，這裡是

3z，所以它的暗示非常明顯，所以我們的第 2 式我們會怎麼做呢!3yz-y+3z，我們會先做第

一件事情，我會先把－7 移過去 
S1：學姊!第三式是+3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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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第三式是+3z，謝謝!然後呢!這個地方，我會先把第 2 式的－7 移到等式的右邊，然後仿

照第一個的模式，那 3yz 嘛!偷看到這裡有 y，這裡有 3z 對不對，負號不用常數處理它，

所以我這邊會把 y，下面擺 3z，那我的 3yz 就先解決掉了，再來!因為我希望我的 y 項出

來是負的，所以我－1 給它，我希望我的 3z 出來是正的，所以這邊用+1 做處理，我的中

間呢!就可以得到-y+yz，那麼尾巴，是減 1 嘛!所以我如果在等式的左右邊把減 1 放上去，

我就可以把等式左邊做一個因式分解，分解成(y+z)(3z+1)要等於…，在這邊可以先偷偷

的，喔!看到大家疑惑的眼神我就知道我有地方寫錯了!這裡大家已經偷偷發現一件事，這

裡有 y+1，這裡有 y+1，感覺上把第三個式子做出來以後整個情形會變得很好，所以我們

來做第三個，所以一樣，第三個式子 6zx+3z-2x，我可以一樣先把常數項移到等號的右邊，

7 
S：(有學生問問題) 
A6：是!3z-1，那這邊，謝謝!那這邊一樣可以拆!所以呢!經過剛剛連續的使用它，我這邊一樣

是 3z，然後底下呢!為了形成的是 6zx，所以我要 2x 放這裡，然後為了讓 3z 是正的，所

以跟它交乘的部分我們擺 1，那為了讓 2x 變負的，所以這個地方…那我們檢查，前面一

樣出現 6x，好!題目給我們 6zx，其實是一樣的，6zx，中間項呢?出現，經過一個交叉相

乘，我知道，出現了-2x+3z，尾巴是減 1 嘛!那我要維持等號的成立性，所以呢!我就必須

要把這個－1 補上去，左右同時減 1，所以我知道 6zx+3z-2x-1，這邊的左式可以因式分解

成(3z-1)(2x+1)=6，先把這三個原本 1、2、3 式調整成因式分解以後的式子以後，我們可

以觀察到，這邊有 2x+1，這邊有 2x+1，然後我剛剛說了第 1 式產生的式子，這邊有 y+1，
它跟第 2 式有共同處就是 y+1 嘛!然後呢!第 2 式跟第 3 式有共同因式的部分就是 3z-1，那

麼我們把這三個式子放在一起，我們可以看到什麼呢?我把得到的式子放在一起，看見了

一件很好很好的事情
⎪
⎩

⎪
⎨

⎧

=−+
=−+
=+−

6)13)(1(
9)1)(12(
6)12)(13(

zy
yx
xz

，調整成這樣的式子是不是就回到了我們第七題

的例題 2，所以處理手法就會回到一樣的方式，那我們這個地方怎麼做的呢?我昨天這個

地方採取的方式是暴力嘛!對不對!這是 4、這是 5、這是 6，我們昨天大家提了很多種方法

嘛!那我選擇的方式是把○4 ×○5 ×○6 以後，我可以得到 696)1()12()13( 222 ××=++− yxz ，然

後呢!開根號!我就可以得到，一樣得到兩個式子，我可以得到第一個式子是

)1)(12)(13( ++− yxz 如果我取正的呢!就會是 18，我如果取負的，就會是－18，18 跟－18

怎麼來的，很明顯吼~我要開嘛!取個 6，然後把 9，3×3，開出來就是，看到 18 了，然後

大家要豪邁的把 6×6×9 乘完以後再展開也是沒關係啦!要準就好了!那回到這邊的話，是不

是，代過去，我就可以分別得到 )1)(12)(13( ++− yxz 個別是多少?然後就回到一元一次方程

式求解嘛!，然後 x、y、z 當然就可以解出來了，所以我們一樣會有兩組解，..學姊的暴力

派，好!還沒有算!那就算一下好了!所以，我可以得到，如果是用第一個下去看的話，就是

18 的那一個，我可以得到 y+1=3，然後 2x+1=3，然後 3z-1 要等於 2，所以 y 會等於 2，x
會等於 1，z 會等於 1，所以我得到的第一組會是(1,2,1)，xx 那邊發生小小的騷動可以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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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生什麼事情嗎?持續騷動當中，好來!看!如果是討論－18 的部分的話，那我可以得到

y+1=－3，2x+1=－3，3z-1=－2，所以這樣整理我一樣可以得到，y=－4，x=－2，z= 3
1−
，

所以我這邊得到的(x,y,z)會是(－2,－4, 3
1−

)，得到兩組答案，然後這一題的關鍵呢!其實後

面大家都會了嘛!觀念是在於ㄟ我們怎麼發現是要做這件事情，對不對!這種感覺就很像我

們第一題的關鍵就在於我們怎麼樣去處理那個 xy，知道要除嘛!阿第 2 題在於我怎麼知道

要這樣用暴力法，啪!結束掉嘛!其實這東西呢!就在於題目的觀察，那你發現呢!這題目呢!
不是一般我們所熟悉那種題目，那可能就幾種選擇嘛!第一個是觀察它的係數，如果係數

有相同，那可能是提出或是..製造一樣的東西出來，可是我們發現第三小題呢!的係數不可

愛嘛!然後又出現一大堆常數項，所以呢!把它做一個十字交乘的步驟呢!我可以說是，可以

覺得它是一個技巧，對!那這一題把三種題目擺出來表示這意思應該就是要讓大家比較看

看不一樣的東西，可是..一定都有能力把它解出來!對!計算要準嘛!好不好!老規矩，還是計

算要準嘛!可以唷!那這一題，有跟上的話，我們就來看第 8 題 
【有學生發問】 
A6：這些跟行列式有什麼關係嗎?嗯!其實它是有關係的，如果你今天啊!你把它用展開，然後

你有沒有發現第一個式子，第一個式子呢!我如果把它同除 xy 以後，它其實出現的是，它

是 1、 y
1

、 x
1
，那它一樣是個 3×3 的格式，那我可不可以用我們已經學過的△下去跟它拼

了，然後我知道，因為第一個，它的..是 1 嘛!對不對!所以對應出來的△分之△那個常數

部分就應該要 1 嘛!可是不推薦使用那個方式，因為很醜，對!所以我們把這三組，在我看

來我覺得這算是技巧解題，對!然後我們可以之後請老師補充一下這樣子，就是如果要把

它變行列式的話，我覺得會比較醜啦! 
M6：各位要看一下這個單元的名稱是什麼?這是叫做解聯立方程組與三元一次的公式解，所

以這邊是分兩個部分，懂意思嗎?有的題目是可以用行列式來解，有些題目只是我們要去

解，是不是一個聯立方乘組，所以這是兩個部分的，那這邊也是給同學一些題目來做一些

對照，有些題目是適合做行列式，行列式它本身是比較容易從事那一種機器運算，比如說

你如果在這個電腦裡頭，或者在用一些機，它就很固定的是一個表格式的，你把東西擺好，

你那個東西能解的出來，是不是就算好了，但是像現在舉的這幾個例子就是比較不適合用

行列式用公式解來解這些題目，懂嗎?但是你也不能說它長成三元一次聯立方程組，它就

一定用公式解來解會比較方便，好!所以這邊提供是不同的思考方向，所以整個各位可以

看到從第六題開始，第六、第七，第八、九、十，我只請學姊講到第八啦!因為九、十我

認為說對社會組同學不是那麼的迫切!也就這邊是介紹一些特殊解的一個怎樣方法，也就

是要同學解，累積一些經驗，也就是你要有能力就是要換個方向去思考一個題目，不能說

這邊ㄟ公式解，阿你就一律 100%公式解，其實有的時候公式解會耗掉你更多的時間，你

不要忘記了這種基本解題的能力，這邊是在，各位可以看到倒，三，你如果整個第 7 題各

位看下來應該很清楚喔!第一個是不是減 xy，教你一招，是不是加起來，然後再減回去，

是不是這樣子，跟是不是第六題有點相關，那第 2 題勒，是不是教你什麼?是不是教你乘

起來!對不對!製造平方消去再除回去，再利用第一題的方法來解，有沒有注意到，那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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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勒，如果沒有幫你分好項，第 2 題是不是已經幫你分好了，第 3 題勒，就是回到你要去

做一個交乘，但事實上我必須要講像第三小題的交乘，其實現在高中生都做的非常非常的

不理想，爲什麼?從小就沒有這樣學嘛!這以前國中生這一種都做的拼拼ㄅ一ㄤˋㄅ一ㄤˋ

的，喔!那你們現在變的解題經驗不夠，所以在這邊才放下去來做一些補充，喔!所以你們

要講說它跟公式解有沒有一定必然的關係，ㄜ不能用等號來相連啦!但是你不能說，這，

有一種是完全相關，另外一種是誰?是不是變成對照，這邊的這幾題是對照的意思比較強

烈，那 9 跟 10 其實可以看的更清楚，但是因為那比較難，我是建議學姊先不講，喔!阿等

一下學姊可以利用習題的，可以用習題裡頭有沒有，甚至你可以等一下把他們帶他們做第

9 頁的，習題的 3 跟 4，喔!第 9 頁習題的 3 跟 4，這兩題是聯考考題，你們就可以試著來

再看一下!有些跟，擺在公式解後面就會跟怎樣?行列式關係比較強烈，那現在在前面這個

單元，目前在黑板上講的，其實就是你想辦法把答案解出來，然後在解一些答案，你不能

只有一個單純的加減消去法而已，懂嗎?喔這給各位做對照多訓練一些說解題的方向這樣

子。 
A6：好來看一下第 8 題，大家會覺得第 8 題長的很醜，非常非常的醜，因為它長的很奇怪嘛!

對不對!它給了你三個等式。第 8 題，班長!你覺得第 8 題要怎麼解? 
S2：交叉相乘 
A6：交叉相乘?可以考慮，請坐下!風紀!你覺得這一題要怎麼做? 
S3： 
A6：全部乘開!..好來!請坐!衛生!好來!你覺得這一題應該怎麼做? 
S4： 
A6：沒關係!我又不會打你，你覺得呢?不知道!好!沒關係!請坐!好啦!我們看一下唷!你有沒有

發現這個題目有一個很奇怪的地方，它呢!給了你一串等式在最後面告訴你 x+y+z≠ 0，來!
我們研究一下那不等於 0，不等於 0 在那個地方是不是表示首先我們前面的三個等式的分

母，分母本來就不等於 0 嘛!對不對!看分子，是不是 x、y、z 都不會等於 0，然後他又告

訴我 x+y+z≠ 0，那我們從小到大，什麼東西告訴我一定不會等於 0 呢!這裡有一個暗示嘛!

是分母不為 0!所以這一題的手法是..，就是把 y+z， 111 ++
=

++
=

++ yx
z

xz
y

zy
x

，把它整

個做一個倒數，這個想法是來自怎樣?它給我暗示嘛!不等於 0 的暗示，好!原來的式子呢!
是告訴我 x、y、z 是實數，而且呢!好!一開始題目呢!我剛剛說啊!這個不等於 0 其實是一

個很強烈的暗示嘛!因為等式成立，而且最後面這個式子包含前面都不等於 0，相對的就是

告訴我 x 不為 0，y 不為 0，z 也不為 0，不然等式怎麼成立，整個式子都要不為 0，我是

不是第一個等於第二個等於第三個等於第四個，它們四個都不會是 0，好!所以我說這是一

個很明顯的暗示，怎麼樣呢!把它倒數過去以後就會發現它長的可愛多了!所以我們把它整

個式子做一個倒數的處理，把原來的式子變成 zyxz
yx

y
xz

x
zy

++
=

++
=

++
=

++ 1111

嘛!

好!不用緊張!最後一定會聽懂的吼~倒數完了以後，看起來好像依舊還是很醜對不對!那爲

什麼會覺得它醜?今天如果大家都有 x+y+z 感覺起來就不會那麼醜嘛!可是我發現第一項，

ㄟ上面只有 y 跟 z 還多出一個很奇怪的常數，阿第二項呢!它是，少了一個 y 嘛!這邊是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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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少了一個 z，多了一個 1，我如果有辦法讓這些等式呢!都製造出有 x+y+z，情感上!好啦!
其實實際上，這整個題目呢!就看起來明顯的，所以這一題的關鍵呢!第一個在於你要知道

它可以倒過來!第二個呢!是製造出 x+y+z，看喔!變魔術喔!來喔!加 1、加 1、加 1【將原式

加 1
1111111

+
++

=+
++

=+
+

=+
++

zyxz
yx

y
xz

x
zy

】，會持續相等，就會得到

zyx
zyx

z
yxz

y
xzy

x
zyx

++
+++

=
+++

=
++

=
+++ 111

，有沒有好看很多，爲什麼說好看很多

呢?因為，上面同，就是分子相同。然後她們分數值相同的話，分母也要一樣嘛!所以我們

先不看這個 y 吼~我們先看這三個，因為它們三個人，我打勾的這一個、這個，這個，三

個式子一樣啊!她們倍等號連起來嘛!然後我知道它的分母雖然不一樣，可是它的分子，是

不是都是 x+y+z+1，所以這一題的強烈暗示呢!它就告訴我 x=z=x+y+z，有人還沒有看出

來，再看一次，首先我們把這一個遮起來，這個你先不要去看，我們去看第一個、第三個、

還有第四個，你會發現它們都是等號連起來的嘛!它們是相同的，然後可是怎麼樣呢!我們

的分子都是 x+y+z+1，那是不是因為我們分子一樣嘛!我們分數值一樣是不是分母也要一

樣，在我的所學，如果今天我告訴你 dcba +
==

111
代表什麼意思，就是 a=b=c+d，然後呢!

今天假設上面不是 1，上面是 A，A、A【 dc
A

b
A

a
A

+
==

】，在 A≠ 0 的情況之下，我一樣

可以保證 a=b=c+d，所以，回到這邊，我很神奇跑出來式子的時候，我知道 x=z=x+y+z，
好!所以在於我們知道 x=z=x+y+z 以後呢!那我們當然會嘗試去代換這個式子嘛!所以我可

以把 z 跟 x+y+z 通通換成 x 嘛!那我的式子呢!就會走到一個更漂亮的地步，好來!底下還是

x，x+y+z=x，所以它是 x+1 會等於，y 我不知道嘛!吼~然後上面會是 x，然後會等於 z 就

是 x 嘛!然後上面是 x+1，然後會等於 x
x 1+

，好!其實在這邊我們也是可以把 y 拿出來的，

怎麼拿呢?因為我知道這個也是 x 嘛!所以我知道 x=2x+y，所以我從我一開始的倒數這邊得

到的相等，我就可以知道，其實我們的 y 已經出現了，我的 y=－x，所以我們這邊看起來

好像沒有出現的已經出現了，y 就是－x，所以這樣很美好啊!因為我知道這裡是－1 嘛!【指

1−=−
=

++
y
y

y
yxz

】對不對!所以接下來呢!其實很單純就結束了，我隨便找一個式子下

去做，我知道今天 x
x 1+

=－1，x 不為 0 嘛!然後一樣把它乘過去可以得到 x+1=－x，那是

不是 x 就可以算出來了，所以，移項整理嘛!2x=－1，所以 x= 2
1

−
，到這地方其實已經解

完了，因為我知道 y=－x，所以，y 呢!就要等於 2
1
，然後因為 z=x，所以 z= 2

1
−

，所以這

一題我可以解出(x,y,z)=( 2
1

−
, 2
1

, 2
1

−
)，不要覺得它很神，這一題是有個過程的，好!我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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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是怎樣?這個題目看起來很沒有著落嘛!就算我做了一個交叉相乘，感覺起來就會出現很

多複雜的項、我會有
2x 項、

2y 項、
2z 項，xy 項、yz 項、xz 項，所以第一個想法，可能

有一度會想說，ㄟ我把它做一個相乘，可是就會覺得說，喔!應該是很難做，然後呢!它這

邊有給我暗示，我知道了 x、y、z 跟 x+y+z 都不會是 0，所以呢!把它做一個倒數，其實我

們都知道，分母複雜的式子是很難處理的，把它倒數以後，是不是分母會變的很單純，就

只有，分母就變 x、y、z 嘛!那為了讓整個式子好處理，加 1 的部分其實是技巧，企圖形

成大家都有 x+y+z 在分子的地方。然後，我們把它加 1 進去以後就會發現得到很好的式子，

很好的結論嘛!我知道 x 跟 z 還有 x+y+z 必須要相同，因為我們題目一開始就確保了，x+y+z
不是 0 嘛!當然加 1 也不會是 0 啊!在於分子不為 0，然後這些分數值相同的時候，分母當

然要相等，所以我可以得到 x=z=x+y+z，經過了移項整理我還可以得到 y 跟 x 的關係嘛!
所以當我把 x、y、z 還有 x+y+z 都用 x 做表示的時候，式子就回歸到一個非常單純的怎麼

樣?就解一次式而已，而且還是非常單純的一次式，所以我就可以得到 x 跟 y 跟 z，就是這

一題的解，可以嗎?其實這一題也是欣賞…，就是讓大家知道說碰到這種題目，可能要採

取一些什麼樣的做法，它跟我們前面學到的東西都不太一樣嘛!來!消化一下!其實呢!我在

第一次看到這題目呢!我也是想很久，我甚至還令 x+y+z=t，然後把大家都變成跟 t 有關的，

可是又發現啊!好多 x、y 跟 z 跑出來，然後呢!所以我才呢!想說那要怎麼處理它呢?我是沒

有把它做交叉相乘啦!我覺得這樣太勇敢了，對!後來才觀察到說…，那我可以把它做一個

倒數讓它更簡單，可以唷!然後老師說第九題跟第十題很難嘛!其實我覺得第八題比第九題

跟第十題還要難這樣子，對!因為對它們來說是一個很新的一個經驗，他們…..真的沒有嗎?
很熟嗎? 

M6：你們第 8 題就設它等於 t 解解看!一定更簡單! 
A6：真的嗎? 好!老師既然說了我們就來看看… 
M6：因為倒數這個動作其實算是一個 
A6：比較難的動作 
M6：很激烈的動作 
【全班笑~~】 
M6：對不對!就是你站著走路可以，倒著走給我看，你們班幾個人辦的到，阿設它等於 t 就等

於是說，你們名字我記不起來，但是 1 號、2 號、3 號我隨便亂念，只要 1 念到 30 一定有

人【全班笑~】 
A6：我們來偷設一下 t，設這個等於 t 嘛! 
M6：好不好!試一下試一下!換個角度看看題目 

A6：變成
t

zt
z

yt
y

xt
x

=
+−

=
−

=
+− 11 ，然後呢!老師!接下來應該會做一個把它乘過去嘛!老師

你是不是令完 t 以後把它乘過去? 
M6：你覺得分式好算還是整式好算? 
A6：當然是整式好算囉!所以要乘過去嘛!對不對!好!所以我們可以得到，可以得到 1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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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ztztt
yytt

xtxtt

2

2

2

，然後把它，到目前為止還是不覺得這樣比較好算，好!然後呢!把 x 移回去，

我可以做一個 02 =−+− xtxtt ，然後
2t -yt  =y 這個我不想動， 02 =−+− ztztt ，所以第

一個式子可以變成…然後，把三個式子加起來嗎?我可以偷做嗎?【A16 顯得不是很確定該

怎麼做】..，因為這邊 t=－1 的話，是把它通通加起來嗎?那這些把它加起來，可以得到

02)(3 3 =−−−+++− zyxttzyxt  
S： 

A6：哪裡平方?
23t ，然後呢?可以把 t 放進去，因爲 x+y+z 是 t 嘛!所以是 03 22 =+− ttt 就是

02 2 =+ tt ，所以它就是提出 t 倍以後等於 t(2t+1)=0，所以我知道 t 要等於 2
1

−
，然後因為

t 等於 2
1

−
，我在這邊知道 t 不會等於－1，所以不是這裡等於 0，t=x 也要等於 z，它們都

會是 2
1

−
，然後再代進去解 y，所以代進去解 y 的時候，因為我知道 x+y+z 要是 2

1
−

，所

以 y= 2
1
，這樣解出 x、y、z 嘛!老師!對呀!先代進去嘛!沒有!如果是這樣做的話，你只要先

做這個式子【指
⎪
⎩

⎪
⎨

⎧

=+−

=−

=+−

ztztt
yytt

xtxtt

2

2

2

】，把它相加就會走到這裡【指

02)(3 3 =−−−+++− zyxttzyxt 】嘛!然後把 t 代進去，我就可以解出 t 嘛!然後再去處理，

因為解出 t 以後，你就可以繼續解出 x 跟 z，然後 y 就出來了!老師是這樣嗎? 
M6：我來分析一下好了!【全班笑~】 
A6：我不覺得這樣子有問題 
M6：沒解好所以不覺得這個方法好!就是說一個有經驗的老師跟沒經驗的老師【全班大笑】，

我覺得說一個有經驗的老師你要充分的掌握到你學生的程度，然後站在學生的角度來看一

個問題，阿一個比較年輕的老師很容易說自己解完了題目以後就覺得說這個方法就是學生

最能接受，其實未必【M6 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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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6)：A6 個別教學影片轉譯 94.11.22 (2) 

*********************************************************************** 
A6 教學影片轉譯：94.11.22 (2) 

*********************************************************************** 
單元：三元一次方程組的公式解 
時間：94/11/22(2) 
個案：A6 
 
轉譯內容： 
A6：好來!看一下那個老師剛剛講的那兩題聯考考題，在第九頁的練習三還有練習四。【在黑

板上抄好題目】它是問我們呢!恰有一解的充要條件是什麼?今天幾號? 
S：22 
A6：今天 22 嗎?【22 號同學自動站起來】乖!好乖唷!來!什麼是充要條件? 
S1： 
A6：充分必要嘛!對不對!就是如果說 p 是 q 的充要條件的話，那麼 p 可導出 q，且 q 可反推回

去 p，所以叫充要條件嘛!好!請坐下!這個東西大家都不是很熟嘛!然後，【有人偷偷竊笑】

還是大家都很熟?..所以我們來看一下，它說要使得它恰有一解，恰有一解是怎麼樣?是不

是要唯一解嘛!唯一解如果在於公式解裡面就是△≠ 0 的時候，我們說有唯一解。【底下有

騷動】…竊竊私語起來，是發生什麼事?怎麼了?有事情嗎?好來!所以就是說它問，恰有一

解就是唯一解嘛!的話就是我們的△要不等於 0，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呢!我們來看△

=
222

111

cba
cba

好啦!這行列式非常熟嘛!對不對!.....行列式對不對!然後我原本有要幫你們查

英文，不好意思我也沒查到，對!然後這一題其實我們之前就有做過訓練了嘛!阿這個東西

你展開，是什麼?23 號!來!這個式子展開是什麼? 
S2： 
A6：很好!請坐下!是(a-b)(b-c)(c-a)，那因為我的△≠ 0，這是有唯一解的條件嘛!這是我們現在

知道的第一件事情，好!那我們來看一下唷!恰有一解的充要條件是什麼?首先看，因為不等

於 0 嘛!所以 abc=0 跟他跟它沒有很直接的關係。【現場傳來一個紙條】喔!有一個帥氣的小

孩查出它的名字，凡得末得行列式的名字 
M6：我沒有記錯嘛!第一個字母 V 對不對?【全班大笑】 
S：佛地魔 
A6：佛地魔?!佛地魔應該是 F 開頭吧!不是嗎? 
S：V 
M6：叫什麼?它叫什麼? 
S：佛地魔 
M6：沒有聽過這個名字啊!哪有這樣翻 
S：【全班笑】哈利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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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6：哈利波特裡面的名字喔! 
【全班哄堂大笑】 
A6：這一切都太好笑了!所以我們來看唷!什麼時候可以確保【全班還是笑個不停】，不要這麼

HIGH!好!什麼時候我可以確保它不為 0，就是 a≠ b，b≠ c 且 c≠ a 的時候可以確定它們三

個人相乘不為 0 嘛!對!所以除此外還有什麼呢!應該就是 a、b、c 相異嘛!所以就是 c 嘛!可
以吼~因為 d 跟 e 的不全相異跟不全相同都沒辦法保證說一定都相異嘛!吼~這一題看起來..
簡單，有個佛地魔在那裡就結束了。【全班笑】再來，第四題，來!第四題它告訴我阿!如
果 ABC 是一個三角形，而且它是三角形三邊邊長，並且它又符合了…佛地魔【全班笑】，

好!它符合這樣的行列式，它是告訴我們什麼?它等於是這一題就已經告訴我們

(a-b)(b-c)(c-a)，等於是它邊長符合應該要等於 0 嘛!所以這一題就是 a=b 或者是 b=c 或者是

c=a 的時候，會讓等式成立，所以它至少會是一個等腰三角形嘛!對!可以唷!然後人會說，

那正三角形，不好意思，至正三角形包含在等腰三角形裡面嘛!所以要取一個最寬的答案

是等腰三角形。這兩題聯考考題真是幸福，對!只要認識佛地魔就結束了。好的話就請大

家翻到大家心心念念以久，被我遺忘很久的第 2 頁的 x 例子。好!嗯!我看一下，我們上次

講了一二題嘛!後面都沒有講，我們先看一下後面的各個題目它在問什麼?第 2 頁的第 3
題，例題 3 呢?它是在求說?它問什麼?它是在問這個聯立方程式，它有唯一解嘛!有唯一解

呢!其實就是告訴我們，例題三的重點就是那個唯一解，唯一解是什麼?△≠ 0 嘛!所以例題

三抓到這個，其實就結束囉!可以嗎?所以迅速 pass 過，看例題四是什麼東西?因為不想全

講嘛!好!例題四它告訴我們，這一個醜醜的聯立方程式呢!它無解!那無解是怎麼樣?是不是

△=0，然後 xΔ 、 yΔ 不全為 0 嘛!就第四題的題幹等於告訴我們，我的方程式必須要符合

這樣子的條件，好來!所以我們來做一下第四題。例題四，首先我們如果要使用公式解，

我們必須要把它的式子變成所謂的 ax+by=c 的一個一般式，所以我可以把例題四原來的式

子變成(a-5)x+2y，我可以先把常數移過去－3a，然後這就是(a+1)x－y=－5a+4 嘛!那按照

題幹給我們跟我們知道的，它的要求就是，首先你要讓△=0，那△是什麼呢? 11
25
−+

−
a
a

嘛!

所以把它展開，它的值應該要是－(a-5)－2(a+1)，所以應該要是－3a，+5－2=+3，大家如

果功夫一點的話，也可以把－3 先提出來，得到..是(a-1)，因為我們要求我的△在例題四

的部分，它是要無解嘛!無解是要△=0， xΔ 、 yΔ 不全為 0，所以我知道，要符合題目要求

的話，除了△=0，所以在這個地方，a=1，這是第一件事情，可以唷!那再來呢!我要檢驗

它無解嘛!大家如果有心情的話，可以把 xΔ 跟 yΔ 都算出來嘛! 

S：【有學生有問題】 
A6：直接用平行做?很好阿!其實我就是想要講這個東西，因為你看喔!我們的未知數裡面是不

是只有一個 a，我們在符合△=0 的時候，我們其實已經解出 a 了嘛!我只要回去驗，代回

去驗，驗這兩個方程式什麼時候無解，…，只要驗出它平行其實就結束了嘛!當然另外一

個做法就是我安分守己把 xΔ 、 yΔ 做出來!讓它其中一個，至少一個不為 0 嘛!可以嗎?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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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選擇，所以其實代回去做是很好的，去檢查，直接去檢查，對!所以我們如果直接

把它帶回去 a=1 檢查的話，那這一個，如果 a=1 帶進去的話，我可以得到，這個聯立式會

變成－4x+2y=3，然後的話就是 2x-y=-1 嘛!很明顯可以發現它們的 x、y 係數比例是一樣

的!不然的話我們可以直接再去整理嘛!把它調整成一樣的，把第一個人呢!除以 2，所以這

是 2x，除以－2 的話會是 2
3−
，這邊照抄，很明顯的發現它是一個平行的式子，所以在 a=1

的時候我可以確保它們兩個人是無解的 
S：【有同學有疑問】老師那… 
A6：萬一它符合的話，那就表示什麼?按照它如果這樣問你的話，….. 
S：【有同學有疑問】 
A6：直接用比嗎? 
S： 
A6：也可以呀!你直接做比例當然是可以呀!你如果是，其實你會發現，你直接做比例跟你用

△算是一樣的，為什麼?當我們直接做比例的時候，大家知道他問什麼嗎?就是說如果一開

始我就直接把它們的係數來做比例，直接去求那個 a 嘛!因為我知道無解的話，它就是一

個平行的狀況，在平面上面，所以，怎麼樣呢?是不是(a-5)：2=(a+1)：-1，因為平行嘛!所
以它的 x、y 係數要成比例，你是這樣想?好!然後啊!怎麼樣呢!你是不是一樣這邊會，也是

做一個交叉相乘的方式把它..出來，對吧!然後再把 a 解出來，好!大家聽喔!他的方法，所

以呢!我們是把 2(a+1)=－(a-5)嘛!所以 2a+2=－a+5，我可以解出 3a=3，所以一樣會算出 a=1
嘛!所以說你直接用比例的方式的話，你不用算，用公式解△一樣可以解出 a=1 嘛!對不對!
因為成比例呀!可是你會放，不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這邊的成比例跟我們這邊【指行列式】

出來會是 0 其實是有相關的，當 a：b=c：d 的時候，我知道一件很神奇的事情，我知道 ad=bc，

那就表示 ad-bc=0= db
ca

，有看出來嗎?所以你直接用比例做呢!跟我用行列式做，其實它

是異曲同工的，了解嗎?所以你直接用比例做出來是對的，那我們用行列式做其實，它們

兩個求出來是一樣的，對!最主要就是藏在..，它裡面其實也藏了行列式在裡面嘛!對不對!
所以大家可以努力的試還有沒有其他的….好!要踴躍的把自己的想法提出來，因為老師不

是有講嗎?數學呀!不只訓練你的計算能力，還要訓練溝通嘛!那..好!你要問什麼? 
S：【有同學有疑問】 
A6：【跟發問同學對話】不等於，就不用驗了嗎?你是說直接把，我用這樣好不好，

45
3

)1(
2

1
5

+−
−

≠
−

=
+
−

a
a

a
a

，你說直接把這個列出來嗎?你這樣不是這裡解出 a 以後，..，對不

對!a 是不是一樣放回來才知道它的比例是不是相等，對!所以其實還是要做一個驗證的方

式，只是感覺上好像不是代回去一個式子，其實做出來的事情是一樣的，都很好阿!只要

計算做的準的話，算出答案是對的，一切都很好阿! 
A6：能夠算得出來的方法就是好方法嗎!可以唷!那我們再看一下例題五，例題五的部分怎樣?

無限多組解嘛!好!我知道我在平面上無限多組解是表示兩條，如果我把它畫成圖形的話，

直線是重合的嘛!那重合的話那就要完全成比例，那就非常非常美好，這一題實在是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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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根本就不用用，根本就不必用克拉瑪嘛!可是你喜歡克拉瑪的話還是可以用的，而且

無限多組解就是△= xΔ = yΔ =0，然後，m 要等於多少呢?我先一樣把它整理成一般式。然

後這一題，你採取使用△= xΔ = yΔ =0 的方式，很好阿!那如果選擇我直接讓 x、y 常數成比

例也很好!對不對!所以因為大家都會代△、 xΔ 、 yΔ 嘛!所以我們來試試看做直接讓它成比

例，如果直接讓它成比例的話，好!我們來看一下成比例的風險，這是為什麼剛剛不講成

比例的方式，因為它有風險，爲什麼?你成比例必須要確保你這樣寫的話，底下【指分母】

它不等於 0 嘛!對不對!那如果我要寫成 a：b=b：c=c：d，其實我覺得這樣式子看起來會很

多，所以如果要用成比例的方式列的話，最好不要這樣子做【意指不要列成 y
x

d
c

b
a

==
的

形式】，因為這樣子 m 是有風險的，因為很明顯，如果這樣子列的話，m 是不是不可以等

於 2
1
，也不可以等於 0，對!所以如果我們要用等比例的方式做的話，那希望大家這樣子設

)1(::4)12(:3 −−==− mmmm ，那一樣，我這邊這個等號可以列一個式子，然後後面這個

等號可以列出另外一個式子，所以會怎麼樣呢!所以一樣，是兩兩做一個交叉相乘的動作，

我就可以得到
⎪⎩

⎪
⎨
⎧

−=−

=−

4
3)12(4

2

2

m
mm

，因為我要解 m 嘛!所以其實我從第二式我已經知道，m 要

等於 2 或者是 m=－2 嘛!好!那第一式呢?豪邁一點就是把它解開，我們來看，把它整理，

它應該要是 0483 2 =+− mm 嘛!根據我們國中做的訓練，應該可以拆解成這個樣子，所以

我知道，我第一是可以拆解成(3m-2)(m-2)=0，我這邊做出來的 m 要等於 3
2
或者是 m 要等

於 2 嘛!因為聯立式，1、2 式都必須要符合，所以我知道 m 必須要等於 2，這樣子是我們

用比例的方式就把它比比比，比出來嘛!然後如果有同學是使用△、 xΔ 、 yΔ 的話，你會

發現，你在解的東西….其實是一樣的，為什麼?因為這一題的△，△是什麼呢? △是

483 2 +− mm !然後你為了要讓它無限多組解，它等於 0 嘛!所以你會發現你在這邊跟在就

是這邊….，然後，所以可想而知我在做 xΔ 、 yΔ 的時候其實會碰到一樣的情形，可以嗎?

所以方法都是好的，那你覺得哪一個順手，就使用哪一個，對!重點就在於你解一個題目

不要三心二意，你選定一個方法就把它做下去，然後每一步步把它算準，往往你第一個直

覺想到的方法就是對的，對!人不要懷疑自己!好!那例題六呢!所謂的除了(0，0)以外，還有

其他的解，等於就是告訴你，我們有無限多組解嘛!所以既然是有無限多組解的話，那它

就回到我們之前的，原始的部分，然後呢!你又發現第七題第八題非常的眼熟，就是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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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練習嘛!我們國中處理它的時候，我們會第七題，在國中的時候，我們會選擇把 5x-2y=4
還有 4x+7y=29，這兩個很明顯是不是解出 x、y，再分別代入另外兩個式子，我就可以解

出 a 跟 b，所以這一題是老題目喔!可是老題目不可以不會算喔!並不是上了高中以後，其

實國中的東西就不用會了，然後來第 8 題，第 8 題是不是你只要按照它給你的題意，把它

列出來，接下來就很單純了嘛!可以嗎?所以我們來看一下我覺得…第九題，基本上呢!絕對

值是一個很討厭的東西，因為有絕對值，我們通常有兩個選擇嘛!第一個就是把它給平方，

第二個就是討論它，然後很明顯的，這一題把它平方以後，好像不會很醜嘛!可是我覺得

很多項，對不對!因為平方以後，一邊是 2×2，4 項，另外一邊是 3×3，所以我選擇的方式

是分組把它討論，所以例題九，它要求我們去解方程組
⎪⎩

⎪
⎨
⎧

+−=−

−+=+

32

32

yxyx

yxyx

，好!因為我決

定了我要去討論它嘛!有人可能會平方，然後又把平方消消消光光，對!然後它一樣會出來

式子，可是我覺得那個比較複雜，所以我選擇做討論的工作，那很明顯的第一式跟第二式

如果我們把它分類做討論的話，會出現四組，因為我可以討論 x+y>0 以後，會分成 x-y>0
的一組，還有 x-y<0 的一組嘛!然後第二個部分如果我一開始討論的是 x+y<0 的話，好啦!
等號是可以..過來的【將 x+y>0 還有 x-y>0 改成≥】，如果是小於 0 部分的話，那麼一樣還

是可以在討論 x-y≥ 0，或者是 x-y<0 嘛!因為有絕對值，我們就兩個選擇嘛!第一個就是平

方去處理掉它嘛!那第二個方式就是我們把它分組做討論，好!所以我們來看看，這樣子分

組討論了以後，這個叫它，這一組叫做 a【x+y≥0 且 x-y≥0】，這一組叫做 b【x+y≥0 且

x-y<0】，這一組叫做 c【x+y<0 且 x-y≥0】，這一組叫做 d【x+y<0 且 x-y<0】嘛!所以我們

來看看這四組會產生什麼樣的情形?不要擔心!看起來好像四組對不對，其實你會發現它超

級的單純，我們來看看，第 a 組嘛!就是 x+y≥0 且 x-y≥0 的那一組，那我把原來的當成是

就可以直接把它的絕對值拿掉， ⎩
⎨
⎧

+−=−
−+=+

32
32

yxyx
yxyx

嘛!這已經很明顯喔!我這邊移項整理以

後，x 消掉了，y 剩 1 個，y-3=0，所以其實 y=3，然後下面，x、y 移項過去以後得到的事

情是 x+3=0，所以 x=－3 答案並沒有出來唷!因為你要代回去檢驗它嘛!所以我們先來看看

x+y 有沒有≥0?有!再來!x-y 呢?x 是負的嘛!負的減掉正的不可能會≥0，所以我知道 a 組是

不會有答案的，就是這個答案代進去不符合的嘛!在我們題目要求的前提之下，再來看，b
的分類，是 x+y≥0 然後 x-y<0 嘛!這一組!那我的聯立式列出來呢!會變成 x+y=x+2y-3，另

外一個式子!絕對值拿出來要給它負號，那一樣往下走，第一個式子它會跟我們前面得到

的狀況一樣，y=3，那下面呢?我們移，把它移過來整理它嘛!我可以整理出 3x-2y=-3，可

以嗎?因為這個移過來，然後 3 移過去，我把 y=3 代進去，那就會是 3x-6=-3，所以 3x=3，
所以 x=1 嘛!所以我這邊算出來的 x、y 是(1，3)，那一樣要去檢查它們一開始就符合我們

的定義嘛!首先，x+y≥0，有!符合了!再來，x-y<0，也有嘛!1-3 是-2，所以符合，所以我們

在 b 的範圍，我們得到第一組答案是，x、y 是 1、3，再來我們可以檢查另外兩個，我們

去檢查 c，c 是怎麼樣呢?是不是 x+y<0 而且 x-y≥0，所以我的聯立式把絕對值拿掉以後，

因為 x+y<0，所以它的部分要給它一個負號，然後如果 x-y≥0 的話，那我的絕對值可以直

接拿掉，這個聯立式往下走，我可以移項整理出 2x+3y=3，下面可以得到 x=-3，一樣做一

個代入的動作，x 如果是－3，成兩倍是－6+3y 如果等於 3 的話，那 3y=9，所以 y=3，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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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的這一組呢，是(x，y)=(-3，3)，一樣要檢驗它嘛!首先 x+y 有<0 嗎?沒有!然後 x-y 有≥0
嗎?也沒有嘛!很明顯!所以 c 這一組呢!也是不對的，就是，再來唷!檢查第四組，第四組是

x+y<0，x-y<0 嘛!那我去檢查它，－(x+y)=x+2y-3，而且－(x-y)=2x-y+3，往下走，前面是，

會變成 2x+3y=3 還有 3x-2y=-3，然後因為我覺得 3 跟-3 很好看，所以我很想直接把它加

起來，加起來以後我得到 5x+y=0，所以我知道 y 可以用-5x 代進去，我這邊選擇是用代入

消去法嘛!所以我把它代回去，我可以走出 2x-15x=3，所以 x 要等於 13
3

−
，y= 13

15
，那我來

看一下 x+y ≥0 嘛!然後 x-y 是<0 可是它這個地方就不符合了!所以，這一個一樣是錯的，

所以我們這裡只有唯一一組解，(x，y)=(1，3)，這一題我選擇做一個分組討論的方式是因

為我覺得分組討論比較單純，就把它分完然後就結束了，那有沒有人說，學姊!我想把它

平方，然後把它消掉，有嘛!有人想把它分開平方消掉嗎?對呀!因為平方消掉以後還是會有

一點點小小的….覺得把它分組做討論 
M6：平方不錯唷!【全班大笑】 
A6：哦!好!既然老師說了平方不錯 
M6：不是不是!我們現在來看一個問題吼~等一下還是會討論，但是那個平方，一種是你平方

完了就硬展開消掉，那可能是你不願意看到我也不願意看到，但是各位有沒有看到這一題

的平方，是正好做了一個平方差，是不是變成你上面那個式子會變成，比如說我用一個符

號，ab=0 且是不是 cd=0 的樣子，因為做完平方差之後，然後 ab=0 代表什麼意思?a=0 或

b=0，所以那邊會 2×2，還是會有四種狀況，等一下還是會有四種狀況產生，阿你再代進

去驗就可以了!所以平方也是一種，跟這邊長度差不多啦!各位可以試著去檢查看看! 
A6：我們來看一下老師剛剛說的，我不把它檢查完畢唷!你自己要檢查喔!【在黑板上做】然

後把 1 跟 2 做一個相減的動作，還是先展開? 

M6：自己移項就平方差了不是嗎?
22 ba = 不是就等於 a=b 或 a=-b 

A6：
22 ba = ?所以這個要自己個別做展開的動作，老師你說要把它展開嗎? 

M6：移項阿!移項平方差就看到啦! 
A6：喔!好辛苦的感覺 
M6：這一題是以前月考考題 
A6：【A16 逕自在黑板演算】 
M6：不要展開!不要展開!怎麼展開呢? 
A6：啊? 

M6：移過去就製造平方差啦!你還
22 ba = 不是 ))((22 bababa +−=− ，所以沒有想像中那麼難

的，試一下試一下!因為同學你現在要多方面的去嘗試你的計算方式，阿你才找一個說你

最擅長哪個方式，就學的過程不要挑，就跟你們在家裡吃飯一樣，媽媽都會叮嚀不要挑嘴，

各位怎樣?影響健康，學的過程也是一樣，當然要老師先幫你篩選過的，像你們樓下有沒

有，一天，一堆人每次下去都抱一碗泡麵上來，要不然那個什麼，垃圾食物一堆，還有的

同學看到我，老師，要不要吃一個?蝦味仙之類的是不是?那是什麼?吃泡麵會掉頭髮阿!如
果男生掉頭髮還好，省理髮錢，女生掉頭髮這下不得了了。【A16 持續在黑板上默默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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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現在到你這個式子不就到你右邊這四個了，不用擦!你應該不用擦，是不是很像? 
A6：是!就直接針對他們做討論就可以了 
M6：嘿! 
A6：大家可以感覺一下!....，一樣嘛!做得出來就好了嘛!你看到這題目的第一個瞬間你覺得應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M6：但是只要做討論對學生來講都是一件痛苦的事 
A6：因為討論…，你必須要知道…..分類，才有辦法…，在過程當中…..，在大考的時候學會，

在大考之前學會就好了嘛!..大家都可以考慮，可是之間先做分類的動作..，然後老師這邊

採取的….我先把它平方掉，然後我就開出四個..式，就是這組叫做 a，ab=0，然後 cd=0，
然後再下去做，看誰…可以吼~好!喔 ya!還有 8 分鐘，我可以做一下我今天原本很想要做

的事情可是做不完的事情，那我把這部分留下來，什麼叫做原本很想做可是今天做不完的

事情，我原本今天想要講應用啦!對!可是非常殘念講不完這樣子，那因為講不完嘛!所以檢

查一個東西就好!老師昨天有介紹外積嘛!對不對!大家現在應該都知道，如果說我有一個

),,( 321 aaaa = ，我有一個 ),,( 321 bbbb = ，那麼 ba× ，就是a跟b 的外積，就是，它就會是

)::(
22

11

23

13

32

32

ba
ba

ab
aa

bb
aa

，這邊…大家都了解了嘛!對不對!昨天老師在上課的時候有提

過，然後，我想要做的當然不是這一件事阿!我想要做的是到這裡呢!如果呢!今天我有一個

三角形，有一個三角形的面積，是a跟b 張出來的，這三角形，我希望告訴你這一個三角

形的面積是
ba×

2
1

，把a ×b 做絕對值除以 2，我就可以得到這兩向量張出來的三角形面

積，當然，不除 2 的話就是平行四邊形面積嘛!好!那我們來看一下為什麼?在推導爲什麼的

過程其實你一點都不會陌生，因為之前用它用了很久!首先!我知道，它的三角形面積其實

就是
θsin

2
1 ba

，因為這個θ <90 度嘛!...，可以嗎?然後後面就會出現，因為我知道 θsin 我

可以把它換成 θ2cos1− ，所以把它放進去，就可以開始之前我們背的那一組，到這邊大

家都很眼熟嘛!對不對!之前都做過，阿今天目的呢!是告訴你這個跟這個跟行列式檢驗做一

個非常..，可以唷!所以跟它拼了嘛!對不對!喔!好痛!好!拼的話那會出現什麼呢?首先，照

抄，【A16 在黑板上畫一個很長很長的大根號】它很長，它真的很長，它真的非常非常長。

首先a的平方是什麼， ),,( 321 aaaa = 嘛!所以它的平方會是，(
2

3
2

2
2

1 aaa ++ )(
2

3
2

2
2

1 bbb ++ )

－
2

332211 )( bababa ++ ，好!到這裡式子很難受嘛!展開來看，展開來會發生什麼事情呢!冷

笑一聲，它還是很長，其實它更長，好!我們把它乘開的話，前面有 9 項，後面呢!....，所

以呢!會出現，有沒有人說，學姊!我自己回家乘，你不要乘給我看，好恐怖喔!對!好!所以

我們乘開啊!可以發現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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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2
3

2
2

2
3

2
1

2
3

2
3

2
2

2
2

2
2

2
1

2
2

2
3

2
1

2
2

2
1

2
1

2
1 bababababababababa ++++++++ ，然後呢!這一堆呢!

要去減掉，【班上笑】沒關係!要忍耐!去減掉 )( 2
3

2
3

2
2

2
2

2
1

2
1 bababa ++ 然後呢，再加上

)(2 323231312121 bbaabbaabbaa ++ ，好!手酸了有沒有!【全班鼓掌】再來!還沒完喔! 2
1
留下來，

來!可以消掉的把它消掉，
2

1
2

1 ba 可以消掉， 2a 2b 可以消掉， 3a 3b 可以消掉，好!所以我的

根號裡面呢!還是會剩下一串很醜的，不過已經好很多了啦!沒那麼多，就會剩下，剩下什

麼呢?好累唷
2

2
2

3
2

1
2

3
2

3
2

2
2

1
2

2
2

3
2

1
2

2
2

1 babababababa +++++ －

)(2 323231312121 bbaabbaabbaa ++ ，然後可以分組，快被人講中我的心頭話了，來!我會發現

21ba 跟 12ba 可以一組，然後 31ba 跟 13ba 可以配一個括號， 32ba 跟 23ba 可以配一個括號，竟

然是什麼?( 21ba - 12ba )2，完了!我要被老師罵了!再加上( 31ba - 13ba )2，再加上( 32ba - 23ba )2，

好!這個是什麼?這個就是 21ba - 12ba ，這是 31ba - 13ba ，這是 32ba - 23ba ，所以括，就是括號

裡面的東西阿!就是根號裡面的東西，就是它們【指

)::(
22

11

23

13

32

32

ba
ba

ab
aa

bb
aa

】的絕對值

嘛!所以就證完了!好啦!所以我們知道，以後我在算三角形面積的時候，我可以直接先用

a ×b ，把它算出來以後，然後把它求它的絕對值，就可以得到三角形面積 

S：【有學生提問】 

A6：你說要怎樣知道a ×b 就是
θsin

2
1 ba

…就是從這邊開始導出來的 
S：是..要這樣子嗎? 
A6：對!就是我們在算三角形面積的時候，除了用這個方式算，你也可以用這個方式算 

S：那爲什麼那個前面那邊差一個 θsin 、 θcos ? 

A6：差一個 θsin 、 θcos ，哪裡差一個 θsin 、 θcos ?喔!爲什麼這內積差一個 θsin 、 θcos 嘛!

你現在的問題就是為什麼是a ×b 我們看到的是 θsin ， ba ⋅  我們看到的是 θcos 嘛!現在問

題點是這個嗎?好!其實這個地方是有原因的，我們的a ×b 啊!是過程，如果在地平面，我

們這樣出來是垂直的那一個，那 ba ⋅ 呢? ba ⋅ 我們求的是同一個平面上的東西，然後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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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這個關係十分的神奇，對!不可能在一瞬間把它解決掉，所以大家先看這個地方，可

以回去…跟它拼看看這樣子。【全班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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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1)：A6第一次教學訪談錄音轉譯 94.11.15 

*********************************************************************** 
A6 第一次教學訪談錄音轉譯 

*********************************************************************** 
時間：94/11/15 
個案：A6 
訪談者：I1、I2、TE 
訪談內容： 
I1：就是我在看你的那個講義呀!你在寫這個性質的時候，是你自己去整理出來的嗎? 
A6：NO，參照我們老師的講義 
I1：所以你們老師講義本身就這樣寫嗎? 
A6：是，就是差別性質是在，他沒有定義運算這個定義，因為這個東西我們等於在前面 2-1

就已經先講過了，他這邊是直接介紹二階行列式的性質 
I1：所以這些像這六個是直接是 
A6：完全 COPY，完全 COPY 我們老師的講義，其實這整份講義都是完全 COPY，只是他..

是在，我的習題少了一題數字的運算，然後動動腦是多出來的，多放進來的這樣 
I1：那你為什麼會想把那個數字那個地方拿掉 
A6：因為其實前面已經算夠多了 
I1：那這個之前他們已經有做那個數字的運算嗎? 
A6：其實在前面上克拉瑪的時候，他們就已經都一直在算了，對!那其實性質的強化，我覺得

在代數符號上面的運算已經夠了，對!那剩下來的話如果只是純粹數字，他要提公因數呀!
或是怎麼樣，我覺得那對學生來說只是一個機械式的練習，我覺得那個不見得要放在這一

堂課，他們可以自己底下再去做練習，所以我並不想要在課堂上講他，那我打這一張的目

的，就是我這一堂課就是要把這些全部講完 
I1：為什麼你覺得這一份就是你的目的就是要一堂課把他講完 
A6：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段落呀! 
I1：就一個段落這樣把他上完 
A6：對對對! 
I1：那就是說在看你在教的時候嘛!然後呢看你中間你們就是，你有帶幾個例題嘛!然後就是你

在講到就是第三個性質的時候，就任一行列可以提出同一個數，對對對!那你只舉了兩個

例子嘛!，就請了學生起來，他 9 月 23 號生日嘛!對不對!然後這個東西這個地方，可是你

後面為什麼會突然想到說要換 
A6：因為我希望他們除了看到說ㄟ我一模一樣的數可以提出來以外，其實我們這邊是不是等

於藏因數在裡面，我只是想要去讓他們知道說喔!看到，不管是只有一個同學會，還是怎

麼樣，至少我叫起來的那個同學這樣做以後，底下同學會…了然，喔!這個性質是這樣用 
I1：所以你這個，在你事先安排有這個部分嗎?還是說? 
A6：…臨時插進去的啦! 
I1：臨時是想到說要換這樣子的東西?  
A6：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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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所以你在想要換這個東西的當下，你已經想到說要讓他們提出公因數的部分 
A6：對呀對呀!我就是在想的時候我就想說我要讓他們這樣做，所以你可以發現我數值是很臨

時在那裡想，可是我就盡量去找說，喔我給你們…把公因數抓出來這樣子的東西 
I1：那我就想問一件事情，就是說那你對照回來的時候，你覺得提出同一個數跟這個問題可

以配合的起來嗎? 
A6：可以呀! 
I1：就同一個數跟 
A6：提出同一個數其實我們那時候就講公因數，我忘記有沒有講，不過同學都自然接受是提

出因數耶!他們很自然的就接受!因為我前面在介紹的時候我就說跟他拼了嘛!他們就發現

那個 2 是把它們兩個的係數…..把它拿出來嘛!對!就這樣! 
I2：你剛剛說整堂課你覺得這樣一個段落嘛! 
A6：恩 
I2：那你之前有提說這邊是一個重頭戲對不對? 
A6：可以這麼說，因為它等於是整合 2-1 跟 2-2，..2-1 單單可以整合，克拉瑪跟二階行列式嘛!

對!就是等於應用上的整合嘛!可以這樣說，而且這邊也包含了之前的一個章節，有用到的

東西，我們這邊把它，我們之前已經使用的公式拿過來這邊做證明 
I2：所以你都會有這個整合的動作? 
A6：能夠整合我就會做整合，我有看到可以整合我就會去做整合，對!我沒經驗嘛!經驗不足!

所以我沒有辦法確保說我一定每一堂就是每一單元或是每個章節我可以找到怎麼樣去整

合它，可是只要我能夠看到，我知道說ㄟ這個地方我可以這樣做，我就會盡力去做到這樣

子 
I2：那如果時間不夠，這邊如果不講，有沒有關係? 
A6：時間不夠的話?我這一堂課不講，我下一堂課還是會講 
I2：這東西一定要? 
A6：對!我一定會講 
I1：這些東西就是你覺得應該都要有? 
A6：對!我覺得都要有! 
I2：那你會不會覺得你教前面是為了要引出後面? 
A6：其實教前面是本來我們就應該要學習二階行列式性質，對!那為了後面，證後面這東西，

前面的學會是必然的，就是他一定要先學會這些，然後我們去做後面的，他才會順暢 
I1：就是說像你在上的過程當中，然後因為我發現就是你都會.. 
A6：給學生講話? 
I1：沒有，就是講每一個性質的時候，然後你都會，有的有，像有的是直接用符號的部分嘛!

對不對! 
A6：對! 
I1：那有的像這個就ㄟ突然就有帶出例子，那像這種突然帶出例子的部分，是本來就想到嗎?

就是說這個地方我必須要帶這個例子嗎?還是說? 
A6：其實我在上這一堂課的之前，我就想說，我每個性質我都要講，可是其實我並沒有對每

一個性質的例子，我並沒有先做一個選擇，對!我是在課堂上，我就覺得說ㄟ這個東西我

是直接符號下去做，那這個東西我可能要放不一樣的數，因為我不想都什麼 k 啊!t 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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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的這種東西，我就會帶一個比較實際的例子，他們會比較感覺，因為其實最下面的例子

是老師的嘛!老師這邊的例題大部分都是符號嘛!對!那所以我才會想說，在前面的例子的地

方，我們就先，在講性質的時候，就先讓他們有這樣數字的..，可是我又不想把它變成完

全的數字，因為我只是在那裡狂計算，我覺得沒有意義嘛!我覺得不是我這一堂課要做的

事情這樣子 
I1：所以你這邊會帶符號的用意是?因為下面的例子嗎? 
A6：沒有!其實本來他就要熟練這樣子的東西呀!就是我希望他從例子就知道說我怎麼用，我

教的目標就是他們要學會怎麼使用嘛! 
I1：那我問一下你所謂的例子跟像我們在做，跟證明，這兩件事你覺得在選擇上 
A6：其實我沒有很刻意說要去做一個很完整的證明啦!我只是要讓他們大家都可以快樂的接

受，就是都可以很自然的接受這個性質，而且把它記起來，對! 
I2：是說你這一堂課的目標就是? 
A6：讓他們學會 
I2：而且是代數的運算? 
A6：對!代數的運算! 
I2：而不是平常的數字 
A6：對!因為我覺得代數的運算能夠做到的話，那代實際數字下去對他們來說反而會更簡單吧!

就是如果說我今天有一堆 a、b、c、k 呀的東西，他都可以會的話，那今天如果全面都是

數字，學生就分兩種類型嘛!我就直接跟你算了嘛!交叉相乘那還不簡單，相乘相減，對呀! 
I2：算的之前有沒有熟練?就是.. 
A6：行列式的運算嘛! 
I2：對! 
A6：有!我在前面講克拉瑪公式的時候，其實那個地方就已經提過行列式的運算，而且我們在

算△， xΔ ， yΔ 的時候，其實就在重複這樣子的動作，所以我並不想要在那裡再用數字去

強化他，對! 
I1：那你剛才說你就是這邊都用符號嘛!那有一個很特別的例子是你在講到說成比例那時候，

然後就是學生他直接把他寫 t 嘛!對對!就是 t 的部分，那你為什麼突然想要問學生這裡，

就是 
A6：因為我希望他們完整，就是在我們任意使用一個參數的時候，我們都必須對那個參數有

所了解嘛!對!因為其實 t 不只是實數嘛!今天坦白講，我一個 t 是複數在那裡不可以嗎?可以

嘛!對呀!我只是要讓學生知道說我這 t 不是亂用嘛!那為什麼 t 不管怎麼放，怎麼樣都可以，

我們甚至不用對他做任何的限制 
I2：你本來就有想要問那個點嗎? 
A6：沒有耶!一切都是意外，你不知道我人生當中充滿著意外 
I1：你很多都是，像例子啊!或者是.. 
A6：我就是覺得在那個當下，我原本是沒有去想說一定要這樣子做，因為我原本就覺得說我

就代一個數字下去或是怎麼樣，就是在課堂上的時候，我就覺得說，就給他完整嘛!就令

一個參數嘛!而且可以配合到是說，因為他們之前都在玩參數式，他們前面講參數式講了

很多堂課，他們一直強調 Rt ∈ 嘛!對!在那個地方，老師就有強調過那個 t，你一定要去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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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那個 t 是什麼東西嘛!所以我才會這個地方想說，喔那這個地方我應該要稍微提一下，對! 
I1：所以你會突然想到這個是跟前面他那個參數式那個地方也是有關係的? 
A6：對!給我的感覺是有關係的 
I1：給你的感覺是有關係的 
A6：對!因為成比例嘛!成比例，其實這邊如果結合到幾何，就是圖形上面去的話，其實就是

平行嘛!對!是這樣子! 
I2：他們有沒有問過你說，就是你今天叫了那麼多學生是有理由的嗎? 
A6：理由喔!我高興! 
I2：是因為你今天心情的關係? 
A6：我本來就很愛叫學生，然後今天剛好又是一小點一小點一小點一小點，剛剛好就是每一

個小點都可以叫學生，當然可叫可不叫，可是叫起來也不突兀，對!然後基於其實我也很

緊張，那大家一起來緊張一下好了!然後我又很高興的狀況，好!那就狂叫，老師有測試啦!27
人次! 

I2：是像你上次說的，希望學生可以參與嗎? 
A6：對呀!希望學生可以參與呀!像他們有抓學生問嘛!學生就說一開始被叫上去覺得很恐怖，

可是叫完以後覺得很好玩，就是任何學生你被點到的時候，你一定都會很緊張，對!可是

就是過了以後，就是參與過程中或是坐下來，會呼~~很鬆了一大口氣，然後就快樂的繼續

期待別人被叫到會發生什麼事情這樣子，對! 
I1：所以像你去問學生的時候就是，對學生去做一個提問的動作的時候啊!那你的目的只是希

望他們去注意到，還是你還有特別其他的 
A6：就希望他們可以參與呀! 
I1：就參與? 
A6：對呀! 
I1：那像你問的問題可能就是數學課程裡面的東西的時候，那你會有說想要特別去做，你的

問題裡面會有想要特別去做類似引導的東西嗎? 
A6：其實我的想法就很單純，我如果我問到一個他不會的話，有一個人不會就表示其他人可

能也不會，那那個地方我可能就會再用力的講一下，然後如果說，對呀!以這種機率來說，

我隨便點到一個他都不會的話，那這個團體裡面就可能很多人都不會嘛!對!然後所以有一

點點的意味是在說，我想要稍微確認一下是不是就以一個機率性…..，這樣子，因為其實

按照我的點法的話，會點到全班最後一名，也會點到全班第一名嘛!對!如果說全班，就班

上程度比較不好的人，其實我並沒有去分類他們班程度好或不好的人這樣子，不過就是大

家都可以順利的回答，或者是說今天假設這個學生成績並不是很好，可是我點他，他可以

回答我的問題，然後我就給他恩!很好!可以坐下!其實我覺得學生是被肯定的，他既有參與

到課堂然後又被肯定到，那我就覺得這樣是很好阿!覺得這樣的狀況，不錯阿! 
I4：那如果說學生如果不會的話怎麼辦? 
A6：學生如果不會的話，那我會引導他 
I2：你會怎麼引導他? 
A6：就是我會提示他，假設說我今天是要加到 k，加 k 倍到別行去，跟原本一樣他突然不會

的話，那我會提示他，ㄟ那我們不知道他對不對嘛!那我們是不是可以用定義去算，下去

做一個驗證，就是我會引導他，他說對!我們就可以，就是來算!對!我會引導他，就並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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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啥?你不會唷!然後就坐下!叫隔壁，不會!就是說我會覺得說因為我會想要點學生的話，

是我相信在他們能力範圍之內可以解答的，我還沒有那種勇氣去找一個覺得有一點難度，

可能要中上程度上學生，然後亂點，我不敢做這樣子的事情，對! 
I1：所以其實你在提的問題裡面，你自己心裡也有設想過嘛!就是說你要問這個，我在問學生

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們應該都可以答的出來? 
A6：對! 
I4：所以在你之前的教學中，你有試圖過引導過其他學生，因為今天感覺上好像大家回答都

蠻順利的 
A6：對呀!今天順利的很神奇這樣子 
I4：那按照你之前的教學經驗就是你之前也會常常問學生嘛! 
A6：對! 
I4：那會不會有遇到學生問了你答不出來，那你又做怎樣的處理? 
A6：學生如果真的答不出來，我就會試圖引導嘛!然後其實我已經忘記了!其實我已經忘記了! 
I4：你認為有就對了 
A6：應該是有!應該是有!一定會碰到答不出來的情況啊!那答不出來的話，如果我看那個題目

本身真的就是比較難一點點，不見得有多難，可是可能比較難一點的話，我可能會請他先

坐下!然後我會再講一次!然後再點人!對!就是把那樣子的可能就是說這個地方的迷思的地

方啊!去做一個處理，因為他會有問題那表示這個地方可能我們要重來一次這樣子 
I4：所以你的策略就是可能這個地方要在重新描述一次? 
A6：對!或者是加強他們可能會有問題的地方，因為像如果我學生說他不會，我會問他那是你

是哪一個部分不會，你可以做到哪裡?或者是就是我把整個解完了以後，我會問他說，這

一步到這一步這裡你懂嗎?就是說你不懂的是哪一個環節，對!然後有時候我會跟學生講

說，你可以下課來問我，然後下課的話我就會去，我就可以幫他處理就是屬於他比較個人

的部分嘛!對!有人可能是第一步不懂嘛!有人可能是第二步啊!或第三步，再加上他們班其

實是有分組的，就他們有每一組都有小組長成績比較好的，對!所以他們有很多問題的話，

其實在課堂就底下的時候，他們學生之間彼此會去做一個解決，對! 
I4：然後其實問學生，我可以用兩種方式，一個他在座位上回答，那有時候你會叫他上台，

那你覺得這兩個對你來說，有沒有什麼差別? 
A6：有!有差別，就是我會叫他上來的是那個比較長，就是他不是我們口頭之間的言談，大家

就可以知道我們在講什麼的，這一種的部分的話我就會請他上來寫，對!寫的過程，因為

通常那種題目就是相對的比較難嘛!可能需要比較長的式子阿!或者是怎麼樣，那中間當然

就會有屬於學生的思考的部分，對!那如果說是像那種很明顯，啊!對上去就一樣呀!那種題

目他就不用上來寫了 
I4：所以這個其實都之前有過安排? 
A6：其實我之前沒有做安排耶!我就是當場 
I4：….判斷說這個題目要他在座位上回答還是叫他上來 
A6：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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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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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所以你這次有，在試教的時候，有設計式的問題嗎? 
A6：設計式的問題，沒有!可以很直接坦白的告訴你，沒有!只是我有預期我的例題 2 一定會

叫學生回答 
I2：例題 2? 
A6：對!就是…例題到這個部分，我一定會叫學生回答，對!只是其實我自己也沒有預，也沒

有料想到我今天會變成每一個題目都希望給學生參與，那只是一個當場的氣氛讓我很想要

說嘿!大家一起來玩這樣子 
I2：什麼樣的氣氛會讓你覺得… 
A6：因為後面，攝影機有一堆觀眾嘛!然後大家都很興奮又很緊張，…吼~絕對不可以讓一個

人唱獨角戲，那就大家一起來玩吧!我原本只打算叫 6 個人，因為我只要叫他們ㄟ!5 號、

15 號、25 號、6 號、16 號、26 號請準備，對!結果後來我繞了一圈還不夠!對!有的號碼我

有跳過啦!就是我並不想讓他們很刻意的就，一定就好!5 號、25 號，就一定要他們那一批，

所以我可能會跳到 6 號呀!或跳 26 號這樣子，可是我有按照一個順序這樣去繞，對! 
I4：你的參與的目的在於什麼?就是你覺得對於學生的學習是有正面的影響? 
A6：對!有正面的影響 
I4：影響是什麼? 
A6：首先第一個就是說能夠在課堂上跟老師做問答，你能夠回答出正確的答案，對學生本身

就是自信心的一種建立!因為坦白說社會組的小朋友對於數學本來就比較不是那麼的有信

心嘛!然後再來就是說可以讓學生可以有一個，因為他們都知道我會點人，他們永遠不知

道我到底下一個真的會點誰，所以大家就會很認真的聽，然後很努力的算，對!可以加強

課堂的注意力的集中啊!然後再來就是說在他們班的同學跟我在做問答的時候，其他同學

會很認真的聽，對!然後我覺得就是，課堂整個注意力也提高，而且趣味性也夠，就是說

大家都會有一種很期待的那種，ㄟ等一下會發生什麼事啊!他會答對或答錯這樣子 
I4：怎麼會想到用這樣子的方式? 
A6：是天生的~哈!沒有(笑~)就是說因為其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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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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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4：不是!我覺得你好像感覺比他更強烈，就是跟學生 
A6：因為經驗嘛! 
I4：就是更頻繁 
A6：對!更頻繁 
I4：為什麼，你特別欣賞他這一點? 
A6：沒有耶!我覺得那個是潛移默化以後自動發揚光大嗎?就是因為，我很，我剛剛就回答了，

直接回答就是我喜歡嘛!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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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4：那你叫上來你覺得是為學生著想還是為老師著想? 
A6：雙贏耶!我覺得是一個雙贏 
I4：所以都有就對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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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對!我覺得都有好處 
I4：那你當初的出發點是為自己…嗎? 
A6：好!為我自己好了，因為我高興嘛!因為我剛剛講說因為我高興，我喜歡點學生，所以我

點學生，當然對他們也是有好處，不過我一開始當然不是說因為對你有好處，可是我不爽

還是要點你呀!並不是這樣子 
I4：所以你假如哪天心情不好，你不見得說會點學生? 
A6：因為我如果心情不好，我心情不好的時候人會比較嚴肅，然後如果他我可能還是會點，

可是我可能不會亂點，就是說，就是萬一我真的點到一點，然後我心情就很不好笑不太出

來，然後點到說，我說這樣不對，學生應該嚇死吧!對!所以配上一點情緒程度，不過我是

覺得情緒不要帶到課堂上啦!對呀!所以就 OK!還好啦!上課要學會自 high!不過這跟我之前

帶國中的經歷有很大的關係，就是我之前那個大四教學實習的那一段是帶國中生，而且他

們班，就是他們全校最吵的一個班級，數學最差的一個班，然後因為成績差又很吵嘛!那
要克制他們上課講話最好的方式是跟他們講話嘛!對!所以那裡有一點點發揚我那個很喜

歡跟學生對談的一個就是過程嘛!對!有這樣子的經歷這樣子 
I2：我想問說像你之前有提到說這是社會組嘛!所以你上課的 
A6：慢呀! 
I2：上課的方式可能會比較著重說他們要會使用你可能給的性質之類的 
A6：對! 
I2：我想問說這樣的教學目標是你自己本來就這樣覺得，還是說可能 M16 教這個班就是這個目

標，你就是延續它 
A6：我覺得我有被老師影響，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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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2：所以你也認同他..? 
A6：對!我認同!因為我覺得一個老師教的再好，學生再會推導，他不會考試，那就沒有用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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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2：所以不是因為說ㄟ我可能是你的實習老師，所以我要依循你的? 
A6：喔!沒有! 
I2：就是你也認同它? 
A6：我認同!我認同! 
I2：然後我想問你，因為你今天一定有很緊張嘛! 
A6：對!超級緊張的 
I2：那你在上課有沒有因為緊張而有什麼不滿意的地方? 
A6：有啊!是那個板書呀!就是我從這邊公設完了以後，我其實我就覺得我好像不太夠了，可

是因為後面又有錄影，如果是平常的話，我可能跟學生說好!公設先這樣子，大家抄在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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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上以後，我就擦掉，我可能會從最左邊開始寫，過去我就不會不夠了，可是因為後面整

排陣仗又加錄影在那裡，我就其實我有一點點慌，然後我就只好繼續寫下去，對!就會變

成導致擦掉不應該擦的東西 
I2：是有點手足無措? 
A6：有一點點!有一點!對!其實連學生都有發現我很緊張，對!因為我跟他們很熟嘛!他們都說，

他有發現學姊你今天很緊張，不過他們都有給我鼓勵，恩!學姊上的很清楚，對!他們有聽

懂這樣子 
I2：所以除了那邊之外，整體的 
A6：還好啦!只是可能就是點同學點到大家坐後面覺得有點煩吼!你們會不會覺得說，奇怪!怎

麼一直狂點人 
I2：我們是不會呀!你是說學生會不會覺得 
A6：不會呀!學生不會呀!學生只是會覺得這一堂課真是刺激，到底誰會被點到呢? 
I2：是你原本就想要製造這樣的效果? 
A6：我原本就想要點人啊!只是我自己也沒有想到我會點到 27 個人這麼多這樣子，對! 
I1：那剛剛講到是針對最後一題那個部分，然後就是說你會就是想帶這個例子的原因是想說

要跟前面做一個統整嘛! 
A6：對! 
I1：那就是說我在看這個例子的時候，因為我就想到說你那時候，上一次課的時候上一次上

一堂課，你那時候看的那個訪談的時候，你會想說當你遇到一個比較複雜的式子的時候，

你會想說要以簡御繁這種方法，第一，對!以簡御繁 
A6：那這邊為什麼沒有這樣處理是不是? 
I1：可是你有想過要這樣處理嗎? 
A6：沒有，因為他們這個東西用數字的部分前面已經就一直在用了，他們在前一章在講空間

中的平面然後直線那個地方的時候，他們就已經直接使用這個公式了嘛!就是告訴他 A：

B：C 就是那三個，對!就是行列式的值的比這樣子，對!因為在，他們已經很熟練了就是

說我令法向量是 A：B：C，然後我有兩個向量可能(1,2,3)或者是(2,3,4)，然後我就直接跟

他拼了就出來了，對!在於這樣的狀況下，我不希望還是用就是一般的常數下去帶，所以

我這個地方我就想要轉成一般式，讓他們直接看到那個一般式 
I1：所以你會用符號是想要讓他們看出一樣的嗎? 
A6：不是，是因為他們已經很熟悉那個結論了，所以我只是想要讓他們就是說，回到一般式

的證明，對!因為今天我覺得不管你是 1l 2l 用什麼樣的數字下去帶，都不代表全體嘛!對!

所以最單純就把它…，對!這樣子下去做 
I2：你覺得統整是很 
A6：很重要的!對!幫他們嘛! 
I2：是幫他們什麼? 
A6：幫他們節省時間，就今天我不統整，他們自己以後要考試要複習要怎麼樣，他們還是必

需要去統整，我不幫他們統整，參考書跟補習班還是會再統整，對呀!所以我是覺得 
I2：我是指像這個，因為你說這個是整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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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其實一般的講義的話呢!他會給你公式，他會給你公式就是如果 1l 是什麼， 2l 是什麼，然

後 n是什麼的話，那我的 1l 比，就是 1l 就是，就是 A：B：C，然後出來會是什麼東西，他

講義都直接給公式啦!對呀!所以我只是想把它的中間的過程讓學生知道這樣子 
I2：所以你希望呈現過程而不是結果? 
A6：結果他們都會啦!他們都已經用到用很久啦!至少用兩個禮拜了吧! 
I1：那你覺得在教學裡面，就是在你整個那個教學設計裡面，這個統整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嗎? 
A6：其實我沒有很刻意故意要去統整，不過我很自然就把它放上去 
I4：是你自己加的? 
A6：對!我自己加上去的 
I4：之前那本講義沒有? 
A6：對!原本講義沒有 

A6：對!我們老師講義的類題是他就給你一個聯立方程，就是
⎩
⎨
⎧

=++
=++

0
0

222

111

CcBbAa
CcBbAa

，那試證明

A：B：C 是三個行列式的比，對!他是這樣子，然後可是那個跟這個其實又不一樣了嘛!
我這邊是等於給你平面，然後回到向量裡面去，對!就切下去的東西就不一樣了，不過我

相信這個東西在這個地方我們老師一定會再提過，如果是他上的話，對! 
I2：你覺得這對學生可以有什麼正向的影響嗎? 
A6：正向的影響嗎? 
I2：就是你設計這個，因為這是你自己 
A6：就是他們以後用這個公式可以用的心安理得，就是他們知道說喔!他怎麼來的 
I1：那講到這個..我想到說在你那個上課的時候啊!你在講像性質的時候，這些性質的時候你常

會用到兩個字就是情感上是這樣，然後你還要去驗證，就這兩個字詞哪裡 
A6：自創性的 
I1：自創的? 
A6：對!應該是自創的 
I1：所以那這兩個有區別嗎? 
A6：有呀!就是說我覺得他是對的東西他不見得是對的呀! 
I1：你覺得他是對的? 
A6：就是看起來像是對的東西，你沒有經過一定的證明，你怎麼可以說他是對的呢? 
I4：就情感上感覺是上直觀啦! 
A6：對!就直觀上，對! 
I1：所以還需要去做? 
A6：理性的驗證嘛!對! 
I4：你有特別去再跟你學生講這個段落說直觀上面的對但是你實際上…..? 
A6：我沒有講這句話 
I4：就說你會強調這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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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我會讓他們有這樣子的，我會希望他們可以從我的言談中得到這樣子的感覺，對!沒有其

實我沒有很認真想過這件事情 
I1：其實當我聽到說什麼情感上的或者是驗證這這種，他們知道什麼意思嗎? 
A6：知道呀!當然知道呀! 
I1：是因為你常在使用所以他們知道還是說你有去? 
A6：我覺得這是…生活化用語耶!至少我有問，就是我之前上課我下課我有問學生呀!還有剛

剛上課完我都會問學生說ㄟ有沒有聽不懂的地方，或是哪裡怎麼樣，他們說不會呀!很清

楚，學姊你太緊張了類似這樣子 
I4：所以有時候學生會不知道這個東西到底是對還不對，他有可能是直接 
A6：我覺得就是，我覺得這個要有默契，就是說如果我今天是代課老師，然後我上他們班的

一堂課，然後我就直接使用這些字詞的話，我相信他們會不懂，可是就是其實我們也相處

很長一段時間，然後我們還沒有形成代溝啦! 
I4：就他們懂 
A6：對!了解我們的語言 
I4：情感上他的學生解讀你的意思是? 
A6：就是感覺上呀! 
I4：就是感覺上 
A6：對!感覺上 
I4：所以他後面就，會馬上會接到一句話就是所謂他現在馬上做驗證就對了! 
A6：所以我自己有補啊!所以我們要去證明他是對的呀! 
I1：那像如果現在這樣來講，前面他們在一開始就已經使用那個的時候，他們不會產生這個

疑問嗎?就ㄟ我情感上就已經知道這個 
A6：沒有啦!老師都會講之後再證呀! 
I1：所以你也是把，跟他們講說反正之後就會再證 
A6：沒有這是老師在上的，而且他們那一堂課我沒看到，那一堂課我忘記我返校還是他們是，

因為他們禮拜天還來上課，對!就是那個課我會沒有看到 
I1：所以你也預想他們那個…後面就會都有證 
A6：所以我那時候一直在猜老師這裡到底只是先給他們公式還是怎麼樣，我後來其實我有問

老師，老師說這時候老師還沒有證，先讓他們用，對!因為他們就不用在那裡求半天這樣

子 
I2：我想問說你這堂課之前是不是也有跟你說有另外兩個實習老師一起試教? 
A6：沒有沒有討論這個部分 
I2：所以這個沒有試教過 
A6：對!這邊沒有試教過 
I2：所以你們老師也是第一次看你 
A6：對對!這邊是第一次 
A6：我後來有修改過 
I2：就是你為什麼會把這邊?你好像删掉這邊嘛!就是那個詢問 ad-bc 可能來自怎樣的行列式? 
A6：對!因為我覺得從那邊過去可能可以扯很久，對!所以我後來想說那我就直接從，就你從

值去推他原本的行列式，跟你從行列式去算出他的值，這中間難易度差很多，我覺得難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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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真的差很多，對!我覺得倒推回去這個步驟如果是自然組，我就一定會叫他們做，因為

從 ad-bc 它可以長成什麼樣子，我們就可以玩出非常非常多種的行列式嘛!對!然後所以我

覺得就是，這樣子推回去的這件事情對於自然組來說他一定要…去做的呀!對!可是我覺得

如果放在社會組的話只會造成大家十萬個問號，那後來所以我想說那我就把它修掉，就回

到直接從性質和運算出來的樣子去下手，對! 
I1：那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你覺得學生在做的，如果他今天遇到的式子是需要把它變回來的

時候，他們會不會有困擾，因為他現在就是大部分看到的題目就是行列式然後把它展開展

開 
A6：對對對! 
I1：特別沒有說，阿!怎麼把它變回來，那如果可能像遇到這件事情需要把它轉變回來的時候，

那你要怎麼處理? 
A6：怎麼處理唷!那就再講啊! 
I1：再講? 
A6：就因為他們已經很熟悉行列式長過去，因為其實他們這個地方還不是真的完全的那麼熟

嘛!然後這個地方他們很熟以後再回來，我覺得那個時候都還可以再加強，總是會有複習

的時候 
I1：所以那你覺得那個應該在複習的時候 
A6：對!我覺得那個等複習的時候再拿來討論，對他們整個社會組來說可能會比較合適 
I1：所以那個考量也是因為學生 
A6：對!一定會因為學生有差別，對!加下去的例題跟難度可能就會選擇不一樣這樣子 
I2：你這堂課有沒有你覺得哪邊你覺得做的不錯的? 
A6：【33:48】 
I2：就是你很滿意造成這樣的效果? 
A6：對!我很滿意這樣造成的效果 
I2：是讓學生參與的效果 
A6：對對對!而且重點是全部都答對唷!27 次人次全部回答都正確，真是了不起的事情呀!對呀!

一點都不像數學不好的班 
I2：那如果下次你再上這個單元，你會修改哪些地方嗎? 
A6：不要叫這麼多人(笑~)我覺得我想要把，不是!我還是會叫很多人，可是我會把有一些地方

就是少一點點，沒有沒有!因為我希望可以至少多留五分鐘讓我講後面的那一個，就是.. 
TE：落幕的部分 
A6：對對!那個地方 
TE：你一直都很在意那個 
A6：我一直都很在意 
TE：本來快要完工了，結果就那一段 
A6：對!所以為了那一個部分我可能會犧牲一點點問答的時間這樣，對對對!就是我可能不會

就是有一些問題可能我重複可能會問兩三個人嘛! 
TE：那如果不要那些問答，把那些地方改好一點這樣可不可以? 
A6：如果不要..問答，那我那個證那個留到下一堂課 
TE：把它證到一半就收起來，留個尾巴到下一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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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不一樣! 
TE：為什麼不一樣，要嘛通通解決要嘛…. 
I1：為什麼?為什麼你覺得他一定要 
A6：我覺得能夠不要把一堂課切開就不要把一堂課切開呀!我覺得這種東西是一個完整的東

西，你把它切開那裡我下堂課還不是重新要回朔一次，何必 
TE：浪費時間 
A6：對!有一點點啦!這樣子 
I2：那你為什麼一定要把它寫完 
A6：因為沒經驗(笑~)然後就是覺得要一氣呵成嘛!就是覺得說我一個東西要把它 
TE：…..掙扎 
A6：對!你可以看到台上我在掙扎 
TE：不知道怎麼去趕快的 ending 這樣 
A6：對對對! 
TE：這個我們完全接受 
A6：可以理解嘛! 
TE：可以理解 
A6：因為嫩咖，對呀!就是 
TE：這是你今年的權利，可以准許你犯這樣的錯誤 
TE：明年此時你是正式老師的話你就 
A6：不會呀!如果是正式老師下一堂課還是我上的話，我就停在那裡啦!真的就停在那裡就下

一堂課再來，對呀!如果我真的已經進行到那裡，真的給我敲鐘敲下去的話，那我們班同

學又堅持老師我要去上廁所，不願意讓我上完的話，這都可以再彈性嘛! 
TE：可以! 
I1：你就會用，上禮拜講的那個，學生後來很好笑的地方就是那個樓上樓下…講出來還蠻好

玩的，那你會為什麼會想到說用樓上樓下 
A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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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1：那你在你曾經的教學當中…常常去用這個東西，就是比較平易近人的方式來 
A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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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你覺得一個數學老師給學生感覺平易近人這件這個人格特質是重要的? 
A6：我覺得還蠻重要的呀! 
TE：為什麼呢? 
A6：因為我們做不到高壓式權威嘛!我們沒有那樣子的經歷跟那樣子的魄力去說我就是怎麼樣

的話，那與其不上不下還不如那就隨和一點這樣，對!我是這樣覺得啦!身為一個嫩咖老師 
TE：你是指正式老師….. 
A6：不是，是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風格，老師的風格就是站在那裡，喔!(驚嘆聲)全部的人這樣

子，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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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他是哪裡讓你著迷呢?你給我們舉出兩三個 
A6：老師上課很幽默，可是他，該嚴肅的地方很嚴肅，然後他停下來的時候 
TE：..什麼意思? 
A6：他會加入一些生活的趣事呀!對!然後或是就是 
TE：..笑話… 
A6：對對!或者是他以前的經歷呀!以前的學生呀!或以前認識的同事呀!怎麼樣呀!對對對!就幽

默，然後學生課堂上是很輕鬆的，因為他上課不會繃著一張臉這樣，對!然後老師就是說

他跟學生感覺起來是有距離又很親近 
TE：看似有距離 
A6：看似有距離可是實質上他是很疼學生的 
TE：怎麼說呢?我們不太理解 
A6：就是說今天沒帶講義就出來打頭，每個出去被他打頭都很快樂 
TE：被打很快樂? 
A6：就是會自己很害羞沒有帶講義然後給老師敲頭這樣子，對!就是說真的他的學生都心甘情

願給他敲頭這樣子，就自己覺得自己沒有做好 
TE：我們不太能理解，我們也才進來一節 
A6：因為我覺得這是特質耶! 
TE：什麼特質呢?你也講一下讓我們聽一下 
A6：我覺得老師給人的感覺是說他跟我們約好的事情他就會做好，所以我們跟他約好的事情

我們也應該要去做嘛! 
TE：喔!教室的規範是嘛! 
A6：對對對!然後就是說 
TE：他建立了良好的教室規範啦!建立師生之間的.. 
A6：因為老師不遲到嘛!他自己本身不遲到不早退嘛!對呀!所以就是說他有，他完全做到身為

老師，對!應該要做的事情，然後學生就應該要做好學生應該要做的事情 
TE：然後第 2 個還有? 
A6：再來就是，老師對課程掌握很熟悉，所以老師可以很豪邁的就說，啊!這是哪一年的考題，

這個東西你們不會考就删掉!就是你可以感覺到老師在課堂上的熟練度跟果決度，你就會

覺得很崇拜他，就是他專業素養很高嘛!就是很豐富很完整的經歷，對!很專業，就是在於

能夠這麼專業又能夠這麼幽默 
TE：他建立一個好的師生的教室規範 
A6：對對對! 而且是師生互動是很良好的，他並不會因為你成績不好或是怎麼樣，就對你不好

或怎麼樣 
TE：他上課會不會很嚴肅? 
A6：不會呀!就是該認真的時候就是一臉認真樣，大家就會覺得，喔!帥氣!然後大家..老師笑起

來很可愛 
TE：..拿捏… 
A6：很難!真的我覺得這就是，我覺得個人特質很重要，真的個人特質 
TE：除了專業之外前面那兩個其實都是個人特質，專業方面有什麼特質嗎? 
A6：老師專業方面嗎?就是資深呀!資深到，他絕對，教科書每一本教科書加起來都沒有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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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厲害 
TE：那很多資深老師都這麼厲害 
A6：我沒有被他們教過所以我不了解 
TE：很多資深老師大概都可以說不用教科書 
A6：對! 
TE：我現在就是要請你再仔細的想一想他所謂的專業還有什麼?譬如說他夠資深這沒有問題 
A6：我覺得老師，我覺得沒有任何題目可以難倒他，他給我的感覺 
TE：解題能力嗎? 
A6：對! 
TE：這個資深老師幾乎都有，再想一想! 
A6：老師的個人特質嗎? 
TE：不是!專業專業! 
A6：專業方面呀!因為老師帶過很多資優的學生，他也解決過，就是說他等於是參加過各種比

賽，培育過各式各樣的學生 
TE：所以很多資深老師也會有，帶個普通班、慢慢帶資優班，長年帶資優班，…參加科展競

賽 
A6：對對對! 
TE：再想!你當了他學生當這麼久!現在又回頭當他的徒弟 
A6：好難唷!我覺得好難唷! 
TE：再講一個!剛才那幾個我覺得啦!是一般的資深老師比如說我碰到的邱老師，我們碰到的

那個甲老師乙老師都有 
A6：然後老師很可愛 
TE：我們看起來就不太可愛是不是 
A6：笑起來很可愛呀! 
TE：他有時候蠻嚴肅的吼~ 
A6：對!他有時候很嚴肅，他其實就是，因為老師是一個很就事論事的人，對的事情就是對的!

不對的事情是不對的嘛! 
TE：他對於生活的小規範 
A6：很在乎 
TE：很在乎，對不對!這一點就是他透過數學的這個課堂的他的教育，去影響學生的一般的生

活規範 
A6：對對對! 
TE：你舉個例子 
A6：就像他們班的學生跟他去出遊嘛!對!然後爬個山回來就殘廢一兩個禮拜，就是跛腳呀!他

就說這樣體力怎麼行呢!那以後讀書呀!然後本來，就是他是帶他們資優班的，然後就是到

我們班上課，這邊來上課的時候，他也會就是跟班上講說喔我帶我們班學生怎樣怎樣，就

他等於他會拿很多他碰過的例子然後講給學生這樣子，讓學生從可能是不管是聽笑話呀!
還是聽故事之類的可以學到一些事情這樣子 

TE：他剛剛有舉一個例子我覺得蠻接近的，就是說他有機會去帶別班的課，高三，然後他都

很準時，敲鐘之前就在門口等學生進去了，就有個學生，很悠閒，慢慢的進來，然後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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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講說，你以為你高三呀!阿上課的時候，對不對!已經上課了!老師都在這邊等了，這就

有一點違反…，上數學課，這跟數學課的內容是無關的，但是….是有關的，類似於這樣

子你再想一想 
A6：就是上課的時候可能就是說ㄟ你們班的整潔呀!怎麼樣呀!或者是說，其實因為我現在看

這個班很乖 
TE：有沒有什麼蛛絲馬跡顯示說他會跟學生講ㄟ你的思考的過程是重要的，思考數學問題的

過程是重要的，不要，ㄟ你會寫在哪裡就寫在哪裡，類似於這樣子 
A6：不要猜是不是? 
TE：猜是可以猜的就是你覺得你自己有把握當然你就到那裡…. 
A6：這邊就目前看課的部分是沒有，可是在我受過的訓練裡面是有的 
TE：你當學生的時候? 
A6：對!我在學生當學生的時候，對!我也不記得到底是什麼時候的事情了，可是我記得我高

中過來就是有這樣，因為高中會倒扣嘛!你會的就寫嘛!然後一般的考題只是檢查你會不會

嘛!那你不會就不要寫，你就不要猜，猜對了你怎麼會知道到底是對還是不對，對!就是我

所受過的教育裡面給我的，對!那猜不猜題當然是數學呀!所以不用想也知道一定是數學的

事情這樣子 
I1：第二個問題就是說你在設，因為你講義已經打，就是第一個部分你就是說講義其實有一

部分是你們老師的，然後其實最後一個部分是你的嘛!然後包括例題的選擇呀!那你在選擇

這些例題的時候，你有先，因為你之前都會說你會按照學生的一些特質去安排課程嘛!那
你在設計這一份，整份的教材的時候或者是例子的選擇的時候，哪些地方是你以學生的特

質來考量? 
A6：我會看題目呀!一瞬間我會解出來的東西我就會覺得，喔!他們可以呀!就是很明顯就可以

看出這種東西根本沒有拐彎抹角他們一定可以做出來的東西 
I1：怎樣子叫做一眼可以看出，不用拐彎抹角 
A6：就是很明顯!對!很明顯就發現說他就完全用到上面的東西，就可以做嘛!因為我等於是已

經把我們老師的例題再看過，再選過的話，那被我留下來的一定會是，我覺得坦白說啦!
就算我今天不教他們也可以學會，對! 

I1：那如果說有，就是你的例子需要用到前面，以前的東西也是嗎? 
A6：以前的東西的話，我當然不會假設他們以前都不會呀!對呀!不過我一定會提嘛!就是我們

之前學了什麼，對!這個地方可能在我們小朋友時代呀學過呀!怎麼樣 
I1：所以你，主要在這次的課，就是這次二階行列式的地方你主要是在例子的選擇上是根據

學生的考量來選的嗎?還是 
A6：其實我沒有碰到這種困擾耶!因為剛好我這次的這個例題，都不用篩，就是不會出現什麼

特難或是不適合他們，我並沒有看到這樣子的題目，所以我在這個地方沒有做到這樣子的

考慮，對!然後我所做的就是，覺得在這一堂課，我可以做完的，對! 
I1：所以你在做的時候其實有一部分是以自己考量說可以做完的? 
A6：恩! 
I1：那那一部分比較少?在這邊比較少看到? 
A6：也比較少啦!因為其實題目本來就不多，就範圍其實差不多就是這樣子 
I1：那我另外一個問題想問說，既然是你自己要去安排這一堂課的時候，為什麼你會想到說



附錄 

 269

要把老師的講義拿過來用，而不是 
A6：因為其實我們原本是要照著講義上，我之所以拿這一張是因為你們第一個你們沒有，第

二個我怕學生沒帶講義，對!這樣子我上課前我還要…，誰沒講義呀!椅子搬過來搬過去!
我覺得這實在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那我乾脆就把講義上原本就要講的東西就把它搬過來

嘛!對!這樣學生在寫完這一張了以後，對!因為其實我坦白說我的板書配置能力也沒有老師

那麼好，所以我有一方面的小小的希望是學生在這一張上面學完了以後，他可以再把它謄

到講義上面去 
I1：所以你在準備這堂課的時候，其實是以你們老師的講義為主 
A6：對!以我們老師的講義為主，幾乎 90%相似吧! 
I1：那原因是為什麼?你會想說要以你們老師的講義為主 
A6：因為我是上他的班呀!他們班的學生就是上他的講義呀!我連之前上課也是上講義的東西

呀!所以我會很自然就覺得說，喔!對!那老師已經篩過的題目就不需要再去更動它，是這樣

子，對! 
I2：那以後脫離你們老師 
A6：脫離我們老師以後自己編呀! 
I2：會跟這個一樣嗎? 
A6：一定會參考我們老師的，就是看他選擇什麼樣的類題，對!然後我覺得就是說很經典的當

然就把它留下 
I2：那比如說像這一份的話你會改哪裡? 
A6：這一份唷!這一份的話 
I2：你覺得這一份已經很滿意了 
A6：我覺得這一份很好呀!這一份不用動呀!對呀!只是可能排版上呀!留空格，或是擺的一些敘

述模式，例如說那個動動腦敘述模式，我可能會想要避免掉，要重新設一次 1l 2l ，然後 n

嘛!我就會把它放在上面就直接打公設，對!其實我這一堂後悔那裡沒有打公設，我在打

完，印出來的時候我就後悔了這樣子，不過沒空!來不及改!因為很快的我就接到電話了 
I2：你為什麼這邊會留答案呀! 
A6：這邊會留答案原因是因為他們習題上面本來就有答案 
I2：是他們講義嗎? 
A6：講義!講義的習題上面本來就有答案 
I4：所以你那個講的例題的順序跟你們老師會不會不太一樣 
A6：會先跳下去配習題，然後再回來嗎?老師也會!他也會這樣子 
I4：他有時候會這樣? 
A6：對!他有時候也會這樣 
I4：那你覺得老師也是會這樣上，就之前他，你們老師….(49：50) 
A6：我覺得我們老師也會配耶!可是他會怎麼配我不知道，因為老師，以我們老師來說的話，

他上面可能會直接用符號先去證，他不見得在上面就會叫學生問答，然後下面就直接帶，

因為我們老師會覺得這個地方其實非常的簡單，因為我們老師，假設我們老師假設學生的

程度在這裡，我假設的一定會在這裡 
I2：你說老師假設的程度在這裡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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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我會比他低，因為我發現，這是我發現的，因為老師有的地方，因為我聽老師上課，有

的地方我會覺得說ㄟ，我會問我們老師說，老師這個地方我們要不要需要把前面講過的東

西再來前情提要一下或者是說再怎麼樣講清楚一點，老師就說不會呀!這個地方是有連貫

過來的，所以老師可能會覺得說，不需要再去強化前面或是怎麼樣的部分，可是如果以我

來說的話，我會覺得說它是不是這裡可能還要再提，所以相對的就等於是，老師覺得他們

在這裡，那我就是放在比老師所預設的還要低的位置，這是我自已的感覺啦! 
I4：那你當初選這個習題當作你的例題，第一個例題，有什麼特別的意義嗎?為什麼你會選這

個，為什麼不選這個… 
A6：因為我想要讓他們感覺到看起來很醜的東西，經過….上這樣算完了以後，就變成很簡單

的東西跑出來 
I4：所以你第一個例子有故意要他們感覺上比較複雜? 
A6：其實我是在做到上面的時候，我並沒有事先預期我要講這個習題唷!我是做到這裡的時

候，我就想說ㄟ這裡可以停一下，我想要先講那個習題，因為其實看起來醜醜的，可是最

後答案很可愛，對!就是用了這樣，就是使用性質了以後，因為我其實在課堂上我就跟他

們講，你性質忘記了或怎麼樣就跟他拼了嘛!對!可是我們，我就是想要讓學生有那種感覺

就是說，ㄟ用性質以後，一樣的就很快樂就不見啦!剩下來的東西就變的很單純，我是希

望他們有，強化這樣子的感受，對! 
I4：所以這個是當時上課的時候決定的? 
A6：對!上課的時候決定的 
I4：突然就ㄟ… 
A6：對!其實我在篩選，選習題的時候，我就用，我就有預期我會講這一題，只是我那時候並

沒有預計說我會擺在這個前面的地方，對!然後是當場我想，我決定要把它往前擺這樣子  
I4：那你覺得你自己事後覺得這樣想…..? 
A6：很好呀! 
I4：就說ㄟ不錯呀!這個從第，講到第五個性質馬上接這個習題 
A6：我覺得蠻好的呀!就是很有那個立刻的運用的那種感覺，然後回到習題一跟二的時候，就

例題一跟例題二的時候，他又等於完整的再把上面全部的性質再複習過了一遍，所以我就

覺得 ok 呀!..可以開始下面的動動腦部分這樣子 
I4：那我可以問一下嗎?為什麼你第五題有接一個例題，那為什麼你不把每個性質都接個例題，

這樣不是會符合你跟剛剛講的效果 
A6：其實我每一題都有講例題呀!你不覺得嗎?我在行列互換其值不變的時候，我是不是就有

拿兩個行列式出來，那我在兩行列對調的時候，其值變號，我是不是也拿了，就是我在跟

學生對答的同時，其實就等於是拿例題出來做嘛! 
I2：你說問生日然後? 
A6：對對對!寫上去呀!或者是說，ㄟ我這題目是說這個性質的敘述表示是什麼意思，我是不

是會把它敘述的東西先寫出來，然後問同學說ㄟ他是不是一樣呀!或是怎麼樣，其實那個

時候我就等於在帶第一次的例題了，對!其實那樣子的例題並沒有具現化，就是它並沒有

乖乖然後在旁邊告訴這是例題一這是例題二，可是其實在過程中，當中等於學生在看，不

管是看我跟誰對答還是怎麼樣，他們已經參與過第一次的練習，然後真正的正式練習就變

成是習題一，然後再回到例題一跟例題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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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4：沒有因為你性質一沒有講例題，只是做驗證而已 
A6：對呀!就是做驗證呀! 
I4：但是為什麼你這時候不帶出一個例子出來? 

A6：因為我覺得那個東西對他們來說是很簡單的，我如果在那邊代一個數字寫
42
31
，然後再

把它變
43
21
，我自己會覺得這樣子，.. 

I4：你為什麼不想說，ㄟ有個習題像這樣子，ㄟ突然行列值互換之後，然後變的很簡單 
A6：不會耶!我不覺得有需要這樣放耶!因為我覺得那個地方就是光是在，就是以代數的下去

做理解的話，學生就已經理解了，我不想要再帶簡單的數字下去，可是像那種加減整行啊!
或者是怎樣的東西，學生可能看不到他的好處，或是怎麼樣的話，他底下既然有一個例題，

那我就快樂的先抓起來講 
I4：所以你會根據性質來做決定嗎? 
A6：會!會! 
I4：所以是性質怎麼樣你會決定帶例子? 
A6：我覺得要有一點難度，或者是說，看起就會覺得，哇!很好用這樣子，就是很明顯的那種，

不只是那種運算的部分，就是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這樣子，剛好在配合我原本的題目可以

剛好用，對! 
I4：那第四題你覺得像它成比例的時候，其值為 0，你覺得這個是比較容易的，不用帶例子? 
A6：我是直接令 t 呀!就讓他一般式，因為它們前面就，在講前面空間中平面上的時候，對!

他們的參數式就一直跑出來在用，所以他們很能夠理解比例就是 a：b，at：bt，就是他們

其實已經有一定的熟練程度了，所以我才會直接把 t 抓出來這樣子 
I4：所以你覺得第四題其實對他們很容易理解? 
A6：對!到後面是很容易理解的 
I4：所以不需要再舉例子? 
A6：不需要呀!對!我連一般式他們都 ok 了!那..對!已經不用了! 
I4：那第六題呢?我覺得第六題還蠻複雜的，為什麼不舉個例子? 
A6：第六題為什麼不舉個例子唷!其實習題一也是可以用第六題講的，可是我只是 
I4：習題一? 
A6：對呀!習題一也可以用這個講呀!對!也是可以這樣子講的呀!只是我已經講完了! 
I4：例題一嗎? 
A6：習題一，對!那底下也可以拆，然後我只是覺得，喔!那好長唷!我不要，那我就當下並沒

有決定要放例子給他，所以我只有口頭提，…說假設我今天是 172 + 呀!那我就可以把我

習慣的喜歡的整數丟一邊，然後我不喜歡的根號呀!或是無理數怎樣的數呀!我把它丟到另

外一邊去，那我就可以簡化式子，其實我是以口頭上做強調，我沒有帶例子這樣 
I4：你為什麼不帶? 
A6：因為我不想帶呀!有沒有很直接!因為我當下，我並沒有為它準備例子，所以我認為我如

果臨時舉出來的例子可能會不好看，就是不是那麼的讚! 
I4：那如果你再重新設計上這一堂課，你會想說再把第六題的例題補上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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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我會考慮補一下 
I4：所以在你的目標，還是會覺得有例子來做輔助會比較好一點? 
A6：有例子來做輔助!對!其實這是經過不斷的大家摧殘過後的結論，我以前就是理論嘛!理論

完結束就可以直接進題目，然後就結束，我以前是這樣子的人，然後 
I4：你剛剛講不斷的摧殘是什麼? 
A6：就是說因為我們有私底下的，我們有，等於是說我們有討論嘛!就是說我們會準備教材呀!

就是，我們幾個實習老師會準備教材呀!對!我們會練習試教，然後我第一次打出來的教案

像參考書，就全空參考書，然後第二次做出來的東西就是變成沒有那種很簡單的那種數字

例呀那種東西下去，然後他們就給我的建議就是這樣子學生可能覺得比較困難這樣子，對!
然後就是所以也是有一個流變的過程，才會讓我覺得喔我可以帶例子的話我就帶，對!就
是有情緒，然後覺得 ok 可以帶進去就帶進去這樣【57：50】 

I4：所以是帶例題的過程是受到實習老師的影響? 
A6：對!其他人的影響，當然我在大四那一個，就是到，到那個萬芳去實習的時候也都有影響，

因為就是我跟我另外一個同學，是給同一個指導老師嘛!他，老師有給，有就是跟我，我

們在討論的時候，他其實，我另外一個同學他有準備比較多的例子，然後老師會覺得那樣

子是比較好的，所以對我來說就是一次的就是說，喔!一次的影響嘛!就會有那一種說，ㄟ

可以多一點例子下去讓學生熟練是好的，對! 
I4：那有沒有受到 M16的影響? 
A6：老師嗎?老師就照著上面走呀! 
I4：所以你沒有感受到老師對於性質跟例子有…? 
A6：因為老師他對他的教材非常的了解，他知道他的這個性質是對到哪一個例題，所以老師

經常就是這個性質講完，我就直接拉到那個例題，他不會把全部性質講完再去解全部的例

題，他不會這樣子做 
I4：所以你，當老師這樣子做的時候，你有感受到 
A6：對!就是感受到，對!這樣子可以學生很快呀!就是說ㄟ我性質完就是例題，性質完就例題，

然後性質講完其實我例題也差不多做完了!剩下就是綜合一些題目這樣子 
I4：所以換句話說其實 M16 這樣上的方式對你之前，不管是試教或是現在實習老師對你..? 
A6：每個都是 
I4：都是對你有正面的影響? 
A6：這個不能說什麼正面跟負面啦!不過都是會有影響的，一定會有影響的 
I4：就是他會比較趨向於讓你覺得說要配例子來做 
A6：對!像我這個性質五直接接習題，很明顯就是受到老師的影響，對! 
I4：那你覺得對學生的好處在哪裡? 
A6：就是馬上應用呀!就是馬上應用，很即時的應用這樣子 
I4：那如果不講例題呢? 
A6：不講例子唷!一半睡著吧!然後另外一半就是跟的上就跟得上，跟不上就會等例題呀!或者

是怎麼樣也不一定啦!有人就..先後面唸過去也不一定，對!我覺得學生的反應是多樣化的 
I4：那他睡著代表什麼意思? 
A6：睡著代表昨天沒睡好呀! 
I4：所以不代表你講的他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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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不會!我這麼自 high，他怎麼可能沒興趣，也有可能啦!對!也有可能是沒興趣或者是根本

沒有那個 background..，然後就根本聽不懂，對!接不上也是有可能的，不過這種情形在本

校比較不會發生，比較不會! 
I4：所以是這樣子的搭配讓學生比較容易理解? 
A6：對呀! 
I4：你覺得可以讓學生比較容易理解 
A6：恩!當然是以他們能夠理解為一個考量出發點 
I4：所以可以說是，所以不光是從你這一段時間你有這樣的改變 
A6：就是慢慢的，我覺得這是慢慢的改變，對! 
I4：那為什麼你之前會，是因為你之前學習都是用這種性質連結性質 
A6：因為我天才嘛!沒有~(笑~)沒有!因為我其實我一直都覺得你這個東西會了其他就會了，對

呀!我覺得剩下來只是熟練度，因為我以前讀書就是這樣子 
I2：是因為你以前 
A6：我自己的 
I2：你以前不需要那麼多例題 
A6：對!我以前不需要這麼多例題，我也不喜歡很多例題，沒有!我討厭繁複的運算，就是我

很討厭重複再重複的東西，所以我打電子打 RPG，然後因為我很討厭闖同一個關闖很久，

我覺得很無聊，對!我覺得很無聊，我承認我不是一個用功的學生，可是我覺得某，就是

一定程度上的重複演練對學生是有好處的，對!所以這也是一種修正嘛!對!我覺得這都是經

歷 
I1：為什麼會造成你這樣的選擇? 
A6：因為碰到很多笨學生就會，就是你碰到很多學生這樣他不會呀!你明明覺得你該講的東西

都已經講了，他也知道你講了什麼，可是他就是考不好，就是不會呀!很簡單就是不熟練

嘛! 
I1：…做這樣的的修正是會比較最好的?做這一方面而不是其他方面的修正? 【01：02：00】 
A6：其實我沒有很明顯的看到他好或不好，只是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我就選擇這樣子做，

因為並不會在一個學校有足夠長的時間，看到學生因為我的改變而改變的部分結果，我是

看不到這樣子的東西，所以我沒有辦法就實際上去驗證這樣子的東西是成立與否，可是就

情感上面，我會覺得說這樣子對他們來說，特別是對現在的小朋友來說，應該是比較好的，

坦白說現在小孩子課業壓力阿!然後勤奮度呀!在跟我們以前比起來，那個鐘型分佈是往後

移的嘛!對不對就是 
I1：那我想問一下就是說你到目前這樣子…這一堂課，然後就說造成你說有些地方跟你原本

的想法改變嘛!那除了第一個之前剛才提到就是學生以外，還有哪些地方會造成你想在課

堂上做這樣子的改變，有哪些方面會對你有這樣子的影響? 
A6：家教!對!家教也會有影響，就是因為通常會找家教就是可能反應比較不是那麼好的學生，

找家教很極端嘛!要馬就很好!要馬就不怎麼樣這樣子，對!從家教學生上面身上我也感受到

就說，我要不斷修正自己的教學方式，所以會越選擇越簡單，對!就是了解到社會的現實，

就是看清說並不是所有的小朋友都在這裡，他可能要做一點選擇這樣子，其實他們班很多

人這一堂課根本不用上，他全部都會嘛!對!可是我還是必須要花這樣的時間在這一堂課上

面，因為不是全部人都會呀!那我希望做到就是說，喔!這一堂課講完，大部分的人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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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上接受，而且能夠在去算出來就是能夠學會，我覺得這樣子，是這樣子嘛! 
I1：那除了這樣還有沒有?除了家教學生 
A6：家教學生?就是實際上班級看到的呀!然後別人給我的意見呀!就是看老師上課呀!或者是說

跟同事之間的試教呀!就是都會有呀!都會有 
I4：那同事的試教除了這一方面給你的建議，還有沒有其他的? 
A6：有呀!板書呀!不要緊張呀!然後對呀!然後可能在選擇就是像老師說停下來的部分呀!就明

知道講不完或是怎麼樣，或者是說我們應該呈現的重點是什麼，這個地方都會有所影響啦!
對!像我們之前在討論斜率，那我們就會覺得，我們就會討論說，ㄟ我這一堂課要講斜率，

那我到底應該要講什麼，我們講一次 
TE：你說你跟 M6 討論? 
A6：不是!我跟另外兩個實習老師，一樣是我們系上畢業的，就瑞玫跟那個另外一個麗文，一

個是我們系上畢業的，一個是高師大畢業的，我們會討論這樣子的教材，我們就會討論說，

ㄟ今天我一次因式檢查法我到底是要秀那個證明過程，還是讓學生知道怎麼用，用在哪

理，這就是我們會討論，會有就是摩擦，就是改變不一樣的地方嘛!我覺得這都是對我有

改變的 
TE：那有沒有試著說問問他 M6 的答案是什麼? 
A6：喔我到現在還沒有去問，對對對!好!我之後會問的 
I4：那你跟實習老師有摩擦，就是這個地方到底要呈現的重點是什麼東西嗎?那你最後..結果

【01：05：40】 
A6：就是聽完他們的以後，我可能考慮一下，我如果覺得不錯，他們的好，我同意!那我可能

就會修正，選擇他們那樣子的觀點，可是我都還是會覺得，不會呀!我覺得我這樣子非常

好，那我當然會堅持我自己原本的，對!因為其實我主觀意識非常強，對!能夠讓我有一個

明顯的改變的話，那就表示我是真的覺得，喔!這樣很好!或者是這樣很不好，對!因為每個

人畢竟還是有自己的教學風格嘛!同樣的東西不適合，不見得適合每一個人這樣子，對! 
TE：你覺得 M6 講的，哪些比較適合你，哪些比較不適合你? 
A6：哪些比較適合我?就跟學生很好嘛!就是 
TE：親和力 
A6：親和力，然後我要學習老師在專業上面的那種素養就是努力去裝備自己變的強一點呀!

對呀!然後 
TE：那經營教室的規範呢? 
A6：經營教室的規範唷!我覺得經營教室的規範我是沒有去刻意的學老師經營教室的規範，因

為我很了解我自己，我是一個非常雞婆的人，而且我非常在乎承諾，所以我今天如果帶一

個班，我一定會要求學生答應我的事情一定要做到，我答應他們的事情我也會做到，那你

有種不做到的話，你一開始就不要答應我，你一開始可以跟我討價還價，對!答應就要做

到，除非你今天真的有天災人禍的話，你沒有辦法做到 
TE：你跟學生之間會建立所謂重承諾 
A6：對!重承諾，對!然後所以，而且其實我沒有老師那樣的經驗，所以我不可能採取高壓式

的方法，所以我就採取信任制，對!其實，協商溝通這樣子，對!所以這個地方就是我有我

自己的想法 
TE：親和力、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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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專業 
TE：你認為你到目前為止跟同學這段時間兩個多月，你大致能了解他們同學的特質嗎? 
A6：大致，班級特質嗎?每一個人嗎? 【01：08：00】 
A6：我沒有辦法了解到每一個人，對!因為我並沒有這樣子的時間跟這樣子的機會去跟每一個

人一一做接觸，可是這是大致上可以了解這個班的風格，對對對!這個班就是溫和又可愛，

可是願意笨笨的去努力 
TE：溫和就是不講話 
A6：也不是不講話，就是他們班不會做，他們班都是乖孩子，就是說 
TE：不會跟人家起衝突…很 nice 就對了! 
A6：對對對!而且就是很有禮貌，這是他們班最大最大的一個特色，就是非常有禮貌 
TE：所以你上課之前他黑板都給你擦的乾乾淨淨的! 
A6：對!就很有禮貌，然後大家就是會對一些事情保持高度的興趣，就例如說你們來呀!他們

就集體很有興趣 
TE：所以今天應該是離平常不會太遠 
A6：不會太遠!其實不會太遠!可是就也 ok!他們平常也差不多，只是平常可能不會坐這麼正，

大家可能會很快樂的聽，還是照抄，還是照寫這樣子 
TE：ㄟ老師~，今天比較不會【01:09:15】 
A6：對對對!可是今天其實碰到的也比較少吧!可是像我寫錯!他們講說學姊那裡怎麼樣寫錯!

就還是會表達他們的意見 
TE：喔他們叫你學姊 
A6：對!我也喜歡他們叫我學姊，有人叫我老師有人叫我學姊，對!我比較喜歡當他們的學姊，

因為畢竟我不是他們真正的老師 
TE：但學姐是確定的 
A6：對!學姊確定的，我沒有，沒有辦法用一個真正老師的身分去 
TE：所以你感覺你自己目前來講，不是真正的老師，不太適合用真正老師的這種身分去面對

你現在這班的學生，反而學姊反正 
A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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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阿如果你不是學姊，比如說你在中壢高中 
A6：你說我在實習的時候在中壢嗎?不會!根本沒有這個問題，我一定回母校實習 
TE：假設不是母校的話 
A6：如果我不是母校的話，那只有一個可能嘛!我去代課嘛!或是我是正式老師嘛!對!那這樣子

的話，我正式老師，這就是我的班呀!我的班歸我管，那我當然是老師的身分，對!即使今

天我考回來本校，如果我真的是正式老師，這個班歸我管，那我就是老師，對!我在課堂

上我就是老師，可是你在底下，私下找我問什麼東西呀!可能怎麼樣，我就是學姊，對!我
覺得就是 

TE：你認為…..至少目前是一個蠻確定的身分吼【01：10：40】 
A6：對! 
TE：希望有兩個身分 
A6：對!希望有兩個身分 
I2：像我們，像其實你，你也覺得你自己是一個很隨性的人，那有沒有覺得我們每次來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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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說你哪一個細節然後為什麼，目的何在，就是你會不會覺得其實有時候你也沒有想什麼

目的，但是可能會因為我們這樣問而 
A6：而去杜撰一些目的嗎?還是 
I2：不一定是杜撰 
TE：激發出 
A6：激發出，有!會!因為其實我是，真的是一個很隨性，而且我很即席的那一種人，然後很

多事情都是我覺得我應該要去做，而不是說我覺得這樣做可以幹麻，所以我就去做，不是

這樣子，我大部分的狀況是因為我覺得說，這樣做好呀!我不會去想有多好!或是為什麼好!
哪一個角度好!我只是純粹就這樣覺得這樣比較好，我就去這樣做，做完以後如果再去分

析它就發現喔原來它是因為怎麼樣怎麼樣，對!我一個人不會這麼樣的有時間去做完這一

坨的分析 
TE：我們這樣子來問東問西問長問短的，其實某種狀況也會給你一些機會激發出原先你並沒

有想到的 
A6：對!或者是說，喔!原來我自己是這樣子想呀! 
TE：原先沒有意料到自己這樣子想還是說 
A6：就硬是，就例如很多東西對我來說很自然的，就所謂的潛移默化，你們硬是要追追追，

我自己才會說喔追追追，喔!可能是因為怎麼樣怎麼樣 
TE：本來你的習慣是很自動的啦!現在我好像就有這個意思在喔!【01：12：40】 
A6：對!就回頭去想，因為我覺得其實我覺得我的完備性，就完成性很高，就是我很多東西已

經變的很自然，就是會去做這些事情，所以我根本就不會去想說阿我要幹麻幹麻，我完全

不會去想這些事情，然後因為你們有這樣子的問題，我就回過頭去想說，喔!啥?我剛剛為

什麼這樣做，我也不知道，我想看看好了!不過有時候這樣會有小小的困擾，會覺得，啥?
這個也要問喔!我不知道怎麼回答 

TE：那個時候多半是我們不會問或問的不好 
A6：對對對!因為有時候就很像為什麼我拿右手吃飯，我真的不知道要怎樣回答你 
I2：如果覺得很直覺就也沒有關係 
A6：可是我情感上知道自己很直覺，可是我理智上我還是覺得說那我可能要分析一下給你們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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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2)：A6第二次教學訪談錄音轉譯 95.4.25 

*********************************************************************** 
A6 第二次教學訪談錄音轉譯 

*********************************************************************** 
時間：95/04/25 
個案：A6 
訪談者：I1、I2、TE 
訪談內容： 
A6：對!我們班學生都會給我支持，其實我原本那一個，有一個…叫起來我前面那個女生，我

後來請，後面，因為剛好後半的地方，然後就剛好可以請她坐下來嘛!她是我們班數學最

差的 
I2：喔!你說什麼老師不會害你 
A6：對!我說老師不會害你 
I2：數學最差，可是她好像還是有講一些出來嘛! 
A6：有!她有講一些些，因為我有用簡單的去問她，就是一個一個單拆開來，對!然後後面叫

起來的那個女生呀!程度還不錯，我原本以為她會給我完全正確答案，怎麼她停很久，然

後我就很無言以對這樣，所以以玆證明我們沒有劇本 
I1：所以你也沒有完全想到他會停住 
A6：對!我完全沒有想到她會停住，在我的了解，我覺得她應該是每一項都已經算好，而且都

是對的，對!所以我也非常，我也十分愕然這樣子 
I1：那你後來，她後面不是也給你答案嗎 
A6：對阿!答案是錯的阿 
I1：阿你是怎麼發現的 
A6：我一聽我就知道錯了阿! 
I1：為什麼? 
A6：因為不可能對稱阿，2 跟 3 怎麼可能對稱 
I1：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學生並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A6：有!我有發現，所以我讓她講完 
I1：你還是讓他講是錯的這樣 
A6：對!因為我覺得錯誤的答案有時候是給大家一個很好的刺激，為什麼?成績好的學生都會

錯，不過對某些人來說還是太慢 
I2：有呀!下面好像有開始在討論 
A6：討論什麼? 
I2：就是當他 
A6：錯的時候 
I2：對呀! 
A6：可是無所謂阿!我覺得只要是課堂內的討論都是好的，因為他們班程度很好，就是程度整

個是，整個….好的那一塊是，當然有少數還是比較不好的 
I1：據說你在準備這單元之前收集了很多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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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還好啦! 
I1：那你準備這單元，你用.. 
A6：因為我楊輝三角形沒講，那個歷史沒講 
I1：你這本來要講的嘛對不對! 
A6：我原本有想要講，可是我後來沒，可是我有講這個，因為我想講這個，因為這實在是太

好笑了 
I1：怎麼說? 
A6：這是一個很可愛的狀況阿!因為他們原本老師在講的時候是用這個取不取的方式去看它，

可是他們看到巴斯卡….喔!原來這裡有阿!沒有!我這個是，如果我之後要用數學歸納法證

明的話，這個東西你一定要先會嘛! 
I1：喔所以你還是，就是雖然說，歷史沒有講到，但是你還是有講到.. 
A6：我要的，原先要的東西，對! 
I2：哪一塊? 
A6：就是我這一塊沒講呀!可是我這一塊有講呀!所以其實我還是有講呀!我….講到這裡嘛! 
I1：那你準備這個東西，你怎麼去作準備? 
A6：查資料呀!我會上網查，然後我也有查書，就是查各版本的講義 
I2：那你當初怎麼會想到講這個? 
A6：歷史嗎? 
I2：恩! 
A6：因為我一直，因為我之前查到的話，我打二項式定理，我就查到他是賈憲，然後每一版

課本都是講楊輝，就是大家都說是楊輝先發現的，可是我查的那個版本其實是賈憲這個人

發現的，可是他只是紀錄在楊輝的那一本書裡面這樣 
I2：所以你是要跟大家說課本? 
A6：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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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其實這例子老師這裡講過類似的啦~只是老師沒有把年份那些拋進去，

所以你不覺得講到巴斯卡三角形的時候，全班其實一臉都會了那種 
I1：喔所以這部分是你之前找資料的時候發現的?然後把它用上去 
A6：對對對! 
I1：有哪些資料是你也是有找到但是你沒有用上去的? 
A6：有!牛頓，就是那個 n 不屬於，不用整數，他也可以是分數或者是負數 
I1：你說次方那裡唷? 
A6：對對!次方那裡，也可以用二項式，他有，牛頓也有二項式定理，對對!那個地方不是對

他們社會組來說人生沒有太大影響那就算了!拿掉好了，因為那蠻難的，那感覺起來就很

難。而且我原本是要用 10050 除以 7 餘數破題 
I1：50 除以? 
A6：

10050  
I1：

10050 ? 
A6：除以 7 
I1：然後勒?再? 
A6：因為餘 1 呀!為什麼會餘 1?因為你會把它變成 1002 )17( + 嘛!那最後…意圖是在 100 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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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不是最後只有那個 1 沒有 7，所以會餘 1，這他們高一學的呀!多項式那裡學的阿，對呀!
不過我昨天有問我學生，他就說，不會!完全不會。然後老師，我原本有跟老師提，老師

說不行，那太難了。他們一定都不會，絕對都不會，死都不會這樣子，就算老師講過一遍，

老師有講過，他們一定不會，太難了!對!我那一塊我就放掉。 
I1：問 M16? 
A6：對!我問我們老師 
I1：他說那個.. 
A6：..一定會掛，全班就不理你這樣子有沒有 
I1：所以就把那個地方收掉 
A6：因為我發現今天大家是默默的理我然後繼續做，默默的理我一下然後又繼續做這樣子 
I2：那你用那個，你說用多項式那個主要是想要講什麼? 
A6：破題呀!就是讓他們知道說其實我們之前就有做過這樣子的應用，對!我應該會把這個東

西放在明天的下課之前 
I1：所以你還是會想講? 
A6：我還是會講 
I1：你是讓他們先學這個嗎? 
A6：對!然後就是，因為這個其實我們老師說那已經是變相的綜合練習了，就是他已經變的像

複習的東西，對對!其實比較適合放在章尾，不適合在章首就拿出來這樣子 
I1：除了那個地方還有別的嗎? 
A6：差不多吧!其實我的順序我自己有修過啊!就是有時候，之前我有想過，喔!這個應該放前

面還是這個應該放後面，所以就是說，巴斯卡三角形就是這個地方，在課本來說，它是放

最後面，它是前面全部通通都講完以後，然後最後面才來講巴斯卡三角形，可是我前面覺

得，我就覺得巴斯卡三角形，我跟老師想法很接近，就是老師也覺得巴斯卡三角形很 OK
阿!就是很平易近人，就是他們有那個概念，所以就先抓出來，然後我在巴斯卡那邊把它

跟 C 作結合是強迫他們去熟悉他，就它們 0、1 呀!0、1、2 呀!0、1、2、3…..這樣子的東

西這樣子 
I2：你找資料都是，想要找，就是稍微課外的那種資料嗎? 
A6：都會查耶!看 GOOGLE 有什麼我就查什麼呀!我沒有特別設定 
I2：就是看有什麼可以 
A6：可以用的這樣子，而且看的懂的嘛! 
I2：那能用的是跟像你剛剛是說是跟社會組或自然組有關係 
A6：你一定要先我自己覺得有用的嘛，然後再來看要不要講嘛!就是東西抓下來不見得要講 
I2：那什麼時候你會選擇，你應該不是第一次會去找網路的資料 
A6：對!我每次都會找呀! 
I2：那什麼時候你覺得是有用的? 
A6：什麼時候我覺得是有用的?如果我今天時間很夠我有講出他的歷史的話那他就是有用的

阿，我沒有講還有取決於時間的問題啦!對對對! 
I2：沒有我說你從網路上你怎麼選的? 
A6：我覺得就是直接，就是看到我要的我就抓下來，我也沒有特別選耶!就是看出來就是說…

或是查一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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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可是怎樣是你要的 
A6：我不知道!我看了就知道它是不是我要的，對呀!我沒有特別預設立場啊!跟課本長的不一

樣可能就是我要的吧! 
I2：為什麼? 
A6：因為課本已經有很多東西了啦!那如果他還有課本以外我不知道的東西的話那可能就會是

我要的，也不一定也許有時候太深或是怎麼樣也不一定 
I2：所以你覺得學生懂課本以內的還不太夠 
A6：不會阿!夠了阿 
I2：但是有時間要補充的話.. 
A6：我可以補充的話當當然就補充呀! 
I2：所以補充也沒有特定是哪一類的? 
A6：沒有!其實沒有! 
I2：不一定是歷史的 
A6：對!不一定是歷史的，如果有的話就順便補一下阿，對!不會刻意說來個數學史有沒有，

並不會很刻意這樣子!除非這是我的班，除非這是怎麼樣，我很確定我帶他三年有沒有!那
可能我就會有計畫作數學史的東西，可是因為這種是我們等於很偶發性的，這樣子的狀

況，我就不會很刻意說一定要去準備什麼的東西這樣子 
I1：那如果今天是在你的班級裡面，那你為什麼會想要特地安排一個像數學史這樣的東西 
A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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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或配點歷史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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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1：所以你覺得你的數學課裡面，你不想單單只有數學，你希望它還有一些比較有趣的東西 
A6：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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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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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2：那你自己覺得數學有趣嗎? 
A6：有趣阿~不考試都很有趣，像不覺得巴斯卡三角形跟巴斯卡定理可以放在一起就覺得，哇!

好有趣阿，這個東西我以前沒發現耶，我…發現的耶…看到的，然後他其實有一個跟…差

不多的東西….然後就覺得果然大家都想的差不多 
I2：你上課的時候你也覺得數學是有趣的嗎? 
A6：上課的時候嗎?我上課的時候只想著要把他們教會，我上課的時候就是想解決他們的疑

惑，因為我上課如果看到疑惑的眼神我就會看著，你有沒有發現我盯著前面一個女生…哪

裡?不懂?所以她就問了那個∑ 是什麼鬼的有沒有 

I2：聽說你自己有在編講義嘛! 
A6：有一陣沒一陣啦!就是我有，也不算講義耶!因為我同時有一個高二的學生嘛!對!然後我會

針對 
I2：學校 
A6：對!要幫他上課的話我會有那個，我不會把，我不會放例題，我就是放題目，我不會放那

種重點整理，那個我沒有放下去 
I2：例題跟題目不是同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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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講錯了!我會放題目，可是我沒有放所謂的…就是變成因為他們都有課本，都有，老師的

講義嘛!變成就是說我只是那個，就會在整理題目，然後給他算，我有在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我之前也有有部分有講義啦!對!可是沒有很完整，就是我並沒有從第一章到最後一章

這樣子，整本把他給搞出來，可能之後會吧!就是把你們搞定了以後就會吧!(笑~) 
I2：那二項式這邊你有… 
A6：我本來要打耶!我原本有要打!可是我後來沒有打!因為我覺得不用打嘛!我覺得老師的東西

就夠啦! 
I2：是你的跟老師的是差不多的? 
A6：我的頂多就是把我今天的東西變成，我今天講的順序嘛按照我的順序的話就是排出來，

我可能不見得馬上會給你二項式定理.什麼…這樣子的東西，現在比較不喜歡這樣，我不

喜歡一開始我就告訴你二項式定理就是!@%!^!^一串。對!我不會!所以我的，如果我的講

義的話我不會第一頁就給他這個定理，我會開頭二項式定理，先從什麼!%!%^!，然後底下

下結論，對!我結論會放下面。 
I2：你意思說你們老師可能會從.. 
A6：對!我們老師是給你一個重點然後開始往下走，可是他不見得會先講重點，他可能先講題

目，然後題目完之後再回來看重點，不一定，看不同的講解他會有不同的做法 
I2：那你怎麼會想要.. 
A6：反過來嗎? 
I2：恩! 
A6：因為我覺得我沒有老師那種魅力，我如果把那個章節重點放在上面，學生..重點呀!他看

一看他就會啦!他不理你啦! 
I2：學生會不是很好嗎 
A6：可是問題是，就會比今天還要悶喔!....其實你會發現他們會，可是為什麼大家這麼小聲，

他們平常不是這個樣子的 
I1：他們平常會很大聲的回答你唷? 
A6：不會那麼小聲，至少不會那麼小聲 
I2：你是說像老師那樣上的話會比今天更小聲 
A6：像老師那樣上，不會，不會比今天小聲，平常會比今天大聲，對!可是老師不會拋這麼多

問題，而且老師拋的問題應該比我有效率的多，就是說，其實我已經有刻意減少點人數了，

你們有發現嗎，有啊!那個 1 號我很想點，可是我又沒有點，我就自己把他講完了有沒有，

對!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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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1：但是你還是跟學生之間的互動你還是比較喜歡去問學生對不對 
A6：對呀! 
I1：你還是比較喜歡去做這樣的互動 
A6：對阿!所以說連這邊我都有說我要問阿!我這邊都還有想到我要問阿!我原本是想要把每個

問題都問出來，強迫自己我只能問那些問題 
I2：你剛剛說你不想像你們老師一開頭就講那個，是因為如果是你這樣上的話，學生，就是

會很悶 
A6：我覺得會悶，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像資深老師帶的那麼流暢 
I1：什麼東西流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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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我不知道，我覺得老師上課很流暢，我上課不流暢，就是… 
I1：是哪些地方很流暢，哪些地方不流暢? 
A6：可能，沒有笑話吧!或者是說，或者是今天一開始開頭很差，因為我們學校是真的發生我

們學務處真的遭小偷，我本來是要跟他們講這件事然後講完突然發現你們在後面，講這個

好像有點怪 
I2：我想說你可能是想要跟大家聊天… 
A6：對對!我重點是要跟他們講說，像他們班出去門都沒鎖門，你財務要小心呀!本來就是應

該要注意這樣子的事情，早上還有警察來耶! 
I1：難怪我看到有一台警車 
A6：就是有鑑事科要來採指紋這樣 
I2：可是你剛剛說像你們老師這樣上，學生應該都會 
A6：沒有!因為老師很有魅力，就是老師的教室掌控度非常非常好。他都知道，我覺得老師很

能夠吸引學生的注意力 
I2：所以你上的話是，你用那種方式上就是會很悶，學生比較沒有注意力 
A6：我會這樣覺得啦! 
I2：那學生會不會 
A6：應該還是會 
I2：可是你剛剛不是說你上課就是想說要把學生教會就好了 
A6：對!可是當然他用..，那我個人認為……方式把他們教會 
I2：所以你覺得這樣教那樣教其實都會讓學生學會 
A6：對!只是老師的這種教法的話我覺得一定就是，你一定要很壓得住學生，就是說，我也不

會講耶!就是我比較不喜歡，我通常如果我今天，我會直接告訴你這定理是什麼，好!我們

開始說話，那表示我這一節我不知道怎麼教，就是我找不到任何的東西去把他切開來，像

我今天就把他切開來嘛，我就把係數跟後面那一項切開嘛!那因為我覺得每一項拆開你很

清楚的話你就結束啦!可是所以我會這樣切開，如果你今天發現我教二項式定理，是我給

你二項式定理，然後整串都丟給你，然後帶你做的話，如果是老師的話，他一定是覺得他

這樣很乾脆，那如果是我的話，我一定是覺得因為我沒有辦法，所以我只好把它整個丟給

你，對!這是我的想法嘛! 
I2：那你是到這學期才發覺就是跟不能像老師那樣上嗎 
A6：我從頭到尾都沒有想過我可以像我們老師那樣上阿，對呀!只是我沒有定性，就是我的教

學是沒有固定的模式 
I2：上學期是重點例題重點例題? 
A6：對!有點，上學期是重點例題重點例題 
I2：那你是因為上學期發覺得這樣上很悶，所以想說 
A6：也不是耶!我覺得跟單元有很大的關係 
I2：你意思說，根據單元不同你不一定會有怎樣的上法 
A6：對!我不見得每個地方都是重點例題重點例題，也不見得每個地方都會把他拆開，我會因

時制宜 
I2：非常彈性 
A6：對!非常彈性，其實是很善變有沒有，就是沒什麼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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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你看到那堂課的時候，你們老師不是已經在，就是有在別班上過給你看嘛!那你們老師就

是他上過了也給你看，有給你什麼想法嗎 
A6：…我覺得喔厲害唷!對!沒有老師其實第一節課就講證明了，你不是有看那段光碟嗎?對!

你不覺得我上的跟他上的差很多，切下去的地方也不一樣，對呀!一方面是我如果今天講

證明那就不用帶例題了，然後二方面是今天講證明的話他們 C 在那裡就死在那裡了，還

證明ㄌㄟ，就是光那符號啊!今天光展開移項他們就很累了，何況我要證明的話 n=1，n=k，
n=k+1，可是我今天先讓他們看到巴斯卡定理的話，我明天要處理那個 n=k 到 n=k+1 的地

方很簡單，因為就兩項併項，他們就會發現一樣，然後就結束了! 
I1：所以你這樣子選擇是因為什麼?就是你們老師是這樣做嘛!可是你的做法卻不是要這樣做? 
A6：因為你們要來看~(笑~)因為我會覺得說，我不可以像之前一樣，我之前曾經差點整堂課

沒有例題，我不是光講定理就整堂課了嗎?對!我覺得這樣不太好，因為我覺得一堂課還是

應該好歹要配到一點點就是，配到一些例題，不見得要多少，可是一定要不是只有我在寫，

學生一定也要有算呀!有他們動手這樣，不然有人神遊物外，他真的這一整堂課都神遊物

外，對!然後明天再從 0 開始 
I1：所以你希望一堂課裡面不是從頭到尾你講，就是說可能學生還要做點事，然後學生可以

做點事是作個例題之類的 
A6：至少 
I1：目的是希望 
A6：講白話一點，就是他們不要停在那裡 
I2：腦筋要動 
A6：對對!要跟上這一堂課這樣子，其實你們不知道有沒有發現，我忘記我在哪一段，其實我

想問學生為什麼耶!不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其實我一直想問說，ㄟ你知道，你答案為什

麼是這樣，原本我想要問，可是我..是因為時間，是因為什麼原因我沒有問我就忘記了，

我有發現我自己有想要問為什麼，對!我說為什麼是這個嘛!就是這樣配起來之類的，我是

很想要問的 
I1：那你就問阿爲什麼不問? 
A6：可是因為我覺得沒什麼時間，就是那就大家繼續往後面走這樣 
I2：你今天上課是有時間壓力的? 
A6：一點點吧!，因為其實我在講例題一，講完例題一的時候我就想說哇!剩三分鐘，沒有啦!

就是假如沒有講到例題二的第一個，第一題多項式就，哇!三分鐘，可是我覺得不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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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把他∑ 的好處，因為你就先把它們並項了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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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可以做出來嘛!不是非常像嘛! 
I1：你說的很像是怎樣? 
A6：你只要把 ny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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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錄 

 284

I1：就你的想法裡面你覺得，你們老師為什麼這次特別會想就是先讓你去看這堂課的教學 
A6：因為你們要研究呀! 
I1：喔!所以他想要先，可是 
A6：我只是沒有錄而已呀!他之前的課我都有看啊!我只是沒有錄呀! 
I1：對呀!所以我是說，喔!所以你每一堂課其實都有看 
A6：對呀!我本來就是每堂課都有看 
I1：那你在你們老師上，就是你上這個單元，然後你們老師就是，你們老師有給你什麼建議

嗎?在之前? 
A6：在之前?最主要就是那個啦!引入的方式，其實前面我有考慮過我是不是要擺不盡相異物

的排列，其實我原本一開始是直接去討論每一個單項，我原本要拋的，在我最原始的想法，

我要拋的第一個問題是 x 直接是 nyx )( + ， nyx )( + 的話，我的 nx 、 yxn 1− 的係數應該是多

少，我原本要問的第一個問題是這個，可是就是當你從這個地方的話，你是不是要開始，

馬上就直接先去扯不盡相異物的直線排列嘛!然後重複組..就是那個重複的，不是重複組

合，是那個，不盡相異物的組合嗎?重複組合?那叫什麼?忘記了!反正就是組合就對了啦，

反正不盡相異物的直線排列跟不盡相異物的組合..，沒有!就是變成，我如果這樣講的話，

我是不是..，變成我要先討論直線排列 
I1：你說單一一項嗎? 
A6：我一開始從單一一項係數下去看的話，我是不是變成要討論的東西變成排列跟組合，光

那個地方可能就扯很久嘛! 
I1：你是說你要把那個變項先用不盡相異物排列然後再把它回到 C 嗎? 
A6：對對!之類的，類似這樣的東西，那就是我原本要討論 P，我原本可能會扯到 P，會扯很

久，所以我的做法變成就是好!一般就是變成 n=1，n=2，3，然後我就看到引出巴斯卡，

然後讓他們有那個，就是對過去的那種感覺，就是先讓他們相信，因為在我說我取 n=1
的時候我取 x 不取 y，2 取兩個取三個的時候，是不是也有些人不懂，可是你把巴斯卡三

角形放在那裡有沒有，然後再說我 n 是不是取一個我取兩個，就是重複這件事，然後三人

成虎有沒有，重複這件事兩三次以後，他們就會，恩!好!就這樣 
I2：他們老師有教巴斯卡嗎? 
A6：有提!不算教啦!，就是有提 ，有把它們當已知，對對! 
I1：就是你剛剛提到那個，就是你本來想說要用不盡相異物的排列，那你這想法是怎麼得到

的? 
A6：沒有阿!因為它本來就是阿，因為 xxy 它本來就是不盡相異物阿，我可以 xyx，對呀!因為

你其實這題目在前面例題就有類似的東西阿，就是前面本來就有那個 xxy，我在前面排列

的地方他裡面在排列的地方本來就有提到了，在組合的地方還是有提到阿，因為那跟前面

的…C 幾取幾是一樣的東西嘛!對呀!所以這個東西，我們老師有講過..在那裡就會了【26：
15】 

I1：那既然這樣，既然他們在前面吸收蠻會的，那你為什麼不想說….. 
A6：因為我覺得很多人不會阿!我覺得還是很多人看不懂，直接從這裡面抓幾個來看看，那格

式很安全套進去，我覺得對社會組，其實我沒有特別去分類組，我只是直接很單純對小朋

友來說，會覺得，喔!他很簡單他雖然比較麻煩一點點可是他其實是很簡單的 
I1：那你那個在介紹就是他那邊展開來的那個 C 幾取幾的時候，你怎麼會去想到是從括號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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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去選 x 跟 y? 
A6：括號裡面去選 x 跟 y，因為組合嘛!對呀!因為我就是，因為 C 幾取幾不是就是從哪裡取什

麼東西出來嗎?所以我會想說這樣跟從兩個括號裡面取幾個 x 幾個 y 出來，很單純阿就是

C 幾取幾阿，也很自然，我只是純粹覺得這是很自然的事情，沒有特別 
I1：所以你覺得用這樣去，就是你原先這樣想你覺得學生這樣也是可以…. 
A6：恩! 
I2：你今天你說，你有，有想說要跟學生互動，好好的處理學生的問題 
A6：有呀! 
I2：然後盡量不要問太多的問題 
A6：我不要問他們太多問題 
I2：阿你是因為我們來還是? 
A6：對阿~因為上次不是每次檢討都會問我說為什麼問這個問題，然後就是問很多東西，然後

我就覺得說我是不是每次因為問題太多然後課上不完，其實沒有啦!最主要是…，「學姊你

把我們班程度看太差了!我們班程度很好的」，就是我之前上太慢的時候 
I2：意思是說有些問題不需要問嗎? 
A6：對!有些東西不要把他們看很扁，就是可以很迅速把他算出來 
I2：所以你問的問題，你故意壓制自己不要問那麼多問題 
A6：也沒有!就是不要去沒事問問題這樣子，也沒有很刻意壓制啦!就提醒一下而已這樣子，

可是我還是問很多問題呀! 
I2：對阿!還蠻多的阿，可是比之前二十幾次少啊! 
A6：少很多了嘛對不對!我如果是之前的話，可能會點第一個人來告訴我第一項，第二個第二

項，對對!我有修正 
I2：是因為老師跟你講嗎? 
A6：都有啦! 
I1：ㄟ我回到剛才那個問題呀!因為你們老師其實一開始他等於是從括號裡面去選，…，可是

你並不是從那裡，你是從你反而是從他們的展開項裡面去看，就是你一開始你不是從括號

裡面去討論，你是從(x+y)的一次方二次方甚至它的展開式，可是你們老師是從 
A6：我們老師是從單一個項去看 
I1：對!然後再從括號裡去選 
A6：對! 
I1：阿你為什麼會把他擺到，反而是把它擺到後面，而不是想說用你們老師的… 
A6：其實我完全忘記我們老師當初怎麼上的，我完全沒有參考他的上課方式，完全沒有! 
I1：那他給你看的時候其實你也就這樣看過 
A6：對阿!我就覺得，恩!上課真精闢 
I1：但是你上了之後，還是，你會想一下你要怎樣自己編排不是嗎? 
A6：對阿!因為我不可能 COPY 他阿!不可能，對呀!既然不可能那何必呢 
I1：為什麼你覺得你無法 COPY 你們老師的? 
A6：三十年老經驗了耶 
I1：不會想說ㄟ這東西老師上的很好我想要來用一下 
A6：我覺得那會可能會四不像，其實有，原本一開始設計真的是我就是會討論那個 nx 、 yxn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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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想要去抓阿，就是從所以不是說，我一開始的那個講法其實跟我們老師那個選那個

東西是一樣的類似的，對!可是那裡我就真的不知道要怎麼接下去 
I1：你說後面不知道怎麼接下去? 
A6：對對對!，因為我還是會回到，按照我的想法，因為我想要講巴斯卡定理跟巴斯卡三角形，

把這些東西合在一起，所以我還是不會像我們老師那樣講阿!對!像我們老師在 201 講的時

候，他就沒有講 C，就是 11、121，1331 那個東西，他就沒有把它變成 C 幾取幾，C 幾取

幾，那個東西他那裡沒有 
I1：所以是你覺得學生有那個感覺是很重要的 
A6：是很好!因為他就會感覺到，對!我就是 01234 有沒有， nC 取…，我就這樣排過去嘛!學生

會很容易去接受，因為我覺得展開式其實很大它很大，你把他寫成 n 的時候它還是很大啊!
然後 C 這個東西，然後原本 C 就跟他們不太友好了有沒有，然後又會要加上一大堆有沒

有的係數阿的那些串聯，對!所以就是…. 
I2：那你為什麼不直接印自己的講義給他們? 
A6：因為每次我打自己的講義，我是不是都我自己的講義講完一半之後，我接回來老師的例

題，因為老師的例題我還是要上完阿，然後我都覺得我這樣課一定上不完，因為我禮拜五

還有回學校返談就是返校，如果我這禮拜沒有去返校的話，我可能就會選擇把他做完，所

以我會可能時間會比較多，因為變的…只有兩堂課，兩堂或三堂而已呀!對呀!感覺上是很

少的 
I2：你是說如果你用自己的講義，變成你自己有你的例題，老師有他的，然後你最後還要接

回去 
A6：對對!我還要接回去我覺得很麻煩!因為我之前都會這樣做不是~對呀!我覺得這樣子有點麻

煩! 
TE：緊張? 
A6：嘿有!很久沒上課了呀! 
TE：是喔! 
A6：對呀!就上次莫名其妙上完橢圓，剛開學有沒有，到現在中間都沒有上呀!對呀! 
TE：所以這種東西也是要…傷腦筋 
A6：也是要常常上，不過其實也還好，至少寫黑板手沒有ㄘㄨㄚˋ有沒有，不過學生有聽懂

啦!就還好，對!如果他們不懂我應該會比較挫折吧! 
I1：你其實在上課的時候其實常會「希望同學勇敢講出來! 」、「不用害怕阿!」、「大家和樂融

融」，是你….就這樣嗎? 
A6：你不覺得我已經很收斂了嗎?你不覺得我已經沒有再講一些很莫名其妙情感上的話了阿! 
I1：爲什麼? 
A6：不知道!自動收斂!大概我老了吧!真的阿!這次有收斂!我也不知道耶 
I1：但是你平常你上課，就是之前你在上的時候還是會用這一些字詞嗎 
A6：比較少啦!現在也比較少，可是你不覺得我中間有用一個很奇怪的用語，這位ㄇㄟ!你們

有聽到嗎? 
I2：沒有! 
A6：沒有?有!就是我跟前面的那個在對談的時候，我說「這位妹，要跟著算喔! 」這樣子，

就是在大家都在算的時候 



附錄 

 287

TE：這位ㄇㄟ嘛!妹，妹妹嘛! 
A6：對呀!我稱呼每個人都是ㄇㄟ 
TE：我記到的是說，你..那個 y 對不對吼，那個時候你稱自己是學姊，「學姊忘了!」對不對!

ㄟ..你沒有說「老師忘了!」說「學姊忘了!」 
A6：因為我在他們班都是一直都是學姊阿! 
TE：你上課都這樣子自稱嗎?還是? 
A6：我從頭到尾都說我是學姊阿!因為我平常很少課耶!我..上的課你們都有錄到，對呀!我課很

少阿~所以我一直都覺得自己是學姊阿!完了完了!我們老師一定又再唸我 
I2：那像你今天上課的話，你之前在想的時候就已經有想說要問什麼問題了嗎? 
A6：有!有部分題目就像那個 
I2：因為我記得上學期是 
A6：有打就是有問【34：10】，上學期是沒有想的，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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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1：有哪些地方是你想問沒有問的? 
A6：也還好，都問了耶!，只是感覺好像沒有問的很重要有沒有 
TE：今天學生人次也收斂了，打了三折 
I2：那你是覺得問問題還是問的不夠深入嗎 
A6：對!還是有一點不夠深入 
I2：但你上課已經有在注意這件事情 
A6：對!有企圖問到重要一點的東西這樣子 
I2：那你自己你也覺得這樣比較好嗎? 
A6：對阿!不然他們去上補習班就好了，他們來學校幹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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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2：是因為我們跟你，是因為老師跟你說的關係 
A6：都有吧!我覺得都有關係耶!因為我覺得，你看假設我現在才 24 歲，假設我那麼厲害明年

就當上老師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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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 指導中) 
TE：「勇敢的」、「給它拼下去」，用不同的口頭禪，其實你的用意是不是為了說展現一點親和

力呀!讓學生覺得數學很..，就是上數學課比較 
A6：其實我不是故意要用那些口頭禪 
TE：你可能平常就這樣子了嘛! 
A6：對!我平常就這樣子 
I1：我要問的是說，就是你在選擇這兩個例子還是你們老師裡面他教材，就是一個 6)1( x+ ，

然後下一例子就跳到 2x-3y 就開始有係數的時候，那你在做的時候，就是你跟你們老師用

這講義去教這兩個你的想法是什麼? 
A6：阿就是.. 
I1：展開嗎? 
A6：對阿 
I1：那你對 6)1( x+ 這件事情，就是因為它裡面沒有，因為一開始它沒有 y 阿!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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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我覺得對他們來說 1+x 那個是簡單的耶! 
I1：反而是簡單的! 
A6：對!很簡單，因為不用處理 y，1 就是 1，1 管他幾次還是 1 嘛! 
I1：那你覺得跟那個有係數的那個，像那個 x+2y，就是 5)32( yx −  
A6：我覺得難度就有一點一定的落差 
I1：是因為多了係數這件事嗎 
A6：對!因為他在處理係數的時候他就會有錯嘛!像我就是中間某項 y 就不見了嘛，對!然後小

朋友他們在算的時候後面就計算錯誤嘛!對!我覺得這裡可以讓他們感覺到說這個東西你

在計算的時候也是要小心的 
I1：可是，因為我是從學生的，因為你是從 6)1( x+ 這一題然後跳到下一題就是 5)32( yx − ，對!

然後因為你在上 6)1( x+ 的時候，其實你你說只要有前半段後面其實就一定可以得到這件

事情，你懂意思嗎? 
A6：你說 1+x 的那一個嘛! 
I1：對!因為 1、6、15、20，然後接下來就 15、6、1 嘛! 
A6：所以就折回來嘛! 
I1：對!阿其實你算完前面，後面就不用在繼續算，前面就已經有了 
A6：對!就係數是 1 的時候 
I1：對!那但是到了下一個時候，你會發現那個學生，他在做的時候，他做了同樣的事情，720

然後他接下來就變成 240 有沒有 
A6：對!有這樣的企圖 
I1：那學生這樣做的時候，當時候你的想法是什麼? 
A6：我的想法是，錯的很自然啊! 
I1：你是覺得他計算錯 
A6：不是!他一定不是計算錯 
I1：要不然哩 
A6：他一定是完全忘記後面是 2 跟 3 
I1：你是說係數的問題 
A6：對對!!他一定是直接把他套回去 
I1：那那時候你的處理是..就是 
A6：就帶著他算一次阿 
I1：ㄟ沒有!你是請另外一個學生.. 
A6：同一個吧! 
I1：叫小北是不是? 
A6：小北同一個阿!就是我點起來的那一個阿 
I1：嗯?你一開始不是點 18 號，寫到一半然後算錯之後，然後你就換一個小北出來! 
A6：喔!我算錯的原因是因為我落掉 y 吧!沒有因為我落掉 y 所以我請他先坐下，然後我點另

外一個人再繼續 
I1：對對對!然後小北他，結果他就是用那個，就是你說他數學其實不錯的，..他用到前面的方

法 
A6：對對對!我覺得這樣錯給大家看很好，大家就會發現不是全部的東西都，就是你每一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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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還是要算，對!所以因為這一個所以就是才去看，感覺到說，喔為什麼我要整理那個∑
嘛!你這樣單拆開來看你去看係數就會變的就是很單純，原本一下去把他找出來，對! 

I1：所以你覺得他出錯反而給其他學生… 
A6：對!我覺得是好的 
I2：那你當初有想到學生會. 
A6：我本來就覺得這裡他們很容易算錯阿!我只是不知道誰會在哪裡什麼時候算錯而已! 
I1：你覺得他們很容易算錯是為什麼? 
A6：社會組阿!計算錯很正常呀! 
I2：你想說錯了剛好，我就要接下來講 
A6：對!錯的很好~所以我才會說，這邊很容易算錯阿!就是大家要好好算阿! 
I2：然後其實心理想說，你們等一下一定會錯這樣子 
A6：也沒有啦!沒那麼壞!只是他們錯我可以接受 
I2：你今天上完這一堂課，你覺得有沒有哪裡上的不錯的? 
A6：哪裡上的不錯嗎? 
I2：對呀!你自己覺得比較滿意的地方 

A6：比較滿意的地方嗎?我覺得處理學生∑ 那個問題吧! 

I1：爲什麼你這樣想?你怎麼會突然說，你覺得那個很好但我想說你怎麼會想到說只有 r，然

後再用 3
rC ，就是這樣子 

A6：因為 r 最簡單阿， 3
rC ，因為我就有一堆 C 呀! 

I2：你是不是覺得學生是不懂那個、忘記∑  

A6：沒有!我覺得是整個併在一起他都不會!就是很複雜的他就不會，他可能有會過∑ ，可是

你要他把 1+2+3+4+5 變成∑
=

5

1r
，他就不會，可是變成他不會直接寫出∑ ，他不懂那個東

西是什麼嘛，那你把∑ 拿出來的話，他不是就很清楚說這個 r 是什麼東西，那我裡面不

就很多很多 r，所以我在這樣舉，因為我黑板上的東西就直接 r 在哪裡嘛，所以我會擷取

出 r 的原因是因為我讓他看到∑ r 這個東西指的是什麼，而且這兩個例子很淺嘛，他就

很容易發現這樣子(48：45) 
I2：那你為什麼覺得這邊很滿意阿 
A6：因為我覺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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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2：難道你之前沒有在處理學生問題嗎? 
A6：我很少上課啦! 
I2：很少上課? 
A6：對!所以我有沒有處理學生問題你應該很了解嘛!就那幾次你們看到的，對!之前不是都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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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來救我嗎? 
I1：對!跟老師求救，今天你自己成功解決，沒有跟老師求救 
A6：對對! 
I2：之前我記得學生有問題你好像是會一樣跟他講嘛! 
A6：只是不見得有這麼明確我知道他解決了 
I2：他的表情告訴你的? 
A6：對對對!我可以感覺到，而且我覺得我應該有順便解決到其他人的問題，因為我相信絕對

不是只有他一個人不會那個∑ 嘛!因為我等於我後面要提係數怎麼樣我們是不是很大量

的在用那個∑ ，阿那裡不會就結束了嘛! 

I2：我猜你的意思是不是說，你之前舉的問題就是可能他問什麼你就直接講什麼，但是你今

天的話可能會 
A6：對!針對大家就是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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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2：什麼時候會有這種改變 
A6：我老了!大概(笑) 
I2：是因為班上比較熟了嗎? 
A6：也沒有耶!可能是 
I2：比較老練了? 
A6：可能是就覺得說，我覺得跟訪談也有關啦!對呀!因為每個訪談都跟我說你這裡怎麼這樣

這樣，我應該還是有稍稍自我檢點一下這樣子 
I1：會導致你有點… 
A6：對對對!會去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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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3)：A6返校訪談錄音轉譯 94.10.28 

*********************************************************************** 
A6  94.10.28 返校訪談錄音轉譯(教學部份) 

*********************************************************************** 
返校座談 
時間：94/10/28 
個案：A6 
訪談者：I1、I2、TE 
訪談內容： 
A6：這是第二堂 
I1：所以之前已經上過一次了? 
A6：之前幫他們檢討考卷呀!檢討完之後我有給他們小遊戲 
I1：就是這個? 
A6：對對對!我現在把那個做解答，那個就是以前九宮格不是 1~9 嘛!這邊要前後直行橫的加

起來都要一樣嘛!然後你把 1~9 改成..隨便改可能改個-3~5 啊!就變成-3、-2、-1、0、1、2、
3、4、5 

I1：不是 1~5 了，已經有改正負了對不對 
A6：沒有就是說你 1~9，其實正確答案就是你把它平移過來嘛!對!就是如果說 1 變成-5 的話，

那就整個要減 6，中間的 5 就要擺-1 的位置，其實這很有趣，那會的人馬上就會了 
I1：就是一開始的時候你怎麼會想到說要帶那個? 
A6：因為那個檢討完還有時間，因為我要下一堂課才開始錄，所以還有十分鐘我就必須要找

出一點事情來打發那十分鐘 
I1：是同一個班嗎? 
A6：同一個班啊! 
I1：然後你上之前已經上一堂課了? 
A6：對!是檢討考卷 
I1：喔然後接著這一堂才要上 
A6：對對! 
I1：你跟這一班熟嗎? 
A6：熟啊!因為我都看他們班的課啊! 
I2：這是你平常上課的方式嗎?就是這一堂? 
A6：對呀!我如果正常上課就是這樣上課啊! 
I2：可是因為我看你之前，大四的，就你跟學生互動還蠻多的 
A6：對呀!我跟學生互動很多啊! 
I2：那這一堂你跟他互動在哪裡? 
A6：有!我把他們叫上來算呀!對呀!其實就是我有企圖去得到，就是說，因為這邊重點我有放

在為什麼 ax=b 嘛!什麼時候有解，什麼時候無解，什麼時候唯一解，那個地方我就有企圖

讓學生回答說 ax=b 若要，什麼時候會無解，那是不是 a=0，然後 0≠b 的時候，對!那個地

方是我有問學生，然後樓下就會有搔動，然後就會有人給我答案，然後我才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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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那你那時候為什麼會想到就是你在解那個時候，你為什麼會想到要用 ax=b 這種來解釋那

個，就是你中間不是..解那個 
A6：對!就是原本應該直接跳到 xx Δ=⋅Δ 那個地方嘛對不對，為什麼我會想要用 ax=b 抓過來

在旁邊去解釋它嗎? 
I1：對對對! 
A6：因為他一定要先回到，因為其實那個，不管是解 x 還是解 y 的，它其實本身它就是一個

一元一次嘛!對!那我們當然就一元一次就回到 ax=b 呀!就很清楚放在那邊，那就，他們舊

有的記憶跟他們的觀念是不是就應該他們本來之前就要學過，ax=b 什麼時候會有解，然

後什麼時候會唯一解，什麼時候無解嘛!對!先抓過來因為那邊這個出來以後我才可以這邊

我令他是△時候，再從△等於 0 跟不等於 0 地方再往下這樣推過去嘛!對!就是用 ax=b 先

抓過來，因為那種東西討論過以後，回來接到變成，只是把 a 換成△嘛!然後把那個 b 換

成 xΔ 的話，他們就很容易可以接受說喔!這樣有解，這樣無解或唯一解 
I1：那你那時候就是選擇在用 ax=b 那個部分來推，就是來解說那個比較複雜的式子嗎? 
A6：對! 
I1：那學生後來的反應? 
A6：很好阿!大家都覺得很清楚，就是我後來就是下課有去問說ㄟ剛剛講的有沒有聽懂，然後

學生就有說有!很清楚，然後我就說那上的可以嗎?他們就說有!上的比老師好!....打屁股，

對對對!反正就很好笑!因為我有些地方上的很慢，就是像那個 ax=b 多講了一遍嘛!原因是

因為他們是語文資優班，他們語文資優班的篩選方式就是那個英文超強的進去，然後他們

班的上個就是一年級的時候期末的平均是全校最低的，數學科的平均，對!所以換言之，

他們數學可以說是全校最爛的班，對!音樂班不算嘛!然後在於這樣子的情況之下所以這個

地方我就會選擇用一個簡單的方式去講，這也是為什麼我一開始會用例子推到一般式，為

什麼我會旁邊先做一個常數的例子，然後旁邊擺一般式的企圖就是說，因為我如果一開始

就說好!我們 111 cybxa =+ ，然後用常數去這樣解的話，他一開始就會接觸到很大量通通都

是未知數的東西嘛!因為對他們來說其實帶有那種…符號 a、b、c 對他們來說其實是一個

很討厭的東西，然後你旁邊如果有放到 a 那個不一樣，就是有數字，你旁邊兩個同時這樣

子去看的時候，他就會知道喔!我這一步其實我在做什麼，旁邊一看他就知道，我在做什

麼嘛!對!我是企圖用這樣的方式，讓他們可以直接接受到說，喔!我出來為什麼這一堆乘以

這個 x 等於這個，這一堆乘以 y 會等於這個，那我再去個別去討論他的有解或無解嘛!所
以才會抓到 ax=b 抓過來，那 ax=b 如果結束了是不是單純針對 ax 跟 y 的部分我就應該可

以結束掉，然後大家就可以討論這個數對的有解、無解之類的嘛! 
I1：所以你在上他們班的課的時候，其實你在講解一些觀念或一些概念的時候，你都會用比

較淺的來? 
A6：對!我會企圖用這樣的方式去說明，就是我會，因為也可能是因為我之前在大四試教是教

國中，對!所以我在帶他們的方式的話，我會用比較，因為國中，帶國中的東西就是你要

活潑，而且你用簡單的方式下去帶，對!所以在這個地方，因為其實這個東西明明就是跟

國中等於是有銜接到的地方嘛!我就會用比較偏國中的方式下去教，然後其實相對感覺起

來好像吸收上面也會比較好 
I2：這是你所謂教案上面寫的從學生從舊有解題方式? 
A6：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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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就是剛剛從一開始先從一個例子 
A6：對!那個例子他們都會解嘛!而且其實我就是用他們以前的解法對不對，他們就是用代入，

就是用加減消去法，對!等於我只是把他們以前單純的數字的加減消去法現在把它一般

化，那在它要形成解的時候是不是你要去看怎麼樣才會有解，那要怎樣才會有解呢?我就

抓 ax=b 出來討論嘛!這樣子，做這樣子他們會很清楚，對!其實這東西他們本來就應該要

會 
I2：你好像蠻傾向那個，就是講給他們聽 
A6：對呀!講給他們聽，對! 
I2：就是你有寫講述式教學這句話是? 
A6：對!我最主要是在做講述式教學，然後我原本有企圖做很殘忍的對話，就是把一個人叫起

來就一直問問問，為什麼，因為我原本想要 FOCUS 在有解無解，為什麼會有解，為什麼

會無解，甚至說其實我的一開始我的想法我還想要拉到平行就是幾何，其實我這裡帶，我

有提到幾何，只是我提的沒有那麼的重，我原本的想法是我要把幾何的東西抓出來，對!
很用力的跟他們討論一下那個幾何跟代數之間的關係，那個地方我就一定會把學生就點起

來我就會說，ㄟ.平行線的話或者是重合直線或者是不平行的話，因為其實我原本有企圖

是讓他們知道我一開始，因為這個教材我編過三次，對!就是因為我第一次是練習跟同學

練習試教的時候，我們有教 20 分鐘，那一次的時候我就是很單純的想要去跟他們討論為

什麼 1a 、 1b ，然後 2a 、 2b ，就是討論那個△，那個△等於 0 以後它其實它的直線的在幾

何上是什麼樣的狀況，可是後來發現那個太難了，就是如果從那邊下手對學生來說其實太

困難了，對!所以後來就是在上給我老師的地方的時候，我就沒有把幾何的東西帶進去，

對!然後我上給我老師看的時候，我老師也跟我提過說，像那個就是 ax=b 的那個地方就是

要做的細緻一點，所以那個地方我才在就是真的是上給學生的時候，然後又講的更清楚，

對!是有一個這樣流程的改變，而且其實這一堂課，是時間並不如我想的足夠，對!因為我

原本想法就是如果例題帶的還可以的話，如果還真的有時間，大家不想一題一題例題帶下

去，我可能會抓幾個出來討論，對!可是後來因為我就想說，那就先熟練嘛!題目做完，其

實我做到那個例題已經下課了，我們還繼續做，對!其實是有超過時間的 
I1：那你剛有講說，你本來說有想到要用就是回到幾何的部分，那你那時候，你回到幾何，

假設今天如果說，有那個時間讓你回到幾何的時候，那你要怎麼去跟他的…你是從△那邊

開始嗎還是別的時候? 
A6：沒有!我會那個，把，我會舉平行線，就是平行線、重合線跟那個兩個就是說交於一點的

直線，就列出，其實他們講義的例題的第一題就是平行、重合跟交於一點，在那邊的時候

其實我以前的我之前有想過就是在那裡去討論他的△，其實你平行線的時候，你當任何平

行或重合它的△本來就應該要等於 0，為什麼?因為它的 x 跟 y 的常數項本來就，它的係

數本來就應該要成比例呀!才會有所謂的平行跟重合，對!我原本是有考慮過我就去討論它

那種狀況，對!可是後來其實我有想一下這樣打下去他們班可能突然又會覺得好像很難的

樣子，對!所以在那個地方我就後來選擇是把他放棄掉 
I1：可是他們在以前沒有學過這個部分嗎? 
A6：其實國中有，可是應該會很薄弱 
I1：我是說係數那個部分? 
A6：有!老師們在國中的時候一定會提過，只是一定會很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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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那你為什麼沒有想到說要把它拉回來? 
A6：把它拉回來就是講幾何的地方嗎? 
I1：對! 
A6：可是我的想法就是說這個東西幾何可以講，可是不要放在他們觀念剛架構，因為他們現

在等於還在代公式嘛!不要放在這個地方講，對!甚至就是說他們這個東西已經很熟了以

後，我們再有時間再回過頭來再去討論，因為他們並不是自然組，如果今天是自然組，他

的幾何跟代數之間轉換一定要學的很好，那他就一定要，這個地方他就要一定可以做清

楚，而且他一定要自己就能夠去轉換，那個地方就一定要講，可是因為他們是社會組，所

以反而這個地方在做選擇的時候，我可能就不會把他放在我一定要在什麼時候把他講到，

因為他們其實以後未來還是會複習嘛!就以一個長遠的角度下去看的話，我會覺得在社會

組的部分這地方是可以選擇就是說，如果同學狀況很好，然後時間很足夠，我會抓出來討

論，那如果不夠的話，那我可以放到複習，因為其實我們上完單元以後到段考前一定會再

複習，甚至會碰到題目或是甚至他們以後高三再複習的時候會再碰到 
I2：所以你教這班是因為他們是語文資優班 
A6：對!語資 
I2：所以你會想要說就讓他們會解那些題目就好了嗎? 
A6：我會希望他們知道他怎麼來的，可是我並不會要求他們一定要會導 
I2：但是你會導給他們看? 
A6：我有呀!其實我就是有導給他們看啊!然後重點是，他們一定要會用，對!因為其實學這邊

學克拉瑪的目標是希望我可以解三階嘛!甚至更高階的東西嘛!對!所以就是說他們在這個

地方他一定要很，不可以有任何疑惑，他就是要會用，對!所以如果像我們老師只有上..
或上課的話，我會我們老師三階行列式，就是解到三階的部分一定會是我們老師上，我那

個地方我也會做一個完整的錄影，對!你們就可以看到我在講二階，跟我們老師在講三階

的時候，你們也可以比較中間的東西 
I1：好!那我把那個錄影轉到那個地方，就是你應該還有印象嘛!就是我很，我覺得，就是你在

寫黑板的時候，然後這裡是你的板書，也就是說你那個地方是你那時候在推導那個，就是

你 x 的解，唯一解那個，x 的部分 y 的的部分，然後…擦掉，就是你在推導那個就是無限

多解呀!就是你要推出這個△的時候，那你當初，因為你這邊都還留著喔!然後就跳到這邊

來的時候，你當初有想過是?(13:00) 
A6：為什麼我要留下來嗎? 
I1：對! 
A6：因為我們今天這一堂的重點在於，他看到這個一般式，他必須要知道他的解，就是他的

x 跟 y 可以列成什麼，重點是他要會列△嘛!所以我把這個部分留下來，因為剩下那不管他

是帶題目，他不用往前翻，…，他一看黑板我就知道喔!△是什麼東西，然後我在解一般

式我對照是什麼，所以那個時候我是刻意把它放在上面的，刻意把它留在上面 
I1：那你剛剛說你這邊還有一個利用就是要推導那個△嘛!那你怎麼把這邊的東西，因為你那

時候你是說他的定義是這樣嘛!你那時候定義△是這樣，那你怎麼去把這邊喔!求出來，因

為這邊都是還很多變數有沒有，那你怎麼推到說我其實可以用行列式值來表示 
A6：其實他們還沒有教二階行列式，這個地方就是說我在做我前面，等於我教第三次嘛!我在

教第一次跟第二次的時候，我教第一次的時候我是企圖在這個地方就把二階行列式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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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在教這個之前? 
A6：對!沒有!在教到這一段，就先停下來，就先講二階行列式，講了二階行列式以後，我再

繼續解，等於….解克拉瑪的部分，對!可是我同學還有老師給我的建議是說!這個地方呢!
我就提他的定義就好，你先不要去把那個行列式的性質，或是行列式為什麼要這樣定義這

東西在這個地方講，因為我可以這個地方，他們先會用了以後，然後，這個其實我們的講

義編排就是這部分的下一節是討論二階行列式的性質，對!到那個時候我們再詳細去研究

他們的性質 
I1：那他們看到這個符號的時候是認識的嗎? 
A6：他們當然不會認識，除非他們有預習，對!可是他們可以去暫時就記一下，對!他們可以

接受，他們班最大的特色，我不知道是不是社會組的特色，社會組就說他可以接受說好!
我今天給你這個東西叫做餅乾，他們就會好!這是餅乾，如果是自然組的小朋友他可能會

想為什麼它叫餅乾為什麼它不叫糖果，對!就是自然組跟社會組我發現就是他們班跟數理

資優班最大的差別，就是在這種地方，然後，所以對他們班比較好的方式也是就先把它定

義掉，因為在這個地方他們會有一個感覺就是說，可以代掉那些很繁複的數字嘛!因為很

大落落長嘛!我在這邊留下來這邊把它留下來先過來這邊帶的時候，他們就會發現ㄟ那邊

很好，那邊一堆廢話我就三角形就把他卡掉了，對對!然後把它留下來的原因也是因為我

並沒有去講它，所以他一定會很不熟，所以我就一定要把它放在黑板上，而且我在後面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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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1：所以你剛講的格式化是說先讓他們記住這個計算的模式嗎? 
A6：對!模式 
I1：然後就是要求解的時候也是這樣的模式去 
A6：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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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2：是對這個班? 
A6：對這個班 
I2：所以如果換到另外一個班，你可能就? 
A6：如果是自然組的班的話，我會要求每一個人都必須要，你今天即使忘記這個東西公式，

你一定要可以導出來，對!那如果你能夠導出來的狀況下，你又知道二階行列式，就是那

個 1221 baba − 可以表成這樣的行列式的話，你是不是很自然就應該知道好!我本來這個東西

就可以這樣放，對!自然組必須要一定可以做成這樣子，可是社會組的部分沒關係，你會

代就可以了，我們老師也是這樣要求他們班 
I1：所以如果今天自然組的話，你會把這個寫在前面，還是說一樣? 
A6：這堂課我一定會先寫在前面 
I1：然後從這個把他變成行列式 
A6：對! 
I1：你的意就是說如果自然組的話會換那個位置嗎? 
A6：就是說如果自然組的話，我會先令他就是說，我會今天，我會希望要去簡化中間這樣子

的式子，所以沒有，我會企圖把這一坨換成別的東西，然後在我們數學有個東西叫行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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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以幫我們解決這樣的問題，所以我會把 1221 baba − 先寫成行列式，然後我們定它叫△，

然後這個這樣叫△，就 xΔ ，這個叫 yΔ ，那我就可以簡化我後面的式子，如果自然組的話，

我會企圖這樣做，因為我在把 1221 baba − 變成行列式，在變，就是令他叫做△的時候，如

果我對社會組這樣講，對他們來說，我相信是困難的，因為他們很盲目的在那邊找，他們

不知道為什麼我要這樣子做，對!可是對於自然組來說的話，我可以跟他講說，ㄟ我

1221 baba − 我行列式有一個這樣子的性質，就是行列式是一個工具，我可能就會選擇，就

是說，如果我有兩堂課，我下一堂課還是我的課的話，那我就會企圖在這個地方停下來，

我就會講行列式，那行列式完後我會繼續，我可以很確定我今天這兩堂課我就可以把這個

部分講完的話，我會這樣做處理，可是我今天就只有一堂課，那我可能即使是自然組，我

還是會先，行列式的東西我就介紹的很少，可是我還是會用這樣的方式下去擺，對!這是

就是讓他至少我今天這樣做比較完整嘛! 
I1：那時候我在看你那個就是你在想說那個就是不全等於 0 那個部分，無限多解不是不全等

於 0 嘛! 
A6：就是無解 
I1：ㄟ無解 
A6：你說太陽跟月亮，對!因為，我為什麼，我故意用太陽跟月亮，就是要讓他們覺得好麻煩

好麻煩，我很想要用什麼符號去把它代掉 
I1：所以你在做這個之前是有用意就是想要變簡單一點的東西就對了 
A6：對!我就是讓他們覺得，其實他們也可以認同，這好麻煩，我就叫上面那個太陽，下面那

個叫月亮，其實用未知數他們也很熟嘛!對!他們一定都可以接受說，本來這個東西就可以

亂代，我高興就可以了，我高興畫一隻熊阿!他叫做這一坨阿!什麼東西叫什麼，他們應該

都可以接受，那今天用太陽跟月亮的話，或星星跟月亮，他們就會覺得說這是一件很有趣

的事情，然後我在這邊，因為我那邊已經用，他們已經在那邊就有感受到星星月亮我去代

掉這樣複雜的式子，那我在後面用△， xΔ 、 yΔ 再去代掉那個式子更好!前面一堆廢話通通

代掉了 
I2：你是希望他們覺得有趣還是要簡化? 
A6：我希望他們覺得要簡化，然後在要簡化的同時，這樣的方式只是我自己覺得這樣很有趣，

對!我當初並沒有想要讓他們也覺得，我並沒有，我並不是一開始就想說我要很有趣，我

是在做的時候，我就覺得ㄟ.這樣應該會很有趣，我就現場把他做出來，因為你應該可以

明顯發現我教案上並沒有把星星跟太陽寫上去，對對!那叫立即的，叫即席的 
I1：是突然想到的? 
A6：對!就突然想到，這樣代很好阿!就是比較簡單 
I2：所以你很強調就是課程要可以簡化繁瑣的步驟 
A6：對! 
I2：那也是對這個社會，語文資優班來說? 
A6：並沒有!我覺得對任何一個組別的小朋友，他們都一定要可以以簡御繁。五覺得這是很重

要，你學數學就是要以簡御繁呀! 
I1：那那時候就是說，因為我想知道就是說如果今天呀!就是你要怎麼去，就是在解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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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為什麼想到說，就是學生可能會有一個疑問就是說，ㄟ那我這樣解這樣解就好，

為什麼我一定要把它改成行列式的樣子? 
A6：有!我會跟他講，為什麼要寫成行列式的樣子，為什麼，為什麼不直接令△就等於

1221 baba − ，換一個行列式，如果學生這樣問我的話，我會跟他講，因為今天假設，我並

沒有一個行列式的東西，我只是很單純的，所有的 21ba 我就要叫它△，所有的這樣的東西

就要叫 xΔ ，所有東西就要叫 yΔ 的話，那這個東西就死掉了，因為你就變成你只是針對這

樣子的東西，可是今天我們有一個概念，ㄟ他是行列式這樣的東西，然後其實他們班我有

漏講，對!其實我原本，我自己在講的時候我知道自己有漏掉這個部分，我應該要先去告

訴他們為什麼我要講行列式，其實我為了要，除了解二階以外，我要可以推廣到更高階三

階、四階甚至更多 
I1：所以這個東西你覺得行列式的用意在這邊嗎? 
A6：對! 
I1：可以推到後面 
A6：對!就是說我會讓他們有這樣子的想法，對!就是像，對啦!這個地方是我不小心漏掉的，

我原本是有要告訴他們的，就是說為什麼我們要除了他們，他們本來就已經會解啦!那為

什麼我還要先教一個克拉瑪，就是要教一個行列式的東西，其實目標就是讓它推廣，可以

讓他三階四階到二階嘛!到後面的東西嘛! 
I2：你為什麼都選擇你自己講，然後什麼時候讓他們回答 
A6：什麼時候選擇讓他們回答嗎? 
I2：因為有時候你會點人嘛! 
A6：心情好的時候就會點人，沒有啦!就是看班上的情況，因為我覺得這個動作，像我解 x 我

做嘛!我叫他們做 y 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x、y 都我做很無聊，所以在於重複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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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2：所以是因為你覺得你自己一個人做很無聊? 
A6：對!我會覺得他們也會覺得很無聊 
I2：喔不希望學生感覺到無聊? 
A6：對!而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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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們班非常有趣，他們班的籤筒有一個魔咒，他們班任何一科老師只要

抽籤都會抽到不會的人，很神!他們班學生對我很好，幾乎 100%，對!非常有趣! 
I1：所以他們就是很害怕被抽到 
A6：對對對!反正就是，不過他們學生很可愛，很乖這樣子 
I1：那當你講到說你要抽籤的時候，他們的反應是什麼? 
A6：大家都一臉恩~~~~會發生什麼事的那一種，沒有!因為他們知道後面在錄影，所以大家會

想說到底是誰會上台被錄到，因為我有跟他講說，喔!這會給我們師大的教授做研究喔!然
後大家就非常的期待這樣子。對!因為我上一堂課在檢討段考考卷的時候，我後面就，我

就一開始就已經把機器扛好了，對!我就準備中間下課的時候把它架起來，然後學生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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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說，喔!學姊你今天要怎樣，我說等一下要錄影唷~~然後大家其實應該已經小騷動了一

陣子，對!是就好笑! 
I2：這個在你的教學活動是重要的一部分嗎?就是讓學生參與 
A6：是啊是啊!因為我覺得就是說，並不是所有的課，所有的部分，都能夠讓學生參與的，就

例如說假設我今天是講空間中的直線，他們會參與，參與的很痛苦嘛!就是我今天講ㄟ講

完直線後就問人家說ㄟ…某某某，你上來畫給我看或是說你講給同學聽或是怎麼樣的話，

我覺得對他們來說會是很吃力的東西，可是我覺得他們能夠勝任的東西的話，我就會希望

說我可以放給他們的，就讓他們來算，就像甚至連檢討段考考卷的時候，我都會很喜歡說，

ㄟ這一題，好!這一題，我就會點人，你告訴我你怎麼解的，我就會把他的解法寫在黑板

上，就叫他教講他的解法，那我就會把他的解法按照他的解法解給全班聽，然後我如果覺

得這個解法很好，那我就會讚揚那個解法，全班就鼓勵鼓勵，然後如果說我覺得這個解法

不是很好的話，或是有其他解法的話，我就會額外提出來就是說，為什麼我們會有這兩種

解法，你看到這兩種，像我們段考有一題，就是因為他們考孟氏定理嘛!然後就有提到角

平分線或怎樣，那一題剛好是就是說你用兩次孟式可以解出來，然後你用角平分線的性質

用兩次也可以做出來，然後你用一個孟式配一個角平分線也可以做出來，然後我在台上先

講例題的時候，我就是講兩次孟式，然後呢!學生就說，學姊我是用另外的方法做耶!然後

他就把另外的方法就提供給我，然後我就會跟學生同學，我甚至先調查嘛!誰是用這樣的

方法做?然後發現這樣人數其實並不少，大概有四、五個，而且程度都不錯，我就會說，

他們之所以這樣講的原因，他們會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一開始他在唸題目的時候，就看

到角平分線，所以他馬上抓角平分線的性質，那沒有用角平分線做的人，直接用孟式或是

西瓦做的人，原因的話是因為他就看到圖嘛!很直觀就看到圖，喔!一堆三角形一堆線，那

我就直接比例通通比比比把它比出來，我會做比較，對!所以我會企圖就是說只要是學生

我覺得他可以參與或是我想要知道他怎麼做的地方，我就會讓他來參與 
I1：那剛才講說，你都會叫同學上來寫對不對，對呀!那我們有一個疑問呀!為什麼你後來第，

你那時候舉，就是你講完克拉瑪公式然後代例子嘛對不對!阿怎麼會除了第三個問題，然

後結果後面你直接做這個部分 
A6：我自己做這個部分的原因是因為我抽第一個的時候大家很惶恐，抽第二個的時候大家持

續很惶恐，那我覺得，喔!這樣喔!好那我自己做第三題好了，對對對!因為當大家都很惶恐

的時候，那還是不要再繼續抽下去好了，對對對!而且我自己會想要講第三題的原因是因

為我這三題結束以後，我不是有告訴他們，其實當你發現△等於 0 的時候，你當然不用再

算下去，你直接先調整它，兩條看它的係數到底是平行還是重合，這樣就好，這是我，因

為第三個是重合 
I1：對對對!剛好下一個人會問說那時候你就會覺得前面你在上的時候，你知道我在解，然後

你就是學生有用到你的△，剛好就是第二題不是剛好△等於 0 嘛!然後你就談到那種，就

有談到..平行跟重合，可是像剛剛講的，ㄟ前面我們都沒有提到的時候，那學生的反應不

會覺得很奇怪嗎?ㄟ老師你怎麼突然談起重合、平行這種東西【27：50】 
A6：其實我忘記是不是在這個前面，還是在這個後面，我一開始我就有講，就是說我們在解

聯立方程組的時候，其實，就是怎麼樣，就是看它的圖形的交點我應該就有提到 
I1：所以是一開始? 
A6：有!我忘記是在這個的前面還後面，反正我就是有再提出來，就是我一開始求解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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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是怎樣，交於一點就是交於，就是兩條交於一點就是唯一解嘛!然後平行的時候

是不是就無解，然後重合就無限多解，我應該在這一堂課程中有提到，不只是在這個地方 
I1：所以你就是剛好可以把它拉一下這樣?【28：35】 
A6：對對對!而且其實平行跟重合對他們來說雖然不是太親切的東西，可絕對不會陌生 
I1：然後我一直很好奇喔!就是那第一個學生哪!我再拉近一點 
A6：你說他寫完解嗎? 
I1：對!他寫完，之後阿!他用的是分數的表示方式 
A6：對!他用的是分數的表示方式 
I1：他不是用行列式值 
A6：對!他並不是用那個行列式，對!我完全可以接受 
I1：你覺得他的解讀是什麼? 
A6：他的解讀很單純，他的解讀就是因為他覺得不需要寫成那個直的啊!因為他在他們現在的

觀念，在他還不了解二階行列式的時候，把他寫成這樣，跟直接把那個東西列出來是一樣

的 
I1：所以他是直接用你公式後面這個部分，他不是用前面這個部分 
A6：對!因為對他，對他來說，他們其實在他把 x 寫成這樣的格式的時候，他完全就知道他其

實就在寫
Δ
Δ x 嘛!對!然後其實另外一個同學他也是這樣做嘛!他覺得這樣很簡潔 

I1：所以他就直接這樣做? 
A6：對!因為畢竟你，我可以了解他的想法的原因是因為，你把他寫成行列式，這個式子在黑

板上很胖，然後他就，而且，就是他，如果說按照他們班的個性，把他寫成很胖的式子以

後，他還會再把它列出來，然後再寫出他的那個解，他的講義上可能會是長成這個樣子，

所以他用黑板上秀出來的時候，他會希望用一個很快的方法，因為對他們目前而言，這三

種東西是一樣的，所以他就選擇列出他覺得比較簡單或比較簡潔的方式 
I1：所以他就沒有把，只是他沒有把它全部寫出來而已 
A6：對!只是沒有把它全部寫出來 
I1：那他事實上他也是 
A6：他的講義上不可能就直接這樣省…不可能的 
I1：所以就是說你覺得他的意思是他還是會用這樣方法算 
A6：對! 
I1：只是說他不喜歡，就是在寫的時候而已 
A6：對!我覺得那是他表現的方式，可是他畢竟他還是會用啊!對!就算他真的不會這樣表，沒

關係!他會求嘛!他至少知道我的 x 跟我的 y 一定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I1：那我那時候我是有一種假設，因為如果今天是他，學生就覺得ㄟ可能他就說用以前的方

法解就好了 
A6：可是他這個也不是以前的方法呀! 
I1：對對對!所以我是說如果今天有學生就問說 
A6：問我說可不可以用以前的方法，那我就會列三階讓他算 
I1：可是他也還沒學到三階呀! 
A6：他以前就可以解三階啦!他以前就有在解了啊!就是 dczbyax =++  的話，列三個，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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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去解 
I1：可是他們不是還沒學行列式? 
A6：沒有!以前可以硬解，就是我兩個消，兩個消，再把這兩個消，這兩個把 z 消掉，那我再

去解 x 跟 y，他們是可以這樣做的，對!這個東西他們都會，可是這樣做一定會很痛苦，對!
所以我們在，其實本來我們在把二階的變成三階的時候，我就一定會把這樣的東西再拿出

來，對!其實是這樣 
I1：那會想說，把那種解，就是很複雜的解，就解，很複雜解法拿出來….? 
A6：你是說? 
I1：就是說我們在介紹行列式值，阿我們希望說推到三階的時候行列式值的好處就是….還蠻

好算的，那當我們在二階的時候，我們是一開始我們還是用原本什麼加減消去法代入消去

法去算嘛!然後到了三階你剛剛的意思就是會有那個東西代出來對不對【32：10】 
A6：其實三階的部分我們一樣可以公式解，我們可以用公式解的推導，導出它的解，就是說

其實它的，就是在三階的時候，行列式值那種東西，它雖然看起來很像公式直接用，其實

他也可以經過像解我們二階的時候，這樣子的推導，把三階的公式整個導出來的，其實我

們如果定義三階行列式可以長這樣子的話，這樣子很繁複的公式很大串就可以被簡化，對!
我是這樣子跟學生，我是，就是學生後來有人來問我，因為他們後來老師回來上課以後，

有講到外接，就是外接的東西，因為他們前面，他們其實還在上前面的單元，對!那外接

那個地方的時候，他就會說，可是學姊我學的公式，他直接這樣代我覺得代公式很簡單呀!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說ㄟ..我不是教過克拉瑪嗎?其實那個地方你看我如果把那個 c看成常數

項，用 a、b 表，用 c 去表 a 跟 b，那是不是也很像這邊的東西這樣子，其實你都是用代出

來的，其實最後把他寫成那樣解的形式，然後我學生聽了他就懂了 
I1：就剛好跟他前面有點關係 
A6：對對對!剛好就是有碰到這樣子的東西 
I2：你這邊是不是他們寫完之後，就講給全班聽? 
A6：對! 
I2：那為什麼你不讓他們自己發表 
A6：不讓他們自己發表嗎? 
I2：因為你之前你不是有提到說你以前可能會他們自己寫完就讓他們講 
A6：那是段考，就是解題，今天我是在解段考考題的時候，對!因為第一個比較沒有時間壓力，

第二個後面沒有錄影，對對對!所以就是說，其實可是我叫他們發表的方式也是我問，我

在這裡問，學生就會在下面答 
I2：喔所以他已經坐在下面了 
A6：對!他是坐在下面答，好!那我以後可以考慮看看就把他們叫到前面，然後叫他站在前面

解釋，不過按照我舊有的經驗呢!學生應該會聲音如螞蟻一般的小，然後 
I2：就是他們以前都是會還是會回答，只是聲音很小 
A6：就是說你，如果他在台下，我在台上，他們可能會比較願意勇敢的告訴我他在幹麻，可

是如果今天我叫他站上來，講解給全班同學聽，我以前的經驗，我得到的經驗是背台加小

聲加上扭扭捏捏 
I2：那你是之前有試著要這樣做? 
A6：我是沒有在他們班這樣子做，可是是就我以前對國中的經驗，那我就會覺得說，我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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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台上台下跟學生，就是讓他在台下講，對!我會選擇不要讓他在台上講這樣子 
I2：那你在上他們班的時候，有想過要用這種方式嗎? 
A6：你是說，台上台下 
I2：就是讓他們 
A6：上來講? 
I2：不一定要上來還是下，就是讓他們講 
A6：讓他們講嗎? 
I2：恩!就是因為說你這個有進度壓力的關係才沒有這樣做，還是你現在上這個班都沒有這樣

做了? 
A6：我不知道耶!因為我其實是等於第一次上他們班的正式課，還沒有什麼機會去發展到我到

底要怎麼做 
I2：因為你之前好像都會這樣做嘛! 
A6：對!我很喜歡叫學生講話，因為我覺得自己講話很辛苦，整堂課都老師在講，學姊你應該

上過，就之前在學校上，你不是覺得，你不會覺得每天都自己在那裡講講講 
I1：所以期待學生換學生來講講看 
A6：對對對!聽到阿這解法真好阿!就會覺得好感動，會呀!我會考慮讓他們講阿!可是我並不會

要他們站上台去一個一個這樣指指指解釋，我覺得這對他們來說這是會是一件比較不容易

很輕鬆去面對的事情 
I2：那你要他們講的用意是? 
A6：就是說，就是我要讓他講，就是他一樣還要講，可是大家是不是一樣會聽到他講，對!

因為其實我相信班上同學在聽老師講話跟在聽自己的同學講話時候的心情會是不一樣的 
I2：所以你是希望班上可以改變心情? 
A6：沒有!我會希望就是說，大家可以覺得說這堂課不是只有說老師一個人在說說說說，就是

說除了就是說他可以看到同學參與以外，他甚至搞不好可以聽到同學的想法，或是他甚至

會有預期，會不會我被點到，然後我也會被叫起來講，對!當初在做的時候並沒有想這麼

多啦!只是我自己現在坐下來去想的話，我當初可能會有這樣子的想法 
I2：就是你之前說的讓學生可以參與嗎? 
A6：對!就讓學生可以參與 
A6：其實這也是參與的一種模式啦!只是這樣的參與並不是很完全啦! 
I2：所以你參與讓他們參與就是說你會提問題，然後試著讓他們講 
A6：對!會讓他們講，像如果說是那種要畫圖啊!畫圖解東西，我也會考慮讓他們去上台畫，

對對對!那就是要有碰到，對對對!也要我有那個奇摩子 
I2：你的讓他們參與有沒有更 
A6：更積極的原因或者是什麼嗎? 
I2：比如說你是想要讓他們上課不會那麼無聊呢?還是希望可以讓他們主動想 
A6：我是希望讓他們上課可以不要無聊，我並沒有想到說要讓他們很積極或是怎麼樣，我只

是要讓他們覺得說今天不知道是誰，任何一個人都很有可能被我抓起來參與我的教學，對!
第一個讓學生有參與感，然後再來就是讓學生提起注意力，對!因為當你一直在上面講的

時候，學生一定會有或多或少會有人恍神恍出去，可是當他發現老師不是在黑板上，他是

在跟台下的人講話，或是怎麼樣的時候，他就會回神，對!也有一點點這樣的用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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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所以整個講述的主軸還是在你自己身上? 
A6：對!然後可是這一堂課我會叫學生起來的話，那是因為我打教案的時候，我就有想過今天

要叫學生 
I1：哦? 
A6：所以我這邊才會有打 
I1：你都會事先先想好 
A6：對呀!我會想啊! 
I1：那你會先想好說哪些地方你會想問嗎?還是說就是突然想到要問就問?還是說你會先預想說

到阿這個地方我想要問一些同學什麼問題，會先設計? 
A6：目前是想要問就問，想要問我就會問，對!然後可能以後，以後如果說，我有那種比較特

殊的一些問題或什麼樣的時候，我會做設計式的問法 
I1：所以你會針對單元囉! 

A16：對!看單元! 
I2：那你有曾經只有講述式教學嗎? 
A6：整堂課就我一個人碎碎唸嗎? 
I2：對呀!沒有! 
A6：沒有!就我印象中是沒有的 
I2：所以對話是你一直習慣的模式嗎? 
A6：對我很習慣把學生叫起來跟我講話，很習慣，對!然後他們都覺得學姊你怎麼這麼 high!

就是我從上課的開始，就是因為其實我們這堂，我們是 10 點 10 分開始上課，就禮拜二的

課，就是以後老師要去看的那一堂課，我是 10 點 10 分開始上，然後呢!10 點 10 分就很

high，然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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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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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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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1：那你覺得就是說，像你呀!就是說老師，就是以你的假設，假設今天ㄟ我們這樣的表現就

是說，讓他們覺得我們其實是，就是像你剛剛講的很 high 的感覺的時候，對學生來講，

你覺得他們的感覺是什麼? 
A6：他們一定會覺得這堂課比較活潑，因為我一樣在講這個單元，一樣這樣子的板書，我如

果說好…我們現在來解二元一次聯立方程組的解(速度放慢語調平淡)，然後這個地方就這

樣啊!那就…全部一起睡著，對對對!然後甚至大家就覺得我就自己看我自己的東西了，對

呀!所以我覺得，語調一定是很重要的東西嘛!然後就是老師自己本身 high 的話，氣氛整

個…會相對的會比較好 
I2：所以你是希望可以讓班級氣氛 
A6：好一點呀!對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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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2：這是不是你之前曾經問過你的那個愉悅學習? 
A6：應該有吧!應該就是愉悅學習的部分嘛!就是說我的心裡是希望可以愉悅學習，可是我的

理智告訴我，你不可能堂堂課愉悅學習，對!所以我!對!我會對愉悅學習這個排名做調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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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因為我覺得理想跟實際是有差距的，我們能夠愉悅的時候我們就盡量愉悅，可是我

不可能說愉悅是我一定要做到的東西，所以我一定要每一堂很愉悅 
I2：你的調整是每個單元它的排序會調整嗎? 
A6：沒有!調整當然是針對班上的，班上整體，假設今天明明就是班上剛考完試，大家考的愁

雲慘霧，一個心情比一個差，你在那裡自 high 也是沒有用的嘛!對!然後如果說是本來就是

今天班上就很輕鬆，那我們就當朋友很輕鬆的方式去上，對!然後假設班上就是有發生不

好的事情，那當然我可能就要嚴謹一點這樣，對!會針對我自己的狀況跟學生狀況稍微做

調整 
I2：所以你還是覺得那個蠻重要的，只是不一定做的出來 
A6：是阿!只是我不一定做的出來，所以我並不會說一定要把他放在那裡 
I2：但是你心裡有! 
A6：有!其實你如果有看我之前上那個萬芳那邊的課，你就發現我每一堂課都很努力的在那裡

很開心，對!是這樣子啊! 
I1：然後我想問就是，就回到我們剛剛就是課阿!那你會發現我們後來，就會講到那種有未知

數的，對不對!有未知數的例子，你覺得那個放在這裡的用意是? 
A6：放在這裡的用意喔!就是只有克拉瑪什麼都不用怕 
I1：就萬能公式這樣 
A6：對呀!對呀!我也是企圖，就是我並沒有，我在上的當時並沒有想要跟他們宣告這件事情，

可是我在做的時候，我自己的感覺就是很理所當然，沒錯!就是這個樣子，然後我也會希

望學生就覺得很理所當然，沒錯!我就是應該要這個樣子 
I1：那他們，就是你有問過他們覺得會不會很奇怪或是怎樣，…，對!為什麼要做這樣問題? 
A6：他們不會這樣問耶!他們已經麻木了，對!他們就會覺得說，看到講義上的題目，沒錯!因

為他們班的教學，就是老師會一題一題上，所以他們很習慣，看到講義上的題目，好!這
一題就是要算的，所以他們並不會反過來問說，為什麼我要上這一題，他們並不會這樣子

去想，然後我的想法也很單純，因為這是老師的講義，我一定要上完，因為老師在教他們

班的時候，是每一題都上，對!所以我就必須要每一題都上 
I1：那就是說你有，像這種未知數，在解這個未知數的過程當中，那你有預期過就是說學生

在這裡會遇到什麼困難嗎?就你用克拉瑪公式來解的時候 
A6：這裡遇到的困難很單純就是十字交乘不會乘而已嘛! 
I1：你說分解? 
A6：對!就分解不會分解呀!除此之外應該都還可以呀!因為他們其實最困難的步驟是在前面一

般式的推導，我覺得那裡對他們來說是最困難的，因為在那裡處理一堆 a 啊 b 啊 c 的東西

是很困難的 
I1：那那個部分的困難是指? 
A6：就是檯面上你就看到一堆代數在那裡飛過來飛過去，對他們來說 
I1：符號 
A6：對對對!那個東西本身是困難的，可是到後來他們格式已經形成，他就心裡就想說沒錯，

求解反正我就把它位置找出來，給他塞進去，對!學生一定會，他們一定會，我是覺得啦!
可能如果他們資優班，數理資優班可能就不一定，因為數理資優班是會充滿很多想法很神

奇小朋友，對!可是我相信會在語文資優班的，就是而且是社會組的，他們在這個地方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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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不會有任何的疑問，他們就是會乖乖的去把它做下去 
I2：你剛剛又有提到數學格式? 
A6：對呀對呀!就是因為這個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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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並不喜歡學生背公式，對!可是我會覺得說，當你視很多東西為

理所當然的時候，你不用去背你就自動會用了嘛!對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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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1：那你剛剛講的那種格式跟公式，你覺得你兩個不一樣的地方? 
A6：不一樣，我覺得格式是讓他們就覺得說ㄟ..我這種對應是怎麼樣產生的，對!然後至於公

式的話，是我今天給你這個題目請你背這一條公式，請你這樣帶，就結束，我覺得這叫背

公式，然後就是說整個推導或是格式上的熟悉的話是讓他們熟練怎麼用嘛!那對我來說是

有一點差異性在的 
I1：那跟步驟呢? 
A6：步驟?我覺得那跟步驟應該會比較像吧! 
I1：你的格式，所謂格式的意思是跟步驟會比較像 
A6：應該是會跟步驟比較像，對! 
I1：公式的話? 
A6：公式就是說你碰到這一題就怎麼解，那對於很多所謂補習班老師來說，所謂的神解就是

你碰到這東西你就帶進去你就結束了，這叫神解嘛!可是我覺得所謂的那種，你把他格式

化的養成是不一樣，就是說我現在知道這格式是怎麼來的嘛!那我只好說為什麼我這個東

西就是要放在這地方，那我就可以求出這樣的解，對!你要說他是一樣也是可以啦!只是我

覺得情感上有一點點的差異 
I2：那這跟之前提的數學形式跟數學內涵有關係嗎? 
A6：我一直搞不清楚這兩個名詞 
I2：現在還是搞不清楚 
A6：我現在依舊是搞不清楚這個名詞，對!因為我覺得這個實在是，實在是很很，因為我會覺

得說，因為我覺得推導本身它就是一種內涵，就是我覺得公式的推導本身，你能夠去導出

這樣子的東西的話，你一定要有那樣子的想法，那想法，可是你推出來這個公式解，它叫

做格式嗎?那它就不叫做內涵嗎?所以我一直沒有辦法搞清楚數學格式，是什麼數學內涵跟

形式，對!因為我覺得這些東西他本來就，因為我以前是我跟我們老師，我跟他高中學三

年嘛!然後我們老師以前就說吾道一以貫之，他認為數學是一個脈絡，所有的東西是很像

你牽一個線頭嘛!你那一路牽牽牽下去這應該是很自然的東西，所以我以前就一直認為說

你只要知道該怎麼做，很多後面的東西自然就會跳出來，對!所以我就沒有辦法把那個數

學的內涵跟數學的格式把它作區隔 
I2：你們老師講的那個你有在上課時候用嗎? 
A6：什麼東西? 
I2：比如說你說像牽一個線頭很自然就會解下去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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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那個老師，我們老師在上他們班的課的時候都會講啊! 
I2：沒有我是說，這樣的一個方式，你上課會這樣嗎? 
A6：的方式?就是說我以前怎麼做?然後這樣推推推推下來還是怎麼樣? 
I2：就是你上課方式也是會覺得數學就是像一個線頭 
A6：對!我也是這樣覺得，我一直都這樣覺得啊! 
I2：那你可不可以跟你前次上的課對應一下，哪邊? 
A6：喔!好!就像我們在做這個地方的話，我是不是推到他的舊有經驗，所以他的舊有經驗部

分就是它線的前面啊!對不對!就是假設它是一節一節的話，我今天要學的東西在這裡，那

他以前學過的加減消去法、代入消去法是不是就是線頭的前面這裡，那我是怎麼公式，我

是整個流程是怎麼拉過來，我是不是先告訴你說，ㄟ我以前學了這個，我等於是把這裡拉

起來了，然後以前要學的 ax，就是 ax=b 我要怎麼樣會有解，這也是在前面學過的東西嘛!
那因為你前面學過這樣子的東西，所以你其實後面這樣子的東西是很自然的啊! 

I2：所以你的線頭是指以前的知識經驗? 
A6：對!以前的知識經驗，對!所以數學，我們老師一直都會跟他們講，數學應該是越學越少

的東西，因為你所有的，數學應該是越學越少的東西，就是說你現在所學的所有的東西都

是，其實你以前都學過，很多可能有類似的東西，現在只是把它，喔!可能多加一點點東

西，所以你應該越學要越輕鬆，對!我是這樣子的想法 
I2：就是你受你們老師的影響 
A6：太深!非常深!我這麼熱愛他，我當然受他的影響很深 
I2：哪方面?就是哪邊受到他的影響?先講最深的? 
A6：最深的嗎?就是能夠解出來的方法就是好方法嘛!我們老師教出很多暴力派的學生 
I1：暴力派的學生是什麼意思? 
A6：就是我們不背公式嘛!我們不喜歡背公式嘛!所謂暴力是說我今天碰到這個題目沒關係我

就從我會的東西開始做，我可能要做兩面 A4 紙，把…題目做出來，可是人家可能是背公

式就直接把他背到最後面嘛!，因為他就是套這樣的格式再把它套出來，然後我的想法就

是說我不喜歡去記那些摟摟八八的東西，哩哩扣扣的東西，我不喜歡記那種東西，然後我

就覺得說你碰到一個東西你會什麼就把它用嘛!然後哇拉哇拉就應該可以做出來後面的東

西，對!然後我們老師以前就覺得說，反正你功力就這樣子嘛!你就抓起來就給他用下去這

樣就對了!然後最怕就是你在那裡搖擺，然後你決定怎麼樣做你就好好的去做下去 
I2：那你的教法跟你剛剛講的是一樣的嗎? 
A6：剛剛講的東西，我會給學生選擇，就是，選擇就是說，今天我不會把它教死，我不會說

這個東西你只能這樣解，我會跟學生講說，你同樣的東西可能有很多種解法，我會比較不

同的解法，如果我有辦法去看到它的話，我會比較說這個題目可能有人會這樣解，或者是

有的同學說老師!我有一個，我怎麼解!我就把他的東西拿出來做一個平行式的呈放，然後

讓同學看到說這兩種東西的差異，然後我會跟學生講說，今天不管你選擇哪一種，都可以，

沒有關係，因為我講的不一定是完全的，然後就是說，你今天選得到的一個方式，只要你

能夠做對，那你就去做，對!我是這樣子想的，那對於他而言，他也是吾道一以貫之嘛!因
為他學到的是這樣子的東西，他既然可以解決掉這樣子的東西的話，那他很好阿!熟練的

話它就是好方法嘛!我並不會覺得說學生一定要多學很多套的東西，對!即使今天坦白說我

真的講完克拉瑪，他硬是覺得說我以後碰到所有的二元一次聯立方程式，我還是要通通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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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代入消去法、加減消去法，我覺得沒關係，很好!你會解就好啦! 
I2：你們老師以前會這樣嗎?想法平行的放在那邊? 
A6：他不會，其實我已經忘記了!他並，應該不是會放出來，可是他會抓出來討論，因為對於

就是說資優班來說，不管是，因為我們醫科班其實我們也等於類資優班，對!那就是老師

會很注重想法，就是說，就是他在思考的過程，就是例如說，社會組可能你看完推導以後，

你可以不要會證，可是他會要求你的我們自然組的，就是你一定要會推，所謂你要會推導

的話，就是你要懂得那樣子的想法那樣子的過程嘛!對!所以推導對我們來說是很重要的東

西，他可能有牽涉到邏輯..吧!這個印象中是有的，對!所以為什麼資優班的進度可以用飛

的，他們班要用爬或走的原因就在於說，你想法的東西進來是很快的，可是你制式化的代

入的練習的這種東西對於就是資優班來說的話，你那個放回去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可是對

於他們班來說的話，你必須要帶著走，對!是這樣子 
I1：所以像你們在設計教材的時候啊!你會就是先去考量他學生的特性 
A6：恩!應該說其實兩個班用的教材是一樣的，對!只是在教材上的時候，你選擇的速度跟你

講的東西的切入的地方可能就會一點點的落差 
I1：所以在教材設計上本身是一樣的? 
A6：對!因為他們用同樣的教材 
I1：只是說選擇的時候 
A6：對!選擇的時候會有不一樣的，事實上老師可能會覺得說，對於那個，可能對於他們社會

組來說，這個題目太難了，根本不會考，很難算，那他直接幫他們打叉，你們不用算這一

題了，對!可是對於那種他們數理資優班來說的話，我今天講完這些例題，你回去就是應

該把所有的類題通通做好而且做到會，就是從要求上跟整個著手的方式也都會完全不一

樣，對!這是訓練的方式，這也包含訓練在裡面嘛! 
I1：然後就是你在後面啊!然後在解那個，就是你還，就是後面還有舉兩個未知數的例子嘛!

對不對!就是一樣在解那未知數就是 a 的部分，然後就是有看到那個有一個比例式出現，

我不曉得為什麼會有這個，結果兩個會交叉相乘有沒有? 
A6：喔!因為那個地方，我想法很單純就是說，我們現在不是解出，他既然是同一個解，所以

他 x 跟他 x 座標應該要一樣啊!那所以我的 x 跟 x 座標一樣的話，那我把，因為我這邊不

是列出了他的△，..，兩邊解出來的 x 就要一樣阿!那 x 我就直接抓過來…對到阿!他們兩

個既然一樣的話，他們兩個都是分數，我當然可以交叉相乘嘛!(55:10) 
I1：那他們覺得一樣，為什麼不是直接相乘，為什麼要寫比例式? 
A6：直接相乘? 
I1：直接相等 
A6：有阿!它相等啊! 
I1：我是說你不是這是△、 xΔ 嗎? 
A6：對! 
I1：然後再來是△、 YΔ  

A6：因為我這邊列出來其實是
Δ
Δ x ，那等於另外一個

Δ
Δ x ，就他們 x 的解要一樣，…，他們兩

個既然相等，我當然就可以快樂的交叉相乘，就把它求解，把它解出來阿!而且我那天上

課超神，其實後面的習題我並沒有先算，可是我在作每一題因式分解的時候，都可以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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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交乘把它算出來，對!自己覺得那一天真是神奇呀! 
I1：你在上課之前你那個題目沒有先做過嗎? 
A6：不見得會全部做過 
I1：那你不會有擔心嗎? 
A6：不會呀! 
I1：認為超強 
A6：就是暴力派的那個 
I1：……反正我一定可以推得出來 
A6：我覺得老師敢放在上面的題目，他們一定能算，他們能算，我就一定可以算嘛!對呀!那

時候想法也蠻單純的，其實我自己看到那個解的時候，我心中有一點點，喔!這有一點大，

好!沒關係!照解!解下去，對對對!還蠻妙的啦!這樣子 
I1：那就是我想問說，那像這樣整堂課我們看下來呀!那你自己覺得你在講的時候你最滿意自

己哪個地方?就是整堂課，那你覺得就是你之前的設計跟你真正上課之後，那你覺得 
A6：整堂課最滿意的地方嗎? 
I1：就你覺得恩!我講的最好，或者是覺得表現出來，或者是學生比較懂這樣 

A6：就是有解無解那裡吧!ax=b 那個地方，然後把它變成就是△ xΔ yΔ 那個地方，因為我覺得

在那個地方強化，就是讓他們自然可以接受說，喔!對呀!我就放進去，然後就結束了，對!

因為對他們來說△ xΔ yΔ 並不代表那些行列式喔!代表的只是後面那些值，所以他在帶對應

的時候，他們很容易，然後等到後面在二階行列式那個地方的時候，我們才會再認真的解

決一下那個行列式的部分 
I1：那如果，就是你有仔細去看他們學生在算的時候是用行列式，你教，就是你跟他們講的

那個方法去算? 
A6：對! 
I1：還是直接帶後面那個? 
A6：喔沒有!他們都是乖巧的把它列出來 
I1：列出來 
A6：對! 
I1：列出來算的時候是，用，就是我們行列式，因為你還沒教嘛! 
A6：我有規定它，就是這個乘這個去減掉這個乘這個 
I1：所以他們就是先把這記起來 
A6：對!然後他們應該會有，我那個地方有企圖做，我有告訴他們說我為什麼會這樣擺，而且

為什麼我會這樣唸，我在唸，就是我在寫那個行列式，我在唸的時候唸法的時候，我就有

刻意 21aa 、 21bb ，然後 21cc 、 21bb ，然後 21aa 、 21cc ，我就企圖這樣唸，那個地方我就是

要讓他們覺得說，ㄟ我這樣抓過來很簡單的原因是因為我就對齊了搬過來對齊了搬過來對

齊了搬過來，他們一定會先覺得先對齊搬過來總比你每一次都要先去記那個 11ba 、 22ba 、

21cc 來得容易呀!對呀!是這樣子，所以他們在用的時候都很自然，反而直接數字去把它變

成帶數字的人反而很少，我有看到的大家都是把他列出來就結束掉這樣子，不過不可否認

他們班應該不少人有預習，因為我前天，就我禮拜一的時候，我就已經有告訴他們說，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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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禮拜二要上這個喔!因為他們的講義是兩本不同本的嘛!因為我要先上後面這個地方，所

以我會先叫他們帶講義過來，然後他們班又很乖，又知道自己數學很爛，所以以他們班大

部分的人來說為立場，其實也不少人有補習，他們一定都會先看，對對對!所以這也可能

是之所以看起來好像很順利的原因。 
I2：你剛剛覺得你在 ax=b 那邊最滿意是因為你覺得讓學生可以在你這個形式之後，他會很容

易去解決問題? 
A6：對!可以這麼說!因為我覺得這個地方，那個地方強化掉了以後，那為什麼△等於 0，因為

我以後很大量的不斷的使用到什麼時候有解、什麼時候無解、什麼時候無限多組解、一組

解呀之類的這種東西，這個地方先強化到，你後面再拿出來講的時候，他們就會有一種恩!
很好!我們前面講過了，而且前面的時候在講一個的時候很了解嘛!對!所以一個 xy 要有

解，那當然 x 要有解，y 也要有解呀!這是一個，就是說，只要講了，他們情感上都可以接

受的東西 
I1：然後你剛剛講說就是那個你會把它，就是說讓他們對照，就是把它搬過來放嘛!那你也去

特別強調那個位置的關係 
A6：有!我有強調，我還有用紅筆把它框出來 
I1：那我想問的是，等號的那一邊的時候 
A6：等號哪一邊? 
I1：就是說一般來講我們寫克拉瑪公式的時候，我們 c 是放在等號那一邊的，那因為我知道你

的例子裡面其實沒有，你的等號，你的 c 也從頭到尾是放在那一邊的 
A6：對! 
I1：那你有想過把它放在 
A6：不正常的樣子嗎? 
I1：對!就是把它放在別的地方嗎?那他們想法會放 0 
A6：喔!放 0 嗎?這個倒是可以試看看，因為他們其實都有那個一般式的概念，就是 x、y 在這

裡，然後常數在另外一邊，對!不過我可能也太理所當然認為說大家都應該要做到，因為

其實剛剛就是說第二個人，再來上面做那個例題的時候，他的 y 跟 x 是故意放顛倒的，我

在那個時候我就有說，他在下面開始寫的時候，我就說你那個地方要注意，是不是應該要

把它擺回像一般式的樣子，對!不過並沒有，還沒有處理到常數的部分，對!所以可能就是

應該我們講義例題上應該有，對!就是要做調整的部分，講義例題上應該會有，所以那個

地方應該還是會再講到 
I1：那像整個這樣過程啊!我是看到是說，因為你講完例子，就是那個公式推導完之後，其實

就是讓他們直接練習嘛!你並沒有說我先講個例子，然後再怎麼去使用，然後在讓他們去

練習，那你直接讓他們練習是有用意的嗎? 
A6：直接讓他們練習唷!就是我覺得，因為我今天已經告訴你 x 怎麼擺嘛!就是位置怎麼放，

然後我有一點點企圖是，你自己會不會放，因為我有點人上來嘛!如果他不會放是不是應

該很明顯的看到黑板上就應該有兩個人掛在黑板上，對對對!然後他們如果有順利帶的

話，然後我就是想說，沒關係我可以先這樣推下去，不過其實我應該要再多帶一個例子我

先講沒有錯 
I1：如果你以一般的想法，你會先這樣做嗎? 
A6：對!其實我應該要自己先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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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然後只是當時候想要讓他們試試看 
A6：對!我當時的想法就是說，因為我其實前面我已經講了很久了，對!然後通通都是一堆數

字在黑板上飛過來飛過去，所以會想說，也到了大家應該動動筆算一下的時候了，所以那

個時候我才想說喔!這樣子的話，那大家就先試看看嘛! 
I1：你就是班上同學那種自己自動反應的情況多嗎?就是說 
A6：他不會就舉手嘛! 
I1：對就是老師我這裡聽不太懂舉手或者是 
A6：因為我會問啊! 
I1：問有沒有問題? 
A6：對!我會問有沒有問題呀!然後因為他們班的人跟我還不錯熟，所以問題… 
I1：就會比較主動一點 
A6：對!或者是下課會來問 
I1：喔!所以他們可能就是，其實只是真的是沒問題，所以你有問的時候，因為有的情況可能

是說不敢發問什麼 
A6：對於我應該還好，對對對!然後對於我們老師可能稍微保守，他們寧可去問小組長，就是

他們其實班上是有分小組的，就是數學很好很好的那些人，然後會去帶一個一個 team 這

樣 
I1：是老師幫他們分的? 
A6：對!老師幫他分，因為他們上學期的考試成績實在是爛到讓學校，就是讓校長在學務會議

上面做檢討，校務會議，對!校務會議上做檢討，對!然後就是，他們這個學期的成績算起

來應該不會太爛喔!整個成績好像有拉起來，因為就以第一次段考來說，我們班最高分 93，
我們班有兩個 90 分的，然後 80 完全沒有、斷層，然後再來是 70 分的、60 分的，然後我

們班有一半及格嘛!我們班其實人很少，30 個人而已，對!然後就是不及格的集中在 50 分

的那個區塊，所以整個平均來說大概是也是五六十分，跟一般自然組的平均差不多，他們

班是社會組喔!而且還是號稱去年度最差的一個社會組的數學的班級 
I1：所以你覺得老師這樣幫學生分組，是很用的? 
A6：我覺得很有用，因為他有些東西他不敢問自己的，不敢問老師，可是自己的同學，他應

該就會去問，而且其實是責任制，你小組長必須要自己去看，然後老師如果覺得這學生有

問題，他就叫他小組長，你好好的給我盯著這樣子 
I1：那如果是你的話，你將來也會想說要 
A6：對呀!我也會想要分組阿 
I1：那你會想說.. 
A6：一樣分組嗎? 
A6：就是一樣呀!一樣抓頭啊! 
I1：幾個頭，然後帶其他人這樣 
A6：對呀! 
I1：那就是說你有考慮到其他因素嗎?就是在分組 
A6：情感上嗎? 
I1：都有可能阿! 
A6：沒有就是分組就是隨意分，可是就是說，只是要分的平均一點，就是不要說好的，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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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通通 80~90 分硬是把他們通通分在一組，就是原則上 80~90 分那一群抓出來拿來當

頭，底下隨意分，因為你不要刻意的把他族群化會比較好，對對對!是這樣子，而且他們

的分組其實是授權給數學小老師，讓小老師去做一個調整，對!然後老師只是就是說老師

就是抓那些頭嘛!對!然後那些頭再下去這樣子，老師對於他們班的處理方式是這樣子，然

後對於原本自己的班不需要，通通自己把自己管好 
I1：所以是不一樣的 
A6：不一樣的，對! 
I2：你剛剛也有提到說，其實你每一班教學方法都會很注重那個有一個格式嘛! 
A6：對! 
I2：然後很希望說你講完這些之後，他們例題就可以會做 
A6：對! 
I2：就是讓他們會做是不是一個你很主要的目標? 
A6：是!我覺得身為一個，不管是高中老師還是國中老師，如果你今天講完這堂課再棒再精采，

學生不會做都沒有用 
I2：因為其實我覺得你例題在整堂課的時間還蠻多的 
A6：黑呀! 
I2：是這一堂課這樣嗎?還是每一堂 
A6：因為他們班的講義就是這個，喔!我要講的這個單元的東西就是案例在這裡，再來樓下就

會有十幾題例題，老師的要求就是你全部的題目，通通都要帶他們算 
I1：包括例題 
A6：對!以他們班而言連例題都要帶喔! 
I1：那就是學生自己練習的部分?有嘛! 
A6：有阿!就是因為那是例題完了以後，老師可能會叫他們回去先自己算，然後有問題的提出

來，這是一種模式，或者是說就直接在課堂上，帶他們算那些類題，對!因為他們班的話，

他們班會有複習的時間，因為他們班其實跟他們資優班其實是週末有加課的，對!就是週

末有來多上課，所以他們有足夠的時間來讓他們在課堂上把那些題目一題一題講的很清楚 
I2：所以像你的教學模式是不是就是可能像講義它會有一個框框，先把該講的理論講清楚? 
A6：對!然後再帶題目 
I2：然後之後例題? 
A6：對! 
I2：所以也是每一班都是這樣? 
A6：對!我以後教學也會是這個樣子 
I2：那你是以前就會這樣想嗎?還是? 
A6：因為我接受教育是這樣子，我國中老師跟我高中老師都是講義式的教學，對!而且我沒有

補過習，我沒有補過數學，對!所以我從來都會覺得說，這樣子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就

是我們上完這樣子的條列以後，你去做這樣子的練習，你回去再針對這樣子的東西做練

習，我會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很正常，沒有覺得它有什麼問題的事情 
I2：那有嘗試過別的? 
A6：沒有!因為壓根兒沒想過阿! 
I1：你都不會想要去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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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沒有!因為我根本，因為我就是，我根深蒂固就是覺得這樣很正常，在於我覺得這樣子很

正常很自然的狀況之下，我並不會說特別的想要去改變它，除非今天我覺得它不好，對!
人不是都這樣子嗎!你覺得他不好，你才會想要去改變它，然後你並沒有覺得他有什麼地

方不好，你就會延照這樣的模式做下去 
I2：所以你跟你之前老師上課的模式你覺得是差不多的? 
A6：對!差不多 
I2：有差別嗎? 
A6：你是說教課的方式嗎?還是，其實上課的模式是很像的，因為老師也是先講框框，然後再

帶例題，老師也是這樣子啊! 
I2：那你覺得有差別嗎? 
A6：你是說他們班如果這個單元是給老師上跟給我上的差別?還是在於? 
I2：就是你自己覺得你的方式跟你們老師的方式，就是因為你以前也是受他的教育嘛! 
A6：我覺得會很像吧!因為我就是受他的教育呀!就是在我的腦袋裡我就是覺得說我這個東西

應該就是長這個樣，因為他教我的嘛!對!我們在大學並沒有學教這種東西嘛!所以我們腦袋

裡會有那種有的記憶，還有有過的那種經驗，就會是我們老師的那一種格式，對!就那種

樣式嘛!所以我會覺得那樣子是很正常的 
I2：那有曾經微調什麼嗎?調整過什麼嗎? 
A6：當然我不可能完全跟我們，我不可能去複製我們老師的教學，因為畢竟那已經是四五年

以前的事情了，對!可是就是我們的系統，系統當然會是一樣嘛!對!微調的話應該只是講一

些地方的部分，或者是說強調的方式，然後我們老師上的速度，比我慢 
I1：老師上的速度比你慢? 
A6：應該不是說速度比我慢，他的速度可能比我快!其實我們老師上課的節奏跟我是不一樣

的，我們老師停下來的地方，他會停下來的地方，因為他的經驗，所以他知道什麼地方可

能要停久，然後可是這個東西我沒有嘛!所以我們當然停下來的地方會不一樣，對!然後時

間，在停這樣的東西的時候時間長短跟課堂上做的選擇，像我們老師就不會讓學生上來算

例題，我們老師的選擇是他給樓下的學生時間，然後他們，時間到了以後，他在黑板上再

來算，對!然後在這地方我的選擇我會是，既然我要讓他們算，那我就會叫人家上來算給

我看，他在算什麼，對!這是我跟我們老師算是一個很大的差別 
I2：那為什麼你會選擇讓他們上來算? 
A6：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好玩啊!這又回到那個點，因為我覺得，因為我不喜歡，我覺得一個

人站在上面站 50 分鐘、45 分鐘，我就覺得說我都站那麼久，你們是不是也應該要來站一

下這樣子 
I2：所以就是所謂你跟你們老師強調的點不同是在這個方面嗎? 
A6：這應該是一個部分 
I2：那還有嗎? 
A6：還有嗎?我覺得應該或多或少還是會有吧!對!可是我現在沒有辦法很明確講出來，因為他

們班的這個單元，我並沒有看到老師上另外一個班級，因為我已經說了，他們兩班的速度

簡直就是差了很多很多，他們兩個完全進行的單元是不一樣的 
I2：你上這一堂課你們老師有在後面看嗎? 
A6：沒有呀!他就是帶資優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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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喔!對對對! 
A6：所以我才會這麼早來上這一堂課啊!所以其實我知道說啥!老師你要出去!啥!我要先上他們

的課，啥!我要上進度!我不可以帶他們玩遊戲嗎?因為我原本想法是這一堂課應該要讓你們

看，就是應該要 TE 老師來的時候讓你們先看這一堂課，因為這是第一堂課，對!那我就想

說沒關係那有錄影到，那也倒還好! 
I2：所以你原本想要帶遊戲? 
A6：我原本想要帶他們玩遊戲的，就是檢討完考卷，我現在帶一些數學的遊戲 
I2：是有關克拉瑪嗎? 
A6：跟克拉瑪一點關係都沒有 
I1：就是純粹想要考完試.. 
A6：對!可能帶一些像有創造力，或是思考的那種遊戲，對!就例如說，像那個圖片啊!給你三

個圓弧，哪一個圓弧他應該是來自比較大的圓阿!然後或者是說，給你一張圖，是男生還

是女生哪!就是有跟視覺有關的阿!或者是說，給他們一些東西，讓他們希望..要達到我的

要求，例如說你要讓一個人去騎一匹馬，怎麼騎啊!或者是要騎兩批馬，就是諸如此類這

樣子的東西，對!我原本的想法是帶他們去玩那個，然後老師就說，不行!我們要上進度，

喔!上進度!這樣子嗎?所以那個時候我有一點小小的惶恐，那我後面怎麼辦呢? 
I2：你之前其實還蠻常帶活動的嘛!之前大四的時候 
A6：沒有阿! 
I2：沒有?大四的時候試教 
A6：你說試教的時候帶他們玩遊戲嗎? 
I2：對!那個遊戲跟你現在講的你本來想要做的遊戲一樣嗎? 
A6：沒有!沒有關係，我並沒有把國中的遊戲複製過來，然後我會想帶他們玩那個遊戲，最主

要是因為我們學校要協助那個桃園的一個國中，他們要辦創造力嘉年華會 
I2：你說之前? 
A6：是 11 月 10 號，就即將，對!所以我們老師有要我去準備一些相關的東西，然後因為我是

打算，因為那個東西我本來都已經準備好了，然後我要去上，就是幫忙擺攤位的時候，原

本是要玩那個遊戲嘛!後來我想說，如果我們班有空堂的話，我們班也可以分個，分組阿!
就大家來玩，因為那個遊戲的目標就是讓你知道，ㄟ很多東西你不一樣的角度切入，你看

到的東西就不一樣嘛!然後就希望學生的那個創造力跟思考，就是從不一樣的角度去想，

對!我原本是覺得說我們班應該很適合去做一下這樣子的訓練， 
I2：所以你是因為那個活動 
A6：對!是因為剛好有這個活動，我才想說ㄟ這一堂課其實我們也可以帶活動，就是讓他們去

玩這樣子的東西，我覺得還不錯! 
I2：那有想過說以後上課也可以安插一些讓他們 
A6：一些活動嗎? 
I2：培養他們創造跟思考的 
A6：有呀!會呀!其實像剛剛那個九宮格那個，1~9，那個我不是事先安排好的，我是突然，啥!

有空檔，那我要做什麼，我就想到說，我大概之前，我國中家教，學生有問我一題問題，

就是我現在有-5~3，然後就-5，然後-4，-3，-2 排到 3，然後排到九宮格裡，我就想到說，

ㄟ這個東西其實根本就是從 1~9 這樣扒過來的，所以我就，就馬上想到就在當場去問他們



附錄 

 313

這樣子 
I2：所以就一有空檔就可以排 
A6：對!就是我有想到的我可能就會想說可以放進去這樣子 
I2：是為了樂趣還是為了? 
A6：為了打發時間，坦白說是為了打發時間，當然也有加一點樂趣啦!就是說，怎麼樣，因為

我覺得去硬是要在那十分鐘再塞進一兩題例題是一件很枯燥乏味的東西，那還不如說，既

然反正我們要一個抓一個，這裡是一個空檔，我總不能讓他們說，你們去買便當，這樣也

不太好，所以說我就想說，好!那我就去放一些東西這樣 
I2：可是你打發時間可以聊天阿!為什麼你會放那個? 
A6：我一開始開始一上課前我就開始在聊天，我已經聊過了，我總不能再聊下去，大家要愛

惜生命，不要自殺!(笑~) 
I2：因為你說如果剩幾分鐘，才一兩個例題又很奇怪 
A6：對對對!當然聊天也是一種方式，如果我有活動可以讓他們玩的，我就會讓他們玩 
I2：喔是說你有剛好想到 
A6：對!然後甚至就是說，如果我也沒想到不想跟他們聊天的話，我可能就會說，我可能就會

找例題這個題目，然後可能我就會點人，請他告訴我你覺得這一題應該要怎麼解，就上來

解很浪費時間嘛!我就叫他說你告訴我你要怎麼解，或是我會問他說，你覺得我們這一堂

在上什麼，阿這一堂上的地方你有沒有哪裡不懂，就是如果我有這樣的空堂，我的選擇會

有很多種，對對對!可是我絕對不會選擇硬是要塞一兩個題目下去給他撐到下課結束這樣

子 
I2：為什麼? 
A6：因為我覺得他們，因為我覺得就是說，你已經做了很多很多的練習，你剩下來的時間如

果就是不足以，我覺得就是說，大概就是剩個一分半或兩分鐘，你可以做一個很輕鬆的對

談然後把它結束，遠比一個題目就是卡在那裡卡一半來的好，我是這樣覺得，然後這一堂

課其實有耽誤到下課時間是因為，我覺得那個題目很重要阿! 
I1：你說後面那個? 
A6：對對對!因為後面那個看起來就給他有點醜，然後我就覺得喔!這一題我們應該要講，所

以我才那個時候會選擇說我們雖然快要下課，可是我們還是先把這一題講完，因為我們這

一堂課其實有比較晚開始 
I1：那那一題，在你原本的想法當中，是本來就有要講的部分嗎? 
A6：沒有!對!因為其實那一題我是跳到後面的例題，就是後面的練習題，它並不是接下來的

例題 
I1：為什麼會突然想到跳到那邊去? 
A6：因為我就覺得說他們很，班上有一些人的習慣是，我上到這個地方，然後就下課的話，

他會先去寫後面的類題就練習題，這是我們老師訓練出來的，對!然後我就想說那我是不

是看到後面好多未知數的感覺，我就先拿出來講一下，對!我那個時候想法是這個樣子，

對!其實那堂課只有前半部有計畫，所有有計畫的部分就是到這裡為止 
I2：寫例題之前? 
A6：對!寫例題之前是有計畫的，寫例題之後是沒有計畫的，因為我的想法就是跟著講義走 
I2：所以你的例題編排也是講義一題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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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對!就是講義一題一題，就是一題一題，對!就是到這個部分為止，就是說，好!我們來開

始看講義上的題目的時候，以後就是我沒有去想東西，我就是想說老師講義是這樣子，我

就跟著講義走，對!可是實際上其實差不多啦! 
I2：你是不是很重視學生的感覺? 
A6：是! 
I2：你這堂課有呈現出來嗎? 
A6：我不知道耶!我自己在做的當下其實沒有.. 
I2：那為什麼你會那麼? 
A6：那麼斬釘截鐵的說 
I2：對對對! 
A6：因為我剛剛不是講了嗎?我本來，對不起!我剛剛就有講就是說我剛說我覺得學生學習是

一件很辛苦的事我剛剛講過了，對!，我要講的是這個，然後就是說，因為我，既然我覺

得學習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所以他們的感覺當然很重要阿!所以我當然會希望如果我們

今天可以開心一點，就是我們可以比較輕鬆的去學好這些東西的話，那我當然就以比較輕

鬆的方式去學好他嘛!這樣你快樂我也快樂這樣不是很好嗎?所以我當然會在乎他們的感

覺，不在乎他們感覺我幹麻理他，我就自己去做我要做的事這樣就好啦! 
I2：你可以描述比如說你說 A6 式教學法是怎樣嗎? 
A6：A6 式教學法? 
I2：比如說像補習班老師一樣，他打一個招牌，就說ㄟ我是 xxx 什麼互動教學法之類的 
A6：A6 式教學法應該是有系統的輕鬆學習，對!因為很明顯看的出來我在乎系統嘛! 
I1：有系統?對!輕鬆學習，你的有系統是指什麼? 
A6：就是說恩這一堂課的系統就等於是說我們就是要把那些…通通講出來，就是我今天不會

天外飛來一筆說，ㄟ.我今天要講這個東西，然後他的公式是什麼呢?然後就啪啪啪啪就把

它解完，因為我從來沒有想過這問題，我覺得這問題很難回答耶!因為我其實是一個很隨

性的人，我的上課的態度跟我上課的方式就是ㄟ我今天覺得怎麼樣好就我怎麼樣做，對!
可是我會在一定的規律裡面，就是說這東西應該要怎麼做我就怎麼做，然後其實我還蠻在

乎所謂的感覺，就是說我很希望能夠讓學生有感覺，對!為什麼會在乎希望讓學生有感覺

呢!這是因為 TE 老師，對呀!因為 TE 老師不是一直很在乎那個阿哈嗎?就是，你知道那個

阿哈是什麼東西嘛!對!好!然後就是說因為 TE 老師的教育，對!所以我就會覺得說能夠讓學

生有感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會希望讓他們從舊有的經驗裡面找到那種感覺，所

以我會在乎所謂的系統，就是說他以前有什麼嘛!那我去做那樣子的銜接，他就會知道說，

他可能會自己得到說喔!我要的是什麼或者是說他就會可能就會感覺到說可能我今天希望

他得到是什麼 
I2：你的感覺是學生..恩… 
A6：針對這樣子內容的感覺，對!並不是他快不快樂啦! 
I2：對數學 
A6：對對對!教材或是內容之類的那一種 
I2：那阿哈是頓悟嗎? 
A6：對!就是頓悟啊!對呀! 
I2：讓他們有頓悟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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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對!這是感覺的一個部分嘛!就是說喔!我了解了!我今天知道你在講什麼了，對有一些學生

來說，這是一種很難能可貴的體驗啊!就是他突然覺得ㄟ我會了我會了，為什麼我會會呢?
那有的學生，他其實很多東西他可能他覺得他自己不會，可是後來他就發現，ㄟ其實我好

像會了，我真的會了嗎?ㄟ我真的會了，為什麼我會會呢? 
I1：那像你這樣的話，如果說你在設計教材的時候啊!那你會像說阿我就是要刺激他們去有這

樣頓悟的時候，你會有刻意去安排可能某個地方要怎麼問或者是說就是對於教材的設計方

面 
A6：我們有這樣子的情感跟理想，可是並沒有這樣子的能力，就是我還沒有辦法，我不可能

針對每一個東西都有辦法找出這樣子的…，我覺得如果現在我才大五，我就可以做到這樣

子的省思的話，那我真的是神童阿!那很多老師那些數十年的經驗好像假的一樣【01:23:52】 
I1：那你覺得那個是要經驗 
A6：對!我覺得要在經驗當中學習，當然我們自己在設計的時候可能就會企圖去做一些思考 
I1：所以你會往這個方向 
A6：會呀!如果能夠是最好，因為我希望，最好不要人生才剛起步就已經淪落到那種沒有熱忱

的那種教師，填鴨子，那人生應該會蠻可悲的【01:24:20】 
I2：剛剛是我講那個阿哈，就是你的學生感覺，數學感覺還包括哪些? 
A6：數學感覺喔? 
I2：就是除了了阿哈之外，因為你說 
A6：除了阿哈以外，喔!有一個東西就是讓他們不要覺得他很難嘛!對!因為很多人可能他們在

空間在講向量的時候，他就覺得好難喔!或是看到一堆設未知數，他就覺得喔!好難喔!很多

學生會有一種排斥跟抗拒的心理，那我會希望是我們可以讓他們不要覺得這麼恐怖，對!
然後，如果他們可以看到或是他們能夠比較就是說不管是舊的經驗啊!能夠去做聯想，就

是像這樣子的東西跟他們比較親近一點的話，那我覺得就是他們就會比較容易所謂的有感

覺嘛!不管是頓悟或是至少不要覺得他很難，甚至有人會覺得說，阿原因就這麼簡單!對!
這是我會希望他們能夠有的感覺，所以我還是很在乎他們的情感啊!就是希望他們快樂啊!
然後希望他們能夠覺得說上這堂課他會呀!他自己也會有成就感 

I2：頓悟是有一點思考的那種感覺? 
A6：有! 
I2：你有包括? 
A6：有!有包含，當然我會希望他們能夠了解這堂課在講什麼，甚至他可以知道為什麼啊!對!

甚至就是如果說今天有個人能夠覺得說其實克拉瑪這個公式根本就是那麼一回事嘛!喔!
原來就是，它根本就是導出來的，他如果能夠有這樣的感覺，是不是喔他根本就了解這件

事情，那對他來說是不是也是一種頓悟，也是一種了解，對!我是這樣子覺得 
I2：你覺得你這一堂課有達到這個? 
A6：達到這個..目標嗎? 
I2：恩! 
A6：我覺得因為我沒有真正的去，我沒有很用力去強調這件事情，所以我覺得應該小部分的

人會有，就是他會知道說喔!它怎麼來的，對!可是並不會全部的人，對!應該會有這樣子的，

喔!我會了!我知道他怎麼來的，大概一半吧!因為很清楚它就是這樣過來的，可是會那種很

明顯的就是說，阿所有東西都是這樣子，就可以解決掉了，我相信這樣的人一定是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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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並沒有很用力去強調這件事情 
I2：所以你是用講的方法，然後讓他們去了解? 
A6：恩! 
I2：然後讓他們有所謂的數學的感覺?在他們了解的時候 
A6：對!在他們了解的時候，對!然後當然我會希望說當我們在推導的時候，或者是說我們這

樣開始的時候，也許有人會觀察到，或是有人會推敲出喔!為什麼我會這樣做，如果今天

一個學生，他能夠知道為什麼我這一堂課要這樣上，那絕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學生

除了在底下接受以外，他還能夠反芻，這整堂課為什麼我會這樣子上的話，那我覺得這學

生的成就一定會很了不得，對! 
I2：所以你也希望學生可以有那種想法會去想這些 
A6：對!我當然會希望學生能夠有這樣的想法，可是我不會要求他們班要有這樣子的想法，因

為如果能夠有這樣子的想法，原則上應該不會待在社會組吧! 
I1：你覺得他應該? 
A6：應該去自然組吧! 
I2：所以你有企圖想要製造讓他們有這些想法嗎? 
A6：如果有機會的話，我會!我會希望讓他們知道要怎麼想嘛!因為學為思考對他們來說是很

重要的啊!因為任何一個人都應該學會這種思考 
I2：我覺得你跟他們，告訴他們，你會講給他們聽跟想要讓他們思考是兩件事 
A6：兩件事嘛!對呀! 
I2：那我覺得我有看到你可能會問說為什麼這邊要這樣，是你會跟他們講，可是我在這堂課

比較少看到你會讓他們想 
A6：對!我沒有停下來讓他們想，對!然後我們老師有可能就會停下來讓他們想，對!這叫教學

經驗 
I1：那其實我，像剛才講，希望他們頓悟嘛!那可是你現在剛才講，ㄟ這個班又是社會組 
A6：所以我會有一點小小的奢望可是我並不會真正期望到他們一定可以這樣做到 
I1：可是我又看，那你又覺得說，像剛才我們一直在強調，我們剛剛在講的那個，公式，就

是克拉瑪公式的時候，那你又覺得說他們是不是應該先記起來 
A6：對! 
I1：那你覺得這兩個會不會有衝突?就是你覺得希望他們頓悟，可是你又覺得說這個是他們要

記起來的部分 
A6：因為我覺得我記得一個公式，跟我了解他怎麼來，跟我知道他是怎麼一回事，這是不一

樣的事情，我覺得他們並不相牴觸阿!就像今天我知道收斂是什麼意思跟我會證它收斂是

我覺得不是牴觸的東西啊!對!只是我相信一定會有它的順序 
I1：沒有我的意思是說，就是說，你想要他們頓悟的話，那你如果又就是說他們還沒接觸過 
A6：對! 
I1：那你直接介紹這東西的話，你覺得他們的，就是因為你通常頓悟的話，感受應該要很深

對不對 
A6：沒有!這一堂課應該沒什麼好頓悟的啦!不過這一堂課他們應該會有一種很易於接受的感

覺，就是因為我用很平易近人的東西放進去嘛!因為一開始其實很平易近人，然後他們就

會覺得說，ㄟ我後面這樣運算，非常的理所當然，那根本就他們的舊有經驗嘛!對!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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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這一堂課，如果真的要說我一開始設計的想法的話，我就是希望他們能夠很容易的就

去接受 
I1：頓悟其實比較 
A6：頓悟比較高層次，那是很高層次 
I1：所以以基礎來講還是說讓他們都懂 
A6：對!要了解這樣 
I1：然後再去求那個嗎? 
A6：如果說今天一個學生，他先了解了以後，他如果能夠再反過頭來，他如果自己再來反芻

這一堂課，然後去了解到說，我會這樣子帶，或者是說，這樣子的公式對他來說他自己本

身的意義或怎樣的話，那我真的覺得這小朋友真是很了不起的一件事情，我當然會希望說

我小朋友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阿!可是我覺得這種東西有天資上的差異吧!還有每個人的

學習習慣不同，對! 
I2：那我有疑問是說，你會希望小孩，學生可以有這樣的效果，但是你在教學的時候並不會

把這件事當成 
A6：目標 
I2：當成你安排，就是你教學的一個目標，是不是? 
A6：你是要問原因嗎?還是問是不是這樣?我可以說對呀!沒錯!是這樣子，因為我覺得頓悟，我

覺得不是人人可以做到的東西，我不會把它變成課堂中的一個重點 
I2：所以你也不會去做一些事然後去達成這個 
A6：因為我覺得要達成這個東西很困難，因為我覺得那種，這好像哲學的東西有沒有，因為

其實每個人的想法不一樣，然後今天我台下可能有 30 個學生，別的班可能有 5、60 個學

生，然後我覺得我沒有辦法，至少以目前的經歷來說，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去掌握這樣子的

東西，對!所以我就不會把它變成一個重點，當然自己理想上是會希望可以有這樣子的到

達嘛!對! 
I2：所以你有曾經試圖想做嗎? 
A6：沒有!從來不覺得自己夠格，…，因為我覺得就以一個我們這樣這麼嫩的嫩咖來說，你這

堂課學生沒有把你炒翻天，能夠你這堂課能夠順利的把它教完，就要感謝上蒼，阿彌陀佛

了!對!我覺得還沒有辦法 
TE：…… 
A6：我覺得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阿!今天這堂課，你一定第一個目標當然是完成它嘛! 
TE：先把它教完 
A6：對!就先把它教完，然後當然能夠教多好，學生能夠得到多少，當然是希望他們能夠得到

越多越好 
TE：在你自己想法基本上你擺在次要就對了! 
A6：想法? 
TE：對教學的想法 
A6：有!我對自己的教學很有想法啊!因為我有對我自己的教學有想法，我才會排出這樣的教

案啊! 
TE：那就 OK 了!我怕你把自己的想法，弄在旁邊然後 
A6：不會不會!我們剛剛討論到的東西是要讓學生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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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頓悟 
A6：頓悟的這個點，然後這是一個很高的層次，剛剛 I2 問我說我會不會想要企圖去做一些事

情讓他們可以頓悟 
TE：你為什麼覺得頓悟重要? 
A6：因為很有感覺，我覺得感覺是很重要的東西，因為我是你教出來的，所以我覺得感覺是

很重要的東西 
TE：這一句話可以删掉了(笑~)感覺是重要的 
A6：對呀! 
TE：那學生有頓悟，我剛才問題是說，頓悟為什麼你覺得重要，一定要放在 
A6：因為我覺得他如果能在一些地方得到頓悟，他就會想要去親近這樣的東西，他可能甚至

就會覺得數學，有些人很討厭數學，有些人排斥數學，如果小朋友他在他的人生當中能夠

在一些地方得到一些領悟 
TE：你的意思說這樣透過頓悟能夠讓他跟數學之間，改善他跟數學之間的關係 
A6：對!甚至他對學習的態度跟各方面這樣 
TE：所以你覺得重要! 
A6：是呀! 
TE：【01:34:10】 
A6：我覺得這是很難能可貴，是非常美好的經驗 
TE：是自己頓悟的結果呢?還是說有怎麼樣的來源讓你想到他是重要的 
A6：因為我從來都覺得能夠頓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能夠了解新知、能夠學到東西我覺得這

是很好的東西，因為我覺得人就不斷在學習嘛! 
TE：所以這個他的重要性在你心中已經很久了就對了! 
A6：我不會覺得他有多重要，因為我覺得那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我本來就覺得說，要了解

東西，你真的去了解他，這本來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並不會特別去強調這樣子事情，

因為我覺得很理所當然，那在於教學上，我當然會覺得說，如果今天學生能夠去了解我在

教什麼，甚至他可以從我的教學中獲得一些不一樣的事或其他，我當然會覺得這是一件很

美好的事情，可是我今天一個初出茅廬的，一個嫩咖，我覺得我不可能，我一定，我沒有

辦法去設計出一個東西可以企圖讓喔!我們班上學生一起來頓悟，我覺得這是太天方夜

譚，太那種，我覺得就是怎麼樣，我覺得很不切實際，對!我覺得那是所謂的理想 
TE：那你的期待是說可能少許的學生會有感覺嗎? 
A6：對!我的期待是說，我用平易近人的方式，介紹這樣的課程，學生自然能夠了解，我這堂

課在做什麼，那我這堂課的目標他們能夠到達，然後可能有的學生就會因為說ㄟ我會了，

他就有一種感覺，這也是一種很好的感覺阿! 
TE：那你這邊用頓悟是說讓他理解數學概念，不一樣?【01:35:30】 
A6：不太一樣耶!頓悟是那一種突然就是，啊!我完全就知道這件事情在幹麻了! 
TE：你講是阿哈嗎? 
A6：對!就是阿哈!對呀!對老師你插入的部分有點詭異，我們已經討論到一個 
TE：我一聽到頓悟阿!很有感覺阿!想插入一下，你覺得他很重要，什麼原因這樣這樣，然後

又是你自己原生的想法，並沒有跟其他人，你的輔導老師沒有跟你談這方面的事? 
A6：沒有呀!因為我輔導老師，我們老師對我採取自由放任式的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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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無為而治的就對了 
A6：無為而治呀!因為學習本來就是，你自己有問題 
TE：他是怎樣他提供這個班級讓你去試，試了之後有沒有跟你談你的教學內容 
A6：你是說這一次上課嗎?其實我，因為是他帶學生出去，所以我 
TE：…… 
A6：他不在現場阿!對呀!然後就是，然後我們老師對我其實也很放心啦! 
TE：可以壓一片光碟給他 
A6：有!我會壓一片光碟給他 
TE：看他有什麼給你建議 
A6：對對對! 
TE：然後你就可以從他的建議裡面告訴我們一下到底 
A6：他是怎麼建議的? 
TE：是!你剛剛講的那個頓悟等等阿 
TE：搞不好!他也覺得你的點子不錯喔! 
A6：點子?沒有!我在裡面有什麼點子，我裡面只有一個平易近人吧!就先引一個一般例子這樣 
I2：所以你覺得你實習到現在啊!有沒有跟之前教學有沒有很大的調整或，也沒有不一定要很

大啦!就是感覺 
A6：我實習到現在只覺得行政是一件累人的工作，對!然後我覺得看到我們老師上課是一件很

享受的事情，然後我覺得我們班的學生真的是很可愛，對!然後對於我自己教學上的調整，

我覺得不是來自於我的指導老師或者是我的學校，而是來自，最主要是來自我跟另外兩個

實習老師，我們三個人留下來的練習試教，因為我們會準備 20 分鐘的東西，然後我們就

上去寫，然後大家就是有人的字就很美呀!然後我自己字就很醜啊!諸如此類呀!或者是這圖

畫畫的很漂亮，然後我們三個人因為受的教育是完全不同老師帶出來的，有一個是高師大

的，然後我們三個人在解，就是在上同一個單元，因為我們的模式就是說我們三個人都上

這個單元，然後各自去準備各自的教材，我從裡面得到很多不一樣的啟發，因為我就會發

現，就是在那邊的衝擊反而從其他地方看到的來的多，因為我就是受我們老師的教育嘛!
所以我在看我們老師上課，就覺得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就是你並，我在那邊得到的是

快樂跟幸福，然後並不是得到那個所謂的衝擊，因為我受到的教育就是這樣子嘛! 
I1：那剛才你不是講說，其實你就是，你的教法其實受你們老師影響很大嘛!那可是你現在又

覺得說其實跟其他實習老師一起試教的時候，讓你獲得蠻多收穫的 
A6：對對對!所以我會有些地方有調整阿!對!就是例如說，在一般，在例子上面的安排，或是

在點上的切入，我們會討論嘛!就是我們自顧自的做完自己的事情，試教完以後，我們會

針對大家的優缺點，我們會做討論，在那個地方我就會警惕到說，喔!我的想法跟人家不

一樣，或者是說，我這樣子的想法大家可能會覺得說這樣可能會有 LOSE 或什麼，學生的

接受度阿或是怎麼樣，我覺得我在這個中間上得到的東西，反而相對的比較多，對!是這

樣子 
I1：所以像你們也會互相討論就是課堂的那種教材的安排跟內容 
A6：我還沒有，我是沒有跟其他的老師，就其他的實習老師，我們沒有討論我們各班的講義，

我並沒有討論這種東西，只是我們當時在試教的東西，會針對那個做討論，因為那裡面就

牽涉到很多不同的章節，然後不同的想法嘛!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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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你為什麼會看你們老師上課很快樂呀! 
A6：因為我很崇拜景仰他阿!對!你會發現我對他的說辭始終如一，然後，就是說，因為我們

老師就是他有那種，我們老師是很率性的那種人，他有那種流暢度，我可以用行雲流水來

形容他的教學，然後我們老師也非常獨特，他是那種很，就是他很乾淨俐落那種人，然後

就是學生跟他相處的氣氛也非常好，這個你不會!你不會，你這種都不會!可是學生不會受

到打擊，通常如果是一般的老師用這樣子去唸他的學生通常都會受到打擊，可是我們老師

的模式是，學生會覺得這樣子是，喔!我不會我就不會，就是不會就算啦!然後就是說在跟

學生相處的那些過程，就是說我覺得上我們老師的課是很快樂的，就是很輕鬆，對!然後

氣氛是很好的 
I2：會不會跟你現在強調的，就是因為曾經有這樣子的經驗 
A6：所以要快樂的學習，也有可能阿! 
I2：你有沒有就是最想要，就是因為你很崇拜你們老師嘛!就是有沒有他的哪一部分是你最希

望可以達到像他這樣的? 
A6：我希望我的學生能夠愛我一如學生愛他這樣子，這很難耶!這非常的難! 
I2：所以你希望跟學生的關係 
A6：很好!我跟學生的關係是不錯啦!對!不過因為現在我是他們的學姊，其實叫我學姊的人比

叫我老師的人多，因為我本來就是他們學姊嘛!然後覺得實習老師是一個非常尷尬的身

分，因為這個班不是你的，這個學生坦白說他也不是你的學生，你並不是學校的正式老師，

你並沒有真正的去擁有一個班，所以即使你在導師實習，我覺得像過客，然後你在後面跟

課，還是像一個過客，然後我覺得反而是以學姊的身分跟他們親近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I2：所以你把自己當學姊? 
A6：對!我把自己當成學姊，對!然後對於就是對於我看的班，認識的班，我把自己當學姊，

對於我不認識的學生，我把自己當學校老師，對!有這樣子的不同，因為就是說我覺得一

個課堂裡面其實就只會有一個老師，所以我們老師在班上跟同學稱呼我的時候也是說ㄟ你

們學姊怎麼樣，他們班以前怎麼樣怎麼樣，對!我們是這樣子的關係 
I2：那這樣會不會導致有些事你想要展現出來，但是可能因為礙於覺得身分很尷尬，而沒有

做出 
A6：你是說是在教學還是其他方面嗎? 
I2：都可以談?從教學好了 
A6：教學是沒感覺 
I2：不會因為 
A6：不會呀!因為該教的就是要教啊!對呀!我覺得課程該怎麼進行就是應該怎麼樣進行，今天

我在台上，就是說今天這堂課是我上的話，那我就是老師，如果這一堂只是老師去外面跟

教務主任聊個天，然後我去插花，插花講一下這東西的另外一個解法的話，那我就是學姊，

老師回來了，我還是學姊，對!我就會很害羞，就像班上同學上來解題，可是今天就是說，

老師這堂課就是，這堂課就是我上課，從頭到尾就是我上課，那應該就是我的課堂，就做

我的事情這樣 
I2：所以在課堂上你是老師? 
A6：對! 
I2：課堂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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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然後如果老師在講台上我就是學姊，對!然後下了課以後有人叫我老師有人叫我學姊，對!
其實在他們心中也會有不一樣的認定，對呀!其實是這樣子，就像我的老師其實可以說是

我們的學長嘛!他 70 級嘛!他是我們的學長，可是在我心中他不是我的學長，他永遠都是

我的老師，對!即使今天如果我真的考到我們學校，跟他變成同事，他還是我的老師啊!對!
這是一種情感上的那一種，還好啦!我除了行政實習很痛苦以外，其他一切都很快樂，然

後行政實習痛苦是因為事情實在太多太雜了，在人和方面非常的愉快，可是就是因為大家

人和相處的太愉快了，所以在行政的事物內容上面的痛苦反而無處得到宣洩，因為這個人

其實跟你感情很好，然後他其實也很辛苦，你就會覺得說幫他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真的

覺得能夠幫助他，然後去減輕他的工作，能夠幫助他上手，或是我會覺得說我來本來就是

要磨練，本來就是要受訓練，我覺得很多東西都是好!我去做!我覺得理所當然，我覺得 OK
沒有問題，可是就是因為在這樣子的 BACKGROUND 下面，反而會搞的自己覺得很痛苦 

I2：為什麼會很希望學生跟你很好?你很希望? 
A6：恩!因為他們是我學弟妹，第一個嘛!就是人不親土親的那種感覺，然後第二個我覺得我

還在學習當中，我不可能，我不希望，我也從來沒有被老師端過架子，就是可以怎樣說，

我在受成長教育的一路途上，我跟老師的關係都非常的良好，幾乎每一個老師跟我的關係

都很良好，對呀!成績好不外乎是一個很大的理由嘛!對!然後我們家的教育就是你要尊師重

道啊!今天本來就應該要尊重，其實人有了尊重以後，其實很多東西都會變的很好，對!然
後我覺得，我會希望跟學生很好，就是我們互相尊重嘛!然後我們既然要在同一間教室，

我等於是要來做客，我要做一年，你們班要被我騷擾一年，我當然會希望說，我們之間的

關係是很良好的，這樣不管我是在他們班做背後靈阿，還是說我要去台上上課之間的關係

都會很好，而且他們會願意來問我問題，就是這樣子我才能夠去可以迴避掉一些就是說背

後的，就是他們可能不懂阿!不懂裝懂，或者是說之類的，因為我會希望說，今天我們來

到這邊很有緣的話，我可以給你們一些幫助，對!是這樣子，而且能夠多交一些小朋友當

朋友還不錯啦!很可愛這樣子 
I2：所以你很重視跟人之間的感情 
A6：對呀!還蠻重視的 
I2：那讓他們可以敢來問你問題是 
A6：附加的啦!對呀!因為他們就會有問題就說下課的時候就問我說ㄟ這個為什麼會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他解釋，然後他就會懂，阿他懂我也高興，你懂這樣就好，就等於是幫我們老

師解決問題嘛!因為那畢竟他的學生嘛! 
I1：你會想到就是從很早之前就覺得我想當一個老師嗎? 
A6：我會從很早以前想當一個老師嗎?沒有耶!為什麼會來唸師大 
I1：就是說你現在去實習呀!那當老師就是說 
A6：我進師大就是，我進師大，我師大數學系我是填第一志願填進來的，對!我那時候就決定

我要當老師，然後我就決定要當一個好老師 
I1：那那時候，因為你說第一志願嘛!那你會覺得就是說既然是第一志願一定是你很想做這件

事情 
A6：對對對! 
I1：那我想問的是說 
A6：為什麼會想要當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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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對! 
A6：因為一個很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很喜歡我的數學老師，對!其實我醫科班耶!我是三類組

的耶!我居然跑來二類填數學，然後就是說我以前原本想要當牙醫，可是我後來真的有夠

討厭化學，實在太討厭化學討厭到一個很極制的地步，我非常非常痛恨化學這個科目，對!
所以呢!我完全不想去碰那個三類，就是因為三類全部都跟，你一定要唸生化嘛!對對對!
我很早就頓悟了，那我想說不唸生化，那當數學老師好了，因為其實我從小就很喜歡教學

相長這種東西，在我生命當中已經存在很久很久，對!然後我就覺得說，而且我有一種理

想嘛!就覺得說如果能夠把不會的人教成會的，或是說如果我今天如果當一個國中老師，

我能夠不要在數學這一科上摧殘他們，那我覺得我們的世界會多出，我們的台灣社會可能

會多出很多很好的人，因為我相信，我以前甚至這樣想，我覺得很多那種中輟生阿!那種

「歹路不通走」走上去的那些人，我相信他們應該 80%，國中數學都被老師罵到臭頭，我

相信在國中數學沒有受到挫折的人，就算他不會變成一個高科技人才，不會變成說唸大學

或怎麼樣，可是至少他不會變成一個壞人，我是真的這樣子想 
I1：那到底現在真正到現場去在教學的時候，你覺得會有什麼就是跟你原本的理念、當老師

的理念有什麼改變嗎? 
A6：當老師的理念，除了當老師變成生活以外，我還是希望，對!我就是希望可以把學生教好，

讓他學會，然後讓他覺得就是不要因為數學一科然後放棄掉其他東西，對!目前還蠻崇高

的啦!不知道以後會發生什麼事情 
I2：你有沒有什麼目標?就是想說實習完可以 
A6：當然就是希望實習完可以卡到一個位置嘛! 
I2：不是那一方面，是說對你自己 
A6：這一年嗎?希望有什麼成長嗎? 
I2：恩! 
A6：喔!我希望能夠站上台就像一個老師 
I2：你覺得你現在不像老師嗎? 
A6：像呀!可是我個人覺得板書醜啊!板書!板書醜!我希望這一年最大的..我希望板書可以練

好，因為我很不會畫圖，對!然後我們老師讓我很讚嘆，就是我每次看他畫圖就覺得很幸

福，我們老師那圖實在畫的有夠美的，實在是太厲害了，你們可以期待一下有沒有辦法看

到我們老師畫圖這樣子，然後就是說他就是，我覺得就是很厲害呀!其實他是名師嘛!對!
然後我就會希望說我能夠在板書上面有所成長，我對自己最大的希望是在這一點，對對對!
反而在其他地方還好 

I2：那為什麼會覺得板書漂亮 
A6：很重要嗎? 
I2：恩! 
A6：因為我從小就字醜，然後我從小到大都覺得寫字寫漂亮的人真是非常了不起的人，比數

學考 100 分還了不起這樣子，然後我特別崇拜那書法漂亮的那種人，對!所以當一個老師

在黑板上的字很漂亮的時候，我就覺得說，阿!這真是一件了不起的事情，對!所以我把這

個當成一個目標，對!這是很好笑的，這還蠻好笑的，這反而是我在這一年最想要完成的

事情就是練板書 
I2：所以是你覺得這樣可以達到你了不起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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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我覺得，對呀!我覺得這還蠻了不起的耶!對呀!你不覺得其實有很多人板書真的很醜嗎?
就是怎麼講，我覺得這是訓練，這真的是訓練，還有一個人本來你的字體是寫怎麼樣的，…
黑板，【01:52:00】其實我覺得那個沒有常運動喔!這一隻手沒力了齁，這個，你要把黑板

寫漂亮，字真的要練一練，真的要練一練，不過我現在很努力把他練直，至少那個水平線

要畫，…水平線上面，然後我自己回去有看一下，還好!差不多!就是整個平整度上我個人

還可以接受，然後下次要再磨練一下這樣子 
I1：因為我那時候在看你板書就覺得你板書的配置其實是不錯的 
I2：對呀!你板書沒有特別怎樣 
A6：沒有!可是我自己覺得板書很醜阿! 
I1：你覺得字體的部分是不是? 
A6：都有耶!我只要畫到正方形、三角形，那個平面呀!直線、圓呀!很醜!真的很醜!我沒有辦

法掌，就是我不太會在黑板上掌握那樣的位置，對!然後因為我就是一直都覺得那種圖畫

的很漂亮，板書寫的很漂亮的人很厲害，所以我從小其實非常喜歡畫空間立體圖，就是我

的考卷的圖阿!我都可以畫的很漂亮，就是高中的時候很神奇，對對對!國高中的時候我會

很努力的把那個畫好，所以我一直都覺得說可以把那個畫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

我在黑板上沒有把他畫好，所以我今年的目標就是我一定要在黑板上把他畫好，對! 
I2：所以你在平面畫是沒有問題，現在是要訓練 
A6：對對對!我要訓練我在黑板上，就是我的圖，因為我覺得光那個直角座標平面，你要在黑

板上把直角座標平面畫的漂亮，就很難了啦!就是說你要，就是你拉一條直線就要拉的很

直，而且這一定要練耶!對呀!不然就是那肌力本身平衡訓練本來就要很好的人，對呀!是這

樣子阿!ㄟ我定的目標有點怪怪的，自己覺得其實蠻好笑的，講起來蠻好笑的，對呀!其實

我學生有跟我講，就是因為我前天在檢討考卷，幾何學，那時候圖畫的很醜嘛!然後呢!考
卷檢討，學生其實聽的懂，不過呢?大家說學姊，恩!我就說我是不是講很爛，然後下課同

學就自己來安慰我說，不會呀!學姊你只是缺乏經驗，然後學生自己來安慰我說學姊你只

是缺乏經驗，然後我隔天上完這一堂課，就是我還是有畫圖，然後就是前一堂檢討段考是

有畫到圖的，然後下一堂課呢?我們就正常這樣上課上過來，然後我的一個學妹跟我很好，

他們班的數學第一名，他就說學姊你今天字變正了耶!圖變正了耶!我說對呀!經驗嘛!對!就
很好笑! 

I1：那通常這樣的話你們那個班其實學生其實常常都會給你很多回饋對不對? 
A6：對!我們班學生會給我回饋，就是還不錯，一定要保持良好關係，他們才會給你回饋 
I1：那你覺得他們給你回饋會不會影響你很多? 
A6：會!總是會被鼓勵嘛!對呀對呀!或者是就是說他們班真的很可愛，像有一次就是說我們老

師在講那個三垂線定理，他是用畢氏証嘛!然後証完後那一堂下課，就是剛好教務主任跟

他談話，他會晚一點點進來，那我就進去，我就跟老師說，那這樣都上課【01:55:17】，我

去用向量教他們証好了!然後我就用向量証，然後後來我証到一半老師突然就從後面走進

來去坐到我平常坐的位置，就在下面看我，然後我就很緊張，我就說，老師你不知道我崇

拜你很久了，你這樣我會害羞，然後我寫完以後全班就掌聲鼓勵，就是他們其實對我很愛

護啦!對呀!就還不錯啦! 
I1：就給你蠻大正向的鼓勵 
A6：對呀!所以做人一定要做個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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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這一班嗎? 
A6：對!就這一班，就是這一班呀!對呀!所以他們班真的很可愛，就是學生真的很可愛，數學

好不好其次嘛!然後大家都很乖巧這樣子，對呀!是這樣子，我對他們也很好，其實我監考

他們的幾何學，然後呢!我看到這一題，啥?這個證明怎麼大家這一題都解錯了你知道嗎!
我就說，大家在寫證明的時候要注意一下唷!然後該寫的東西都要寫出來啊!他是角平分線

就要把角平分線先寫出來呀!然後我就看到很多人開始在改，剛好我去監考，我就跟他暗

示，因為很多人不是看到題目印這樣子，他就馬上自己寫，他不會把他做前提嘛!可是你

一定還是要把前提再寫出來，不然我們老師一定會給他錯!對!我就稍微提醒一下，對!這叫

做互相回饋吧!其實是不公平的啦!對! 
I2：那我最後問你這個好了，就是之前有問過的 8 個，對呀!然後我覺得你好像比較重視這一

個..ㄟ..這個嘛! 
A6：恩!這是情感上很重視 
I2：情感上很重視 
A6：對! 
I2：那你現在，ㄟ，你之前的愉悅學習是指說..看一下..你說的是，就是不要哭喪著臉學習數

學 
A6：對呀! 
I2：現在還是? 
A6：是呀!還是，其實是一樣的嘛!對呀!我總不會說，我希望大家都能夠笑笑的上數學【01:57:20】

其實也不太好，我覺得就是抱持一個很平靜的心情，然後還不錯!然後就好好的去學嘛!對
對對!就不要大家愁雲慘霧這樣好辛苦 

I2：就是有機會就 
A6：大家 high 一點 
I2：就這樣，但如果…恩..單元不允許嗎?還是 
A6：不一定，有的單元它就明明他就是一個很嚴肅的單元啊!例如說，我覺得有單元，變異係

數好了，變異數，他就是一坨很醜很醜的數字在那裡，他就長的很醜，…..平移出來開根

號，我就不相信大家【01:57:50】，那個很難 high 起來這樣子 
I2：所以這有視情況而定 
A6：不過原則上應該大致上都會就是至少我自己要保持著良好的心情去幫他們上 
I1：你說以老師的身分你覺得應該做一個 
A6：對!就做一個開心的老師 
I1：你覺得這會影響他們【01:58:10】 
A6：會!我覺得一定會呀!如果我今天就是一副凶狠，你們這一群!然後就上去上課，大家應該

會感覺到肅殺之氣吧!當然對他們來說真的很殘忍，真的很殘忍，因為他們不能夠選擇老

師啊! 
I2：那像個別思考呢? 
A6：個別思考 
I2：你之前說的是，就是學生一定要學會思考 
A6：對呀!學生要學會思考 
I2：只有學會思考才能精益求精，更上層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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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對呀!所謂的學生思考就是說我會希望他們知道我這堂課在上什麼，然後甚至更甚的就是

說如果你會想的人，你就可以企圖看能不能得到那個阿哈!對! 
I2：你有強調這個嗎? 
A6：我不會在課堂上給他們強調這個，因為我覺得在課堂上強調這個對他們很殘忍耶!因為不

是每個人都能夠立刻去做到的，那我覺得這樣子的東西我就不會去課堂上很用力的去強調

它，頂多就是鼓勵他們，這個地方可以想想看這樣子 
I2：那師生溝通? 
A6：師生溝通當然就溝通阿!就是問他們會不會呀!然後或是說到台底下的話我會問他們說這

個地方或是怎麼樣，如果說有人在這個地方提出一個問題私底下告訴我，然後我就有必須

要讓大家都知道的話，我就會拿到台上，檯面上跟大家說這樣子 
I2：所以是指跟他們問，就問問題 
A6：對!然後當然還有就是說我會跟他們強調分數不是那麼重要的東西，對!在於，這點我跟

我們老師完全一樣，很好笑!就是我幫他們檢討考卷，講的話，我們老師去玩回來以後，

發完，發他們段考，發給他們，也有跟他們講一樣的話，但是可能是不一樣的修辭，可是

是一樣的內容，對對對!我就覺得說我果然是老師的學生這樣子，那就是說我會告訴他們

說其實你學習的目標在哪裡嘛!為什麼我要做這件事情這樣子 
I2：然後懂的說理 
A6：懂的說理就是我如果今天問你，你要可以回答我阿!就是至少我會問他說ㄟ我這一步怎麼

做怎麼做，為什麼你會這樣做，他可以回答我呀! 
I2：所以你的懂的說理是學生要懂得 
A16：對!我覺得學生要知道自己在幹什麼，我覺得這跟思考很像嘛!就是說我會希望他們不是

一昧的只是，所以我不喜歡套公式這種東西嘛!，因為我你做.. 【02:01:30】，我教你幹麻!
我就發公式大家自己回去看一看就好啦!那我當然會希望說他知道自己在做什麼，即使他

知道他在帶公式，當然會希望說他今天知道他在帶公式，他甚至可以知道說，他公式是怎

麼來的，對!我是覺得就是說，你使用一樣的工具嘛!那你不要變成，你只會用工具，你至

少要知道你這工具在幹麻嘛!對!我會希望學生我在問的時候，他可以解釋給我聽或者是說

他可以解釋他的問題在哪裡，對! 
I2：那擅長比喻 
A6：擅長比喻，喔這個我會努力比喻呀!就是像我覺得把東西簡單化或是做那種觀念之間的銜

接，對!能夠做比喻的我都會盡量做比喻，就是跟生活化嘛!把很多東西生活化具體化這樣

子 
I1：你會把教材裡面的東西跟生活之間做連結 
A6：我覺得不見得會這麼具體，可是就是說假設我去講公垂線或者是就空間中就是跟平面垂

直的直線這樣東西的話，如果是我教學生，因為我們老師剛好在上這個地方，他在上的時

候我自己也有想嘛!我會怎麼樣把它具體化，今天我們站在這地板上，我人站直的，我就

跟這地板垂直，對!那是不是每個人都站起來，我們每一個人都跟這地板垂直，所以我們

每一個人都可以說我是這個地板，這個平面的法向量，那我們是不是每個人雖然站在不一

樣的位置，可是我們每個人都它的法向量，所以法向量是不是有無限多個，對!然後我們

每一個人是不是都相互平行，這就是一種很生活化的例子，對!我會企圖去做這樣子的東

西讓他們在銜接上或思考上能夠很清楚這樣子，可是我沒有那種把握一定都可以做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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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並不會很勇敢的想把它擺在第一個，對!其實這個都是說我能夠做到的，我都會盡量

去做到，對!有很多東西其實我一開始…【02:03:25】我都覺得這不是本來就應該要去做到

的，很多我認為的理所當然，這樣子，這可能也是我們老師的教育嘛!r 就是他給我們的東

西就是這樣子 
I2：所以你，就是有機會就盡量都做 
A6：對!盡量都做，我有想到的我就會跟他們講，對!不過我不是神啦!我不可能通通都會嘛!

對呀! 
I2：然後連結現實 
A6：有阿!就連結現實，我覺得…比喻【02:03:50】，對!連結現實跟擅長比喻不是也很像嗎?對!

我覺得就是很像的東西呀!對呀!總不會說硬是要我生出一個情境題，我要去買東西，硬是

要寫 x 跟 y 給他套進去 
I1：所以其實你會覺得你不會刻意去營造就對了! 
A6：對!我不會刻意去營造，我覺得很多東西很自然，就是說我今天在想這個東西的時候，我

有想到，或是生活中剛好有碰到的東西，我覺得可以放進去的，那我就把它放進去，對!
因為我並沒有把握我可以通通都做到，可是我會盡量去做到這樣子，對! 

I2：所以你剛剛那個比喻其實也是想要連結現實嘛! 
A6：是呀是呀!因為其實最可以比喻的東西就是要看的到摸的到或者是生活中有經歷到的東

西，那所以不是就一樣嗎?對呀!或是就做一個比較情境式的包裝，教國中生你就要包裝嘛!
一個蘋果兩個蘋果拿出來嘛!拿出來用阿! 

I2：那最後這兩個，就是 
A6：對對對!搞不太懂的，我覺得硬是要分的話，感覺好像是一個是思考，然後一個是把它寫

出來格式化，硬是要這樣分的話 
I2：哪一個是思考? 
A6：內涵叫思考嘛!說你好有內涵你好有氣質喔!不是就是說你肚子裡面有學問嗎?對呀!然後可

是我真的覺得你不覺得很難分嗎?對呀!我是覺得很難分啦!我是不曉得其他人會不會覺得

很難分，對!不過我應該從做問卷的開始到現在沒搞清楚過，對!看我的問卷應該就會發現

我根本沒有搞清楚這兩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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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4)：A6返校訪談錄音轉譯 94.12.30 

*********************************************************************** 
A6  94.12.30 返校訪談錄音轉譯(教學部份) 

*********************************************************************** 
返校座談 
時間：94/12/30 
個案：A6 
訪談者：I1、I2、TE 
訪談內容： 
I1：你覺得你這樣到目前為止，你覺得怎樣才是一堂好的教學? 
A6：好的教學喔!當然學生要知道這一堂課上什麼，然後老師也要知道自己教了什麼嘛!再來

的話就是，最好大家都能自己高興的…愉悅學習嘛!然後就是說如果說我問學生說，就是

說同樣類似的東西他可以會 
I1：同樣類似的東西是說他可以舉一反三這樣? 
A6：就是說我們把例題講完了，他練習他就可以會寫了 
I2：懂得推理這樣? 
A6：可以這樣說 
I2：好文鄒鄒~ 
A5：懂得推理跟愉悅學習嘛 
I2：不要背那些不要背那些 
A6：就是不要覺得這一堂課很悶很無聊沒有收穫這樣 
I1：那你覺得就是剛才講的，那學生懂的自己學什麼跟老師知道自己教什麼，這兩個東西，

他們的關係是很對等的嗎? 
A6：當然是不對等的呀!就是有時候老師覺得自己都教完了，可是學生，不代表學生就真的都

會了，那我會希望就是說我今天在課堂上講的東西，學生不見得 100%全部都懂，好歹懂

個一半嘛!多一點嘛!這樣子，然後之後他再去複習的話，我覺得就是有幫助到他的學習 
I1：那你怎麼知道學生到底懂不懂? 
A6：考試啊! 
I1：唯一的方法就是考試? 
A6：考試要不然就問呀! 
I1：你就問他們? 
A6：對呀! 
I1：那你是說課堂時候的問還是? 
A6：課堂..才可以問呀!總不能下課把學生叫過來剛剛那一題有沒有懂，這樣不是很奇怪嗎? 
I1：如果現在你在學校，你覺得影響你比較多的大概是哪些人? 
A6：在學校裡面影響我比較多的，其他實習老師 
I1：其他實習老師，他是影響你比較多的人 
A6：對!因為你總是會在意別人做了什麼嘛!就例如說，像我去看了他的課，然後我就覺得說，

對!板書一定要這麼精美，就是說大家一定要回去瘋狂的練習那個怎麼樣把自己板書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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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啊!或者是就是說當別人在努力的時候，會覺得說阿自己是不是不夠努力這樣子，對!因
為我覺得其他人的影響已經相對的小了，輔導老師本來就是一直存在在那裡的，他沒有動

嘛!然後我覺得行政，因為很多東西你熟悉了以後，你反而不會去，就比較不會，那個東

西本來就變的很輕鬆自在的事情了這樣子，對!然後會改變的就是實習老師，就其他人在

做的事情 
I1：那學生的部份呢? 
A6：學生的部分喔 
I1：對你影響大嗎? 
A6：學生，當然會有影響，可是因為我都是接受到良好的回應，對!所以就是就一直都很好這

樣子! 
I1：那你覺得自己從還沒開始實習到現在實習到中間這樣半個學期，你覺得你自己成長了哪

些地方?或是比較不一樣的 
A6：成長哪些地方喔!第一個，我會了很多軟體 
I1：什麼樣的軟體呀! 
A16：就是我們要編週報啊! 
I1：就行政的方面 
A6：行政的我可以出週報，可以成報社出書啊!排書呀!編輯軟體呀!然後就是說再來是我會用

photoshop 啊!還有一些編排，我可以做半年曆、年曆!美工圖，就基本的東西然後是會打講

義呀!再來的話就是比較能夠了解現實跟理想是有差距的 
I1：怎麼說?什麼是現實跟理想? 
A6：就是說，你是學生，當你還是學生跟你現在不是學生，就是說離開學校以後，然後我看

我們老師的課，我以前是學生，可我現在不是學生，你就會發現說，你想要教的東西，就

是你也許你構思當中你是想要這樣子教的，可當你真正站在台上的時候，你可能沒有辦法

完全如你所預期的去做到你想要做的事情，對!可能隨時有不定因素存在這樣子 
I1：你可以舉個例子嗎?什麼叫不定因素 
A6：就是說我自己也沒有想到那一天會掛黑板，然後就是突然間，就是你原本覺得已經做完

的事情，後來發現說其實你沒有做完，對!那歸功，那最後這不是歸功這要歸過，最後只

能檢討自己不夠用功吧!所以當發現別人都準備的很完整的時候就會更檢討自己不夠用

功，所以我就會說本來就是現在變成相對的是別人，因為人都會比較嘛!就覺得說她這麼

努力，我是不是要更努力這樣子 
I1： 那你們兩個現在是不是都是一定都會..在準備自己的講義部份? 
A6：我們兩個不同處室，…..我看不到 
I1：我是說你會準備講義嗎?上課講義 
A6：我會打啊! 
I1：都會打?阿你也是? 
A5：上課的講義會打 
I1：都是會在有自己一份屬於自己的講義就對了 
A6：對呀! 
A5：可是沒上課的講義不會打 
I1：喔沒有上課就不會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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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阿你也是上課才有打? 
A6：沒有!我現在有在打繼續，沒有上的部分 
I1：沒有上的部分你也把它打完這樣 
A6：就繼續打這樣子 
I1：那你除了打上課講義以外，你還會準備，就是寫什麼類似教案之類每一堂課的教案之類

的嗎? 
A6：不一定耶!就除非是配合我們學校有那個，我們教務處有要求我們要交教案，對!我才會

去寫教案，不然我並不會真的去寫教案 
A5：他還叫我們交電子檔還交實習心得 
I1：你這樣打教案的時候，你覺得教案對你的幫助上，真正上課來講幫助蠻大的嗎?還是覺得

其實沒什麼用! 
A6：我剛剛說現實跟理想是有差距的，有啦!總是會，如果你像，真的有教案做的很徹底的話

很詳細的話，你永遠都知道你下一步要做什麼，即使會出軌，然後你還是有辦法把它拉回

來這樣，所以大不了放棄你走出去的東西直接跳回來嘛! 
I1：那 A5 呢?也是? 
A5：我也是啊! 
I1：板書配製圖對你來講影響就非常非常大了 
A5：然後之前是除了板書配置圖還有教案，就是上到哪裡，5~10 分鐘那種教案，簡略教案 
I1：那現在已經沒有?這部分就沒有? 
A5：那部份這次圓就沒有這樣做 
I1：你就是寫那個部份，以那個為主 
A6：因為她剛剛不是說就是完美的板書嗎?她手上那一份有完全出現在黑板上她就覺得她有教

到這樣子 
A6：我覺得這可能值得我參考 
I2：你說做那個板書嗎? 
A6：對對對! 
I2：因為我最近在寫報告啊!就是你大三的時候，就是你對，讓學生感覺愉快學習，你那時候

說是一種理想 
A6：對! 
I2：那為什麼現在會覺得要做? 
A6：因為它是一種理想，所以你要努力去讓它實現阿! 
I2：所以你根本就沒有說我就不想去做 
A6：沒有啊!我只是覺得它不見得能夠每一堂都做到，也不見得一定能夠達成，可是在於，如

果我們能快樂的學習，為什麼我們不快樂的學習呢?就是說可以高興學就高興學，我的從

頭到尾都覺得學生學習很可憐呀!那如果再很悲情的學那不是更可憐了嗎? 
I2：所以你在上課的時候也會去注意這個嗎? 
A6：我不會很努力的去注意到這件事情，因為我本來就會盡量就讓它快樂一點這樣 
I2：那你也是嗎? 
A5：我記得我當初是說，快樂是沒辦法勉強的，沒有辦法勉強，所以我沒有勉強他們要覺得

快樂，但是我說我會努力的意思是，我自己會快樂的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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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你是從你身上要求? 
A5：對! 
I2：可能你自己快樂一點 
A5：但我不會要求說ㄟ.你們要快樂一點 
I2：你也是嗎? 
A6：當然阿! 
I2：要求學生不如先從自己開始 
A6：因為這種情感是沒辦法要求的 
A5：我覺得這種快樂是沒辦法勉強的，有些人天生就是不喜歡數學 
I2：那比如說你有提到說像希望學生可以能夠表達，把他們懂的東西講出來才表示他們真的

懂 
A6：就懂得說理阿! 
I2：可是那時候是覺得說你覺得要做到懂得條理可能可以，但懂得條理到懂得說理之間還有

一段差距 
A6：對呀!就跟數學很簡單，就是國中數學也許很簡單，可是你會不會教國中數學又是另外一

回事了嘛!這就在於你懂跟你去教之間會有一個差距，那你懂的怎麼樣算跟你會不會教人

家教會人家怎麼算，這就是兩回事啊! 
I2：所以你現在上課會有想說那我要找人有時間讓他們講看看，訓練他們表達能力嗎? 
A6：我會訓練表達能力 
I2：但不是懂得說理的能力? 
A6：表達，沒有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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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是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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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我們也很難的懂他在講什麼，對! 
I2：那這是懂的說理的意思嗎?對你來說 
A6：沒有到那麼深，他只是把自己的想法講出來 
I2：那不然懂得說理是要怎樣? 
A6：懂得說理應該是，那個是很清楚的表達啊!就是我覺得訓練表達不代表他，因為我覺得好

像說理好像是變成一個很嚴謹的，有邏輯性的，對!可是我覺得你要訓練表達，第一個你

要有表達的意願，再來是你要能夠有表達的邏輯，你因為學生講的東西不見得是對的，對!
然後他雖然講的很有條理，可是他如果是不對的，你要我說這叫懂得說理，我覺得這樣講

法蠻奇怪的 
I1：那你之前講說你蠻就是喜歡問學生比較開放式的問題的時候，其實是有想要做這個目標

的部分嗎? 
A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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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1：就是你當初有時候你在問問題的時候其實是臨時突然想到就問這樣，並沒有事先有辦法

預期 
A6：因為我並不是事先會把那個刻鋼板全部刻完那種人，所以其實我是，我以前是我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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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要講這些，然後我大概看一下講這些，那我就去上課了 
I1：很隨性! 
A6：對!我是非常非常隨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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诶覺得需要問問題這樣 
I2：所以就沒有想那麼多說ㄟ我要 
A6：對!就其實並沒有想太多 
I2：所以你在教學前，你只有想說我今天要上什麼內容，但是你不會去想說我今天要跟學生

做什麼樣的互動 
A6：除非有活動可以做 
I2：喔除非你設計就有那個活動 
A6：對!像我國中，教國中之前那個地方的時候，我是有活動，如果我有安排活動，我當然就

會去想活動的東西，可是如果這地方就是啪啪啪這樣走下去的話，我就不會刻意再去想什

麼包裝阿! 
I2：或是這邊要跟學生問什麼? 
A6：對對對!不會! 
I2：就是把你要講的內容想好就好了，然後到時候會發生什麼事你也不知道? 
A6：對!到時候再說 
A5：她的臨場反應比較好! 
I2：喔所以當下也會有很多情況出現，就有可能你只是無聊想要找個人講話，也有可能你可

能想到阿讓你講一下好了 
A6：對對!都有可能 
I1：那你..這種處理其實你都不會很害怕對不對?如果學生臨時，你問，然後結果學生又反問你

的時候，其實你也覺得自己很 OK 去回答嗎? 
A6：對呀!不 OK 反正老師在後面 
I1：所以你覺得讓自己有膽量去問這問題的時候其實是因為老師有在後面? 
A6：我其實並沒有考慮，我做事情很少考慮後果啦!對呀!反正先做下去再說啊!因為我不太覺

得會出現太扯的東西，如果真的太扯那到時候再說嘛! 
I1：可能問一個數學的問題，可能你想要問學生，結果學生反問你的時候，結果你自己沒有

辦法回答的時候，會不會有這樣的情況? 
A6：有阿!那次不是掛黑板…，遇到這樣的情況那就 
I1：就請老師這樣? 
A6：就自己沒有辦法就總不可能自己要堅持ㄍ一ㄣ在上面嘛!就叫老師來救我就好了，不過我

並沒有事先預想老師會救我 
I1：那如果老師到時候沒有救你怎麼辦? 
A6：如果沒有救我，我其實並不是就真的掛啊!這是真的可以證阿!證下來只是我覺得很恐怖，

我那時候叫我老師來救我的原因，說老師這樣我真的要這樣下去嗎?所以我知道我已經跳

到下一節他要講的東西，因為證明到下一節的東西嘛!所以他們並不需要知道那個證明，

他們只要會用就可以了，然後我那個時候當初的想法是，我不會所謂的深入淺出那一種東

西，就是在那個單元的，那我沒有選擇嘛!我沒有辦法深入淺出那我就只好直接把它殺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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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可是問題是我也知道我現在在那裡把它殺掉，大家都會聽不懂，所以我才會尋求老師

的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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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5)：A6返校訪談錄音轉譯 95.2.24 

*********************************************************************** 
A6  95.02.24 返校訪談錄音轉譯(教學部份) 

*********************************************************************** 
返校座談 
時間：95/02/24 
個案：A6 
訪談者：I1、I2、TE 
訪談內容： 
A6：沒有沒有我沒有全部打 
I1：…下學期是從橢圓，然後拋物線就沒有 
A6：那個我就沒有打，沒有要急需使用到的就沒有打，然後我用到的就是 1、2、3，3 到這裡 
I1：到這裡，例題四這裡 
A6：對!例題四，我例題四應該有上 
I1：那後面這邊就接你們老師講義 
A6：對!後面有接我們老師的講義，因為我後面根本就沒有印給他們，這後面…我原本是要給

他上完的，可是我們老師後來說我只要上到橢圓的標準式，定義讓他們熟悉，後面那個切

線啊!參數式那個老師會接著上 
I1：所以你會上到例題四後面接著你們老師講義的原因是因為你們老師會接回去上所以你才

要把他接回去 
A6：我的想法是說這樣子接學生會很順，就是說他不會說一下要回講義一下要幹什麼這樣子 
I1：那你的例題五是..? 
A6：例題五講義也有呀!因為我有參考我們老師講義打，例題呀!所以後面，就是我很多例題

就是我後面沒有接著講的原因就是因為跟我們老師會有重複的地方，當然有不重複的部

分，但是我就是選擇說既然回到講義就 OK 
I2：為什麼你不乾脆用你們老師講義上課? 
A6：因為我都打啦!沒用我會覺得ㄡ好浪費喔! 
I2：那學生不就要先看你的講義，之後再接到那個 
A6：對呀!對他們來說只是多一份吧!不一樣的格式而已呀! 
I1：你上課的時候還是上語文資優班的對不對? 
A6：對!我只有語文資優班可以上 
I2：那你編的跟你們老師有什麼差別嗎? 

A16：恩!你要用比較的吧! 
I2：你應該是有改一些東西吧! 
A6：有啊!我改蠻多東西的 
I2：不然就直接用他的就好啦! 
A6：我是從定義式下去做嘛!然後我們老師的講義比較強調標準式，就是他很少用根號多少加

根號多少等於 2 類似這樣下去做，然後因為這個地方我就覺得說定義是重要的，所以我等

於就是前面這幾個題目呀!就是定義嘛!都是定義呀!就是我最主要想做這個有定義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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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那你上這部分之前你有先看過你們老師教.章嗎?就是橢圓這部分 
A6：他橢圓的地方我沒有全部都跟到 
I1：就是前第一堂這些地方的時候? 
A6：沒有!他的橢圓第一堂我沒有跟到 
I1：所以你也不曉得你們老師其實從哪裡開始講，然後比較著重哪裡?只是你自己覺得說從定

義式對他們來講是非常重要的 
A6：恩!因為我有參考南一的課本，康熙的我有看啊!其實各版本的我都有看呀!我覺得說定義

當然很重要呀!對!然後老師後來給我的建議就是說最好先壓扁給他們看 
I1：你說橢圓? 
A6：要先從圓壓扁成橢圓，出現一個橢圓的樣子，然後再開始進橢圓的定義這樣 
I1：所以你才會有那一張學習單這樣 
A6：對!可是後來我那一張沒有發給他們 
I1：為什麼? 
A6：就跟你講第一堂課發生了很多事情，因為我第一堂課呢!拿錯帶子，就是我出門的時候抓

錯，對!所以我整個學習單整疊沒帶到，對!那就導致我學習單沒帶到我是不是就沒辦法這

樣子講，然後再來就是我自製道具的那個部分，道具使用不當，所以就導致我禮拜一的那

一堂課爛掉 
I1：你那時候上的時候你們老師不是也在後面? 
A6：對呀!所以他就跟我講，老師有說那橢圓如果沒畫好的話，那你可以去印海報，就是把它

印出來或是怎麼樣 
I1：這是後來上完的時候講的嗎? 
A6：對!第一堂課，他給我的意見就是說你那個圖的表徵的狀況，就是你要讓它清楚嘛!因為

我那個地方 ABC 如果沒有取好，是不是會很靠近一個圓 
I1：對對! 
A6：你就是要把它變成一個扁扁的，她們就很明顯看到它是躺著的還是站著的，對!所以我第

二堂課呢，就去印了海報，然後老師第二堂課給我的意見是說那個我的顏色，粉筆的顏色

還有就是因為我有用海報嘛!海報貼上去沒有用你就應該要把它拿下來，不然會很占黑板

空間，對!所以我第三堂課呢!就有把該拿下來的時候我就把它拿下來，喔!沒有!第二堂是

要我說這一題是應該轉正的話你就應該把它轉過來 
I1：你原本圖是畫這樣，然後你要把它轉過來 
A6：對對對!要把它轉過來之類的，反正我的第二堂課就在改善第一堂的部分，可是第二堂還

是會有問題，第三堂課來改善第二堂課，第四堂課來改善第三堂課，然後我們老師大概你

會覺得，可能會覺得他每天都糾正我嘛!他想說他這樣子會不會傷害到我，他就跟我說，

其實你的例題大致上是沒什麼問題啦!不過還是修一修會更好，然後我就覺得我們老師真

是好人，講話還會安慰我一下 
I2：就是要修就對了 
A6：恩! 
I2：那後來你有講壓扁嗎?就是你那個學習單不見，那你上課還是有講嗎? 
A6：有啊!我有提呀! 
I2：就用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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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我不是說第一堂課圖畫爛了嗎?就是因為我有嘗試用畫的讓他們看到壓扁的，可是那圖沒

有畫好，所以原來的圓跟壓扁以後的圓很像 
I1：原來的圓跟壓扁的圓? 
A6：就是那個 A、B 底沒有取好 
I2：就看起來不像被壓扁的 
I1：喔你是用你道具畫你不是用徒手畫，你是用道具畫，然後你想畫壓扁給他們，結果沒有

成功 
A6：對對對!所以那時候與其用道具還不如徒手畫壓扁可能還會比較好一點 
I1：所以你所做的道具是你失敗的原因嗎? 
A6：對! 
I2：然後講完再接著你的講義這樣 
A6：對! 
I1：那你當初你那道具的使用的時候，你是怎麼去想到這一部分的?就是你怎麼設計那部份? 
A6：怎麼設計教具嗎? 
I1：對呀! 
A6：我就是覺得自己圖畫的很醜呀!所以我才想要借助工具呀!可是工具取的位置沒有取好，

反而就是導致更不好的結果，..整堂在搞笑這樣 
I1：那這個道具也是你自己去想的嗎?自己去想說要怎麼做才有辦法畫出..? 
A6：是呀! 
I1：那你有，你是光是橢圓的那個樣子都是你自己去介紹給學生，你有嘗試過說讓學生自己

去做這件事情嗎?畫圖這件事情 
A6：畫圖這件事情嗎? 
I1：恩! 
A6：我沒有在課堂當中很停下來很久的時間，可是我有叫他們回去畫 
I1：那你有教他們怎麼畫? 
A6：有呀有阿!當然有呀! 
I1：有教他們怎麼做，然後請他們自己回去試這樣 
A6：對呀對呀! 
I2：像你比較重定義嘛!那你有沒有問你們老師說，你這一份是這樣安排的，那有沒有什麼意

見? 
A6：他就完全沒有什麼意見，真的啊!他就只有改這個而已呀!就是我那個時候這裡的公式這

裡我有放絕對值，可是其實絕對值是不需要的阿! 
I2：所以就是你弄出來的講義跟他講亦不一樣他也沒什麼意見? 
A6：沒有! 
I2：那你自己有問說老師我覺得定義好像比那個標準式重要! 
A6：我沒有這樣問耶! 
I2：你也沒有想要這樣問? 
A6：因為我們老師也不是說定義是不重要啊!其實他就後來因為後來幾乎全部都是要你求標準

式求標準式求標準式，對呀! 
I2：所以你標準式的題目比他少?但定義的題目比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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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要這樣說也可以，因為其實後面都是標準式呀! 
I2：那你這樣上的話會不會時間比一般還要長? 
A6：會! 
I2：那沒有關係? 
A6：我們老師很厲害嘛! 
I1：不管你上的怎樣(笑~) 
A6：沒錯沒錯!就像等一下三點到五點，他們就要再上兩堂課的橢圓，我相信，因為我一二三

四啊!我後面等於參數式那些都還沒有上，而且前面部分的例題還有三四題還沒有上，老

師一定會在那三四題中用盡所有補強的方式把那個該補回來的東西補回來呀! 
I1：你上那四堂課，你們老師不是都有，除了第一堂課，其實這四堂課你們老師都給你意見

嘛!那你們老師給你意見的時候，你都根據你們老師的意見來修改是不是? 
A6：對! 
I1：那你有有些地方是剛好跟你原本的規劃是有衝突的嗎? 
A6：其實我也沒什麼規劃啦!就是這樣上啦!我就覺得說，因為其實你自己一定是不順，不管

你事前準備怎麼樣，因為其實老師會覺得，老師第一堂課我上完，他會覺得我準備不熟，

教材不熟，可是其實我準備這部分我已經準備很久，所以就是不管你準備的多長，就是一

定會有很不順的地方，然後老師給我的意見，我就會覺得，對!老師你說的是對的，那我

甚至還覺得說老師你真是仁慈，你沒有給我破口大罵，說你這沒有用的傢伙!就是我就覺

得，因為老師用很婉轉的方式去表達十分好像，我就覺得老師真的對我很好 
I1：所以你們老師給你的意見其實你都會盡量把，在那一堂課把它修正過來/ 
A6：對!就盡量修正 
I1：那你們老師大部分就是上完課都會給你一些意見嘛!你就是你如果在之前會先給你們老師

看過嗎? 
A6：不會呀! 
I1：就上課一些什麼內容什麼的，在之前有先跟你們老師討論過嗎? 
A6：我只會在那一天的下課，我會想說我下一堂可能會怎樣進行 
I1：就只有講個大概而已，並沒有詳細，沒有像 A5 她會有完整的那個，然後給老師看完之後，

覺得哪些..? 
A6：沒有! 
I1：所以其實你上課的內容其實還是絕大部分都照著自己的想法去做就對了，只是事後老師

會給你一些建議，然後你會跟著老師的建議再去做修正這樣 
A6：對對對!然後目前最需要修正的就是圖畫的不夠好的話，你就要用工具，然後再來就是一

樣，配置 
I1：板書的配置 
A6：對! 
I1：老師給你的建議唷? 
A6：對呀!最主要就是這建議的部分 
I1：那你上這四堂課的時候有什麼學生提出的問題是讓你覺得比較深刻的嗎?橢圓這個單元 
A6：像就是有例題的話，學生會問我為什麼是橢圓?我看定義呀!像第一題 
I2：你那時候做平面為什麼想做那個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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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就覺得實體化啊! 
I2：他們比較清楚? 
A6：對呀!你眼見為憑，你看到就會有感覺啊!不然即使沒有感覺，增加一點樂趣也不錯!對呀! 
I2：是因為高中那邊會比較抽象? 
A6：是呀! 
I2：這是不是你第一次用教具呀! 
A6：不是!你說在班上嗎?還是在我人生生涯當中? 
I2：大四有沒有用過? 
A6：大四應該有吧!我已經不太記得了我到底有沒有用過教具，有啊!我有做那個啊!因式分解

的道具呀! 
I2：因式分解有什麼道具呀! 
A6：我有想活動啊! 
I2：喔那是活動的道具?對呀!因為比如說你用橢圓的道具應該是為了板書好看嘛!那做就是用

空間中三個平面的話是為了想要讓她們有一個具體的東西更清楚 
A6：對呀! 
I2：那除此之外，那是不是實習的時候第一次用道具? 
A6：對呀!你要這樣說也可以，因為實習的上學期沒有什麼，就除了那三個平面以外沒有什麼

好用道具的部分，我上到的部分是這樣，我們老師根本就不用道具，他一根粉筆就能夠讓

學生服服貼貼的，所以我們只能譁眾取寵!唉~~~ 
I1：你剛剛說是哪裡呀!就是學生.. 
A6：第一題!對!為什麼剛好是一個橢圓嘛!學生很多有一兩個學生或者是更多我不知道，他就

說為什麼這剛好就是一個橢圓，那我就重新去解釋它，那他就懂啦!就是回到定義下去做 
I1：學生問題，那其他部分呢?就是學生問的問題 
A6：沒有就是學生會對那個題目為什麼會這樣做，然後他就會提出問題，然後我就會告訴他

這樣，因為我會覺得，其實提出問題，像提問第一題的這個程度中等，那我會告訴他，因

為我覺得程度中等都會問，那應該底下人也會問，然後呢?另外一個題目，是程度還不錯

的問的，那我就知道說喔!你都會問的話，那很多人應該有問題吧!然後再來就是我有講到

那個正焦弦長，我有做一個證明，然後下課的時候我那學妹有告訴我說，因為我這邊，因

為我在這裡，例題二這裡我有正焦弦長嘛!我在前面並沒有證正焦弦長，所以我例題進行

一二三進行完以後，為了正焦弦長，我就在黑板上開始作正焦弦長的證明，然後可是那個

學妹她就會突然覺得說我突然間就去從例題跑去做證明，她程度還蠻好的，她就會突然覺

得說啥!發生什麼事情了!所以我隔天再上課，就禮拜三再上課的時候，我就有重新講一

次，忘記禮拜三還禮拜四，我就有跟她講說好!就是複習到的地方，我有說正焦弦長，我

是怎麼樣，就有再，會為了學生的提出的問題，再去解釋一次，我就有看到她點頭 
I1：所以是後來再做一次確認 
A6：對對! 
I1：確認是 OK 了這樣!那其他也是 OK 這樣 
A6：恩! 
I2：你那個公式呀!像比如說你那時候在教三元一次的時候不是有些是發給他們讓他們自己看

公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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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對!這次沒有! 
I2：那就是什麼時候，那你為什麼不就告訴他們說整個公式在哪裡，然後讓他們自己去看就

好了 
A6：我是有告訴他們，我證完以後我有跟他們講，課本這邊也會對到 
I2：就是你為什麼有時候是在課堂上證，有些地方不是? 
A6：篇幅 
I2：就是說這證明很長 
A6：很長，而且很複雜，我會傾向不要在課堂上講，可是如果這個東西是其實你講清楚大家

可以接受的，那我就會偏向就在課堂上講 
I2：那這樣三點決定一個圓，這個證明你有沒有講? 
A6：三點決定一個圓?那個地方不是我上的啊!不過三點決定一個圓，如果是我的話，我就會

證明給他們看啊 
I2：就會在課堂上證? 
A6：這不用證呀!直接說，你代進去不是只是在翻個未知數嗎?那三個式子三個未知數不用證

就知道一定會有答案嘛!對呀! 
I1：你有曾經上的時候然後學生問然後不知道怎麼回答的嗎? 
A6：最主要就是上學期的那一次 
I1：就上學期 
A6：阿有啦!我第一堂課有講錯 
I1：第一堂課，你說畫圖那時候? 
A6：對對對!那時候圖已經畫很爛了，就變成我自己也不確定，老師就有說，學生在問你問題

的時候，要冷靜，然後要很確實的回答，不要怕怕的，因為老師也知道我圖沒有畫好，沒

有處理好，我就整個變的怕怕的這樣 
I1：所以後來老師也就給你意見嘛! 
A6：對對對! 
I1：要你不要害怕! 
A6：也不是不要害怕啦!就是要熟練，因為老師第二堂就有說很明顯比昨天熟練很多，就說老

師這邊的題目早就真的準備很久了 
I1：那你上這邊的時候，你們老師有去介入你的地方嗎? 
A6：沒有!完全沒有!他在學期一開始就通通下課才來見我 
I1：就下課才跟你講說這個地方要做一些改正，那上課就在後面看你上課這樣而已 
A6：恩恩! 
I1：那你上到目前為止你有覺得自己覺得最困難的地方嗎?你自己覺得說困難很不好去講清楚 
A6：我覺得對我來說最困難的地方是畫圖 
I1：喔!就畫那個圖 
A6：包含直線 
I1：直線? 
A6：就是我圖畫不好，我很不會畫圖 
I1：阿你有想說要怎麼去..? 
A6：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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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就用道具來畫 
A6：對!我以後就是直線會拿直尺，然後刻度好好刻這樣 
I1：所以你到時候就變很多道具可以使用這樣 
I2：你現在還有跟實習老師試教嗎? 
A6：..即將開始 
I2：所以一直都有在進行 
A6：上學期停很久，因為我們各自有各自的事情，然後下學期開始就是每個禮拜五的早上三

四節的時候我們就會每個禮拜都試教 
I1：所以現在還是持續的在進行… 
A6：就是前面的也有中斷吧!然後接下來就會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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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6)：A6返校訪談錄音轉譯 95.4.28 

*********************************************************************** 
A6  95.04.28 返校訪談錄音轉譯 

*********************************************************************** 
返校座談 
時間：95/04/28 
個案：A6 
訪談者：I1、I2、TE 
訪談內容： 
A6：…怎麼落差那麼大? 
I1：但是第三堂，可是我覺得第三堂，感覺也不錯阿! 
I2：如果跟我們去看你的那一堂比較的話 
A6：然後你會覺得板書很亂嘛! 
I2：你說第三堂喔? 
A6：對!第三堂 
I2：不會呀! 
A6：我們老師說這板書很糟啊!他說你怎麼又犯一樣的錯誤，那時候我才真正的了解我們老師

要的板書是什麼 
I1：就你們老師寫的這個嘛! 
A6：對!東一塊西一塊，因為我是這一題寫嘛!所以我會繼續寫，然後我們老師認為你應該所

有東西都要打橫，我是不是這個地方列的時候我是先第 6 點第 7 點，然後再拉到旁邊，我

們老師說這樣不行，你要 5、6、7，整個全部橫的，對!可是我有私底下去問學生學生每一

個人抄板書幾乎都沒有人有問題，他們都覺得那一塊一塊的啊!很好抄啊!對!然後我才真正

了解我們老師的要求，就是你要滿板 
I1：滿板是什麼意思? 
A6：就是你不要這樣子空，你如果這裡會突出，你乾脆就是該往下拉的就是往下拉，然後整

個再拉上來 
I1：所以他要你寫的橫的意思是希望你這邊不要有空掉的地方 
A6：沒有他就希望學生好抄，你要，不要斷掉嘛!看的方法就又不一樣了，他希望你就全部都

是橫式了，像我可以給你看我第，我給他，就是老師覺得 80 分的那一堂課的板書配置 
I1：80 分 
A6：就是第二堂我沒有.. 
I1：你的板書配置怎麼變小塊了? 
A6：我都是先寫大的…我有按照順序，就是說，我有規劃時間啦!就是沒有錄到的那一堂課 
I1：這是第二堂 
A6：對!然後每一題我都有先寫大的，對!這個是包含證明的部分，數學歸納法證明的部分，

我有把他寫下去，所以你可以很明顯的發現，在寫它的時候我都是滿的嘛!都是滿的!所以

像這種你都是滿的一路都是滿下來不會有問題呀!你當然不會有那種切，像這種都不會有

分一塊一塊的問題，可是為什麼到這一堂就是老師覺得有問題那一堂為什麼會有問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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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它是不是要分這樣，其實我打草稿時我是打這樣，可是那個時候我覺得黑板好大喔!
打這樣我就把它拉直寫，然後就被我們老師..掉了! 

I1：所以你原本也是寫橫的 
A6：對!我原本是寫橫的，可是我那個時候寫，我第一個板，我有兩個板，我這有做過兩次，

我有一個板是寫直的，一個板寫橫的，我自己看不出其中的差異性在哪裡啦!我覺得都 OK
阿!我覺得學生應該可以看的懂，可是老師就說你不行!你這樣有的學生抄的話，他會回去

沿著這樣子 5 跳的過去然後你的式子就會亂掉，對!所以我們老師認為都應該要打橫的 
I1：所以後面那個也都是希望你都把它打橫的? 
A6：對!然後就是不要寫簡體字，然後就是要完整 
I1：他所說的完整是什麼意思阿? 
A6：就是例如說你希望學生抄的你就要寫，又例如說，這個東西就是什麼的係數，然後他就

只要看哪一部分，所以你，這些東西都我口頭上講，我有的地方有寫可是有的地方沒有寫，

我應該要全部都寫下來，這是什麼的係數就是什麼的係數就是什麼的係數是多少等於多

少，就是而且答案就是我不可能寫到這個答案我就停下來，就是我這邊即使我這裡已經有

答案這一塊了，我再另外又再講的時候，我就底下應該要 0，21 取 3 應該要等於 1330，
這個地方我應該要再寫出來，就是整個要很完整，就是說我不能夠說ㄟ學生知道這樣就好

了，我覺得我們老師現在的態度我看起來我的感覺很像是每個板書你要當成一張考卷，你

在考筆試，你寫一個完整的證明題或寫一個完整的計算題，你應該要是什麼樣子，你的黑

板上就應該要長成什麼樣子，對!就是即使我整個五分鐘我都沒有在聽這一題，然後這一

題五分鐘你寫完了以後，我再看，我必須要可以徹底的知道你這五分鐘你在幹什麼，你的

一步一步過來這樣是什麼，這樣才是一個好的板書 
I1：這是你體會出來的? 
A6：對!這是我的體會 
I1：你們老師並沒有這樣跟你說? 
A6：他並沒有這樣講，這是我的體會 
I1：他給你那麼多建議之後，然後 
A6：對!這是我的體會，我回去之後自我檢討的體會 
I2：那你覺得有道理嗎? 
A6：我覺得以考試來說真的很有道理 
I1：考試是指什麼考試? 
A6：我如果要教甄，對!然後我覺得就是說以後我真正在教學的時候，我也會盡量做到，因為

我就發現，對!我沒有體恤到學生抄板書會恍神有沒有，就是我沒有體恤到那種會魂遊物

外的那種學生，就是如果你有跟的聽我的課，你不用聽的很仔細，你只要有跟著聽，你就

知道我在幹什麼，你就可以抄，我的態度現在是這樣，那我們老師的要求到就是說你可以

整個五分鐘我都不要聽，或是你在黑板擦掉之前我都可以不要聽，或說我只要聽頭或跟聽

尾，我中間的東西我就自己抄我就可以看的懂，就是要完整到這樣子的程度，我們老師是

這樣子認為啦!就我的感覺我們老師這樣 
I1：所以你覺得後來其實板書，現在就你的感覺你就會覺得非常重要? 
A6：我會覺得說我終於知道我要修正成什麼樣子才會是不會有問題的，對!就是我終於可以徹

底的從我的板書很糟糕這件事情修正成我終於知道要怎麼樣我的板書才會好，我之前是只



附錄 

 342

知道我的板書很糟糕，對!所以已經不是字醜不醜的問題，是板書整個配的很糟糕，那我

現在是終於知道說喔!我終於知道我要怎麼樣配這個板書就不會被人家除了字醜以外做挑

剔 
I1：那除了就是你們老師就給你這樣的板書，因為幾乎都是給你板書的建議嘛! 
A6：對!老師還有說你得意的時候就身體亂扭，什麼叫身體亂扭，我有回去仔細看，之前有錄

影帶，然後我終於知道是我有時候會有些動作，那老師會覺得說你會因為會有太多這樣子

的動作，學生會很期待你下一個會做什麼動作，喔!好!那我以後上課就抱著沉重的心情，

就絕不會有任何動作，因為我第二天為什麼老師沒有糾正這個地方的原因是因為整個心情

很黯淡，..我在黯淡我很難說出ㄟ..怎樣怎樣的動作是比較不會有的，對!所以我就知道喔!
我以後要莊嚴肅穆 

I1：那第三堂課是因為想到我第二堂課已經很成功了，所以 
A6：沒有!第二堂課我就想說欸我今天上應該不會有問題了，就有比較開心一點點了，可是我

沒有，我也沒有很得意，我不覺得我得意忘形啊!老師是用，老師使用了得意忘形四個字，

然後我就覺得說好!那我要檢討我自己的態度，我就真的很認真的回去做了檢討，然後我

就想說那我大概了解老師指的是什麼部分，所以剛在吃飯的時候我才跟老師講說，老師我

回去認真檢討認真…檢討了三天，然後我們老師不是就笑一下說那以後不要再犯這樣的錯

誤，我說我知道 
I2：這樣上課你自己不會覺得很辛苦嗎? 
A6：不會呀! 
I2：就是你之前已經習慣就是會有一些動作，可是現在 
A6：修正就好啦! 
I2：所以你也不會覺得很不自然 
A6：沒有我的想法就是說，恩，你在聽老師的話以後你再回去看那些動作你會覺得說，恩的

確是有一些動作可以不要做，就是說，像這樣子的動作我覺得是很正常，這個我就不會去

改掉它，可是這樣子的可能我就會改掉它 
I2：為什麼? 
A6：就是可能…扭來扭去啊!喔那不要這樣子扭好了!對!然後就是我是盡量修正，然後當我發

現我使用了太口語化的辭彙，我會自我，怎麼講，就心中有一個 OS 閃過去，阿慘了!然後

快停止我剛說的話這樣子 
I2：那你有沒有覺得你們老師這樣要求他的出發點是? 
A6：為了能夠讓我順利變成一個就考上阿!因為老師會覺得有問題的地方代表就是，他考了那

麼多人，他看了就會覺得礙眼嘛!搞不好就一個老師覺得說幹麻這樣動來動去，沒有老師

的樣子，就覺得說很討厭，賞你 40 分你就不用考進來了，會不會碰到這種，很難說真的

有可能啊! 
I2：可那為什麼考老師他們會注重這個? 
A6：我覺得就是儀態吧!就是你當老師要有一點就是老師的樣子，我覺得可能因為這樣子 
I2：不是因為學生嗎? 
A6：當然也有啊!就是你如果做太多動作的話，那會讓學生有種期待感，學生會容易不專心上

課，如果程度比較差一點，如果只是一直整天在等你聽你講有趣的話阿或是做什麼動作這

樣，對!現在上的班級不會呀!因為他們很乖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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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那你講說你們老師說你講話會讓學生很期待這也是他跟你講….你修正這個部分嗎? 
A6：就是我會小小的去做修正，我不過可能告訴你我一定會馬上修正成功，這不可能的嘛!

所以我不會做這種自我欺騙的事情，然後可是就是我覺得我有注意到的時候我就會去修它 
I1：那你覺得你後來這樣回想你覺得你講的話真的會讓學生很期待嗎? 
A6：還好，大概是我比較我比較，我覺得那些還好啦!正常啦! 
I1：可是你們老師 
A6：老師會這樣子講的話，我就好啦!老師這樣講的話那我就接受嘛!因為我很小，所以我就

決定全部接受我們老師的那個意見 
I2：你很小?(笑~~) 
A6：對!我沒有什麼身分地位可言，老師說的都是對的，然後 
I1：我看你就是你今天帶回來的那個帶子呀!第三堂課嘛!然後我們很明顯的發現你的上課速度

變慢了 
A6：對呀! 
I1：講話也變慢了 
A6：可是我們老師覺得我拖太長的時間了 
I2：可是你故意講話講慢一點的嗎? 
A6：恩!我是覺得，因為那裡很容易有問題呀!因為我知道程度在中間的學生，他就是那裡化

簡他不會呀!因為他，我明明知道他不會，難道我可以直接說好!我們直接看他的結果，那

我答案給你就結束了，我可以這樣子做，可是我沒有選擇這樣子做，對!然後老師就覺得

我在那個地方那個題目花了太多時間，然後導致他真的想要我講的第六題，他其實希望我

是用二項式定理去講，可是我那樣講我一定講不完，所以我就選擇用直觀的方式叫他們直

接去看，用直觀的點去看，所以會不完整，直觀處理是 D，-1 的話， 2.2x 不見了，這個地

方老師有指出來，其實在我原本的規劃裡我是不會寫次方出來的，可是這樣子我會怕學生

沒有注意到那個負，所以我在黑板上才會修正成我要讓她們選的東西是 
I1：但是你們老師後來也是在這部分也是給你，就是你認為你們老師是希望你還是用二項式

定理的方法來做是不是 
A6：他告訴我的呀!他是希望我用二項式定理解呀! 
I1：他跟你這樣講? 
A6：沒有他下課以後，他真的希望我其實是用二項式定理解，可他認為他就想說那我可能學

生直觀是因為我時間來不及，他說我時間會來不及是因為前面浪費太多時間，不過我承認

啊!因為我還是有很多地方浪費時間，例如說我其實同樣的題目，像第五題第二個小題，

可以不要講吧!因為根本就是一模一樣的東西，我可以不要講啊!對!我大可不要講它嘛!那
我那一題題目的直接如果拿掉的話，那我第六題就可以多到 5 到 10 分鐘好好的我就用二

項式，然後再來看中間裡面的東西嘛! 
I1：這個是你們老師跟你講的喔? 3)1( x+ 那個其實可以不用講 
A6：沒有!這個是我自己想的，因為我覺得如果說這一題我一定要這樣子講的話，我上面那裡

的解釋我可能不會講這麼久，可是我還是會停，那裡我還是會停，因為我自己覺得我那裡

都會問，更何況是學生…，這是我的想法啦!然後我們老師可能會覺得說有些地方不用停

這麼久，然後程度好的學生就覺得恩!我昨天上的很慢，非常慢 
I2：那你原本就是希望說這裡要講慢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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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我原本的想法就是，有!我原本就想要放慢了，我一開始其實是第一小題就不想講了，直

接給他們答案，可是當我發現班上有五個人自己不會算的時候，好!那我重來嘛!而且其實

老師是那一天早上時候我才知道我要講到第六題..，我原本準備的東西是第六題我要跳過

去的，我原本是要講 4、5 做…我要講 7、8、9，我有準備到後面，我全部都有準備，可

是當老師說你這堂課是不是沒有準備，你們如果錄影有看轉完，應該有錄到我跟我們老師

講話吧!他後面都有檢討 
I1：有聽到一點點，但是學生… 
I2：它後面還有學務處報告 
A6：繼續聽完，學務處報告完還有，到最後面 
I2：後面就想說就停了，因為想說應該聽不到你的.. 
A6：沒有!有辦法可以聽看看，因為..就在這裡，對!然後，就是我怎麼會有老師說你是不是這

堂課又沒有準備，他覺得我準備就是為什麼又犯錯嘛!然後我總不能整疊稿子拿出來說，

老師有!我有!我真的有準備 
I2：那不是很難過嗎? 
A6：我很難過呀!我當然難過呀!我絕對難過的呀!可是那又怎麼樣呢 
I2：那你跟他說什麼? 
A6：我就說喔!好!其實我還蠻想哭的，我說我會加油啊! 
I1：不要難過!所以你們老師有時候還是講話蠻犀就如你所說蠻犀利的齁 
A6：恩!應該是身分的問題吧! 
I2：你上面不是寫說，什麼他以後講話要犀利一點! 
A6：有呀!他有講啊! 
I2：所以他以後就是對你完全不想留情 
A6：我覺得我可以接受老師的嚴格呀!可是就是自己會覺得有一點點委屈 
I1：恩!就是我也有準備了這樣 
A6：對呀!可是就是說我覺得這就很像考試，考試就是結果論，你沒有考好就等於你沒有準備，

所以其實你今天有準備然後你沒有做到，那就等於你沒有考好，那等於你沒有準備呀!我
覺得我蠻難過的啦! 

I1：其實我覺得你就我看的感覺你真的進步很多了啦!我覺得你是不是覺得你是不是很想要在

短時間裡面真的達到你們老師想要的要求，會不會這樣想? 
A6：然後就是說因為我很在乎我們老師的看法，就是說當你覺得，應該這樣說吧!我真的覺得

自己不夠努力呀!然後我覺得我背棄了我們老師對我的信任 
I1：為什麼你會覺得你背棄了 
A6：因為我做的不好!那我就覺得說我真的辜負我們老師啊!對!有這樣子的情緒我就會更難過

啊!對呀!可是就是我們老師本來就是那種你做好他看著他不會告訴你，你做不好，他覺得

他一定要告訴你，因為這他的責任嘛!然後我會覺得說我們老師之前這麼信任我，他沒有

刻意去對我，就是因為他可能覺得說這樣就刻意了，然後我就覺得說，那我自己不夠好這

樣 
I1：不要這樣覺得 
A6：其實我覺得最難過的是，當我聽到我們老師說他覺得是不是他對我一點影響都沒有的時

候真的很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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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我這個是你們可以看 
I1：那我等一下再請他印一下 
A6：不用印不用印，直接留下來就可以了! 
I1：你沒有要自己留著 
A6：我可以再寫呀!因為我知道自己在做什麼 
I1：你順序有排就對了? 
A6：我有稍微排一下，就是當我寫成類似這樣子的時候，其實我原本可能就是版面我就沒把

他切一半，然後順序大致上就是這樣子，那有的你可能覺得怎麼會有重複，那表示我可能

在排的時候，我可能原本覺得我的順序要這樣，可是後來又把他改掉，很好笑喔!就是禮

拜三的時候，吳明霞老師，禮拜三?禮拜四的時候，我跟小老師來學務處請假，然後那時

候我剛好在，主任不在，然後我就拿老師的請假單嘛!對!那是第二堂課的時候，我們老師

是一三節課嘛!第一節是 201，第三節是 220，然後我們那一堂課，吳明霞老師來的時候那

我在幹麻，我那時候在寫這個，那我上完這一堂課被我們老師罵嘛!他不是用罵的!他不是

罵 
I1：就唸你唸了一下，就是你也會很在意他講的話 
A6：我一定會很在意他講的話呀!對呀!然後就是，可是我不能夠，當老師說，你是不是又沒

有準備的時候，就覺得說我不能夠跟他講說有!我真的有準備呀!然後我就說喔!好!我一定

會檢討這樣子，類似這樣子，就是說，我會覺得說，我原本覺得我把它上很好，我就比較

不會對不起我們老師，可是我還是沒有把它做好 
A6：對呀!然後今天我們老師就要接著往後面上嘛!我會好好觀察我們老師怎麼樣收拾我的爛

攤子 
I1：阿你剛剛還沒講完，你後來吳明霞老師去然後怎樣? 
A6：喔那個時候我正在備課，而且我昨天其實已經寫過一次了，那我那天只是再寫第二次，

因為那時候我才知道老師說喔!只要上第六題，所以你等一下….會發現，第六題只有出現

一遍，然後其他的那個四、五、六地方有兩遍 
I2：以後如果你教甄抽到二項式一定會痛哭流涕吧! 
A6：我會覺得說，我應該每次教到二項式定理，我會叫學生底下給我認真一點!(笑~)沒有啦!

不會遷怒在學生身上，然後就是，然後其實很好笑，..中午學生比賽，然後我就問一個學

生，因為我會問學生說，給我一點意見，然後學生就說，學姊，其實我今天恍神很久，就

突然發現喔!好!繼續!他注意力集中十分鐘以後就開始恍神恍一恍就再繼續，對!然後我就

說，那太無聊，重點是，他程度還不錯，他覺得有點慢，可是他就覺得自己有懂又不太懂，

他不知道自己到底懂不懂，然後他就突然跟我說，其實學姊剛剛看你自己在台上的樣子，

然後突然想到，你第一天來到本校的時候，我第一天去是老師出去嘛!然後就室等於幫老

師代課，發考卷給他們，挑題目出來寫，想到那時候的我跟現在的我，他忽然覺得還蠻感

動的 
I1：為什麼? 
A6：因為他可能覺得我成長很多吧!學生應該覺得我成長很多，老師可能覺得我都沒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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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1)：M6第一次訪談錄音轉譯 94.11.15 

*********************************************************************** 
M6 第一次訪談錄音轉譯 

*********************************************************************** 
時間：94/11/15 
個案：M6 
訪談者：TE、I5（其中一位教學碩士班的研究生） 
 
訪談內容： 
TE：為了跟你談，我們也做了一些功課。基本上，大概兩個方向的東西要請教，第一，有關

於這一節課這一單元，你跟 A6 是交錯地教，今天看到 A6 怎麼教，當然我們也拍下你怎麼

教這個單元，第一個部分請教，你怎麼進行你的教學，第二個部分，你怎麼輔導 A6 進行

教學，所以兩個部分，一個是你教 A6 如何教，一個是你自己怎麼教，大概是這兩個方向。

第二個部分是輔導，第一個部分是教學，基本上，是這兩個方向。當然這兩個可能有關，

也許有人想法，你怎麼教學生，也許你把你一套某種方式，A6 你來看，也許他就學，這

也是一種方式。好開始了。 
I5：可以請你略述一下你的教學方式嗎？ 
M6：我的教學方式喔！大概在上課當中，教材我自己本身很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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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5：那問答的方式，你有沒有發現，A6 好像也跟你滿接近的？ 
M6：對啦！大概使用的口語不太一樣，她用大概一些比較年輕人的，但是，慢慢上多了，大

概那些口頭禪，我大概會要她不要用這麼多。 
TE：比方說？ 
M6：比方說，灑狗血。 
I5：血淋淋的。 
M6：或者是，感情上認為，基本上，數學談的是理智、客觀的，是不帶感情的，就是這麼簡

單的事情(TE：直來直去)，因為，雖然我們教數學的，但是我認為一些在言論或語言上，

學生也會去模仿，比方說，雖然你上的是數學，我認為他們學的不只是數學的東西而已，

可能你的言談舉止(TE：也是她模仿的對象)有一些是非觀念，其實還是會有影響，而且是

滿重的一個影響。 
I5：早上，談的時候，有跟 A6 談過，關於她的字辭用法上面，她是有感覺到你可能待會你就

要跟她談這一件事情。 
TE：血淋淋的。 
M6(笑得滿開心的)：因為，沒有，她以前高中三年都是我帶的，我算是一個個性比較鮮明的

一種老師，(TE：他大概了解了)他們學生也大概都知道，我平常要求的就是怎麼樣子，我

的學生頭髮抹油，那很可能我比較嚴格，你去給我洗掉再進來，我就不同億，就算我去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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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代別的班，很吵，大概第二節課也不會吵了，因為我不允許有人躺著睡覺，上課，我

都可以舉例，比如說，我到這邊來代課，我就可以跟學生講，你有沒有上課幾分鐘前，我

就在你們教室門口前等你，比如教高三，他雖然會覺得老大，我說，你覺得高三的數學重

不重要，我說，我都這麼認真了，你可以不認真嗎？上課聽了半個鐘頭以後，以後大概班

長，因為我一定鐘響就進教室，我的習慣是如此，班長大概，ㄟ，老師快來，趕快座好，

他們覺得上課有東西，其實，我覺得我們學校的學生還算有點是非，他覺得他學得到有點

東西，他為什麼不努力學？ 
TE：你的意思是說，透過數學課，給學生一點生活規範？ 
M6：都要有，我覺得都要有！(TE：那跟教的本身呢？) 
I5：在你輔導給 A6 的過程當中，你有沒特別強調這個方面？ 
M6：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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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馬上會把他

的感覺，或他剛剛看到什麼跟我討論，那事實上，現在這兩個班，行為特別異常的人不多，

因為是篩選過的班，除了是篩到本校來，又是一班語文班，一班是數理資優班，那語文班，

我們知道他們為什麼會讀語文班？因為小時候生活環境比較好，才可以開始學英文，所以

語文能力比較強，家庭上面的關注比較多，受到關注比較多的一群孩子，應該是這麼講。 
I5：你除了特別強調常規之外，你在教學方面還有沒有注重哪些事情？ 
M6：我比較注重思考，而且我是認為，我們當老師的是要訓練學生有一個思考的習慣，因為

我認為說，思考的習慣可以養成，現在很多小孩子，他為什麼到了高中來，他的學習覺得

說那麼吃力，或者說，他的學習覺得跟國中為什麼完全不一樣，我認為小孩子都是好的，

都是被教不好的，因為基本的值，每屆應該都差不多的，為什麼有的時候，我們看這一屆

跟上一屆有一些差異，甚至為什麼都是從國中考分數考得這麼高一起進本校，為什麼在高

中的表現會有差異，我們發現他的背景，你小時有沒有養成一個比較理想的思考方式，我

認為滿重要，我們在高中也是三年，我們不能講說他以前不好，就永遠不好，都是你以前

造成的，我們也是要盡量，你要去想，所以我比較喜歡上課的時候，一個題目，大家一看

到題目，我就比較像，幾號？你看到這個題目你想到什麼？或你看到這個題目你想幹什

麼？對不對？ 
I5：就你觀察，剛才 A6 在這堂課上，有沒有把你這個精神學過來？ 
M6：有一點啦！但是因為，第一個年紀不一樣，因為我站在前面，對學生的感覺，跟他站在

前面，對學生的感覺其實是不一樣的，因為他站在前面，人家是學長，怎麼看，學生就是

知道他是一個實習老師，我站在前面我就是一個老師，甚至於，他慢慢來到學校他們一年

多也知道，我在這個學校的份量，我是一個很好的老師，起碼大家是這樣認為，所以他們

上課的專注度，或者是那一種態度就不太一樣，(TE：專業的權威啦！)這就不太一樣。 
TE：剛才你講到思考，請教一下，我可以插播啦！是一般性的思考，還是數學的思考，還是

跟學科有沒有關係？ 
M6：現在就是，如果教書教久一點，就會發現數學的思考跟生活的思考其實沒有什麼兩樣，

其實我不認為有兩樣，你都是在作判斷，難道我們的數學只是說解一個題目，或作一個證

明，把他想完了，這種東西應用不到你的生活上來，我現在比較常用，就用林福雄老師的

例子，他說你上了電梯，對不對，他上回在講，我們也覺得很奇怪，讀數學可以延長生命，

我們覺得很好笑，很好笑，但一聽有沒有道理，有道理阿，他說，你到了電梯進去，你先

按關，還是按樓層，他說，當然先要按關嘛，然後再樓層，你就節省那幾秒鐘嘛，他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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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天上下樓梯幾次，你一次節省幾秒鐘，對不對，他說，為什麼要先按這個？按這個最

佳解嘛！你排一個次序，那像我現在就很習慣，有人說你做事怎麼有時候比較快，ㄟ，我

出門先想一下，我要做什麼做什麼？怎麼最有效率的做法？這難道跟數學無關嗎？對不

對？ 
TE：你的意思？我猜測，是思考，我們是透過數學這個素材，來培養自己一般性的思考？ 
M6：那是當然。 
TE：那可以不可以舉一下，A6 的這一節課，我們都看到，你能不能具體舉一個例子，看哪一

個例子或哪一段，說如果是你的話會怎麼帶著學生思考？ 
M6：如果以今天的課來講，我必須要這麼講，這是刻意挑的一個單元，比較不需要作思考性

的動作，我必須要這樣，不然，我們挑這個行列式，不容易出大錯，是不是這樣？跟前面

的思考… 
TE：阿不然，既然這樣，其他單元，你覺得方便，有感覺的(I5：舉個例子)，什麼概念舉個例

子？這樣我們比較具體， 
I5：判斷阿，邏輯思考阿？ 
M6：就剛剛講的那個例子，不就跟數列有關了嗎，一些邏輯的思考，我認為滿多的嘛！ 
I5：如果在課堂上會使用的，大概曾經記憶當中哪個例子？ 
M6：像在突然講，一時也很難舉。 
I5：之前不是在上空間的直線平面，有沒有類似邏輯思考判斷的例子？ 
TE：碰到數學歸納法，那個無限大你要怎麼處理？ 
M6：無限大？ 
TE：無窮遞推。數學歸納法到後面一個推一個。 
M6：那不是骨牌原理嗎？ 
TE：你是透過骨牌？ 
M6：對阿，透過骨牌。 
TE：一個壓一個。 
M6：第一個嘛！對不對，像比如說，我們常常以數學歸納法來講，為什麼有人會講排在第一

個的成立，設 N=K，你能辦法證明 N=K+1 的時候成立，為什麼這樣都倒，有些學生就可

以捉到，有些學生就捉不到。但是透過骨牌，我認為滿不錯，你先作試驗，第一個骨牌確

實能夠被推倒，是不是這樣？如果假設第 K 個被推倒，你能證明到下一個一定能夠推倒，

就代給他看，1 對的時候 2 對，當 2 對他的下一個又對 3 對，等於是都對，用骨牌我認為

滿不錯，在以前數學統合的裡頭的一個教材，用這種方式來講。 
TE：而且他有一個動態的感覺。用那個錄影帶。 
M6：事實上，有些例題也滿容易被老師所誤解，像比如說何內塔那個問題，河內塔那個問題

我們常常看到有滿多老師，他的講法：一個圓圈是 1；兩個圓圈要搬 3 個不是嗎？3 是 2
的 2 次方減 1，3 個圓圈，對不對是 7，2 的 3 次方減 1，所以，你想到的是 2 的 N 次方減

1，那其實，有的老師那個題目，說ㄟ你們自己看，但事實上，也有別的方式處理，也有

別的方式，像如果是在語文班的話，有時我是作給他們看，每個步驟都寫完整，那數理資

優班的話，我可能要他們各個角度去作實驗，甚至，有的小孩子思想比較乾淨，常常會有

讓我們滿驚喜的一個想法。 
TE：以河內塔的這個例子，你在數理資優班一般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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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6：我會弄到遞迴的消去，他不是一個指數型，有的也是加法。我認為這種比較好玩，但好

像現在考試，也不敢考，是不敢考，我是捉到就考，一給我出的話，我一定是滿喜歡這種

題目，那才比較像數學歸納法，現在數學歸納法，很多時後被考到，都是一個結果給你，

有結果了我還要幹麻，我要想辦法去解決一個問題，找到一個我認為的結果，我想辦法把

他證明，這才是他的意義阿，所以實際是，我認為現在的課本，其實這一套新教材原來我

的想法，應該是對老師的挑戰性比較大。 
TE：以數學歸納法，你認為給學生猜測的這個歷程是重要的？ 
M6：重要。太重要。 
TE：不能給提示。 
M6：那是機械化的動作。 
TE：所以你會帶著學生去猜，可能會怎樣，還不肯定喔！去試，果然對了。 
M6：對，一定要這樣。 
I5：只是可惜這堂課，沒有辦法呈現，因為他是二階行列式。 
M6：你們二階行列式。等於是說當初也是故意挑，因為這邊比較不容易出大錯，因為新老師，

先，我認為說我目前比較看他，第一個上台的樣子，因為他們缺少上台的經驗，所以我認

為上台，從他上講桌，今天他有一些地方有改，但是，像他今天有幾個缺點，第一，我看，

我有稍微寫幾個，比較重點，不然他教材，我本來都可以想像他會怎麼講，因為當初就是

我講給他聽的，第一個，就是他結論像剛剛那一班學生，其實，別班的我也會，你講完一

個性質，應該把結論呈現給學生看，他有性質沒寫，比如說，行列互換其值不變。第二個，

有的名稱好像自創的，因為我們認為像這種是共同性，除非是真的完全沒有規定，不然我

們應該盡量用大家所彼此共同約定的一些，像比如說上列、下列，我就不同意這樣的講法。

我剛剛就在我班上講，三列怎麼辦？四列怎麼辦？ 
TE：好好講第一列第二列， 
M6：這樣就大家約定可以講，再來就是，她在寫的時候，寫一個行列式當中，有一題，她是

對角線的寫，我們要就第一行，我們要就第一列，我認為對角線是不是給學生有一種另類

暗示，說我可以隨便亂寫。 
TE：你的意思是就是，數學其實這裡面有一些基本的規範在，要服從數學內部的基本規範 
I5：那個題目是為了一個學生是 8 月 15 號生的時候，那她先把 8 跟 15 先寫進去，為了倍數

之後再填進去。 
M6：我認為說，這有些地方要避免，就像我以前一個學生，鍾 XX，他上第一節給我看的時

候，他是從頭被我講到尾，比如說，他一條線這樣畫，X 軸、Y 軸，他是從下面畫上去，

我說，你怎麼這樣子勒，筆順也是滿重要的一個東西，再來就是說，這個剛剛講的一個語

言，然後，還有一個她作例題跳得太快，以絕大部分的學生來講，因為以二階行列式來講，

我們二階行列式只是為了三階行列式作預備動作而已，所以重點是在它歷程，並不在那個

結果，在跟學生做的時候，不應該是一個例題完，提 2 提 6，6P，這是我比較反對，因為

你那是歷程，你要拆開來，提什麼，你要強調這個概念，是為了後面，你要一步一步來，

重點不是在那個結果，是在那個歷程。 
TE：這部分就是 M6，對教的，教的設計想法，就是說他覺得他的判斷，他的二階是為三階

以後作準備，所以二階過程，雖然他簡單，但是那個過程和數學內涵以及數學的規範是重

要的，要建立，後面就…，剛才他舉個例子很好，他剛才講樓上樓下，其實你應該講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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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第二列，或第一行第二行，因為他一開始就問了，行是什麼意思？列是什麼意思？其實

那個問題問得很好，我滿喜歡他那個開場白，行和列是什麼意思？我們會跟他建議。你會

希望 A6 朝向你這樣的方式去思考，他這幾節課的安排。會這樣想嗎？比如說你剛才(M6：

會阿)，課後以後有機會就跟她討論，因為我從 A6 那邊，M6 很尊重她的自由嘗試的歷程，

(M6：對阿)讓她自己去發展自己的教學想法(M6：是阿)，這個當然很好，有些東西你還是

會給她規範，給他建議。(M6：對) 
I5：針對上面這些缺點，M6 有沒有要補充的，還有沒有寫沒有看到的？ 
M6：只有主要這樣，有一些教學上的缺點，當然可能是經驗上的問題，比如說在講的時候，

怕版書寫不好，就一直盯著黑板，眼光就比較沒有注意到學生反應，不過這已經比第一次

上給我看好太多了。 
I5：那關於這些缺點，除了事後你找她來談之外，你有沒有想過其他方法來幫助她？ 
M6：多練習，我就是早上也有跟教授談到，我是有要求她在試教給我看的時候，就像你們現

在這樣錄影，我是要求一個月起碼錄一次，然後我們看著上面來看，自己也可以把以前的

調出來看，進步了沒？(TE：跟她一起看，一起討論)對，我們看完了，就針對上面你剛剛

是怎樣，先講，再繼續再看，是不是我講的確實有這個問題，再慢慢來改正，甚至有的部

分，我就上去上一次給你看，我剛剛覺得講得不好，怎麼講比較好，我講給你看。我們再

來討論是不是這樣比較好。 
TE：你的方式，看她自己教學的錄影帶，兩個一起討論分享，把你的教學規劃想法給他知道，

再來就是說，看她下一次有沒有什麼調整，因為你這樣持續，我是聽她講說，你曾經有過，

跟她談過 20 分鐘，關於她立即要教的東西，這個教室課前的輔導，有一個問題我滿好奇，

我剛問了 A6，我算了，她點了 27 個人次這節課，有重複，27 個人次我算的，大概接近

30。那麼頻繁，跟你自己的想法一不一樣？她說，老師以前，她當學生，老師也有這個動

作，但是沒有那麼頻繁，意思是說，她有些想法來自於以前當學生，她很自然就發生，她

自己也很喜歡這樣，其實在我的教材教法裡面，她也是這類型的，以你的觀點來講，如果

是你的話，你會不會盡量點多一點的學生？會不會耽誤？ 
M6：可能就要分兩個，第一個，我對學生程度比她了解，第二點，那就看題目，一種是隨機，

另一種就是看程度來問，因為有些學生，你明知道這個題目問他，他一定不會。我們只是

點某些人來回答，或某一個層次。另外一種目的，我隨時在點，那是不是也可以檢查在說，

每一個學生是否有真的認真聽講，你有沒有在專注，通常這一點，是比較沒有問題，但是，

有時候你不隨機，又有一個問題，有些學生說，你專點我，或專點某人，一種隨機，一種

刻意，比如說問到某一種層次，我們知道這個班上，可能只剩下幾個人，我們也要知道你

會不會，因為有的…，像我去年帶的那一班就很特殊，像一個叫朱同學，保送台大醫科，

後來我們數理化老師不准他回答問題，我們不准他回答問題，因為它不是說讓人家很討

厭，因為他是上課很專注，他腦筋又快，你話講一半，他就跟你講講，你一有問題，他就

很自然地答，這個班以某一科來講，垂直落差還是大，雖然是數理資優班，但是變成有些

同學的壓力會很大，所以變成說，我們數理化這三科，朱同學，我們沒有叫你，你不可以

主動回答，那因為他上課是跟老師在走，甚至跑到老師前面。後來上課，他就一看沒有人

回答，他就舉手，他還是舉手，他還是要答，那個班有幾個特別優秀，一有問題，他會動

筆，有的班級不是這樣，有的班級，像剛剛他們會在嘴巴唸唸唸，不見得會舉手來講，但

你看到他唸，看嘴型也知道，某某同學你講一下，這有時候上課也是一種貞巧，給其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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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ㄟ，人家也有想出來喔，雖然同學很清楚說，明知道他比較強，強到什麼程度？我認

為說上課當初這種互動，那要不要頻繁到 30 幾次，這是另外一個考量，或許就是我講的

就是這個單元的問題，這個單元，實際上老師要講的東西不多。 
TE：意思就是說，您對於這班學生的學習特性，掌握的好一點的話，可以節省一些對話的時

間，專注於說怎麼帶他了解數學概念的特色。 
M6：因為你簡單一點，你就針對那幾個可能會，你把簡單問題問到程度特別好的人，就有一

點浪費！ 
TE：就你現在講的，對學生的理解。你有沒有想過怎麼樣讓你這個理解讓 A6 感受得到， 
M6：其實現在這一班裡頭，有一些學生的程度她已經概略接近了。 
TE：你是如何讓她們互相接近。 
M6：我們有小考，她上課都在後面聽，然後下課學生繞著她。 
TE：是不是你有意圖這樣做？還是就自然發生。 
M6：應該是自然發生。 
TE：有沒有部分你是有意圖讓她，就是要設計她讓她更貼近了解學生的心聲或心裡。 
M6：這倒應該不是出自於我，應該是現在學校的規定，現在的學校規定，你跟著哪個老師她

的課你一定要去上，除非正好要回師大，或者是…，現在有比較強制性規定，我認為是，

學校有比較正確的輔導方向，這些實習老師，她們獲得學習的機會比較多。 
TE：當然這跟學校整個輔導大環境有關，你的意思，大環境裡面已經提供這個資源，你沒有

特別在這個地方著力，另外你剛才提到說，其實因為課程比她熟太多，這當然想當然爾，

如何帶領她讓她也能很快進入狀況，了解這課程的本身，你有沒有做過怎麼樣的嘗試？ 
M6：有阿！就基本上，我要求說她把我的講義做完之後，她要換成她的語句來寫， 
TE：這等於讓她練習一下。 
M6：因為我的東西還是我的東西，你要吸收消化之後，才會變成你的東西，但是你不可能在

短短一年之內，就把我幾年的東西消化掉，那我的意思就是，你先找一個單元，自己完整

的把它寫完，寫不完沒關係，你在這一年，你到時就是，去… 
TE：在看你的講義之後，他用自己的方式再組織一次，以這個單元，剛才上課第一節課，我

們剛才有問她。事實上，她也是參考你的講義，我們不太知道，她的動動腦為什麼要把向

量丟出來，她說，其實老師在前面部分有相同的例題，A1 大 A+B1 大 B，有，翻給我們

看，原來有，有一本講義有，她只是把它弄成向量來表示，另外就是，她加了一個運算，

ABCD 這個 2 階，那我就問她，你多了這個，老師前面，她說，老師前面也有交代，只是

他在這裡特別再把它拉出來，那中間第 2 個以後，其實性質的部分都是你的講義裡面，甚

至題目都一樣，她說只刪掉一個有數字的，我說他為什麼要刪掉有數字的，(M6：對對，

我的意思也是這樣)為什麼？你的有數字，她的沒有。 
M6：她的例題給的第一個就是 sin、cos，這其實壓力比較大的，應該先給數字，然後那個是

擺在後面。 
TE：原先你有一個數字的，她把它砍掉。 
I5：她從後面開始教，再教回來。 
M6：對。因為這原本擺在這邊，你說當練習是 OK 的，以例題的呈現來講，這可能難度… 
I5：就把例題上完之後，再來上習題。 
TE：所以原先你的想法，數字算一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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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6：先實例著手。 
TE：它的符號太多了。ㄟ！所以她改了。 
M6：她有一些自己的想法了。 
I5：M6 老師，你希望她能做一本講義。 
M6：你要試著寫，再去教，你才能發現問題，你才能進步，你自己能把東西寫出來，自己看

一看，說不定看一看，自己都覺得不順眼，你就知道該進步了！ 
I5：這方面有強迫她做嗎？ 
M6：我們學校有要求六個。我也有叫她做。但是因為.. 
TE：六個阿，要做六個單元。 
M6：他們要做六次教案，我說那麼多，後來好像，我們學校老師說太多了吧，學校要收，所

以我說多一點磨練也好，很多他們以後，我認為教學經驗對他們來講可能現階段來講是最

重要的，當然在教學上面有一些個人教學特質，人格特質等等，也會影響到以後教學的品

質，我是這麼認為。 
TE：所以，你是對課程教材的部分，教學活動設計，內容，把自己多年的講義，等於是心血

結晶，給她參考，去試著改寫，在教學當中，試著再去調整，重新結構，成為自己的一個

部分。 
M6：這是清楚的。 
TE：對於比如說每個單元某個單元之間，它其實有一些概念連結的問題，比較簡單的概念在

前面，初始的概念在前面，這部分你有沒有特別… 
M6：我有要求她要講，我說，你在上一個新的單元之前，你起碼要講這個單元從哪邊所延伸，

甚至你要結束某一個單元，你要講如果有延伸的教材，你要講說這個教材準備要用到哪裡

去，應該一定要這樣。 
TE：概念的前後聯繫，那你有沒有怎麼樣讓她往這方面做努力，我的意思說，如何去輔導她？ 
M6：現在還沒開始，因為我認為他前…，等於是來了兩個多月，現在主要都還在聽，只有前

面大概，那也沒有等於正式上，今天好像是第一次上，今天可能第一次正式，還有上一回

兩次，她檢討考卷而已，因為，我帶學生去墾丁去，今天才第一次，等於是第一次，因為

當初就是講說要哪個單元給她上，我挑來挑去就這一邊， 
TE：那你有沒有跟她特別分享你認為可以幫助比較能夠幫助學生快一點或者比較能夠懂她所

教的數學概念的內容的一些教學方法，或一般的教學方法跟她談。 
M6：沒有。因為我認為，數學應該沒有什麼速成的吧！而且像你高中數學來講，像一樣的嗎！

家長目前來講，看的是一個結果，比如說，當初語言資優班，叫我去上，考試出來成績都

不好，因為當初，原來國中讀語文班，數理好的都來考數理資優班，就是他們自認數理不

好，才留在語言資優班，那你沒有自認數理不好，數學都不見得考好，那自認數學不好的，

這個成就比例來講就比較低，一考出來又差的話，當然家長也滿急的，因為畢竟她們受到

的關注比較多，現在變成一個想法，還好因為他們班是我教的，如果是別人教的，可能又

有很多話，是不是教得很差阿，學校就會講，人家也是隔壁數理資優班，大概家長也勉強

忍受，勉強接受，現在慢慢，因為以前一年級還沒有分組，現在自然組社會組分開，當然

數學比較好的在這邊，社會組來相對就比人家好，話就比較少，所以我認為說，她以後要

面對的，可能比我還多。 
TE：一方面她說，你並沒有特別在教學方法上，跟她討論什麼。但是比較多的是在課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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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6：她教學方法上，我認為態度是有， 
TE：你剛才有講，那種規範，怎麼看待學生，投入阿 
M6：也不只啦，很多，還有自己本身的行為，對學生的關注那些。她因為一下課都有到辦公

室跟我聊聊，聊幾句才回教務處。 
TE：有時候是耳濡目染，你沒有特意做什麼，她已經感受到。 
M6：我認為跟著師父就是這樣，我認為這很重要。 
TE：這個人給你的感覺就是這樣。她就學到，她就體會到。你們呢？我是插花的？如果沒有

問問題，就打屁股。 
I5：那你有沒有特別要補充，要注重的？ 
M6：你說數學教學方面的。 
I5：在教學這方面，有沒有補充的，或這堂課的缺點你還有沒有什麼突然想到的？ 
M6：你是說對她而言？ 
I5：特別注重什麼教學？ 
M6：基本上，我認為她缺點就是剛剛講的這幾項比較重要，基本上來講，以她的口齒算清晰，

雖然速度嫌快了一些，音量剛開始，我們在後面還覺得比較不足，但是還好，如果以現在

我們接近的年輕人來講，她的口齒算清晰，現在比較多的是，把話都在嘴巴裡頭，我不知

道現在是不是都流行這樣，唱歌這樣唱，講話都變成這樣，所以聲音都是這樣連在一起，

現在比較多這種，現在我們看，話都在裡頭，像我們以前在學校裡頭，我門受到的，在教

材教法，要很清楚阿，一些表現，其實有一些明顯的缺點，大概第一次上的時候，她自己

修正的滿快的，我跟他講了以後，比如說，寫黑板都背對著學生，蹲下來寫.. 
I5：她有說，老師跟她講說不可以背台，不可以蹲下來寫，她有特別跟我講到這件事，那你

說這單元特別挑出來，有沒有針對這個單元，在這堂課試教之前，妳有沒有特別叫他做什

麼事情。 
M6：我只交代她，就照著講義來上。 
I5：有什麼特別有什麼建議。 
M6：比較沒有，因為我認為這邊，交給她的是比較輕鬆，妳就按部就班把它介紹完。 
I5：M6 老師你的意思是，如果是別的有一點點… 
M6：那可能就要很多，像剛剛我就在那個班上，我就提出一個問題，比如說兩個向量不平行，

三個二階行列式不等於 0，我後來去問那個學生，你們誰到底知道這個東西，我說，你們

如果不知道，為什麼沒有人提出問題，說這個東西我不知道，因為實際上就我所了解，像

這個高二不管程度好或差，兩個向量不平形，這三個行列式至少有一個不為 0，能知道的

人算優等生，而且要能馬上感受到，起碼我是滿懷疑他們都知道。所以我剛問他們，他們

不知道。我有再接觸一下，可能這一點，我也會下來以後會跟她講，因為我認為說，我既

然是要看她，我不要一開始剛她講我要妳幹什麼幹什麼，(I5：結束之後，再看哪裡要修正)
先看你實際上的狀況，我們再來做一些，以我們的經驗來講座一些適當的整理。 

I5：M6 老師，她最後在下課之前，有那種第一個下課時間到了還沒上完，還有板書用完黑板

用完了，像這兩點，你有沒有給她什麼建議？ 
M6：這是要經驗，要我的話，通常是鍾響那剎那，筆一丟，就是結束的時候，不然就是剩下

兩到三分鐘的時候，你做適當的結尾，其實她在停止前的 5、6 分鐘，我就知道她講不完，

我們大概有教過的人，大概知道已經來不及了，10 分鐘來得及，我以為她要直接切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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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證明，當她一畫圖，我就知道已經來不及，當她圖一畫，大概已經來不及。 
I5：這方面，你有沒有想要幫她，譬如說，如何拿捏那個教材， 
M6：我現在以這種課堂當中，我倒沒有，我只有說給她，你要考高中，我就說開給你我的經

驗中，高中 20 到 25 分鐘的試教，大概常考的是哪幾個單元，大概 10 來個單元，我說你

把那邊的教材做好，再來一個個單元演給我看，你就控制那個，如果說以課堂當中來講，

我認為差一兩分鐘，在我們實際狀況的時候其實還 OK 啦，延遲個幾分鐘下課無所謂，正

好把它上完，省得重頭開始，或者，剩下 3 到 5 分鐘，我們做做看上一題，這個時間也帶

過去，這倒不必太在意。 
I5：還有一個版書，這個… 
M6：那當然是有問題的。 
I5：你有沒有想到怎麼去… 
M6：因為她切割了三個版面，我曾經跟他建議兩個版面就好，因為你字一定要大，妳寧可給

學生看得舒服一點，不要讓學生說看不清楚。尤其是擠到最後面，一定是不好，而且擦也

要擦前面，不應該當題在擦，她這個表現，應該跟前面是相呼應，像比如說，一個例題你

有沒有完整地寫完，那你有顧慮到一個例題我要完整的寫完，那一個證明更是不能，有些

東西是馬虎，也不能剩下一點點，乾脆這樣，不行，這是不好的。 
I5：除了這個之外，待會我們要談你平常你跟她的輔導，在這堂課，如果說要今天要你再給

他一些建議，你還有沒有認為她還有需要加強哪些地方？ 
M6：加強哪些地方？第一個就是，結論必須一定要呈現。你介紹學生一個性質的結論，你就

一定要呈現， 
I5：我有發現這次她有在做證明的過程，最後沒有下一個結論給它。(M6：對，你最後一定要

個結論)，讓學生知道這在幹麻。 
M6：對，一個結論要出來，這第一點。結論沒有出來。第二個，例題解得並不完整，因為她

一個例題完了，題二、題三，啪，一個答案出來。我認為這樣可能是不理想，對大部分的

學生來講，你第一次示範給她一定要是完完整整的式子，因為等他熟了，他有些步驟要省

略，是他的選擇，老師在教的時候，必須每個步驟要完整，這樣對大部分的學生來講，才

會是比較有助益的。第三點，口語話的一個問題。老師盡量不要有被學生認為那是你的口

頭禪什麼，那可能是不理想。 
I5：那像是「就跟他拼了」，(M6：這還好。)因為 A6 也說你也用過類似的辭。 
M6：有的時候，是增強一下。但是，如果不傷大雅，偶而用一下，像比如說現在大家常在解

題時，暴力解題法，拼命，就是硬來嘛！硬來的話，就少了一點巧，但是如果代數的話，

還好，代數上面還好。那就是一個板書，板書我認為是經驗的問題。 
I5：關於板書，有沒有想說，除了說在口頭上講之外，再特別開一個時間給他。 
M6：以前我有建議她要讀報。拿報紙一個一個字讀，錄音完，放給自己聽，是否真的有清晰，

是否清晰，你自己講的話，你自己都聽的不太清楚的時候，你怎麼寄望別人，我建議她讀

報錄音起來，自己放給自己聽，跟我們現在她上課情形把它錄影起來，叫他自己來觀摩這

意思是一樣。板書的話，寫整齊就好。我還是建議她兩個版面，他說他們同學流行三個版

面。(I5：一個版面三個 block)，我認為三個好像擠了一些，看情況，除非你那個有一個是

很小，做簡略運算，三個，他今天不就是三個出問題的嗎？一個圖，他畫一個圖，在這邊

就擠住了。你起碼兩個版面，右邊留大一點，說不定做一些其他運算，這可能自己上個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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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三次，就會感覺得出來三個是擠了一些，因為高中的東西，有的東西是不少，你寫得那

麼小的時候，剛剛那個教室還好，30 個學生而已，你有的教室人多的時候，後面的視野

就不容易掌握的住。 
I5：那我們現在麻煩要跟你探討的是，你平常輔導的策略，可以請你大概說一下，你對 A6 平

常的輔導方式大概，如何帶她？比如說，有沒有什麼特別的策略，有沒有想過用什麼方法

帶她？ 
M6：就是我個人有什麼特別的策略帶她？ 
I5：你有沒有想過用什麼方法帶她，在她還沒來之前，你知道有這位實習老師，你在那時在

心裡有架構整個什麼程序來幫她， 
M6：有阿！第一個是剛剛就講了，要她讀我的講義，自己教材的熟練度，可以幫助你的教書，

第二個我是要求，每個月，我們要錄影一次，她要教一次給我看，教一次給我們看，我們

再來一個檢討，概略就是這樣，因為等於是兩方面，一個是教學、一個是實習的。本來我

是有問她，如果你在上的時候，你們那些數學還有 9 個，我說一起來看、一起來聽，互相

觀摩，現在學校是有要求他們互相觀摩，但就不是我…好像是他們實習老師之間的互相觀

摩，就有一個上，實習老師都要在，我本來的想法是說，是不是幾個有帶學生(實習老師？)
的老師一起來看這些學生，一起來看嘛！你不要只有一個看，因為一個人是一個角度，每

個人觀點是不一樣，有一點差異性，大家一起看，可能看出來的問題更多也不一定，因為

現在如果說事實上，在學校的教學觀摩大家都講場面話，都是講妳好處，窗戶開得很整齊

阿！空氣有流通，並不敢實際上針對問題來講，敢講的事實上沒幾個，都你今天上得很好

阿，版書很秀麗，門窗有關好，學生桌椅有擺好阿！都是講這些，我們看得到，如果在學

校做教學觀摩都這樣，他們這樣子來，老師對學生其實還是有一些比較正面的看法，而且

本來就是自己的學生，所以在講一些問題上面，就比較可以直接一點的講，溝通上沒有問

題。 
I5：關於那個 20 分鐘，每個月預定好，每個月錄一次，大家討論… 
M6：不一定，不一定 20 分鐘，就是一個單元， 
I5：當初怎麼會想到這個策略？ 
M6：當初怎麼會想到這個策略，好像我表妹到國外去，她申請講學金，拿 TA 的時候，人家

去的話，一開始就…，他們你拿這個，每個人就是要這樣，你沒有通過獎學金要停掉，我

看這個很好，你錄影起來，你可以看到自己，而且他們是一群人在那邊，也不是批判，我

認為那是觀摩互相一個磨練，像我在這邊看了那麼多，評審，等於是看了那麼多的試教，

我發現自己也學了滿多的，真的是學得滿多的，有一些是什麼比較好的，什麼是不好的，

我認為說這一些經驗我就是要交給她，有些事情怎麼樣完全一定要避免的，甚至於我們聽

到的，或者是在口試裡頭碰到的一些問題等等。都會… 
I5：你多多少少有一點就是，不管實施哪個策略，都想要幫她去應付教徵，(M6：對)，這是你

本來的宗旨應該是要如此，(M6：嗯) 
？：這個錄影的單元，你有特別幫她挑過嗎？還是說… 
M6：沒錯，我有丟差不多十幾個單元， 
I5：自己挑一個單元出來上，(M6：對)，那她上一次上克拉瑪定理， 
M6：上一次不是上克拉瑪，她有一回不是在教室上，有一回只是上給我一個人看，(I5：對對

對，那一次是…)我也忘了什麼，因為那一回主要不是要看她教材內容，主要看她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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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台上的一個樣子。 
I5：那是即時馬上給她建議，還是她教完一個單元後， 
M6：上完，上完才開始講，就針對她剛剛一個問題來講。 
I5：聽她講，因為現實的問題，到目前只有實施過一次，(M6：對)未來應該還會有， 
M6：要阿！盡量找。 
？：那個教的教材，她要教的內容，你會先跟她討論 
M6：她有先給我看， 
I5：你就稍微先看一看，建議的部分大部分就上完課在後面， 
M6：一起啦！ 
I5：未來還有沒有剛才沒講到的策略，譬如有要做哪些事情？ 
M6：我認為最重要，你就跟老師慢慢學，我認為這比較重要，我是比較鼓勵認為說，他們現

在老師，像她就一直看著我的課，我是認為這樣比較不好，鼓勵她是不是可以去看看別人

的課，偶而啦！你比較一下，一定這個老師有某個優點某個缺點，就是看他缺點也是種鼓

勵阿，你能看出人家的優點或缺點也是種學習阿，我是鼓勵她去看，但是當然還要徵求別

的老師同意，因為有的老師，你來上我的課，看了我就不會上，或你來上我的課，我不自

在，我是想說挑幾個我比較熟的老師，而且比較願意，她只是靜靜去做觀摩的動作就好。 
I5：有沒有給她規劃時間表，譬如說什麼時候去… 
M6：還沒有，最近她也很忙。(I5：聽說你們行政工作很忙)她有接到一些突然的。 
I5：她前天參加那個園遊會，就是那個 
M6：金頭腦的計畫之一，那是我叫她去的 
I5：為什麼叫她去。 
M6：第一個她是我自己的學生，第二個，我認為她實習老師有很多的歷練，多累積一些經驗

之類，像比如說 TRML 我本來也是那隊的老師我要報她，我認為說在這一年裡頭，讓她

多方面的嘗試，累積一些理想有關教學的一個經驗，像這回去金頭腦，我也說就掛你的名

字就好，也不要寫我的名字，我說你這樣多方面的嘗試，對你自己本身的經歷也有幫助。 
I5：到時候教徵應該要看出來… 
M6：起碼那一本拿出來，現在不是流行帶一大本，你就一頁一頁，當然我也是希望自己的學

生這樣累積很好的資料，也有理想的教學技巧，最少她的一個，來跟著我學，起碼她可以

徵選上一個教職，這是最基本的一個要求。 
TE：所以你把帶實習老師，當作是你的，怎麼樣講，就是說，她以後如果能夠，很快謀得好

的教職，其實應該是說 
M6：達到主要的目標之一(TE：對)，你至於說，會不會成為一個良好的老師，我認為那個誠

意太高了，那誠意太高(TE：先面對現實)，你能不能真的去學，甚至有的人我們看到，你

學也沒有用，你問也沒有用，像我也當過口試委員這麼多，你今天剛問了，現在是變成她

跟你答的，答的是你想聽的，她又不見得是以後進來以後做得跟答給你的一樣，她只是答

你想聽，你如果說，人家在問你，你都答一些人家不想聽，你是白目，你自己不長眼，你

明知道人家不想聽什麼東西，你還要講那個東西，你自己不長眼，但是現在以我的觀點，

所以我都在我們學校教評會我講，以後打一個括號，口試過程錄音中，我說你們要不要訂

這個，進來的話，來的時候說，你要不擔任導師或行政工作，沒問題，什麼事我都擔任，

來到這裡，我家裡怎麼樣，我什麼，我說放錄音帶給她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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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其實可以錄音的。依法，是為了公正性嘛！ 
M6：我說你就放錄音帶給她聽嘛！ 
TE：大學推徵，很多系所都有錄音。 
M6：人家現在當校長也無奈，我們校長也講，校長你怎麼不要求她，結果我們校長說，我跟

你講，沒有用啦！校長講，沒有用，如果她要進來之前，你叫她頭剁下來給你，好不好，

好，進來後什麼也不理你，因為我們其實現在學校單位對老師工作保障，其實說實在的，

要叫一個走很難，我剛來本校的時候，那時候一個好校長，要聘一個很簡單，我簽名就好，

要叫她走，她說，很難啦！很難。可能這個相對性，所以說，透過這一年的實習，就要能

夠體會到什麼以後怎麼當個好老師阿！不太能夠。但是我認為說，有些東西她用眼睛看，

學得到的人就會學，像尤其自己的學生，我們已經帶了三年，我們的做事是怎麼樣，對學

生怎麼樣，他們畢竟都很了解，那你現在是，畢業了，沒有這種很明確的師生關係，你自

己再來看，這個老師是不是還跟以前你想像的一樣，你要學就學到了，對不對，如果我一

直叫你，你一定要像我一樣，怎麼要求自己，怎麼對待學生，真的學得來嗎？ 
TE：這你第一個徒弟嗎？ 
M6：有一個是叫做鐘國中， 
TE：阿，鐘國中是第一個喔！ 
M6：來了一陣子，因為要留校長室，她說，我要去考代理，所以代課來了兩個多月。後來又

出去。那個時候我們也是一樣，我的筆記就先給你，你自己整理一套你自己的東西。(TE：
這裡是一樣)對不對，講義。 

I5：講義是一樣，就給她先讀，看能不能自己再… 
M6：對，他那時說要考的時候，我就把他帶到家裡，就關了一整天。 
TE：教了他什麼？ 
M6：ㄟ，早上就在我家裡，你就把教案給我寫幾個出來，我就抽一個帶到我教室，一對一，

那個叫室沒人，你就上給我看，那個時候因為馬上就要考，那就不是上完了我再講，上三

分鐘不滿意就下來，我上給你看，結果操了一下，帶到我家吃飯，我女兒就問我，爸爸，

哥哥怎麼搞的，我說怎樣，我看他都垂頭喪氣吃飯，大概想說，我怎麼給人家說成這樣，

因為馬上要考了，我就把我看到的缺點馬上跟他講。 
TE：立即、快速的、直接的，有時候真的是… 
M6：對阿，沒遮版面，你怎麼可以這樣遮版面，筆順不對。 
TE：他後來考上？ 
M6：都上，沒有上的地方也第一候補。 
TE：他會非常感謝你。 
M6：他現在只要沒事就跑到我家裡。現在在竹女。 
TE：新竹女中，鐘國中， 
M6：去年一年還是兩年。 
TE：他講鐘國中，就是我教過的，清大的。 
M6：他們那一年考兩個，兩個都是我的學生，另外一個是台大數學系謝怡君，兩個都是。 
TE：喔！清大教育學程，我在女中就看到兩個，還有一個鐘國中，那就三個，鐘國中我印象

很深。 
I5：所以，對 A6 的輔導策略，跟之前應該是一脈傳承下來，都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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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就那兩三個月。 
M6：對阿，這是第二個。因為以前我們學校都不收這種主科的。剛剛我講的，你很難切割適

當的單元給他上，像你二年級這邊，也是他上學期一來跟我講，我就找個老半天，找哪裡，

我就說那就行列式，空間中的東西也不敢給他上，因為那個連帶性很強， 
TE：對，剛才之前我們在裡面休息室的時候，M6 老師有講到，原先專業科目的，數學物理化

學不收實習老師，他們學校原因是說，這個學校家長期待很多，學生也就反應這樣的需要，

需要這個資深的老師處裡，但是實習老師來會造成困擾。大概是這樣。(I5 現實面的問題)
現在慢慢都是校友回母校，你也比較不好拒絕。 

M6：以前也照樣拒絕，其實是教務主任的態度。所以現在有個名額，各科開出來你要幾個實

習老師，你可以提供幾個實習，就是我實習老師你可以接受幾個，像三年級就比較不適合，

二年級我們看起來也不，現在要塞也要塞一年級，但一年級我看也很難，高一現在數學是

最趕的，高一上，你要哪個單元給他上，我看高一也是很痛，現有一個化學老師，他都是

高三的課，你這個實習老師上什麼。 
TE：那 A6 如果明年教徵之前，你會把她拖到家裡關起來… 
M6：那就要看她學習的狀態，如果我認為還好了。 
TE：那就沒有必要。 
M6：對，但如果徵選前，就看她的需要。因為，我認為說以我們的經驗看那麼多來講，有哪

一些是很明顯的缺點，應該是看得到。 
TE：你的意思是，平常如果這一段時間，已經給她有指導，你只要評估效果(M6：對對)那像

鐘國中是比較特別， 
M6：而且那個時候馬上要考。但是我認為經驗很重要，他去那邊磨了一年以後，他才考一所

就考上，他說馬上要簽，現在流行，你馬上要決定，不到別的地方去。 
TE：沒有什麼理由不簽的，清大畢業，鐘國中研究所… 
M6：他有準備考回桃園。 
M6：還有什麼問題？ 
I5：A6，有在訪談的時候說他很崇拜你，你有沒想說希望他從你這邊挖走，不要說你要強迫，

你有沒有希望他從你的身上學到什麼性質或特性？你有沒有感受你有什麼東西可以給他

挖的？ 
M6：這就剛剛我的一個講法，我認為教學三分之一是經驗，三分之一是自己的努力，另外三

分之一是人格特質，人格特質是學不來的，但是基本上當你很努力的時候，其實學生一定

都感受得到， 
I5：誠意態度，感受你對學生的執著。 
M6：像比如說很簡單，上我的課學生如果不是公務，他不敢遲到，為什麼？我每節，甚至於

你上我三年，除非我有特別的事，我一定是鐘響進教室，我一定是鐘響進教室，所以學生

上數學課，他一定是早就準備好，你就很簡單，我帶導師就很簡單，你比我早到都不算遲

到，你遲到就兩個條件，在學校遲到還比我晚到，只要比我早到都不算遲到，反正我就是

固定那個時間，我也沒有什麼處罰，我覺得說跟學生來講，當然人格特質，我基本上就是

很誠實的講，我也不拐彎抹角，你做什麼事情，高中生比教好教，他分得懂是非，那你老

師有沒有誠懇，家長雖然不認識，但慢慢時間夠了他也會認識，像我們前幾天開親子座談

會，那我大概在家裡花了十幾個多小時，每個學生我都打對他的一個看法，我對你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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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我就一個一個發給你，本來想很多，公開來討論，但是有得家長會覺得說，我這小孩

子問題，是我個人的問題，有沒有必要來公開討論，那雖然說寫單子來的只有二十幾個要

來，但是你也不敢預料說這個人來不來，當然也沒有寫很多，但是每一個我就把對他最近

的觀察看法，還有對他的建議，有點家長看了就很感動，我是認為說，當老師就是要把別

人的小孩當成自己的小孩， 
I5：像 A6 也需要這一點嗎？ 
M6：這要他自己去體會，像你現在這種年齡跟我這種年齡的講話就不一樣，像我如果是接到

一個班，第一次開會，我跟家長講，你們用你們的眼睛去看，我在這邊就承諾說，我會帶

你們小孩子就像我的小孩子一樣，但是也是一樣地去要求，慢慢的有人會體會，但是也有

人體會不出來，不是百分之百，但大部分沒有什麼問題，像我現在畢業好久的學生常常在

我的家擠成一堆，到我家擠一擠，從早上 10 點鐘待到 5、6 點鐘都不走，聊天聊很久，像

現在這個班的學生也是，你們看到的他們都是嚴肅，其實平常上課，上數學課他們說他們

很輕鬆，其實我說不會吧，我的看法，你們上數學應該是你們最痛苦的時候，怪怪的，那

班女生怪怪的。不是怪怪的，我是覺得怪怪的，跟我的想法不太一樣，我認為應該他們上

數學壓力最大，他們說沒有，我說怪怪的。 
I5：老師，那平常 A6 跟你請教過教學或數學的問題？ 
M6：會會，他滿主動的，個性的問題，有的學生會跟老師有距離，他本身的，大概人格特質，

他本來在高中的時候，在他班上就算是個 LEADER，本來就是個性活潑，所以他跟我的

溝通沒有什麼問題，他數學還講，老師我這樣算行不行，我說可以，怎麼不行阿？我們都

可以接受。 
I5：M6 老師，我們大概要問到第三個部分？請問一下，你知道 A6 他在學校都從事哪些活動？ 
M6：這個學校，他只有上我課的時候會去看跟數學有關，其他時候我知道在學務處，馬上要

調到校長室，他們說現在是輪的，至於我導師班的事，我是比較沒有叫他去，我說你看我

這個班不準，因為我帶的數理資優班，本身他有自己的事情，所以我是比較傾向於向學校

要求，要帶其他班級去看，看得普遍性較強，因為我們那個畢竟是篩過，狀況比較…，而

且我比較認為說有些事情，班應該整個下來，中間放給他的時候，可能我自己也不放心，

尤其他們年齡比較近，領導風格不同，如果說他領導一整年，或三年那就 OK。 
I5：因為我們剛討論說，A6 剛才那堂課上得滿順的，有個原因在於是說，你那個班級常規設

定得很好，你有沒有想過說，如果 A6 去接了一個普通的班級，常規還沒有建立之前，妖

如何幫助他去… 
M6：這倒是我有思考過，因為我們鄰近有一個中興國中，我很希望他去那邊上個幾次，透過

一個私人的關係去拜託，我很希望他去，原因喔，我的原因很簡單，你未必一定是可以考

上高中當老師，也不見得在這麼一所高中當老師，你不一定在哪邊當老師，那如果是在那

種狀況，你沒辦法去跟國中生做接觸，你沒有辦法得到第一手的訊息，你以後再跟人家回

答一些問題，你根本就是隔靴搔癢，因為你沒有一些切確的經驗。我是滿希望… 
I5：所以 M6 老師是希望他多一點經驗，像國中生常規不好建立，你也希望他去碰碰看， 
M6：對，你要先接觸嘛！ 
I5：口試的時候在回答問題的時候，你才知道回答的方向，你會不會教他一進去，新的班級

先定什麼常規？ 
M6：這倒還沒有，你一個老師剛到一個班級，就定很多的規矩，我看馬上被反彈，像我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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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班級，我很少定規矩，其實我班上的規矩很少，我很少定規矩，我認為規定多了等於沒

有規定，但是我規定到了我一定要做到，很簡單嘛！學校已經有那麼多的規矩，班上還定

那麼多的規矩，我認為一切正常一切守法，這一些東西都有那的多教育專家或已經那麼多

人集思廣益，既然在一團體裡頭，就接受團體的合約，只於我本身有強調，比如說我就討

厭一個人擦著油進教室，你高中生就不要把我幹這種事，我不希望你穿著體育褲，什麼天

氣熱把褲子捲起來，你就給我放下，這一些我可以要求，我很少定一些很細的東西， 
I5：那如果說，你不是建議 A6 可以去國中碰碰看，如果已經決定要透過私底下的管道，那有

沒有在這之前，先給他一些建議，要有什麼心理準備？ 
M6：有去的話，我當然會先打聽清楚問好，因為現在好像有聽說滿多的新進教師到了國中以

後受到了很多很多的挫折，什麼教學熱忱都沒有了，到了最後，好啦，我也來等退休了，

好像滿多，有人第一年就受到滿多的挫折，可能以後不要說好老師，一個應該當老師的就

沒了，因為國中現在給人家一種感覺，就是在鬥牛，有沒有在教，我認為這又是制度面的

問題，但是這畢竟是現在一個實際存在的一個狀況，我認為他應該學著去面對， 
I5：所以，你很強烈的建議他應該要去碰碰看？ 
M6：我滿認為他不應該關在這裡，因為很多人，校友回本校，為什麼，熟悉嘛！跟著自己的

老師，為什麼？因為你期望多幾分被照顧，但是我認為這種期待，是可以期待啦！但不要

認為是應得的，因為說不定，你去的環境是你陌生的怎麼辦，就像剛剛的，我們之前有一

個學長，那個時候我們有分發，一分發到美濃，他本身閩南人，分到美濃，不會講客家話，

一開始租不到房子，後來去了以後，客家人好好客，又尊敬老師，好過癮，他說剛開始租

不到房子，但是你能不能適應這個環境，你自己能不能心態一個調整，所以說我是認為你

既然要走教學這一條路，而且你路還沒有固定之前，是不是你國中國小，不要到國小，國

中高中，你高中這邊當然是第一流的，但是我認為你要跨出去看一下，尤其你自己本身國

中好班，來到本校又特殊班級，你都是這種特殊環境，離開這個環境之外，你認不認識，

你不認識她，你怎麼去教他，你能不能很快去適應，或心態能不能去做一個適當調整，我

認為要學一下，在我們能找得的，已經是幫他了解這個班大概還想像得到的環境去嚐試一

下，我認為沒有問題，20 多歲了 
I5：你認為 A6 他當實習老師，他應該扮演什麼樣的角色？ 
M6：還是要扮演一個學習的學生角色，我認為實習老師就是來學的，你各方面的嘗試，所以

其實我並不排斥說，他去行政單位去轉幾圈，你說不定以後…，我們現在這個教務主任還

好，他時間分割得，你不能超過三分之一，好像有這樣子，事實上執行得如何，我們不知

道，但他有自己寫下來，可能他自己也會有警惕，不然有的學校對實習老師來講，就廉價

勞工，是不是這樣，甚至有的時候，留了一大堆資料不打，等到實習老師來就拼命打，就

變成都是做這些事情，這位主任有在留意，有在規範。 
I5：你認為輔導老師應該扮演什麼樣的角色？ 
M6：輔導老師當然理想狀況，讓你的實習老師以後能夠當成一個稱職的該科老師，甚至於是

學生的好老師，但是事實上，我認為身教重於言教，與其在那邊說你要幹什麼，我就做給

你看，你跟著學，你講他就聽得進去嗎？你不講他就一定沒學到嗎？還是你做給他看，讓

他自己來學。 
I5：你多多少少在帶 A6 的時候，有在帶學生的感覺？自己做得好，你看我，你會判別是非… 
M6：對阿，我認為重要是這樣，你就看嘛！當然有的時候有些事情，我們可以聊聊，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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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觀念，算是溝通，轉變很難，兩句話就要一個人轉變太困難。 
I5：最後，如果要你給 A6 一點建議，你覺得綜觀所有各方面，你要補充什麼事項？就是從帶

他這兩個多月？ 
M6：我認為他本身沒有什麼太大的缺點，只要給他時間，他會變成一個好老師，他會是一個

好老師，我對他綜合的觀點是這樣，因為致命的缺點都沒有，第一個個性沒有很奇怪，口

齒以目前來講是清晰的，版書，好像經過叮嚀一次，好像進步得滿快的，其他的，我認為

他本身對某些觀念來講，還滿肯付出的。 
I5：你所認為的致命缺點還包括？ 
M6：有些人個性滿奇怪的，有的人我當評審這麼久，有人一上台我就知道不會錄取，甚至於

是不只在這邊不會錄取，到別的地方也一定不會錄取，這我跟 TE 教授剛剛有談到這問題，

我說奇怪，是不是在學校裡頭沒辦要求到這個樣子，要我們以前的話，那個 X 老師，開

玩笑，你上一節他可以講你三節課的缺點，但女生他不講，他只講男生，女生怎麼樣他都

不講，我們都在後面聽阿，就跟 TE 教授講得一樣，你聽的人有的是用心在聽，有的人就

反正沒我的事，他是在講他不是在講我阿，你在觀摩的過程當中，現在很難的是我們在提

供他觀摩的機會，他觀摩當中每個人學到的東西不一樣，如果他有心在學，觀摩有沒有用，

觀摩一定是非常有用，累積經驗改正缺點非常好的方式，像我就看過，有人一上台，連走

路都不會走，就在邊跳跳，不知道在跳什麼，一上台人家就會覺得很可笑的，那就是我講

的致命的缺點。或者是有的人讓人覺得太黑暗，我們也知道有些評審，在當評審有些癖好，

不喜歡男生穿絲質，看了很噁心，這也聽說過，我是認為說實習老師的指導老師最重要的，

你就是身教最重要的，你要我怎麼教我怎麼教，我在後面看你都沒有這樣，你叫我這麼教，

你要求我怎麼樣，你都沒有這樣，這麼大的一個人，都大學畢業，他看得到嘛！他即將當

老師的人，他是非難道沒有嗎？所以我認為，大部分會來接實習老師的老師，都想把實習

老師帶好，接著就是，自己學了多少的問題，基本上來講，像我們學校有十幾個實習老師，

看一看，在這裡頭 A6 算是比較優秀的一位，(I5：當然)，這實際上，所以你看我有些事情，

人家交給我，我就直接交給他，我只是告訴他怎麼做，讓你去做，我也是滿希望多累積一

些東西，甚至學一些經驗。 
TE：你覺得你跟 A6 之間的關係，你比較像是扮演什麼樣的角色？ 
M6：還是老師阿！ 
TE：不太像高中時代的老師，那個時候你教他數學，現在教他教學， 
M6：不會阿，我認為還是差不多，不然你問他，應該還是差不多。 
TE：那老師是扮演… 
M6：讓他學習，讓他模仿。因為以前我們上數學課，有些問題也都是討論，甚至於有的時候

你有比較好的方法，你上來，我們一起討論，換我來學，我們都是討論，那時他讀的班級，

算是我們的第二個班級，也算是比較好的班級，越好的班級，我們給他的資源就越多，那

現在是一對一的學習，你就看嘛！ 
TE：他有沒有曾經這兩個多月，發生過，老師，會批判你的教學，有這個膽嗎？ 
M6：他會來講說，我有另外一個教法，你看怎麼樣？老師，你剛剛這樣講不錯喔，我覺得，

我有另外一個做法，我說看了，可以能夠解都好，但是有的時候我看了覺得不恰當，我就

說，我為什麼要這樣講，我會跟他講原因，可能是在這個班，他這兩個班有去聽課，他第

一次跨到那個班去聽課，他完了，馬上來說，我剛剛上了好震撼的一課，你在那個語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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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班的時候，你每個步驟都慢慢講，帶帶，數理資優班怎麼一點，自己算，你所謂的自己

算，你下面的學生是真的在算，你算完了他們才進入下一題，在數理資優班，他是真的有

在算，他說，兩班都很認真，實際上不太一樣，在你班上看到的是堅定的眼神，你講完了，

有的人是沒在聽你上課，他只是偶而看一下，老師想的有沒有跟我一樣，在語文資優班，

有的人是惶恐的眼神，他在看的時候，他本身是讀二班，他說，你上每個班級真的是不一

樣，我說，本來就是不一樣，你又不是放錄音帶，如果每個班上的都一樣，那全國也不用

找那麼多老師，找一個人拍錄影帶，每一個班放就好了，我說，本來就要有老師的存在，

你就針對在場，你要掌握學生的情緒，所以時剛剛他也還好，有掌握到一些情緒，但是叫

的時候，太隨機了一點，偶而隨機偶而針對，因為有的時候你問一個問題是要製造問題，

是要準備下一個預備，不是只要一個結果而已，但是正好這個地方不容易表現，因為當初

的想法是這個地方也不容易出錯， 
TE：所以，你挑了這個單元，是你覺得對一個實習老師來講，會比較不容易出錯，比較容易

四平八穩，我聽到了一輔導老師，沒有真正跟他接觸，他就，你挑一個你覺得最難的單元，

給你教，用這一步，這又另一個極端。你覺得如何？ 
M6：這大概是，其實機率統計下學期來，可能就有一部分給他上，可是要割哪裡？還不知道。

我原本的想法，他大概上個兩三週，三四周。這個地方是比較沒有問題，大概在這個時間

上，如果這段時間上，下一次月考時間之前，我還有時間去上一段時間，原來想法是這樣，

還是以學生為考慮。 
TE：那是滿極端的，所以這種背後老師用了很大的力氣。 
M6：最難的是，如果你刻意要拿高中的東西要拿來問倒老師，那是很容易的事情， 
TE：是教學單元裡面，對他來講比較困擾，就挑那個，那個其實他不是實習生，他就說，那

我挑他覺得最沒有把握，那就機率某個單元，好，就寫教案，其實這是一個很特別的例子，

他換校，到一個新的學校，他已經不是之前的老師，那個學校傳統，新老師進來，一個資

深老師來帶你。 
M6：這還不錯阿！起碼有一個資深老師。 
TE：他資深老師用這步，你覺得怎麼樣？ 
M6：如果你已經是六七年，這樣子，我認為是個激勵，如果不是菜鳥老師的話，(TE：深化

他的功力就對了)，那可能會是南部的學校，(TE：北部) 
I5：M6 老師，你會設計一些情境題給他嗎？比如說丟一些狀況給他？ 
M6：他數學上我比較不擔心，因為他有的時候會偷偷去專題研究，我們學校專題研究是分組

進行，數學物理化學生物，數學，像我班上 30 個人就是分成四組，那這一組數學組，純

粹做科展準備參加競賽，那這上面的內容刺激就比課本多了很多，其實像現在我們進行的

方式，專題研究，題目做完，我也是一個個上去講，你講給我聽，所以其實我們學生數理

資優班唸到三年級，發表能力還滿強，因為做科展也一樣，科展完了，各組介紹，你就做

簡介給同學，然後同學就開始攻擊，發問阿，這邊我聽不懂阿，你是什麼問題，因為我們

有整個下午，星期三下午，整個星期三下午，我們學校有自由度，因為鄉下學校，週會我

們可以不參加，把週會調下來，就三節，班會我們就開快一點，掃完地，下午三節課，整

個用。我們數學像我，我就六七個，像那個 TRML 在練習的時候，他也有過來幫忙，跟

著人家在想，他也跟著來玩，我說，你如果出去，人家問你在本校跟著誰，你說我，人家

一定會想數理資優班幹些什麼，我說你不能，我這個班幹什麼是你都不知道，因為你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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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老師不太一樣，至於其他班級的情境，我說，你教的，就不要在我這個班教，情境差

太遠，你到語文班教，所以當初才選到語文班教，他現在那邊聽一聽，他想到這一邊聽，

因為他想聽二次曲線部分，他絕得那個部分他想聽，我兩班進度不一樣，所以，我說你自

己看，你想聽哪邊就聽哪邊。 
TE：既然他個人有興趣，那就操一下。 
M6：對阿，處理題目，那些東西老實講，他是以前聽我上，他說再聽一次感覺不同。 
TE：剛剛講數學素養方面的訓練，教學素養的訓練，大概這兩個大方向，再來就是跟學生的

互動。 
M6：跟學生的互動，我認為還是第一個誠意，第二個還是看個人特質，年輕老師就比較容易

跟學生打成一片，像我這麼老，學生還可以偶而打成一片，就比較難得一點。 
TE：算不錯了，算很奇怪了。 
TE：這個計畫，我們今年系裡面，有一個總計畫，六個子計畫，我做我的，還有六個在做，

為的是有一點小經驗可以回饋，不要隨便說出去，就丟一班給你，你就上，這也是輔導的

模式，阿有在錄音阿！ 
M6：這應付式的，其實我們現在教育很多就應付式的，就像在高一一樣，他們數學不好，暑

假就來上兩個禮拜，一個禮拜多上一節，如果一個禮拜，我們學校老師有一個講法，如果

兩個禮拜就把他過去的錯救回來，這兩個禮拜不用了嘛！早就好了嗎？一個多上一節就好

了嗎！我現在對高一的學生滿有興趣，我就常常問那些教高一的老師，到底是差很多，還

是差不多，他們都說差很多， 
I5：我覺得思考比較活潑，我覺得帶起來比以前的學生覺得帶起來還高興， 
M6：會不會是我們帶的學生層次不同。在我們學校我們聽到，計算能力比以前差很多，又很

慢。 
I5：這是真的，你如果去挑逗他的思考，他願意跟著你走。 
M6：我認為現在會變成大都會區的，大都會區的學生越來越好，其他地區都往下調，像台中

從小學就有數理資優班，國中銜接，現在覺得國中不夠，要多設兩三所，那些學生國小不

必唸六年，國中不需要讀三年，那些學生從小就在一起，大家跟著學，他們進度超前滿多

的，所以一樣的幾何能力，很棒阿，跟我們這一區完全不一樣，我們最優秀的比不上他們

那一群，所以你看這一兩年的學測，台中區越來越高，有原因，因為他把好的集中來教，

北高因為是大都會區，接受教學資源多，我要補習交通方便，家庭環境好，我覺得我們教

育在這樣走下去，窮人沒辦法翻身，像以前我在學校唸書，我在學校學究好了，老師會盡

量教，就怕你以後不好。現在不是，現在給最少，我講的嘛！現在給陽春麵，他認為國民

教育給陽春麵，高中的教材現在也怪怪的，有問題的不等式，高三教，矩陣很難高三教，

是不是都在高三教，你高三真的要教教得完嘛！反正有問題都高三，在高一二有問題，那

也很好笑，我說高一高二學不好，到高三就自然學好，我也認為很好笑，我認為城鄉差距

可能越來越大。(TE：這邊 OK 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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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2)：M6第二次訪談錄音轉譯 95.4.25 
*********************************************************************** 

M6 第二次訪談錄音轉譯 
*********************************************************************** 

時間：95/04/25 
個案：M6 
訪談者：TE、I5（其中一位教學碩士班的研究生） 
 
訪談內容： 
I5：首先，可以請你針對他這次優缺點大概說一下！ 
M6：他今天的上課，優點大概，該講的有講到啦！我覺得他今天最大的缺點，應該是版書的

問題，版面的處理，我從頭到尾一直覺得，該擦的不擦，版面的處理，感覺怪怪的，基本

上，上一回也有提到，先講的先擦阿！(TE：有凌亂一點)不是比較凌亂一點，應該，以版

書以我們的觀點，字是比以前好，直的也夠直，但是整個配置，以我們的看法來講，不好。 
I5：M6 老師，你的教學錄影帶我都看過，你大部分的版書大部分是三到五行就完成，甚至於

是一題就可以佔掉整個版面，不像他這樣有三到五題佔一個黑板。 
M6：這個應該是這麼講，你錄的是數理資優班，他現在是語文資優班，數學能力是不太一樣，

像比如說，在語文資優班可能我們的每個步驟都要寫到最後，每個式子都要出現答案。 
I5：我更想要談到這一點。因為我發現 M6 您的數學觀念當中，其中有一個概念是說要求完整

性正確要做得扎實，那，我發現你在數理資優班當中寫得很詳細，就是說，那個步驟，像

剛才 A6 剛才有一個步驟直接就寫答案，他並沒有當中二項式，我看過 M6 的教學，就連數

理資優班都寫得很詳細 
M6：數理資優班有時候不寫。 
I5：可是我看到的是有，我猜測是您為了給 A6 看，希望他在語文資優班能用同樣的方法， 
M6：你看的是二項式定理。 
I5：這五堂課都是二項式定理，在這方面你很要求他步驟要慢慢寫，寫得很清楚，對於 A6 這

樣子寫得那麼快，你當初在教的時候，有希望 A6 能從當中去學到？ 
M6：有阿，不過我認為那是他們新初任老師的通病，就是很急的把她會的東西，都想一股腦

地丟給學生，他們對學生的感覺，或許這一半是天生的，三分之一天生，我認為教學三分

之一天生，但是我認為比較有經驗的老師，他其實會比較敢去抉擇我目前要給學生什麼，

或從他的反應裡頭我們適當修正，他們這部分能力目前還不是那麼的夠。 
I5：是說，除了你在之前示範教學情況下，你是不是有針對他這一點，我發現他對學生掌握

度不是那麼的夠。 
M6：其實都有提，這些都有提，後來也有一兩次讓她上，但他上一上，中間就會求救。 
I5：這個待會我們要談。 
M6：已經是沒有辦法再繼續了。因為這教材熟練度，還有他曾經碰過的情境，經驗不足。但

是新進老師，其實有的時候，有些老師來考這個試教，他們在一緊張的情況之下，越講越

快，就一古腦地想把他會的跟後面的人或在場的人表示我會這麼多。但是一急，反而是出

問題。 
I5：M6，因為我有大概稍微觀察一下，我發現你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停在讓學生去思考，

不管你是不是有在用口頭的或在罵學生，這都不管，我大概初估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

讓學生，這時間你沒在教，讓學生去思考，不管是去寫，你甚至還在課堂上說，不要只是

抄，抄是最後的步驟，所以我可以大膽的猜測你很注重學生的思考，觀看 A6 這方面，A6

就是比較快，你是不是有作相關適當的指導。 
M6：還是有，但是現在就是說，年紀還是有差距，像比如說，昨天我才改過來，他本來說他

今天在上二項式定理，他要丟一個 50 的 100 次方，為什麼餘數是 1，然後我要從這邊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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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來再告訴他二項式定裡的重要性，我跟他說不要，我給他，我說你一定不要這樣教，如

果我教，你如果是想修理一個學生，怕他不聽，先丟這個，你不會嘛！我教你這個教到你

會。這個可能可以。如果是我教，我把二項式定理把每個地方都介紹清楚，然後說當我們

碰到 50 的 100 次方，要求他的餘數的時候，我們應用二項式定理處理。他們還是太急了。 
I5：我有發現他在切入二項式的時候，概念和你切入的方向不一樣。 
M6：他有他自己的主見。 
I5：因為我觀察到您在上課的時候，是從排列組合的觀念帶進來。所以二項式你就接得很順。 
M6：我也滿納悶，他有看過我上二項式，以前他在高中三年都是我上，他沒有經過別人的手，

事實上是這樣，但他有他的一個想法，但是，我現在有一個感覺，他們或許現在要創意教

學，他也不想走老師舊有的那一套，他們是有自己的想法，他們要這樣那樣，像比如說剛

剛，你要的話是從 x+y 的平方、三次方，觀察係數，那邊有一個巴斯卡三角形係數，那對

照到二項式定理，他很快嘛！他一下子一次兩次，就先進入 n+1 項，那邊其實我們有經驗

的老師，會想，真的每個學生會看 1 就到 n+1，甚至於在教學生數學歸納法，也很避晦這

樣就推好了。那是觀察不足，我在想會不會是他們想跳離。常常有人會提到… 
I5：M6 老師有沒有發現，他滿多內容跟你在教的時候是雷同的。(M6：有，給的例題)像 1、2、

3 次方， 
M6：現在我有一個感覺，他是不是有自己的一個想法，看到我曾經這樣教，又跟我的有個呼

應，但是這便成兩個不順，因為我認為教學，老師要消化過有自己的東西出來。 
I5：M6 老師，你的意思是架構在你的資料上面，去作整理，想用自己的方式去顯現出來， 
M6：當中的呈現又不是，我認為教學不能一昧的模仿，或者是我刻意的要跟誰一樣，應該是

自己整個吸收完了，把自己認為的精華給學生，第一個我認為他今天犯的錯誤，就是版書

問題，第二個我認為他還是太急，像一開始他給了很多例題，像他今天的教案，我已經叫

他刪掉很多了，本來他還想更多的，這麼多例題，怎麼講得完。不可能，今天定理我是有

給他建議，不要今天作證明。我說，以語文資優班的話，你應該是先讓他會了會了，你在

用的過程當中，我們再給他嚴謹的證明，所以我是叫他這一堂課先不用急著證明。 
I5：關於證明的部分，M6 老師因為你對於要證明這一件事，你當初在課堂上是很強調為什麼

要去說服別人，如何去像不相信的人去證明給他看，引發學生去證明的動機，我發現今天

A6 很想要去嚐試跟你做一樣的動作，他有企圖明天要去作證明，他話中的意思是這樣子。

是不是這方面有受到你的影響。 
M6：應該有啦！ 
I5：你當初是拿排列組合來說明巴斯卡定理，但是 A6 是用巴斯卡三角形 
M6：來觀察看到那個東西。 
I5：那你對這方面的看法？ 
M6：這我沒有意見，我認為表達一個東西，或舉一個例子，你只要能說明清楚都好，就像學

生解題一樣，你能解對，只要是正確的方法，我都能接受。那像你看到的，我給學生時間

思考，因為這主要是數理資優班，他們解題的速度差很多，你不等的話不行。他們程度好

的人，那種題目是秒殺，他們寫週記你都可以看，他們看就知道答案，但是有的人是困在

那裡，但是我們上課基本上以最慢的為主，尤其我們班。 
I5：以語文資優班來講，A6 這方面就不是這麼的完整，因為他並沒停下來等學生。 
M6：有阿，剛剛有等，但等的時間夠不夠，那又…，這就牽扯到一個問題，像我以前在學校

有個濤老師，你們畢業以前，他一直叮嚀一句話，他就說，你寫慢一點，你講慢一點，你

會是個好老師，我到現在快退休，我反而覺得這句話是真理，我認為，現在初任老師或新

任老師常常是太急了，當然是對自己如果更有信心一點，對學生了解的更透徹一點，就不

必那麼急著把自己所知道的好像都要，那會雜亂， 
I5：因為，這方面你是不是除了之前示範給他看之後，那希望他從影片當中那自己啟發出來。

你是不是有其他相關的策略去幫助他去等待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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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6：最近是比較忙，你說針對等待學生這一點。應該看的話，其實我認為以一個實習老師來

講，我是認為他是學得滿認真，而且他程度也其實滿好的，但是，現在可能是經驗不足，

或者是說，我現在有一個想法，現在高中教材，對一個大學剛畢業的新老師來講是難，據

我們觀察，你說不要講說一個新老師，剛到高中來教的，像我們其實也看過，在國中教了

10 年或 5 年八年，上了高中來，垮的機率滿高的，如果自己不夠努力用功，我可以想像

得到，我當初教高中的時候，我天天在家中讀書讀到兩三點，真的讀到兩三點，我讀大學

都沒有這麼認真。真的天天在準備，我教材那個題目作了很多很多題目，自己消化了再開

始決定要寫什麼？剛開始教的那一兩年，我是自己筆記，我上課要講的題目包括詳解，我

都是寫在上面，當初有個感覺，我們上課的時候很喜歡引申，在第一年的時候，常常發現

一引申就完了，那後面碰到的問題，那後面碰到的問題，有的時候是我們在解題目或看書

的時候沒有預料到的，一引申，就發現錯了，有時候上課上一上，那時候我一次是上四個

班，經常看到上到第三個班第四個班，上課就很順暢，當一個老師自己覺得我上得恨順暢，

其實學生的感受也是一樣。所以如果當老師上課自己都卡住，下面已經是不行的。 
I5：M6 老師，你對 A6 這堂課有沒有什麼其他建議？ 
M6：第一個版書要好好加強，我叮嚀這麼多次，我不知道他今天犯了那麼多的錯誤，我這麼

寫這麼多從頭到尾大概都是版書的問題，該擦的不擦，不該擦的擦，一開始還從右邊寫到

左邊，後來我乾脆登記時間，怎麼會有一個東西，那巴斯卡定理寫到 10 點 55 分還在黑板

上，右邊那個字，該擦掉要擦掉，你已經不準備給學生看的東西要擦掉，然後為了不擦這

邊，影響到你的式子，光是一個三項式，就要分兩行寫，一個式子也要分兩行寫，如果這

是一個我們在評分的話，這是很不及格的，非常不好，平常在寫，今天怎麼會犯這個錯誤。 
I5：那對這項缺點，要建議的，那有沒有打算事後怎麼處理？ 
M6：有阿！因為後面幾節要叮嚀的話，其實他滿肯學的，但會不會是比較忙，因為他們兼任

行政工作，我也很意外，已經看了一個多學期，反而是版書的問題，我是說字是變漂亮，

單的字或一行字，但是版面的規劃，我一直問他準備好了沒有，他也說準備好了，但是我

認為他應該是，像比如說今天是那麼正式，我認為他對這一節課，他比我還沒有那麼注意，

比如說，我舉一個小事情，他上一節課學生外堂他都不知道，像剛剛比如說金教授剛剛來

的時候，學生回來的時候才搬椅子，其實我昨天就提醒他了，你早自習就要來看，不用阿，

我已經交代好了，學生是交代就可以好了嗎？如果我們以比較謹慎的態度來講，這種事就

該早自習來看椅子都擺好，什麼事都安排好了，甚至於你像這種比較正式的場合，是不是

應該 5 分鐘之前就該就位，怎麼還有人，他說都好了，我心裡就想我就看都好了以後的成

果，我認為像他們，我還當他是學生，有些事情讓他去試試看，試完之後，你自己記取這

個經驗，自己去體會。 
I5：還有沒有，因為我再過來就要問我觀察到的。 
M6：主要是版面比較差，內容倒…，有的時候是，寫一寫東西忘了寫，第一個可能我們解釋

是緊張啦！第二種解釋可能就是準備不夠充分，當你準備的很熟很充分… 
I5：M6 老師你說的是那個 Y 吧 
M6：而且不只一次吧！如果你準備很充分的話，這種就跟學生在考試，你準備很熟很熟的人，

你的錯就比較少，我們不敢講，誰一定都會犯錯。 
I5：M6 你這樣說，我又想起來，你曾經在課堂上講，平常要多訓練，多要求，這可以訓練你

的穩定度，我說這樣的觀念你對學生的要求，你有投射到 A6 身上去。希望他也能平常多

訓練多要求多充實，在教書穩定度上，就會比較穩定。 
M6：對他老實來講，我是比較尊重他啦！而且我覺得說教學的部分，你自己看你自己學，那

是不是一定要我們這種在學校的指導老師，一定要叫你幹什！？叫你幹什麼！我認為這樣

不太對！我認為你這個在教學實習裡頭，這個老師對你最大的影響就是做給你看嘛！那只

有說他真的上去上嘛！像以前我有時候也叫她上去上，把每個缺點告訴他，但是今天的版

書滿意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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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今天多了一個口頭禪，就是勇敢的。上次是說給你拼下去。 
M6：我也不知道現在年輕人一個口語，覺得比較新鮮。 
I5：他口語滿多的，譬如說，我發現他有一句話，「只要你會乘法，你就會二項式定理。」這

句話，可能是來自 M6。 
M6：我有講過，因為我的想法本來就是你會乘法二項式定理自然就會。 
I5：因為那句話是在等待學生算的時候，學生有點慢，就說你不會乘法嗎？只要會乘法就應

該會。 
M6：逼他往那邊想，你就是基本的一個乘法而已。 
I5：他沿用這句話的時候，多少有受到 M6 的影響。(M6：那可能)他的口語有，列到頭昏腦脹，

看到 sigma 先生就恐慌阿！巴斯卡定理跟二項式定裡有微妙的開始，太和藹可親，簡單到

不行，太平易進人，大家一起來和樂融融， 
M6：這可能是他自己的。 
I5：他口語話滿… 
TE：這些口語，你平常上課不太會用吧！ 
M6：年齡不同。 
I5：老師這些我知道，我看過 M6 老師的錄影帶，M6 滿要求要精確，不要用太多形容詞，東

西到哪裡，就停在哪裡，甚至要求學生觀念要清楚精確，而且要做果決的判斷，像這種比

較口語話的用語，大概 M6 都比較不常使用。 
M6：這叫代溝嘛！ 
TE：不會啦！口語過度，會讓學失分心。 
I5：這方面，A6 使用了大量的口語話，他對數學概念，往往讓學生，模糊掉概念的建立，這

方面，M6 有沒有想到如何幫助他？ 
M6：上回有跟他講，上回來的時候，教授還有你們也有跟他談這個問題。這個我認為是習慣

了，是可以叮嚀，還是要跟他提，所以我們可能是說，跟他講你這口語話太多，就是像剛

剛教授講的，就是你第一個會造成學生的分心，有的老師認為這樣會不會跟學生打成一

片，跟學生比較接近，我現在的看法是，你自己的東西如果很扎實的話，其實不用刻意去

考慮學生，去拉攏學生，故意讓學生喜歡你，或許我們也已經脫離了那種年齡，像有的時

候，我們看到有的女老師，我去陪學生乒乓外交，那我覺得說，我上課是不管，我上別的

班更嚴，我不喜歡代課，規矩就比較差，沒有這兩班這麼好，但是我通常我去兩節課就

OK。 
I5：M6 老師你有提過，你還沒上課就先到門口。 
M6：對阿，我做給你看，有一個當場就趴著，我當場就叫起來罵，第二節課就不敢，我覺得

他聽到有東西，他為什麼要趴著。所以我是認為，對自己的東西有信心，影響到我們上課。 
I5：那 M6老師，我要開始問我的問題，第一個，你為什麼選這個單元讓 A6 來試教？ 
M6：安全，可以適當的分割，比較獨立，第一個他可以從頭開始上，跟前後，比較不會有交

互的影響，這就跟剛剛我提過的觀點來講，這種高中的試教，對一個大學剛畢業的學生來

教，困難度確實比較高。 
I5：這跟你上學期，給他行列式的想法是一致的？ 
M6：是一致的，因為你觀念的問題，在糾正方面。因為我本身是師大附中畢業的，我們可以

想像到，當初我們上完之後，實習老師離開之後，那種情境，十個老師有九個重教，絕對

是重教，學生也主動要求老師重教，也不用老師自己來說，學生就主動要求老師你再來跟

我們重頭講一下，因為這畢竟高中的數學本身差滿多的，你沒有幾年的準備，要能夠優遊

自在，學生的問題你都能夠適當的解決，甚至能夠預測可能的… 
I5：那可以麻煩你提一下，你在上學期有交代說，要讓他在這學期教橢圓？ 
M6：對橢圓上過了。 
I5：您之前是要讓他安全，所以行列式跟現在的二項式定理，關於橢圓方面沒有要給我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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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6：那個時候不知道你們沒有要來看，那時候只是要多給他練習的機會，在台上講的機會。 
I5：那時候我們來第一次教學訪談，並沒有跟我們談及，只是怎麼會突然想到要讓他，就只

是多給他練習的機會(M6：嗯)，那時在上學期有要求利用寒假的時間把教材做出來，作一

份講義。 
M6：好像只有作出一部分，還沒有拿完整給我看，好像曾經拿過一個部分，但是還沒有整個

單元，因為我是認為他要試著去做幾個單元。 
I5：那橢圓這方面就不是安全的考量，就是為了要讓他多練習。 
M6：對！但是橢圓，因為當初讓他講橢圓的意思是，你橢圓上完了，我還可以上拋物線跟雙

曲線，還可以補，而且橢圓是一開學就上橢圓，沒有進度的壓力。 
I5：關於補上這方面，上學期 M6 老師有在 A6 上完行列式後，補上很多東西，待會會談到這

個，再來，您在這次不同上學期的，您先教過一次給他看，拍下來讓他回去看，當初有沒

有什麼策略或想法？ 
M6：第一個當然是希望他模仿，第二個，就是我兩個班進度不一樣，那當初他跟我提的，這

單元希望有我的有他的，我就很簡單處理，我說這一班馬上就要上了，我說你可以先來拍

這一班的二項式定理，那一班我就不見得。 
I5：如果沒有這個契機，你會要求他來看嗎？ 
M6：他一定都會來看，他幾乎我這班的課他都會來看。所以他是兩班隨時在做比較，我說你

要作比較，因為你今天是跟著我，可能人家會說，以後你有口試機會，你是跟哪一位老師，

你說跟數理資優班，你要知道我在搞什麼，你跟著我，在別人身上學不到的，數理資優班

怎麼處理，可能是這方面的經驗人家也滿好奇的，你不能從我身上一點都沒學到這邊的處

理方式。主要讓他學那邊，我是說為什麼給他試教，因為那邊跟大部分學生情境比較類似，

這個班可能跟其他班級是不一樣的，所以他當初有講，他第一次，上學期剛開始來聽我教

這個班，他滿震撼的，有些問題是這樣的處理，他以前沒經歷過，他原來是一上是我上，

我們叫做第三類組班，也是有加強的，算第二個班。 
I5：因為你很強調有一些關鍵一定要有，我舉個例子，那個您當初在講二項式定理，你特別

說每個括弧裡面洽有一個元素被採用，那個恰有很大聲，比如說，您在做敘述的轉換，你

還記得有一個題目本來在計算 X 四次方的係數換成去計算 X 六次方的係數，你把那個敘

述，就是為什麼要去轉換，本來可以口頭上可以講的，你特別寫了兩行寫下來，這種關鍵，

有沒有想過如何給…，我發現你會這樣寫，你對學生的掌控度比較(高)，你發現學生在這

裡一定會卡住，這當然是經驗，如何把這經驗傳給 A6？像他今天也有敘述轉換，就是算

這個等於是算另一個，就是那 R=2，他只有口頭上帶過。 
M6：我認為這種經驗上的轉換，除了他自己本身的觀察之外，一定要叫他去注意到哪邊，這

實際上還牽扯到他的對象，你的對象是誰，你有沒有比較了解你的對象？ 
I5：他在看完錄影帶之後有沒有跟你討論過。 
M6：沒有，那個錄影帶他好像只有拍了，他並沒有針對他拍了錄影帶，回去觀察，他通常一

下課當節下課，他會一路跟著我，走走走， 
I5：真的滿可惜，我發現 M6 老師的教學，很多東西，你強調的關鍵，都是可以在教學可以讓

自己更上層樓。 
M6：因為怎麼講，可能我教的學生比較多，事實上，我除了在學校教這些，像我以前在家裡

面，我在外面上很多課，我接觸到各校的學生，學生的年齡層，我單位時間內累積的教學

經驗，碰到人家問我的問題。 
I5：我發現你的教學很多，我看到就覺得，你很慢，你寧願慢慢寫把整理的步驟寫下來，甚

至於想法都寫下來，而且你的版書就三到五行，我還沒有發現六行，就三到五行就把他結

束掉，所以說，學生不管什麼時候觀察你的黑板，都可以很輕鬆的作筆記，因為乾淨，只

有三到五行，兩個版面。 
M6：因為我很強調簡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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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5：對，就很容易觀察，很可惜這堂課發現他版書跟老師並沒有配合到， 
M6：對阿，好亂，感覺好亂，整堂課就看他的版書，像我們在後面看，感覺很不舒服，有的

時候是這樣，寫到右邊看到中間一個空，第三題又補在那裡，右邊又移到左邊。 
I5：很明顯，學生會因為這樣。 
M6：就亂掉了一定亂掉。 
I5：他對學生的掌控度不夠，這方面還有一個，有個學生問他 sigma 怎麼算，A6 可能誤會他

的意思，我有看到你的教學錄影帶，說整理出一般式的目的，是為了推演出後面的 n，不

是為了要做計算，學生可能看到 sigma，就以為要一直算算算，他一開始也是把 sigma 拿

出來解，對學生這種掌控度不夠，你在上學期提過，多接觸學生，幫忙解題，除此之外，

經過這樣子你有沒有給他多方面的輔導及磨練。 
M6：他自己也有感覺到，像上回在上橢圓，我也有跟他提到這個問題，我說，你有沒有感覺

到你這一堂課上下來，好像下面有一部份人，是有在聽你的，但你感覺到他不是跟著你，

我說，想我上課我可以感覺到有一個沒有跟著我，我感覺到幾乎，我坐在後面，那個時候

只有我一個人坐在後面，我可以感覺到你是你學生學生，你沒有把他們的注意力掌握到你

的身上來，讓他可以跟隨著你這堂課你要幹什麼？ 
I5：我覺得關鍵是，M6 老師你有停下來等，看學生的狀況，A6 是太急。 
M6：我認為他是因為太急把會的東西丟出來，結果在丟的過程當中，沒有互動，看起來有互

動，幾號幾號？感覺上是沒有互動。有的互動我們可以感覺到，像我們有上過課的人，那

互動是有交流的， 
I5：我有說到這裡是，M6 老師你在五堂課的教學當中，你跟學生有很多口頭式的問答，但實

際上把學生叫起來只有一次，不知道你還有沒有印象， 
M6：錄五堂課，哪五堂課？我忘了。 
I5：二項式定理。只有二項式定理，我發現說 A6 很喜歡把學生叫起來，他可能注重這種形式

上的… 
M6：我也滿常的，但是他剛剛在教的過程當中，你明知道有的學生他不會，叫你這種題點到，

就趕快下一個，整堂課的流暢度，不要因為他的不會整個卡住。 
I5：就是這方面對學生的掌控度不夠。 
M6：他有些問題是他不太會。有的時候我有教他。像有的題目他卡住了，求救了。或許你那

天狀況不好，你沒弄出來，或許我們把那個題目停下來，這個問題我們彼此回去思考一下，

我說當成作業也不錯阿，有的時候不一定要當場解決問題，但是沒有解決問題，你可以適

當的把問題轉換過來，不要當場卡在那邊，你也不會我也不會，正堂課流暢度就受到影響。 
I5：以你的教學風格，我列出了很多點，你覺得 A6 在這堂課還需要改進哪些東西，或者說你

未來要如何規劃調整他的教學， 
M6：我認為說他這一段時間，是不是沒有照以前我們叮嚀他的，把他自己的一些帶子，今天

上課之前，針對說有拍他的，我們有給他一些建議，他在今天之前，最近的這一段時間，

他有沒有成長，就變成他的缺點…，照道理講，有一陣子我們給他叮嚀過之後，下一堂之

後好很多，會不會是這陣子，他鬆了，以他這種狀況來講，教學還是要持續進步，自己要

盯著自己持續進步，他可能這段時間鬆散掉了。 
I5：那我們再談幾個主題，上一次你教學訪談之後，你有提他幾個缺點，第一個講完一性質

要作結論給學生看，第二點，名稱不要自創，數學名稱是有共通性，盡量使用大家共通的

規定，我慢慢提，我待會的問題是說在這段期間當中，你是否有看到他改善哪些，或哪些

還沒有改善，第三個版書方面，你甚至提到筆順，還有他字體的大小，第四個，例子跳太

快，沒有強調歷程，第五個，沒有注意到學生的問題。剛才我們有談到這個。第六個，點

人起來回答的人數過多，剛才有談到這個問題，表示他不了解學生的狀況。前面那四點，

講完一個性質要作結論給學生看、名稱不要自創因為數學是有共通性、版書筆順的問題、

還有例子跳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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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6：如果就他上回作橢圓的演練來講，他有稍微考慮到這些名稱啦！有些名稱我有問他，你

這樣子好不好，比如說他就講說，橢圓兩焦點距離，我們就叫他焦距好了，我就很堅持說

你這樣不行，我說只有拋物線，頂點到焦點的距離叫焦距，我說兩焦點的距離就是兩焦點

的距離，何來的焦距？我說你要跟學生約定的話，你也要別人聽得進去，或者說你只限在

這一堂課，但是你現在這地方焦距我是不能同意。 
I5：這方面，是對於共通性，名稱不要自創，還有再犯就對了。 
M6：偶爾啦！ 
I5：這是在跟你討論出現，還是… 
M6：在課堂上，就他在上橢圓焦距嘛！ 
I5：我並沒有沒看到你去…， 
M6：是下課的時候討論，在課堂當中，我絕對不會，你那個地方講錯，我不會，我大概是整

堂課上完有什麼缺點我寫一寫交給他。因為基本上，我認為他站在台上就是一個老師，雖

然我在指導他，我可以事後指導他，我不能當場指導他。 
I5：M6 老師，這地方我們要扯開一下，我們要談到你上學期的時候你對他教學的介入，就是

她拍回錄影帶回來當中，他上學期在教行列式後面的時候，就是後面給他繼續上完，你有

三次的介入。 
M6：大部分都是他求救吧！通常大概都是他求救。他已經講不下去。 
I5：M6 老師你大概還記得狀況嗎？ 
M6：你可以提醒我一下嗎？ 
I5：就是第一段是 18 號時候，就是他說，老師我會不會扯太遠，你說，你已經扯不回來，不

信，你看他們的表情就知道，他說，非常痛苦吧！你說，這一段讓我來講，我發現這時候

學生在鼓掌，我要講的是，這三次的介入不太一樣，您第一次的介入，後來在第 38 分鐘

的時候還給他，讓他繼續上下去，不過你還是有在時時提醒學生，不過你在下課的時候，

因為學生在鼓掌，你說要把 A6 看成老師，不要鼓掌，而且要禁止。這是第一次介入。第

二次介入的時候，A6 跟學生在交談說，這樣好像把行列式變得比較難看，請你補充，你

就馬上接上去說，行列式跟方程式求解不一定有必然的關係，行列試求解另外一個思考的

方式。這一部分你就直接接掉，也沒有還給他，我猜是快下課了(這部分講錯了，是後面

再介入時沒有還給他)。同一天，再到 42 分鐘的時候，她在黑板上的解法跳來跳去，他有

問你說老師是這樣子的嗎？你就說我來分析一下，上台就說，一個有經驗的老師與一個沒

有經驗的老師，對學生了解度是不一樣的，這時候學生是在笑的，你說要多觀察式子的兩

側，如果我沒記錯，那是在講△分之△Z 的時候，然後，就是沒有接下去了。這讓你稍微

回憶起當初發生什麼事。我有幾個問題要問，如果 A6 沒有尋求幫忙，你會介入嗎？ 
M6：不會，我會看他怎麼收拾。在時間充裕的情況下，我沒有急迫介入的道理。 
I5：如果他今天在上面卡住了，但他也不求救，你怎麼樣也不會上去幫她。 
M6：不會，我就是觀察，我只是扮演一個觀察的角色。 
I5：這三次你會介入是因為他有求救。 
M6：對。 
I5：那再來是說，你這三次介入的目的和對象，比如說，你是為了學生的學習，還是替 A6 解

圍， 
M6：應該都有吧，第一次那個行列式的性質，他已經講不回來，完全拉不回來，他今天好像

也有一點類似狀況，一開始在講二項式定理，他今天在講二項式，一開始我們在聽有點模

糊，那個主題不是很明確，扯這個扯那個，我也會這個我也會那個。 
I5：都拿出來講，其實他明確的講一遍就好。 
M6：對，就是他教材的提供不夠精簡。夠不夠精簡，那是經驗問題。 
I5：你當初的目的或對象都有，就是對學生也想把觀念拉回來，也想替 A6… 
M6：那時滿嚴重的，你整個班級的氣氛已經不行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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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5：即使當初他沒有求救，你還是不會介入。 
M6：不會，我會讓他整段完了。因為給他上某部分，我就有把握把他後面接回來。 
I5：您後面就是說，在第一次教學訪視之後，你在後面那堂課，你有特別去修正他蠹魚行列

名詞的定義要精確，比如說，會對他沒有做完的做法，會多作幾個步驟，比如說，行列式

的化簡，提出去你會多作兩步給他看，還有你在後面那堂課，作二階就按部就班，是為了

高階作準備，那時你的想法，不要跳太快，即使二階你也慢慢作，我就寫說，你對數學的

觀念就是慢慢來，甚至於說，行列式與向量平行之間的關係，他太快帶過去，這部分你在

後面你有去補充，其實這看起來有一部分的介入，那麼我們要談到，你很明顯的介入三次，

還有形式上的介入一次，你不怕 A6 的身分，在學生面前動搖，如次介入是因為… 
M6：應該不會。因為她跟學生的關係還不錯，學生對我們的信賴度，跟他扮演的角色也滿清

楚的。像比如說有的時候，我也會跟學生講說，你們叫學姊是可以，但他上課的時候是老

師。 
I5：就是對他身分有對學生去釐清。那關於介入方面就是你個性的問題，如果他不尋求，你

絕對不介入，這也就是為什麼這學期他上橢圓你一次都沒有介入的原因，他一次都沒有尋

求幫助。 
M6：你沒有當場尋求協助，我就是把我的意見寫一寫，下來的時候我就告訴他，後來我就寫

一張直接交給他，討論討論你回去參考一下。但是我認為說，就像跟我剛剛討論的，他如

果這一回有把上學期他自己拍的錄影帶，或者我的帶子，或我給的建議，他如果重新把我

們曾經給他的建議，他今天應該不至於這個樣子，因為主要是在版書的問題，至於內容的

問題，我倒認為個人可以自由發揮，沒有一定要限制你要怎麼教。 
I5：他在上橢圓的時候，我看到有個地方，他在提及他有部分跟講義的符號是不同的，就是

在兩個焦點的時候，他寫 F1、F2，講義當中是寫 F、F’，這方面你有跟他討論嗎？ 
M6：其實有阿！我那個時候有跟講說你不要 F’，我說，其實在黑板上，那個區別度不是那麼

高，如果寫 F1、F2 我說這區別度很高。 
I5：這種黑板上符號跟講義符號不同，你這方面對他的要求，有特別去強調這一點嗎？ 
M6：有要求，沒有你非要怎麼樣不可。並沒有到這一點，我認為你寫 F、F’，很容易出問題，

因為撇一撇或兩撇，不小心撇得大一點，黑板沒擦乾淨，很容易出現誤解。 
I5：他在很多教學當中，都看到他有很多口語化，在橢圓當中，我也紀錄到，譬如說他出現

情不自禁、為了人身安全、或者是用了一些冷笑話，你覺得有修改的必要嗎？ 
M6：要阿！我們說實在話，你如果以後在教師徵選裡頭，後面坐的老師在聽，這一定是缺點。 
I5：有沒有跟他談及這件事情。 
M6：有阿，最近比較沒有在上課，就沒有提了，他說他有減少了，他自認為他有減少，但是，

還是過多。 
I5：因為你在第一次教學座談會的時候，曾經提到在數學上是談理直客觀的，你在教學的課

堂上，你的言語會被學生給模仿。這是你對於這方面，你要求他要改過的原因之一。 
M6：也算啦！但是，會不會影響那麼大，偶而會，但我認為是看個性問題，個性他本來就比

較活潑，還是說他們年輕人的口語就是這樣。 
TE：他宣稱他平常就是這樣。會比較，平常跟人家聊天，就會加入這樣。 
M6：這就變成一個問題，教學本身就是一個比較保守的地方，學校裡頭本來就是一個比較傳

統保守的地方。 
TE：M6 老師比較重視的概念，概念上的釐清，讓學生可以投入，如果概念還沒有發展，或正

在發展當中，你給了一些這個叉了，和你談到上次教學訪談中，你強調數學的嚴謹，會不

會有關係，或許有，或許沒有，我剛才聽到是概念，概念有傳遞。 
I5：M6 老師，你沒有發現這兩個班的風氣不太一樣，就是語文資優班比較會發問，數理資優

班比較不常發問。我觀察起來是如此。 
M6：課本的東西，他認為自己處理就可以，不然下課我跟同學討論就好了，他認為老師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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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不會的我聽你的，我會的就自己來。在數理資優班，很多人的表現是，上課偶爾聽一

下，或者是你講到跟他想的不一樣，但是我針對有問題的時候，我會要求都停下來，在我

的經驗裡頭，這部分絕大部分的人有問題，你就要必須停下來。 
I5：對，關於停下來這部分，M6 老師做很多，大概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時間，你會停下來

等時間。 
M6：應該也是這部分在上二項式定理或排列組合，這是比較著重思考性，如果是三角，他們

也是多講一點，多抄一點，多練習一點，也有可能是這個樣子， 
I5：我為什麼提及這一點，他在教橢圓的時候，學生發問滿多問題，就跟今天發問 sigma 怎麼

計算一樣，A6 對於學生問題的掌控度不夠，不知道你的看法是如何，或未來有沒有什麼

做法幫他對學生掌控度，他在橢圓教學當中，不知道你有沒有印象，有個參數式 t 屬於 R，
學生就問說，可不可以把他改為 t 大於 0，他就馬上把他更改，他只說，不會造成困擾就

帶過去了， 
M6：他上橢圓那部份，我有給他滿多建議的。因為我認為他正式上。 
I5：你給他建議，都是上完課給他建議。 
M6：對，就是你剛剛那個地方應該怎麼樣，我都是上完課才過去。 
I5：我歸納一下，看有沒有講錯的地方，這學期初的時候，橢圓的教學，上學期有要求他自

己要作他沒有完成的講義。來教了之後。 
M6：橢圓他有完成。我是要求的更多，我認為應該做完一冊或整章。是橢圓有做完，我是要

求他手上要有一本或兩本整個單元，像二次曲線是完整的，指對數完整，我是要求他做這

樣，他可以不必都弄完，我說，人家問你有沒有教材，你可以說我的教材，人家從你整個

章節可以看出你的架構，因為有的東西，你才小小的一個 section，你可能擺在前面講或後

面講，你整章來講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我的要求是他要有一兩個完整的單元出來。 
I5：他是有完成橢圓，你後續有沒有再要求… 
M6：還沒有，我有要求他說要完成整章。 
I5：告知請他完成，他還沒有完成，關於橢圓教學這部分，上學期有要求他作橢圓的講義，

甚至要求到要作完整章，再這學期初的時候，讓他做完教學，每一節課下課，都跟他作互

動式的問答，我有沒有什麼遺漏的？對這方面的輔導方式跟策略。(M6：大概就是這樣子)，
在這一次二項式定理，你先示範一次教學給他看，在數理資優班，這五次五堂課拍完回去，

你是寄望他藉由看了之後從當中找到關鍵的地方。 
M6：沒有，主要他要來拍的意思是說你們要。我說那你們要就照拍阿，我這邊上二項式定理

你就拍嘛！他有來廳也有來看。 
I5：這方面，他有拍之後有沒有回去看你也不清楚。(M6：對)拍完之後下課你有跟他討論嗎？ 
M6：拍完之後的下課，他每節課都會跟我討論。 
I5：這部分的策略，就是先給他看過，希望他能找到一些關鍵，在這一次教學，像版書也好。 
M6：在橢圓那個部分沒有這樣ㄟ，在他上學期這學期上橢圓的時候，我認為他每節版書都有

進步，他今天寫成這樣我滿意外的，怎麼把原來會的東西，通通搞沒有了。 
I5：M6 老師，我剛作的歸納有沒有遺漏的。 
M6：應該就這樣。 
I5：那還有沒有其他的輔導策略。 
M6：有阿，今天看到問題這麼大，還有很多地方要加強。因為我通常是這樣，包括對學生也

是這樣，你還在我的可容許的範圍內，我都是自由發展，當你超過這邊很明顯有問題，那

我就會直接介入了。很明顯的缺點。 
I5：那有沒有什麼想法？ 
M6：第一個就剛剛大家提到的嘛！版書的問題，教材的熟練度就要靠他自己，其實她現在也

滿認真的，只要我現在有小考他也跟著在後面考，我們在講解什麼，她跟我也跟得滿緊的，

但是跟了之後，他學習的狀況，目前來講，跟我們期待是有落差的。跟我期待是有落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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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5：對教材熟練度，除了跟著作之外，你沒有想到多施一點什麼樣的力氣讓他更了解教材？ 
M6：就是從他教的過程當中遇到了問題，他應該要很深刻的體會到往哪個地方加強，所以人

家說教學相長，教學相長，有時候你會解題，你不見得會教書的，你在教的過程當中，你

要去理解學生。 
I5：所以 M6 老師，你會再安排給他試教。 
M6：會吧！盡量。如果二年級的課不適當，去借別人的課給他教一教，甚至於前一陣子問他，

你要不要回國中教一教，他說，他不用，他國中很熟。 
I5：是他不要的喔！ 
M6：他說他國中很熟。 
I5：因為上學期妳曾經提過要讓他去國中。是他不要的阿 
M6：他說應該不用。 
I5：如果他說他要，你會替他安排阿。 
M6：可以安排。可以試一下現在的學生的狀況如何。省得有隔閡。第一志願的學校跟現在的

一般國中的群體是不一樣的。 
I5：那我們做最後一項確認，因為我這邊寫到很多 M6 老師的數學信念，唸唸看，不知道有沒

有錯判，就是你不太喜歡學生用計算機(M6：對)，就是看到學生桌上有計算機，你會斥責。

(M6：收起來)是希望平常多訓練計算能力。寧願慢慢寫，有時會多出好幾行整理步驟，基

本訓練要做得扎實，觀念清楚就不用作大量練習，(M6：這我滿強調的)數學就是要精準，

要求完整性正確性，平常要多訓練自己，可以多訓練解題的穩定性，如何去像不相信的人

證明給他看，你也會去釐清很接近的名詞之間的內容，比如說像巴斯卡三角形及巴斯卡定

理，在那地方有做很大的著力去釐清，也要求學生要時常反問自己有沒有問題，還有沒有

其他方法。你好像比較要求一題多解，你倒不要求一解多題，你是要求一題多解， 
M6：這要有自己的想法，只要是對的方法都可以用，慢慢的手上的方法都這麼多。 
I5：多想就可以少作，你少想就會多作。 
M6：想得多的人就做得少，你想得少的人就做得多，這是公平的。 
I5：跟學生一直強調一個觀念，在課堂中發問是你的權利，就叫他盡量發問，不要只是抄，

抄是最後一個步驟。 
M6：我認為你上課當中，就不應該把題目抄下來回家再慢慢想，有老師在旁邊就現場解決問

題，你回去是再作練習的時間，不是把課堂中的東西抄回去再把他搞懂。 
I5：有很大量的時間給學生，不要只顧著抄，你先想想看在寫，想到有什麼問題就發問，你

還甚至要求學生去尋找最適合你的解法。你認為許多解法，有個是最適合他的，去盡量寫。

不知道對於你的信念，不知道有沒有錯判。 
M6：沒有，我就是這麼想的。 
I5：那大概是這個樣子，謝謝。 



附錄 

 374

附錄五(1)：A6上學期學習省思報告 

*********************************************************************** 
A6 我的實習生活 

(94 上學期省思報告) 
*********************************************************************** 
 
  轉眼，實習已經過了一半，回憶是很奇妙的東西，初回首，不覺得發生過怎樣

太大的事情，但仔細細算，其實中間著實發生過許多的事情。 
    回到七月一日，記得正式的開始實習的那一個日子，記名字變成第一個課題，

迅速與其他實習老師混熟並且打好關係是接著一年好過不好過的重點，我盤算著。

當初大家都先安排在教務處，尚未分發處室時，其實是有著一絲僥倖的，總以為我

會被分配到當時以為極為輕鬆的輔導室，那是當處輔導主任的應允。沒想到正式分

發處是我去到了學務處，雖然未如原本預期，但學務處的主任跟組長們都很棒，當

初就想著是來多學習的吧，於是雖然有一些失落，帶還是高興的到了學務處。對於

我最初的夥伴，逸雯，英文科實習老師，我有著深深的感激。若不是有這麼善良而

負責的夥伴，我想剛開始的日子會更加的辛苦。 
    暑假是一個適應期，整個七月我們在熟悉學務處的生態，當時學生不太多，我

們的工作也單純，就是幫著衛生組打些資料，為了訓育組學著做週報，並且去設備

組學著蔭海報等等……。為了能夠處理資料順手，還去上了 EXCEL 的教學班，當

時的註冊組長為我們開的教學班，讓我獲益良多。雖然工作上比較雜，但也因著上

司的好相處與夥伴的負責，日子倒也平順；和主任的泡茶聊天時光也是每天讓人期

待的活動。不過由於學校的人事調動，原本的學務主任與各組組長要全部調任到教

務處，我們的學務主任組長全部都變成新人，相形之下我和另外一位實習老師反而

變為相對的老手了？這樣的改變雖然在預期之中，但讓人措手不及的很徹底。並且

我們也來了另外一位新的實習老師，○○，她也是英文科的，實習半年的任期由八

月一日開始，和人事異動同一天，所以從八月開始日子變的刺激了很多啊……。 
  換上司其實不是件壞事，畢竟整個團隊改變以後，我等於把全校的主要處室關

節都打通了，其實是很好的吧！暑假就和輔導室以及設備組混熟不在話下，原本的

學務團隊變成教務團隊，自然是很熟悉的，再加上先在的學務團隊，我想大概全校

我不熟的就校長秘書室和總務處吧？新的學務主任是我以前的體育老師，又高又帥

的我們都叫他小葛主任，小葛主任待我也很好，最重要的是泡茶這檔子事並不因為

主任換人而終止，小葛主任也愛喝茶，所以我每天依舊可以在期待早午茶的狀況下

快樂上班。要說到快樂，其實當然也不全然是快樂的。不否認，曾經有過一段日子

壓力很大，每天都要撥一段時間來處理一些上頭的事情讓我很無力，雖說能者多

勞，但看別人不需要這麼忙碌自己卻似乎脫不開身的必須去做某些事情，是會有怨

的吧，不過我並不責怪別人，只覺得是自己抗壓力不夠好，不過在我因此在學務處

痛哭一場過後，事情有了很好的改善，不論是我或者是別人的些許改變，總之所有

的事情上了正軌以後，我就沒有那麼多的壓力，也不需要每天為別人的工作搞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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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不太愉快了。 
  為了因應學務處的工作，我們三個實習老師在八月中去參加了一個編輯營，營

隊內容不外乎就是軟體的教學觀摩以及實際編輯經驗的培養，三天兩夜的密訓把我

們三個人裝備的很紮實，也把三個人的感情裝備的很實在，是以於公於私的各樣改

變，使得上班變成越發愉悅的事情，為此我深深覺得幸運，雖然學務處開放的程度

讓人覺得這根本就是學生的菜市場，毫無隱私可言，並且但是我因這這處室的人

和，真的很喜歡我的行政實習。 
  當行政實習變成習慣，生活的重心就轉到了教學實習跟導師實習上了。說真

的，我的導師實習很薄弱，我的努力僅止於跟大家保持良好的互動關係，在於導師

上我是完全沒插手的，一方面是因為自己的懶惰，一方面是因為指導老師的那種權

威式的帶班方式使我無從下手起，我想我真正面對自己的班級我會有我的一套，其

實我也不太緊張，不過當同學事後問我為什麼沒跟她們一起去旅行時，我是有感動

的，當同學會主動問我問題，有轉班困擾的同學有跟我小談一下，還是會覺得這個

「學姊」的身分是個很棒的存在。其實這次的實習身分很奇妙，我是她們的學姊，

是個嫩咖實習老師，是老師的學生，可無論如何，先是教學班 220 學生的接受與包

容，接著是 201 導師班的對我善意關心，我覺得，自己很幸運。有人說過，人要先

相信環境，那個環境才能被造就。我想，就因為我相信我很幸運，所以才可以一 
直這麼幸運吧。無論如何，我很感激。 
  對於班上的學生，有著莫名的情感，更甚者應該說，我對本校的學生很有感情，

不僅僅因為這是我的母校，也有很大部分的原因是覺得，自己也曾經這麼青澀過。 
  導師班跟教學班是天差地別的兩個班，自然組與社會組，前者也許因為是指導

老師的導師班，老師在面對學生的時候總是有責備的關注著她們的生活細節，超前

的進度也壓的學生很辛苦，看不出是否甘之如飴，但看得出老師對她們的愛之深責

之切，也看得出學生對老師的孺慕之情。溫暖，其實很溫暖，能夠成為一個真正的

人師，我想我老師做到了，我會朝他的背影努力，對於指導老師，我總是懷抱著敬

畏、敬愛，又加之崇拜的心理。如何能夠像他一樣？我摸索，又深知自己不可能變

成他。於是我知道我要更加的努力，不枉費他對我一路的照顧，無論是高中時期亦

或是現在。 
  上學期的教學主要單元是在行列式，在老師的愛護下沒有被批的太凶狠，為此

深深感激，在學生的包容下沒有被看輕，為此深深感動。還記得因為準備不足導致

必須要請老師上台來救我的那堂課，那種感覺至今記憶猶新，雖說老師如果真的不

救我我大不了就是真的去證明他搞的學生都傻眼罷了，但是那種感覺真的很不好，

我想我會深深記取教訓，並且更加認真的去準備每一堂課。下學期老師預告了，要

給我上橢圓的部分，說實在我好緊張啊，畫圖是很困難的，不過我已經開始在思考

怎樣製作出可以輕鬆畫出橢圓甚至雙曲線的道具囉，我想，年輕的幹勁與創意就是

我現在最大的本錢吧。此外，這學期到目前為止我製作了圓與球面的整章講義，也

製作了橢圓那個部分的講義，今年的目標就是能編多少就編多少囉，講義是教甄最

基本的資產吧，我相信我至少可以完成二年級的部分。 
  除了各方面實習外，這個學期我也參加了不少的研習，其中包含了暑假三天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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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的編輯營、中辦與交大主辦的資訊融入教學兩天一夜研習、國際電腦種子教師認

證共計四十小時的研習營、校內舉辦各樣研習營……，參加各種活動都有著不同的

收穫，編輯營增強我的文書能力，資訊融入教學擴展我的視野也了解到交大果真很

有錢（會中點心超好吃），電腦研習營讓我了解了電腦基本相關外加見識到隔行如

隔山，原文果真非常難……，等等。仔細檢討過自己的心態，也許變成正式老師以

後，就不會這麼認真了吧？總不希望自己變成那種不進則退的「老」老師，於是更

佳的砥礪自己要趁著現在還有熱忱有愛，更加裝備自己。   
  總覺得今年是人生中最奇特的一年吧。實習的身分，覺得自己似乎還是學生，

卻再也不可以大大方方的跟電影院售票小姐說：「小姐，兩張學生票。」當然也許

可以假裝自己還是，但自己深知，自己已經不再是只需要為畢業努力就好的身分

了。不經意跟一個大學同學討論過，這才知道，在他心中認定我會是個一定很棒的

嫩咖老師，在我誇獎他一定會很棒的同時，知道他是這樣看待自己，就更加惶恐了。

總覺得自己不夠，還不夠，卻又沒有給自己上更緊的發條，是對自己太寬鬆了嗎？

我有時這樣問自己。 
  教學實習被分在 TE 底下，其實一點也不意外，早在大三就知道自己踏進了不

歸路啊，一條被保護的很好（？）的不歸路。雖然在忙碌的時候會小有怨懟，但總

覺得換個角度自己是很幸運的，多許多不同的經歷在身上，其實沒什麼不好，這是

另外的一種豐富。雖然會覺得離開自己原班的同學似乎更遠了，但這就是人生吧？

瞧！沒幾歲就這麼老氣橫秋的，果真適合當老師喔（笑）。總之，抱持著感激的心

來回憶這個學期，然後期盼著更棒的自己在下學期，希望可以聽到一個又一個的好

消息，讓自己無愧於幫助我的老師、學長姊、同學同事，以及我可愛的學生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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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2)：A6下學期學習省思報告 

*********************************************************************** 
A6 我的實習生活 

(94 下學期省思報告) 
*********************************************************************** 
 

轉眼，一個年頭已過，回想過去種種好像是夢，卻又真真切切的存在過，仔

細思量，過往情景便一一浮現，更見鮮明。真正成為一位教師，才真切的體會到

當老師的辛苦，便更加覺得以前帶過自己的老師們真是很偉大，他們也經歷過我

現在的生活吧！從百廢待舉，到按部就班的上軌道，從陌生到熟悉！沒有懷疑過

當老師是辛苦的，卻也沒想到會這麼的辛苦。在處理各樣接踵而來的大小問題時，

過去教授們、指導老師 M6 曾對我的諄諄告誡，總會一一浮現，如果，我真能成為

一位人師，那麼，我真要感謝這一路上幫助過我的老師們和團隊的學長姊們。 
    在本校的日子，是不輕鬆的，百分之八十的行政曾經差點壓垮我，也確實壓出

過我的淚水，但當初在於學務處所習得的各項能力，成了我現在最有力的後盾 
；而從 M6 身上學到的種種，也真實的支撐了現在的我！凡走過，必留下痕跡 
，我想，我真的很幸運！而我也了解到，為什麼當初 M6 劈頭就跟我說，「導師你不

用帶，因為每個人有自己的教學風格！」。當初還覺得自己很混，現在回頭卻發現，

那是老師早就看穿了，於是我去年導師實習雖然也不過就一星期，但我現在還是可

以帶班，並且到目前為止，我相信並不遜色於其他人。 
    寫心得，其實是千頭萬緒的，那麼，就說說我從 M6 身上得到了些什麼吧！說

穿了，我的數學知識與 M6 一脈相承，而我帶班的態度，也在這一年努力的朝〝複

製、貼上〞努力著。老師首先最明顯影響到我的，是〝笑話〞，我會想要在課堂穿

差些有趣的東西，讓課堂活潑，而其次呢，是〝碎碎唸〞！我不管在科任或是導師

班，都會想要給他們一些除了數學以外的東西，也許是思考，也許是品德，我不會

吝惜時間，也不會拼命趕課，而這樣的感覺其實很好，親師關係不那麼刻板，而我

的課堂總是多有笑聲，不過，我愛點人的習性依舊不改，如何能點得恰到好處，就

留給時間吧！ 
當然，不得不一提的，就是〝板書〞！在上學期，我真的不覺得自己可以像

M6 一樣，我對他敬愛孺慕，感覺我永遠是在台底下看，而不可能成為他！於是，到

了下學期，我看來像是完全的停止進步，更糟糕的是退步！為了板書，我傷心大哭

過，覺得自己對不起自己，對不起 M6，也對不起 TE 的團隊，雖然在看過別人的板

書後覺得比上不足比下有餘，但，當初的挫敗，讓我會格外的在乎這一塊！雖然我

的字依舊不娟秀，但我會將板面做好切割，盡量要求自己要工整，也會把該寫的字

都寫上黑板，不會偷工……，而這一切都要感謝 M6，也要感謝 TE 的研究團隊，沒

有這樣頻繁的研討，這樣密集的自我記錄，我不會徹底的覺悟，也不可能避免掉流

浪的命運，於是當我回憶過往時，總是滿心感謝，真的很感念。 
    還記得，離開本校的那天，有種莫名的惆悵，一年的實習 就到那天，徹底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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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了！當天打包了兩大箱的書，然後浪漫的留下了我喝茶的杯子，告訴自己，我以

後還是會回去喝茶，卻不敢去想，再回去是否人事全非了！很不捨，不捨校園和相

處過的人！不過，生命就是這樣，繞了一圈又一圈，說不準哪時候分離又相遇了，

我學務主任說，只要我回去，他就會泡茶給我喝，我很感動，我想，我是真的在本

校得到了很多，所以我期勉自己，有一天，我要回去！以正式教師的身份，而非過

客。 
    實習到四月份時，陸續有學校開缺了，一路考，考到荷包瘦了，志氣也快窮了

的時候，我去考了桃園最好的私立學校，復旦中學，在以為沒可能考上的隔週，我

得到了復旦的聘書，於是，就成了現在的景況。老實說，覺得自己是很沒志氣的，

但 M6 給了我很大的鼓勵，他笑著恭喜我，眼裡是信賴的光芒。我沒多問，情願去

相信老師對我的信任，我想，磨個幾年，我一定可以成為一個好老師的，我一定不

會辜負 M6 對我的栽培，還有 TE 團隊的一路相伴！ 
從大二開始，所謂愉悅學習，就一直是我很在乎，卻自認為很難達成的一項 

教學指標！但真正的帶班以後，我發現，我從開始，就希望自己的學生可以快樂的

成長，愉悅學習。一個月的觀察，我覺得，我有做到！但在於教室管理的拿捏 
，當然還是要更加努力！這樣說也許太抽像，舉個例，我的衛生股長，是個很可愛

的女生，她第一天上學回家後，告訴媽媽說，她老師很搞笑！而第二天回家告訴媽

媽說，老師上數學很認真！再舉個例，我的數學小老師，原本要考公立國中的資優

班，差了一點沒考上，但他在聯絡簿上告訴我，他現在每天都過得很快樂！於此，

對於我，這真是莫大的鼓勵，也讓我驚覺，原來愉悅學習已經根深柢固的在我的教

育理念中紮根了。這方面，TE 的團隊對我有十分大的影響，畢竟 
，如果不是這些年的個案研究，我不會突然發現到，現在的自己是可以被拿來分析

的。 
    結束實習的同時，也等於真正的長大，我再也沒有求助的對象，再也不用訪談，

我們才像是真正的畢業，也才真正的踏入社會。於是，要更周全的思量一切，為自

己和學生負責。最後的最後，要再次感謝 TE、秀玲學姐、修斌學長、芳綺學姐、

繼元學長、俊傑學長！沒有團隊，我想，我不會成為更好的自己，而我也會繼續不

斷的努力下去，真的，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