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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問題

本研究的目的是形成數學教室內師生互動與生生互動底經驗模型。本章主要

分為三節。第一節說明研究之背景與重要性；第二節進行文獻探討﹔第三節則提

出本研究之研究問題。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重要性

國內外數學教育工作者對於學生應該在一強調數學溝通的環境下進行數學

學習多有共識。例如：美國教師協會的學校數學課程與評量標準(NCTM, 1989;

2000)中指出，學生學習的五大目標之一是「學習數學地溝通」，而達到此目標的

最好方式是「(教師所佈置的)問題情境能使學生有機會去讀、寫並討論想法，進

而使數學語言之使用變得自然」；國內的數學教學亦強調群體解題文化的培養，

即教學內容必須包含溝通或是形成共識的問題，以及教學活動方式需包含群體的

討論活動﹙甯自強，1993a﹚。甚至，Sfard 等(1998)多位研究者在「透過對話學習

數學：它如同他們所言般的好嗎？」一文中皆同意：數學對話有很大的潛力成為

學習的模式，然而只有特定的對話類型可能實現此一潛能。換言之，問題不在於

是否要透過對話進行教學，而在於如何做。

由上可知，數學教育研究者多了解並非所有對話類型皆能促進學生的數學學

習，且多主張教室內「應該」呈現的是支持數學溝通的環境。然而，相關研究

(Richards, 1991; Cobb & Yackel, 1998)指出，學校的數學課對話中數學溝通這件事

未必會發生，甚至經常沒發生，常被冠上「學校數學(school math)」的稱呼以與

強調數學溝通的「探索數學(inquiry math)」相對比。究竟，「種種『應然』指示

在個別教室落實的面貌為何？」即為本研究者的待解問題。由於不論教室內數學

溝通有無發生，每一教室經彼此長期互動後皆會有一再重演的互動類型出現

(Bauersfeld, 1988; Richards, 1991)，本研究即針對個案教室內師生與生生互動所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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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互動類型進行探究。特別地，了解個案教室目前的互動類型是往「應然」方

向逐步改進之重要基礎。

以下分別從學生、教師、學術以及師資培育等四個向度說明本研究的可能貢

獻。就學生而言，互動類型之重要性一方面在於課堂上之指引功能(Bauersfeld,

1988)；另一方面由於課堂上的彼此影響不限於數學學科知識，且經常以耳濡目

染的方式進行，因此互動的時間愈久，學生所受到之潛移默化愈可能根深蒂固而

成為習慣，進而對學生的課外行為及數學觀等作出深刻影響(Bauersfeld, 1995,

1998; Bateson, 1991; Putnam 等人, 1990; Stodolsky, 1988)。例如：若學生長期處於

一強調數學討論的教室內，反思較有可能成為學生之習慣，即使教師不在身邊，

問題解決亦較能成為與自我之對話(von Glasersfeld, 1995)，且較可能將數學知識

視為人類創造性活動的產物；相對地，若學生所處教室的常見口語結構是「引發—

回應—評量」序列，學生較可能只關心答案的正確與否，且較可能將數學知識視

為獨立於人而存在的。由是，個案教室互動類型是檢視兒童數學學習環境品質的

重要指標。

就個案教師而言，不論其對教室內之互動類型是否有所知覺，當教師不滿意

教室社會運作現況而企圖改變時，若研究者能提供真實的(authentic)個案教室互

動模型，包括師生互動與生生互動，使教師了解研究者此一他人對教室互動現況

之另有解讀，以及學生參與教室過程中對他人與自身行為所做的種種詮釋，將有

助於教師掌握參與師生企圖，進行更為妥當之指引行為。

就學術而言，當以教室為單位檢視兒童的學習效能時，可發現不同教室的學

習效能未必因教室人員構成的不同而全然不同，有些教室的整體效能是類似的。

由於學生之學習效能是受到教室過程整體，而非單一過程因素，之影響，若能從

個案教室研究中，找出各種可能引發高低學習效能之具體過程因素，例如教師之

關鍵佈題以及組織教室過程之行為序列，未來應可建立跨教室的互動類型與學習

效能間的可能關係模型。此外，從師資培育之角度來看，高學習效能教室的互動

類型與教師關鍵佈題經常可提供其他教師作為可以使用的溝通策略，低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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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的互動類型與教師佈題則可提醒教師避免使用之。綜上所述，不論就個案教

室學習環境品質之檢視、個案教師行為改變之協助、甚至更廣泛地從學術及師資

培育等向度來看，教室互動類型皆是一重要的研究課題。

由於觀察是理論負載的，進入教室現場觀察之前，實有必要釐清互動類型之

本質及其成型機制等相關問題。當對現有理論中的互動觀點以及實際互動現象進

行反思，研究者主張互動理論之建構必須考慮下列議題：（一）個體建構與個體

溝通之關係是極需整合而非對立的(Richards, 1996)，尤其必須將學習者自主

(autonomy)之概念與社會環境之形塑力量同時考慮在內，期望所得理論能同時詮

釋家長對「好」老師與「好」學區之期待，以及教師對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期待。

（二）互動產物，例如教室內之互動類型，之品質是由師生共同貢獻，而非由教

師一個人所決定。換言之，由於學生的回應行為亦會對教師造成影響，故所得理

論應對學生的數學學習其實會自食好果或惡果此一現象作出詮釋。（三）互動產

物之本質是存在於參與者間的客觀實在，或是觀察者觀點的亦有待釐清，因其與

教室互動類型之本質有關。若為前者，則師生在教室內之行為是受到一套固定劇

本之指導，且個體所扮演角色是固定的，不因觀察者之不同而有所不同。若為後

者，則僅意味著對一觀察者而言，師生在教室內一再重演之行為序列如同受到其

所建構之互動類型之指導，然而師生於行動的當下未必對一再重演之行為序列有

所知覺，甚至即使有的師生能跳脫行為者角色成為觀察者，其對同一教室所建構

之互動類型與其他觀察者之建構亦未必相容，此時對其而言，指導教室內師生行

為的是其自身所知覺到之互動類型，而非其他觀察者之知覺。

由於現有數學教育理論，例如社會文化取向與意義浮現取向，的互動觀點仍

存在一些待解難題﹙張淑怡，2004a, 2004b﹚，故，另行發展或向外找尋一可存活

之互動理論是本研究所面對的一項重要挑戰。由於社會互動與個體建構是不可分

的，且根本建構主義在個體學習本質之探究上是相當可存活的理論，由是，本研

究試圖在根本建構主義的原有架構上建立一合適的互動理論。值得一提的是，雖

然有些研究者(Lerman, 1996; Voigt, 1992)認為根本建構主義是一個不談教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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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論﹔然而事實上，根本建構主義的中心主張中，社會建構與抽象是同樣基本

的(Smith, 1995)；且對此取向的研究者而言，教學與溝通不會神奇地發生，其是

一個必須被提出的重要問題(Richards, 1996)；甚至，根本建構主義大家 von

Glasersfeld(2000)亦明白表示，針對『倫理』與『社會互動』兩部分發展可存活

的理論模型是根本建構主義未來的努力方向。由是，本研究在互動理論上的努力

亦希望對根本建構主義做出貢獻。

此外，就研究方法上來看，現有與教室互動類型相關的研究(陳英娥，2003a；

Mehan, 1979； Bauersfeld, 1988; Wood, 1994; Voigt, 1985; 1994; 1995)多為教師或

觀察者觀點，學生少有發聲之機會。由於相同行為可能是發動不同基模之成果，

如何讓教師與每個學生皆有發聲之機會，以使所建構的互動模型能更適切地詮釋

教室內的互動現象則是本研究的另一重要挑戰。特別地，唯有所建構之互動類型

能適切詮釋教室互動現象之情況下，個案教室互動實務之觀察才可作為理論之回

饋，進而使研究者所提出的互動理論內容更可存活。

總之，數學教室的社會互動類型是一重要的研究課題，本研究期望所建構的

個案教室互動類型能適切地詮釋該教室的互動現象。為達此一目標，可存活互動

理論之建構以及適當研究方法之設計是本研究伴隨而來之重大挑戰。

第二節 文獻探討

本節主要分為三部分。第一部份敘述本研究之基本假設﹔第二部分討論數學

知識、數學學習與教學之理論本質﹔第三部份則針對數學教學相關實徵研究進行

分析。

一、基本假設

本部份分別從認識論、心理學、生態學三向度來說明本研究的基本假設。

此乃因，數學教室內之互動是以數學知識獲得為目標，故對於人如何認識，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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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的本質為何等認識論問題必須有所主張；又，知識的獲得是一心理過程且會

導致個體行為改變，故對於知識的行為特徵，以及相關心理過程等心理學問題必

須有所主張；此外，由於互動類型是教室內師生與生生互動產生的社會現象，人

是有機體，故對於有機體與環境，以及有機體彼此間之互動關係等生態學問題必

須有所主張。

（一）認識論上的假設

本研究採取根本建構主義的認識論立場。根本建構主義依 von Glasersfeld

(1989)的看法，有兩項最基本的原則：

(1)知識並非由被動地收獲而得，乃為認知之個體主動地建造構築而成的。

(2)知識獲得的方式是調融的(adaptive)，認知的功能是用來組織主體的外在

經驗世界，而非用來發現已存在的本體現實(ontological reality)的。

針對第二項原則必須加以說明的是，根本建構主義並未否認實在(reality)，

亦未否認我們與他人和環境互動，但否認人類認識者能認識所謂的本體現實。因

人類認識者與本體世界的互動在某種程度上能顯出認識者能做什麼—認識者能

移動的空間，但它們無法顯出限制的本質。因此建構主義並未說沒有世界或他

人，它只是說至目前為止如同我們所認識的，世界和他人是我們自己所建構的模

型(von Glasersfeld, 1995)。由上看來，von Glasersfeld 主張知識僅是個體為了在環

境中生存所產生的經驗類型，且這些類型是功能的、演化的，而且是相對的(甯

自強，1993b)。

上述兩項原則一方面規範了教室內所有參與師生個體本身所建構的知識本

質，一方面也規範了研究者所建構有關數學教室內師生個體的知識模型，以及班

級內與小組內的社會互動模型底本質。換言之，從根本建構主義的角度來看，不

論是行動者本身所建構的知識，或研究者對行動者的知識、社群的社會互動類型

所建構的模型都具有功能的、演化的，而且是相對的性質。

所謂的模型是指個體的一項概念，此概念是由研究者自有關的經驗群中抽象

而得，可視為類化後的闡釋。如同第二項原則所指出的，根本建構主義並未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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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但否認人類能認識所謂的本體現實；同樣地，根本建構主義亦未否認社會

實在，但否認人類能認識社會本體現實中限制的本質。因此當一模型所描述的對

象是數學教室內的社會互動類型時，其只是出於研究者的概念，而非社會本體現

實中限制的本質，亦即社會實在是觀察者依賴的。雖然如此，研究者所建構的模

型確實試圖描述出數學教室內的社會互動類型，而非理想的教室互動類型。

以下將針對研究者所建構的「數學教室社會互動類型」模型的功能、演化以

及相對的三項性質加以說明。由於知識的功能是用來組織外在的經驗世界，因而

研究者的數學教室社會互動類型之「功能」應是用來組織、解釋甚至預測此一數

學教室內的師生互動行為序列。至於「演化性」則專指模型的解釋威力而言，如

果模型的解釋威力已不足用來說明發生於使用該模型的情境中的新例證時，此一

模型應當有所改變，因改變而模型有所變化，則謂之模型的演化。另外，前面亦

曾指出模型是指研究者的一項概念，因而模型會因研究者經驗的不同而有所差

異，此即所謂模型的「相對性」。由是，研究者所建構的「數學教室社會互動類

型」只是一個在經驗群中仍能存活的模型，而不是永遠的真理。

（二）心理學上的假設

von Glasersfeld(1980)曾指出，皮亞傑的基模理論(scheme theory)是和根本建

構主義相容的。從根本建構主義之觀點來看，「知識不再是真的或假的實在表徵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而是可信及有效地運作的行動基模與運作基模(von

Glasersfeld, 1995)」，由是，本研究以皮亞傑的基模理論作為描述個體行為意義的

研究表徵。所謂「基模」是指可以重複使用，或進一步推廣的運作系統。不論是

活動的類型或是心智上的動作，它們是用來改變情境的狀態，作為同化工具的

(Piaget, 1970)。

為了彰顯基模的特質，von Glasersfeld(1995)特別對基模下了一個操作性定

義，其為研究者進行行為意義分析時的一項有用的工具。他指出一基模可以分成

三個部分：(1)一特定情境之辨識(recognition)﹔(2)與該情境相連結之一特定活

動﹔(3)該活動能產生一特定先前經驗到的結果底期望。其中，第一部份的辨識



7

總是同化(assimilation)之結果。所謂「同化」是指利用已有基模的情境要素與新

的情境要素比對，發現相容後，決定進行原有基模之活動底過程。換言之，基模

內所謂同化後的情境是指個體對外在情境加以闡釋後所得的內在情境。

根據以上的說明可知，基模是指個體的「內在解題活動類型」，由於內在的

解題活動是無法觀察到的，因而必須藉由外顯活動的觀察來推測。但是同一行為

可以是發動兩種不同基模的成果（甯自強，1993b），因而區分基模的品質就顯得

相當重要了。甯自強(1993c, 2000)曾將個體解題活動類型的學習成就水準，在經

驗方面區分成經驗、察覺和瞭解三層次。

所謂經驗是指，在目標導向的活動中，個體可能突然發明或遭他人演示特定

的解題活動類型，從而留下這個解題活動類型的經驗痕跡；但事後當個體被要求

重演該項類型時，個體未必能夠重演，即使重演亦可能喪失此類型的部分顯著要

素或要素間的關係。易言之，解題活動類型的經驗註記混沌，並且夾雜其他非解

題活動類型內的構成要素，此種解題活動類型尚未被個體自經驗背景中突顯而出

(isolated)，在個體遭遇同類型的問題時，未必能被個體經常使用來解題。其次，

一旦解題活動類型被個體自其經驗背景突出，不但經常用來解決問題，而且可以

妥當的重演(re-play)時，此時則達到察覺的階段。在察覺階段的解題活動類型，

保證了個體在例行性問題上的解題成功，但是個體僅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換句話說，個體僅能重演，而無法以該解題活動類型或類型中的構成要素為素

材，用來組成解決其他問題的解題活動類型。最後，當能利用已習得的類型作為

進一步解題活動的素材時，稱為對該活動類型已經達到瞭解階段。

由上可見，欲主張數學教室內的教師或學生有某類行為類型，即為主張個體

存有特定的基模，以解決有關特定情境的問題。由於數學教室內參與互動的個體

之內在基模是不易觀察到的，因此除了詳察個體在現場的外顯行為外，更需藉由

個體對其行為意圖之闡釋，來推導個體行為背後之意義。

（三）生態學上的假設

本研究採取 Maturana(1978, 1987)的耦合(coupling)理論作為生態學的基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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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藉由人類此種生命系統之運作特性來詮釋人類與環境、以及人類彼此間之互

動關係，特別是整合關係。此理論與數學學習及教學相關的部份可寫成下列兩項

原則(張淑怡，2004a)：

(1)人是連續自造(self-producing)、運作封閉，且結構決定(structure determined)

的自生(autopoietic)系統﹔自生系統能與環境整合的狀態僅是耦合

(coupling)關係。

(2)社會現象是指同種族的自生系統單位彼此間自發性結構耦合所構成的現

象﹔而共識(consensual domain)是指耦合所產生的相互鍵結(interlocked)

之行為。

Maturana 理論的第一項原則探究的是人與環境之互動關係，其與根本建構主

義的兩項原則是相容的。首先，當將人視為連續自造、運作封閉，且結構決定的

自生系統時，環境至多僅能視為觸發個體結構改變之干擾來源。由於真正決定個

體發生何種改變的是個體本身的結構，故個體的認知是主動而非被動地。其次，

由於將適應(adaptation)視為個體與環境結構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時個體動態

維持之過程，故知識獲得的方式即可視為個體爲與環境結構相耦合所做的自身結

構連續改變。另，由於自生系統對資訊、命令，或控制是運作封閉的，因此個體

認知的功能無法用來發現已存在的本體現實，僅能用來組織主體的外在經驗世

界。由是，知識的定義可改寫為「個體為保留自生組織與保留對環境的適應下，

所產生的與環境結構耦合的經驗類型」，當由此一定義檢視個體所建構的知識品

質時，除了如同根本建構主義般強調個體先前之基模品質外，其亦將互動環境品

質之重要性從「觸發」而非「決定」的角度予已明顯化。

另，Maturana 理論的第一項原則亦可做心理學詮釋，且其在心理學上的意義

亦與 Piaget 的基模論相容。此乃因可將人與環境結構耦合時的個體過程詮釋為：

個體為使與環境耦合不崩潰，一再重複的(recurrent)基模適應過程，包括自覺有

效活動之產生與維持。其中，為與環境耦合而造成自身結構移動(structure drift)

之過程謂之調適(accommodation)﹔以過去結構移動之結果繼續與環境耦合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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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謂之同化(assimilation)。

Maturana 理論的第二項原則將互動他人從環境中明顯地區分出來，由於探究

的是人與人間之互動關係，故可視為根本建構主義之擴展。基於此一理論將互動

參與者視為運作封閉之系統，「溝通如何可能？」即為一重要的議題。Maturana

理論的貢獻在於將語言之功能限制為指涉功能，將「語言行為(linguistic

behavior)」界定為「連續定向(orientation)的歷史過程」，強調基於系統運作封閉

之本質，系統間藉由語言方法沒有資料之運輸，只有意義之主動建構(Maturana &

Varela, 1980)；且指出共識是指耦合所產生的「相互鍵結」之行為。雖然如此，

Maturana 對何謂「鍵結」卻未明顯說明。由於 Cooley(1902)有關「暗示(suggestion)

和選擇(choice)」之說法與 Maturana 理論不衝突，故本研究進一步將「暗示─選

擇」視為彼此行為鍵結之方式。特別地，在 Maturana 理論情境下，由於他人之

口語與非口語行為等信號對個體之意義皆是由個體自行賦予的，如同對個體之暗

示(hint)，故本研究的「暗示─選擇(hint-choice)」鍵結強調的是個體對他人信號詮

釋所得之暗示，以及個體自行選擇的回應行為。換言之，Maturana 理論的社會學

意義在於可將社會耦合視為：為使彼此耦合不崩潰，一再重複的「暗示─選擇」

行為序列，包括共識域元素之產生與維持。

總之，上述基本假設對本研究問題與方法之意義如下：就根本建構主義而

言，由於強調知識的相對性，行為者與觀察者對教室內信號之詮釋未必相容，

故必須使行為者有對其自身及他人行為詮釋之機會；由於強調知識的演化性，

晤談時所蒐集到的僅是相對於行為者晤談當時之想法，未必等同於行為者之現

場企圖，且晤談期間行為者對類似情境的說法可能有兩種以上。就基模理論而

言，von Glasersfeld對基模的操作性定義有助於研究者具體化教室內師生的社會

行為模型，所謂「社會行為」是指具備影響他人行為潛力的個體行為，由於所

有行為皆有潛力影響他人行為，故所有行為皆是社會行為，也同時是個體行為。

換言之，當個體獨立存在於環境中時，就無社會行為可言，這裡的環境是指跨

越時空的。由是，教室內的個體對他人互動時的自發行為及因應行為皆可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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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個體的社會行為，故本研究所蒐集師生的社會行為資料即是「情境─行為─結

果」的重複類型。就Maturana理論而言，由於將「暗示─選擇」視為彼此行為鍵

結之方式，故本研究所蒐集班級與小組互動資料是「暗示─選擇」鍵結序列的重

複類型。

二、數學學習與數學教學之理論本質

由於社會互動類型屬於教學的範疇，故對數學教室內的社會互動類型進行實

際探究之前，有必要釐清數學教學之本質。又因數學教學是以促使學生進行數學

知識的學習為主要目標，是以本節以上述理論為基礎，分別提出本研究對數學知

識、數學學習，以及數學教學本質之相關主張。特別地，其他理論，例如社會文

化取向(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s)與意義浮現取向(emergent perspectives)，之相關

主張所引發的難題亦在文中一併說明之。

（一）數學知識之本質

一般而言，數學常被視為主觀的思維創造以及客觀的獨立存在。所謂主觀的

思維創造主要是以個體的數學知識作為探究對象的，至於客觀的獨立存在並非指

物質世界中的真實存在，而是指向為數學共同體所一致接受的數學知識底本質

（鄭毓信，1998）。相同地，本研究亦分別以個體與數學共同體為單位來檢視數

學知識之本質，由於數學知識又包含內容(content)與格式(pattern)兩部分(甯自

強，1996)，故以下分別就行為者觀點來檢視數學內容與數學格式之本質，以及

從觀察者觀點來檢視數學共同體內數學知識之本質。

首先，就行為者而言，數學內容之本質具備活動的性格，是指行為者在進行

目標導向活動時，對於有關量、輪廓或群體等問題的解題活動類型(甯自強，

1991，2000)，其中，除了身體力行的活動外，亦包含以信號為工具之活動。此

一主張基本上與 Bridgman(1934)、Van Engen(1949)、Steffe(1990)等多位學者之看

法相容。如前所述，在經驗方面，觀察者可將行為者的解題活動進一步區分為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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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察覺和瞭解三個層次(甯自強，1993c，2000)。

其次，就行為者而言，數學格式之本質具備語言的性格，是數學內容的表徵

形式，亦即概念再表現(re-presenting)的活動產品(von Glasersfeld, 1995; Kaput,

1991)，因此表徵基本上是個人的產品。如同語言一般，表徵自然有其所指

(signifieds, de Saussure, 1983)，是以對行為者而言，數學表徵的意義在其指向的

具體解題活動上，而表徵本身只是信號並非符號(甯自強，1996)。特別地，在溝

通功能方面，觀察者可將行為者的解題活動表徵形式進一步區分為不具功能的、

自我的、社群的，以及文化的四個層次(甯自強，2000)。

此外，本研究將數學共同體的數學知識本質視為共同體內約定成俗之解題活

動類型，亦包括內容與格式。同樣地，這裡的數學格式本身只是共同體內約定成

俗之數學信號系統，是不攜帶意義的，此與社會文化取向及符號互動論將約定成

俗的信號視為意義攜帶者(van Oers, 1996﹔Charon, 1998)之主張大不相同。由於

相同數學信號可以連結多項內容，信號解讀者會受到本身使用同樣數學信號的經

驗的制約(Kaput, 1991)，故數學共同體成員由約定成俗之數學格式所喚起之意義

僅會相容，而非相同﹔而觀察者對數學共同體成員由信號所喚起相容解題活動之

詮釋即為該約定成俗數學格式之意義。由是，數學共同體內約定成俗的數學知識

本質其實是觀察者依賴的，而非如同社會文化取向研究者所主張的，是存在於數

學共同體成員間的客觀實在(Leont’ev, 1975; Vygotsky, 1978)。

（二）數學學習之本質

當以本研究之前述理論為基礎，von Glasersfeld(1989)的學習定義，「學習是

一自我組織(self-organization)的過程，即個體為了除去干擾而重組其活動的過

程」，是更可存活的（張淑怡，2004a）。其中所謂干擾是指意外的挫敗與意外的

驚喜，亦即個體行動結果與期望間的落差所造成的不平衡(von Glasersfeld, 1989,

1995)；而學習之可能產物有二：個體因應意外的挫敗所得之學習產物是縮小所

發動基模的適用範圍，但新情境繼續處於待解決之狀態；個體因應意外的驚喜所

得之學習產物是新情境下自覺有效活動之建構。由於本研究將數學學習的對象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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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學生，故數學學習可視為學生對已有解題活動類型的調適(accommodate)過

程，亦即「在量、輪廓或群體等數學問題的限制下，學生調適已有解題活動類型

底過程」。

當就社會文化取向與意義浮現取向觀之，學習多被視為文化濡化

(enculturation)的過程。例如：Vygotsky(1978)有名的文化發展發生律(genetic law of

cultural development)指出個體間的知識會在個體內再次出現； Bauersfeld(1988)

亦指出「學習乃是透過社會互動中的意義協商，社會方法與模型的主觀重建」。

其中，「社會方法與模型」的想法即是社會文化取向的「軟性版本」(Steffe, 2000)。

特別地，就社會文化取向而言，所謂文化濡化並非將文化強加給學生，相反地，

其乃是透過社群代表，例如父母與教師，的協助，使學生以有意義的方式重建有

價值的文化元素底過程(van Oers, 1996)。由是，學習乃是一種可以透過意義協

商、師徒制(apprenticeship)的形式，或透過參與實踐社群活動的方式使生手成為

專家底過程；同樣地，對意義浮現取向而言，文化濡化亦須透過直接參與數學社

群或參與數學學習社群的方式來進行(Bauersfeld, 1995; 1998)。

然而，就本研究所主張之數學學習本質來看，學生個體在數學教室的學習僅

可解讀為其對教師所佈環境之適應，至於數學學習與數學文化濡化的關係尚需建

立在教師是數學文化詮釋者上。由是，對觀察者而言，唯有在種種理想情況下，

例如：數學教學之內容已是跨世代之共識域、教師對約定成俗數學知識之詮釋是

合適的、數學教室內之互動類型與數學社群之互動類型是相容的等等，數學教室

內的學習才能如同社會文化取向及意義浮現取向般視為文化濡化的過程，即適應

數學文化的過程。此外，限於學生自身的經驗與天賦，學生進行文化濡化的產物

未必總是文化意義之再現。

由上可知，相較於社會文化取向與意義浮現取向將學習視為文化濡化的過

程，本研究對數學學習本質之詮釋─「在量、輪廓或群體等數學問題的限制下，

學生調適已有解題活動類型底過程」至少有下列優點：(1)不限於社會方法與模

型已出現的問題情境，爲學生突破現有社會模型的創新學習留下空間；(2)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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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學生數學學習的真正原因是互動所產生的干擾，即意外的驚喜與意外的挫

敗，而非互動本身；(3)指出唯有在種種理想情況下，教室內的數學學習才能同

時被視為數學文化濡化的過程；(4)指出學習強調的是個體調適的過程，而不限

於有效解法或文化意義之再現。

（三）數學教學之本質

當以本研究之前述理論為基礎，數學教室內流動的口語行為、非口語行為，

以及教具形式等皆僅能視為不帶意義的信號。由於互動過程的每一時間點上可能

有眾多信號在教室內同時發動，個體參與時除了對注意到的一些信號加以詮釋使

成對自己之暗示外，尚須選擇對某信號加以回應，並從眾多可能行為中選擇一自

認合適之回應行為，故數學教室內的互動可視為「暗示—選擇」的行為序列。由

於數學教學是以引發學生數學學習為目標的師生互動與生生互動，故，狹義來

看，數學教學之本質可視為「促使學生在有關量、輪廓和群體等數學問題限制下，

建構出有效之解題活動類型底『暗示—選擇』行為序列」（張淑怡，2004a）。

特別地，數學教學過程中，不僅他人所發動之信號內容會影響參與者之詮釋

與選擇行為；參與者對他人的知覺、自我概念，以及對規範的知覺等亦皆可能滲

入其詮釋與行為選擇過程(Argyle, 1957, 1969; Mead, 1934; Rosenberg, 1979;

Gergen, 1965; Goffman, 1959; Smith & Mackie, 2000)。其中，互動初期參與者可能

知覺到的自我與他人團體隸屬身分包括性別、外表、正式角色、教室內的組別等；

互動後期則進一步包括由目前教室內的友伴關係及數學學術地位關係(Bianchini,

1997; Cohen, 1997; 黃光國, 1995; 楊文金, 1999)等所彰顯底自我與他人的新的隸

屬團體。至於規範對個體行為的指導雖展現在「個體會從眾(conformity)」(Allen,

1965; Kiesler & Kiesler, 1969)此一敘述上，但規範未必總能發揮其指導功能

(Argyle, 1957)。此外，必須加以說明的是，以上知覺皆僅是個體自身之建構，因

而再次彰顯數學教學過程中回應者結構決定的本質。

當將數學教學視為一「暗示—選擇」的行為序列，教師在數學教室內的種種

行為對學生而言至多僅能視為一個個佈題，由於其僅具引導(orienting)而非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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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故社會文化與認知範疇間的連結如同意義浮現取向的主張般是間接的

(Cobb, Jaworski, & Presmeg, 1996)，而非如同社會文化取向的主張般是直接的

(van Oers, 1996; Forman, 1996; Crawford, 1996)。特別地，根據教師不同的引導指

向，教師佈題類型又可區分為現象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以及班級經營

等五大類（甯自強，1993d；張淑怡，2004a)。其中，前四類佈題與數學學習直

接相關，而班級經營佈題則為支持數學學習問題繼續被探索的情境佈置，所謂聆

聽者、仲裁者、討論促進者等教師角色(梁淑坤，1996﹔鍾靜，1996﹔陳淑娟＆

劉祥通，2002)之相關佈題即包含於其中。由是，當從此觀點將教師視為「佈題

者」角色，其不僅強調學生之學習責任，教師之教學責任亦是同時被加重的，因

所謂好的環境佈置行為是指向能考量兒童的位置，在關鍵時機佈出合適之問題。

至於兒童的位置在哪裡？何謂關鍵時機？何謂合適之佈題？這些正是教師有待

學習之課題。此一部份亦是常受其他研究者(鄭毓信，1998; Bartolini Bussi, 1998)

誤解之處。

另外，當慮及數學教學之社會產物本質時，本研究主張數學教室共識域是觀

察者根據教室內飛舞的信號所做的詮釋，其僅存在於觀察者心中，而非存在於個

體間的客觀實在（張淑怡，2004b）。此一主張與意義浮現取向(Voigt, 1998)及社

會文化取向(Vygotsky, 1978)之理念不相容，但與根本建構主義研究者之理念

(Steffe & Wiegel, 1996; Thompson, 1995)相容。由於師生行為皆對數學教室共識域

有所貢獻，如何從「實然」而非「應然」的角度來描述共識域即是一重要的課題。

張淑怡（2004a）根據耦合關係是彼此行為的一致或默許，而將共識域區分為「狹

義共識域」以及「廣義共識域」兩大類；前者又可依耦合關係是形式上的一致或

意義上的一致，而區分為「形式共識域」與「內容共識域」兩類。特別地，默許

並未暗示所有個體之理解與同意。從廣義上來看，數學教室系統必是一社會單

位，但未必是一數學單位；唯有進行數學討論的數學教室系統才可稱為數學單位。

此外，由於數學教學過程中的個體詮釋與選擇行為是以其當下的各式基模為

基礎，而當下基模的內容是天賦與過去環境互動的產物(Cooley, 1918)，故教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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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可觀察到個別差異外，互動初期與後期的現象亦有所不同。互動初期，因師生

乃根據自身知識選擇各式行為，以試探何種行為在教室內是他人所能容忍的，

故，教室內可能有許多讓觀察者驚訝的行為產生；一旦長期互動後，對觀察者而

言，教室內的師生如同對教具等信號之意義以及相應之回應行為形成共識域；此

時，對觀察者而言，回應者之意義選擇與回應行為選擇如同受制於觀察者所知覺

到之共識域。由是，本研究從觀察者觀點同意意義浮現取向有關「教室微文化與

個體活動反思相關(reflexively related)」之說法，即，個體被視為主動貢獻於教室

微文化的發展，而教室微文化允許且限制學生的個體活動(Cobb, 1989; Cobb &

Bauersfeld, 1995; Voigt, 1996)；且了解若參與個體對共識域有所知覺，則後期實

際指引個體行為的是個體自身，而非外在觀察者，所知覺到的數學教室共識域（張

淑怡，2004b）。

上述有關數學教學本質之釐清，洽可解決社會文化取向與意義浮現取向的相

關難題。就社會文化取向研究者而言，由於多將數學文化傳承視為必然，故難題

經常在於忽略教學過程的複雜性以及教學產物之特殊性。例如：van Oers(1996)

同意符號意義無法從教師個體傳遞至學生個體，卻未解釋何以符號意義可從上一

代傳遞至下一代；Newman 等人(1989)以意義協商來描述教學，並將之視為一互

相使對方適切化(appropriation)的過程，卻未對協商時彼此間發生什麼事、個體內

在發生什麼事等真實互動機制有所說明；Forman(1996)與 Newman 等人(1989)

分別就教室環境的設計佈置以及促使學生個人意義與文化意義間的和解等外在

行為形式來說明教師角色，卻未對這些教師行為的本質與類型有進一步的詮釋；

甚至，多位研究者(van Oers, 1996; Forman, 1996; Crawford, 1996)主張教師所佈置

的環境品質可「決定」學生學習品質，卻未考慮學生對教師此一方向之影響、學

生知識之建構與創新本質，以及學生對共識域之成型與改變所作之貢獻。

至於意義浮現取向的難題則在於對互動機制之描述仍不夠深刻。雖然其正視

數學教室微文化之特殊性、企圖聚焦於微文化之成型過程、考慮到學生的建構與

模仿角色、指出教師對於學生個體意義與集體意義浮現之「引發」與「指引」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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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Cobb & Yackel, 1998)、使用 Bauersfeld 的互動隱喻而將協商視為一互相適應

(adaptation)的過程(Voigt, 1985)，以及指出協商會引發意義改變，且意義的微妙

改變經常在參與者的察覺外發生（Cobb & Yackel, 1998）。然而，其並未明顯解

釋下列議題：師生個體參與互動時的心理運作過程為何？有哪些因素可能滲入個

體的心理運作過程？這些因素以何種方式參與個體的心理運作？教師行為的本

質與類型為何？數學教室微文化之本質與功能為何？微文化成型前後，個體內在

運作與個體間互動的相同與相異處為何？…等。

綜合以上所述，數學知識一方面是指「行為者在進行目標導向活動時，對於

有關量、輪廓或群體等問題的解題活動類型及表徵形式」，一方面是指「數學共

同體內約定成俗之解題活動類型及表徵形式」，後者是觀察者依賴的，而非存在

於共同體成員間的客觀實在。另，數學學習之本質可視為「在量、輪廓或群體等

數學問題的限制下，個體調適已有解題活動類型底過程」；而數學教學之本質則

可視為「促使學生在有關量、輪廓和群體等數學問題限制下，建構出有效解題活

動類型底『暗示—選擇』行為序列」。

三、實徵研究回顧

歷年來國內外有關數學教學的研究相當多，本部分試圖從過程—結果取向、

教師決策取向、學生行為取向，以及教室過程取向等四類別對相關實徵研究進行

回顧，以瞭解過去研究之趨勢，及其在教育與學術上之貢獻與限制。特別地，此

一分類主要以「分析對象」作為區分標準，例如第一類的分析對象是過程與結果

之間的連結，而後三類的分析對象分別是教師、學生以及教室過程﹔此與其他研

究者(簡紅珠，1992; Rosenshine, 1979; Medley, 1979; Koehler & Grouws, 1992)依時

間先後或複雜性所作回顧是很不相同的。

﹙一﹚過程—結果取向

過程─結果取向研究主要是探究過程因素與學生學習效能間的關係，亦即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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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找出引發高學習效能的過程因素。至目前為止，此類研究所檢視的過程因素主

要包括教師的個人特質、教師行為，以及教學模型三大類，以下分別說明之：

最早的研究假設「教師的個人特質(characteristics)」直接影響學生成果，故

研究的目的在於找出效能教師的特質。其中，效能教師人選經常是以管理者、校

長，以及偶爾是學生的意見為基礎而界定出，學生成果經常不被測量。所檢查的

教師特質包括：有幾年教學經驗、修過幾門數學課程，以及人格特質等等(Koehler

& Grouws, 1992)。基於此，此類研究之結論通常是成功教師的特質描述，例如

Charters 與 Waples(1929)，以及 Barr 與 Emans(1930)的研究皆指出：效能教師的

重要特徵包括好的判斷、體貼、熱忱、個人魅力、個人外貌、以及忠誠等。

其後的研究主張影響學生成果的是「教師行為」，故研究目標旨在界定出可

導致高學習效能的一般化(generalizable)教學行為。為了達到此一目標，許多研究

者遵循 Rosenshine & Furst (1973)所呼籲的「描述—相關—實驗」研究步驟來進

行(Brophy & Good, 1986)，即，先發展以量化方式來測量（描述）教師教學行為

的工具，再以相關研究確定教師行為與學生成就的關係，最後以實驗法考驗其因

果關係。由是，一九七Ο年代大約有一百多種觀察系統存在(簡紅珠，1992)，而

問題類型、回應問題之長度、所使用的例子類型與個數、用在練習活動的教學時

間量、使用教具之頻率、用在發展新概念的時間量、用在複習活動的時間量等皆

是行為編碼的例子(Koehler & Grouws, 1992)。

至於教學模型此一過程因素不僅過去常出現，目前亦相當普遍。其旨在界定

出可導致高學習效能的教學模型，主要的實施方式有二：一是比較實驗組與對照

組之學生成果（翁培菁，2003﹔林志全，2002﹔陳建丞，2002﹔李建亭，1999﹔

王雅慧，2003），另一則是比較教學模型實施前後之學生成果（張靜嚳，1999﹔

楊得清，2002﹔陳佩琦，2003）。特別地，此時學生成果不再限於學生的成就測

驗成績，依研究者們所欲檢視效能向度之不同，數學學習態度量表、數學焦慮問

卷、數學科興趣量表、班級氣氛量表等量表成績，以及學生對於教學的想法與感

受、學生的解題策略等教室觀察與晤談資料皆是可能之學生成果來源。此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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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認知層次以及男女性別等學生特徵亦經常被考慮在內。

基本上，本研究者主張此類研究在過程、結果，以及兩者間之連結三方面的

界定上必須重新思考。首先，影響學生行為品質的過程因素並不限於單一特定教

學法或教學行為，而是由師生共同貢獻的整體環境。對實驗設計者而言，其企圖

操弄的過程變項或許只有教學法，或某種教師行為的不同；但在實際數學教室的

互動過程中，參與教師決策的不僅是教師自身對該教學法或教學行為之詮釋，尚

包括教師內在各類知識的共同作用。此外，由於學生亦會對教師造成影響，且這

些影響會回過頭來影響學生之後續行為，故學生學習成效不僅只受到教師的影

響，亦會受到學生自身之影響，此即教學環境是師生共同貢獻的真義。換言之，

此類研究實際比較或描述的並非某教學法或某教學行為之成效，而是「個案教室

內，個案教師對某教學模型之詮釋及其他內在知識共同作用下的實施成效」。

其次，由師生共同貢獻的教室過程之結果不應指向學生之工具成就，而需在

教室內尋找。目前此類研究的結果多是由學生的成就測驗，或學生的信念、態度

量表所決定。但對本研究者而言，成就測驗成績或量表分數僅代表學生駕馭該工

具之成果，至於學生在教室過程下的學習成果則應藉由教室內學生習得的行為品

質來加以描述。換言之，學生學習效能之高低是觀察者對教室內學生習得行為品

質優劣的一種判斷。

最後，過程與結果間之連結僅是觀察者自身之抽象，並無必然之因果關係。

對數學教育研究者而言，可能引發高學習成效的過程因素之尋找是一重要議題，

雖然由上可知，學生之學習效能是受到教室過程整體，而非單一過程因素，之影

響﹔但觀察者藉由實際的教室觀察以及學生晤談，仍能從教師之關鍵佈題以及組

織教室過程之行為序列兩向度提供與學習效能相關之具體過程因素，但必須注意

的是，此時過程與結果間之連結是觀察者依賴的﹔且兩者間之關係是可能，而非

必然。

﹙二﹚教師決策取向

許多研究者指出教師不斷地面對那些迫使其進行決策的情境(Carp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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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Cobb, 1988; Crawford & Adler, 1996; Shulman, 1985; Simon, 1995)，這些決策

不僅包括發現教室內所發生問題之解法，亦包括問題之確認 (identification)

(Cooney & Krainer, 1996; Jaworski, 1998; Thompson, 1992)，故教學基本上可視為

一問題解決及問題擬出(posing)的活動(Malara & Zan, 2002)，而教師決策取向即

是以此為基本主張且聚焦於教師層面所進行之研究。以下分別從教師決策形成之

內在思考、影響教師決策的內在個別因素探究，以及教師決策行為及其演化三部

份進行分析：

(A)決策形成之內在思考研究

一九七 Ο年代中期，有些研究者主張不應將教師視為技術人員，而應將其

視為一處於複雜環境下的有目的的(purposeful)、反思的思考者與行動者，故將研

究焦點置於教師在設計教學時與教學進行時的思考內容與決定過程(Clark &

Peterson, 1986)。例如：Taylor(1970)的研究指出，教師從事教學計劃時，並不依

照師資訓練課程所建議的理性模式(rational model)般先從目標或學生特質開始考

慮，而是先考慮內容與活動；Zahorik(1975)的研究指出，教師把大部分的教學計

劃時間用來處理教學內容，其次是教學過程，而在目標上所花的時間最少。此外，

Clark & Peterson(1986)檢視了六個有關教師思考內容的研究指出，教師在教學進

行時，花最少的心思在教學目標上，而把最多的心思放在學生身上，其次依序為

教學行為、程序、內容、教材與目標。

就研究方法而言，教師教學計劃研究經常使用「大聲思考(thinking aloud)」

的方式，即，要求教師在從事某一堂課的教學計劃時，口語敘述其思想與判斷，

然後把這些敘述加以錄音或錄影，隨後轉寫成書面文字，最後依照研究者們所設

計的編碼登錄項目，將這些書面文字予以登錄，進而描述教師思考之內容。另外，

教師教學時的思考過程研究通常是採用「刺激回憶法(stimulated recall)」，即，重

播教學事件的錄影或錄音帶，使教師回憶或報告其在教學事件中的思想與決定。

可以將錄影或錄音帶整片或只選擇研究者們有興趣的部分重播﹔於影帶停映

時，拿事先已擬好的問題問教師，或讓教師以開放式的方式做答﹔研究者可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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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何時停播影帶，或者讓教師控制影帶或分享影帶的控制權（簡紅珠，1992）。

特別地，上述研究方法之引入被視為是此類研究之一項貢獻(Clark & Lampert,

1986)。

雖然此類研究讓教師有發聲之機會，而非如過程—結果取向的教師行為效能

研究般純粹是觀察者觀點，但兩者的分析方式其實頗為相像，因此類研究者的關

注焦點仍只是在目標、活動、學生特質等預設項目下，分析教師自我報告中所指

涉的項目次數，以回答「教師在進行教學時使用目標嗎？」諸如此類的問題。然

而，事實上，近來數學教學研究強調教師反思其自身實踐的重要性(Jaworski, 1994,

1998; Mason, 1998)，而本研究者認為刺激回憶法具有協助教師對其自身實踐進行

反思之功能，換言之，教師對現場決策行為所做詮釋的內容才是此類研究更應正

視的部分。

(B)影響現場教師決策的內在個別因素探究

影響教師現場決策之因素相當多，其中教師知識與信念是被研究者普遍承認

的(Carpenter, Fennema & Franke, 1996; Richardson, 1990; Malara & Zan, 2002)。本

部分主要針對以教師現有知識與信念為探究焦點的研究進行分析。

首先，為了闡釋「教師要進行有效教學所應具備的專業知識為何？」，各種

不同的分析架構被廣泛提出(Elbaz, 1983; Fennema & Franke, 1992; Leinhardt &

Greeno, 1986; Leinhardt, Putnam, Stein, & Baxter, 1991)，Shulman(1987)所做分類

即為其中一例，包括學科內容知識、一般教學知識、課程知識、學科教學知識、

學習者知識、教育脈絡知識，以及教育目標知識等七大類。特別地，教師的數學

知識、數學教學知識，以及兒童數學知識最為數學教育學者重視。然而，如同

Fennema & Franke(1992)所指出的，不論選擇何種分析架構，將教師知識視為一

各部份難以獨立出的廣大整合運作系統是相當必須的。

國內外有關教師知識的研究眾多，除了研究對象包括職前教師、實習教師，

與在職教師的不同外，研究方向亦有所不同：有些針對某一特定的數學主題（例

如：分數、小數、乘法、除法、機率等）或針對特定年級教師以調查教師知識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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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呂玉琴，1994；呂玉琴＆譚寧君，1996；林燈茂＆曹宗萍，1996；黃幸美，

2000；劉曼麗＆黃金鐘，1996）；有些則針對不同類別（例如：不同年級、職前

與在職、不同國家等）的教師知識進行比較(Andrews & Hatch, 2000；Klein &

Tirosh, 1997)。

雖然教師知識的研究多以測驗為主訪談為輔之方式進行，但紙筆測驗的呈現

方式卻有所不同。以黃幸美(2000)的研究為例，其有關數學知識的問題以是／否

的形式呈現，對兒童數學知識的認知問題以及數學教學知識問題的部分則使用李

克特四點量表設計；至於呂玉琴(1994)的題目設計則採用申論形式。必須注意的

是，雖然此類研究成果有助於師資培育者廣泛瞭解個別知識向度的教師現況，並

對師資培育內容重新檢視，但此類研究的題目設計是否合適，則是值得考慮的問

題。

其次，數學教育的教師信念研究多聚焦於教師的數學信念、數學教學信念與

數學學習信念三方面(Thompson, 1992)。主要的研究方式有二：一是採用問卷調

查等方式以廣泛瞭解教師信念現況(甄曉蘭&周立勳，1999﹔呂玉琴&溫世展，

2001)，另一則是針對個案教師進行教室觀察及晤談以描述教師信念(廖瓊雯，

1999﹔Cornett 等人，1990)。特別地，「教師自稱的信念與被觀察的教學行為是否

一致？」亦是信念研究中的重要議題之一，有些研究結果呈現兩者間的一致性

(Grant, 1984; Thompson, 1984)﹔有些則強調兩者間的不一致性(Raymond, 1997;

Nesbitt Vacc & Bright, 1999)。

基本上，本研究者同意社會人類學取向有關「在自然情境中研究教師信念」

的主張(Bishop, 1998)。因問卷調查等研究方式將教師信念從情境中抽離出來，所

得結論多源自教師對假設腳本(hypothetical scenarios)之所言，而非教師對其自身

環境教與學的信念﹔此外，會影響教師實踐的是其深層信念，將這些深層信念深

深固定住的是其「隱含知識 (tacit knowledge)」，而隱含知識無法以命題

(prepositional)或指稱的(denotative)形式呈現，僅能以敘事方式加以表達(Polanyi,

1958)，由是，本研究者同意以敘事(narratives)方式描述教師信念是一較為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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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Chapman, 1997)。

總之，如同 Malara & Zan(2002)所指出的，雖然教師知識、信念等影響教師

現場決策的因素被個別地分析，但此種區分純粹是理論的與人造的(artificial)，因

實際上這些因素總是彼此互動與交織。

(C)教師決策行為及其演化研究

此類研究主要可區分為教師決策行為及教師概念演化兩部份。其中，前者的

基本研究型態是以個案教師為對象，針對研究者各自所關心的向度進行教師行為

觀察與晤談；而後者主要是透過時間維度來彰顯個案教師教學行為與理念之演

化。

首先，教師決策行為研究包括教師之數學佈題及其他向度之佈題分析兩大

類。目前國內有關教師的數學佈題研究（陶惠昭，1998；李嘉珍，2000；楊婷雅，

2003）多針對教師的數學佈題特色、影響教師佈題能力的背後因素、特定經驗對

教師數學佈題行為之影響，以及教學成效等層面進行分析。至於其他向度之教師

佈題研究則多聚焦於數學討論與論證環境之佈置。例如：蔡慧玲(2001)與蔡志超

(2003)分別針對低年級教師為協助學生說明數學解題想法以及為增進班級數學

討論所使用的引導策略與介入時機進行分析；翁嘉聲(2001)以一位具建構教學理

念的數學科專家教師為對象，探究其為形成群體討論文化所使用之策略與教學成

效﹔王上林(1995)探究兩位資深國中數學教師試行問題中心教學過程中的教室

對談行為；Wood(1999)與陳英娥(2003a)分別以國小二年級教師與國中教師為對

象，就如何開發和維持數學教室論證情境此一面向加以分析。此外，McClain 與

Cobb(2001)、張翠華(2000)以及劉如芳(2002)皆以低年級教師為對象，探究個案

教師為促使教室中社會常規和社會數學常規之發展所扮演之角色及所使用之策

略。

其次，教師概念演化研究之方向有三：一是研究者自身的行動研究（楊惠如，

2000；倪玫娟，2004），一是純粹觀察教師他人行為改變的個案研究（許馨月＆

鍾靜，2004），另一則是提供特定支持系統協助教師成長的協同行動研究（林碧



23

珍，1997，2000，2002；李源順，1999；黃凱旻&金鈐，2003；陳淑娟＆劉祥通，

2002）。此三種研究經常聚焦於教學困難處、相應之解決策略，以及教師之階段

表現等相關描述。甚至，對第三種研究而言，教師的數學專業發展常作為檢視特

定支持系統成效之依據，且該支持系統的運作模式亦常為學者所關心。

基本上，當研究目標在於檢視個案教師的教學品質現狀與演化時，此類研究

「走進教室現場觀察教師實際決策行為並進行晤談」之資料蒐集方式是值得肯定

的。但必須注意的是，教師之現場決策行為，不論是數學的或其他向度之佈題，

僅是教師內在知識信念等在面對特定班級學生所共同貢獻的情境下的真實內

容，不能將之視為跨教室的教師特質。此外，此類研究著重教師行為品質之描述，

而非行為次數之統計；且編碼架構是研究者根據資料來回比對分析後所建立，而

非研究者的預設，是為此類研究之另一優點。總之，此類研究可視為對 Koehler &

Grouws(1992)有關教學品質強調之一回應。

﹙三﹚學生行為取向

學生的知識、態度、信念、知覺等相關描述除了用以檢視教學成效外，在一

強調數學討論的教室中，學生與教師同為互動參與者，是以除了教師的決策行為

需加以研究外，學生以何種方式參與其中實為另一重要的研究課題。以下以社群

一詞代表班級與小組兩種分析單位，且從兩方面對此類研究進行分析：一是直接

針對學生的集體行為現況與演化進行描述之研究；另一則是考慮社群成員間關

係，揭發實然互動的「非理性」面與不平等現象之研究。

(A)社群成員集體行為現況及其演化

此類研究的描述方式主要有二：一是從「同」的角度描述社群內多數學生或

主要事件參與者的共同外顯行為，一是從「異中求同」的角度將主要參與互動的

學生行為予以分類。

首先，有關多數學生之行為描述可以游麗卿(1999)與沈文蓓(1997)之研究為

例。游麗卿(1999)探究一年級學生在數學教室溝通活動中的溝通能力表現時指

出：學生的傾聽表現較差、在老師的引導下會爭取發言權、比較少與其他成員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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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甚至，學生呈現只依照課的結構提問，而沒有在結構內說話的現象，即輪流

說話，但各說各話且沒專心傾聽。沈文蓓(1997)的研究指出學生在小組討論時「沒

有產生討論行為」的比例最高，將近有四分之三﹔學生在溝通技巧方面所呈現的

討論行為多是比較低層次的，如回應及重述；且學生有離題和開玩笑、不尊重別

人的意見等行為。

此外，意義浮現取向(emergent perspective)有關社會規範(social norms)與社會

數學規範(sociomathematical norms)之研究(Cobb, 2000﹔Cobb & Yackel, 1998；

Yackel & Cobb, 1996; McClain & Cobb, 2001)在某種程度上亦可納入此一類別，因

教室內多數學生或主要事件參與者之實然行為經常是研究者判斷學生是否理解

他人期待與己身義務之重要依據。國內研究者蔡文煥(2003)與劉如芳(2002)即以

此為基礎，對個案教室之社會規範與社會數學規範之發展歷程進行分析，以「聽

不懂的就要問」此一常規為例，其演化歷程如下：前期「多數聽不懂裝懂，不知

道怎麼問問題」，中期「部分學生聽不懂時會提出質疑，要求作者解釋」，後期「大

多數學生放心地大膽表示自己聽不懂或勇敢地問問題」。

其次，學生行為分類研究目前多就學生的數學解題行為、論證行為，以及對

談行為等向度進行分析。例如：Cobb(2000)將個案教室內視為分享的數學實踐區

分為以十與一計數、內心以十顆糖果為一組，以及產生另有分割等類別﹔陳英娥

(2002, 2003b)分別針對國中學生在乘法公式單元以及商高定理單元的教室論證

表現進行分析，以前者為例，數字例的檢驗和套用乘法公式此二類是典型的學生

推論基礎，但有學生使用範例規則、有學生提出反對或支持的例子，也有學生想

法一直擺盪或者訴諸權威﹔鍾漢峰(2002)將高一學生組對討論時的論證行為區

分為無效論證與有效論證，前者包括訴諸暴力、訴諸情緒、猜拳等，後者包括類

比、訴諸實驗、直觀思考等﹔至於林雅慧、張文華與林陳涌(2003)則將低年級學

生參與科學對談時所呈現的對談類型區分為結合事實或經驗、利用反證解說論

點、類推、思辯、比較等十二項，並指出學生參與對談的類型會使得對談呈現擴

展失焦、深入論證或阻滯不前等三類不同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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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此類研究於研究法上之貢獻在於研究者實際走進現場，根據現場互

動資料，而非就預設的觀察系統，對學生在社群內的實然行為進行描述。其中，

學生行為分類研究不僅有助於個案教師對全班與個別學生位置之理解，亦可提供

教師他人作為兒童可能行為方式之相關知識﹔至於教室內多數學生之行為描述

研究則有助於不同教室單位之比較。但必須注意的是，如同 Cooley(1918)的「有

機觀(organic view)」中所指出的，社會過程必須置於整體情境下來加以詮釋，單

純以主要事件參與者或多數學生的行為作為個案教室的代表易有過度之嫌，看不

出個案教室之全貌且找不到改進教學之出口。由是，若欲理解個案教室此一有機

體，必須將少數學生以及未參與主要事件者之行為亦納入考慮。甚至，由於相同

行為可能是發動不同基模之結果，教室內多數學生採取相同行為形式的背後意圖

未必相容，如何使學生在教室內行動之外尚有發聲之機會，則是此類研究必須考

量的。

(B)考慮社群成員關係之研究

雖然數學教育圈少從成員間關係出發對學生互動行為進行分析，但科學教育

研究者卻在此方面耕耘許久並有一些成果，由於此為一值得努力的方向，故以下

針對科學教育之相關研究予以說明。

Richmond 和 Striley(1996)觀察十年級實驗教室中四人小組的活動時，發現到

不同社會角色在過程中會逐漸浮現出來，其將這些角色區分為領導者、助手

(helper)、主動的無貢獻者，以及被動的無貢獻者﹔針對領導者的領導風格又區

分成統整型、說服型與疏離型。Hogan(1998)則將學生在開放式探究小組內的自

發性角色區分為兩大類，一是提升組內推理過程之角色，包括有協助組內成員進

行反省的促進者、學科知識的提供者，以及作為組內互動與觀點交流的中介者﹔

另一是抑制組內推理過程的角色，包括有苛薄的促進者、令組員分心的促進者、

使得組員快速完成任務或不進行省思就立刻接受某一觀點的促進者等。至於蔣佳

玲與郭重吉(1999)的研究則指出社群成員間存有各種形式的權力關係，例如補償

權力、應得權力、合法權力等；其中，應得權關係有如下的行使方式：以大聲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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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的方式指使組內成員、斥責同組組員的操作行為、貶抑他人的想法或做法，表

現出不耐煩的態度。此外，權力關係亦會影響學生的發言機會、發言內容是否受

到尊重、小組最終答案的決定、學習動機的高低、以及器材操作的順序與機會等

等（蔣佳玲，1999）。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不論是社群內的社會角色或權力關係

皆是研究者自學生互動行為中抽象而得。

此外，國內尚有一系列研究（黃忠雄，1997；曾守恆，1997；楊文金，1998，

1999，2000；黃俊儒，2000；葉蓉樺，2000；鍾漢峰，2002；李怡英，2002；藍

偉瑩，2002；曹雅雯，2003）是從人望與學望的角度切入，探究巨觀與微觀學望

等對科學訊息合理性判斷與討論前後的訊息改變量之效應、討論前的意見一致程

度對討論前後訊息改變量之效應、高低地位學生參與教室互動或小組互動之行為

表現、高中低地位學生每分鐘所投入的論證運思與認識運思類別之分布情形，以

及小組互動與概念改變之關係等等。此類研究用以測量學望等同儕關係之工具包

括「班級結構問卷」以及「小組關係問卷」。例如：「在你心目中認為班上哪些同

學很像（或不像）科學家，請你寫出三位並說出你的看法來」、「請寫出在現在的

班級中你最喜歡（或最不喜歡）和誰在一起」、「你認為班上有哪些同學在科學方

面的能力是和你差不多的（或比你強、比你差的），請寫出三位來」、「你覺得在

理化實驗課中，你那一組裡面理化程度的排名如何（包括你自己）」等等。

基本上，此類研究之最大貢獻在於從認知與人際關係層面，指出同儕互動的

認知依賴性及不平等性，即，個體對他人與自我的知覺會影響其對訊息合理性之

判斷，亦會影響其在社群內的行為方式與學習機會等。但必須注意的是，學生現

場行為是由其內在基模組所共同決定的，學望與人望只是可能發揮作用的其中兩

項，且影響程度因人而異。另，社群成員間之關係，不論是社會角色、權力關係、

人望與學望等，皆是此一社群內的學生共同互動下之產物，除了不應將個體在此

一社群內所扮演之角色與所呈現之地位視為可跨社群之個體屬性外，亦需瞭解不

同個體對社群成員關係會有不同知覺，影響個體行為方式的正是其自身之知覺，

此與研究者根據提名次數所得每位學生高低地位指標未必相容，且與研究者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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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外在行為形式所得學生角色亦未必相容，是以研究者闡釋學生互動行為時必

須儘可能考慮行為者的內在詮釋。

﹙四﹚教室過程取向

教室內除了教師與學生個體這些有形的基本組成外，彼此間的互動才是教室

內各種社會層次產物得以成型之重要力量。由於個案教室此一生態系統中的每一

部份會彼此影響，且具多層面的、同時性、密接性、不可預測性、公開的，以及

有歷史的等特性(Doyle, 1986)，當以教室過程為主要的分析單位，如何描述才得

以捕捉該過程之複雜性及整體特徵則是此類研究之首要考量(Seeger, Voigt, &

Waschescio, 1998)。目前此類研究多處於理論建構階段 (Seeger, Voigt, &

Waschescio, 1998; Cobb, Yackel, & McClain, 2000)，而實徵研究的部份大致可從教

室過程的形式與內容兩方面來分析。

(A)教室過程的形式研究

如同前述理論基礎所指出的，教室內師生與生生的長期互動會使班級過程與

小組過程得以成型，且其會在後續互動中指引個體行為，是以「教室內由師生與

生生共同貢獻的班級過程與小組過程的『型』為何？」即為本部分之焦點。

就班級的互動類型來看，除了「引發—回應—評量(IRE)」(Bellack, Kliebard,

Hyman, & Smith, 1966; Mehan & Wood, 1975; Mehan, 1979)此一常見的教室互動

序列外，意義浮現取向研究者亦根據師生互動序列中所彰顯的教師佈題意圖以及

學生被要求進行的行為品質兩方面而區分出所謂的「漏斗類型(funnel pattern)」

與「聚焦類型(focusing pattern)」(Bauersfeld, 1988; Voigt, 1985; Wood, 1994)，以

及「引出類型(elicitation pattern)」與「討論類型(discussion pattern)」(Bauersfeld,

1988; Voigt, 1985; 1994; 1995)。以漏斗類型與聚焦類型為例，漏斗類型的特色是

「教師創造一系列連續窄化學生可能性之問題，直到學生產生教師預定的解法程

序為止」﹔而聚焦類型的特色則是「教師的問話向兒童指出問題的關鍵處，之後

教師將問題解決的責任留給兒童」(Wood, 1994)。

就小組的互動類型來看，現有研究多由小組互動序列中所彰顯的互動特徵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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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描述。例如 Roth(1995)將小組互動形式區分為對稱的互動、不對稱的互動、

變換對稱的互動 (shifting symmetric interaction)、平行偶爾的互動 (parallel

occasional interaction)，以及沒有參與之互動﹔葉蓉樺(2000)分別就五個不同小組

結構類型的互動特徵進行描述，以位階最高者有兩人的相得益彰型的描述為例，

當器材操作一次只容一人動手時，總是很有默契地由位階最高的二人之一動手，

另一人旁觀並給予建議﹔組內成員通常只對兩個位階最高者提出的意見有反

應，該二人只參考彼此提出的意見，對其他組員的質疑不為所動等。

事實上，互動類型是社群參與者的共同產物，即使同樣歸為討論類型之兩班

級或歸為不對稱互動之兩小組，其於主要事件行為序列之呈現上亦未必相同，故

有針對個別班級與小組具體描述之必要性。例如陳英娥(2003a)以兩個實施論證

教學的國一班級為對象，指出 T1 教室的互動論說類型為「(1)學生回答或解釋答

案(2)學生回應他人的答案或解釋(3)教師歸納或整合關鍵點，提出挑戰(4)教師要

求學生表明立場，對別人的說法是否贊同(5)解釋者證實自己的說法是對的(6)挑

戰者接受或繼續挑戰其他解釋或理論(7)解釋者繼續證實自己的說法是對的(8)教

師確認學生是否聽得懂別人在說什麼」。而 T2 教室的不同點在於教師並未歸納

或整合關鍵點提出挑戰，即步驟(3)﹔且與步驟(8)之相異點在於教師確認的是學

生是否能接受別人的說法，而非是否聽得懂別人在說什麼。此外，蓋允萍(2003)

針對一年級教室的師生互動話語類型所做區分「引發對方回應─回應─引發對方

回應—評論」、「宣稱訊息─引發對方回應─回應─評論」…﹔以及詹佳靜(2004)、

巫正成(2000)、楊代誠(2002)等研究者針對班級師生對話與小組生生對話所做類

型分析皆可歸為此類。

由上可知，目前相關研究多以主要事件參與者所構成的行為序列或該序列所

彰顯之特徵來描述互動類型。對本研究者而言，此種由外在觀察者對社群內主要

事件進行詮釋的互動類型研究雖可作為不同社群單位之比較，但卻因未提供參與

個體發聲之機會，以致無法對個案班級或小組之互動全貌做更為適切之描述。亦

即，雖外在觀察者察覺到社群內正進行某種特定的行為序列節奏，但若社群內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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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固定將該段序列視為「我的休息時間」，則外在觀察者所描述的該段序列對此

一個體即不發揮指導功能。故，如何讓個別學生有發聲之機會，尤其在班級學生

人數眾多的情況下，使所描述的互動類型更貼近班級與小組實際的面貌，則是互

動類型研究的進一步挑戰。此外，本研究者認為同儕關係之理解除了透過班級結

構問卷以及小組關係問卷等學生知覺方式外，加上參與者意圖的互動類型研究亦

不失為一好的方式，因其乃透過實際的互動行為來彰顯參與者之社會角色以及彼

此間的同儕關係。

(B)教室過程的內容研究

與上述教室過程形式研究不同的是，此類研究從整體之角度，而非個體行為

構成之行為序列，來看待教室過程；並針對此一過程的內容進行探究。其中包括

依社群成員在過程中呈現的行為性質將合作解題過程作階段的劃分，以及依社群

成員呈現的數學行為內容將過程作整體的描述。

前者可以 Abele(1998)對二、三、四年級學生的小組推理過程分析為例，其

不僅藉由強調「嘗試錯誤」策略在整個解題過程中的明顯地位，以指出Polya(1973)

解題四階段—(1)瞭解題意(2)擬訂計劃(3)執行計劃(4)回顧解答，的不適用﹔且更

進一步依成員實然的行為性質而將小組推理過程區分為「無結構的嘗試」、「有計

劃的試驗」以及「從許多部分的解法組合成一全面的解法」三階段。特別地，「嘗

試錯誤」此一觀念在數學符號使用上之重要性亦為 Nemirovsky 與 Monk(2000)所

強調。

至於後者則可以 Krummheuer(1995)與陳英娥(2002, 2003b)的論證研究為

例。當將論證(argumentation)視為合作的個體藉由口語展現行動理性以調整其詮

釋與互動的社會過程時(Krummheuer, 1995)，針對論證過程所進行的研究即可視

為過程取向之一種。上述兩位研究者以 Toulmin(1969)的論證分析架構為基礎，

對教室論證過程中所出現的論證元素，如資料或數據(data)、推論時得到的結論

或主張(conclusion)、推論時的推論依據(warrant)、合格者(qualifiers)、潛在反駁

的條件(conditions of rebuttals)和理論支柱(backing)﹔以及論證元素之間的關係所



30

進行之探究，即可視為對過程單位的一種整體分析方式。

由上可知，此類研究是從實然，而非應然的角度，而對教室過程的內容進行

探究。由於仍是就主要參與者行為進行分析，故必須注意的是，個體過程未必等

同於教室過程，至多僅能從默許之角度來詮釋未發話者的個體過程。

總之，上述實徵研究對本研究問題與方法之意義如下：(一)過程─結果取向

研究探究的是教師的個人特質、教師行為，以及教學模型等過程因素與學生學習

效能間的因─果關係，並未提及互動類型。(二)教師決策取向中的教師決策行為

研究雖可視為對 Koehler & Grouws(1992)有關教學品質研究強調之一回應，但其

從觀察者或教師角度賦予「教師暗示提供行為」意義，此與本研究教師行為類型

部份強調從教師角度賦予自身在多信號情境下的「暗示─選擇」行為意義之主張

是不同的。(三)學生行為取向研究多從觀察者角度賦予「學生選擇行為」意義，

此與本研究學生個體行為類型部份強調從學生個體角度賦予自身在多信號情境

下的「暗示─選擇」行為意義之主張是不同的。此外，社群成員關係研究指出個

體之社會角色與個體間之各類關係在互動過程中會逐漸浮現出來，且會影響教室

內彼此之互動行為，故本研究特別考慮學望與人望等可能對學生回應行為有所影

響之因素。(四)教室過程取向研究多從觀察者角度賦予教室內主要事件參與者所

構成行為序列意義，此與本研究強調從行為者角度賦予彼此間「暗示─選擇」鍵

結序列意義之主張是不同的。

第三節 研究問題

由上述文獻探討可知，數學教室內的師生長期互動的結果會在數學教室內形

成共識域，從而成為一個真正的社會單位。其中，有關社會運作部分的共識謂之

數學教室的社會互動類型。由於數學教室是一複雜的互動系統，而本研究又期望

所描述的互動類型能彰顯個案教室整體的實然運作動態，故以下首先針對可能的

研究向度進行構思，其次針對研究限制予以考量後提出本研究的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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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問題構思

本研究將社會互動類型視為一社群內之個體，為了維持社群得以發揮整體功

能，一再輪番地在彼此之間實踐的「暗示—選擇」行為序列類型。由於數學教室

內的社群除了班級外，可能包括小組，故本研究以小組及班級內一再出現的行為

序列作為主要探究對象。另外，由於教室內參與的互動單位（包括個體及小組）

在教室內一再重演的互動序列下，對外部的其他單位亦會有各自一再重演的社會

行為出現，而這些社會行為之並置又可彰顯兩兩單位間的互動關係，故，爲了呈

現數學教室內豐富多樣的互動風貌，以下在建立教室內的互動類型的經驗模型

前，先針對參與單位對外部的社會行為類型進行探究。

（一）參與單位對外部的社會行為（活動）類型

數學教室內的參與單位包括教師、學生個體，以及小組，故以下分別就教師

的教學行為類型、學生個體的社會行為類型，以及小組單位對外部的活動類型三

部份加以說明。

(A)教師的教學行為類型

探究教師的教學行為類型，即是探究教師在課堂上與班級內所有其他單位互

動時所實際展現的「情境─行為─結果」的重複類型。包括：教師對全班、教師

對小組單位，以及教師對個別學生等的教學行為類型。特別地，可能影響教師教

學行為的因素，除了教師本身的數學知識、數學教學知識，以及兒童數學知識外，

教師對自我及對互動單位的知覺亦是必須加以考量的。

(B)學生個體的社會行為類型

探究學生個體的社會行為類型，即是探究學生個體與班級內所有其他單位互

動時所實際展現的「情境─行為─結果」的重複類型。包括：學生個體對教師、

學生個體對組內他人、學生個體對組外他人，以及學生個體對其他小組單位等的

社會行為類型。特別地，可能影響學生個體社會行為的因素，除了學生個體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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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及對互動單位的知覺外，由於學生個體亦是特定小組及班上的一份子，故對方

指令所提供有關回應義務程度之暗示亦是探究學生個體的因應行為時必須加以

考量的。以學生個體與教師相關的學習行為為例，依回應義務程度可將教師佈題

分為「指定她為互動對象之佈題」、「指定包含她的小組為互動對象之佈題」、「指

定包含她的全班為互動對象之佈題」，以及「未指定她為對象回應之陳述性信號」

四個層次，其中第一類佈題因指定學生個體為唯一之互動對象，因而該生負擔最

大的回應義務。

(C)小組單位對外部的活動類型

探究小組單位對外部的活動類型，即是探究小組單位與班級內所有其他單位

互動時所實際展現的「情境─行為─結果」的重複類型。包括：小組單位對教師、

小組單位對組外他人，以及小組單位對其他小組等的活動類型。特別地，這裡所

謂小組單位的活動類型即是小組成員的「共識行為」。由於小組單位亦是班上的

一份子，故對方指令所提供有關回應義務程度之暗示亦是探究小組單位的因應行

為時必須加以考量的。以小組單位對教師的因應活動類型為例，依回應義務程度

可將教師佈題分為「指定該小組為互動對象之佈題」、「指定包含該小組的全部小

組為互動對象之佈題」，以及「未指定該小組為對象回應之陳述性信號」三個層

次。

（二）教室內的互動類型

數學教室內的社群包括小組以及班級，故以下分別就「小組內的互動類型」，

以及「課程實踐情境下的班級互動類型」兩部份加以說明。

(A)小組內的互動類型

所謂「小組內的互動類型」是指小組內部成員互動過程中，彼此間一再重演

的「暗示─選擇」行為序列。其中，小組成員的互動事件可能與外部無直接相關，

例如非小組時間彼此指正答案的過程、課堂上彼此借用學具的過程；亦可能與外

部有關，包括小組內部主動互動從而促發外部因應，或爲了因應外部有關透過小

組互動回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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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前者，則以「小組成員彼此間的互動類型」稱之，其與「小組成員對組內

他人的社會行為類型」是一體之兩面；若後者，由於強調與外部的關係且外部包

括教師、組外他人、以及其他小組單位，故分別以「小組內部對教師相應的互動

類型」、「小組內部對組外他人相應的互動類型」等稱之。以「小組內部對教師相

應的互動類型」為例，小組內部爲因應教師「小組討論」相關佈題而在小組時間

所產生的數學互動即為此部份的描述重點之一，可就「解題互動過程中的角色分

化及共同目標」，以及「後續的彼此指正與詢問過程中的角色分化及行為意義」

等方面，來檢視小組內部爲了解題而「彼此『討論』」的真實意涵。特別地，前

述「小組單位對教師的活動類型」與本部份「小組內部對教師相應的互動類型」

之主要差異在於前者乃針對小組成員的共識行為進行描述；而本部份的描述重點

卻是小組單位與教師互動之前或之後，小組成員彼此間所進行的互動。

(B)課程實踐情境下的班級互動類型

所謂「課程實踐情境下的班級互動類型」是指「教師」進行課程實踐而與「全

班學生」互動的過程中，此二單位彼此間一再重演的「暗示─選擇」行為序列。

由於課堂上的師生互動主要是爲了數學討論相關問題的解決而進行的，故，一個

問題的教學模式即為此部份的描述重點。換言之，針對「一個問題的教學事件」

中，「教師」及「全班學生」兩單位實際展現的各類行為序列進行描述，即可大

致描繪出所謂的「課程實踐情境下的班級互動類型」。

二、考量研究限制下的研究問題

基於人力與時間之限制，本研究無法透過對教室中的所有個體與所有小組進

行分析從而解決研究問題。對於一數學教室內的活動，只能選擇針對與教師以及

其中一小組學生相關的互動類型進行探索。此一做法雖然無法涵蓋數學教室內發

生的所有「暗示—選擇」行為序列，但至少能呈現出教室內教師與檢視組學生間

之局部社會互動類型。然而，將資料蒐集範圍限定在教師與檢視組學生時，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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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以下兩個問題：

首先，教室中的信號飛舞，哪些才可視為是與教師以及檢視組學生相關的互

動呢？對個體而言，互動信號可分為兩類：一是感覺類，另一是知覺類。所謂感

覺類的信號是指隸屬於個體的視覺、聽覺或觸覺等範疇之信號，此類信號的特色

是不具意義的，可視為背景或噪音的一種。唯有當個體將其注意力賦予在感覺信

號上，使其自背景中突出，此時感覺信號才會變為知覺信號。從此一觀點來看，

只有被個體歸為感覺的互動信號是不相關的，其餘屬於知覺類的互動信號皆與個

體相關，差別是回應義務之程度。

其次，組外他人與個體之間的、其他小組與個體之間的，以及不需有回應之

陳述性信號與個體之間的，可知覺的互動信號必須如何定位呢？以上三類信號

雖與教師以及檢視組學生相關，但因只能收集到組內個體之部分意圖，而無法

收集到組外其他互動者之意圖，故本研究將其視為教師的「弱企圖」信號。其

中，前兩類可視為教師之另外佈題。例如：當組外他人(其他小組)對個體做法提

出質疑信號時，可將組外他人(其他小組)之信號視為教師為促進溝通的「弱企圖」

佈題，如「若某人(某組)對你的做法提出以下質疑，妳如何回應呢？」。另外，

第三類可視為教師提供之背景陳述。特別地，當將組外他人所發出的信號視為

教師的「弱企圖」信號時，由於各組之意圖皆被消掉，此一現象宛如將三維物

體投射為二維的幾何形狀，故將所有組外他人所發出之信號皆謂之投射部分。

由是，本研究將數學教室視為由教師、檢視組成員，以及投射部分所共同組成。

總之，基於上述限制，當從個體、檢視組，與班級三個分析單位來探索數學

教室的互動類型時，研究問題可改寫如下：

（一）教師及學生個體的社會行為類型

(A)教師的教學行為類型為何？

探究教師的教學行為類型，即是探究教師在課堂上與全班、檢視組、檢視組

成員等外部互動時所實際展現的「情境─行為─結果」的重複類型。藉由教師在

上述互動過程中實際展現的數學討論相關佈題、班級經營佈題及所作詮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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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描繪出教師以全班為對象的主動佈題特色，以及教師對個別檢視組成員的教

學行為中所彰顯的共通性及因人而異的部份。

(B)學生個體的學習行為類型為何？

探究檢視組內學生個體的學習行為類型，即是探究檢視組內學生個體在課堂

上與教師相關的外部互動時所實際展現的「情境─行為─結果」的重複類型。由

於教師佈題可區分為數學討論相關佈題及班級經營佈題，而每類佈題依回應義務

程度又可區分為「指定她為互動對象之佈題」、「指定包含她的小組為互動對象之

佈題」、「指定包含她的全班為互動對象之佈題」，以及「未指定她為對象回應之

陳述性信號」等四個層次，故藉由檢視組內學生個體對教師上述各類佈題的回應

行為及所作詮釋，即可整體描繪出教師各類佈題下的學生可能回應行為類型。

（二）教室內的互動類型

(A)檢視組內學生個體彼此間的互動類型為何？

探究檢視組內學生個體彼此間的互動類型即是針對檢視組內與外部無直接

相關的互動事件，探究檢視組成員彼此間一再重演的「暗示─選擇」行為序列。

例如：非小組時間彼此指正答案、課堂上彼此借用學具等事件皆為此部份的描述

重點。藉由檢視組成員在此類與外部無直接相關的「數學」及「非數學」層面互

動中，彼此間實際展現的互動行為及所做詮釋，即可大致描繪出檢視組學生個體

彼此間的互動類型特色，包括檢視組成員彼此在互動序列中扮演的角色、行為意

義，及互動關係等。此外，當從個體角度進行描述，此部份即為相應的「檢視組

內學生個體對組內他人的社會行為類型」。

(B)檢視組內部對教師的相應互動類型為何？

探究檢視組內部對教師的相應互動類型即是針對檢視組內部主動互動從而

促發教師因應，或因應教師有關透過小組互動回應的要求下，檢視組內部成員彼

此間一再重演的「暗示─選擇」行為序列進行探究。例如：檢視組內部爲因應教

師「小組討論」相關佈題而在小組時間所產生的數學互動即為此部份的描述重

點。藉由檢視組與教師互動之前或之後，檢視組內部成員彼此間實際展現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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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及所做詮釋，即可大致描繪出檢視組內的互動類型特色，包括檢視組成員彼

此在互動序列中扮演的角色、行為意義，及共同目標等。

(C)課程實踐情境下的班級互動類型為何？

所謂「課程實踐情境下的班級互動類型」是指「教師」進行課程實踐而與

「全班學生」互動的過程中，此二單位彼此間一再重演的「暗示─選擇」行為序

列。由於課堂上的師生互動主要是爲了數學討論相關問題的解決而進行的，故，

一個問題的教學模式即為此部份的描述重點。換言之，藉由「教師」及「全班學

生」在「一個問題的教學事件」中，彼此實際展現的互動行為及所做詮釋，即可

大致描繪出「課程實踐情境下的班級互動類型」特色，包括彼此在互動序列中扮

演的角色、行為意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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