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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課程實踐情境下的班級互動類型

本章主要在探究吳老師對課程內容加以詮釋後，在個案教室透過與班上學生

互動以進行課程實踐時，「吳老師」與「全班學生」此二單位「彼此互動」的真

實意涵。由於「猜謎遊戲」、「你們寫，我來說」，以及「傳話接力」是個案教室

內曾出現過的互動類型，故以下針對此三部份加以描述。

第一節 班級互動類型之一：「猜謎遊戲」

「猜謎遊戲」是吳老師與全班學生間最主要的互動類型，其中，吳老師扮演

心中有正確謎底的「出題者」角色，而學生則扮演不斷猜測正確謎底的「猜謎者」

角色。由於逼近謎底的過程不同，猜謎遊戲又可進一步區分為「『逐步拆解』的

猜謎遊戲」、「『再靠近一點可以看得更清楚』的猜謎遊戲」、「『不懂，再聽一次』

的猜謎遊戲」等三大類。以下分別描述之：

一、「逐步拆解」的猜謎遊戲

教師進行數學相關佈題且將原問題拆成幾個子題後，針對子題邀請學生知道答

案的舉手或直接邀請全班回答→若前者，學生各自選擇是否舉手回應→若前

者，當全班沒人舉手時教師繼續邀請學生舉手，直到越來越多學生舉手→若前

者，教師從舉手者中指定個別學生回答→被指定的個別學生回答或班上學生回

答→教師繼續提問→學生回答，直到解決原問題。

吳老師經常將自身意圖讓學生達到正確謎底的路徑以「逐步拆解」的方式，

指定全班或個別學生為猜謎對象，逐步完成猜謎工作。此一遊戲方式僅在「形式」

上不同於教師一人唱獨角戲，即教師直接告知全班達到正確謎底的訣竅，但兩者

在「內涵」上是頗為一致的。此外，當吳老師企圖從「知道謎底的舉手者」中選

定個別猜謎對象，但卻只有少數學生舉手回應時，「一再邀請知道謎底者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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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師可能選擇的行為方式。其中，問話更明顯、語氣愈顯生氣，以及將比較單

位由個人改為小組以激勵學生舉手是此一過程中可能的改變。以下分別以原案

180 及原案 181 作為例證。

原案 180

18012. 師：…好，現在八十三頁一起念，小梅開始
18013. 《眾生：小梅有二點七張百格板，分給弟弟一點六二張，小梅還有多少張百格板？》

【君、豪有唸】
18014. 師：好，一開始他有二點七張百格紙，好，二點七張的百格板，所以呢，你要先拿出

你的百格板，要怎麼拿？二點七要怎麼拿，知道的舉手。來，你有帶的把它拿在
桌上，二點七張百格板要怎麼拿？來，知道的舉手

18015. 《安、邦舉手》【穎、君舉手】
18016. 師：小君
18017. 【君：兩張百格板七條】
18018. 師：二張什麼的百格板？
18019. 【君拿出二張百格纸】
18020. 師：這種的，然後呢？
18021. 【君邊拿出十格一條的纸卡邊說：然後七條橘色的】
18022. 師：七條十格的是不是？
18023. 【君坐下點數七條纸卡。穎：其實還有很多種方法】
18024. 師：好，拿出兩張百格板（教師將兩張大張的百格板貼在黑板上），然後再拿出七條
18025. 【君：橘色的】
18026. 師：橘色的（教師將七條橘色纸卡貼在大百格板旁邊）
18027. 《眾生看教師張貼中》【丞轉過頭與豪交談。君擦白板。之後穎對君說：我發現藥箱左

邊…。穎說完後，君對豪、丞說：喂，不要講話。豪、丞繼續講。穎對君說：我
第一張不見了，君未回應】

18028. 師：來，這是誰的？
18029. 【君：二點七張的】
18030. 師：這是誰的？
18031. 《眾生：小梅的》【穎、君、豪：小梅的】
18032. 師：小梅的。然後呢，她要做什麼事情？
18033. 《有些學生：分給弟弟一點六二張》【君：分給弟弟一點六二張】
18034. 師：分給弟弟一點六二張喔。來，小寶！分給弟弟一點六二張要怎麼拿？【豪：一點

零八】來，出來，從上面拿一點六二張下來
18035. ……

教師在行 18013 以課本上的問題「小梅有二點七張百格板，分給弟弟一點六

二張，小梅還有多少張百格板？」作為對全班的數學佈題。佈題後，教師首先在

行 18014 至 18031 透過與小君的簡短問答對全班說明「如何拿出 2.7 張百格板」，

其中教師的問話例如「二張什麼的百格板？」、「七條十格的是不是？」；之後，

教師在行 18032 至 18064 透過小寶的操作以及對小言、小儀與全班的簡短問答說

明「如何從 2.7 張百格板中拿出 1.62 張百格板」，其中教師的問話例如「小寶是

不是拿一張下來？」、「但是還有一個零點零二是什麼？是兩張、兩條還是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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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所以把它一條拿下來要補回去幾格？」；最後，教師在行 18065 至 18133

透過小言的上台解題以及對全班、小培、小邦、小逸、小豪的簡短問答強調

「『2.7-1.62』的直式算則必須將位值對齊」，其中教師的問話例如「他把七看做

什麼？」、「二為什麼要對齊一？」、「七為什麼要對齊六？」、「那七代表什麼？是

七嗎？還是多少？」、「它有沒有百分位（指 2.7）?」、「所以你在加減法的時候注

意位值要怎樣？」。

由上述分析可知，針對此一佈題，教師意圖讓學生了解的內容包括三段落：

其一是「如何拿出 2.7 張百格板」，其二是「如何從 2.7 張百格板中拿出 1.62 張

百格板」，最後是「『2.7-1.62』的直式算則必須將位值對齊」。至於教師選用的教

學方式雖非一人唱獨角戲，但指定全班或個別學生為猜謎對象的模式仍是教師導

向的，即在教師意圖讓學生了解的解法框架下進行問答。換言之，教師與學生間

的簡短問答僅是在「形式」上不同於教師一人唱獨角戲，但由於「教師期望」仍

在師生間的簡短問答扮演重要角色，故兩者在「內涵」上是頗為一致的。

此外，由下述原案可進一步看出教師指定個別猜謎對象的過程中，可能選擇

的行為方式。

原案 181

13132. 師：好，看 53 頁第二題。好，題目唸一次，吸管
13133. 《眾生：吸管第一次由黑線轉到紅線的位置，第二次由黑線轉到藍線的位置》【第四組

只有君跟著唸】
13134. 師：比比看哪一次轉動的角度比較大？
13135. 《少數學生：第二次》【君：第二次。瑄比出 2 的手勢】
13136. 師：來有理由。第一次是走到紅線，然後第二次是從黑線走到藍線。請問你哪一次比

較大？【瑄問豪：有沒有筆？】
13137. 《少數學生：第二次》【君：第二次。豪未對瑄做回應】
13138. 師：第二次比較大，那第二次跟第一次的差別是在什麼地方？（停頓一下）來，知道

的舉手！第二次轉的角度跟第一次轉的角度它的差別，好，在什麼地方？知道的
舉手！它比它多多少角度，那個多出來的部分在哪裡？來，誰知道？【瑄轉而向
丞借筆，丞從鉛筆盒中拿出一枝筆借瑄】

13139. 《學生沒有人舉手》【第四組沒人舉手。丞用手撐住頭，不斷的一頁頁的翻著課本】
13140. 師：從什麼線到什麼線的位置是它多出來的角度？來，知道答案的舉手！
13141. 《學生沒有人舉手》
13142. 師：沒有人知道喔，來，知道的舉手！【瑄從君桌上拿回自己的量角器低頭開始做】
13143. 《學生沒有人舉手》
13144. 師：知道的請你舉手！
13145. 《學生沒有人舉手》
13146. 師：第二次比第一次多的部分，是從什麼線到什麼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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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7. 《台下開始有聲音出現》
13148. 師：來，知道的舉手！知道的舉手！（老師口氣稍微慍怒）
13149. 《只有少數學生舉手》【豪舉手】
13150. 師：好，現在看看哪些人知道，看哪一組最多人知道！
13151. 《越來越多學生舉手，包括小佳、小智、小淇、小逸、小育、小琦、小邦等人，此時

亦有學生竊竊私語：老師生氣了！你知道嗎？你知道嗎？》【穎在豪之後亦舉起手】
13152. 師：（教師給第五組打圈圈）第一組、第二組都沒有人知道喔，第一組都沒有人知道。

好，手放下！小逸站起來，你覺得第二次比第一次多的部分是從哪邊到哪邊？

行 13132 至 13137 的師生互動是針對教師第一個數學佈題「兩次轉動角度的

直接比較」，之後教師在行 13138 做出第二個數學佈題「第二次比第一次多出來

的部分在哪裡」，並三度邀請學生「知道的舉手」。由於全班學生一直無人舉手，

故教師之後分別在行 13140、13142、13144、13146、13148 多次邀請學生舉手，

且語氣愈顯生氣。當學生注意到教師生氣而有少數人開始舉手時，教師繼續以小

組為單位鼓勵學生舉手，直到最後有越來越多學生舉手時，教師才從眾多舉手者

中指定小逸發言。特別地，在此一過程中，教師的口語及非口語行為有下列改變：

(1)問話更明顯，例如由「多出來的部分在哪裡」改為「多的部份是從什麼線到

什麼線」；(2)語氣愈顯生氣；(3)將比較單位由個人改為小組以激勵學生舉手。

二、「再靠近一點可以看得更清楚」的猜謎遊戲

教師進行數學相關佈題→學生解題→教師邀請學生在不同答案項下舉手→學

生各自舉手表達自己的答案選項→當大部分學生的選項是錯誤的時，教師邀請

錯誤選項舉手者再次解題→學生解題後有些說出正確答案→教師邀請改變答

案者舉手→學生各自選擇是否舉手回應→當大部份學生舉手，教師從中指定某

生說明改變答案的原因→個別學生發言→當學生未講出教師心中的答案時繼

續指定他生發言，直到教師心中的答案被說出才停止

猜謎遊戲進行過程中，當教師此一出題者認為個別猜謎者所給的答案並非

心中的正確謎底時，多會「繼續指定他生發表，一直到心中的正確謎底被說出為

止」。因此，教師邀請學生發表僅是形式罷了，因教師並非真正想要了解學生的

想法，而是想要學生「猜測教師心中的正確謎底」。以下以原案 76 及其課後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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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案：原案 182 作為例證。

原案 76

12026. 師：有人說一樣大，好剛剛覺得ㄆ比較大現在改成一樣大的舉手
12027. 《眾生舉手，小育亦舉手》【君、瑄舉手】
12028. 師：好，放下，小育為什麼？
12029. 《育：因為…（不可辨）》
12030. 師：三個
12031. 《智：…（不可辨）》
12032. 《育：…（不可辨）》
12033. 師：兩個怎樣
12034. 《育：…（不可辨）》
12035. 師：那為什麼會改，都是 60 度，是不是，小育妳說都是 60 度對不對，你用量角器是

不是，有沒有誰剛剛覺得ㄆ比較大現在已經改掉，但是你是用尺去量的？
12036. 《小智、小龍舉手》
12037. 師：小智，你為什麼會改變答案
12038. 《智：因為…. 》
12039. 師：你用筆的寬度來比對不對
12040. 《智點頭》
12041. 師：好，小龍
12042. 《龍：就這樣轉過來》
12043. 師：你是說轉你的筆是不是，轉過來然後再去對照它是不是，那剛剛為什麼認為ㄆ比

較大
12044. 《龍：…（不可辨）》
12045. 師：好，來，看這邊，想想看為什麼剛剛有些人會覺得ㄆ比較大，但是他再量一次以

後發現卻是一樣大，他是用兩枝筆來做的，為什麼？來知道原因的舉手
12046. 《眾生低頭動作中，沒有學生舉手》
12047. 師：為什麼剛開始覺得ㄆ比較大後來改變答案，為什麼？有沒有人知道
12048. 《眾生低頭動作中》
12049. 師：小穎，妳知道為什麼？
12050. 【穎抬頭微笑並搖頭】
12051. 師：他用筆來做為什麼他會改變答案（示意小霖回答）
12052. 《霖：因為有時候….》
12053. 師：筆拿歪了，有時候筆沒有拿好就歪掉，所以你下次假如沒有吸管也沒有兩枝筆的

話，你可以拿你的什麼東西來做測量，拿什麼來做測量
12054. 《某生：量角器》

在行 12026 之前，教師對全班的數學佈題是「用兩枝吸管

或兩枝筆比較ㄅㄆ兩角的大小」，學生解題後，大部分都認為「ㄆ

比較大」，當教師要求認為「ㄆ比較大」的學生再次比對後，有人出現「一樣」

的答案。之後，教師期望學生能發現以「兩枝筆」為角度比較的工具時的可能限

制，於是由行 12026 開始尋找可能的發言對象，即答案由「ㄆ比較大」改為「一

樣大」的學生。首先，教師連續指定舉手的小育、小智、小龍說明改變答案的原

因；其次，由於三人的回答皆未達教師期望，故教師在行 12045 及 12047 再度對

全班二次提問；之後，因全班皆沒有學生舉手回應，於是教師在行 12049 直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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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平常比較會發表的小穎」作答；最後，此一「連續指定學生發表」的過程於

小霖說出教師期望中的答案「有時候筆沒有拿好就歪掉」後結束。至於教師對此

段互動的解讀可由下述課後晤談原案得知。

原案 182

22037. 研：現在講話的是誰？
22038. 師：小智。
22039. 研：剛剛你問說有沒有用筆量，為什麼問這個問題？
22040. 師：用筆啊！我知道他的意思，小智他可能用筆，我不知道他怎麼弄，他可能測這個

寬度，他可能量的方式是蠻特別的，他這樣量寬度，其實這個方法是不對的，不
是很準確的，我看到他量寬度這樣量

22041. 研：是用垂直的，垂直一邊嗎？
22042. 師：聽他這樣說好像是寬度，我不知道他怎麼量，應該叫他上來寫，小龍也是講錯了
22043. 研：小龍他講什麼？
22044. 師：他反而是說…，然後換邊的時候他可能會把它分開來，然後再改成另外一邊，所

以這樣其實也是錯的
22045. 研：我聽不懂。
22046. 師：其實用筆有個缺點，我那時候沒有再跟他們講，那時候一開始叫他們量對不對？
22047. 研：對。
22048. 師：它兩個角度相反嘛！他一開始這樣量，他說：「我把筆反過來再量另外一邊。」這

個反過來的過程也許它會分開，這樣就不對啊！
22049. 研：所以他是先用筆布置一個角，然後再過去跟它量這樣子
22050. 師：對對對，所以今天他們兩個都出錯，那這個例子就應該把他們叫上來
22051. 研：可是你那時候上課的時候，你知道他們在講什麼嗎？
22052. 師：我知道，但是可能小智的我不太知道，我想趕快找一個答案，其實我要找的答案

就是等一下小霖講的，在換的時候他有碰到，有稍微碰到
22053. 研：所以你的意思是說，譬如你點人上來講，然後如果他們的答案不是你要的答案的

時候，你就會繼續找下一個？
22054. 師：對對對對

行 22040 與 22044 是教師對小智與小龍課堂上作法的詮釋。由於教師指出

兩人的作法都是錯誤的，又提及不確定小智的作法，於是我在行 22051 進一步向

教師確認上課當時是否了解學生做法。教師在行 22052 不僅表示上課當時不太知

道小智的做法，甚至主動指出當時他「想趕快找一個答案」，且「他要找的答案」

就是小霖的作法。此外，教師對於我在行 22053 對其行為之詮釋「如果他們的答

案並非你要的答案時，你就會繼續找下一個」連聲表示贊同。由此可知，教師提

問時，心中會有期望的答案。當學生發表時，教師會拿期望的答案與學生作法相

比較，當發現學生作法不符期望時，即使不確定學生詳細的作法為何，亦會繼續

指定其他學生作答以找出心中期望的答案。換言之，教師指定學生作答並非想要

了解學生的想法，而是想要學生「猜測教師心中正確的謎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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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懂，再聽一次」的猜謎遊戲

教師進行數學相關佈題後隨即要求學生回答答案→學生給出幾種不同的答案

→教師邀請學生在不同答案選項下舉手→學生各自舉手表達自己的答案選項

→當大部分學生的選項是錯誤的時，教師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類似佈題；並

針對錯誤答案選項邀請學生舉手，直到錯誤選項的舉手人數極少才停止

前文「教師理念」中曾提及，吳老師邀請學生在「不同答案項下舉手」的目

的之一是「了解學生答案的分布」。當教師在猜謎遊戲進行過程中發現大部份學

生所給的謎底是錯誤的時，「一再重複謎題」及「針對錯誤謎底選項邀請學生舉

手」是教師可能選擇的行為方式。特別地，當教師發現學生不懂而要求學生再聽

一次時，教師並非「換句話說」，而是相同問話的再次實施，只不過使用不同教

具操作。此外，當教師希望能有更多學生答對時，有時甚至是以「會猜測教師心

理」，而非「真正的理解」為目標。以下以原案 183 及其課後晤談原案：原案 184

作為例證。

原案 183

11058. 師：最後成幾度（老師將秒針由數字 1 轉到數字 4）？你們覺得它是幾度？
11059. 《有些學生說 90，有些學生說哪有 90》
11060. 師：幾度？你覺得是 90 度的舉手
11061. 《霖舉手》【豪亦舉手】
11062. 師：好，放下，覺得不是 90 度的舉手
11063. 《全班大部分學生都舉手》【君舉手】
11064. 師：好，放下，小熠你覺得是幾度？
11065. 《熠：90》【豪對君說話（不可辩）】
11066. 師：好，再看一次，從 1 開始轉到 4 喔（老師將秒針由數字 1 轉到數字 4），用你的手

試試看，從 1 開始轉到 4，你覺得大概幾度（老師將扇子的一端固定在數字 12 和
1 之間，慢慢張開扇子使另一端停在數字 4 和 5 之間）？

11067. 《有些學生說 90 度，有些說不是，有些搖頭》
11068. 師：好，覺得不是 90 度的舉手
11069. 《大約一半的學生舉手》【第四組都沒人舉手】
11070. 師：好，放下。把你的手比出來（教師用兩手比出同時向外張開的動作），從 1 到 4，

用你的手張開來（教師用兩手比出同時向外張開的動作）。
11071. 《有的學生有比，有的學生沒比》【君、穎、瑄、豪皆用手比劃，丞看著前面】
11072. 師：來，還覺得不是 90 度的舉手。
11073. 《只剩小勳舉手》【第四組都沒人舉手】
11074. 師：好，我拿磁鐵棒來看喔！看這邊，從 1（將一根磁鐵棒置於數字 1 的位置）轉到 4

（將另一根磁鐵棒置於數字 4 的位置），這樣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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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5. 《眾生：90》
11076. 師：那兩條線怎樣（教師在兩根磁鐵棒所夾角上比出垂直的記號）？
11077. 《有些學生：垂直》
11078. 師：那兩條線有垂直，所以發現它這樣張開的時候（教師用兩手比出同時向外張開的

動作），我們很清楚的看到裡面的角變大了對不對（教師固定一手另一手畫弧）？
11079. 《眾生：對》【君、豪、丞看前面；穎不斷的在自己的白板上塗鴉與擦拭；瑄原本看前

面，後來就趴在桌上】

在行 11058，教師對全班的數學佈題是「秒針由數字 1

轉到數字 4 的角度為何」。由於台下學生出現的答案有「九十

度」及「不是九十度」兩大類，故教師邀請學生在這兩種答案下舉手，結果班上

大部份學生的答案都是「不是九十度」，之後，教師即一再以「重複類似的佈題」

作為回應。除了相同的口語「從 1 轉到 4 這樣幾度？」外，尚包括不同教具的操

作提示，例如行 11066「將秒針由數字 1 轉到數字 4」，及「將扇子的一端固定在

數字 12 和 1 之間，做張開的動作使另一端在數字 4 和 5 之間 」；行 11070「用

兩手比出同時向外張開的動作」；行 11074「將兩根磁鐵棒分別置於數字 1 和數

字 4 的位置」。特別地，教師每重覆一次佈題，必以問句「覺得不是 90 度的舉手」

調查學生的答案分布有無改變，而學生的舉手人數亦逐次減少，甚至到最後大家

都說是 90 度。以下將進一步以課後晤談原案呈現教師對此段互動中的自身行為

與學生行為的解讀。

原案 184

21079. 研：一開始好像全班很多人都不知道它這樣是九十度，你的處理方式是什麼？你就覺
得很訝異。

21080. 師：對對對，就再給他們提示一下看能不能有比較多人知道。
21081. 研：你用什麼樣的提示方式？你接著做了什麼事？
21082. 師：我在做，然後甚至到最後是用那個磁鐵，就是用兩條線出來的時候，他們看得很

清楚，所以我大概做了三次到四次啦，後來就用扇子啦，可是扇子在張開，我覺
得他們還是看不清楚，到最後我就用這個東西，用磁鐵條來做，他們就可以分辨
出來。

21083. 研：你覺得他們真的了解說這樣是九十度了嗎？
21084. 師：到最後用兩條磁鐵條的時候他應該知道，因為可能用扇子是整個面，整個面它無

法連結到這個線，下次有機會再跟他們講一下。
21085. 研：你會不會想到說應該要怎樣讓小朋友講，因為我剛剛看起來好像都是你一直問說

它是幾度，小朋友一開始很多人不是九十度，然後慢慢的不是九十度的人越來越
少。會不會是因為你這樣問，他們就覺得說可能這個答案是錯的，下一次就越來
越少人舉手了，然後就都不舉手了？

21086. 師：所以在教法上應該請幾個同學來說明
21087. 研：你覺得呢？
21088. 師：那時候有點緊張。
21089. 研：沒關係，其實你不用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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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90. 師：可能那時候可以找幾個上來，問他做了什麼現在改變答案，為什麼他知道。其實
這個是概念問題啦，因為有的人看到，有的人就看不到。

21091. 研：你覺得一開始知道它是九十度的人，為什麼他會知道是九十度，為什麼他不會覺
得那是八十五度？

21092. 師：他的連結，像小熠他很早就知道了，第六組的。
21093. 研：小熠，班長啊？
21094. 師：對對對，他很早就知道了，因為有的人看到那個東西張開來，他就大概知道，因

為他知道老師要給他的答案就是標準的，會給他們一個他們以前學過的，他們應
該知道的答案，所以他可能一開始就知道那個是九十度，所以有幾個那時候有講，
有幾個有講，但是我可能希望說大多數的人知道，所以才一直往下延伸。

在行 21079 之前，教師曾表示自己對於為什麼會這麼多學生不知道這題的

答案是九十度感到很奇怪，所以在課堂上一直重複這個地方。在行 21079，我問

教師當時的處理方式是什麼，教師表示自己進行的是「提示」行為，目標是「希

望能有比較多人知道」。另外，教師在行 21082 及 21084 指出在這三到四次提示

當中，扇子對於學生的了解較沒有幫助因「整個面它無法連結到這個線」，但「兩

條磁鐵棒出現時，學生就看的很清楚」。換言之，教師將錯誤選項舉手人數的減

少視為是最後操作之教具―兩條磁鐵棒的功勞，而不將教師問話的強烈暗示考慮

在內。

甚至，當我在行 21091 問教師為什麼學生能「看出」答案是九十度而非八

十五度，教師以班長小熠為例，指出原因在於「因為他知道老師要給他的答案就

是標準的，會給他們一個他們以前學過的，他們應該知道的答案」。由教師此一

回答可推知，課堂上教師一開始的錯愕應在於「為何學生無法『看出』數字 1

到 4 所成角度與之前學過的『幾點的時候是九十度（行 21110）』兩者圖形的相

似性」，而非「為何學生無法『理解』數字 1 到 4 所成角度是多少」；而後續一再

重複佈題的提示功能應在於「喚起學生想起之前學過的內容『幾點的時候是九十

度』並猜測其與本題答案間的關係」，而非「真正期望學生理解的『換句話說』」。

第二節 班級互動類型之二：「你們寫，我來說」的遊戲

「你們寫，我來說」是個案教室內另一主要的班級互動類型，其中，學生扮

演「解題者」及「紀錄者」角色，吳老師則扮演「代為發表者」角色。由於吳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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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說與學生的寫有不同的連接方式，故此一遊戲又可進一步區分為「你們寫，

我挑著說」、「你們寫，我補充說」、「你們寫，我綜合著說」等三類遊戲。以下分

別描述之：

一、「你們寫，我挑著說」的遊戲

教師進行數學相關佈題並指定各組代表上台解題→各組代表在台上解題，其他

學生在台下解題→教師選擇自己意圖講解的紀錄對全班以簡短問答形式講解

此一遊戲中，學生所提供的解題紀錄僅作為教師後續選擇意圖講解內容之素

材。此時，「學生解題紀錄」的意義僅在於其出自學生之手，但他人卻無法聽到

學生自己對該紀錄的詮釋，僅能聽到教師對該紀錄的另有詮釋。特別地，吳老師

的講解經常僅以少數不會解題的學生為對象；而部份學生，例如小穎與小君，亦

注意到教師此一傾向，不僅對此感到厭煩，甚至將該行為解讀為「教師為了要讓

班上極少數低智商學生聽懂所做的努力」。以下以原案 185 及其課後晤談原案：

原案 186 作為例證。

原案 185

18490. 師：好，我們看一下第一題（教師指第一組的直式「2-0.63＝1.37」）。這題二減掉零
點六三，我剛剛發現大概兩三個人，他不會減。小邦收起來，收起來。減法的時
候，發現上面沒有東西，結果他就不知道怎麼減。請問你上面有沒有東西？【穎
寫課本，丞邊喝水邊看前面】

18491. 《有些學生：有啊》
18492. 師：沒有的話代表是零。那這個二，你假如說二不能減六十三，六十三很大，但是這

個二是不是代表二？【丞停止喝水仍繼續看前面】
18493. 《有些學生：不是》【君邊喝水邊看前面。穎從書包拿出一本書】
18494. 師：這一題啊，第三個（教師指第三組的直式「2.00-0.63＝1.37」），他把後面補零對

不對？假如說你不看它的話（教師用手遮住 2.00 的小數點），它是兩百減六三，
對不對？那兩百減六三你會不會減了？【穎翻閱剛拿出來的書】

18495. 【君：會】
18496. 師：小智，第五組，看這邊。它這個兩百減六十三你就可以把它當整數相減等於一百

三十七，對不對？相減一百三十七，那補個小數點就是一點三七，對不對？所以
你看到整數後面沒有東西的時候，你害怕你不會減的時候，你可以把它補一個什
麼？

18497. 《少數學生：零》
18498. 師：好，後面補零

在行 18490 之前，教師對全班的數學佈題是「2-0.63」，並限制用直式解題。

當各組代表上台解題後，教師並未邀請這些上台解題的學生自行完整的說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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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題紀錄，取而代之的，教師以對全班分段簡短問答的方式來說明學生提供的

解題紀錄。首先，由於教師希望提供「後面補零」的策略協助學生解題，故其一

開始在行 18490 雖手指第一組的直式紀錄，但在行 18494 隨即改以第三組的直式

「2.00-0.63=1.37」作為講解的素材。其次，由行 18494 及 18496 可知，教師對

第三組直式紀錄的解讀是「將原題改為整數減法『200-63』後再補小數點」，至

於教師的此一解讀是否與原作者的想法相容就不得而知了。換言之，「學生的解

題紀錄」在此處的意義僅在於其出自學生之手，但他人卻無法聽到學生自己對該

紀錄的詮釋，僅能聽到教師對該紀錄的另有詮釋。其他相關例證請參見行

18499-18525 等。

此外，由下述課後晤談原案可得知：教師選擇對某生的解題紀錄進行說明，

有可能僅是以少數人，而非全班，為對象。

原案 186

28001. 研：這個問題是什麼？你還記得嗎？
28002. 師：減法，然後用負向的數學操作來讓學生熟悉減法的過程。像 2－0.63，小寶就寫

2.63，寫成加法。
28003. 研：真的嗎？
28004. 師：對對對，她到現在還不會寫，所以後來就是給他們解釋成 2 就是 200 的觀念，他

們才會算，他們會有這種問題，所以空的話就要補零上去
28005. 研：所以你覺得說，你用這個方法把它換成整數之後，小寶跟小培他們就會了嗎？
28006. 師：對對對對。
28007. 研：喔。
28008. 師：就比較簡單。
28009. 研：那你覺得他們的問題到底在哪裡呢？2-0.63
28010. 師：就是 2後面沒有東西他們就不會減。
28011. 研：後面沒有東西他們就不會減。
28012. 師：對對對。
28013. 研：他到底知道 2代表什麼嗎？
28014. 師：小培可能不太清楚，小寶還可以，這樣還可以啦，因為靠他們那一組
28015. 研：你覺得他們會操作嗎？操作這個東西？
28016. 師：操作會，畫也會，但是減法的時候那個靠邊的不太會，畫的那個操作他們不太會，

覺得他們的概念比較差。
28017. 研：那你覺得全班呢？
28018. 師：應該都
28019. 研：都會了，所以你把它化成整數的部分，把它化成 200－163 主要是為了他們兩個？
28020. 師：對對對，其他人應該是沒有問題，到時候我會讓他們寫習作，叫他們找出問題。

課後晤談時，教師在行 28002 及 28004 主動指出小寶尚不會解「2-0.63」的

問題，故課堂上針對「後面補零」的策略進行教學以協助學生解決此類問題。之



282

後，我在行 28019 向教師確認「後面補零」此一策略的主要教學對象是否為小寶

與小培，由行 28020 可知，教師認為班上其他學生應多會解此一問題。換言之，

當教師認為班上絕大多數的學生都能有效解題時，仍會考慮少數不會解題的學

生，即使只是少數兩、三位，而進行解題策略的講解。

二、「你們寫，我補充說」的遊戲

教師進行數學相關佈題→小組解題→教師邀請各組代表提供解題紀錄→各組

代表陸續將紀錄置於台前→教師針對各組紀錄作相同相異點比較→當發現課

本內兒童的可能解法未完全出現在學生所提供的紀錄時，教師會一再以暗示方

式進行提問，企圖補齊課本做法→學生一再回答→當發現學生始終無法說出教

師期望中的答案時，教師會停止暗示而直接告知，並要求學生作出該紀錄

由於吳老師希望學生知道所有課本內的兒童作法，故此一遊戲中學生所提供

的解題紀錄僅作為教師判斷是否進一步補齊課本作法之素材。特別地，即使教師

清楚知道課本內特定的兒童作法在數學上是不合適的，仍會補充該做法並告知全

班學生其為一可行的紀錄方式。以下以原案 187 及其課後晤談原案：原案 188

作為例證。

原案 187

11204. 師：…好，最後一個，它把這個寫出來（教師指黑板上的時鐘海報，其中一長條纸在
數字 12 和 1 之間，另一長條纸在數字 2 和 3 之間）。

11205. 師：來，再看這邊一次，老師將扇子的角慢慢張開（教師將扇子張開後又合起來），它
什麼東西在改變（教師沿著合起來的扇緣比劃弧線）？上面（教師指合起來的扇
緣弧線），它上面這個弧線越來越怎樣（教師將扇子張開）？

11206. 《眾生：越來越大》【君：越來越大】
11207. 師：越來越長，再看看，有沒有誰可以把這個畫出來（教師將扇子張開）？你覺得可

以表現它的邊，它的頂點，它裡面的那個角度，我們可以把什麼東西畫出來（教
師沿著合起來的扇緣比劃弧線）？我們可以把什麼東西畫出來（教師將扇子張開
後又合起來，接著沿著合起來的扇緣比劃弧線）？

11208. 《某生：角度》【君：方向】
11209. 師：像跑操場，有人跑一圈有人跑半圈，我們把他們跑的路線連成一條線，誰比較長？
11210. 《有些學生：一圈的》【穎：一圈】
11211. 師：一圈的比較長對不對。這個也一樣（指扇子），有人在上面跑，一個跑這麼大（教

師將扇子張開），一個跑這麼長（教師將扇子張得更開），這兩個弧線不一樣長對
不對？所以我們在表示角度的時候，可以不要畫裡面的東西（教師指角內畫有箭
頭的白板），可以畫外面的弧線（教師在空中畫弧），畫看看【君在寫白板，穎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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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至君的白板寫上幾筆，瑄轉過來看】。看這邊（教師拿出扇子），你現在有白板
的把它畫上去，看這邊，第三組，第三組。

11212. 【穎大聲說：老師那你還我】
11213. 師：不用。看這邊，來。（教師將扇子張開）畫上面這條線（教師沿著張開的扇緣比劃

弧線），來，畫畫看
11214. 《學生行動中且出現喧嘩聲》【君在白板上畫；穎趴在桌上甩筆，後來用手撐頭略顯無

聊；瑄看君畫；豪似乎向第五組某生借白板筆，後來轉而向瑄借筆；丞一直看著
第一組的方向】

11215. 師：來，看這邊，只要畫這個地方就好了（教師沿著張開的扇緣比劃弧線）。來，小育
站起來，你把白板拿起來，你給大家看一下

11216. 《小育拿起白板面向教師，接著稍微將白板向右轉動給同組學生看》【君寫白板；穎、
丞看小育的方向；瑄看豪的方向；豪抬頭看一眼隨即低頭】

11217. 師：好，只要畫一條（教師在空中畫弧），這也是角的大小，坐下。來，把黑板上的白
板拿回去。

在行 11204 之前，教師對全班的數學佈題是「作出角的變化的紀錄」，並邀

請各組代表提供解題紀錄。當各組代表陸續將紀錄置於台前，且教師對學生所提

供的三種解題紀錄予以說明後，教師在行 11205、11207、11209 開始一連串暗示

信號，希望學生說出角的第四種紀錄方式─弧線，包括「老師將扇子的角慢慢張

開，它什麼東西在改變」等口語，以及「不斷沿著扇緣比劃弧線」的動作；在此

過程中，學生亦不斷在行 11206、11208、11210 給出答案。由於學生始終無法說

出教師期望的答案，教師最後在行 11211 以口語「所以我們在表示角度的時候，

可以不要畫裡面的東西，可以畫外面的弧線」直接告知全班，並要求全班作出「弧

線」的紀錄，甚至在行 11215 邀請小育展示其紀錄。關於教師為何補充弧線作為

角的變化的紀錄，可由下述課後晤談原案看出。

原案 188

21285. 研：你這邊是要做什麼？
21286. 師：因為表現方法有很多種，其實他們已經把標準的寫出來了，但是還有一種弧線的，

因為以前沒有講過這個東西，那其實課本有講到這個，那我覺得弧線這個其實他
們可以想出來也不錯，他們沒有想出來所以我就補充這個弧線長度

21287. 研：課本上有寫是不是？
21288. 師：有，對。
21289. 研：它是寫在…
21290. 師：它是算例子，小朋友提出來的例子
21291. 研：小朋友提出來的例子
21292. 師：對對對，範例有四種，然後我覺得這個提出來對他們來說也不錯，所以就提出來。
21293. 研：那你覺得一般在數學上我們畫角，我們會畫一個弧嗎？
21294. 師：不會不會。
21295. 研：不會。
21296. 師：但是這個弧度我覺得它…，因為他們以後就會學到面積，就會說到那個弧長，我

覺得也有關聯，那我就是把它講出來。
21297. 研：如果說課本裡面有四種兒童做法，小朋友只寫出兩種做法，你會把另外兩種也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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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上去給小朋友知道是不是？
21298. 師：對對對。
21299. 研：所以對你而言，教這個弧也是，就是說課本有四種方法，你就希望小朋友也都知

道這樣子。
21300. 師：對對對。

在行 21285，我問教師為何要在班上補充弧線

作為角的記號，由行 21286 可知，由於課本上有四

種兒童做法（如右圖），上台學生只做出其中三種，

尚未有人以弧線作為角的記號，故教師進一步補齊弧線此一課本作法。特別地，

由行 21294 可知，教師在對全班補充以弧線作為角的記號的同時，教師清楚知道

數學上不會以弧線作為角的記號，但因教師希望學生知道所有課本上的兒童作

法，以及認為弧線與以後將學到的面積有某種關連，故教師選擇對全班補充弧線

作為角的記號。

三、「你們寫，我綜合著說」的遊戲

教師進行數學相關佈題→小組解題→教師邀請各組代表提供解題紀錄→各組

代表陸續上台抄寫小組紀錄→教師以黑板上的小組紀錄為基礎向全班進行歸

納整理式的講解

由於吳老師強調「歸納整理」，故此一遊戲中學生所提供的解題紀錄僅作爲

教師歸納整理的素材。特別地，由於吳老師亦有「深化編輯意圖」的傾向，故當

其詮釋課本編輯的意圖是讓學生了解特定分類的結果時，其可能會修正課本問題

的進行方式，例如改以小組討論與競賽的方式以求得較多答案，做為進一步歸納

整理的素材。以下以原案 68 及其課後晤談原案：原案 189 作為例證。

原案 68

15126. 師：…0.1+0.9、0.2+0.8、0.3+0.7、4 和 6，5 和 5 對不對，就這五組對不對，所以一條
一條的話，是不是只有五種對不對【穎低頭看課本，瑄又坐起來伸懶腰的樣子】？
（教師拿起百格紙卡展示）它一共有十條，一條是 0.1 的話，所以這樣配起來是
不是只有五種。那剩下來的是不是都是兩位和兩位？【穎拿君桌上的筆寫課本】

15127. 《某生；對》
15128. 師：有沒有一位跟兩位的？
15129. 《少數學生：沒有》【瑄坐著看前面】
15130. 師：剩下的都是兩位和兩位的。好，看一下這個，這是什麼（教師將第六組答案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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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01 圈起來）？
15131. 【君：0.99 加 0.01】
15132. 師：0.99 加 0.01 對不對？看黑板，它是不是只有 1 個（指著 0.01），另外一個有 99 個

對不對（指著 0.99），這也是兩個小數位在一起，99 和 1 個小數和在一起【丞低
頭寫課本】。第二個小數（指著 0.01）它的十分位的地方還是沒有【穎抬頭看前面】。

15133. 師：（教師將第五組的部份答案擦掉）好，看這邊〈教師將第四組答案中的 0.39+0.61
圈起來〉，0.39 和 0.61，一個是 39 個，一個是 61 個對不對【穎：對】，這兩個什
麼地方有差別（教師將第四組的 0.39+0.61 以及第六組的 0.99+0.01 用線連接起
來）？

15134. 《學生沒人回答》【穎小聲說：沒有】
15135. 師：它一個小數怎樣（指著 0.01 十分位上的 0）？
15136. 《少數學生：0》
15137. 師：它一個小數是 0（指著 0.01），這兩個十分位和百分位都有數字（指著 0.39+0.61）

【君：對】
15138. 師：大概有這幾種，一種是一位小數和一位小數相加的（指 0.1+0.9）【穎低頭寫課本。

君輕拍丞桌面問丞：你有沒有帶…。丞說：沒有帶。之後，君繼續看前面，丞繼
續寫課本】，另外一種是兩位和兩位。但兩位和兩位有兩種，一種是它的十分位是
0 對不對(指 0.99+0.01)？一種是兩個都是有數字的（指 0.39+0.61）。這樣有沒有問
題？所以你寫出來的大部份都在裡面。那你回去可以試看看，能不能把所有的數
找出來，找出來的自己下課來跟我講，看兩位小數相加一共有幾個？這蠻多的喔
你可以試看看。

在行 15126 之前，教師邀請各組代表上台將「1 的分解結果」寫在黑板上。

當各組代表陸續上台抄寫小組紀錄後，教師自行 15126 開始以學生紀錄為基礎，

針對「1 的分解方式」進行歸納整理，結果如行 15138 所示：1 的分解方式有「兩

個一位小數相加」、「兩個二位小數相加，其中一個的十分位是 0」，以及「兩個

二位小數相加，兩個的十分位皆非 0」等三類，例子分別為 0.1+0.9，0.99+0.01，

0.39+0.61。特別地，由於此處的課本佈題僅為「拿一張百格紙塗塗看，可以把它

分成多少張和多少張？說說看，你是怎麼分的？還有沒有其他分法？」，教師修

改課本佈題而對「1 的分解方式」進行歸納整理的背後因素可由下述課後晤談原

案看出。

原案 189

25023. 研：你這個問題是要做什麼？它的教學目標是什麼？
25024. 師：是讓他們去分類，就是 1 的分解，然後再去認識裡面分解的一些情形。
25025. 研：你剛剛是說要他們怎樣，用比賽，兩分鐘以內，然後怎麼樣？
25026. 師：算哪一組最…
25027. 研：最快？算出最多？
25028. 師：算出最多組。
25029. 研：為什麼用這種方式？
25030. 師：就比較激勵他們去找答案這樣子。課本是用例題，只有例題三個而已，那我用這

種方式，讓他們…
25031. 研：所以這裡跟課本是不一樣的？
25032. 師：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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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33. 研：你說課本是怎麼樣？
25034. 師：它就直接寫三種，它本身用討論的方式，可能小朋友比較好還是什麼，然後課本

上是挑三個例題，就是它從形的上面，然後去比較出來這個跟百，跟分數的轉換，
然後我是用那種找更多情形，……

25035. 研：你為什麼做這個修正？
25036. 師：因為我覺得課本上那三種情形它講好就比較沒辦法用討論的方式，只是用舉手，

那我用這種方式，它可以找出更多答案。
25037. 研：所以你覺得這裡找出更多答案是很重要的？
25038. 師：對對對。

在行 25023，我問教師「兩分鐘之內看哪一組討論出來的 1 的分解會最多組」

此一佈題的教學目標為何，教師在行 25024 指出該目標為「1 的分解方式」的分

類。之後，教師進一步指出小組競賽是為了激勵學生找答案；且此處用學生答案

進一步分類，與課本直接告知分類結果是不同的。換言之，教師不僅注意到課本

上三種不同形式的兒童可能做法「0.1 張和 0.9 張」、「0.25 張和 0.75 張」、「14/100

張和 86/100 張」；且認為課本建議的教學方式是邀請學生舉手表達自己解法所隸

屬的選項，但因教師認為找出更多答案以進一步分類是重要的，故教師修正課本

問題的進行方式，改以小組討論與競賽的方式求得較多答案，做為進一步分類的

素材。

第三節 班級互動類型之三：「傳話接力」遊戲

「傳話接力」遊戲是個案教室內曾出現過的第三種互動類型，其中，扮演「發

表者」的學生個體並非直接以全班學生作為聽眾，而是透過教師此一「傳話者」

代為傳話。此一遊戲的互動模式如下：

教師進行數學相關佈題→小組解題→確認大多數組別完成後，教師邀請甲組代

表上台→甲組代表上台後小聲面向教師講解，有時還擋住白板；台下則只有部

分學生看前面，其餘都低頭或互相交談→教師代向全班講解甲組作法，之後，

要求全班針對甲組作法的合理性進行判斷；或以直接評論做為該段互動的結束

→若前者，學生回答「可以」或「不可以」→若教師認為甲組作法有缺點，則

自行向全班說明該缺點，並以要求全班爲甲組拍手鼓勵做為該段互動的結束；

若教師認為甲組做法可以，則直接要求全班爲甲組拍手鼓勵做為該段互動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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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教師繼續邀請剩下組別的代表上台，直到所有組別皆完成發表

「傳話接力」是個案教室內唯一出現學生完整解法發表過程的互動類型。在

此一互動類型下，學生不僅須提供解題紀錄，尚被要求自行完整的說明解法；此

與提供紀錄後完全交給吳老師說明，以及提供紀錄後在吳老師的簡短問答架構下

回答問題等互動方式是很不同的。不過，由於個案教室內的發表者經常僅面向教

師講解且音量很小，故台下經常只有部分學生看前面，其餘都以低頭或互相交談

作為回應；而教師亦多了「代向全班講解學生作法」的過程。正因多了教師此一

「傳話者」角色，故此一互動類型以「傳話接力」謂之。特別地，由於此一遊戲

後續並未出現「澄清或檢查其他學童對發表者做法的理解」的過程，且「對發表

者做法進行合理性判斷」的過程亦未引發全班的討論，由此可推知，在此一遊戲

中，「是否需要澄清或檢查其他學童對發表者做法的理解」並非吳老師必須的決

策點；且「對發表者做法進行合理性判斷」之佈題亦非企圖促使學生針對該做法

進行討論，比較像是教師要公佈自己看法前的引言。以下以原案 123 作為例證。

原案 123

11313. 師：好，看這邊，好，看第三組怎麼做的
11314. 《小真在台上面向教師比劃，小聲講給教師聽；此時台下只有部分學生看前面，其餘

都低頭或互相交談》【君抬頭看前面並打哈欠；穎、豪、丞都低頭做自己的事；瑄
用手撐住頭好像睡著了】

11315. 師：好，小傑站起來【君、瑄、豪抬頭看前面，穎、丞仍低頭做自己的事】，她說往哪
邊。

11316. 師：第六組，別人在講的時候你們要注意看，不要只顧著自己的事情，第三組看這裡
【君動來動去沒看前面；穎擦白板；豪、瑄都沒看前面；丞繼續寫白板】

11317. 《小真繼續拿直尺在台上比劃，小聲講給教師聽，如右圖》【君
好像低頭撿東西；穎繼續擦白板；瑄沒看前面；豪低頭；
丞寫白板的動作暫告一段落，終於轉身面向前面】

11318. 師：來，你知道她在講什麼的舉手
11319. 《有些學生：看不到》【君大聲說：聽不到嘛】
11320. 師：她這邊找個地方，大概五公分，這邊五公分，你不能差太遠，這邊越高它距離越

長對不對，所以她量一個五公分，再量一個三公分，量了六公分，所以它距離越
長，表示這個角越來越怎樣（教師在兩角上比劃，如
右圖）《此時台下只有部分學生看前面，其餘都低頭或
互相交談》【君擦白板後抬頭看前面；穎看前面後低頭
擦黑板；瑄看前面後打哈欠揉眼睛；豪寫白板並玩筆；
丞用手撐住頭看前面】

11321. 《某生：大》
11322. 師：這個可不可以
11323. 《某生：可以》
11324. 師：可以，給她鼓勵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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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5. 《眾生拍手》【君、豪、丞拍手】

在行 11313 之前，教師已指定過第一組、第二組、第四組，以及第五組的代

表上台發表「兩角間接比較」的解法，而行 11313 至 11325 則為第三組代表小真

上台發表解法的過程。首先，小真在行 11314 面向教師比劃，小聲講給教師聽，

此時台下只有部分學生看前面，其餘都低頭或互相交談；之後，教師作出要求大

家「注意看」的班級經營佈題，有些學生作出「看不到」或「聽不到」的回應；

接著，教師在行 11320 代向全班講解小真的作法，並在行 11322 以口語「這個可

不可以」要求全班針對小真作法的合理性進行判斷；最後雖僅有極少學生回答「可

以」，教師亦在行 11324 以口語「給她鼓勵鼓勵」作為此段互動的結束。

第四節 本章小結

個案教室內，「吳老師」與「全班學生」此二單位「彼此互動」所成「課程

實踐情境下的班級互動類型」可描述如下：

一、班級互動類型之一：「猜謎遊戲」

「猜謎遊戲」是吳老師與全班學生間最主要的互動類型，其中，吳老師扮演

心中有正確謎底的「出題者」角色，而學生則扮演不斷猜測正確謎底的「猜謎者」

角色。由於逼近謎底的過程不同，猜謎遊戲又可做如下區分：

（一）「逐步拆解」的猜謎遊戲

教師進行數學相關佈題且將原問題拆成幾個子題後，針對子題邀請學生知道答

案的舉手或直接邀請全班回答→若前者，學生各自選擇是否舉手回應→若前

者，當全班沒人舉手時教師繼續邀請學生舉手，直到越來越多學生舉手→若前

者，教師從舉手者中指定個別學生回答→被指定的個別學生回答或班上學生回

答→教師繼續提問→學生回答，直到解決原問題。

（二）「再靠近一點可以看得更清楚」的猜謎遊戲

教師進行數學相關佈題→學生解題→教師邀請學生在不同答案項下舉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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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各自舉手表達自己的答案選項→當大部分學生的選項是錯誤的時，教師邀請

錯誤選項舉手者再次解題→學生解題後有些說出正確答案→教師邀請改變答

案者舉手→學生各自選擇是否舉手回應→當大部份學生舉手，教師從中指定某

生說明改變答案的原因→個別學生發言→當學生未講出教師心中的答案時繼

續指定他生發言，直到教師心中的答案被說出才停止

（三）「不懂，再聽一次」的猜謎遊戲

教師進行數學相關佈題後隨即要求學生回答答案→學生給出幾種不同的答案

→教師邀請學生在不同答案選項下舉手→學生各自舉手表達自己的答案選項

→當大部分學生的選項是錯誤的時，教師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類似佈題；並

針對錯誤答案選項邀請學生舉手，直到錯誤選項的舉手人數極少才停止

二、班級互動類型之二：「你們寫，我來說」的遊戲

「你們寫，我來說」是個案教室內另一主要的班級互動類型，其中，學生扮

演「解題者」及「紀錄者」角色，吳老師則扮演「代為發表者」角色。由於吳老

師的說與學生的寫有不同的連接方式，此一遊戲又可做如下區分：

（一）「你們寫，我挑著說」的遊戲

教師進行數學相關佈題並指定各組代表上台解題→各組代表在台上解題，其他

學生在台下解題→教師選擇自己意圖講解的紀錄對全班以簡短問答形式講解

（二）「你們寫，我補充說」的遊戲

教師進行數學相關佈題→小組解題→教師邀請各組代表提供解題紀錄→各組

代表陸續將紀錄置於台前→教師針對各組紀錄作相同相異點比較→當發現課

本內兒童的可能解法未完全出現在學生所提供的紀錄時，教師會一再以暗示方

式進行提問，企圖補齊課本做法→學生一再回答→當發現學生始終無法說出教

師期望中的答案時，教師會停止暗示而直接告知，並要求學生作出該紀錄

（三）「你們寫，我綜合著說」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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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進行數學相關佈題→小組解題→教師邀請各組代表提供解題紀錄→各組

代表陸續上台抄寫小組紀錄→教師以黑板上的小組紀錄為基礎向全班進行歸

納整理式的講解

三、班級互動類型之三：「傳話接力」遊戲

「傳話接力」是個案教室內唯一出現學生完整解法發表過程的互動類型。其

中，扮演「發表者」的學生個體並非直接以全班學生作為聽眾，而是透過教師此

一「傳話者」代為傳話。此一遊戲的互動模式如下：

教師進行數學相關佈題→小組解題→確認大多數組別完成後，教師邀請甲組代

表上台→甲組代表上台後小聲面向教師講解，有時還擋住白板；台下則只有部

分學生看前面，其餘都低頭或互相交談→教師代向全班講解甲組作法，之後，

要求全班針對甲組作法的合理性進行判斷；或以直接評論做為該段互動的結束

→若前者，學生回答「可以」或「不可以」→若教師認為甲組作法有缺點，則

自行向全班說明該缺點，並以要求全班爲甲組拍手鼓勵做為該段互動的結束；

若教師認為甲組做法可以，則直接要求全班爲甲組拍手鼓勵做為該段互動的結

束→教師繼續邀請剩下組別的代表上台，直到所有組別皆完成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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