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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高中數學教學專業知能指標

謝豐瑞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

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發展中學教師數學教學專業知能結構、項目與指標。本研究乃

一為期四年的發展性研究，研究方法主要採問卷調章法及焦點團體討論法，樣本包括75位中

學數學教師、 53位數學師資培育者、全國性隨機抽樣之2，077位圈中生及2，437位高中生。本

研究發展出一個色含數學教學元素、運算、核點的數學教學專業知能結構，其中共有20個元

素， 3個運算與3個核點，每一運算作用在一或多個元素上，搭配核點的選擇，可產生許多數

學教學知能專業項目，數量龐大無法窮盡，以此結構可做出有系統的數學教學知能項目選

擇，可供教師撤定、甄選、評鑑使用。除此，研究結果顯示不論圈中或高中，從學生的觀點

來看，數學教學最重要的專業指標是要能替學生解惑，而重視公式與性質的推導過程也是另

一項重要的指標。

關鍵詞:數學教學知能、教師專業發展、數學師資培育、數學教學內容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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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a four-year study that aims at developing the structure, items and indicators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competence (MTC) in the high schoollevel. A total of 75 secondary school

elite mathematics teachers and 53 mathematics teacher educators either participated in focus group

sections or be surveyed with questionnaires. A national random sample of 2077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2437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surveyed. This study develops a structure of

MTC which is structured around three objects: element, operation, and kernel. With these, a total

of twenty elements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three operations, and three kernels are engaged.

Any operation may act on any element with a certain kernel focus, and this process may generate

unlimited MTC items. The structure of MTC may properly help classifying, organizi月 and selecting

MTC items in the teacher recruitment, qualification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ettings. This study

also finds that from the student points of views at both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levels, the

foremost indicator of MTC is being able to resolve students' doubts. Emphasizing how a formula

or rule is derived is another important MTC indicator.

Keywords: mathematics teaching competence,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mathematics
teacher education, MP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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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教育部於民國94年修正師資培育法中規

定實習教師在實習及格後，通過資格檢定考

及教師甄試後，可成為正式教師，然而究竟

資格檢定考與數學科教師甄試應該涵蓋什麼

內容或根據何種標準方可篩選出優秀的數學

專業教師，乃是一個亟需研究的主題。

近年來，許多關心師資培育的學者專家

紛紛進行了教師專業發展的研究或提出其模

式。 Schon ( 1983)認為教師是反思實踐者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 Lerman (2001)

提出數學教師的反思實踐(reflective

practice) 觀點;這類的觀點以教師在教室裡

的行為為重心，認為教師是一個反思中的學

習者，嘗試理解自己學習歷程、教學實踐以

及其他的經驗，這種看法支持了教師的專業

是持續發展的。陳英娥與林褔來(2004)稟

持同樣的觀點，研究了一位初任數學教師在

教學中如何透過認知衝突與調整認知對教學

實作與教學行動的反思成長。

不論國外或圍內的研究都顯示教師的數

學教學專業知能對於學生的學習有很大的影

響。數學教師在課堂呈現的教學材料、出現

的數學表徵形式、使用的數學語言、直接講

述或拋問討論等等數學教學上的不同方式，

對於學生思維的啟動與轉化往往產生很大的

影響(謝豐瑞， 2002) ，本研究因而以數學

教師專業知能為研究議題。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1)發展中學教師數學教學專業知能結構與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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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學生觀點之中學教師數學教學專業知

能指標項目與內涵。

(3)探討理想中學數學教師應其備的數學教學

知能內涵。

貳、文獻探討

近年來，不論國內或國外，教師教

學專業標準都頗受到研究者的重視。以美

國為例， NCTM (1991 ， 2000) 、 NBPTS

(2001 )以及正在發展中的CCSSO (2010)

都分別針對與數學教師專業知能相關的議題

訂定了標準，其中最著名的為美國NCTM在

1991年所訂的〈數學教學專業標準} ，這個

標準涵蓋數學教學的標準、評鑑數學教學的

標準以及數學教師專業發展的標準等等，其

中包括能展示對數學概念或程序的理解，能

將數學以內部連結的概念與程序之方式呈

現，能強調數學推理的角色，能傾聽學生的

想法等等。

在國內，高薰芳 (2006)研究國小初

任教師專業標準，他以問卷調查專家的看

法，歸納出包含專業知識、專業表現、專業

態度的三個專業面向及八個子面向。有超過

一百項的專業項目;其中排名前十且與學科

教學直接相關的有:鼓勵學生成為主動與好

間的學習者、尊重與包容學生的多元性與特

殊性、激發學生學習動機、能進行班級危機

處理。李源順、林褔來、呂玉琴和陳美芳

(2008)探究我國小學教師數學教學發展標

準，從數學教育學者專家的觀點看數學知

識、學生認知、教學方法、教學實務、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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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暈、專業責任等六個面向中不同身分教師

所需要達到的專業知能標準，研究結果發現

專家教師在各面向上都需要達到指數為85分

(滿分100分)的標準。

數學教學知識與能力一直都是數學教學

專業標準中的重要議題。加拿大學者Gattuso

及Mailloux (1994) 探討了加拿大中學數學

教師應其備的教學特性，他們從50個教學特

性中歸納出9個職前教師認為數學教師所應

具備的教學能力，其中包括發間以評量學生

的瞭解、以生動活潑的方式教數學來提升

學習動機、做好教學計畫、鼓勵學生發展

邏輯推理能力等等。我國陳昭地及顏啟麟

(1 991 )、柳賢( 1994) 亦進行了類似的研

究，一個共通的問題是，這些研究都是以一

般教育知識 (pedagogical Knowledge) 的面

向為主。

近年來，數學教學知識的研究中，教

學內容知識 (PCK '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受到廣大研究者的青睞。

Schulman ( 1987) 乃提出PCK這個觀點的

始祖，而Ball 則是將之應用於數學的重要

先驅之一 (Ball ， Thames , & Phelps , 2008;

Hill, Schilling, & Ball, 2004) 。男學者Coony

( 1994 )也提出mathematical power與

pedagogical power概念;除此，專家學者也

紛紛提出數學教師知識模式(Fennema &

Franke, 1992; Hill, Ball & Schilling, 2008)

模式中往往涵蓋特定情境知識、教學知識、

數學知識、對學習者的知識，以及信念等

等。

不同身分之教師所應具備的教學知識

與能力各有不同，許多學者致力於探究優

秀的、理想的數學教師之形貌。Stepanek與

Jarrett (1997) 提出他們對理想的國中數學

教學之看法。在教學方法上，他們認為應多

提問以給學生挑戰，也認為應將科技融入教

學中。

以學生為本位，是許多學者在探討理

想數學教師特質的重要維度。DavisWHersh

( 1981 )認為理想數學教師應能促進學生與

教師一起進行推理。 Stepanek (2000) 認為

理想數學教師應能為學生創造良好的學習社

群，在這個社群中，學生應能執行大部分

的發言，自己選擇解題方法等。 Wilson等人

(2005)的觀點中包括了能增進學生的數學

理解、課堂參與、學習動機等向度。這些研

究絕大多數為小規模研究，且未融入學生的

看法，謝豐瑞 (2006)為了進行深入且全面

的探討，開始進行一系列的研究，她首先將

「元素」與「運算」引入數學教學專業知能

的概念中，嘗試探究學生觀點下這些元素有

哪些內涵是理想數學教師應其備的知能，本

研究為其一系列研究的部分結果1 。

參、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乃為期四年的發展性研究，數

學教師教學專業知能項目與面向乃透過對專

家學者、數學教師、國高中學生的調查，逐

步發展而出，前一年的研究結果往往是後續

研究的前提。故在此節的報導中有時會包含

研究結果，如此方能說明後續研究所使用的

方法。本研究的數學教學知能乃受Shul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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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的PCK觀點啟發，該觀點乃針對一

般教學知識而非數學，本研究在導出數學教

學知能上，應用Niss (2003) 針對數學能力

的看法，他視數學知識為數學能力的先備基

礎，同樣的，本研究視數學知識與教學知識

為數學教學專業能力的先備基礎。本研究使

用「知能」而非「知識」或「能力」乃因欲

同時涵蓋此兩項。本研究歷程分為數個階

J'fL.
E又﹒

一、第一階段研究

透過文獻、專家諮詢、焦點團體討論，

擬定研究基調(謝豐瑞，2006) ，將「元

素」與「運算」引入數學教學專業知能的概

念中，數學教學專業知能乃是由數學教學

「元素」所組成，元素的屬性，元素與元素

之間的關係等等形成數學教學概念及知識，

而數學教學專業知能就是對這些元素或概

念進行運算的能力。在此階段，本研究確

定以「元素」來代表「面向J '元素的發

展有待後續研究階段陸續完成，不過「運

算」在此階段已經確認，本研究歸納出三個

重要的數學教學知能連算:認知與理解(RU，

re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思考與推理

(TR, thinking and reasoning) 、概念化執行(CE，

conceptually executing) 。

二、第二階段研究

透過文獻探討、前置工作及三次焦點團

體討論發展數學教學專業知能元素與項目。

焦點團體討論的成員為4位博士班與6位碩士

班攻讀數學教育的學生，他們都同時也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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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或高中的數學教師，當時平均教學年資為

l l. l年。根據這三次焦點團體討論的結果，

本研究另發現，當切入重點不同時，同一運

算作用在同一元素上可以產生許多不同的數

學教學知能，切入的核心焦點(稱為「核

點 J )可歸類在三個範疇中，-學習J (L,

Learning) 、「教學 J (T, Teaching) 、「本

體 J (E , Entity) 。在此結構下，本研究發

現數學教學知能專業項目數量龐大，本研究

隨機選取數項數學教學元素，將這些元素，

搭配上運算，再輔以核點，發展出一份探測

數學教學專業知能項目重要性問卷，此問卷

由53位師資培育者填寫，其中在大學任教數

學者的位、任教數學教育者13位、任教一般

教育者的位，在中學擔任實習教師之輔導老

師者12位。研究結果發現，問卷中項目，不

管包含哪一個元素、哪一種運算或在哪一範

疇之核點中，填答的師資培育者都認為是數

學教師應該其備的教學專業知能(由不重要

到最重要給0到5分，全部項目師培者平均都

至少達4分)。本研究因而採取數學教學知

能「元素 J (element) 、「連算 J (operation)與

「核點 J (kernel)之結構。

於此同時，本研究透過一次由的位園中

數學科召集人焦點團體討論，以及6次(每

次4小時)由22位國中數學輔導團成員參與

為期兩個月的工作坊，發展專家教師觀點的

數學教學專業知能元素與項目，以及理想教

師數學教學專業知能檢核標準的差異。此階

段所收集到的資料，以內容歸納法，歸納

出18種數學教學元素，包括「數學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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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能力」等及用於下一階段的一些數學

教學知能項目。

三、第三階段研究

此階段主要為發展「數學科理想、教師教

學知能」學生問卷。此作法將數學教學專業

知能與理想數學教師應有作為的方式結合，

使學生在填答問卷時思想有參考點。學生問

卷項目的產生來源有二，其一根據第二階段

的專家觀點搭配文獻所提及之項目;其二為

發展一份開放式前置研究問卷，透過前置研

究，由學生主動描述數學教師應具備的教學

知能(此處並未指定理想數學教師).針對

這些質的研究資料進行內容歸納分析，檢驗

與修改數學教學元素並找出數學教學知能探

測項目。根據這兩項來源，發展正式施測之

學生問卷，問卷大致結構如下:

問卷包含適合由學生判斷的16項數學教

學元素，各元素下，詢問學生理想數學教師

應有之知能或作為，舉例來說，表1顯示元

素為「數學學習動機」的問題及題幹。

表 1 <數學科理想教師教學知能〉國中生問卷數學學習動機元素問題

二、為7引起我們的學習動機，一位很棒的國中數學老師應該會

口1.把講義編1專很漂亮，讓我們學習愉快

口 2.常在上課時分享他(她)的求學歷程和學生生活

口 3.用熱情帶動大家興趣，讓我們不會放棄學習

口 4在上課中特意出挑戰題，提升我們的學習興趣

口 5.留時間給大家互相討論，讓我們比較喜歡上課

口 6在課堂上安排適當的活動(探索、操作、遊戲、分組...).讓我們在活動中學習

口 7.告訴我們為何要學習一個新的數學觀念，讓我們更願意去學習

口 8講數學史小故事，提高我們的學習意願

口 9.一直講課，讓我們感到學到很多東西

口 10.善用各種教具，引發我們的好奇心

口 11在我們表現良好時，給予我們適當的鼓勵

口 12.上課生動活潑，不會讓我們覺f射古燥乏味

口 13.上課進度顧慮到我們的理解程度，讓我們願意繼續學下去

口 14.對於我們考試的結果，立即給予回應、鼓勵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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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l所示，題目中的選項乃以是非題 於0%到100%之間。表2顯示在問卷開始處引

的形式呈現，學生對每一個項目都可以打勾 導學生如何填答的指導語。

或打叉，故每個選項被學生選取的機率都介

表2 <數學科理想教師教學知能〉圈中生問卷作答指導語

想像一下，如果有一位很棒的園中數學老師在上數學課一

你覺f朝也(她)應該會做些什麼事呢?

.......將你認為很棒的國中數學老師應該會做的事打 r./ J 、不會做的事打 r XJ 。

每一個項目都要回答，不要漏掉唷一一

請注意，底下問題中所指的國中數學老師，並不限於你現在的數學老師

學生問卷的樣本為隨機抽樣全國各縣

市，高中、國中各60個班級，一、二、三年

級國中生共2 ，077人，高中生共2 ，437人(宋

玉如， 2008)

表3 數學教學元素

肆、研究結果

一、中學數學教學專業知能

結構與項目

根據三階段的研究結果，本研究歸納出

20個數學教學元素，如表3所示:

數學教學元素

1數學生日能 2.數學思考

3.數學語言 4數學迷思概念n

5數學表徵 6.數學學習動機

7.數學評量 8.數學教材

9.數學課程 10.數學教學法

11數學課堂經營 12.學價值

13.數學態度 14.數學學習態度

15.數學教學過程 16.數學媒體教具

17.數學解題 18.數學認知理解

19.學生能力與狀況 20.數學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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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元素，搭配上認知與理解、思考 思考元素為例的數學教學知能結構及部分項

與推理、概念化執行三個運算及學習、教 目。此結合元素、運算、核點的知能結構在

學、本體三個核點，形成數學教學知能指標 指標項目無法窮舉羅列的情況下，提供了數

結構，而根據此結構，可羅列眾多可探測的 學教學專業知能的一個框架，此框架可作為

數學教學知能項目，也就是數學教學知能項 數學教室觀察或數學教師評鑑的參考，使欲

目是無法逐項列舉完備的。表4顯示以數學 觀察或評鑑的項目之結構與焦點清楚。

表4 涵蓋數學教學元素、運算、指點之結構與項目(以數學思考為例)

元素:數學思考

運算 核點 數學教學知能項目

L 知道學生數學思考的特徵

知道在課堂上如何使學生自然而然的跟著老師的教學而思考

RU T
知道如何發展學生主動思考的能力

E 知道數學思考和其他學科領域的思考之異同

L 能判斷個別學生的數學思考型態

TR
針對不同的數學主題及學生程度，能判斷如何在課堂上引動或強化學

T 生的數學思考

能根據學生思考特徵調整教學

能安排可以發展學生數學思考能力的教學

CE T
能設計、發展或使用激發學生數學思考的問題

*llt表摘錄並修改自謝豐瑞 (2008 )

二、以學生觀點為主之園中

與高中數學教學專業知

能指標項目與內涵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針對數學教師應有

之專業知識，教師應能進行認知理解、推理

思考及概念化執行三種運算，因本篇文章著

重在結合專家與學生觀點的結果，學生的判

斷主要在於教師應該怎麼做，故偏向概念化

執行運算，而核點則偏向「教學 J '本文之

後的報導則以此為主。

本研究根據國中與高中學生問卷調查結

果，考量數據大小分布與專家學者建議，視

80%以上(含)學生認為數學教師應該有的

知能或行為為數學教學專業知能核心指標，

視60% (含)至80% (不含)為外環指標，

另在發展指標項目之類別時，採內容歸納

法，將相同的概念解構後重構，故部分指標

為問卷中單一項目，部分指標為幾項合併或

單項中的部分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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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學生無法評判教師是否應該具備的 的結果。國中及高中數學教學專業知能指標

專業項目(如數學專業知識)部分，核心指 項目如表5所示。

標歸類上根據專家意見及教師焦點團體討論

表5 以學生觀點為主之國中與高中數學教學專業知能拈標項目與內涵

教師的數學知能

1.具備數學專業知識

2.具備邏輯推理能力

3.充分熟悉中學數學教材及其結構性與連貫性

教師的數學教學如能

4.能於課堂中展現良好的數學教學技巧

4.1 講解能清楚她

4.2 口齒能清晰神

4.3 音量能適當她

4.4 板書能工整、有條理與結構肯﹒

核心
彩色粉筆能恰當使用她4.5

4.6 態度能和藹親切神

4.7 能生動有趣肯﹒

4.8 能有精神、活力神

5.能營造良好的數學學習環境，提升學生的參與度

5.1 能讓學生認真上課她

5.2 能建立和學生間的良好互動她

核心
能讓學生有發言的機會"5.3

5.4 能讓學生有動手操作的機會神

5.5 能適時抽問學生育。

5.6 能適時要求學生上台做題目去。

外環
能給學生很多做題目的機會音。5.7

5.8 能藉由到台下走動巡視以瞭解學生的課堂行為的

6.能選用適當的方式來進行教學與引導學生

6.1 能對學生的疑問做澄清、解釋鳩

核心
能以簡單易懂的方式來講解新數學概念她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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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能透過帶領學生觀察、歸納的方式來建立他們的數學概念她

6.4 能透過有技巧的發問並要求學生回答來幫助學生學習她

核心
能適當切換各種教學方式神6.5

6.6 能提供留白的時間讓學生思考及釐清所學神

6.7 能藉由動手操作的活動讓學生體驗與學習數學吋

外 核
在教新數學概念之前，能先給學生探索的機會去﹒6.8

核 外 6.9 能讓學生有機會對數學問題做臆測貴。

外環 6.1 0 能藉由討論活動讓學生學習數學的

國中 6.1 1 能適時進行分組活動讓學生合作學習。

外環 6.12 能藉由遊戲讓學生學習數學。

7.能安排恰當的教學程序以幫助學生學習

7.1 教新的數學內容或檢討題目前，能先講解所需的數學概念她

7.2 能邊教數學概念邊搭配題目神

7.3 能先提出教學重點再一一講解她

核心 7.4 能適時複習之前的課程內容神

7.5 能在教完數學概念後進行歸納和整理她

7.6 能適時重複重要的數學概念她

7.7 能讓學生知道數學概念的連結與脈絡神

外環 7.8 能要求學生先預習要教的內容以瞭解自己不懂的部分的

8.能安排恰當的學生演練活動

8.1 能適時安排基本概念題讓學生練習她

核心
能在教完概念或例題後，讓學生立即做相關的練習題目神8.2

外 核 8.3 能要求學生上台演示題目，以讓其他學生學習不同解法官﹒

9.能恰當安排數學教學材料以幫助學生理解數學內容

9.1 安排之教材的結構能符合學生心理邏輯，如:進行新數學概念的教學前，能

先安排相關之舊概念的介紹神

9.2 能恰當安排例子及充分的類似題，幫助學生一步一步了解數學概念及公式神

核心 9.3 選擇或編排教材時，能著重於公式、性質的推導過程，而非只是公式、性質

的11茱)iU*﹒

9.4 能選用所有適當的題目，而不拘泥在課本、習作或講義中她

9.5 教材的呈現能符合數學邏輯結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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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能以恰當的方式進行數學概念的教學，促進學生概念學習

10.1 能由淺入深地切入新的數學概念神

10.2 能以學生既有的數學概念為基礎，幫助他們延伸或聯想、神

10.3 能使用簡單的運算引導出公式、性質*﹒

核心 10.4 能清楚說明數學概念的意義州

10.5 能由最基本的數學概念開始幫助學生建立完整的數學概念神

10.6 能連結與比較新的數學概念與其他數學概念神

10.7 能在教數學概念時舉與之相關的生活實例神

11.能使用恰當的表徵方式呈現數學概念，促使學生形成概念

11.1 能盡量使用例子來表徵新的數學概念神

11.2 能盡量使用圓形來表徵新的數學概念神

核心 11.3 能盡量使用比喻來表徵新的數學概念神

11.4 能盡量使用現實生活中的事物來表徵新的數學概念神

11.5 能盡量使用週遭的物品作示範來表徵新的數學概念神

外 核 11.6 能盡量使用證明來表徵新的數學概念有﹒

11.7 能盡量使用實際數值來表徵新的數學概念的
外環

能盡量使用形式化的方式(例如定義)來表徵新的數學概念的11.8

12.能以恰當的方式進行數學解題的教學，促進學生理解題目解法，及培養自行解題的能力

12.1 能帶領學生一起分析題目，逐步求出答案神

12.2 能允許學生使用自己的方法解題，不侷限於教師的方法神

12.3 能做題目間及類型間的比較與整理神

12.4 能將題目及解題過程寫在黑板上，讓學生掌握教師的說明神

12.5 在講解題目前，能先讓學生自行思考如何解題神

核心
在正式解題前，能先說明如何根據條件思考，再開始解題神12.6

12.7 在講解題目時，能先找出題目中的關鍵字和重點神

12.8 能詳細說明教師的解題思路神

12.9 在解完題後，能要求學生回顧題目的解法神

12.10 對學生學過但仍不會的題目，能以不同的方法講解"

核|外 12.11 能在解題前給學生提示，減輕學生的負擔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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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能善用教學資源

核心 13.1 能在適當的時機使用教具(例如圖卡、模型、週遭的物品... )進行教學精

外 核 13.2 能在適當的時機使用含有學習內容及練習的學習單神

14.能使用恰當的評量方式以掌握學生的數學學習情形

核心 14.1 能適時使用基本概念題評斷學生的理解情形神

14.2 能藉由到台下走動巡視來瞭解學生的學習情形的

外環
14.3 除紙筆測驗外，能使用如:點學生回答問題、要學生舉手...等多元的評量方

式來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況的

14.4 能在恰當的教學段落處以小考確認學生的理解情形的

15.能針對學生的學習困境給予指導與補救

15.1 能對學生所提的疑問或多數學生答錯的題目，加以講解說明神

15.2 對於學生答錯的題目，能藉由讓學生互相教學的方式以補救神

核心
檢討完學生答錯的題目後，能安排類似題讓學生練習神15.3

15 .4 能確實檢討作業及考卷並要求學生訂正神

16.能善用各種方式以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16.1 進度能顧慮、學生的理解程度，讓學生有繼續學下去的意願神

16.2 能在學生表現良好時，給予適當的鼓勵精

16.3 對於學生的考試結果，能立即給予回應、鼓勵或建議精

核心
能提供學生學習新數學概念的理由，讓學生更有學習意願神16.4

16.5 教學時，能生動活潑而不讓學生覺得枯燥乏味精

16.6 能用熱情帶動學生興趣，讓學生不放棄學習神

16.7 能留給學生互相討論的時間，讓學生喜歡上課的

外環 16.8 能分享教師的求學歷程和學生生活有。

16.9 能善用各種教具以引發學生的好奇心的

16.10 能安排適當的活動(探索、操作、遊戲、分組...) ，讓學生在活動中學習。

國中
16.11 能安排挑戰題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外環

16.12 能以數學史小故事提高學生的學習意願。

17.能安排可引發學生數學思考的課堂活動

17.1 能提供學生思考自己對上課內容是否有疑問並於有疑問時提出來的機會精

核心
能藉由問學生較具思考性的題目以促使他們進行思考神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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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I} 核 17.3 能提供學生互相討論的時間，以讓他們進行思考沛

17.4 能藉由點學生回答問題的方式讓他們思考教師所提出問題宵。

外環
能安排課後挑戰題，提供學生數學課外的思考機會有 017.5

國中 17.6 能藉由安排挑戰題的方式讓學生進行思考。

外環 17.7 能放慢講課速度以讓學生邊聽邊思考。

18.能培養學生數學能力

18 .1 能培養學生清楚表達、書寫數學內容的能力"

18.2 能培養學生閱讀理解數學內容的能力神

18.3 能培養學生觀察數量形共通性，以歸納出規律或性質的能力神

18.4 能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

核心 18.5 能藉由進行題型間的比較培養學生分析與統整的能力神

18.6 能藉由教學生如何根撮題目所給條件逐步求出答案來培養他們的推理能力"

18.7 能藉由讓學生做練習題目來培養他們以數學符號運算的能力神

18.8 能藉由讓學生操作教具或模型以培養他們的空間觀念有﹒

18.9 能藉由鼓勵學生多元解題以培養其數學解題能力"

18.10 能藉由要求學生對其他同學解釋作法的方式，增加他們數學表達的能力去。

外環
18.11 能藉由要求學生舉和日常生活有關的數學之方式培養他們連結數學與生活的

能力的

18.12 能藉由補充課外知識的方式增進學生的數學知識宵。

國中 18.13 能藉由要求學生做計算及證明題以提升其數學能力。

外環
18 .1 4 能藉由提供不常見的開放問題以培養學生探索數學的能力O

19.能培養學生良好的數學態度

19.1 能讓學生感受到數學對其思考方式的影響神

19.2 能藉由舉出以數學解決生活問題的例子來使學生相信數學的可用性"

核心
能讓學生瞭解學習數學的種種用處神19.3

19.4 能啟發並培養學生對數學的興趣神

19.5 能讓學生瞭解數學在其他學科(例如生物、理化等)的用途去。
.外環

能藉由數學相關小故事讓學生認識數學對於人類文化活動的貢獻去。19.6

20.能培養學生良好的數學學習態度

20.1 能教學生正確的數學學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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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能培養學生不只是重視公式，更重視觀念的態度神

20.3 能培養學生了解公式的來源而不死記公式的態度神

核心 20.4 當學生遇到數學難題時，能鼓勵他們多方嘗試、不輕易放棄婦

20.5 能設法讓學生願意問數學上的問題神

20.6 能設法讓學生願意思考數學、探究數學、做數學費﹒

教師的態度與特質

21.能注重自我成長因

21.1 教師應能自我判斷與反省國

核心
教師應能充實自我數學能力與教學能力因21.2

22.能有良好的態度回

23.1 教師應能富有教育熱誠因

23.2 教師應能誠J心誠意地對待學生因

核心
教師應能對學生有愛心、耐心、信心、恆心國23.3

23 .4 教師應能接受學生的個別差異且有教無類因

食表示高中核心指標、﹒表示國中核心指標、合表示高中外環指標、。表示國中外環指標

(亦即實心符號為核心，空心符號為外環)。若在某項指標中高中與國中核心或外環不

同，則該欄前者為高中，後者為國中，例如，同關表高中為外環、國中為核心指標。

因表示未調查學生意見但學者專家與數學專家教師認為理想數學教師必須具備的指標項

日，然而在 '22.能有良好的態度」指標上，與學生認同之其他指標相似，如第 16.6項:

「能用熱情帶動學生興趣，讓學生不放棄學習」。

三、理想中學數學教師應具

備的數學教學知能內涵

雖然園、高中數學難度差異頗大，教師

教學方法也有所不同，但由上表可知，國、

高中生對多數指標的看法都一致，而且許多

項目皆非一般數學教師認為重要，或曾經進

行過的。本文作者具多年師資培育經驗，針

對部分研究結果也頗感訝異，因為這些結果

與數學教師的感知出入頗大，限於篇幅，底

下僅舉出幾點供數學教師或數學教育工作者

參考。

(一)最令研究者感到訝異的是，不論是高中

或國中，學生都認為理想數學教師在選

擇或編排教材時，應能「著重於公式、

性質的推導過程，而非只是公式、性質

的條列 J (高中生 86% 、國中生 86% '

底下刮號中百分比前者為高中生，後者

為國中生) ，這項與一般數學教師所述

學生不想聽公式推導過程差異頗大。搭

配其他幾項同樣與教師所述不同的相關

研究結果來看，學生認為理想教師應能

培養學生「不只是重視公式，更重視觀

念 J (98% 、 93% )以及「了解公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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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而不死記公式J (96% 、 93%) 的

態度，由此可知學生認為理想教師應重

視觀念及公式的推導，他們認為教師應

「能用簡單的運算把公式、性質引導出

來 J (97% 、 97%) ，什麼叫做簡單的方

式呢?他們並不排斥教師「盡量使用證

明 J (75% 、 85%) ，但是他們認為理想

教師應能盡量避免抽象符號的使用山。

(二)學生一般不喜歡做預習，然而73%的高

中生及75%的國中生卻認為理想數學教

師應該會「要求學生先預習要教的內容

以瞭解自己不懂的部分J '這一項搭配

上前述有關重視公式推導的項目，本研

究認為，學生在判斷理想教師該有的知

能或作為時，會偏向理性的一面，較不

會以自己願不願意教師這樣，而是以教

師該不該這樣來判斷。

(三)在所有項目中，高中生認同度最高的指

標是在數學教學法元素中「對同學的疑

問做澄清、解釋」這一項，比例高達

99% '同時這一項也是國中生認同度最

高的一項，比例為98% 。除此，分別有

92%的高中生以及90% 的國中生認為教

師應該在數學課堂經營上「讓學生有發

言的機會」。

(四)高連97%的高中生及94%的國中生認為教

師應能以帶領他們觀察與歸納的方式來

建立其數學概念，相較於臆測、討論、

分組等等方法，歸納教學的方式在建立

概念上重要許多。它更遠比最不浪費時

間的講述教學IV (38% 、 37%) 受到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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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也許教師認為節省時間是很重要

的，但此認知與學生的看法有所出入，

學生認為理想教師應該提供留白的時間

讓他們思考與釐清所學(93% 、 85%) 。

(五)本研究發現，學生認為理想數學教師

應能提供學生足夠且沒有壓力的練習

機會，例如， I"檢討完學生答錯的題

目後，能安排類似題讓學生練習」

(94% 、 91%) , I"在教完概念或例題

後，讓學生立即做相關的練習題目」

(94% 、 91%) ，但學生不認為理想、數學

教師應在課後要求他們做很多的練習，

或是用小考來讓他們練習 v 。除此，學

生認為理想數學教師命題時應常出基本

概念題，以判斷學生是否瞭解 (96% 、

91%)

(六)在數學解題元素上，學生認為理想數學

教師最不應「說完題目後，不浪費時間

就立刻解題給學生看J (26% 、 41%)

他們認為理想數學教師應能「帶領學

生分析題目，逐步求出答案J (97% 、

97%) ，除重視教師的思路外，也重視

學生的思路，例如， I"在講解題目前，

能讓學生自行思考如何解題J (96% 、

93%) 。另有兩項結果，與一般教師的

感知並不一致，其一是，高比例的學生

認為理想教師應能在解完題後， I"要求

學生回顧題目的解法J (91% 、 89%)

另一是，省略部分解題步驟只講重要

步驟並非理想教師應有的作為(38%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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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數學動機與態度部分，理想數學教師

最應有的認知是，學習動機這個情意

面向的元素，最重要內涵反而是認知

面向的「理解」。高達98%的高中生及

94%的國中生認為「上課進度能顧慮、學

生的理解程度，讓學生有繼續學下去的

意願」是理想數學教師引發學習動機的

最佳方式。另外，理想數學教師應不吝

在學生表現良好時，給予適當的鼓勵」

(94% 、 91% )。一個特別的結果是理

想教師應能透過在學生過到數學難題

時，鼓勵學生多方嘗試、不輕易放棄

(97% 、 95%) 以及教學生學習數學的方

法 (97% 、 94%) 來培養學生良好的數學

學習態度。

恆、研究結論興建議

國內外對數學教學專業知能的探究多為

小規模且所收集的資料以學者觀點為主，本

研究採用不同的方式，改以大規模研究，且

融入學生觀點，參與對象包含大樣本學者專

家以及全國性隨機抽樣的國高中生，研究結

果提供數學教育界另一份具代表性的結果。

本研究發展出一個包含數學教學元素、

運算、核點的數學教學專業知能結構，其中

共有20個元素， 3個運算與3個核點，每一運

算作用在一或多個元素上，搭配核點的選

擇，都可產生許多數學教學知能專業項目，

數量龐大無法窮盡，以此結構可做出有系統

的項目選擇，可供教師檢定、甄選、評鑑使

用。

本研究數學教學專業知能指標的建立

融合文獻、專家學者與學生的觀點，其中，

學生的觀點古有最終的決定性地位。研究結

果顯示，許多學生的觀點與一般教師的感知

有所出入，例如，絕大多數學生認為理想數

學教師教學時應著重於公式、性質的推導過

程，而非只是公式、性質的條列等，這些實

徵性且具代表性的研究結果可提供數學教育

及師資培育界作判斷的依據，而更多研究應

投入指標項目內涵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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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謝豐瑞原先使用「數學教學能力」或「數學教學專業能力 J 後為凸顯知言也被包含在能力中，將用詞改為「數學教

學如能」或「數學教學專業生白白色」 。

且此項原為數學概念，但因其子面向中與學生數學概念相關項目已移入數學知能面向，與教學概念相關已移入數學語

言、數學教材、數學課程中，且數學迷思概念為國際焦點，故將其獨立。

m 抽象符號表徵數學概念的認同度.高中生20% .圈中生41% 。

iv 原題目畫展學生判斷是否「以講解為主，避免浪費不必要的時間」為理想數學教師核有的行為。

v 認同理想數學教師應以許多作業畫展學生練習的比例為高中生37% 、圈中生43% ;以很多小考練習的認同比例為高中

生38% .國中生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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