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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依教學行動研究持續循環的精神，報導三階段的研究成果。亦

即描述每階段中，個人教學身份和概念重構的情形，並評估各教學重構

元素的成效，以檢視個人在數學（或後設數學）功力、教學功力、和反

思功力上的轉變。 

在使用或呈現實徵資料時，有時會選取一些關鍵且值得留意的故事

片段或某些對話，以陳述個人的察覺和教學思考，並幫助讀者了解個人

曾經面對的教學難題和決定。希望讀者可以感受到學生學了什麼，教師

又學了什麼。就像 Zaslavsky 等人(2003)所揭示的”當人們想要對教學這種

複雜、十分依賴脈絡的領域，學著以新方法加以思考，故事可能比理論

式的評註更有幫助”(p.888)。 

 

第一節 研究的開展：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研究重點在於，嘗試結合多面向的教學策略和發展師生對

話式的教學活動。希望能夠透過個人教學觀念和角色的轉變，促進學生

課堂探究及自主學習，建立以學生想法為導向的課室環境，使學生在這

種環境中重新創始數學知識。 

 

（一） 教師活動 

 

    個人有關教學實施的活動，在於安排各個教學流程，選取適用於課

堂使用的教學素材。同時亦事先注意到將來實施時，教師心中會以預想

的學生學習軌道(即 HLT)為架構，觀察學生思考和理解的發展，評估學

習目標是否達成。因此，研究者的教學活動是在結合 HLT 的概念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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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習的前導架構 

 

（1）自學素材 

 

本研究的的第一個教師活動是，在本校高一新生入學之前先編寫一

份暑期自學的教材。本校都會發給新生一本數學暑假作業，個人將過去

的暑假作業改編為自學素材，希望學生不僅僅是做題目而已。與概念重

構的第二個元素中的「動機」有關，個人預先設定一個「引領學生進入

高中數學殿堂」的目標，想讓她們體驗數學概念的精髓和結構。因此，

在自學素材的第一頁，個人為了傳達新生一些想法而寫道： 

學數學完全因為自己愛數學，教數學則是為了把數學的美讓大夥一起領略。

自學，就是自己學，自己決定選哪些來學，自己安排時間來學。老師的立場

是想得到的、各方面的資料都提供，讓有需求的人能得到最妥善的照顧。我

並不預期每個人能解出每一道題目，但我想大家都能看看一些你所喜歡的部

分，試試你所感興趣的問題，看你想到什麼。那麼，你和高中數學的距離又

拉近了一些。 

    第一階段的自學素材，是想發展學生自己的興趣與能力，故而將整

個第一冊的數學內容用多面向的方式呈現。內容除了練習題目之外，又

加入概念性的故事、操作性的工作、數學家小傳、科普書欣賞等，希望

學生能在比正式課堂教學自由、輕鬆的氣氛下，展開一學期的數學學習。 
 

（2）第一冊學前評量 

 

學前評量問卷著重於個人在認知和情意面的教學設計。目的不在於

區分學生能力的等級，而是與概念重構的第二個元素中的「動機」、第

三個元素中的「情意」有關，想讓學生透過思考評量問卷的內容，將其

個人舊有的認知基模與新知識聯繫，而部分化解學習的困難。例如，複

數數系的擴充，這是高中與國中數學內容的一個重要分野，於是為了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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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接納虛數，同時察覺虛數與實數特質的差異，就設計以數值比大小

之三一律來挑戰學生這方面的認知（題目請參見附錄三(1)）。這份問卷

和自學素材即扮演此階段學習前導架構的角色，藉此引出上學期即將學

習的主題，希望藉此引起學生主動學習的動機。再從問卷中反應良好（例

如會認真訂正）的學生中挑出幾位，看看她們在自學素材部分的表現，

比對兩份資料以了解學生的學前學習偏好。 

    學前評量問卷的內容包括邏輯、函數、無窮數列和多項式的代入，

挑選重要或學生容易產生衝突的概念，設計一些概念判斷的題目，希望

她們能「預覽」學習的數學主題，進而找出自己的先備知識或迷失概念

(Misconception)。問卷的架構如下： 

a.  單選題：包括真實事件中的關係 4 題，數與式的次序關係 5 題，平

面圖形的關係 3 題，數式與圖形聯結關係 3 題，此部分共

15 題。 

b. 問答題：包括虛數比大小、無窮循環小數、無窮級數求和、多項式

代入各一題，此部份共 4 大題。 

這些題目都曾在教師 COP 中討論過，其中的邏輯概念問卷並先在

上學期的高三資優班中試測。依據測試的反應將問卷修訂，並增補其他

單元題目。問卷設計的目的在找出幾個學生的迷思概念，再將其融入教

學活動的課程裡，讓「學生的想法也成為個人教學設計的一部分」。希

望，在課堂上拋出學生想法，以學生已有的觀念為教學的出發點。如此

一來，這份問卷的內容除了在一開始用以引動未來學習的數學概念之

外，在整個教學進行中會經常回溯到這個部分的內容，達到教與學動態

互動的作用。 

根據前測問卷的施測學生反應，篩選之後加入教學單元的對應情形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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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單選題 4（睡美人說法）               1-1 邏輯 →

b. 問答題 2 學生訂正（ 9.0
7
1

7
61 =+= ）      →2-2 有理數、實數 

c. 問答題 1（虛數 i>o,=0,<0）             . 2-4 複數 →

d. 問答題 2，3（ 9.0 >1,=1,<1； 

Zeno（芝諾）「神龜賽跑」詭辯）  3-2 無窮級數求和 →

e. 問答題 4（多項式改寫型式的代入求值） . 4-2 餘式定理 →

以下舉 b.為例，詳細說明在教學上的運用情形。這題曾造成不少學 

生的認知衝突，她們往往在承認
3
13.0 = 之下，卻又直觀地否定 19.0 = 。即 

使，當她們發現 33.0 × 會等於 9.0 時，情況卻仍未有顯著地改善。當我回

收學生的訂正時，學生 104 在她的筆記本上寫道： 

我想到從前看過的課外書上，有一段內容在講 19.0 = ，記得它是這樣寫的， 

      
7
6

7
1
+ =0.142857142857…+0.857142857142…， 

即    1   =0.999999999999…。 

這樣我能接納 19.0 = 的事實了！ 

    由於這樣的知識重構，似乎主動地化解了這位學生的迷思概念；在

2-2 有理數與實數這個單元教學時，個人再請這位學生向全班分享她使

用分數化成循環小數來理解 19.0 = 的看法。王老師也在下課與研究者討

論見習心得時，特別提到這一段。他說”2-2 這節我對 1/7 +6/7 =1 用來解

釋 0.9999999…=1 這部分很感興趣，…，它能幫助學生信服我們將在第

三章解釋的循環小數 0.9999999…是真的等於 1”。個人就再進一步請他

想一想，這個內容本來是由學生在學前評量卷的訂正筆記上提出的，而

個人卻放在此處請她分享，那麼她為什麼會去想起這段內容呢？王老師

和個人都認為這位學生的回顧，源頭應該是學前評量問卷。而個人這樣

的教學設計和師生課堂互動過程，也同時是想讓王老師明瞭，教學的功

力可由各章節的概念介紹，提升到融合學生數學思考和教學設計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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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因此，運用學前評量問卷的結果和訂正，應可讓課室中師生協商的

時間點，提前到實施課堂教學之前。 

這份學前評量問卷是開學第一節施測，然後收回，研究者與王老師

利用第二節空堂批改，到了第四節即當場一個個發回。學生在知道這麼

快就能拿回自己的問卷而又知道對錯時，都很高興地拍手，這個動作似

乎顯現出她們很熱切地想知道自己舊有的認知，在面臨新內容的學習時

會是如何。接著，研究者表示她們可以利用這節課互相討論學前評量

卷，學生立即熱烈地展開討論。後來又有一意外收穫，個人希望學生自

己能夠主動處理、掌控自己的整學期學習狀況，所以請她們翻閱課本內

容，知道出錯處如何修正，一星期後再收回筆記，看看她們在這樣的要

求下作了什麼。結果看到有些學生很用心地訂正，還找課外書整理一些

相關資料。當我看到這些，心裡很感動，覺得學前評量是有用的，它真

的引動了一些學生的主動學習，並將其新舊知識連結。學生訂正整理，

請參見附錄三(2)。 

在施測當時，對第一次看見這種教學設計工具的王老師，個人特意

詢問其看法，以便了解在他的眼中這工具的施行效果如何。首先，確認

研究者這份評量卷的題目結構，當問道”你明瞭為何會選這幾道題目

嗎？”王老師說”我認為是為了扣住第一冊的四章內容”。再來，個人進

一步想讓王老師思考這種教學設計的特質，於是詢問”你認為問卷施測

和一般口述課程介紹有何不同？”王老師很肯定地表示”有很大的不

同！像我也好奇地試做了這份問卷，一開始做題只是憑直覺回答，但

是，同樣的類型做多了，就有一些反思，會以更多的數學知識加以檢視。

這樣的設計的確可以引動學生的主動思考”。 

像這樣，在暑期新生自學素材就開始引動學生的學習動機，之後，

再用加強知識面的學前評量問卷，讓學生「預覽」未來的教學主要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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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主要的數學概念內涵，並於整學期課程進行中「時時觀照和回溯」

到學生的原始想法，修正學生的想法以形成數學概念。同時藉此，幫助

學生建立數學學習的前導架構，感受數學的易學性，希望，藉此間接培

養學生樂學數學的態度。 

 

2. 課前的教材設計 

 

在此階段，個人預想以略偏非傳統的教學風格來進行教學，希望帶

動學生主動探究數學的內容，像是一位學習的促進者。雖然，有時候仍

然必須講述，但是，並非直接告訴學生這單元的數學知識，也不想將自

己的學習經驗轉移給學生，而是藉個人的教學提問，帶動學生的探索和

討論。這有兩個層面需要同時掌握，一是教學素材足以涵蓋豐富的數學

知識，第二則是學習環境之氣氛能引出學生的熱情參與。這兩者都涉及

個人的數學功力和教學功力，尤其需要有良好的課堂溝通技巧。這部分

與個人概念重構的第一元素「教學身分」有關。 

由於教學設計較重情意面，所以，課前教材的選取即著重在能引起

學生的學習動機，而且對課堂探究有所幫助的素材或內容上。希望，數

學課在「歷史脈絡」的襯托之下，給她們的初始觀感是豐富、有趣的；

而「概念啟蒙例」則讓數學課有機會營造生活似真的情境，如此，似乎

比較能夠自然地開展學生的數學學習歷程。 

 

（1）數學史介紹 
 

 將史料融入數學教學的想法，與個人概念重構的第三個元素中的

「情意」有關，希望銜接前導架構素材，由學生原有基模出發，並注入

情意因素。如此，還能同時兼顧第二元素的「動機」。有了這種想法，

自己就從各版本課本、教師手冊、教學交流期刊、科普書籍、大學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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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整理出相關的史料。這些資料在從前也許只留給個人當教學參考，

用來增進理解數學豐富的意涵，以及欣賞數學家積極拓展數學內容的態

度與精神，如今更積極地用來提高學生數學學習動機。這些內容應該可

以反應和試煉個人的數學和教學功力。下面舉例說明，史料在兩個章節

中的運用情形。重點在於陳述個人如何因預期史料對數學教學應會產生

某種作用，進而留意教學與課程內容的搭配。史料融入教學時，擷取的

角度應是多樣的，也會應教師的教學預期不斷地演化。 

a. 第一冊 2-2 有理數與實數 

  古希臘畢氏學派的一位成員希帕斯（Hippasus）發現：邊長為 1 之正方形的 

對角線長，並不能用整數的比來表示。學派的人用反證法及整數的奇偶性 

質深入去研究，發現果然如此，於是「不能寫成整數比」的數實實在在地 

存在著，這個數被稱為無理數(Irrational Number)。 

個人原來取用這段史料的想法，是想讓無理數的發現，對學生產生

有意義的學習。後來，在教導無理數存在性（如 2 為無理數）的古典

證明時，由於之前曾提及學派的人使用「反證法」和「整數的奇偶性」，

發現學生在學習這個證明時，不會如以往那般地無從下手，她們像是受

到引導並嘗試做古人做過的事。個人回想，這可能是之前的史料，讓學

生對這個證明架構先有了心理準備，使得學生可以比較順利地想出證明

的方法，並在過程中理解某些關鍵的步驟。或許，這是數學史藉由情意

面的鋪陳，降低了學生學習的認知負載。 

b. 第一冊 2-3 平面坐標系 

  坐標幾何是笛卡爾(Descartes,法國,1596~1650，身兼哲學家和數學家)與費馬

(Fermat,法國, 1601~1665，是一位律師，業餘愛好數學，對數論、機率論也有

傑出貢獻)分別獨立創建的。笛卡爾認為”古典幾何雖然直觀，卻易生錯覺，

且使人的想像力大為疲乏。而代數之目的，虛無飄渺、不易捉摸，它的計算

複雜枯燥，味同咀臘”。於是他透過坐標，讓抽象的代數與直觀的幾何結合，

融為一體。核心思想是”把幾何的圖形經坐標這座橋樑表成代數方程式，再

借助代數的運算，回來探討圖形的幾何性質”。代數的操弄經由幾何賦予意

義，幾何的目的由代數的計算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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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藉由以上的陳述，向學生預告了學習的焦點。為了加強幾何與

代數的互補性和統合性，這些數學家的想法可能點出了某些學生的心

聲，也揭示了學習的方向。在這裡，個人並非只想將數學的片段知識轉

達給學生，而是更積極地想引領學生「體會處理數學問題時的統整眼

光」。根據 Krutetskii(1969, 1976)的研究，我們了解學校層次的學生學習

數學的類型可區分成四種，包括分析型（言辭－邏輯強）、幾何型（視

覺－圖像強）、以及調和型中細分出的抽象調和（較不偏好依靠視覺解

題）與圖像調和（較偏好依靠視覺解題）。學生的學習在偏好和能力上

可能各有不同，但是，在面對數學問題時，卻都必須試著問自己，此時

是代數計算或是幾何圖像比較適合用來解題？學生必須自己學習，由多

種角度去思索和解決數學問題。 

    在運用數學史料的活動之後，教學進入了概念啟蒙的階段。 

 

（2）概念啟蒙例 

 

    個人對「啟蒙」這樣的教學概念，在一開始可能只是「起始」，後

來是在 COP 的互動和反思歷程中，才將個人的教學概念從「起始」帶

至「啟蒙」。COP 是如何對個人的教學概念重構發生刺激的作用呢？通

常 COP 的聚會討論，是以資深教師提出教學活動設計為開端。因為，

個人的教學十分看重學生在數學課堂的學習能否感受「易學」與「樂

學」？所以對教學活動的目標檢核及實施教學後的省思，總圍繞著這樣

的教學信念。COP 的其他成員總會因而試著幫個人反映這種信念，並且

協助形成教學理想的藍圖。這樣的互動，可以刺激個人尋得教學實施中

可以注入的新元素。例如，首先，大家一起檢視個人在第一冊 2-4 單元

「複數介紹」引用的例子，是否能達成上述的教學目標？COP 中的師資

培育者即點明此例恐怕只是「起始例」，提醒個人在教學設計中可以考

慮加入「啟蒙」的成分。於是，所有 COP 成員一起溫習「概念啟蒙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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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我們以鄭英豪(2000)的博士論文為主要學習資料，理解「概念

啟蒙例」具有學習參照的價值，並認識好的啟蒙例至少要具備樂學、易

學、代表、及發展四屬性。 

    接著，師資培育者建議個人，試著在上下學期的不同教學單元中，

各設計兩個概念啟蒙例，進行試驗教學並留意它對學生學習的影響。在

下一次 COP 聚會時，個人就先選擇第一冊 3-2 單元「無窮級數求和」，

呈現自己如何由課本中取材，重新整理編排出一個啟蒙例（即文後所指

的「皮球自由落下彈跳」）；然後，再擇定第一冊 4-4~4-6 單元，統整設

計一個概念啟蒙例（即文後所指的「終極警探」）。COP 的成員在看過這

兩個啟蒙例後，以詢問對答的方式，釐清設計背後涉及的教師教學身份

及相關的學習理論。底下為問答情形的部分摘要： 

COP 成員問：啟蒙例的主要作用為何？ 

研究者答：啟蒙例將數學概念嵌進一個學生熟悉的生活情境，想像中能幫 

助學生於學習時先抓到本來較不易明瞭的概念核心。個人的啟 

蒙例發展過程是先透過文獻探討，知道啟蒙例的概念引導比起 

始例好，故想在教學活動中試行。先參考課本的啟蒙例作修整 
，再進一步自己設計合乎概念承接重點的啟蒙例。 

COP 成員問：為何會想要讓學生一開始先抓住概念的核心？ 

研究者答：因個人希望學生有個理解方向，並期許學生在有意義的情況下 

學習。 

COP 成員問：如何想到這個自行設計的啟蒙例？也就是具體成形的過程是 

什麼？ 

研究者答：對於 4-4~4-6 的內容強調連結的重要性，想給學生一個完整的 

多項函數發展流程，使學生的學習歷程由認識多項函數開始， 

在函數作為學習的出發點之下，再去解方程式、不等式。…… 

              因多項函數是以二次函數為主要學習素材，所以啟蒙例先選定 

二次函數為主軸，再加入一個比較簡易的一次函數和它並列而 

得等式，如此引入方程式求解，並繼續發展到不等式。這個例 

子的設計還經過兒子修正描述中不太自然的部分，並請先生認 

可其中使用的物理知識。 

    經過以上問與答的過程，個人及其他成員對於「概念啟蒙例」在教

學中可能產生的作用，都有了更進一步的認識。最後，師資培育者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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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於教學實施時應詳細觀察學生的學習反應，並且，與鄭英豪(2000)

的四屬性一一比對。這樣的往復構思歷程，使個人對於學習如何教「概

念啟蒙」，有了更深刻的體會。 

高中階段的數學內容是比較抽象的，教師若不用力展現數學概念的

內涵，幫助學生在第一時間抓住它，那麼數學跟學生的關係可能會越來

越疏離(Boaler, 2002)。啟蒙例反應個人概念重構的第四元素「概念啟

蒙」，就是想要讓學生在學習一個數學概念之初，因為能結合熟悉的情

境和豐富的個人經驗，而以自己探索的方式體會概念的核心。 

    當學習數學時，怎樣才叫做理解這個概念？Piaget(1970)認為，了解

(to Know)就是將實體轉化。因此，理解時會伴隨一系列的經驗重整歷

程，可促成概念的結構化。再者，個人認為數學的產生來自我們生活的

需求和社會文化的發展，數學雖經數學家以理想和抽象的形式呈現，但

是，它在課堂教學實施時，可被應用在更為現實的脈絡上，方便學生將

學習與生活經驗結合。「啟蒙」是想帶動認知的理解，情意面的樂學、

易學。教師活動的任務之一，就是為學生的課堂學習提供這個嵌進數學

概念的問題脈絡，也就是「生活化的概念啟蒙例」。 

    概念理解中也加入直觀和似真情境的考量。在學習「無限」這個概

念時，提供例子的主要數學內涵是「潛藏無窮(Potential Infinity)」。Fischb- 

einy(1979)曾對無限級數的求和提出說明，例如求算 ...
8
1

4
1

2
11 ++++ ，由於， 

這一段總和沒有終點，所以，這個求極限的過程使學生有”除以 會得

無窮微小數”的極限概念。另外，我們藉算術執行「測度無窮」，極限和

無窮這兩個不同且對立的典型，被經常地一起考慮(Tirosh, 1991)。至於

多項式單元，在想啟蒙概念時，應先考量數學概念與真實世界的關係。

以似真的解題情境，隱含概念的本質，使學生更容易體會到概念的內

涵。希望，能在多項式解題的虛擬情境中，引導學生進入似真的圖像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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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裡，思考她所應該理解的數學概念內涵。為了要解決面臨的似真數學

問題，學生會自然地連接多項函數圖形、多項方程式、及不等式的求解。 

    以下詳細說明這兩個例子的編製過程。 

 

a. 改寫課本例題：皮球自由落下彈跳 

 

    課本的起始例「皮球自由落下彈跳」涉及無限概念，對高一生來說，

是個突破舊（有限）視野的例子。原先課本這個例子是片段地出現在不

同的頁數裡，個人將各部分整合重新編織，以符合教學需求，並反映啟

蒙例的連貫性、發展性。由於例子和生活經驗契合，學生很容易融入例

子的情境中。另外，這個例子與學前評量問卷中 Zeno 神龜賽跑詭辯亦

能相互呼應，還能當作「循環小數」概念的先備經驗。這個生活例點出

的重點內容如下（完整的內容，請參見附錄四(1)）： 

一個皮球從 2 公尺高度自由落下，碰到平坦地板後反彈的高度形成一個數 

列： 

                1.8，1.62，1.458，1.3122，1.18098，… 

        一個球從高處落地、反彈，又落地，又反彈，會不會停止呢？由實際經驗 

知道：當然會！但理論上以皮球質心的觀點而言，質心不會在某一次落下 

後就不再上來；我們從高度變化及所費時間形成的數列來看，似也有無窮 

項，不會終止。再回頭整個總覽一遍：球終會靜止，表示反彈高度所形成 
無窮項的總和卻為一有限值。 

    在這個例子中，請學生觀察反彈的高度，她們一般均會發現這是一

個公比為 0.9 的等比數列，依此可產生無限項。因為球終會靜止，而點

出無窮項的總和卻為一有限值的事實，此與學生的直觀想法發生衝突，

學生自然想知道自己究竟為何會出錯？因為，無窮項確實存在，總和有

限也是事實，就會引導學生回頭檢視原本對無窮項加總的認知，修正後

可以發展出所謂的「二階直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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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編製似真情境：終極警探 

 

    教科書中的起始例子是個很好的參考，但是，不一定都能落實個人

的教學概念和設計。尤其是，若又想與 4-4~4-6 多項式的內容連結，給

學生一個完整的概念發展脈絡，這時課本裡雖然找得到針對每節特質編

列的起始例，但是，卻沒有同時聯繫這三節概念的統整例子。因為，個

人教學概念重構的第五元素是「學生探究」，探究最終目標是希望學生

能經由自主學習，獲得數學概念的深層理解，以成功連結各個獨立數學

概念，成為一數學知識域。在研究者再次構思啟動概念學習的例子時，

就已經從「起始」轉變為「啟蒙」。期望經由這個啟蒙例，學生不僅學

習到概念，更會進一步運用概念去連結所接觸的不同數學內容。 

    這個啟蒙例是想引導學生從函數的觀點，求解方程式、不等式，換

言之，教學的目標是要連結方程式、不等式、和函數三單元的數學概念。

因為，多項函數是以二次函數為主，所以，啟蒙例的數學關係式似應選

二次函數。若是再加入一個一次函數和它並列，即可得等式，如此，不

但可以引入方程式的求解，又可以延伸到不等式的求解。又因為，自由

落體有加速度（物理的生活現象），故可依時間決定高度而成二次函數；

又升降機向上升是速度（物理的生活現象），故可由此獲得依時間決定

高度的一次函數。就是這樣設想出布魯斯威利的警探情節。 

    底下就是連結多項函數、多項方程式、及多項不等式的啟蒙例（完

整的概念引導內容，請參見附錄四(2)）： 

     想像一下這個布魯斯威利的電影場景：犯罪集團的瘋狂首腦站在 45 公尺高 

的大樓上，威脅著要將拿在手上的炸彈放開，讓其落到地面爆炸。此時，終 

極警探布魯斯威利與集團副手在大樓旁一座蓋到 12 公尺高的建築物頂層纏 

鬥。危急中，他看到所在頂層停放著一台起重升降機，啟動時每秒能上升 4 

公尺；心生一計的他，想到可以利用這台起重升降機。當他迅速爬上這台機 

器時，歹徒正將炸彈放開，於是他也立即按鈕啟動機器，設法在炸彈落地前 

進行攔截承接。你認為他能成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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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這是一個虛擬的危機處理事件，使用到的數學概念倒是一點

也不虛擬，就是：依數據設未知符號 由條件建立此未知符號的關係式

掌控這個式子以求解。接下來不必由研究者引導，學生就自然展開這

些工作。若將這個概念啟蒙例以鄭英豪(2000)指出的啟蒙例四屬性加以

檢核時，在樂學性部份，學生第一個反應是：這是不是布魯斯威利的終

極警探 I？顯示這應該是她們有接觸過的素材或場景，所以，學生會覺

得有趣、好玩。此外，解決這道題目可讓學生獲得發展相關數學概念的

基礎，只要往後再面臨函數圖像學習上的困難，研究者即以「接炸彈」

的替代性用語提示學生可折回參照點「終極警探」，以幫助學生回溯或

擷取概念的源頭(Sources, Treffers, 1978, p.251)。 

→

→

    概念啟蒙主要是研究者想從兼顧數學的易學性與學生的樂學性出

發，加入教學內容的試驗性做法。在實施之後，發現它還能反映個人的

另一項教學構思「調整教學結構和技巧」。因為使用啟蒙例，數學概念

被嵌入生活化的情境脈絡之中，學生在熟悉的經驗下處理數學問題，對

課堂探究環境的建立是有幫助的。概念啟蒙能讓學生感受數學的易學，

進而引動樂學和探究的精神。由學生們填答「學生對教學策略看法」問

卷之中，個人得知概念啟蒙給學生帶來快樂的數學經驗。底下擷取一些

學生的作答內容（詳細的學生填答情形，請參見附錄一(5)）為例，來說

明學生這種快樂的數學體驗： 

   學生 227：對於生活實例或虛擬故事很喜歡，希望老師用這種方式講數學， 

這樣感覺數學比較有趣。 

學生 217：生活實例或虛擬故事我覺得很好，如此很貼近生活，不與生活脫 

節，不會只是單純的死學數學。其中「終極警探」很有趣。 

   學生 122：其中「終極警探」最為刺激，光想像就很好玩了，大概是最令我 

有衝動去想和了解的方法！ 

   學生 222：對於生活實例或虛擬故事接受度高，因為和生活結合在一起，可 

以直接觀察。其中「皮球彈跳」（結合物理，曾經算過）較喜歡。 

   學生 123：生活實例或虛擬故事能幫助學生較快進入核心概念；不但貼近課 

程內容，而且又能引起我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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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 206：生活實例或故事可以比較具體的思考，因為實例的關係，可以比 

較日常生活化，較容易想到要怎麼解決問題。 

    王老師對研究者概念啟蒙的教學也提出了一些看法。他在觀察紀錄

中對第一個啟蒙例寫道” 具有一種不定性（即動態），讓人產生強烈的

矛盾，明明內心深處不能認同，卻又無法反駁而不得不認同。但學生大

多都能接受，而且這種訓練是必要的，把現實直觀無法達到的，藉由數

學抽象化處理，才不致於樣樣都得靠不一定精確的直觀”。至於第二個

啟蒙例，

∞

王老師覺得”布魯斯威利的這個例子在引導多項函數、方程式、

不等式是個一氣呵成的例子，使得為何要有多項函數、方程式及不等式

的目的也很明確”。經由第三者（王老師）的觀察和評論，讓個人有機

會確認自行編製的啟蒙例，是否具備鄭英豪(2000)所指的樂學、易學、

代表、和發展四個屬性。王老師在課後，評論了某些學生在概念啟蒙例

中的活動情形，說道”一開始為了要研究布魯斯威利是否能順利接到炸

彈，學生在短時間內便發現重點應在「高度」，炸彈自由落地、布魯斯

威利往上跑，當兩者高度match的「那一刻」是唯一的機會。因此，狀

態十分明顯，要各自找出自身移動方式的函數，這函數的假設對學生來

說應不困難”。王老師的教室觀察紀錄整理，請參見附錄五。 

 

（二） 學生活動和教師角色 

 

    學習數學應是一個探索的活動，當個人與其他成員協商意義時，學

生在這樣互動的歷程中同時建構自己的意義。這樣的分享程序，獲致的

理解並不完全來自教育者提供的資訊，反而是由學生自己的感覺形成

(Sense-Making)與相互溝通而來。因此，數學知識也應該是經由個別和社

會建構的結果。 

    進行課堂探究的數學教學，是反映個人概念重構的第五元素「學生

探究、教學調整」。在這樣的學生活動中，教師的角色尤其重要。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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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教學素材能提供學生進行數學探究的起點和情境，但是，教師同時

必須了解如何轉化使用這些素材的方法，才能達成引導學生進行思維的

概念化及數學猜想(Ball & Cohen, 1996)的目標。誠如 Simon(1994)所說

的，課堂學生探究並非只是讓學生發現解答，反而是教師應設法營造一

個環境並編織解題工作(Tasks)，以提升學生的想像力。數學教師透過對

有用數學知識的認知，以及對學生現存知識的理解，決定選取哪些數學

工作和課堂組織的方式。 

    在這樣的教室互動模式之下，學生會經由活動而反思，將數學概念

依自己的認知基模和情境脈絡而重新創始。在個人的教學活動裡，它可

分成以下三個階段： 

1. 個別學生的問題探究 

    不論是在呈現啟蒙例或面對數學解題時，個人均以「對這個問題或

陳述，你們有任何想法嗎？」這類的問句開始師生間的對話，鼓勵學生

善用直觀猜想。這種非數學家的推理論證，帶著一點猜測的意味，讓學

生敢於思考她尚不確定的數學概念，類似熱身活動。個人的教學重視以

學生的認知為起點，尊重學生的見解，並藉此增強學生的信心。有時學

生需要老師提供更多資訊，幫助她們連結到形式化的數學想法。這時個

人會以自身的數學素養為基礎，利用反思式溝通(Brendefur & Frykholm, 

2000)，刺激學生更敏銳地觀察與探索例子之中潛藏的數學內涵。 

2. 由個別學生的嘗試到全班學生的分享     

當每位學生都嘗試猜測後，就請大家來分享和討論不同的想法。在

相互的質疑、反駁或對照之下，發展數學概念。個人則在這期間負責穿

針引線，或是刺激學生作進一步的討論與驗證。個人會經常問：「有多

少人和某某同學想法一樣的？誰能對這想法提出更多的說明？為什麼

她會注意到這觀點，從哪裡看見有用的訊息？」等。透過這些提問和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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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的過程，讓學生在群體中決定數學解釋和證明的適當性、有效性，而

不是只是找答案。為使學生的各種正確或錯誤的想法能同時出現，有時

也會挑選一些內容或問題，讓學生在課堂上以分組討論或競賽的方式進

行解題經驗的分享。 

3. 教師以促進者身分伴隨全班學生的分享 

    當學生做了分享後，教師須適時地介入，知道如何對特定學生、意

見給予適當回應。也就是，教師在跟隨學生的說明時，同時設法理解她

們的思考，然後決定怎樣一併提升全班的數學理解層次。因此，課堂探

究的細節遠比領域模式和教育模式所建議的基本需要，有更多、更細緻

的變化。教師當然要有計畫，但是，並非完全按原訂的細節運作。隨堂

觀察教學日誌中很清楚地紀錄了，個人是在學生說什麼後立即決定所要

回應的內容。學生的講法不同，教師的回應也會有所不同。個人在師生

對話中，回應的原則是先稱許她看待問題的想法，再為全班釐清這位同

學的思考，最後，想辦法促成全班學生一起探索和討論「此學生想法」。 

        針對以上教室互動的三階段，現舉一個例子來說明。在第四章多項

式單元中，研究者先提出現實數值問題會有代數列式的需求，再於數值

與代數式子間引進一個類比問題，以下為部分師生對話的摘錄： 

   教師：若最大公因數（9，15）=3，則式子的相當問題（(x-1)(x+2), (x-1)(x-5)） 

該為何？ 

   學生全體：是 (x-1)。 
   學生 212：老師，我想知道最大公因數的正值如何維護？因為，以前 9 和 15 

的公因數以正數 3 最大，這在代數式中又要如何看待？ 

   （以上為第一階段：學生個別探究） 

   教師（對全班鼓勵她的想法縝密！）：大家一起想想，何時 x-1 才是 3？ 

   多數學生：須 x = 4 代入(x-1)，才得 3。 

   （以上為第二階段：全班學生分享） 

教師：從上面的處理過程，我們會注意到在未指定數值代入前，一多項式以 

其整體各可能數值視之。亦即沒有代入前是多項式，代入某特定值後 

回復為一單純數值。那麼大家覺得在比較兩個多項式時，不能用某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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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數值去比大小，應該比的是什麼？ 

    多數學生：應該比次數高低才合理。 

    教師：所以，多項式在求最高公因式時，不計其正負，比的是次數的高低

囉？ 

   （以上為第三階段：教師促進全班學生的分享） 

    因為個人認為，教師應扮演一位數學學習的促進者，所以，期望學

生能夠珍惜「重新創始數學的歷程」。在三階段的數學概念重新創始之

後，當學生對啟蒙例或問題背後隱含的數學概念「形成感覺」時，個人

再說明形式的數學內容。這樣的教學設計是想在學生心理產生一個根本

的影響，使她們了解「自己是可以有想法的」。 

    這樣的教學試驗對學生學習心理的影響，在學生處理難題時尤其能

夠突顯。例如，第一個是，學生對習作中沒把握的題目，會先寫下自己

會寫的部分，再向老師請教，在相互討論之後自己繼續解題；另外，在

教 3-2 數列的極限部分，個人和學生 212 有以下的教學對話： 

   教師：對於
n

2n n 1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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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為什麼你將
2 2

2 2n n

3n 2n 1 3nlim lim
2n 2n 2n→∞ →∞

− −
+

以 來取代？ 

    學生：因為較低次對極限值不發生影響，所以我把它去除。 

    在解題的過程中，個人會針對學生的不同策略，評估學生應該擁有

怎樣的數學理解。師生間的互動包括傾聽和提問，並持續監控學生的學

習，將結果再用來修改教學活動。這是一種從認識學生的學習後才進行

的教學計畫，再將其連結到教學的實施。意即，教師在課堂上接收學生

這些數學觀點，並藉以修正自己對數學和教學的看法與做法。 

    王老師在看到個人使用課堂探究進行教學時，提出他的觀察心得。

他表示”老師的上課比較有和學生互動”。至於是否贊同這種上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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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老師首先表示肯定，但又提出他的疑慮”我覺得互動比較好，學生較

會聽講。互動的方式就怕學生都不作回應，或者學生如果人很多，彼此

程度參差不齊時，要如何處理？”個人則回應”學生人數和程度對這種上

課方式造成困難，是很自然的。個人的信念是盡量讓多一些學生從此堂

課中，自己主動感知到所要掌控的內容。至於師生互動的熱絡，須靠老

師給予學生充足的信任，目標才能達成”。 

    總的來看，第一階段研究結合自學和評量，是為了架好學習的前導

架構，以便跟舊有的認知基模聯繫，繼而預先展示整個學期的學習內容

或主題。概念啟蒙例讓我們看見並體會到，脈絡對學生產生的學習意

義，在似真脈絡中解決數學問題，可以為學習者開啟一扇理解之窗。這

種教學互動是有價值的，因為，它提供學生的互動學習環境和動機。這

階段的兩個啟蒙例，「皮球彈跳」是反映學生的生活經驗，且涉及物理

知識，而「終極警探」因酷似電影情節並有鮮明圖像，比較能抓住大多

數同學的注意。學生在似真數學活動中反思，將數學概念依自己的認知

基模、連結情境脈絡而重新創始。啟蒙例引出學生參與的熱情，促成全

班接力思考的學習環境，激勵學生在自己的數學想法上理解數學、形成

概念。個人由反思教學活動，而去改變教學實施，這是一種經由互動和

反思，引動教學概念轉化的歷程。 

    藉由數學史料、啟蒙例來引介數學概念，學生可以理解老師的教學

觀點和佈局。藉由尊重學生自主探究的歷程，可以讓老師習得並理解更

多的學生觀點。第一階段的教學試驗，已獲致師生相互理解的部分成

效，並培養學生快樂學數學的傾向。研究者將在第二階段設法維繫此一

研究成效，並由第一階段成果中找出教學實施的困難點，以便調整下一

階段的教學活動。 

 

第二節  研究的過渡：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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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的第一階段在 92 學年度上學期末結束，時程進入寒假的第二

階段研究。由於本研究設計中預想的學習模式亦涵蓋課堂外的部分，因

此，個人需要為學生佈置假期的自學進程。同時，成為研究中的一個彈

性的過渡階段，也可以為學生進入下階段（92 學年度下學期）的課堂學

習預做準備。 

 

（一） 教師活動 

 

    寒假自學素材的功能，除了鞏固學生前一階段學習的既有基礎之

外，亦可發展學生個人特有的學習方式。由於，學生對暑假自學素材很

有感覺，也很喜歡，她們主動地探究數學內容並多了一份對老師的信賴

感，讓學生預覽上課的主題，也拉近了學生和個人之間的距離。因此，

寒假自學素材仍然接續學習的知識面和情意面，與個人教學概念重構的

第二個元素「動機」、第三個元素「情意」有關。不同的是，它的內容

只鎖定一個較困難的單元「三角函數」。因為，個人覺得學生需較長的

時間吸收這個單元的相關數學概念，所以，有為下個學習階段做準備的

意圖。為了提高學生自學的成效，教材內容應降低困難度並兼顧學習樂

趣。為此，筆者與年級召集人取得共識，一起設計生活情境題，帶領學

生開展學習歷程。此外，還加入網路下載的電腦程式繪圖，讓學生經由

圖像的直觀，「看見」三角函數的圖形，並強調整合與分析的能力，希

望也可以一併提高學生自學的樂趣。 

 

（二） 學生活動和教師角色 

 

    雖然，學生在這個階段中沒有正式的課堂學習，但是，研究者仍以

學生在家自學的方式延續上一階段的學習。在這樣的學生活動中，教師

的角色是「潛藏的情境佈置者」，讓學生在教師鋪陳的解題脈絡中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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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概念。實施之後，學生對這份自學教材的反應可以整理如下： 

1. 學生十分高興再次體會自學素材，並要求將寒假自學素材裝訂得與暑

假那本大小一致，方便她們收藏。 

2. 學生大都覺得內容有趣，而且自己就能看懂。除了後面介紹到廣義角

的部分無法全部了解外，前面銳角三角的定義及三角基本性質部份

都能自行吸收，而電腦繪圖的部分更有輔助學習的功能。 

3. 學生 212 在數學史的空白頁補寫上一些她從科普書中找到的「泰勒斯

如何測金字塔影長？」的資料。 

針對自學素材的試驗，個人在這階段結束之前以寒假作業考試（題

目請參見附錄六）的方式，驗收學習成果。底下將這份考試題目的結構、

計分、及答對率呈現在表二和表三中。 

整份考卷共 25 格，其中第 13 格因題意稍有瑕疵，故不計其答對率，

其餘 24 格可以分成兩類。第一類考題評估學生的「銳角三角的定義及

三角基本性質」概念，學生在這方面的表現（除其中第 4 格混合型、第

10 格涉及轉化能力外）頗佳，平均答對率為 87％。第二類考題則是有

關「廣義角」的概念，相對的答對率比較低（尤其涉及較多計算的更易

出錯），平均為 63％。 

 

編號 數學概念 計分 答對率 編號 數學概念 計分 答對率

1 銳角三角的定義 4 87％ 8 銳角三角的定義 4 100％ 

2 銳角三角的定義 4 100％ 9 銳角三角的定義 4 82％ 

3 銳角三角的定義 4 93％ 10 銳角三角的定義 4 56％ 

4 銳角三角的定義 4 62％ 11 三角基本性質 4 80％ 

5 三角基本性質 4 100％ 12 三角基本性質 4 93％ 

6 三角基本性質 4 91％ 17 鈍角三角函數 4 80％ 

7 銳角三角的定義 4 98％ 23 銳角三角的定義 4 96％ 

 

表二  第一類假期作業考試題目評量概念及學生答對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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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數學概念 計分 答對率 編號 數學概念 計分 答對率 

14 廣義角三角函數 4 69％ 20 弧度量 4 75％ 

15 廣義角三角函數 4 60％ 21 弧度量 4 47％ 

16 廣義角三角函數 4 49％ 22 廣義角三角函數 4 47％ 

18 廣義角三角函數 4 73％ 24 廣義角三角函數 4 69％ 

19 弧度量 4 73％ 25 廣義角三角函數 4 65％ 

表三  第二類假期作業考試題目評量概念及學生答對率 

 

    接著，為了進一步檢驗「是否比較用心於自學的學生，則成績較

高？」的猜測，個人還針對其中幾位學生進行選樣對照。在收回寒假自

學教材批改時，將作業寫得較好又用心的學生，事先登記在教學日誌

上，再於考試後將這些學生成就測驗的分數與全班作比較。結果挑選出

來的 8 位學生成績分別是 88、96、88、88、88、92、92、92，平均為 90.5

分，而全部 54 名學生（1 人缺考）的平均是 76.2 分。 

    除了學生的成就測驗成績，可反映自學素材對學生學習有正面的成

效之外，個人也在教學時注意觀察這些學生的學習狀況，初步確認有部

分正面的效果。當正式課程到了三角單元時，由銳角三角函數推廣到廣

義角，一直到各種三角關係式的交錯使用，個人對照於自己以往教學的

經驗，覺得這次學習少了大量填鴨的內容，似乎多了點流暢，這也許是

拉長學習的接受和醞釀期對她們產生的功效。另外，自學素材中放入三

角函數的一些相關史料，在學生學習的情意面上也有提昇的作用。學生

表示，其中的史料部份相當引起她們的興趣，以致於有些學生會自己設

法瞭解更多的三角函數史。個人能清楚感受到學生對數學史是有感覺

的。以下的問卷調查和選樣訪談的資料分析，部份地支持了個人這樣的

感受。 

    數學史問卷的第一道題目是，想明瞭學生對自學教材提供史料的反

應，全部學生的閱讀率是 94.4％（1 人缺席沒測，54 人中 51 人回答看過，

詳細的問卷填答整理，請參見附錄一(1)）。學生的反應可以大致分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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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1. 29.4％(15 人) 表示史料可以當故事看，雖不難懂，但看後可能就忘記

了。 

2. 27.5％(14 人) 覺得其中圖示滿好玩的，而數學家的故事相當吸引人。 

3. 43.1％(22 人) 所表達的評價與上述不同，她們感受到史料對數學學習

的作用。 

這 22 位學生所提及的作用，可以再細分成三種： 

（1）21.6％(11 人) 表示知道歷史背景，了解每一步發展過程，有帶她

入主題的作用。 

（2）7.8％(4 人) 表示知道數學應用，可讓她感覺數學融入生活之中。 

（3）15.7％(8 人) 表示驚嘆古人在沒有先進工具下，全靠頭腦也可以創

造數學知識。 

（由於，其中一位的評價同時歸屬兩類，所以實際 22 人，計為 23 人次） 

   依據以上的學生資料，個人認為數學史料對學生的數學學習好像會

產生三種作用：第一類的沒作用（即 1.）、第二類起表層作用（即 2.）、

第三類起深層作用（即 3.）。在第三類的深層作用中，又可細分為「知

道背景」（即 3(1)）、「察覺重要」（即 3(2)）、及「欣賞智慧」（即 3(3)）

等三個取向。 

    數學史問卷的第二道題目是，針對第一階段每個章節的數學史介

紹，想明瞭學生對這個教學策略的回應。學生表示喜歡和非常喜歡的人

佔 51.9％（28 人），明白表示不太喜歡的僅 1 位。對史料融入教學的回

應可以分成下面三類： 

1. 22.2％(12 人) 表示只是些普通的常識，沒時間就不會想看。 

2. 22.2％(12 人) 表示可提高對數學的興趣，讓數學更有人情味，她有較

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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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5.6％(30 人) 表示史料對數學學習會產生進一層的作用。 

這 30 位學生所指稱「進一層的作用」可以再細分成四種： 

（1）27.8％(15 人) 表示了解定理發現的由來，加強對數學知識演進的

了解。 

（2） 5.6％(3 人) 表示真的用得上而不是在應付考試，感覺數學是真實

有用的。 

（3） 7.4％(4 人) 表示世界果真很大，數學家很厲害。 

（4）14.8％(8 人) 表示注意到古人思考問題的方式，自己會試著參酌這

種思考方式一步步推導。 

    同樣地，學生的填答被區分成第一類的沒作用（即 1.）、第二類起

表層作用（即 2.）、第三類起深層作用（即 3.）。但是，可在第三類的深

層作用中，加入第四個取向：「引動思考」（即 3(4)）。亦即，在 8 位屬

於「引動思考取向」學生的填答中，出現不同於知道背景、察覺重要、

欣賞智慧，這種更深層情意屬性的回應，反而表達出數學史料對她們的

數學學習發揮引領思考的效用。底下用一些學生的回應，說明史料對學

生學習產生四個方面的影響（8 位同學的完整問卷填答整理，請參見附

錄一(2)）： 

1. 數學史影響學生數學思維的方法 

  學生 205：當被題目困住，想不出來怎麼做時，會回頭看數學史，注意前人 

是如何推演這些內容，由演進思路入手，回到初始基礎的處理觀 

點，這樣反倒比參考書的複雜技巧的解法容易懂。 

2. 數學史影響學生的數學態度或數學學習態度 

學生 110：數學家願意花時間努力去證明，我們只是想，未付諸行動。我 

們常只是背公式、運用別人的結論，but 數學家的故事 tell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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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要只會學習別人，要常常有自己的想法，like：why 一定要 

這樣解 or 是否有更快的方法？ 

學生 216：知道過去的人之想法、思考方式，會刺激自己別輕易放過一個 

問題，提醒自己要多多探求事物的內涵，要求自己要多想一些。 

3. 數學史示範數學的變通性 

學生 110：一道題目可能從代數很難解，但由圖形的角度就變得簡單。 

學生 116：以簡單的已知定律推出一個實用的方法，我們在日常就可以多 

試，也許會有很神奇的發現。 

4. 數學史幫助學生了解自己的特質 

學生 110：…也要我們更勇於相信自己的直覺。 

    在這過渡階段中所獲致的成果，給個人一種數學教學概念和身份轉

換上的重要支撐，了解到這些個人的教學轉換可以在學習的動機、情

面、及知識面，帶給學生學習數學的正面效果。而學生對史料教學所做

的回應，更表明了史料對學習所產生的作用不只限於情意因素，也可能

兼顧學習的知識面。這些成果為下個階段的研究，明白地點出了個人教

學轉變應該持續努力的方向。 

    由於時值寒假期間，沒有正式課堂教學，王老師也就無法提供隨班

觀察紀錄。 

 

第三節  研究的修正：第三階段 

 

    前兩階段個人在教學概念和身份的重構上，陸續獲得部份學生和王

老師的支持性回應，個人也在教學實施時，感受到這種與傳統不同的教

學帶著具生產力的特質。個人的教學在試驗的同時即不斷地修正，更因

為持續教學反思而刺激出更細緻的想法。第三階段的教師活動與學生活

動除了要保有原來的成效之外，期望能更進一步達成原定的研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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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師活動 

 

    第三階段的學前評量問卷，由於已經有第一階段施測的經驗，學生

的答對率並非觀察重點，讓學生預先認識整學期將學的數學概念，並明

瞭自己的學前狀況才是本階段施測的目標。於是在這一階段設計問卷

時，先列出 9 個第二冊中的重點數學概念，再針對每個概念設計情境題

（評量問卷內容，請參見附錄三(3)）。由此評量，希望學生預先檢視自

己的數學概念。學生的作答及訂正情形仍然再次被用為上課的教材。例

如，在介紹 1-1、1-2 指數函數與其圖形時，個人直接由學生填答的問卷

中，挑出幾位以直觀感受作答的學生上台分享，引出指數擴充的教學活

動；在 2-5 正餘弦定律單元，則以問卷中的角度比到邊長比的想法，揭

開此節的定量探索教學活動。   

    這個階段的教學轉變主要在於「精緻化」史料、啟蒙、及探究三方

面的活動內容和過程。根據前兩階段研究所獲得的資訊，個人做了「更

深層」的教學省思。史料教學除了同時與概念重構的第二元素「動機」、

第三元素「情意」有關之外，又加入由數學史問卷蒐集來的學生想法，

再引用概念重構第四元素的「概念啟蒙」。這階段個人的預設教學路線，

是以 Simon(1995)談論的學生預設學習軌道為出發點，加入教師的角色

及觀點，轉化出教師個人的「預設教學軌道(Hypothetical Teaching 

Trajectory，以下簡稱 HTT)」。這樣的轉變使教學設計成為 HLT 與 HTT

的循環折衝歷程，教學先依 HLT 試行，然後凝聚出 HTT，依此繼續推

進教學實驗，並評估其成效，尤其著重於檢視 HTT 與 HLT 的貼近程度。 

 

1. 構築兼具情意引動與思考啟發的歷史脈絡 

 

    運用史料分為三階段進行，第一階段研究是教師引動階段，第三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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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則為學生融入階段，居中的第二階段研究則扮演觀念催化的功能。分

析催化階段的學生問卷資料，給予個人很好的反思刺激，因而更深入地

思考史料融入數學教學不應只是提升表層的情意面，似應做更深層的認

知引導。而學生的回應中，也明確指出從數學史中不只學到態度和感

受，還有數學思考方法和數學知識本質兩方面的啟發作用。 

    依據第二階段研究的教學試驗心得，個人嘗試在本階段將教學深層

化和精緻化，舉例如下。 

（1）第二冊 1-3 對數 

     9.84361×7.92534 好不好算？乘除開方運算是比較繁瑣的，頗耗精力、時間 

且準確度不佳，然而加減就容易多了。在十六世紀的天文學家已經知道”化 

乘除為加減”的技巧可以使計算過程簡化，因指數概念成熟較晚，他們首先 

由早已發展完全的三角函數中，注意到積化和差公式，由此造出 prosthapha 

-eresis方法。到了西元 1544 年，德國的史迪飛(Michael Stifel, 1487-1567)在其 

著作---整數算術一書中指出兩個對應數列的關聯： 

        … －2 –1   0  1   2   3   4   5   6    7     8  …           第一列等差數列 

        …  
4
1

 
2
1

  1  2   4  8   16  32  64   128   256  …          第二列等比數列 

等比數列內數的”乘、除、開方”可轉化為等差數列內數的”加、減、除”， 

例如：想算 8×32，     ＋               

                        3   …       5           3＋5=8     

                        8   …       32          8×32=256 
× 

後來精於簡化繁瑣計算的蘇格蘭貴族納皮爾(John Napier, 1550-1617)，在朋 

友克雷海上奇遇丹麥天文學家布拉雪(Tycho Brahe, 1546-1601)後，知道天文 

學想改進 prosthaphaeresis 方法，於是前後用了 20 年造出一個對數表，並於 

1614 年發表第一本著作---奇妙的對數定律；此表續經由倫敦幾何學家布立 

格斯(Henry Briggs, 1561-1630)參與討論改良。 

    因為，許多學生容易在對數運算的「真數相乘，則對數相加」法則

的運用上產生錯誤，這些錯誤可能是學生不知如何解讀這法則，只是強

行記憶抽象的關係式。為了改變學生對這法則的學習，故以史迪飛的等

差、等比數列觀察為學習起點，似可拉近學生與抽象代數法則間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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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藉著觀看數學家對運算法則的解讀，學生自己也可為這法則，加註

其個人心中最能理解的詮釋。後來，當學生練習對數運算有錯誤時，我

就用史迪飛的故事提醒她們，學生也會心領神會地以微笑或點頭表示她

們的理解。像這樣將前人的智慧包裝在數學教學的活動中，應該已經不

只是供學生欣賞而已，是想進一步讓史料背景成為釐清學生數學概念的

檢驗點。 

（2）第二冊 3-6 反三角函數 

歷史上由三角函數求反函數的過程，在用符號表示時，也有過一段麻煩糾 

葛。因為，給定比值所對回的角度值有無限多個，所以，牛頓在 1699 年建 

立 arcsin 記號，arcsin a 意指正弦 a 所對的弧（或角）。後來「函數」一詞的 

出現約在萊布尼茲(1642~1727)的研究中，f(x)的符號是尤拉(1707~1783)率先 

使用。因為，加入函數要求給定自變數，將導致唯一的應變數，故 1813 年

J.F.W.Herschel 介紹 符號時， 意指由1sin − a1sin − ( ) axxh == sin 的反向操作所建 

立之反函數對應到的唯一角度。（關於這裡所使用到的負指數記號，在數

學史發生的一段小插曲值得一提！數學王子高斯(1777~1855)反對用

代表

ϕ2sin
ϕsin 的平方，認為不如就寫成意義較為清晰的 ( )2sin ϕ 。他的想法提醒

我們注意， 在三角函數上用一個負指數標記，是完全不同於一般實

數的 的用法：

a1sin −

1−a
a

a 11 =− ，然而 ( ) 1sin −a 才是
asin

1 ，而 是用在反函數對

應。） 

a1sin −

    在反三角部分，由於了解「抽象符號的干擾」是學習困難的源頭，

因此，個人編織這段史料，是想幫助學生釐清符號表徵的意義。經過這

樣的概念包裝教學活動，應能減少符號對學生學習數學概念的干擾。而

且之後，在這單元的學習上，也並未發現有學生對反三角函數的符號有

錯誤的認知。 

    關於這階段的史料教學，研究者依據第二階段研究的成果，轉而強

調史料的情意引動和思考啟發兩個層面的功能。為了解學生對這樣教學

調整的感受和看法，評估教學預設目標是否達成，研究者安排在本階段

教學實施結束後，於暑假期間晤談部份的學生（四份訪談資料，請參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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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研究者以「內容回想」開始進行訪談，學生藉由回想內容，

也比較容易記起從前上課時的感受和看法，也是後續問題的暖身。個人

更想探知，學生對數學史教學的回應層級，也就是想要知道她們「想從」

和「實際從」史料獲得什麼？有近 2/3（全部 8 人中的 5 人）的受訪學

生在回想時，曾經提到三角函數。這個一向被高一學生視為困難的學習

單元，似因加入史料而呈現了概念的延續性，反倒成為學生最有印象的

學習內容。至於學生從史料感受到的學習，則有以下幾類的回應： 

a. 數學學習可以結合他科、生活應用而產生學習的動力 

      學生 205：有時數學有點小枯燥，都在計算，如果加一些比較人文的東西 
，會比較有興趣。 

學生 212：數學史最大幫助在於讓我看到這部分數學內容可以在生活上怎 

麼應用，促成學習動力。 

b. 數學學習應該重視關聯、脈絡、和系統 

     學生 123：寫題目像按照數學史的軌跡一路走，譬如公式依條件一個推到 

另一個。 

c. 數學學習應該強調由基本概念開始推演的過程 

     學生 227：數學發展史提示從最簡單部分開始想，花時間慢慢發展。 

     學生 216：練習時不能忘記基本道理的涵義。 

d. 數學解題應以多種思考角度切入 

     學生 206：看見內容演化，知道切入角度，就可以在理解上跨一大步。 

    由以上學生的回應來看，數學史似能代替老師口頭的教導，把平日

由教師傳輸給學生的知識、技巧、態度與看法等，藉由「史料融入教學」

的活動，讓學生較自然地從中挖掘、學習。這種方式除了具備貼合學生

個人自主學習模式的特質外，應能提供比一般教材更多面向的數學內

涵。 

    因為王老師對史料教學的感受不深，所以研究者沒有特意詢問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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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 

 

2. 設計兼具視覺化與歷史脈絡的概念啟蒙例 

 

    概念啟蒙例的教學設計與個人的教學重構第四元素「概念啟蒙」有

關，在歷經第一階段的教學試驗後，在本階段中再次修正。除了概念的

數學知識本質之外，個人再與概念學習的相關學理連結，反思「活動成

效應如何對學生學習做出更大的貢獻？」 

教材內容中有對數與指數的互逆關係，以往個人的教學均著重在代

數形式的操弄上。但是，有感於理解的關鍵是，能否在短時間內將這個

程序性概念「膠囊化(Encapsulation)」(Dubinsky, 1991)。因為醞釀的時間

短促，而符號本身抽象的層次較高，曾造成許多學生的學習困難。為了

解決這個教學問題，個人在這個部分的教學設計上除代數符號的操弄

外，增加對數的「數感(Number Sense)」教學。也就是，透過視覺表徵，

幫助學生看見對數值的產生過程，並連結指數概念。這種教學的考量來

自閱讀有關「視覺傳遞過程(Visually Mediated Processes)」研究文獻的啟

示。 

    Piaget和Inhelder(1956)曾將思考(Thinking)區分為：知覺的(Perceptual)

或表徵的(Representational)，以及圖像的(Figurative)或操作的(Operative)。

Bishop(1983)則認為，分析型的人，即言辭邏輯強而視覺圖像弱，在解題

時不需視覺支持就可輕易操作抽象基模；而幾何型的人，能將抽象數學

關係轉以視覺說明來表達並驗證，即以圖像取代邏輯。由此可知，我們

似乎能透過圖像操作暫時取代邏輯來幫助學生的數學概念學習。又

Greer(1981)認為「視覺傳遞過程」，包括空間能力、意像、及數學思考中

圖 表 的 角 色 等 三 部 分 。 Krutetskii(1969, 1976) 、 Moses(1977, 1980) 和

Suwarsono(1982)等，在研究孩童解決非例行性數學問題的認知過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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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視覺意像(Visual Imagery)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個人透過「視覺

意像」和「數學思考中圖表的角色」的構念，設定第二冊 1-3 對數單元

的教學活動。希望，以圖形視覺增強學生的「對數數感」以及對數與指

數的聯繫，幫助學生克服抽象對數符號的學習困難。使用數感和相關圖

像是想建立由符號到物件的往返連結，試著邁向Steinbring(1998, p.180)

所指的概念-系統式參照(Conceptual-Systemic Reference)模式。為達成這個

教學目標，個人以「指數圖形看對數」的教學策略，由一個生活情境的

概念啟蒙例，引動整個教學活動。 

另外在 3-1 弧度量單元教學時，教材的內容將三角函數的角度由學

生慣常使用的度度量改成直接教弧度量。原因是，當學生面對高一的三

角函數的性質與應用時，必須由偏重主觀和實際的體驗，轉為著重理論

的探討和應用。由於內容比較抽象，學生不易體會抽象數學的內容而容

易產生學習的困難。尤其是，角度單位的轉換是個重大的改變，但是，

在各版本的教科書上都沒著墨，僅定義弧度量。個人先查了弧度量的相

關教學資料，討論的內容多半皆以微積分為主題，對高一生來說，應該

沒有什麼感覺。雖然，有的老師會以製造學生畫圖上的衝突來提高學習

弧度量的需求（即，因 x 軸上 和 y 軸上的 1 無法比較，導致圖形無

法和以前學過的函數圖形相連結）。但是，在研究者的教學場域中並不

是那麼適用，因為，學生於寒假自學已經先看過三角函數的圖形，無法

在此時引發強烈的認知衝突。在設計這單元的啟蒙例時，回想研究第一

階段的經驗，再加上第二階段中史料融入教學對學生數學學習的成效。

個人即構思一個歷史的脈絡，以歷史的傳承來支撐弧度量的單位轉換。

也就是，先說三角函數發展的歷史背景，以有意義、有系統的方式進行

統整、轉換、和銜接。以下詳細說明這階段概念啟蒙的生活例，並指出

史料如何再次融入數學教學的活動之中。 

°90

（1）「海藻蔓延」---以視覺意像和圖表牽動對數的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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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藻的栽培實驗中發現：海藻生長快速，從某一週（定為基準週第 0 週）起 

，每週定時測量它繁殖覆蓋的面積一次，並作紀錄如下表： 

      時間 t（週）   0  1   2   3   4   5    6    7    … 

      面積 A ( )2cm     1  2   4   8  16  32   64   128   … 

O 

y

    從實驗紀錄表中可以看出，海藻繁殖的面積 A 應該是 

           ，可以用函數記號寫成          ，並 
x在直角座標平面繪製其圖形（請畫在右圖上）。 

     開始培育時海藻覆蓋面積是 1 ，經過 2 週、3 週後， 2cm
  它繁殖的面積分別是 、 ，那麼需幾週面積始達 ？ 24cm 28cm 25cm

    這個概念啟蒙例是由學生熟悉的指數函數開始，並在指數圖形上呈

現解題的想法。教師藉提問「所求時間是否為整數或有理數？」，促使

學生感受這個數的特質，並讓學生在圖形上標示數值。此時，標示的活

動是以在y軸上標示 5，拉此高度的水平線交指數曲線於一點，再過此交

點作x軸的垂直線，可「真正看見」滿足 的t值。此時，因為之前已

驗證 的t值為無理數，就能較自然引入對數 的數感。這個似真

情境的概念題是要讓學生藉直觀圖像而認識

52 =t

t 52 = 5log2

對數函數，讓學生能夠直接

在指數函數的圖形中「實際對到」對數值，並藉此過程了解對數函數的

意義。這種呈現的手法，不但能降低學生學習對數符號的認知負載，也

能幫助學生以較自然的方式理解對數運算的性質。 

    在這樣的教學之後，個人選了六位學生施行延後測（個案學生延後

測的表現，請參見附錄一(3)）。在她們的作答中，我們可以看見視覺意

像和圖表的初步功效。不論是找數值或驗證運算性質，都可感受到她們

「大量地使用指數圖形反推對數」。這樣應該可以幫助學生在一開始接

觸對數概念之初，就先感受到對數的內涵。 

（2）「2040A.I.天網」---用歷史脈絡啟動弧度概念 

三角函數的發展經歷過一段坎坷的路程，從天文學的觀測到平面三角；直 

到十八世紀以後，尤拉在《無窮分析引論》引進「三角函數是一種函數線 

（單位圓上有正弦線、餘弦線…）與圓的半徑之比值」的概念，三角函數 

的研究進入了嶄新的領域，三角學的研究也脫離了只是研究靜態三角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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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狹隘空間，提昇到可以描述運動與變化的新領域。進一步地，三角函 

數的變數由角的「度度量」，演變到採用「弧度量」，使三角函數圖形易於 

表達，甚至將三角函數做解析處理，更加速了三角函數的研究，也使其應 

用日益廣泛。 

 據此文獻，個人透過以下三個相互呼應的圖像表徵，來反映這段史料的脈 

絡。 

                                   （ θθ sin,cos ） 

                                                 r    r 

                                                                                         

 

測量的比例觀點         尤拉的運動觀點         尤拉的實數觀點 

    接著，個人以生活化的概念啟蒙例，創造似真的學習情境，開啟弧

度量的概念學習。這部分是要讓學生對所介紹的數學概念內涵有更深刻

的感受，在尚未進入實質抽象數學內容之前，先著力於弧度量的意義

上。之後，教學活動便以「2040A.I.天網」的情境展開： 

    金屬流線人在殘留的遺跡中偵查，想接收所有能找到的信息加以編排分 

析，並對於地球原本的主宰者－人類被滅絕的過程試著提出解釋，底下 

就是他們的場域模擬情況。擁有先進科技和強大火力的外來生物正對地 

球上各個地區進行鯨吞蠶食的侵略行動，A.I.控制中心為此研擬空中防護 

罩（內、外兩層）的防禦措施。在防護罩上隨意取兩點 A、B，則和控制 

中心形成扇形 OAB。 

                 

                                     A 

O O

A

D
BB 

CC 

D 

 

     圖（一）內層弧 AB 與外層弧 CD        圖（二）內層弧 AB 顯然較短於外層弧 CD， 

               可否等長？                           但什麼維持不變？ 

對於啟蒙例中兩個圖形所提出的問題，學生皆能很快找到解答，即

在弧長固定不變之下，圓心角隨半徑縮短而變大；在圓心角固定不變之

下，弧長隨半徑伸縮而變大、變小。在充分討論後，個人提出觀察所得

的結論：（1）不能單由弧長大小決定圓心角大小，但弧長與圓心角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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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化。（2）由圖（一）和圖（二）可知圓上弧長的大小，涉及此圓的

圓心角及半徑。最後，在學生已有這些初始的感受下，自行橋接到抽象

數學的內涵。將此節原來後半段的學習內容「三角函數的圖形」提前，

讓學生由畫函數圖形的思考中理解度度量的缺失。 

接著，個人和學生一起試著找出弧度量的定義，並回溯至前面的史

料引導，以強調定義的內涵是以弧長來度量圓心角。所得的弳度數就是 

比值，即
r
s

=θ 為弧長消掉半徑影響之比值。之後，學生在解弧度量的練 

習題時，即可一再地回溯到這個原始的觀念或印象，尤其是她們會十分

留意那個比值。 

    對於研究者在這階段使用的兩個啟蒙例，王老師在觀察紀錄裡提出

他的看法。對第一個啟蒙例「海藻蔓延」，王老師質疑對數符號對學生

也許不是那麼必要，因此他說”海藻蔓延對於對數來說，我感覺不到這

例子的引導串連，並沒有強烈的關係，或許是因為log本就只不過是個符

號，等同於 似的，所以感覺可有可無。”他的這個想法，在後來學生

進行對數解題時，意外地鬆動了。

∑

王老師的觀察紀錄裡寫著”後來老師

在帶例題時，鼓勵學童法的價值，讓學生用自己的想法，發表如何比三

數 的大小時，學生畫出三條底數分別為 2、5、6 的對數曲線，

以定水平y的高度去對其各自三個x值而比大小，但是，因圖形無法較精

準地掌控，以致無法決定大小。”之後，學生對此情形也進行了討論，

121430 6,5,2

王

老師從中感受到對數確切值的必要性。另一個啟蒙例，王老師則從一開

始就肯定它對學生的學習效果。”3-1 弧度量引入A.I.天網這例子，我覺

得首先能夠引起學生的興趣而想繼續看下去是重要的，這例子能夠很明

顯讓學生深入思考弧長、半徑、夾角彼此之間的關係為何？而且此例非

常自然，是非常好的一個反思。”（王老師的教室觀察紀錄整理，請參

見附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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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活動和教師角色：以合情猜想激發學生的探究活動 

 

    進行探究式的數學教學活動，教師和學生均可具體感受到自己數學

認知的提升。在數學課堂上學生的探究過程，伴隨提升數學功力的同

時，可讓人察覺到知識的多元性與解法的多樣性(陳松靖, 2001)。「學生

探究」與個人概念重構第五元素「學生探究及教學調整」有關。實施時

須在教學試驗中不斷地調整個人的教學技巧和結構，更要發揮引導和指

向的功能，才能逐步推升學生的探究層次。經過第一階段不斷在課堂上

營造學生主動探究的班級學習氣氛之後，此階段是要進一步帶領學生熟

悉探究的方向與步驟，即「大膽猜想、小心驗證」。讓她們在課堂上仔

細地檢視自己和同儕的數學方法，進行群體的腦力激盪，讓大家共同獲

得更為成熟精進的「學童法」(Case, 1975, 1978; Booth, 1981)。學童法比

我們所教給他們的方法更自然、更具說服力，只是應用或推廣時，也許

會有限制，所以，必須讓她們在使用的同時，清楚地知道這些限制。這

樣教學就可從他們的自然方法出發，漸進地銜接上老師所教的方法

(Booth, 1986)。如 93 年 3 月 5 日在對數函數圖形單元教學時，個人有以

下的紀錄： 

   教師：【例題】比較各數大小： 

2log,2log,1log,
2
1log,

4
1log

2
1

3
2

4
3

4
1

2
1 ===== edcba  

同學們用自己的方法做做看。 
（教室巡視，看看學生的求解情形。） 

教師：現在請一位學生上台寫解題過程。 

    學生 118：a 的真數
4
1 比 a 的底數

2
1 小，又底數

2
1 為真分數，∴a>1，而 

b<1… 

    學生 106：老師，你看看我這樣做，我直接看到 a=2,b=
2
1 ,c=0,d=

3
1 ,e=-1, 

就知道它們的大小，比大小似乎不必用這個方法吧！ 
    教師：學生 118 將邏輯分析方法用的很完善，而這是一個重要的能力，你 

們將會看見它對解題的幫助。讓我們現在翻開學校講義看一些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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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1）比較 11logc,8logb,7loga
3
1

3
1

3
1 === 的大小。 

（2）比較 的大小。 121430 6,5,2 === cba
第（1）題的 a,b.c 不能立即以簡易的整數或分數表示其值，那麼是

否仍能很快比出大小？ 

    大多數學生：它們的真數越來越大，但底數小於 1,所以對數值反而越變越 

小。 

    教師：說的好，這就是邏輯分析的手法。再試試第（2）題，如果有比出

大小的，跟我們分享你的解法。 y

b x 

y=log2x

y=log x5
y=log6x

c a 

14 
12 

30     學生 120：因為 ，所以我用 alog302a 2
30 == 就是

對數函數曲線來對出 x 值比大小。 

              右圖 x 軸由左而右是 b,c,a 

              acb <<∴  

    學生 118：老師，不知道我是哪裡做錯？我也用對數函數曲線來對出 x 值 

比大小，但答案卻不同。 

    教師：請上台將你的做法寫在旁邊，我們大家來看看為什麼會這樣？ 

    學生 118：我先將 a 看成 ， 154
              結果比出 bac << ， 

               

 

                             不可能有兩種大小啊。 
x

14 15 

c a b
12 

y 

y=log5x
y=log4x

y=log6x

 

    教師：有誰看出什麼地方不太對勁嗎？這樣用畫圖看水平高度是不是能決 

定出 x 值？ 

部份學生：她們畫的曲線彎曲程度不一定正確，而且 y 的高度也不準，這 

樣來對 x 值，位置可以變來變去的，不能用這方法來做。 

一開始研究者安排一個對數練習題，學生 118 的解題方法與大家不

同，其他人是直接寫出a,b,c,d,e的值而得知大小關係，個人心中預想的解

題模式亦是如此（即HLT），但是，這位學生卻以分析底數、真數對求

值產生的影響來決定排序。當其他學生對此解法有所質疑時，個人為尊

重學生 118 的解題想法，特意藉安插原本不在預想教學程序的題目，來

突顯這個「學生解法」的價值，以培養學生的解題自信，激勵她們勇於

嘗試各種想法。像這樣臨時、動態地調整個人的HTT，原本只是著力於

肯定學生的想法，結果在學生以自己的方式解決難題時，意外地又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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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豐碩的數學探究成果。在解第（2）題時，前後兩位學生所做的排序

皆非正確解答，造成錯誤的原因是，所畫對數曲線的曲率不易明確掌

控。學生一開始為這種結果感到困惑，這時個人卻讓她們自己去想一

想、試著檢查一下自己的直觀。漸漸地，就有學生對畫圖取值的位置提

出更細緻的想法，注意到雖是取值之位置細微變動卻會造成非常不同的

結果。最後，個人詢問同學對此問題的有效解法，學生 111 則提出自己

用同一底數 10 作比較的方法，並解釋它的有效性。這樣的師生共同探

究過程（即HLT-HTT的循環往復），學生可同時獲致：「不同底數會牽動

對數值」和「常用對數在求對數的精確值上是有價值的」兩個有用的心

得。 

    對於以上課堂上的這段小插曲，讓個人更深刻地感受到，一種發覺

教與學的新關聯的喜不自勝心情。王老師也在其觀察日誌中，表示”原

來利用畫圖去比大小，對很接近的y高度 14 和 12 產生了假像（因為曲

率各不同）。我覺得這種方式非常好，由學生自己做題遇上的矛盾，可

了解因為精確性，所以不能「大概」。而學生在畫的過程中，其實已經

發現怪怪的，只是說不出個所以然來，相信在仔細思考、討論後，學生

有能力自行發現其錯誤而明瞭不能再隨便了！”（王老師的教室觀察紀

錄整理，請參見附錄五）。由於，這完全是當場發生的效果，事前無從

預料，也就因為這樣，更能讓個人心喜。雖然，個人深知課堂探究對學

生和教師都是一項很大的挑戰，因為，我們無法預期過程和其結果。學

生也許得到高成就感，但是，也可能因此而曝露在犯錯的不如意氣氛之

中。此外，由於課程內容不能完全照既定教學計畫進行，敏感的孩子會

擔憂課室中不確定的氣息，問卷中有些孩子也確實如此表示。但是，個

人看重的是對師生而言，更深遠的內在教與學上的影響。 

    之後的教學活動中，也就更強烈地感受到「學生探究活動」所建立

的互動氣氛，確實帶給師生豐富教與學的啟示。即使個人教書十七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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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比不上這種師生互動的真實感受，又產生了那麼多的數學概念連結。

許多學習上的困難，都在學生的自動探究中被部份解除。雖然，高度開

放的數學課堂，也許教師會承擔很高的風險，也會擔憂不知道會將學生

帶至哪個方向，更無法預期能不能讓學生在探索中擁有更完整的數學概

念。但是，個人一直秉持「相信她們，就是相信自己」，而我們總是在

驚喜與感恩中完成精采的一堂課。可貴的是，這樣的進展不是教師一開

始就計畫好的，它是班級成員共同開發的結果。 

後續的「和差與積互化的公式」單元教學，個人先用一個簡單易懂

的「豪雨造成房屋傾斜」生活題開始，讓學生求算 ，然後

自由解題，學生隨即在班上發表想法如下： 

°° 5.37sin5.82sin

    學生 208；我們可以用查表得的小數值相乘。 

    教師：很有效的做法，不過有兩點要指出來，查表得的是可能有誤差的近似 

          值，而且多位小數相乘比較適合讓計算機做。 

    學生 227：我試出角度有特殊的關聯，
2

45605.37,
2

45605.82
0

−°=°
°

+°=° ，我覺得這 

              應該有幫助，可是一時想不出來要怎麼用。 

    教師：她真的有一個很好的觀察，大家一起想想跟什麼有關？ 

    學生 210：我也覺得這個觀察應該有價值，我們好像在前面哪一節看過這種 

              一加一減的角度有一個等式。 

    學生 221：找到了，在筆記的 3-2 例題有 

                  ( ) ( ) αββαβαβα 2222 coscossinsinsinsin −=−=−+ ， 

             所以 ⎟
⎠
⎞

⎜
⎝
⎛ °

−°⎟
⎠
⎞

⎜
⎝
⎛ °

+°=°°
2

4560sin
2

4560sin5.37sin5.82sin
2

45sin60sin 22 °
−°= 很好求。 

    這個過程讓學生了解如何運用和角公式，知道並列一和角一差角即

可得解。因為，個人對學生的各式解法均保持彈性(Flexibility)，以至於

學生敢猜想、分享。當呈現了她們的「學童法」之後，研究者再引導她

們找到另一相似的想法，而且也可以一般化得出和差化積的公式。 

    在這堂課的解題過程中，看見學生探究的流程可進一步細分成五個

階段：學生發現或教師提出探究詢問的問題 教師鼓勵學生進行非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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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合情猜想 全班藉分享彼此解題想法而獲致協同式的理解 教師

依循著學生的想法鷹架討論及驗證的歷程 師生共同概念化解題的歷

程。其中，加入非形式化的合情猜想，是想降低學生與抽象數學間的藩

籬，而以概念化的解題收尾，是希望提升學生數學理解至抽象的層次。

而個人的角色在這期間則由促進者、情境佈置者，轉移為學生數學理解

的檢核者。 

→ →

→

關於「學生探究」的情形，通常是當一名學生解釋她的做法後，可

能會刺激其他人發現不同的方法，這個模式鼓勵各種學習類型的學生皆

能有所得。因為，和全班一起經驗、探究、和詢問的過程，學生和個人

都相信學生可以自行探索，而且能做得比教師原來的期望更好。這個教

學例子也進一步說明了，「勇氣」和「自信」是學生進行數學探究時的

基礎，但是，教師需不斷地幫助學生強化這樣的態度和信念。「學生探

究」應該有一個支持性的課室環境，並能營造學生彼此的互相尊重，充

分地分享和尊重每個人的意見。更由於施行「學生課室探究活動」，數

學教學的活動便可以試著由學生來主導，漸漸地，學生看待數學活動的

方式也會影響個人的教學準備。 

這些學生活動使我體會到如何串聯不同一單元間的各個數學主

題，進而轉換了原本的教學概念，由原先教師設計的題目，轉成以學生

的問題出發，即運用前一回學習中提出但是仍待後續探究的難題。例如： 

求
7

6cos
7

4cos
7

2cos πππ
++ 之值時，可以連結複數的極式及向量幾何。轉換 

的考慮是，如何促成”學生改變信念，願意對潛藏於結構下的「Big」問

題進行工作，擴展可接受的解題方法，聚焦於解釋和論證，以致於有機

會以教室社群的方式形成數學內容”(Wood & Berry, 2003, p.198)。 

學生探究活動的上課開放氣氛和豐富學習情境，帶給個人極大的驚

奇，使我禁不住會在上完課後，急於與其他同校教師分享這段教學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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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這些配合學生自主為出發點的教學佈局，成就了一回有趣、高學習

效果的數學教學經驗之旅，而學生在群體的協同學習中，更可以因有較

深刻的理解而使數學概念保留得更長久。由「學生對教學策略看法」問

卷的填答中（詳細的問卷及填答整理，請參見附錄一(6)），我們可以看

見學生對這種課堂猜想、分享、驗證的探究活動所持的態度，茲舉數例

如下： 

   學生 217：贊同讓同學解題發表，因為每個人的想法都不盡相同，多聽聽別 

            人的想法，可以增進思考，也可以知道別人都是從何種方向切入 

            的。 

    學生 210：數學本來就可以有很多作法。可以看到同學不同的思考方式，滿 

             有趣的，而且有些錯誤可以避免。 

    學生 123：老師提問題的做法很好，有助於解題的思考，能面對的題目更為 

             廣泛。贊同同學各種解題呈現的處理。就算這題不適合這樣的解 

             法，卻可能是另一題的最佳思考方法。 

    學生 222：老師問問題有時可以馬上聯想，但有時不行；可是在聽到他人的 

             解答或想法時，可以強化連接、聯想的能力。 

    以上就是個人從「史料融入教學」到「概念啟蒙」，再結合「學生

課堂探究」的教學概念與身份內涵的轉換歷程。 

    在研究第三階段將結束前，藉著「教師數學信念及上課風格」的問

卷填答，學生、王老師、和研究者三方面皆對這樣的教學試驗提出感受

與看法，也算是對這種個人概念與身分轉換成效的一種評估。這份問卷

共有四個群體參與填答，其中他評一，來自兩班全部 55 位學生，先挑

出學生對此 11 題填答有 6 題以上選 2 的則歸為 2，有 6 題以上選 3 的則

歸為 3，結果 55 人有 27 個 2、28 個 3。由此份資料可反映，個人的教學

風格應是混合偏非傳統型。然後，再進一步將 11 道題目分三類來看，

第一類數學學習是 1~4 題，第二類數學教學實施是 5~9 題，第三類數學

本質是 10~11 題。同一類型以通過 2/3 的題數認定達到那個層次，這樣

的計分方式是參考Hart(1981)對數學概念理解層次分類的標準。因此，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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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類 4 題有 3 題以上選 2 的則歸為 2，3 題以上選 3 的則歸為 3；第二類

3 題以上選 2 的則歸為 2，3 題以上選 3 的則歸為 3；第三類 1 題以上選

2 的則歸為 2，2 題都選 3 的歸為 3。 

    結果第一類有 49 個 2、6 個 3，第二類有 15 個 2、40 個 3，第三類

有 28 個 2、27 個 3。此份資料反映，個人課堂上的數學學習應是混合型，

數學教學實施應是非傳統型，課堂上習得的數學本質應是混合偏非傳統

型。最後 11 題中的 5、6、7 三題為 5 個選項，此三題依前述分析方式

可得到第 5 題 19 個 3，第 6 題 40 個 3，第 7 題 34 個 3，這顯示個人數

學教學實施為混合偏非傳統型。 

    他評二則是由選樣的 14 位學生，填答「學生對教學策略看法」問

卷，選樣時主要的考量是學生填答的意願。其中，關於個人的教學技巧

部分，即使有四位同學表達因怕出錯而遲疑，但全部的學生都支持「教

師拋出問題、讓學生協同討論」的非傳統型教學。他評三是王老師的填

答情形，依前述歸屬標準為 2，但有部分為 3，此仍呼應我的教學是混

合偏非傳統型。研究者本身的自評，依前述歸屬標準為 3，表示教師努

力要做到非傳統型，但學生和王老師接收到的感受並沒有這麼強烈。 

    綜合上述問卷資料的分析結果，筆者的數學信念和課堂教學實施似

可歸類為「混合偏非傳統型」（詳細的問卷填答、整理、和分析，請參

見附錄一(4)~(6)）。 

 

第四節  持續的循環歷程：教學行動研究環 

 

    以上三階段的教學行動研究結束之後，雖然，預想的教學模式顯現

出部分的學習成效，而改善教學問題的目標卻沒有完全達成。但是，學

生的學習動機已被增強，而兼顧情意與知識面的學習前導架構、史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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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及概念啟蒙例，也帶領學生由舊有基模出發，連結新知識。最後加

入的課堂探究活動，更將學生原有的想法與全班一起分享、討論、和驗

證，進而發展出具形式、探究內涵的數學概念。 

    這樣的教學試驗過程應該必定還有可以改善的空間。研究者也期望

能夠進一步釐清，史料融入教學的學習效果，建立概念啟蒙例的教學機

制，並再微調帶領課堂探究的教學結構和技巧。當然，距離完全建立學

生的自主學習模式，也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例如，如何加強學生代數

與幾何概念間的聯繫？這就是一個值得在後續研究階段探討的問題，也

是下一階段教學行動研究的起點。教學行動研究應是一個持續的循環歷

程，在這回的三階段研究中，個人更清楚了後續研究的方向。 

    下面一章中，個人將依據這三階段行動研究的經歷、體驗、和心得，

試著與學理構念及重構架構進行對話和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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