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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務性數學教學提升職前幼教師專業成長 

陳埩淑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師培中心 

本研究以實務性數學教學提升職前幼教師數學教學專業成長，並結合質與量的方法探討教學成效。研究

對象為54名選修「數學課」的師資生，他們接受十五週的介入教學。教學一開始先引入生活實務，再從

操作中加強數學概念，並引導他們將所學習到的內容轉化為幼兒數學教學，以提升幼兒數學教學專業能

力。本研究以訪談與文件分析蒐集資料，並在教學前後實施數學知識與態度量表，以瞭解實務性數學教

學成效。研究結果發現經實務性數學教學後，職前幼教師的數學教學專業知識及態度均獲得提升，並在

學習過程中體驗到數學在生活中的實用價值，而研究結果將作為師資培育課程與教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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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Mathematics in Promoting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al Teaching for Preservice 

Kindergarten Teachers 

Ching-Shu Chen 

Tai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This study applied practical mathematics in promoting professional mathematical teaching for preservice 

kindergarten teachers. The research involved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practical mathematics instruction. The subjects were 54 student teachers who were part of a 

mathematics class. All of them received the intervention of “practical mathematics instruction” for 15 weeks. The 

research was designed to promote regular daily practice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to strengthen mathematical 

concepts by using practice-based materials, and to enable preservice kindergarten teachers to apply their 

mathematics learning in teaching children mathematic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ntervention benefitted 

preservice kindergarten teachers, whose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toward teaching preschool mathematics exhibited 

a favorable change. Using the invention, preservice kindergarten teachers could experience the value of 

mathematics in daily life; furthermore, they applied the mathematical knowledge that they acquired through 

instruction to the mathematics that they taught to young learners through regular daily practice. The results warrant 

further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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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近來數學教育不斷的改革，努力將數學落實在公民素養中，人人都能學數學（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NCTM]，1989），可見數學的重要性。在幼兒數學教育方面，

坊間紛紛出版多種數學教材供幼兒學習，顯示幼兒數學被重視的程度。但過去的幼稚園課程標

準（教育部，1987）把數學、社會和自然並列在「常識」領域中，新的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

行大綱（教育部，2012b）又把它與自然和文化列在「認知」領域中，成為邊緣學科。而在幼教

師資培育課程中，它只是一門兩個學分的選修課，選修的學生不多，因為在所有學科受歡迎的

排序中，數學並不是被喜愛的科目（Epstein, Mendick, & Moreau, 2010）。根據過往研究發現職前

幼教師對數學及數學教學抱持負面態度，如 Schuck 與 Grootenboer（2004）的研究發現小學職

前教師具有避開教數學的態度，而有的職前幼教師甚至對數學的預備課程也持相同的態度

（Davies & Savell, 2000；Rech, Hartzell, & Stephens, 1993）。 

從過去職前教師的研究中得知，每位職前教師在進入師培機構以前，已經對教學持有特定

的看法，過去的經驗影響到他們對課程與教學的詮釋和學習（Calderhead & Robson, 1991）。數

學態度的養成始於幼年階段（Cross, Woods, & Schweingruber, 2009），若職前幼教師對數學存有

負面態度及不會教數學，再加上師資培育課程忽視數學教育，將影響到幼兒學數學學習機會。

因此若能在師資培育階段提升職前幼教師學習數學動機及教學能力，將有助於學童奠下數學教

育的基礎。Skemp（2006）認為師資培育階段是建立正面態度的關鍵期，透過課程與教學可提

升職前幼教師的學習動機與數學教學能力，同時，將有助於幼兒獲得完整學習及數學進深學習

的機會。 

職前幼教師需要厚實的專業知識為基礎，除了具有專業數學知識外，也需要瞭解幼兒學習

數學的特質，以幫助幼兒明白重要的數學概念，並成功的傳遞數學知識，勝任數學教學。Scracho

與 Spodek（2006）認為師資的培育機構，應提供豐富及合適的教學實務及幼兒發展的基礎知識，

以培植職前幼教師教幼兒數學的實力。因此，師資培育課程宜因應幼兒教學實務現場需求，兼

顧知、情、意的學習，建立職前幼教師數學專業知能以利幼兒數學教學。為此，本研究提出從

師資培育課程著手，以「實務性數學」教學促進職前幼教師數學教學專業成長，並探討「實務

性數學」教學實施後，職前幼教師的數學知識、數學教學知識、數學教學能力與數學態度是否

提升。因此，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職前幼教師「實務性數學教學」設計與實施。 

（二）探究實施職前幼教師「實務性數學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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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理論架構 

一、實務性數學教學理論 

實務性數學教學理論基礎來自真實數學教育及生活數學。真實數學教育（Realistic 

Mathematics Education, RME）所倡導的數學學習必須與社會真實相連結，以貼近學習者生活脈

絡（Freudenthal, 1971, 1973）的方式提供數學學習的機會；生活數學強調解決生活問題、脈絡

問題或真實世界的問題為主的學習。De Lange（1996）指出增進數學學習應以一般問題的解決

能力與態度為中心，超越數學領域或日常生活中的問題解決，整合問題進入數學教學活動中，

以增進數學的實用性，提升數學的學習態度。此外，van Putten、van den Brom-Snijders與Beishuizen 

（2005）認為以真實的問題為內容，以學生非正式的方法解題，在課堂中藉由討論獲得不同解

決問題的策略，能夠提升學習者的能力與興趣。當實務性數學指生活中的數學或真實性的數學

時，表示是用數學來檢驗不同的實務（Greiffenhagen & Sharrock, 2008）。另外，真實數學的論點

是將數學視為人類的活動，數學是從做數學（doing mathematics）中獲得的數學學習（Freudenthal, 

1971），讓學習者更能感受到與周遭環境產生意義，將真實情境作為學習數學的起點（林碧珍，

2003）。因此，實務性數學教學以情境學習為主，在真實活動中透過主動探究與摸索的過程而獲

得的（Brown, Collins, & Duguid, 1989）。 

二、實務性數學課程 

（一）實務性課程理念 

實務性數學教學是因應教學實務需求而形成。就課程層面而言，實務性數學課程在整合學

習經驗使學習者能有效的學習，因為數學學習考量到教室層面的實務。教師作課程決定時必須

對學習者、學科內容，以及脈絡因素充分掌握（甄曉蘭，2001）。 

以實務性數學教學作為師資培育課程的內涵時，除提升職前幼教師的數學教學專業外，也

反應幼兒數學教學實務。當前的幼兒數學教學型態，配合多樣化的幼兒教學模式，形成重視數

學學科或強調連結其他領域發展數學教學的爭議（阮淑宜，2011）。重視數學學科教學，內容採

用螺旋式的組織課程方式，包含大領域數、量、形及邏輯概念，這種以學科為主的教學忽略幼

兒認知發展與學習動機，教學被視為只是傳遞數學知識而已。由於學習者年幼，以情意為重則

強調教學應以「兒童」為中心，課程與教學聚焦在引發幼兒興趣，而數學知識的學習應考量幼

兒認知發展與學習動機。前者以智性為主的課程與教學，強調數學教學不能忽略數學知識的結

構性與完整性，因為數學是一門邏輯性嚴密的學科。後者以兒童為中心的數學教學受到統整課

程的影響，強調數學應連結其他領域，配合園所「主題」發展進行教學，重視幼兒的學習興趣，

結合幼兒的經驗教學。但會因配合「主題」教學，數學知識失去完整性，甚至發生無法配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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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教學的情形。這種教學模式太廣博，與重視數學學科太專精的模式形成對比。 

這兩種教學取向也反應出教師對幼兒數學教學的信念。視數學教學是數學知識的傳遞而言，

屬傳統學科的靜態觀，強調數學的技能與知識是透過教師傳遞給學習者，數學是嚴緊且有系統

的知識，數學知識有其指定的規則，有其精確的標準、速度與記憶的規定（Perry, Tracey, & Howard, 

1999）。以兒童為中心的數學教學，主張學生是主動的參與數學，他們以學習經驗透過建構自己

的意義挑戰既存的知識（Anderson, 1996）。本研究提出實務性數學教學為要調和兩者歧異，因

應實務現場所需，並提升職前幼教師的數學教學專業成長。 

（二）實務性數學課程實踐 

由於近來課程發展重視學習主體性，倡導「教師是課程設計者」也是「研究者」的角色，

教師在課程決定上有其自主權，以培育職前幼教師幼兒數學教學能力，讓數學課程朝向統合學

科知識的結構性及學生的心理性，並掌握學生的經驗以及學科內容的關聯性（甄曉蘭，2001）。

實務性數學教學模式是一種統合課程模式，在傳遞數學時落實在生活化、操作及遊戲的活動中，

兼顧系統知識的學習。由於職前幼教師在數學教育中扮演幼兒數學學習者的角色，更是未來幼

兒數學的教師，必須學習連結生活中的實務從事數學教學，將學習者生活中所接觸到的人事物，

作為教學題材引入正式數學教學。由於幼兒數學教學宜透過生活或實際情境的參與或引導，活

用知識、掌握知識及應用知識在生活中，因為抽離情境的概念學習方式，無法學到知識的實用

性（幸曼玲，1995）。因此，本研究的實務性數學課程強調引入真實數學與生活數學理論，在實

踐課程教學時，從生活脈絡中學習數學與數學教學，並體驗生活中真實數學的實用性。 

實務性數學教學將調和上述兩種不同的取向的教學觀，以統整學術與生活實務成為教學內

涵。Moschkovich（2002）認為可將生活及數學的實務當作數學課堂發生的模式，因為學校的數

學考慮生活實務，生活數學中有學生與教師參與在其中，在設計教學活動時，先由生活數學作

為學童的學習內容，再連接數學知識的學習獲得數學概念作推理。因此，建議課堂教學的優先

順序為先由成人引入學校校外的活動或生活中的問題，再教正式數學的猜測、論證及抽象推理

與一般化，可以達成 Park 與 King（2007）所主張的生活數學與數學學科知識取得平衡，學習動

機與數學學科知識都受到重視。 

基於上述，本研究結合真實數學與生活數學理論，提出實務性數學教學作為師資培育數學

課程與教學的依據，並透過設計的教學活動，將真實數學傳遞給師資生，師資生學習再將所學

的轉化為幼兒數學內容與活動。這個模式包含抽象的理論數學知識與概念，還得兼顧以實務經

驗為主的活動歷程，而本研究的教學對象是帶有數學負面經驗的職前幼教師，又具有學習的自

主性，在此模式運作下，他們所持的數學態度為何，這些將檢驗實務性數學教學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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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務性數學課程組織 

課程組織是指教師教學選擇課題和組織教學。根據研究發現教師的數學知識會影響教學信

念（Ball & Bass, 2000），而教學信念會決定教師的教學方式。教師教學要有獨特的學科知識滿

足學習者的學習興趣，開展教學活動（Ball, Thames, & Phelps, 2008）。實務性數學課程組織以統

合方式將生活數學納入數學教學中，除顧及學習者的情意因素外，也看重專業知識，使師資課

程內容組織具有系統性。因此，本研究將課程與教學實務連結，銜接相關的知識與經驗，以反

應幼兒數學學習內容及組織學習內容，使得職前幼教師能夠理解整體的知識，而非片段的學習。 

師資培育課程應納入幼兒數學內容的重要知識。在幼稚園課程標準中，在「數與量」方面

包括數與量中物體的單位名稱、順數與倒數、辨認零至十的阿拉伯數字、知道十以內數的順序

及十以內的合成與分解；在「形」方面有認識基本圖形，包含認識正方形、三角形、長方形及

圓形等。至於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中所列出的幼兒數學內容，在「數與量」方面包含唱數、計數

及十以內的合成與分解；而在「形」方面有空間位置及認識基本圖形與創作。各項數能力的發

展有其順序性及關聯性，如幼兒會唱數和計數，保留概念、排數字卡、合成分解等數概念項目

（陳俞君，2003）。 

根據研究發現因幼教師不喜歡教數學，對幼兒數、量、形的啟發與教學確實是幼兒園教師

較為缺乏關注的部份（陳品華、陳俞君，2006；陳彥廷、柳賢，2005）。師資培育課程為改善現

況，將具邏輯性的數學知識連結經驗性的活動，兼顧邏輯性與心理性組織內容，以實務性數學

教學培植職前幼教師的教學能力。在「數與量」的內容上，從基本的唱數、計數建立數概念，

再由數的關係，認識基數與序數、奇數與偶數的不同，理解加、減、乘、除的關係，最後會運

用遞加、遞減及整體與部分的關係做十以內的運算。在「形」內容方面，從空間概念開始，在

幼兒進入抽象幾何圖形的學習前要有感覺、觀看、建構、分解或探索圖形之間關係及圖形改變

的機會，不忽略對於學習幾何圖形所蘊涵在其中的空間定位、空間知覺及視覺等複雜心智運思

能力的培養。 

因此，本研究將數學教學內容分兩部分，一為「數與量」，另一為「形」，包括空間與圖形。

每一部分各有六個相關項目的數學主題。本研究在組織課程內容時，考慮到課程比重的適當性，

期待能在一個具平衡性的課程中，職前幼教師可以有機會熟悉知識、內化知識且運用知識。職

前幼教師能在實務性數學教學下，學科知識及學科教學知識一起提升。 

三、實務性數學教學模式 

實務性數學教學模式強調如 Freudenthal（1991）所主張，數學教育應該「引導」學生經由

做數學，有「再發明」數學的機會。因為數學是人類的活動，教學的重點在數學必須與真實情

境連結。Freudenthal（1971, 1973）認為數學行動才是數學的起點，透過解題、尋求問題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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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知識應用在實際生活中。換言之，實務性數學教學活動應該是從事做數學（doing mathematics）

以求組織化（organizing）或是數學化（mathematizing）。由於職前幼教師未來的教學對象是幼兒，

幼兒的學習型態以感官具體操作為主，師資培育的課程應以實務性數學教學提升數學教學專業

成長，而實務性數學教學發展方向如下： 

（一）連結真實情境的數學引發學習興趣 

實務性的數學教學能連結真實情境的數學學習。對於數學學習動機低的職前幼教師，最好

的方式就是提供與他們生活情境相類似的議題討論，減少理論論述，例如荷蘭真實數學教育的

計畫中（Realistic mathematics Education）秉持著 Freudenthal（1973）的教育哲學理念，讓學習

者一開始的學習，就在真實與問題情境中，由教師引導探索數學概念之間的關係（Bishop & 

Forgasz, 2007）。因此，實務性數學教與學，即給予學習者實作機會培養知識應用的能力，有效

的提升師資生教育專業知能（Haefner & Zembal-Saul, 2004）。 

（二）實務性數學教學以數學知識為基礎 

教師數學知識影響教學與學生的成就（Ball & Bass, 2000）。數學教學的任務需要數學知識

與技能，界定教師專業的角色也往往在於學科知識（Ball et al., 2008），故實務性數學教學強調

數學知識及數學教學知識的重要性。數學教學除兼顧邏輯性與心理性，還須瞭解數學內容的事

實，探究知識之間的關係，由職前幼教師扮演知識的傳遞者，在學習數學過程中學會幼兒數學

知識與教學知識。 

（三）提供學習者相互學習學習機會 

實務性數學教學提供學習者合作學習的機會。參照 Boaler（2003）從事數學課程改革，提

倡教學中尊重所有學習者的數學看法，讓學生以團隊學習數學的方式，共同探測數學。這啟示

本研究設計職前幼教師以團隊學習的方式，經由教室言談的參與活動，瞭解數學實務在教學上

的重要性，而認同數學的價值性。 

本研究針對數學非優勢之職前幼教師所設計的數學教學，儘量引入生活情境議題作討論，

並且在實作學習中與同儕討論的方式完成數學作業，也透過團體同儕互動，理解數學原理原則

的實用性，進而察覺數學概念之間的關係，以發展數學實務教學模式。因此，本研究提出的實

務性數學教學將不同內涵的數學，統合真實性及生活數學實用性的特質，使數學學習的內容更

為學習者所接受。 

 

 

 



60   

四、相關研究 

（一）實務性數學教學研究 

實務性數學教學以學生學習為主。相關的研究有 Boaler（1997, 2002, 2003, 2006）在英國以

不同方式改變課程的實務幫助學生理解數學，由學生的觀點來建構數學概念，讓學生視自己是

數學的學習者，發展出不同的解題途徑，提供不同論證的作業。Boaler 在 1997 年的研究是從課

堂實務著手，讓學生理解數學概念，課程的重點放在解題而不是程序性的知識，學生運用所學

的知識在不同的作業上；接著在 2002 年她把研究重點放在探討課堂更多數學連結的關係，讓學

生看到數學在生活中的意義性及重要性，而能終久學習數學，亦即數學課堂活動的本質在於提

供更多的機會給學生，讓學生把自己當作數學的學習者。 

實務性數學教學連結生活數學，相關的研究在探討學生校外的數學活動，如 Saxe（1988）

研究學生校外數學解題的能力，發現他們的數學能力不輸給學校的學童。另外，Carraher、Carraher

與 Schliemann（1985）比較學生校外每天使用的數學（賣糖果）跟學校數學表現，建議應把學

生非正式的策略引入課堂的數學課中；Taylor（2004）做幼童在真實生活中購物的研究，發現每

天買東西的實務中可以用十進位數解題，也就是這些實務性的數學可以輔助課堂上基本數學概

念的學習。從上述研究中啟示本研究，應用生活數學在學校數學教學中，將生活數學的內容依

其知識的深淺難易不同加以組織排列，由淺入深、由具體到抽象、由思考到推理、由階層式或

螺旋式的內容組織方式提供給學習者學習，而校外或生活數學因應脈絡需要，如購物解決立即

性的生活問題，雖不如學校算式所講究的程序性，但其應用性大於理論性，具有邏輯性的步驟

解題，對使用者而言卻是隱含著心智表徵活動或簡化的算術，可作實務性的解題。 

（二）實務性數學教學與師資培育研究 

有關實務性數學實施成效的相關研究中，由「做」數學的觀點從事研究的有姚如芬、郭重

吉與枊賢（2001），他們探討職前教師從實作中學習教學，研究發現透過實作確能有助於職前教

師學習教數學，從發現特定的數學教學問題到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產生一連串與研究情境有關

的數學教學概念的改變。 

結合情境教學的研究中，Grootenboer 與 Lowrie（2002）從事三年的職前教師研究，在加入

脈絡教學的數學課程實驗中，研究結果顯示經實驗教學之後，職前教師的數學態度改變，實驗

第三年的表現比第一年的表現好。另外，由 White、Way、Perry 與 Southwell（2006）針對職前

教師數學態度、信念與成就的研究中，將數學信念分成對數學的看法及對數學教學的看法而形

成的態度，研究發現數學態度可以因介入教學而產生改變，且職前教師的態度、信念及成就三

者的相關高。因此從上述的研究中，得知在職前教師階段以介入教學或課程實施，可提升職前



    61 

教師數學專業知識與態度成長。故上述研究啟示本研究擬設計實務性數學教學提升職前幼教師

的數學教學專業成長，並瞭解其實施成效。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為探討實務性數學教學實施情形與成效，採用質量並重的方法。量的研究方面，在

實務性數學教學前後對職前幼教師實施前、後測，測驗內容包含數學知識量表與數學態度量表。

而在實施前測之前，先調查師資生對數學看法及何時放棄學習數學。在質的方面，以觀察、訪

談及文件分析等方式蒐集職前幼教師學習情形。此外，在實務性數學教學後，安排職前幼教師

分組在課堂上試教，以進一步瞭解職前幼教師數學教學能力是否提升。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 54 名選修師資培育課程數學課的師資生，他們選課的動機是為補修學分而來。

為瞭解職前幼教師的數學態度，在介入教學之前先調查他們的數學態度。調查結果顯示對數學

不感興趣的人數，在 54 人當中除了 5 位未表示意見外，其餘 49 名都不喜歡數學，有 90.74%的

師資生不喜歡數學。再調查他們何時放棄學數學，大多數的師資生表示在中學階段就放棄學數

學，54 名當中有 29 人（53.7%）在國中階段放棄學數學，而 12 人（22.2%）在高中放棄學數學，

也就是大約有 75.9%的人在中學階段就不喜歡學數學。探討原因發現大部分的人在求學過程中，

就有數學失敗的經驗，學數學的經驗是負面的，如「每一次都要考試，努力之下分數都不理想，

對數學漸漸不喜歡」（S24）、「因為國中的數學很難，每次考試都考不好，很不喜歡」（S41）、「總

是在考試，考不完的試，越考越不好，喪失信心…」（S47）、「常常無法理解數學題目的意思，

會無法解題」（S48）等，這些因素類似 Park 與 King（2007）指出數學低成就的成因。 

三、研究者 

研究者負責預備課程及教學工作、尋找合適的量表作教學成效調查、批改學習心得，以及

在教學完之後，撰寫教學日記作教學省思。心得評分的部分，研究者每週看完心得後加以評分，

並另請兩位助理再評一次，使學習心得的評分取得一致。 

四、教學設計 

（一）教學內容 

實務性數學教學為提供職前幼教師未來能從事數學教學的能力，課程內容與教學活動越能

貼近實務現場，對職前幼教師越有幫助。除了遵照課程標準及教保活動暫綱內容外，在選擇課

程內容時，以幼教師比較常教的內容為主。前七週課程內容以「數與量」為主，著重在生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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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後七週課程內容以「形」為主，聯結生活中常見的圖形教學，列出十二個單元，而各個單

元教學活動則參照並調整研究者曾在 2008 年到 2010 年間，與臺灣南部一所國小附幼教師協同

合作教學共同設計及實施的內容。各教學單元與教學活動內容如表 1。 

表 1 

實務性數學教學內容與活動 

課程主題 教學活動 課程主題 教學活動 

1.數與量 生活故事 8.空間定位 路標定位找寶藏 

2.數的關係－基數與序數 生日比大小 9.基本圖形 製作餅干的形狀 

3.數的關係－奇數與偶數 喜慶數字成語 10.圖形基本概念 滾動與不能滾動 

4.位值數－十進位 滿十與不滿十積點 11.圖形變化 地震來時 

5.合成與分解（一） 生活費的分配 12.平面到立體（一） 轉動風車 

6.合成與分解（二） 小雞找到母雞 13.平面到立體（二） 骰子的組合 

7.空間定位 盲人走路 14.立體形體製作 創意大集合 

（二）實施教學 

實務性數學教學每週上課兩小時，十五週共 30 小時，最後兩週由職前幼教進行課堂試教。

課程實施方式先由研究者教學，再由研究對象兩人一組實作與討論。教學活動強調職前幼教師

先具有數學知識之後，再體驗數學存在生活中，並引生活實務入幼兒數學教學，課堂上提供教

具與教材供職前幼教師操作練習。 

（三）教學評量 

職前幼教師在接受實務性數學教學之後，安排兩週的時間，以四或五人為一組的方式在課

堂上試教。各組先經討論選定教學主題為「數與量」或「形」後，再設計活動及製作可操作或

實作的教材，並進行長度為十五分鐘的教學。教學評量由各組與研究者依評量標準評分及評論，

為避免教學評量的評語與內容產生很大的差異，研究者提供半年全時教育實習課程內涵與成績

評量方式（教育部，2012a）中的幼教師資類科教育實習表現指標，列出幾項教學指標如掌握教

學重點、熟悉並善用教學技巧、適切實施教學與學習評量等指標，再由研究者將這幾點整理為

三大項：（1）教學目標，強調職前幼教師是否能依循「實務性教學」的目標教學；（2）教學策

略，指職前幼教師是否應用所學的教學策略，包括運用生活議題解題或編情境故事引入教學、

以實物操作教學、設計遊戲競賽教學；（3）教學評量，指教學中是否回應學習者的反應。各組

依提供的指標加以口述及撰寫評論，研究者再將各組評論與研究者的評論加以整理簡化，檢查

每一項是否達成目標計分，若達到教學所列的標準，計 2 分；部分達到的計 1 分，例如第四組

以聖誕節為題材直接教算數量；未以生活動實務教學，如第六組只教數字運算，故以 0 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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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項滿分為 6 分。 

五、資料蒐集 

資料的蒐集有量表調查、訪談以及每週職前幼教師的學習心得，並且有課堂筆記、課堂錄

影等資料。每週的學習心得包括有結構性的問題及心得敘述。資料蒐集說明如下： 

（一）觀察與訪談 

在訪談方面，分成個別訪談與團體訪談。個別訪談是指對研究對象在課堂中學習解題或學

習心得的訪談，在每堂課上完之後，進行簡短的訪談；團體訪談是指與全班進行重要數學概念

討論，例如討論奇、偶數在生活場景中是否常見，或是從奇偶數的學習中可學習進深概念有哪

些等等。 

在觀察方面，每堂課安排攝影教學，共錄十五週的影帶。事後觀察錄影帶的焦點放在職前

幼教師對「實務性數學教學」的學習反應，從影帶中分析職前幼教師課堂學習、同儕互動、解

題、操作及教學等情形。錄影的內容也可作為下一次訪談的內容或資料分析的參考。 

（二）文件 

蒐集文件包括課堂筆記、每週學習心得，這些資料提供職前幼教師學習情形。 

1. 課堂筆記 

課堂筆記主要是讓職前幼教師記下學習數學內容，幫助他們瞭解所學的概念是否清楚。筆

記中也記錄課堂中實作解題、同儕互動心得與創新的數學教學方法。 

2. 每週學習心得 

包含有量的問題以及質性的描述（學習心得），依階段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問題。其中學習

心得的內容分成： 

（1）學科概念 

為瞭解職前幼教師在當週是否學到正確的數學知識，設計問題如下。 

這一週的課妳贊同幼兒數學應教與生活相關的「奇數與偶數」？ 

1.不同意  2.同意  3.很同意  請勾選  

計分方式，不同意為 1 分；同意為 2 分；很同意 3 分。 

問題一、若妳同意，請寫出一個教「奇偶數」的生活數學活動。 

問題二、「請列出這堂課妳學到什麼數學概念(請寫出課堂中所教的數與量概念？」評分標

準（1-3 分）：若能寫出該單元基本概念得 1 分，例如在「數的關係－奇偶數」單元，能寫出「辨

識奇數、偶數的不同」（S1）；能陳述該單元數學概念得 2 分，如「奇數無法平分、偶數可平分，

即整除」（S43）；能寫出該單元完整的概念得 3 分，如「學習奇偶數是為了預備未來學習乘、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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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學到倍數概念及平分的概念。」（S54） 

（2）同儕學習 

從同儕的學習中，可以瞭解職前幼教師如何透過操作、解題及討論中加深概念及創作教學

活動，像是在「這堂課中同儕互動的學習對妳的幫助是什麼？」（0-4 分）這個問題中，評分標

準為與同儕無互動（0 分）、詢問（1 分）、互相操作校正（2 分）、討論教學（3 分）、創新即提

出新的教學法（4 分）。例如，進行「尋寶」的遊戲時，自行訂定遊戲的規則，還要將規則詳細

的解釋給對方聽，並在遊戲的過程中，協助對方配合規則完成遊戲（S48），會評 4 分在於不只

有彼此操作後瞭解遊戲規則，還會討論如何完成創新遊戲教學。 

（3）數學學習興趣 

為瞭解職前幼教師在每週實務性數學教學後，對數學的學習興趣是否有提升，請他們用數

字及文字描述回答下列問題： 

數字（0-8 分）描述：每週學習後對數學的學習興趣為何？ 

 0 1 2 3 4 5 6 7 8 

上完這週的課，我對數學的學習興趣有

幾分（數字愈多表示愈高）？ 

         

也有開放性問題，像是「妳對這堂課的學習有何感想？」此類問題。 

（三）量表 

1. 態度量表 

數學態度量表的設計從預試建立量表的信度到施測，都遵照量表編製及施測的程序完成。

本研究為瞭解實施實務性數學教學對職前幼教師數學態度的影響，引用及修改White等人（2006）

所編製的職前教師數學態度量表。原態度量表的信度.88，有二十題。因為需要轉譯及考慮文化

脈絡因素加以編訂。編訂完後，經過 109 人的預試，再經因素分析轉軸之後，確定二因子，一

為「數學信念」對數學態度的因子，另一個因子有關「數學教學」學習與教學態度，含量只有.683。

因此，再度刪除四題及再轉譯，試題信度達到.839，代表試題可以反應受試者對數學及數學教

學的看法，並且量表的題目有反向題。數學教學信念四個因素包括有勝任能力，指的是對數學

教學上的勝任感；反向題教學限制，指的是自己在數學教學上的限制與逃避；學科熟悉，指的

是對數學教學熟悉度；價值感，指教好學生數學教學的價值感。數學教學勝任能力的題目敘述

如「我一點也不怕教數學」、「我對數學教學方法有信心」、「當我要教數學時我不確定要教什麼」。

至於，對數學看法的題目敘述如「數學是很有用的，所以我學數學」、「為了我將來的工作，我

需要精通數學」、「我發現很多數學問題很有趣和令人興奮」；反向題敘述如「數學對我的生活不

是重要的」、「我認為數學是我以後很少用到的一門科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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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數學知識量表 

職前幼教師經由實務性數學教學後應具有幼兒數學知識與數學教學的概念。本研究使用建

構內容效度，以雙向細目表的原理設計出數學知識量表。量表編制過程中，先建立專家效度，

由擅長幼兒數學教學的兩位幼教師、兩位大學數學專家，及兩位師資培育教授審核量表，再依

審查建議修改題目，再經預試職前幼教師（120 人）後決定題目與題數，原設計十六題刪掉兩

題，正式的量表有十四題，供前、後測使用。數學知識的量表內容包含幼兒數、量、形的概念，

「數與量」和「形」各七題，除數學知識外，包含幼兒數、量、形的教學知識。施測結果計分

方式，以答對者計 1 分，答錯以 0 分計，例題如下。 

例題一、當幼兒拿到糖果時，他一邊拿糖果一邊數，他拿一顆糖時就說 1，再拿一顆時說 2，

這是用到點數原則的哪一項？（A）累加原則（B）交換原則（C）一對一原則（D）

遞減原則。 

例題二、圓柱體展開之後，有幾個面？（A）三個（B）四個（C）五個（D）六個。 

量表施測方式採團體測驗，施測者為本研究之助理，共施測二次，分別在實施實務性數學

教學前後，前後測時間相距十五週，施測時間為三十分鐘。 

六、資料蒐集 

（一）研究信、效度的建立 

質性資料的蒐集與分析以不預設立場的態度，用三角校正的方法蒐集與分析資料。將「資

料來源」與「分析者」的三角校正建構本研究信度。關於資料來源的三角校正，本研究共蒐集

五種不同資料來源，如研究對象資料包括課堂筆記、每週的學習心得，課堂中的解題、上課的

錄影以及訪談資料，並藉由交叉比對這些資料，建構研究結果。本研究在資料分析過程，如評

分的部分是由研究者與二位研究生所組成的研究團隊共評，若有評分的差異，經討論後決定計

分。若是內容有爭議處，則重新審視研究資料，持續反覆磋商，直到達成共識。如為瞭解 S54

態度是否改變不再排斥數學，研究團隊蒐集有關她的資料，重複討論分析。 

 

R：S54的改變跟第一次來上課的態度有何不同？ 

R1：我把作業 PO教學平台時到快關平台時 S54 還沒交，但傳 mail 說她一定補交，剛

開始都不交，後來還會貼圖表示很高興呢！ 

R：是不排斥交心得？ 

R2：看她的筆記及心得寫得很多，尤其兩兩一組的創作圖畫很多。 

R：好像有改變，校對一下心得及筆記再看量表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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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質性的資料分析有多種資料及評量者作多方面的校正，使資料的來源符合研究目

的。 

（二）資料編碼 

本研究蒐集的資料包含開放性的問卷，教學錄影、觀察記錄與訪談。每種資料轉錄成文字

後，進行編碼。編碼如研究者：R；研究對象：S（S1-54）；日期：（月日）；觀察：O；訪談：I；

問卷：Q；團體訪談：D；筆記：N；學習心得：L。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為達成研究目的將實務性數學教學實施分成三個階段探討：第一階段以連結生活實

務為數學教學目標，納入學習者生活實務為數學教學內容；第二階段加強職前幼教師生活實務

性數學教學策略，第一、二階段回應研究目的一；第三階段瞭解實務性數學教學的成效，則以

職前幼教師教學評量及量表調查回應研究目的二。 

一、連結生活實務教學為目標 

實務性數學課程前五週強調數學連結生活實務為教學目標，從生活故事開始，再以數學解

決生活實務問題，讓職前幼教師感受數學價值，理解數學的重要性，進而認同生活或實務數學

作為幼兒數學教學的重心。 

（一）生活故事啟動教學 

實務性數學教學先以「生活故事」引發職前幼教師學習數學的動機，開啟「數與量」第一

個單元的教學。活動設計以兩人一組討論一天的生活作息，回想一天的開始到學校上課之間，

所接觸到的數字及應用數學在生活中的情形。由兩人一組編成生活故事作分享，分享完之後，

任選一組快速的重述前一組的生活故事，並提示正確重述故事的策略在於記錄數字，且能從活

動中發覺生活中處處有數學：「早上聽到六點鬧鐘響，穿上一雙襪子，到 7-11買杯 30元咖啡及

20 元吐司，走過 3燈的交通號誌，進入 604 教室等八點十分上課。」（S2-D0928） 

在重述故事時，因為重述組運用數字作記錄，使故事重述的正確率達到 90%，而且以數字

為主軸重述故事時，能有條理的排列出事件的先後順序，不混淆地還原故事的原貌。從活動中，

職前幼教師學習到應用數學記錄生活軼事的技巧，不只覺得生活故事有趣，更可以體驗生活中

處處有數學，感受數字真的很奇妙，他們回應「生活數學超有趣也超好玩！」（S54-L0928、

S57-L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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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學生活化 

實務性數學不僅強調數學內部的連結，且重視數學外部的連結，目標在於達到「生活數學

化、數學生活化」的境界，運用數學解決問題。除獲得數學概念外，更讓學習者體驗到數學在

生活中的意義性及重要性（Boaler, 1997, 2002, 2003）。例如職前幼教師學習「合成與分解」基本

概念時，必須理解「數的組成」是由兩個以上的各個數分成幾個數，而這幾個數合起來就是原

來的數；「數的關係」是一個數和它分出的幾個數之間的關係，而分出來的數都比原來的數還要

小（陳彥廷，2008）。為使「合成與分解」中「整體」與「部分」的概念更明確為職前幼教師所

理解，輔之以樹狀圖說明整體與部分的關係，並讓每位職前幼教師實際動手運算，將個人每個

月的生活費當成「整體」，再把不同花費的項目當部分呈現出來，如圖 1。 

 

圖 1  S26-N1026 合成與分解樹狀圖 

職前幼教師在分列生活費項目時，除明白合成與分解的「整體」與「部分」關係之外，也

瞭解自己生活費分配的情形。這種數學生活化的方式讓他們很訝異到利用數的「合成與分解」，

可以「作好金錢管理，節制自己亂花錢的習慣，而達到省錢的功用，真正不錯的方式。」（S40-I1026） 

從實務性數學教學中，職前幼教師所學到數學概念能與生活經驗緊扣，發展出生活數學化，

進而找到數學工具解決生活問題，就如 Lange（1996）主張增進數學的學習應以一般的問題解

決能力與態度為中心，超越數學領域或日常生活中的問題解決，整合問題進入數學教學活動中，

增進數學的實用性，以提升數學的學習態度。 

（三）生活數學教學取向 

經過五週實務性數學教學後，職前幼教師能認知數學實用性，並感受到以生活實務為教學

的重要性。研究者為進一步瞭解職前幼教師經由實務性數學教學對幼兒數學的教學信念為何，

以及是否贊同以生活或真實數學為幼兒數學教學目標，或以學習學科知識為主。因此，從前五

週的學習心得中探討職前幼教師的幼兒數學教學取向（1-3 分）。調查結果如表 2，顯示將近八

成（79.50%）的職前幼教師贊同幼兒數學應以生活數學為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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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職前幼教師贊成以生活數學為教學目標 

週次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合計 

總分 143 126 128 123 124 644 

比例 88.27% 77.77% 79.01% 75.92% 76.54% 79.50% 

註：人數：54 人；全贊同總分：162 分。 

第三列是每週贊成的人數比例，如第一週 143/162=88.27 表同意 3 分，共 54 人，全同意總分 162。 

從表 2 數字顯示，職前幼教師贊同以生活數學為教學目標的比例，從第一週到第五週有逐

漸下降的趨勢，但這種現象可藉由課程因素作解釋。因為從第二週起，職前幼教師在課堂上運

算數字的次數多，如包括估算、運算、列算式及推導公式（𝑁(𝑁 − 1)/2 + 𝑁），這對職前幼教師

而言較生疏，比不上對生活故事的敘說來得熱切，但職前幼教師認同生活數學對幼兒學習的重

要性，認為幼兒從中學習也會比較有趣。因為「將數學融入生活經驗中，藉由具體的事物讓幼

兒理解數學的概念，可以引導幼兒學會正確的觀念，並引起對數學的興趣，藉此提升往後數學

學習的能力。」（S48-L0928）在數學教學上，職前幼教師認為生活數學的教學比正式數學的教

學重要，較能幫助幼兒學習數學，「不管是時間、物品、數量等都跟數學有關，幼兒不一定需要

正式的數學課程，才可以接觸到數學，生活中就有很多的機會可以讓幼兒學到數學。」（S18-N0928；

S33-I0928）因為透過連結生活教數學，幼兒才能感受到數學的存在。職前幼教師贊同「透過實

際生活所能碰到的數學經驗帶入教學，用實際的經驗讓幼兒體驗到數學。」（S29-D0928）所以，

職前幼教師教學取向贊成以生活或真實數學作為幼兒數學教學的目標。 

職前幼教師從前五週的學習中，經歷如真實數學教育所強調的數學結合生活情境使學習數

學更有意義。因為數學與有趣的內容交互，使生活數學與學科數學知識產生聯繫，除學習到數

學知識外，也能理解數學的實用性，認同數學在生活上與培養邏輯思考上具有功能，更能從實

作中體驗學習，具體化數學學習。在生活數學化的情境中，職前幼教師數學教學信念肯定幼兒

數學的教學應由生活數學引入帶出數學概念，先引起數學學習興趣之後，再強調幼兒數學概念

的學習，如 Moschkovich（2002）所認為生活及數學的實務同在數學課堂發生。 

二、實務性數學教學策略 

第二階段是強化職前幼教師的實務性教學策略，將生活實務放入正式數學教學中，職前幼

教師再把所學的數學轉化為幼兒數學教學。教學策略有（1）從生活情境中引入議題討論並解題，

例如設計的活動有切奶油、生日比大小、生活費分配、路標定位及製作餅干形狀等；（2）提供

教材實作建立抽象數學概念，如以雪花片作量的估算、數棒教十進位、七巧板學圖形變化等。

同時，為加強教與學的能力，課堂上安排兩人一組的同儕討論，輪流扮演師生演練教學。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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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性數學教學能連結生活經驗、以操作、體驗及演練教學，增進職前幼教師數學教學專業能

力。 

（一）從真實情境引入議題作討論 

實務性數學重視引起學習動機，及提供數學學習機會，在教室言談中探究、建構及辯證解

題，並統整學科數學知識和生活數學。例如在「奇數與偶數」單元的教學上，讓職前幼教師在

生活中發現奇偶數的存在，再共同驗證奇偶數的出現的情形，最後，學習如何教幼兒奇偶數。 

在教學過程中，以「請問有哪些常在生活喜慶中被使用的祝賀詞與一到十的數字有關？人

們較喜歡用奇數或是偶數來祝賀？」這個生活議題提問職前幼教師時，職前幼教師反應為「面

對這些問題起初以為這跟數學課好像不相關。」（S57-L1012）經思考之後，他們提出與偶數相

關的成語有「雙雙對對」、「好事成雙」、「兩全其美」及「雙喜臨門」與「十全十美」等。接著

他們發現與偶數有關的祝賀詞比較多，之後他們開始思考相對的奇數是不是也受歡迎，經過討

論之後他們回答：「無獨有偶、三三兩兩、七零八落等，通常偶數相關的成語給人的感覺較為喜

氣、圓滿；反而與奇數相關的成語就較為悲傷、孤單。」（S54-N1012）他們覺得奇數實在不適

合用來祝賀。同時，這也引起他們關切生活中奇數或偶數那一類出現比較多，為滿足他們的好

奇心，他們決定「動手驗證一下，就可以查覺生活中存在著『奇偶數』或多或少的現象。」

（S52-L1012） 

因此，教學者提出讓職前幼教師帶入數字驗算的五種情境，分別為「奇數＋奇數＝奇數或

偶數？」、「奇數＋偶數＝奇數或偶數？」、「奇數－奇數＝奇數或偶數？」、「奇數－偶數＝奇數

或偶數？」與「偶數＋偶數＝奇數或偶數？」經過動手筆驗算的結果，他們發現偶數出現的情

況還是比較多。透過這個活動他們認識到奇偶數是存在生活中，也體認將這些概念教給幼兒，

幫助幼兒辨識奇偶數。實用數學教學策略就是透過具體事物的操作建立幼兒數學概念，因幼兒

的學習需仰賴具體事物的操作建立概念，職前幼教師也須學習以操作為幼兒學習途徑教導幼兒

學數學。 

（二）提供教材實作學習 

職前幼教師經由實務性數學教學，學會運用技巧將所學的內容轉化為幼兒數學教學。實務

性數學教學強調透過實物操作強化奇偶數概念學習，由於奇偶數概念對幼兒而言很抽象，必須

以具體物來表徵幫助學習。同時，幼兒透過奇偶數的學習也可預備他們進入正式數學之前，先

具有乘除的先備知識。 

一般幼教師對奇偶數的教學，偏重讓幼兒記誦 2、4、6…是偶數，1、3、5…是奇數。本研

究提出的教學方法，目的在讓幼兒學習奇偶數概念時能捨棄背誦，而能從操作中瞭解奇偶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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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有鑒於幼教現場有不同的課程與教學模式，本研究提供三種不同的教學方法供職前幼教

師參考，讓職前幼教師可以舉一反三的教學。以下三種奇偶數的教法，都需要先以數字卡排列

出數字 1 至 10，再以籌碼或雪花片以兩兩並排的方式，排列出相對應的數量，使數與量相合（如

圖 2-圖 4）。三種奇偶數的教法詳細說明如下： 

1. 奇偶數教法一：餘數的概念 

 

圖 2  奇偶數教法一的數字卡與籌碼排列示意圖 

如圖 2，可發現當排列奇數的籌碼時，有一個籌碼會出現落單沒有伴（有餘數）的情形，

而偶數是兩兩有伴不落單，例如，數字 3 相對應的籌碼因為剩一個籌碼沒有伴，所以數字 3 是

奇數；數字 4 相對應的是兩兩有伴的籌碼，所以數字 4 是偶數。奇偶數教法一中，讓學習者可

瞭解奇偶數的原理為偶數沒有餘數，而奇數有餘數。 

2. 奇偶數教法二：整除、平分的概念 

 

圖 3  奇偶數教法二的數字卡與籌碼排列示意圖 

如圖 3，排列籌碼後，從中間畫一直線下來，即可判斷奇偶數，這是蒙特梭利的教法。畫

一條線表示平分、或相等分割的動作。此教法的原理在於不能平分的就是奇數，直線畫下來撞

到中間的籌碼，就是不能平分，而能平分的是偶數。在教這個教法前，學習者會先運用實物操

作，如拿一些珠子和兩個盤子，讓學習者一邊輪流在盤子上各擺一顆珠子，一邊口中說：「你一

個、我一個。」，直到把珠子分完時，兩盤的珠子數量相等就是偶數，數量不相等就是奇數（石

井昭子、岩田陽子，1998；Wolf，1996）。所以，此教法中，可以平分的數就是偶數，不能平分

的數是奇數。職前幼教師對這種教法很感興趣。S36 認為這種教學法「蠻特別的！在幼兒園裡

面小朋友數學就是最基本要學的，如果我學會以後就可以把這裡學的教學方法教給小朋友，數

學蠻簡單的！小朋友也可以學到很多東西。」（S36-I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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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奇偶數教法三：乘法倍數的概念 

 

圖 4  奇偶數教法三的數字卡、籌碼與橡皮筋排列示意圖 

如圖 4，以一條橡皮筋把兩個籌碼套在一起，數字 2 相對應的籌碼就會是將兩個籌碼套在

一個橡皮筋內；數字 3 相對應的籌碼會只有兩個套進橡皮筋裡面，剩下一個不能套；數字 4 相

對應的籌碼就是兩個、兩個套進兩條橡皮筋裡，共重複套二次（可表徵 4 為 2 的倍數）；6 則重

複三次，以此類推，可以看偶數重複倍數表徵的情形。 

以上三種奇偶數的教法，將除法的餘數、平分概念及乘法的倍數概念，透過實物操作示範

教學將重要的概念呈列出來，有助於學習者瞭解數學概念及未來增進數學的學習。因此，以實

物示範教學的方法，職前幼教師比較能瞭解如何運用具體教材教幼兒數學。另外，在進行其他

單元的數學教學時，每堂課也會配合不同的單元提供教材協助職前幼教師操作學習，每堂課提

供操作的教具，如表 3。 

表 3 

各堂課提供操作的教材 

課程 教材 課程 教材 

1.數與量（生活數學） 作息圖片 7.空間定位評量 圖畫紙、彩色筆 

2.數的關係－基數與序數 雪花片、數字卡 8.基本圖形 積木、實物 

3.數的關係－奇數與偶數 不同形狀塑膠片 9.圖形基本概念 積木、幾何扣條 

4.位值數－十進位 古氏數棒 10.圖形變化 色紙、七巧板 

5.合成與分解（一） 雪花片、古氏數棒 11.平面到立體（一） 骰子、色紙 

6.合成與分解（二） 圖片、骰子 12.平面到立體（二） 角椎、圓椎、骰子 

  13.立體圖形創作 圓紙筒、色紙 

從操作學習中，職前幼教師每一週都有演練機會，從不同的教材提供操作下，職前幼教師

體認到原來教幼兒數學不是只數字的計算而己，而是給予幼兒實際操作加深數學概念，同時，

明白數學不單單是符號的運算，而是動手「做」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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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性數學教學策略以學習動機為起點，引入生活議題連結數學概念作討論，再進入教學

以解決生活問題為依歸，進行方式如 Boaler（2003）設計學生團隊學習數學的方式共同探測數

學，再以實作操作練習建立數學知識，並檢驗數學效用。 

在實務性數學教學中，職前幼教師需要瞭解幼兒學習數學特性，教學時要與他們的生活世

界形成連結，以適合幼兒的表徵方式教學，提升他們對抽象數學概念的理解（White & 

Mitchelmore, 2010）。在實務性數學教學下，職前幼教師學習抽象的理論數學知識與概念，以及

以實務經驗為主的教學活動，轉化為幼兒數學教學，並達到 Park 與 King（2007）主張的生活數

學與理論性數學宜取得平衡。 

三、實務性數學教學成效 

探討經過十五週實務性數學教學後，職前幼教師數學教學專業成長情形，本研究從職前幼

教師的數學知識、數學教學知識、教學能力以及對數學態度等向度進行資料分析。 

（一）數學專業知識 

職前幼教師在數學專業知識整體表現以及在職前幼教師的數學知識、數學教學知識表現為

何，經由「數學知識量表」的前、後測，所得分數經統計 t 考驗，得知三者前、後測的分數達

到顯著差異。在數學知識整體後測的平均數（13.36）高於前測的平均數（12.17）；在數學知識

前、後測方面，後測平均數（7.48）高於前測平均數（6.04）；在數學教學知識前、後測，則後

測平均數（5.31）比前測平均數（4.69）高，顯示經過實驗教學增進職前幼教師的數學專業知識，

資料如表 4 所列。 

表 4 

職前幼教師數學專業知識前、後測比較 

變項 

前測 後測   95% CI Cohen’s 

M SD M SD t(54) p LL UL d 

整體表現 12.17 1.58 13.36 2.24 3.68 .001 .54 1.83 1.00 

數學知識 6.04 1.36 7.48 .85 7.75 .000 1.07 1.82 2.11 

數學教學知識 4.69 .89 5.31 .886 2.99 .004 .21 1.05 .813 

註：CI=信賴區間；LL=下界；UL=上界。 

因此，經由上述資料得知，職前幼教師在數學教學的專業上，除專業學科知識成長外，也

瞭解對數學知識的傳遞應兼顧邏輯性與心理性，並透過實務性數學的教與學過程中瞭解如何教

幼兒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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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務性數學教學能力 

職前幼教師經由實務性數學教學提升數學教學專業知識外，是否也學會連結生活實務運用

教學策略，並能掌握教學狀況，為此本研究設計職前幼教師課堂演練教學，探究他們是否能在

試教中依循「實務性教學」的目標、應用所學的教學策略教學（生活議題解題或情境引進教學、

實物操作體驗教學）。 

職前幼教師課堂演練教學是指將所學的透過理解、詮釋與同儕學習互動建構的教學理念，

以分組試教的方式呈現出來，每組試教十五分鐘。試教的主題、教案及教材由各組自行決定與

預備，如第二小組的教學教案為教幾何圖形平面與立體的不同，說明如下。 

 

教學主題：平面與立體。 

教學目標：幼兒瞭解平面和立體幾何的差別。 

引起動機：以小短劇結合生活中發生的事情，當作引起動機。 

有一位小朋友拿著兩樣東西把玩，分別是一張紙和一個積木，老師試問這

兩者到底哪裡不同？這時出現一位平面先生與立體小姐的對話。平面先生

問立體小姐為什麼她站得起來？立體小姐告訴平面先生說因為她有六個

面，立體小姐帶著大家數是六個面。 

教學活動： 

活動一、會站與不會站的幾何圖形： 

助教出現幫大家說明與複習紙〈平面〉和積木〈立體〉的差別，再試問如何製作

積木〈立方體〉呢？請老師〈主教〉來幫我們變魔術。 

活動二、立體魔術： 

主教者帶入摺紙教學，製作正立方體。複習所教的數學概念。〈平面：只有一個面；

立體：有六個面組成〉。 

 

這組教學所得的評論為「數學知識是數學概念正確，適合幼兒學習實務生活教學；結合生

活教學方法；利用短劇故事演出平面與立體差別，再實作；流暢性上雖然中間有停頓，但整體

順暢」（G-D0115）。以下列出各組的課堂試教的三項標準得分，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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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小組教學內容與得分 

組別 生活數學為目標 教學活動策略 教學評量 

一 
數與量 

部分融入生活實務教學（2） 

介紹圖形、剪圖形 

實物操作（2） 
無（0） 

二 
立體與平面不同 

認識生活中的圖形（2） 

認識圖形與形體以 

故事、實物操作（2） 

讓學習者上台 

分享平面與立體不同（2） 

三 
教學上下左右 

與生活相關（2） 

以小紅帽故事引入製地圖，

尋找小紅帽家（2） 
完成地圖評量（2） 

四 
故事教數量和方向 

部分生活數學相關（1） 

聖誕老人找麋鹿算數量 

空間定位（2） 
綜合討論（2） 

五 
故事引導帶入圖形角、邊 

聯想生活物件（2） 

圖形拼湊 

給學習者創作圖形（2） 
帶討論回應圖形（2） 

六 
數與量配對、算式 

無生活數學（0） 

手指謠引入數與量 

帶入合成分解（0） 
最後讓幼兒回應（2） 

七 
基本圖形結合生活用品引起

學生興趣（2） 

從生活物品找圖形 

教材合適（2） 

適切評量瞭解 

幼兒學習狀況（2） 

八 
以生活中的事物教 1-10 再帶

入合成與分解（2） 

善用教學技巧 

引起學習動機與興趣（2） 

實際操作的評量 

確定學生學會（2） 

九 
將圖形結合生活的用品，達

成生活數學教學（2） 

不同圖卡與圖形結合 

（0） 

讓小朋友抽籤作評量 

（2） 

十 
將圖形與生活中實務連結

（2） 

帶入遊戲 

學習圖形概念（2） 
無（0） 

十一 無（0） 
結合故事情境與遊戲 

加強上下左右概念（2） 

以圖的格子評量 

是否學會（2） 

十二 
圖形與生活物品作連結 

跟幼兒生活經驗結合（2） 

透過卡通人物教形狀 

帶入基本圖形（2） 

複習並瞭解幼兒 

學習情形（2） 

註：括號中數字代表得分。 

本研究為便於分析試教成果，將十二組分成前、後六組討論。前六組，每組五人，其中三

組教數量（一組也教空間），一組教空間定位，二組教幾何圖形。而這六組中達到以生活數學為

教學目標的有三組，另外兩組只有部分帶入生活數學，只有一組偏向學科教學。總計達成教學

目標的六組得分為 9 分、教學策略得 10 分，以及教學評量得 10 分，總 29 分，達成率為 80.55%。

後六小組，每組四人，其中一組教合成與分解、一組教空間定位，其餘的四組教幾何圖形。而

這六組中只有一組未能掌握生活數學教學外，其餘五組都有與生活連結做教學。經試教結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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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在生活教學目標方面，後六組得分是 10 分、教學策略得 10 分以及教學評量得 10 分，三項

共得分 30 分，達成率為 83.33%。 

在教學策略上，後六組有的用幼兒能經驗到的生活物品，有的用生活情境引入幾何圖形或

數量教學，至於掌握幼兒的學習反應只有一組未做到，其他五組的教學能對幼兒的學習作回應。

原因如其中一位研究對象認為「我發覺我常會只顧著教，而忽略了評量，評量在教學中也是很

重要的一環，可以知道學生是否學會，藉此思考是否需要調整教學方式？所以，我覺得多練習

是很重要的，因為準備充分才會有把握、才不會那麼緊張，教學才能做得更完整。」（S48-L1102）

從 S48 的教學省思中瞭解到她肯定數學教學能力是可以透過練習培養出來。 

就整體而言，十二組的教學成效都有達到 80%以上，顯示實務性數學教學可以幫助職前幼

教師掌握幼兒數學教學目標、使用多元的策略教幼兒學數學，提升職前幼教師的數學教學專業

能力。因此，從職前幼教師的試教中得知，職前幼教師會運用多元的方式傳遞幼兒數學知識，

並以所認同的幼兒數學來「做（實踐）」數學及「使用」數學，幫助幼兒能在生活脈絡中學習數

學。 

（三）數學情意態度轉變 

職前幼教師經實務性數學教學後，是否數學學習態度形成改變，本研究從每週的心得及態

度量表的調查可得知，說明如下。 

1. 每週心得的回應 

因為實務性數學教學共十五週，職前幼教師撰寫十三週的學習心得，後兩週進行教學評量。

整理各週的心得資料如表 6 所列，資料顯示職前幼教師在接受實務性數學教學期間，數學學習

興趣呈現持續增長的現象。 

表 6 

職前幼教師十三週數學學習心得回應 

週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N 54 54 53 54 54 54 48 48 53 53 53 53 54 

M 4.96 5.41 5.64 5.39 5.26 5.31 5.35 5.67 6.11 6.17 5.98 6.15 6.28 

SD 1.60 1.37 1.42 1.43 1.52 1.27 1.26 1.26 1.13 1.05 1.08 1.09 .95 

從統計研究對象的背景資料得知，職前幼教師對數學抱持負面的態度，調查他們何時放棄

學數學，結果有 49 人（90.07%）在中學或更早就放棄數學，不喜歡數學。而在此情形下，職前

幼教師在實務性數學教學期間，對數學的學習興趣，如表 6 所列有持續增長的情形，這與他們

進入實務性數學教學的初始態度所有不同，相較之下他們的數學態度轉變，再由他們撰寫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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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說明與初始態度不同的原因： 

（1）實務數學教學引發學習興趣 

實務性數學教學對職前幼教師而言，從課堂學習到除獲得數學概念外，也幫助他們學習如

何連結生活實務教幼兒數學，改變他們對數學學科刻板的印象。職前幼教師認為「這門課好玩！

上完後讓我對數學不再那麼討厭，開始覺得它很有趣！課堂中除了能學到理論，還學到很多實

際的教學方法，上完課後覺得收穫良多。」（S48-L9028）「課程內容讓我們瞭解數學在生活中的

重要性，教學活動豐富且多樣性。」（S55-L0928）研究者認為這是因為數學生活化，讓他們體

驗到數學理論可以在生活實務中找得到。 

（2）實際操作理解數學 

實務性數學教學協助職前幼教師透過真實操作理解數學，也從中發展出不同的解題途徑，

加上教具教材提供操作，反比只教數學理論來得更吸引職前幼教師。他們反應「很喜歡這種上

課方式，實際操作的學習，比理論容易學習和吸收。」（S59-L1207）「這學期上課上下來，感覺

很充實，除了有理論方面的東西，還有很多活動讓我們可以實際動手做。」（S60-L1214）加上

「課程多元又好玩，尤其是還可以自己動手，覺得這樣的課程真的很棒！」（S18-I1238） 

因此，職前幼教師經由實務性數學教學，而能對數學產生學習興趣，與初始的態度不同，

職前幼教師認為「上課方式簡單易懂，而且上課也很活潑，輕鬆的方式學習，更能夠讓我快速

學到很多東西，原本對於數學我很沒興趣，但上完課，慢慢的愛上了數學，更喜歡在生活中運

用到數學。」（S56-L1109） 

由於實務性數學教學強調數學在生活中的應用，消弭學科使人生畏的僵硬界線，職前幼教

師感受到它的趣味性，而喜歡數學，「這門課讓我學到很多數學概念，卻不會有很大的壓力，我

越來越喜歡上數學課，把數學搞懂並且加以運用。」（S61-L1221）因此，從各週學習心得反應

中，可以得知職前幼教師對數學態度跟原先的討厭數學的態度有所不同。 

2. 態度量表的反應 

除每週心得職前幼教師反應數學學習態度外，本研究在「實務性數學教學」前後，也對職

前幼教師的數學態度從事調查，從「數學態度量表」的前、後測分數顯示，經統計 t 考驗，瞭

解整體數學態度前、後測的分數達到顯著差異，後測的分數（78.00）高於前測（71.59），如表

7 所列。調查結果呈現整體態度反應，顯示職前幼教師的數學態度經介入教學之後產生改變。 

由於「數學態度量表」包含數學態度與數學教學態度，再對照職前幼教師的初始態度（對

數學抱持負面不喜歡數學），對態度量表的數學態度（對數學看法）的得分加以分析，發現職前

幼教師經過實務性數學教學之後，對數學的看法前後測表現，經 t 考驗，發現兩者達到顯著差

異。亦即職前幼教師認為「數學是很有用的」、「為了我將來的工作我需要精通數學」及「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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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數學問題很有趣和令人興奮」等題目的後測平均數（38.19）比前測（32.50）高，資料如表

7。 

根據 Beswick（2005）的研究確認信念與態度相互影響，而本研究職前幼教師的數學信念與

數學態度經過實務性數學教學都有提升。至於，在數學教學態度上，因為職前幼教師未到實務

現場教學，在數學教學態度的前後測表現，未有明顯的改變，因此，這個向度可以在職前幼教

師「教學實習」之後再作進一步探討。 

表 7 

職前幼教師數學態度前、後測比較 

變項 

前測 後測   95% CI Cohen’s 

M SD M SD t(54) p LL UL d 

整體表現 71.59 13.57 78.00 10.52 2.735 .008 1.71 11.12 .527 

數學知識 32.50 8.44 38.19 4.78 5.47  .000 3.60 7.77 .83  

數學教學知識 39.09 6.45 39.81 8.78 .462 .64 2.41 3.86 .093 

註：CI=信賴區間；LL=下界；UL=上界。 

實務性數學教學提升數學負面態度的職前幼教師數學教學專業成長，從生活情境中引入議

題做討論，並且在實作中與同儕互動完成數學作業，連結生活經驗的教材，以操作、體驗取代

概念分析，也透過同儕互動理解原理原則，進而察覺數學概念之間的關係，發展數學實務教學

模式，如 Foote（2010）提出讓過去不被重視學習者的學習，因為多給他們有探索操作及同儕合

作學習的機會，而建立數學能力，進而改變他們對數學的態度。因此，實施以實務為主的數學

教學，職前幼教師對數學教學的看法改變，能體驗數學與生活連結產生經驗的重要性，建立正

確的數學知識概念，認同數學的重要性而不排斥數學教學。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結論 

本研究為提升職前幼教師數學教學專業成長及反應幼兒數學教學實際，結合真實數學與生

活數學理論，提出實務性數學教學作為師資培育數學課程與教學的依據，並透過設計的教學活

動，將真實數學傳遞給師資生，師資生學習將所學的轉化為幼兒數學內容與活動。 

本研究提出研究目的，其一研究目的在瞭解實務性數學教學實施情形。在十五週實施實務

性數學教學的過程中，由課程組織有系統的傳遞數學知識，將生活中的實務當成背景知識，以

聯結真實情境或生活脈絡為目標，從連結真實情境引發職前幼教師學習數學興趣，也瞭解幼兒

數學「數學生活化，生活數學化」的重要性，讓職前幼教師體驗數學在生活中的實用價值，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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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活實務的數學與學術性數學產生聯繫，從實作中體驗數學而具體化數學學習，且以實作的

方式建立數學知識，透過同儕討論與練習下，累積幼兒數學教學能力，並在學習社群分組演練

數學教學下，學習將生活中的事務轉化為生活數學，學習教幼兒數學。同時，在演練數學教學

過程中，職前幼教師學會應用生活數學的教學策略，以生活議題帶入數學教學，以說故事、遊

戲活動建構脈絡、學習環境及實物操作引發幼兒學習數學興趣。 

其二研究目的在探討實務性數學教學的教學成效，經由實務性數學教學增進職前幼教師在

數學教學專業成長。職前幼教師在數學專業知識上，無論在數學知識與數學教學都比未經實務

性數學教學提升。而在數學態度上，師資生原本對數學態度抱持負面的看法，但在實施實務性

數學期間，職前幼教師數學的學習興趣持續提升，在接受數學態度量表前、後測，發現職前幼

教師的數學態度轉變。顯示，職前幼教師接受實務性數學教學之後，數學教學專業成長。因此，

研究結果也達成本研究的目的，透過實務性數學教學，職前幼教師數學教學專業知能與態度形

成改變。可知，實務性數學教學有助於職前幼教師數學教學專業發展。 

二、建議 

根據本研究發現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供未來研究者及師資培育者參考。首先，實務性數學

教學的研究對象雖不是立意抽樣來，但大部分都是對數學不感興趣的學生，雖然實施結果有其

成效，但研究結果不能推論到一般的師資生。至於，實務性數學教學的時間只有一學期，為更

進一步的瞭解教學成效，應增加教學時間，並將教學評量延伸到職前幼教師的校外教學，包括

教學實習與教育實習階段，並追蹤師資生不同情境實務性教學實施成效。 

由於影響教學成效的因素複雜，在量化資料的蒐集上，建議探討職前幼教師數學學習興趣

提升的情形時，可延長實驗教學時間，並將教學時間分成不同的時段可以月或週分段，並採用

不同的教學策略，整理蒐集的資料後，再以時間系列的統計方法探究職前幼教師數學學習興趣

改變的趨勢。同時，進一步探討不同時段的教學與數學興趣的交互情形，更能瞭解職前幼教師

學習態度改變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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