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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導向師資培育模式與實施 

-以國小數學建模活動設計工作坊為例 

陳冠州 1、尤詩憶 2 

1 桃園縣立建國國民小學、2 台中縣立光正國民中學 

摘要 

    本文主要的焦點在介紹如何利用建模理論和多層教學實驗的理念發展建模

導向師資培育模式，在為期三天工作坊的課程實施裡，期使參與的十七位國中小

教師體會從「經驗學習者」(experiences as learners)到「深入經驗教學者」 

(supported experiences as teachers)的歷程，並透過研究者的分享建模理論、說明

建模活動設計的六大原則、改編與實施建模教材的經驗，增益參與教師對於建模

教學過程和建模活動設計的了解。最後由參與教師設計和九年一貫課程數學領與

有關的建模活動，經由分組討論、互相批判與建議，以提昇參與教師設計建模活

動的能力並促進其數學教學的專業素養。 

關鍵詞：建模導向師資培育、建模活動 

前言 

現今對於師資培育的方式在人力物力的考量以及文化所影響，大多數在職教

師進修或增進專業成長的方式，無論是研習或在職訓練皆以講述方式居多。這種

場景就好比現在大多數國中小教師所採取的教學方式一般，似乎老師講述和學生

聽課已然是台灣教學課室的現況寫照。然而，長久以來我們對於講述型的課室文

化有著多樣的批判和省思，其中令人最為詬病的是，這樣單向進行的上課方式對

於學生理解數學的助益實在有限。尤其是，數學所重視的邏輯推理、創意思考、

問題解決，甚至是後設認知這些能力，都不是在講述型課室裡可以輕易促成的。

在過去傳統數學學習被認為是獨立的知識和技巧的累積，主要透過聽講、觀察、

記憶與練習以達到學習的目的，但是，NCTM(1989, 1991)以及 NRC(1989,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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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指出，以往的學習目標所著重的事實性知識和計算的技巧，已經不再是我

們社會需要的，取而代之需要的是快速的應變力和精緻科技的有效性。因此，為

了因應世界這樣的轉變，教學之中，必須要強調讓學生成為好的數學問題解決者

以及批判思考者，除了讓學生對自己的數學能力有信心之外，更重要的是，要讓

學生習得應用所學於新的情境中，並具備獨立去學習新內容的能力。為了達到上

述目標，顯然教師單向的講述教學在面對現況與未來的挑戰是到了必須調整的時

候。就此，為了符應潮流與世界轉變，師資培育的方式當然也要採取不同於傳統

的講述型師培方式，並強調讓教師經驗數學問題解決、批判思考和建模過程的師

培方式，也唯有改變教師觀念，增益教師專業，才能讓數學的教與學同時符合未

來社會的需求和世界變動的本質。 

    在師資培育中，要增進教師的專業有別於過去傳統的養成方式，很清楚的，

教師將不再是扮演著被動的聽眾角色，而是在充滿挑戰的數學問題中，讓教師經

驗如同學習者(as learners)，並致力於培育教師的課程內容和教學實務使其模式化

的發展。在讓教師經驗學習者角色方面，相關研究指出，教師數學和教學信念大

部分都是他們當學生時在學校經由傳遞的方法(transmission approach)所經驗到

而形成的(Thompson, 1992)，因此個人另類教學方法的經驗，似乎是挑戰教師既

有信念，以及開始考慮其他方法的先備條件。綜合來說，一種嶄新的師資培育模

式應該融合「經驗學習者(experiences as learners)」(Borasi, R., Fonzi, J., Smith, C. F., 

& Rose, B. J., 1999) 的方法，讓教師參與解題活動並再次經驗從學習者的角色而

促成教學概念的改變。而促進教師進行教材教法的產出，包括教學活動的研發以

及自我教學模式的形塑也是同等重要的。師資培育者為了落實「經驗學習者

(experiences as learners)」的理念，培育形式採用工作坊（workshop）的方式是合

宜且必要的。相關的研究也指出，一個成功的教學創新計畫或是學校改革的關鍵

元素是讓教師將他們在暑期班(summer institutes)或工作坊(workshops)中學到的

知能得以付諸於課室中實行(Friei & Bright, 1997; Schifter & Fosnot, 1993)。為了符

應上述理念讓教師充分經驗學習者的角色並透過小組合作分享，從而了解如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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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數學、體悟數學本質以及建構關於數、量、形的數學模式，研究者在工作坊所

進行的師培課程與活動內容將採取「建模導向」的師資培育模式。有關建模導向

師資培育模式的理論基礎與實施過程，詳細說明如下。 

理論基礎和實施過程 

建模導向師資培育模式的理論基礎 

  建模環（modeling cycle） 

    所謂建模導向(model & modeling orientation)的師培模式，即透過建模環的歷

程，激勵數學教師親自參與解題，以及透過分享促進個人反思活動，以達到教學

態度或信念的改變並建構符合建模精神的教學模式。在建模導向的師培模式中，

研究者引導教師在工作坊的「思考引發活動」（thought-revealing activity）中從學

習者身分，去歷經整個引模、探模和修模的教師改變活動，如圖一所示。 

 

 

 

 

 

     

 

    在圖一教師參與數學建模歷程的引模裡，利用研究者規劃好的數學建模活

動，引發參與工作坊的教師像學生一樣投入此建模活動，引出他們解決此活動的

動機與興趣，接著並進行解題，在探模裡，則是讓參與工作坊的教師進行解題後

的小組討論和溝通。透過澄清與協商讓教師的解題歷程獲得一些啟示、認同，甚

至是衝突、挑戰和質疑，而這些歷程將造成在引模活動裡解題模式的修訂和再思

考。最後在修模裡，教師以小組所形成的解題共識，和師培者及其他小組進行解

題分享，在師培者和其他小組的參與下，建模活動發展至此，最後將促進參與解

引模 

探模 

修模 

教師：數學概念的建模參與 

圖一：教師參與數學活動的建模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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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者獲得一致性的解題模式，亦即在這樣的活動下，參與者可以共同建構一個解

決數學問題的模式，達成建模活動理想的目標。從建模的觀點(Lesh, 2003)來看，

建模導向的教師發展強調的是，在了解教師改變過程中應同時聚焦於教師作了什

麼與如何思考所做的事情，而這些教師想法的呈現可以展現他們思考的形式、考

量的目的以及改變的程度和內涵。而這些教師的活動是可以被測試、修正或改善

的，讓它成為可以分享(shareable)、可以重複使用(reusable)。值得注意的是，研

究指出教師在建模活動的發展之下，教師會逐步成長，從生手到專家，並且會越

來越靈活。進而當教學的專業有一些成長之後，教師亦會開始注意學生較深層的

概念以及有關學生數學知識的迷思概念。這顯示出，建模活動不僅幫助教師展現

思考，並且拓展、改善和分享他們的思考，同時，這些教師的改變和能力的提升

對於師資培育者或是學生學習而言，引發教師思考活動都是關鍵而且必要的。 

  多層計劃發展(multi-tiered program development) 

在建模導向師資培育模式，由師資培育者和參與教學的教師共同設計出能引

發學生思考的建模教材，整個教材的研發乃參考多層(multi-tiered)教學實驗後所

設計出來的成果 (Lesh & Kelly, 2000; Lesh, et al., 2003) 。所謂多層教學實驗即包

含學生、教師與研究者三個層級的活動，又稱多層計劃發展(multi-tiered program 

development)，如圖二所示。 

  

 

 

 

 

     

 

    三個層級之間互有包含的關係，其中，研究者或師培者層級所關注的重點包

含學生如何學習數學與教師如何進行數學教學，在整個發展過程中，一開始在層

學生以數學的建構為基礎

去建構，修訂和精緻化模式

教師以學生的建模行為為基礎去建構， 

修訂和精緻化模式 

研究者、師培者或是兩者皆以教師與學生 

的建模行為去建構，修訂和精緻化模式

圖二：多層計劃發展(multi-tiered progra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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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一將教師視為學習者，讓教師可以體驗學生如何參與建模活動，在這個層次著

重於「教師理解學生發展思考引發活動（thought-revealing activity）的性質」，包

含學生產生的解決方法、數學重要模式的發展（如工作坊第一天實作分享的課程

內容）；接著在層級二以教師經歷學生建模的歷程為基礎，帶領教師參與「如何

引導建模活動與發展設計建模活動的能力」之模型的歷程（如工作坊第二天實務

分享的課程內容），換言之，在第二個層次強調透過教師實務分享促進教師發展

關於教和學的概念；最後則是老師和研究者共同合作發展建模活動和精緻化建模

活動的層級（如工作坊第三天教材產出的課程內容），此層級的焦點在於研究者

如何促進「參與教師發展關於教師建模活動教學與設計」的能力。 

    綜合來說，建模導向的師培模式強調師培者或研究者本身也必須是課程設計

者 (teacher-educator as curriculum-developer)，能夠規劃、發展可促進教師教學改

進的課程或是活動，例如數學探究活動、數學建模活動等。經由師培者或研究者

的規劃，選擇適合於工作坊參與教師進行的建模活動，教師對於「經驗學習者」

和「經驗教學者」能有深刻的了解。因為，這些經驗不僅能夠提供教師們教學內

容和架構活生生的影像，更提供了真實的參與感以及對於到底學生在想什麼有多

一層的了解。這些體會可以讓教師在計畫和實施數學建模教學活動時，提升教學

自信並激發一些教學想法。 

實施時間與參與人員 

本次工作坊的主辦單位為桃園縣數學領域輔導團，實施於民國九十五年七月

份為期三天的暑假增進教師專業成長的研習活動，共有十七位參與教師，包含二

位國中數學教師和十五位國小教師。參與教師從未接觸任何關於建模活動的概

念，因而在工作坊期間，為使參與教師能充分經歷建模活動，在教師分組上也採

用建模理論的建議，以三人為一組，經由研究者協調後共分為五組。 

兩位研究者(即本文兩位作者)均有實施建模活動於數學課室中的實務經

驗，此外，第二作者所任教學校內數學領域的同事群(包含研究者在內五位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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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曾經嘗試將Lesh(2000)的建模活動「大腳印」改編為適合該校學生使用的

情境脈絡之建模活動「誰救了櫻花樹？」，實施之後具有不錯的成效（Lin, Chang, 

& Yu, 2007）。此次工作坊的主要目的，便是希望將修改建模活動以及實施建模活

動的經驗讓更多的國中小教師能夠認識並在教學中使用它。 

工作坊課程內容 

此次實施的工作坊本著建模導向師資培育模式的精神，在課程設計上的規劃

與實施如下表所示： 

表一、工作坊課程規劃與實施一覽表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上午 實作分享 實務分享 教材產出 

下午 理論研討 理論研討 心得分享 

    這樣規劃的目的在於將教師視為學習者，亦即，若要教師學會如何教學，就

必須讓他們如同學生學習數學一樣，透過親身實作分享、主動建構數學概念的歷

程，以增益教師本身的數學能力並藉此發展其數學教學的能力。以下就課程規劃

的內容詳細說明。 

實作分享（第一天上午） 

本工作坊裡的課程是以引模、探模和修模的建模環(modeling cycle)作為主要

架構（如圖一），這也是課程實施流程中的實作分享內容。本階段的主要目的是

要透過引模、探模和修模，讓教師從學習者的角色去體察數學模式建構的歷程，

包括在思考引發後學習者是如何思考、如何進行解題、小組如何討論分享和全班

如何獲得解題的共識。此次所使用的建模活動，主要以光正國中數學教師群合作

改編的教材，內容主是讓老師們透過大腳印找出善心人士的特徵，建立適合的模

式來解決這個問題。照片一和二即為參與此次工作坊的教師，正扮演學習者的角

色，如同學生般經歷建模活動的實況；另當教師們經歷這一連串引模、修模和建

模的活動，真正實地動手操作也上台發表小組討論結果與公開接受詢問，亦即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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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了學生參與建模活動的流程與感受。其目的在於，讓教師也能深深體會學生的

學習經過，進而讓教師們在接下來的設計適合學生學習的建模活動時，更能站在

學生的角度設計與規劃活動。 

 

 

 

 

 

 

 

（照片一：教師以學習者角色經驗建模活動）      （照片二：教師進行小組討論與分享） 

實作分享後的理論研討（第一天下午） 

    此階段的主要目的在於，讓參與教師針對前一階段扮演學生的活動經驗中，

進一步的討論與反思活動錄影的內容。利用課室錄影當作在職教師的活動素材近

年來蔚為風潮，課室錄影已經成為師培者的另類教學媒體，由於它直接又立即的

特性，似乎可以引領教師的教學轉變。 

討論學生解決問題的過程對於檢驗學生的數學思考是一種有價值的做法

(Simon & Schifter, 1991; Carpenter & Fennema, 1992)。同樣地，在教師實作分享的

階段，對於教師參與數學的建模歷程均須全程錄影，以提供研究者在實作分享後

的理論探索，選定合適的影帶片段來讓教師進行分析，並從「經驗學習者」的角

度來討論。在這個階段中，研究者依序討論每一組教師的實際解題表現，讓教師

們更清楚數學建模的歷程並聚焦於這些經驗的分析與反思。如此不僅使得整個學

生如何建模的活動能完全被教師了解，亦可促進教師將建模活動理論落實於教學

實務之中。 

    理論研討的目的在建立後設反思機制(如照片三)，將教師實作時的情景錄影

下來，並由所有參與的教師，針對剛剛錄影的內容進行檢視、評估與討論，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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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能利用這樣的機會，跳脫出影片中學習者的角色，觀察自己和小組教師的建模

表現，也進一步透過這樣的歷程，了解學生在學習時的感受，更有機會反思自己

教學是否使用適當的方法。 

（照片三：參與教師們針對上午進行建模活動

的經驗進行分享與反思，討論若這樣的問題給

自己的學生學習，學生會有哪些反應與想法。

藉此溝通大家參與這種建模活動的收穫，以及

交流彼此對學生的了解） 

實務分享（第二天上午） 

    歷經實作分享和理論研討後，在實務分享階段則由有實際建模教學經驗的老

師(以下簡稱實務教師)分享如何進行數學建模教學活動。本階段主要是由實務教

師報告如何透過同儕共同發展教材、如何進行教學、如何引導並促進學生學習以

及如何評量學習的成果。也就是協助參與教師學習成為經驗教學者(supported 

experiences as teachers)，並讓他們察覺實務教師和自己建模教學的不同。 

本階段亦採取分享方式，在教師專業發展「提供教師的經驗」這個面向上，

師培者提供工作坊心得日誌的寫作機會以促進參加教師教學經驗的反思，並透過

與實務教師的互動來反思自己的教學，這不只知識的成長，更多的是包含情感上

的支持和提供信念融合的機會。 

實務分享後的理論研討（第二天下午） 

    本階段同樣以分享和討論建模活動教師的教學影帶為主，在師培者的引發討

論之後，帶領參與教師共同檢視建模教學活動各階段的細節，並依據 Lesh et al. 

(2003)建模活動的六項原則（如表二）來檢視教學的成效，此乃 Dr. Lesh 所提出

合宜的建模活動必須符合的六項原則，每個原則所蘊含的意義如表二所示： 

表二、設計建模活動的六項原則 

構造原則 你設計的建模活動裡面會要求學生對重要的數學情境提出描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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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解題程序、或是合理的預測嗎？還是你設計的的建模活動只需

要他們提出單一數字和 YES/NO 的回答就結束了？ 

真實原則 你設計的建模活動裡面會要求學生以他們的自己知識和經驗為延伸

的基礎來理解給定的數學情境嗎？你提出來的情境和問題真會發生

在真實的生活中嗎？ 

自我評估原

則 

你設計的建模活動裡面的問題陳述是否一套判斷的標準，讓學生決

定解決方案何時需要被改良，精緻化，或進行更一步延伸？ 

說明編寫原

則 

你設計的建模活動是否要求學生提出他們如何思想這個問題的文件

編寫呢？ 

可共享和可

重新使用原

則 

你設計的建模活動是否要求學生創造出一個可和別人共享而且可以

針對不同狀況進行修正的解題策略嗎？ 

有效的原型

原則 

你設計的建模活動中所要解決的問題提供了一個簡單卻有力的典型

象徵？是否讓學生提出的解題策略可以運用於相類似數學的情境中

呢？ 

實務教師藉由實際教學的建模活動實例來說明每項原則。在實務教師說明的

同時，參與教師則根據這六項原則，逐一檢視實務教師的數學建模教學活動。歷

經這樣的理論研討，有助於參與教師進一步了解建模教學活動的實施與設計，也

使得教師們在之後能設計出更符合這六項原則的教材。 

教材產出與心得分享（第三天上午和下午） 

 

 

 

 

 

（照片四：教師進行建模活動討論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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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階段教材的產出作法上，首先，師資培育者在巡視小組後必須引導教師決

定建模活動主題，接著，開始研擬教材計畫並有效的提供意見及回饋。教師在小

組合作下要能夠主動提出自己的意見，並充分參與討論，使得在教材計畫裡大家

合作的更好。設計完成後，再安排協調各自領域經驗的分享課程，讓教材對參與

教師更具意義，使得教師對實施數學建模教學更加熟悉，而能有較好的經驗、結

果及感覺與其他教師分享。 

經過了之前實作分享和實務分享的階段，參與教師不僅能從「經驗學習者」

來考量學生的建模歷程，並藉由實務分享強化「經驗教學者」的教學智能，使得

所設計出來的建模教材能兼具教學與學習的雙向考量。特別是，當參與教師第一

次要完成建模教材時，對於「新手教師」(novice teachers)而言，在了解教學和學

習發展的脈絡後，這些教材或許更有助於他們達成單元的教學目標。教材產出活

動讓所有參與教師在實務經驗中設計一些共同的學習活動，對於研究者來說，可

以更為了解參加教師的專業成長和教學改變。照片四所呈現的便是此次參與工作

坊的教師，熱烈地集思廣益尋找適合用於課室教學的建模活動題材。這對於他們

來說是一大挑戰，由於工作坊的時間短暫，他們僅能就當時對於建模活動的理解

與現行課程結合，發揮創意與想像力，盡可能地設計符合建模活動六項原則的題

材。在討論期間，參與教師們在與同儕不斷的討論與互動中，再次修飾與精緻化

自己對於建模理論的理解與認識。 

    至於，教師所產出的學習教材與教學活動是否符合數學建模教學的精神？主

要是評估：學生所提出來的解決方案是否提供有關於學生數學理解的診斷資訊？

換句話說，當觀察學生的解題表現，老師必須判斷學生提出的解決方案揭露了什

麼有助於解決建模的訊息？為了保證老師所設計教材活動均能吻合建模精神，除

了師培者在教材產出時必須協助指導教材是否符合六項原則之外，在教材產出的

心得分享中，師培者也需引導參與老師進行以下各種不同的互動，包括： 

1、小組批評並建議來自各種不同來源的教材； 

2、寫出建模教材活動或是更新先前寫出來的建模活動，然後決定哪些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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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優良活動所必需的條件； 

3、讓老師嚐試扮演學生的角色來解答學生程度的建模活動，然後讓老師以

學生的觀點來報告和反思相關的問題； 

4、觀看其他教師研發教材活動的錄影帶，從老師的觀點進行討論；以及 

5、評估並預測學生對研發材中，哪一部分的反應較為熱烈、哪一部分的反

應比較差。 

透過心得分享、參與老師和研究者開始為如何設計有效的建模活動定義標

準，同時，帶領教師了解最符合數學建模精神且不需要老師介入的建模教學活

動，在這樣的活動中，要能顯露出學生的思考模式、讓學生能逐漸產生多元化的

思考。本次 17 位參與教師依照所教授的年段共分成五組，經過了一天半的腦力

激盪與討論，每一組均產出一份符合現行課程內容的數學建模教學活動，詳細內

容與所對應的數學概念如表三所示。 

表三、各組創作的建模活動標題與內容摘要一覽表 

組別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標題 時光寶盒 ~ 

大家共同的

回憶 

誰 的 影 子

啊？ 

蟲蟲危機大

作戰 

運書高手 草船借箭 

適合年級 高年級 高年級 低年級 中高年級 中年級 

建模活動 

內容摘要 

任務是畫出

一 張 埋 藏

“ 時 光 寶

盒 ＂ 的 地

圖，讓大家十

年之後，還能

按照地圖找

如何運用照

片中的影子

來估算影子

主 人 的 高

度。 

任務是替四

位除蟲戰士

找出最佳除

蟲策略，每位

戰士該出戰

幾次，才能

「最快」拯救

要花多少時

間才能搬完

10000 本 繪

本？ 

任務是製造

一個“如何

計算＂的工

具，可以逐步

完成借箭任

務的程序，利

用稻草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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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時光寶盒

的放置處。 

學校的茶樹

園？ 

戰船來蒐集

十萬枝箭。

相關的 

數學概念 

縮圖、放大圖

與比例尺。 

比 例 與 測

量、估算。

加 法 與 減

法、利用五、

十、十五等數

目做五十以

內的數的化

聚。 

比例式的基

本運算。 

整數的四則

運算、認識測

量的常用單

位與應用到

生活中的實

測與估測。

在數學建模活動的六項設計原則之中，參與教師最容易顧及到的是「真實原

則」。也就是說，教師在設計建模活動時，關於情境脈絡的鋪陳，均會考量學生

的先備知識、生活經驗與背景，目的在於提供學生真實或可以想像的情境，讓他

們可以真實解決生活週遭的複雜問題。至於其他五個原則，因為屬於深層建模理

論的意義，並不是第一次設計活動就可以達成的，對於初次嘗試設計建模活動的

教師而言，這樣的表現已經可圈可點。由這 17 位教師設計的建模活動所展現出

的創意與他們的投入程度，讓研究者對於建模導向師資培育模式的前景很有信

心，也認為這樣的模式值得再繼續推廣與實施。 

結語 

    本數學建模導向的師培模式是利用工作坊的方式，讓參與教師先以「經驗學

習者」來體驗建模活動的歷程，透過對建模環的體悟，使得教師逐漸了解學生的

數學建模過程，因而察覺到數學建模教學的相關知能，以做為數學教師發展數學

建模教學能力的基礎。我們強調經驗學習者的作法，讓參與教師有機會從學生的

角度思考數學問題，同時協助教師們暫時跳脫教學者的角色，思考「如何學習」

以及再次經驗「學習歷程」。在長久以來數學教育重視學生本位(student-based)的

具體實踐上，這是一個重要且關鍵的開端。其次，實務教師的教學分享不僅提供

參與教師有體驗「深入經驗教學者」的機會，利用教學的觀摩與分享以及經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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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與分析，可以讓參與教師在短時間之內，從實務教師身上擷取許多的數學建

模教學經驗。最後，參與教師利用六大建模活動設計原則所發展的建模教材及其

檢視與討論的歷程，更是培育教師發展數學建模教學活動的重要研究資料。 

    本數學建模導向的師培模式，應可提供給後續師培相關研究作為深入探討的

參考。根據我們對參與教師數學建模教學活動的評估，雖然，其教材內容尚不完

全符合建模精神，但是，從教師的經驗分享和日誌反思裡所顯示出來的意涵，參

與教師已逐步對傳統教學有不同程度的覺察，轉而對建模教學與建模活動設計有

比較深刻的經驗和認同(Chen, Chin, & Tuan, 2007)。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工作坊為

期僅有三天，對於建模理論的學習體會以及建模活動的設計，在時間上著實不

夠，若能將時間規劃為五天或更長，使得整個工作坊的課程內容呈現更為豐富，

讓參與教師們有更多與實務教師研究討論的時間，或許可能激盪出更為精彩的教

材。然而，建模活動精采與否，還決定在參與教師們後續的教學應用，所以，建

模導向師資培育模式另外的重點任務在於：如何鼓勵並檢視參與教師將這些數學

建模活動展現於自己的數學課室裡？如此才能進一步了解學生的數學學習是否

因此而有所提升？以作為修正數學建模導向教學的參考，並促進學生批判思考和

問題解決能力，而這些都將是數學建模導向師資培育課程必須落實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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