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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說明一位資深高中數學教師（即本文作者）尋求教學轉變的背

景和動機，同時指出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問題和研究目的。 

 

第一節  研究的背景和動機 
 

Brawn 和 Borko(1992)，Leinhardt(1989)，及 Westerman(1990)等人均

指出，初任教師正值努力發展自己的教學實施(Teaching Practice)，在教

育理想與教學現實的抗衡下，他們的數學和數學教育信念很容易受到挑

戰，致使教學的實施與信念不會完全一致。當初任教師面對理想與現實

的衝突時，其自身教學觀念的重整可說是兼具「立即性」及「動機強烈」

這兩項特質。但是，對於已有多年教學經驗的資深老師而言，在面對這

樣的衝突時，也許就不盡相同了。資深老師的教學在經歷過生手時期的

衝突與調整之後，通常他（她）們的教學型態就會趨於穩定。可能因為

已能大致掌握對學生有助益的教學策略，所以通常只會微調其教學思考

和教學實施。 

再者，資深在職教師的教學改變不一定會有成效，我們在相關研究

(Raymond & Leinenbach, 2000; Jaberg, Lubinskib & Yazujian, 2002)中看見不

同結果的兩個例證。第一個個案是一位教書已經 22 年的在職教師，因

參與協同行動研究而改變其教學實施。她持續追蹤學生的學習保留效

果，藉此反思自身的學習信念及教學風格。學生的回饋讓這位教師得知

學生對數學學習的深層感受，促使她轉而對低一年級的學生授課，並以

培養學生的數學基礎能力為教學的重心。這樣的教學決定，讓她擁有愉

快的學校教學時光，同時，也為自己開啟了多元專業成長的契機，成為

其他同事的指導者。可惜的是，像這樣教師轉變成功的例子並不多見，

需要教師對尋求改變有一顆開放的心和堅定的執行意願。第二個個案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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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裡的教師，雖然已經教書 15 年，而且時常參與國家基礎研究和在職

專業計畫，嘗試著更加理解學生的思考，但是，研究發現她離真正的教

學轉變，即對有意義的數學教學的了解，仍有一段距離。她雖然感受到

了課堂中教師角色轉變的新方向，即鼓勵學生的自然想法，不過對此轉

變心中仍有掙扎。而在她改善數學教學的過程之中，仍然持續地保有傳

統教學的因子。 

Chin 和 Benne(1969)曾提出教師有計畫轉變的三種型態。第一種是經

驗-理性的(Empirical-Rational)轉變，來自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而設定出理

想目標，讓執行者依循試行。在這種轉變型態下，”很多教師轉變的文

獻記載，轉變方向和過程如被旁人（例如管理者、研究者、或師培者）

掌控，而教師處於強制命令下做轉變更會增加執行上的困難”(Richardson 

& Placier, 2001, p.907)。其實，大部分的教師都是一直在轉變的，小轉變

是發生在教室組織或課程上，至於提升後的二階轉變(Second-Order 

Change)則含不同的思考、教學和學習方式。另外還有標準-再教育的

(Normative-Reeducative) 、 及 由 政 治 制 度 下 手 的 外 力 - 強 制 的

(Power-Coercive)教師轉變型態。其中的標準-再教育轉變是教師自願的自

然轉變，透過賦予教師自治權 (Autonomy)，以協助其形成一個有利於提

高解決問題能力的系統。藉此，我們雖然能夠明瞭教師轉變的多種型

態，但是，由於教學轉變的同時也會觸及教學信念和實施的轉換，所以，

對資深教師而言，要達成「有意義的教學改變」應該更不容易，也恐怕

不只是單一轉變型態可以促成的。 

資深教師除了對學生的教學責任外，有時尚需承擔部分輔導實習教

師的輔導工作。在輔導實習老師時，除了需要反思本身的教學之外，尚

須對實習教師起示範帶領的作用，像是一位師資培育者。因此，資深的

輔導老師”在某方面的教學可說是一位專家，本身的信念已經很穩固，

那麼促使他改變教學的原因一定與眾不同”(李源順和林福來,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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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 

上述提及的資深教師同時擔任實習輔導老師的情形，在 92 學年度

(92.7－93.6)正好發生在研究者身上。大學畢業至今，除了剛開始被分發

在北市國中任教四年之外，個人已在這所公立女子高中教數學長達十二

年。有感於教師的教學實施應以教學知能的提升為目標，遂進入數學教

學碩士班進修。92 學年度除再度教授兩班高一數理資優班，還接受某大

學委託，輔導一位數學科的實習教師。就這樣，本著對自己教學的持續

省思，加上輔導教師教學的實際需求，而開啟了個人教學概念與教學實

施再發展的契機。 
 

（一）教學觀念的反思 
 

個人相當認同”讓教師看到他教學實務上的問題，或者讓教師相信

某些不同的教學方式可以讓學生對學習更有興趣，都是促進教師改變的

先備條件”(李源順和林福來, 1998, p.5)。數學教師面對的是教學，為了提

升學生的學習成效，相應的問題也許就是「如何提升數學教學的效能」。

其實，以往在反思自己的教學時，就曾看到一些教學上的問題，也想做

些改變以使教學更有成效。但是，為何那時沒做？可能是個人尚無法釐

清教學實務問題的本質，以致可做的改變很難具體成形。等到進入教學

碩士班進修，在持續地探索數學教育的問題與內涵的過程中，一些看來

可行的教學靈感就逐漸地浮現。因此，想透過對自我教學問題的探究和

反思，一方面提升教學的成效，另一方面檢視資深中學數學教師教學思

維和行動改變的可能性。 

進修可接觸到教學概念及技能的理論課程，尤其是那些跟自己教學

特質和教學思維契合的主張，自然會有將它們引進自身教學場域試行的

念頭。為了進行這樣的教學與思維的實驗，我們會反覆分析某些教學主

張，以符合自己的教學目標和教學環境。此外，進修教師之間的思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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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互動，更能促進這樣的試驗與改變。來自進修刺激產生的教學想

法，在碩士班中的教師實作社群裡多方的激盪，進而對自己教學進行試

驗和反思，這與單靠個人獨力做教學反思是相當不同的。 

以前個人對教學的反思，純屬內發動機，也就是在課餘時間獨自思

考所面臨的教學問題，進而擬出解決教學問題的方法，其實這只能做到

教學概念和策略的微調。例如，將數學內容以不同方法解釋給學生聽。

現在，個人除了提出所關心的教學問題在教師社群中分享之外，又將腦

力激盪的結果帶回班級印證，在師生教學互動過程中再次檢視某些初始

想法。像這樣，從個人教學省思到教師實務社群的群體激盪，再到個人

在班級的教學試驗，經歷了個人的自我反思、社群的社會性反思、班級

師生的教學互動反思的過程。然後，實施的成效在課後就立即做成教學

紀錄(Field Notes)，這個教學省思的紀錄讓個人再次更仔細地檢核教學實

施的實質內容，針對其中較有爭議的地方，在教師社群小組中再次討

論。這是個持續不斷的「人我數學教學反思的歷程」，如下圖一所示。 

個別教師的 
自我反思 

班級師生的 
教學互動反思 

單一教師 
的教學概念 

教室中的 
教學實施 

教
學
紀
錄

多個教師 
的教學概念 

教師社群的 
社會性反思 

 
 
 
 
 
 
 
 
 
 
 
 
 
 
             反思內容                      反思種類 

圖一  教師教學反思循環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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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由此循環反思的歷程，可激盪出多種教學策略和教學創意。這些

教學策略和創意雖來自個人教學多年累積的經驗，卻也因為進修和循環

反思的刺激，有了新的面貌。讓研究者開始重新檢視以往自己在課堂教

學所扮演的角色，並探究重新建構個人教學概念的可能做法。 

    數學教師教學概念改變的動力和改變的方向，深深受到教師個人特

質的影響。個人相當贊同”教學的確需要關懷，而關懷驅動探究和反

思”(Hendersonm, 1992; 請見李慕華譯, 2000, 推薦序 p.2)。也期許自己能

朝一位「關懷的教師」邁進，”將自己視為是學習的促進者”(ibid, p.5)、”

協助所有學生發現最佳自我，與學生對談、合作”(ibid, p.7)、”視此職業

源自於使命---如同神的召喚，真實的教師以真實的聲音描述他們對於教

學持續不輟的熱情”(ibid, p.3)、”透過反思的練習而發展出做決策的自信

與技能、了解不斷地學習是維持專業發展和專業生命的不二法門”(ibid, 

p.4)。看到有教師與自己的想法相同，是加速調整自己腳步並促成改變

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個人希望，能在堅定的教學信念支持下，試驗並

實現心目中理想的數學教學模式。 

 

（二）教學輔導的需求 

 

    黃炳煌(1981)認為教育實習是師資培育過程中，提供機會給實習教

師進行理論與實踐的統整、考驗並修正個人理論的重要階段。而且，”

在教育實習期間，輔導教師應協助實習教師將習得的理論實踐，並累積

具體有效的教學實務經驗，以發展實習教師個人的教學理論”(黃凱旻, 

2002, p.3)。輔導數學教學是實習輔導教師每天都要面對的工作，輔導教

師提供機會讓實習教師感受到如何整合數學知識和教學知識，進而將其

轉化、實踐於自己的教學之中。而在示範教學時，輔導教師是一位行為

榜樣者，需時時考量教學的適切性，留意教學過程中的每一個細節。這

些來自輔導歷程的需求，可以引動自我的專業成長並精煉自己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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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認知心理學的觀點，教學是一種認知活動，而教師進行教學需要

一種複雜的認知技能，這種認知技能是心智組織的模式，例如教師課前

細心的規劃、現場的立即決策、和課後的省思等(Leinhardt & Smith, 

1985)。在單元教學前，個人會和實習教師做意見交流，課後則對上課狀

況進行檢討，實習教師並不只接收輔導老師的看法，也經常提出自己的

意見、給予建議，促使個人更加仔細地檢視自己的課堂教學。因投入教

學輔導的工作，以致於更想改善自己的教學內容與策略。所以，數學輔

導教師在提升個人教學輔導知能的同時，也深化了個人數學教學知識的

內涵，擴展數學教學知識的版圖(黃凱旻和金鈐, 2003)。 

由於實習教師會經常詢問關於教學內容背後的數學知識本質與教

學成效的連結，為了回應這些問題，個人需要將數學教學認知的層面拓

展到情意面向。因為，教學活動的設計除了傳達知識之外，若想對學生

產生真正深遠的影響，必然不能忽略引動學生學習動機的重要性。教師

應設法讓學生以自信穩定學習情緒，從而開展自己的學習歷程。對個人

來說，教學活動能兼顧知識、情意與動機面，也許才算是成功的數學教

學。 

這些個人的數學教學轉變，在面對實習教師的輔導工作時，除外在

教學的演示，亦同時反映內在的教學信念。這樣呈現個人的教學構念，

是想讓實習教師清楚數學教學可以如何重新概念化？當實習教師知道

輔導教師對數學教育的看法，了解輔導教師教學概念的內涵和轉變，應

該就會有更佳的基礎去發展他自己的教學專業。 

 

（三）學理構念的再脈絡化 

 

    個人相信，「若能在一開頭塑造數學的學習環境上用心，應該可以

激勵學生用正面而且積極的態度與眼光來看數學」。但是，學生應在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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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起始環境下接觸數學概念？在思考這個問題的答案時，個人期望教學

知能的成長及教學信念、態度的轉換，能兼顧「數學的易學」和「學生

的樂學」。希望藉此轉變，培植學生「在生活上自在解決問題，對世界

樂於進行探索」的態度與能力。數學是達成這個目標的工具，它在實用

層面提供技術，在潛藏層面提供信念。這裡所指的信念，不僅是對數學

學習本質的認同，更包括學生在面對事物時內心的價值取捨。 

要落實以上的想法，個人認為第一步就是，於教學活動中同時呈現

數學的易學及促成學生的樂學。研究者並非一個初任老師，教學改變的

原因不是現實與理想的衝突，而是「關懷學生」，希望數學對學生能產

生提升智力水平的作用。對學生有意義的數學必須是易學的，因為”理

解的本身就是喜悅與滿足的泉源”(Skemp, 1989; 請見許國輝譯, 1995, 

p.183），也就會兼顧樂學，而且”曾經由理解而獲得滿足感的學習者，都

願意再付出努力以求取得另一次滿足”(ibid, p.43)。 

教學活動是為了學生的學習而設立的。就如 Skemp 所說，學習猶似

開拓邊陲地帶的活動，邊陲地帶雖然不是我們能力範圍以內的領域，但

是，學習就在這個地帶發生。教師所需做的，並不是代替學生學習，因

為，我們無法取代學習者腦海內第二系統的工作；反而要與學習者合

作，藉提供良好的學習情境和材料，盡力幫助學習者自己學習。由於學

習是要將我們不能充分勝任的新開闢地域劃入版圖內，所以 Skemp 提醒

數學教師注意，有時應讓學習者重回安全的已知地帶，而且在繼續開發

新領域前，要提供機會（包括時間和學習材料）讓其鞏固一個已開發的

新領域。這需要一個連結既有基模與新知識的機制，例如奧蘇貝爾

(Ausubel)的”定錨(Anchoring) ”概念(施良方, 1996, p.243)： 

學生首先應該學習最一般的、包攝性最廣的觀念，然後根據具體細節對它們

逐漸加以分化。教師有意識地用這種方式來安排教學內容的話，就能使學生

的學習達到最佳水平。換言之，當學生認知結構中已有的、包攝性較廣的、

與新知識特別有關的概念能被用來作為理想的固定點時，學習和保持新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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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最為有效。 

    這個教學原則的配套做法是，前導架構或先行組織者(Advance 

Organizer)的概念(ibid, p.245-246)： 

促進學習和防止干擾的最有效策略，是利用適當相關的和包攝性較廣的、最

清晰和最穩定的引導性材料，這種引導性材料就是所謂的組織者。由於這些

組織者通常是在呈現教學內容本身之前介紹的，目的在於用它們來幫助確立

意義學習的心像，因此又被稱為先行組織者。奧蘇貝爾認為，先行組織者有

助於學生認識到：只有把新的學習內容的要素與已有認知結構中特別相關的

部分聯繫起來，才能有意義地習得新的內容。 

    從 Skemp 的見解個人得到的啟示是：教學對學習者的幫助在創造一

個有益的學習環境，而且個人的學習無法由他人取代。這表明了，一位

關心學生實際學習是如何發生的數學教師，應創造一個學生主動學習、

盡情大膽思考的學習環境。配套的措施是在課前設想合適發展數學概念

的情境和材料，在課堂中帶領討論，引導並提升數學探究的過程。奧蘇

貝爾的主張則引領關心學生認知過程的教學者，瞭解實際對學生有幫助

的教學活動，應依循一般整體架構到分化的程序，並以內容前的引導材

料促進有意義的學習。 

    上述的學理構念和個人的意圖教學構想能否改善課堂教學，而重新

構築個人既有的數學教學概念？關鍵應在於教學實踐。在 Ensor(2001)

的研究中，初任教師將數學教學方法課程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zing)，

以應用於學校教學。「再脈絡化」的概念來自 Bernstein(1977, 1990)和

Dowling(1996)，指的是”當人們身處不同社會脈絡下，需適應轉變，將之

前對論述內容的體會及實現重新具體化”(Ensor, 2001, p.297)。在本研究

中，個人要將學理構念在自身教學場域再脈絡化，須做到融合不同的學

理構念和調整教學的實施。因此，個人從對 Skemp 和 Ausubel 兩人主張

的理解出發，再針對本校資優班學生學習的探究取向，架構此次教學行

動研究的教師及學生課堂活動脈絡。依據設定的教學和學習目標，引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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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施的轉變，包括編織和營造歷史脈絡、提供解題情境、以及教師

提問刺激學生自主地探究和發現數學。教師提供情境或問問題，讓學生

在回應時自行發現性質，對數學內容賦予自己的解讀意義。最後，再由

教師做內容的總括，以促進學生檢驗自己的想法，逐步達到抽象化和形

式化的數學認知。如此，經由學理構念再脈絡化之後再應用於數學教

學，希望能使資優班的學生盡情地運用自己的數學思考，能快樂、自信

地面對數學學習，並且自我建構合宜深入之數學理解。 

 

第二節 研究的問題和目的 
 

    總結來說，基於個人的數學教學特質和教學理念，長期以來心中一

直希望有機會嘗試將數學教學活動帶向另一個層次。因此，想經由此次

研究自己的教學，試試看能否讓教室中的數學教學活動涵蓋更多的「易

學性」和「樂學性」？所以，本研究的四個問題是： 

1. 如何重新建構資深數學教師的教學概念？ 

2. 數學教學活動要如何整合數學學習的知識、情意和動機面？ 

3. 數學教學活動要如何兼顧數學的易學及學生的樂學？ 

4. 如何促使學生更主動地探究數學的內涵？ 

前三個有關教師的問題，個人將從分析教師的教學身份和教學概念

入手，使重構後的教師角色與觀念能對學生的學習有更大的助益。在教

師身分和教學概念重構之後，教學實施的調整主要著重於數學知識間的

連結及對學生數學學習本質的理解，並將其轉移成數學教學的知識。透

過擬定實際課堂數學教學活動，發展整合知識、情意和動機面的學習素

材，協助學生在活動中感受數學的易學並培養他們樂學的態度。最後一

個有關學生的問題，是希望建立安心學習數學的環境，將學生舊有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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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與新知識連結，並用教師與學生間有效的溝通，來促成學生主動深入

探究數學概念的內涵。所以，本研究的目的是： 

1. 嘗試重新建構個人的數學教學身分和教學概念，並檢視學生的感受。 

2. 研擬一套結合知識、情意和動機面的數學單元內容與教學策略。 

3. 運用 2.所發展的學習素材和教學策略，嘗試營造學生易學與樂學數學

的環境。 

4. 檢視個人教學概念重構與學生學習探究數學概念內涵之間的關係。 

由以上研究的目的可知，本研究探究的重心在於數學教師（即研究

者）教學概念和身份的重構歷程與內涵，輔以學生數學學習的部份成效

來檢視教師概念與身份改變的教育意涵。由以上的研究問題和目的出

發，接下來試著在文獻中找出相關的研究，將知識加以整理轉化，再接

著以此基礎開展個人的研究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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