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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文獻探討將分為三部份﹕一為有關於專家教師的探討、二為教學專

業知識的內涵、三為數學教師的專業知識內涵之相關討論。第一節包括的內容

有：專家教師的發展歷程、專家教師的意涵、專家教師的相關研究等。第二節則

探討各學者對於教學專業知識內涵的看法及其相關研究之各項要素。第三節內容

包括：國中數學課程教學概念對國中數學教學目標、教學方法之規定及相關數學

教學理論的介紹說明，以探討數學教師所具備的專業知識內涵為何。

第一節 專家教師的探討

壹、專家教師的發展歷程              

    專業分工時代的來臨，專業領域得以由不同經驗者透過專業知能學習、專業

知識的運用，投入專業精神、遵守專業倫理信念，以發揮特定角色功能，專門解

決領域中的問題、完成各領域的個人或組織目標。「教學」（teaching）是一種複

雜的問題解決活動，其目的乃是要促進(facilitate)學生的學習。一位「教師」

可以是個教學軟體(instructional software)的設計者（designer）；一本教科

書的編寫者；一卷教育錄影帶的製作人；或者是一位課堂內的講師

(instructor)。扮演上述這些角色的人們都有一個相同的目標，那就是：提昇學

生的學習。在這些教師角色當中，擔任課堂內的講師者可能是最困難的一種，乃

牽涉到要嘗試以有限的資源、時間來達成許多的目標（岳修平，民 87，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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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教師這個專業教學領域，恐怕不如其他專業領域容易去鑑定﹔如何形

成一位「專家教師」更是難說明其定義與條件。因為，專家教師不僅需要多年的

教學經驗及豐富的知識，更須在教學情境中，考量學生特質及脈絡環境，將自己

的專業知識加以變化、選擇及統整。如此，專家教師確切的意涵為何，至今學者

尚未有一致的看法(游淑燕，民 82，209)。並必須簡要的由專家教師的專業發展

階段歷程，及專業角色扮演之特色來討論，看出專家教師的意涵。

從張瑜弦（民 90 ）對 Berliner（1988﹐pp.7-11）分析研究，曾依據 Dreyfus 

及 Dreyfus 研究駕駛、飛行員等人成為專家的歷程(將之劃分為五大階段，分別

為生手、年資淺的初任者、能勝任者、幹練者及專家)，將專家教師的發展分為

五個階段，並細述各階段的特質，說明如下：

一、 生手(novice)：在這個發展階段的教師，其行為是高度理性的，他

們嚴格地遵守規則，而忽視情境脈絡的需求，因此，相當缺乏彈性。

二、 年資較淺的初任教師(advanced beginner)：此時，教師己有二至

三年的教學經驗，他們較能將所學與實際結合，並逐步建構自己的

知識。情境脈絡開始對這些教師的行為產生影響，然而，他們仍無

法判別什麼才是重要的。

三、 能勝任的教師(competent teachers)：教師由於累積了不少的經

驗，已形成辨別教學中重要事件的能力。他們能夠設定合理的目

標，並選擇有效的方法，依計劃順序進行，同時對於自己的教學成

敗，開始產生責任感﹔基本上，他們的行為表現，尚不夠快速、流

暢及具彈性。

四、 幹練的教師（proficient teachers）：處於這個階段的教師，對於

事物有較佳的直覺，並能辨別不同事件的相似點。他們對於事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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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態度是較具「分析性」的，在不同的方案中，分析利弊，並決

定解決方法。

五、 專家教師(expert teachers)：專家教師常直覺地了狀況，然而，

與幹練的教師不同的地方在於，專家教師對問題的處理方式，傾向

直覺反應，而非分析。因此，他們較能毫無費力地完成事情，而表

現亦與其他階段的教師有「質」的不同。

況且，因應終身教育之趨勢，教師專業成長顯得倍受重視，「教師分級」制

度的考量，漸已面臨改革的迫切壓力﹔其目的以建立教師生涯發展階梯，鼓勵教

師終身進修，鞏固教師專業能力，並倡導合於專業發展的晉級制度。如此一來，

教師在證照制度及專業職責分級管理下，可依專業發展階段予以分級，這也是教

師這個專業教學領域所必須討論的課題。而自從民國八十九年三月十日中央法規

提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分級及審定辦法」草案（註），其中第四

條明訂﹕教師按其專業發展，分為初級教師、中堅教師、專家教師、顧問教師等

四級，並依序審查晉級。並在第八條中明訂級別應有之專業分工及教學專業角

色，以助益於教師與學校任用最適當人力。其各級教師之職責，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初級教師：執行班級教學、班務經營等教學輔導工作，並按專業能力發    

展參與教材教法的改進與擔任導師工作，或擔任與專業能力相

符之行政工作等。

二、中堅教師：除擔任初級教師所任工作外，應積極從事教材教法的設計與開

發，並得擔任組長、主任、學(科)主任等校務行政工作。

三、專家教師：除擔任中堅教師所任工作外，應積極從事課程與教學的研究，

             並得擔任處（室）主任、學科主任等校務工作。        

註﹕本資料查自 Google 內 http://w3.kta.kh.edu.tw/~erdc/paper/庫存檔 20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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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顧問教師：除擔任專家教師所任工作外，應積極從事以教育革新相 關議

題的研究工作，並得擔任校長或參與學校改、教育實驗、社區

資源整合等校務發展事項。

這項說明雖是一個草案，但仍不難看出對於專業教師的領域，是有著提升專

業角色功能之期許，以期鼓勵教師走向專業與效能。

由以上專家教師的專業發展階段歷程，及專業角色扮演之特色來討論，雖然

名稱在階段定義上有所差異，但是對於教學工作的專業定位是一致的，可以看出

它是要循序依經驗、年資、專長進修、晉級審查，以達到不同的專業能力與專業

職責之區分。對於本研究所提「專家教師」是比較倡導教師知識背景的運用思考

及實際教學表現的效能，即具有專業知識與專家效能的教師，這是透過教師的專

業發展階段歷程來看；並非因年資或經驗與擔任職務之不同，而單純分級名義下

的教師，這種只是晉級的歷程。當然，教師分級制是否要將教師進修研習專業知

識與實際教學表現的專家效能納入專業分級？這又是另一個頗有爭議具不易評

鑑的困擾問題，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貳、專家教師的意涵

    Anderson（1983）認為專家教師是經過認知階段、連結階段和自動化階段三

個層次。在認知階段中，教師尚未成為專家，對教育與教學知能僅止於事實的記

憶而已﹔在連結階段中，教師將知識運用在教學與輔導中，讓理論與實務結合，

並不斷地修正執行的方法與策略﹔到了自動化階段，專家教師的角色出現了。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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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問題時，專家的思考更迅遠且複雜，能考慮學生、家長、有關人員的想法，

並能採取更周延的方式來處理教學與輔導的問題（引自張景媛，民 86：

3008-3010）。

Berliner 在 1986 年於美國教育研究學會(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的年會上之會長演講中，其演講題目便是「追求成為專家教師」(In 

Pursuit of the Expert Pedagogue)，提及考證與描述去嘗試定義教學的專業知

能，及其遭遇問題，對於有關專家教師的思考、行為方式與新手教師有質化、量

化差異（岳修平，民 87，664）。Brandt（1986）亦說出 Berliner 認為，多年的

教學經驗並不足以成為專家教師的唯一條件（引自張瑜弦，民 90，13）。

Shulman（1987）對專家教師教學經驗的研究，指出專家教師依據本身經驗

的累增，能發展出更精粹的教學知識，並能適當轉化科目知識為適當之教學內容

形式。

    Borko & Shavelson（1990）指出教師對教學想法比較專家教師與生手教師

時，在教師他們的教學的設計和互動形態(Interactive phases)的資訊處理過程

更有效率。

Westerman（1991）研究專家教師與生手教師作決定中，提及教師認知、決

策歷程、教學等有效率的構成，是有差異的。也就是強化了「有效率的教師」區

分的不同條件，顯露出來專家教師的特點在認知上、作決定上、教學上比較有效

率。

    Gandy (1993) 的研究指出，專家教師的教學計畫比新手教師更有效，並且

自動地與學生互動，對學習者的反應更有彈性，經常性地反省課程內容及教學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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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對教學行為的自我監控較嚴密（引自林進材，民 88，192）。

    依據 Sternberg 和 Horvath (1995 ) 的研究指出，專家教師能夠﹕

一、在教學歷程中以自己發展出來的“慣例”（routine）讓事情順序地完   

成，較能隨心所欲解決問題，而有好「效率」。

二、有更好的「效能感」，能在短時間之內完成各種教學決定，對於各種教學

線索可迅速回應，作有效地決策。

三、能產生創意、利用洞察力解決問題﹔察覺學習歷程中的組織與型態，加

以運用轉化，提升教學品質。

四、融會貫通他的知識體系，包括教學知識、教學內容知識、學科知識、情境

脈絡知識及潛在沉默知識（tacit knowledge）。

    

    岳修平（民 87）譯 Gagne 和兩位 Yekovich 合著中，提及專家教師們顯然是

個專家問題解決者，如同在其它好比醫學或是下棋等領域中的專家一樣。在教學

方面的專業知能 (expertise)就像在其它領域中的專業知能一般，似乎都具有下

述三種特性：

（一）原理關係的複雜概念性的理解，

（二）高度自動化基本例行技能集組，

（三）具彈性適應性的教學策略集組。

用來幫助他們規畫、努力達成他們教育上的目標(pedagogical goals)、以及評

估他們的進步情形並修正他們的行動。

    Wade(1998) 對專家教師與經驗教師的差別之看法，他認為，有經驗的教師

因多年的教學，使其面對教學問題時，能快速選擇類似、有效的解決方案解決問

題；但是，相對於專家教師，有經驗的教師較不具創造性；對專家教師而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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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的經驗已成為他們的第二本性（second nature），他們隨時能將豐富的經驗隨

事件不同而轉換、重組，提出更創新的解決問題或處理事件的模式（引自張瑜弦，

民 90，14）。

由上述各學者對於專家教師的發展歷程及對專家教師意涵的探討可知，即使

學者對於專家教師確切的定義為何，尚未有一致住的看法，然而，卻也可從中得

知，專家教師與其他發展階段的教師，確實有顯著的不同，如表 2-1-1 所示。綜

合以上各學者的看法，本研究為「專家教師」歸納出以下之意涵﹕

一、專家教師在知識表徵上，擁有豐富且融會貫通的學科知識、教學知讖、情境

脈絡知識及教學內容知識等知識體系。

二、專家教師在經驗能力上，具有自己慣例型式解決問題之方法，並賦有尋求更

有效率、有創造力的創新型式的解決問題能力。

三、專家教師在思考反省上，擁有敏銳的洞察力、自我反省能力，能自動監測、

評估、修正教學歷程中的策略，謀求最佳模式更有效能的去解決教學問題。

表 2-1-1 國外學者研究專家教師主要意涵彙整表（續前頁）

提  出   者 發表年代 主  要  內  容 研究切面（主軸） 備註

一、Anderson 1983 三階段：

1.認知：教學知能屬事實

        的記憶

2.連結：理論實務結合修

         正策略

3.自動化：真正專家角色  

          思考周延全面

階段歷程論

二、Berliner 1986 1.引入定義教學專業知  教學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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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國外學者研究專家教師主要意涵彙整表（續前頁）

  能及遭遇問題，研究  

  專家教師的思考行為

2.多年教學經驗不足以

  成為專家教師的唯一  

  條件

三 、 Broko ＆

Shavelson

1990 專家教師的教學設計和互

動形態的資訊處理過程更

有效率

教師對教學想法

四、Westerman 1991 專家教師在教學認知決策

歷程使教學有效率

教學決定

五、Gandy 1993 1.專家教師教學計劃比

  新手教師更有效

2.專家教師對學習者反

  應更有彈性

3.專家教師反省課程內

  容，教學策略

4.專家教師對教學行為

  嚴密自我監控

教學計畫與行為 轉引自

林進材

(民 86)

六、Sternber ＆

Horvath

1995 1.教學歷程中發展慣例

  有效率解決問題

2.教學線索的迅速回應

3.有創意洞察力解決問

  題

教學效率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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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國外學者研究專家教師主要意涵彙整表（續前頁）

七、Gagne 

＆

Yekovich

1998 1.專業教師是特殊問題

  解決者

2.專業知能三種特性

a.原理關係複雜概念理

  解

 b.高度自動化基本例行

   技能

 c.具彈性適應性的教學

   策略

專業知能特性說

八、Wade 1998 1.選擇有效解決方案

2.有創造性的解決問題

3.經驗是第二本性

4.創新教學模式

經驗的第二本性 轉引自

張瑜弦

(民 9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編製

                     參、專家教師的相關研究

    早期有關教師教學的研究，大部分認為教學品質的優劣，取決於教師的個人

特質﹔因此研究的焦點著重在鑑定教師的特質，包括熱誠、儀態、經驗、信念等

(黃光雄，民 79)。在 1970 年代開始興盛的教學效能及教師行為的教學研究中，

著重在找出教師如何經營班級、進行活動、分配回答時問與順序、給于獎勵或譴

責等。即使研究教師認知的學者，也僅探索教師如何做計畫與做決定，未關注到

教師心中的教學知識(Shulman﹐1986)。也就在一九八Ｏ年代起，才有對身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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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專家教師與生手教師的比較，研究其知識的差異及認知、思考、和教學行為。

以下試就國內外各相關研究結果，發現在專家與生手教師比較研究中，以探討教

學知識認知、決定與思考，及實際教師教學與班級行為的表現差異為最多，分述

於后﹕

一、知識的認知決定與教學思考方面

（一）Calderhead（1983）研究指出專家教師在教學時，熟練地利用先前知

識經驗作為訊息處理的基礎，以先前經驗作為教學決定的依據。生手

教師在教學時，缺乏先前經驗作為對照，處理訊息時顯得相當生疏。

（二）Shulman（1986﹐1987）在研究探討教師的學科知識為何、教師從何

處及何時獲得知識、教學時或在師資培育過程中教師的學科知識是如

何轉變、其形成的原因、以及在教室中學科知識是如何被使用的？更

提到形成專業教師教學上應具備七大項的專業知識：

1.學科內容知識, 2.一般教學知識, 3.課程知識, 4.教育情境知識,

  5.教育目標知識, 6.學科教學知識, 7.學習者知識。

（三）Berliner（1986）研究指出，專家教師在教學知識與技巧方面，比生

手教師較能做精緻的教學表徵與推理，及進行教學計畫和高層次的分

類系統。生手教師在此方面，顯得比較缺乏。

（四）Berliner（1988）接著研究看出，專家教師能看到的事件組織成有意

義的、與教學相關的事件﹔而生手教師則只看到表象的事物。專家教

師豐富的解釋力及對教室發生事件多元的了解，生手教師對於班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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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描述，則較片面、缺乏組織架構。專家教師對於整個班級及學生

組成分子一般是什麼樣子，多半有了一定的典型例子存在，面對班級

一有不同的現象產生能立刻察覺處理，並且有能力由不同的面向切

入，了解事件間的關連性，生手教師則不然。

（五）Korenich（1988）研究指出，專家教師在教學歷程中，習於做各項專

業的教學決定，有效地控制和處理阻礙教學的內外在因素和壓力，擁

有敏銳的觀察力，有效地聯結課程、教師和學習者之間的關係。反之，

生手教師在教學的知識中，顯得缺得乏上述的備用或運用功力。

（六）Westerman（1991）研究指出，專家教師與生手教師在進行教學思考

與決定時，最大的差別在於專家教師會從學生的需求與角度思考教學

活動，隨時調整自己的教學活動以適應學生的學習狀態。生手教師則

一昧完成課程計畫，較少思考調整現況與滿足學生的需求。

（七）歐用生（民 85）提出，生手教師在轉換成專家教師的有效策略，是

要在教育現實環境中堅守專業信念與理想，克服生手的恐懼、焦慮與

無力感，要能教學自主思考，透過自我發展及互相學習兩大途徑來換

身成為專家教師。

（八）謝寶梅（民 85）研究結果發現，在思考層次方面，專家教師對他人

的教學活動所作的反應中，有較多的批判及建議層次的思考，而對於

自己的教學行動方面的思考，專家教師則較重視去解釋現象和批判辯

證的思考層次，較關心教學目標及學生個別需求及長遠能力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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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教師在對他人教學活動的反應上，則有比較多的描述及意見之陳

述，然而，在對自己教學活動的思考上，就僅停留於經驗的描述及解

釋現象兩個層次，較關注教學方法及技術的層面。

二、實際教師教學與班級行為表現方面

（一）Fogarty﹐Wand & Creek（1983）研究指出，專家教師與生手教師在

教學問題的瞭解方面，生手教師偏向使用管理活動來回應學生的學習

反應，專家教師則偏向以擴充教學活動或深入的課程，來糾正學生的

錯誤觀念。再則，在面對學生錯誤時，生手教師直接引起學生的注意，

馬上指正，專家教師則以勉勵或再詢問的方式獲得學生更完整的回

應，企求學生主動更正或明白錯誤自行追求答案。

（二）Borko & Linvingston（1989）研究指出，專家的互動教學證實比生

手更多利用於教學和管理常規(management rountines)。進一步的

說，專家教師在互動教學時可以用更多可以選擇的資訊減少認知的載

入，焦點僅在有關教學決策的班級方面。認知需求的減少，專家教師

可以注重在課堂內容的改善或動態特性，以及注重學生有關這堂課是

有進步的資訊。因此，當這類的資訊顯示課堂不是進行的很好，或當

學生的問題或談論遠離他們的心靈手稿時，專家比生手能更成功的改

變課堂的方向，亦即即時的創作(improvising)適時產生。

（三）Borko & Shavelson（1990）研究指出，從複雜領域辨識專家見解的

特性，是專家所共有的。專家教師比生手教師是多很多的教授法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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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內容知識和教授法內容知識﹔也就是他們有概念糸統，在組織、

儲存這些知識時更精巧、更內通互用、更熟化接受。因此，專家教師

比生手教師在他們的教學的設計和互動形態的資訊處理過程更有效

率。

（四）Westerman（1991）研究提出專家教師實際教學時，較能融合課程的

知識，將新的學科內容知識與先前的如識相結合，使學生做有意義的

學習；而生手教師則因本身課程知識有限，因此，較少提出關連，致

使教學比較零碎而無效。

（五）Tochon及Hugh(1993) 以訪談的方式研究專家教師與生手教師在時間

運用上的差別。發現專家教師較能夠依實際情形的需要及學生的學習

興趣將各項教學活動的時間做彈性的調整，不固守計畫；生手教師雖

然在教學的過程中也試圖改換教學的步調，但他們的改變卻是亳無標

準，且常無法切中核心，符合學習情境中的各項需求（引自 張瑜弦，

民 90）。

（六）Sternberg & Horvath (1995) 指出在處理教學線索上，發現專家教

師對問題的覺察較迅速，能在短時間之內，釐出影響教學的潛在線索

或因素，動用各種有效策略使之消失於無形。生手教師在運用洞察力

與創造力解決問題方面，顯得較生疏，在教學中常因學習者的常規或

反社會行為而中斷教學活動。

（七）簡紅珠（民 85）對於專家、生手教師的研究結果也發現，在班級管



24

理上，專家教師訂定班規周詳、具有示範說明、有執行力﹔生手教師

雖同樣也訂立班規，但執行上較不徹底、無法貫徹。至於，教學語言

上，專家教師能夠以學生的語言來拉近距離傳達訊息，並以學生實際

生活經驗引起學生學習的動機；生手教師則急於表達，訊息語言少有

運用貼近方式，教學較呆板、沉悶，且無法熟悉教材、將教材與學生

生活經驗結合，導致學生學習興趣低落。

（八）林進材（民 86）研究指出，生手教師對自身教學歷程中的各項影響

因素，察覺力比專家教師弱，在反省教學活動時常以學習者特質為

主，無法作通盤的反省思考，作為改進教學活動的依據。也較不敢或

不主動找專家教師或生手教師彼此對話，少透過教師同儕彼此交換教

學心得與思考的方式，如教學互動、相互觀摩、經驗分享等交流，達

到教學成長的目的。

    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及觀點，在從「知識的認知與教學思考」以及「教

師實務教學與班級行為表現」兩大方面來看，對於形成專家教師的特徵，可歸納

成下列幾方面﹕

一、專家教師具有豐富專業知識，

二、專家教師具有教學的敏銳度，

三、專家教師具有靈活的管控力，

四、專家教師具有溝通互動技巧，

五、專家教師具有問題處理效能，

六、專家教師具有反省思考能力，

七、專家教師具有創新教學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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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教學專業知識之內涵

    「教師的學科知識為何？」、「教師從何處及何時獲得知識？」、「教學時或在

師資培育過程中教師的學科知識是如何轉變、其形成的原因？」、以及「在教室

中學科知識是如何被使用的？」這是許多國內外學者共同關心研究的議題。尤其

是現今各大學院校，經過教育部的同意可設置教育學程來培育教師，及建立教師

資格檢定制度，凡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須通過初檢，以取得實習教師資格，

實習後再經複檢合格者，始取得合格教師資格。然而教育學程的設計或是教師專

業考試的設計，均須要有教學專業知識的研究作基礎。況且評估教學效能及教師

行為有關教師教學的研究，大部分認為教學品質的優劣是否跟教學專業知識有相

關。從以上這幾點來思考，研究教學專業知識之內涵是有其必要性。

壹、 教學專業知識之內涵分類

     對於教學專業知識的改革概念最早提出、影響學界甚深，係來自在一九八

七年美國史丹福大學教授修曼（Lee S.Shulman），一位教學知識領域權威大師莫

屬，更造成美國師範教育界探討教學知識基礎的一股風潮。後來國外有 Wilson

（1987）、Mcdiarmid , Ball & Anderson（1989）、 Tamir（1991）、Cochran（1993）

等多人、Grossman（1994）、及國內有簡紅珠（1984）、張惠昭（1996）、柳賢（1999）

等陸續多位研究者，皆有提出不同的看法，分別說明如下﹕

一、Shulman (1987 ) 對教師教學應具備哪些基礎知識，具體提出教師所應具 備

的教學專業知識包括下列七點：

（一）學科內容知識 (content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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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教師對任教學科知識的瞭解。

（二）一般教學知識 (general pedagogical knowledge)：

指不同學科間共通的教學，方法、原則與策略。

（三）課程知識（curriculum knowledge）：

指教師對教材與整體教學計畫的理解。

（四）教育情境知識(knowledge of education content)：

指教師對工作環境與所處生活環境的認知。

（五）學習者知識（know1edge of learners）：

指對學習者學習特質、動機、興趣、先備知識、迷思概念等方面的

瞭解。

（六）教育目標知識 (knowledge of educational aims)：

指對教育目標、教育價值、教育哲學上的認知。

（七）學科教學知識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指針對教師如何將學科知識透過適當的教學表徵，將教材轉化、傳

達給學生的知識等。

二、Wilson（1987）認為所謂「教學專業知識」是指教師在特定的情境中，有效

教學所需的理解、知識及技能等之總和。這是強調教師效能、教學能力，研

究教師某些教學活動或行為可導致學生較高的學習效果，他的教學所需的理

解、知識及技能為何。

三、McDiannid , Bal1 & Anderson (1989) 強調教學知識的內涵，應著重學科

知識如何的表徵，例如：好的比喻、活動、模型、問題等方式，使學生易於

理解。由於好的教學表徵取決於教師的學科知識、學習知識、對學習者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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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與情境之知識，因此教師需自行將教學知識發展出教學表徵，以決定在各

情境中的適用性。

四、Tamir (1991 ) 則以 Shulman 的知識分類為基礎，指出教師之教學專業知識

內涵應包括了下列六點：

（一）一般博雅知識（general 1iberal education）：即教師自己的背景學

養知識。

（二）個人表現：即對自己在教室中，所見、所聞的覺知。

（三）學科知識 (content knowledge)：指教師對本身任教學科知識的瞭

解。

（四）一般教學知識：包括課程、教學、學生、評鑑等四方面的認識。

（五）學科教學知識：指教師如何將自己任教學科知識的轉化，形成教學的

思維與行動，的知識理解與運用技能。

（六）教學專業的基礎 (foundations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指

教育哲學觀、教學原理、教育心理學等師資先備知識。

經查證比較我們認為，尤其是 Tamir 不同於 Shulman 在於，他強調「技能」

觀念，亦即教師除了需具備 「命題知識」（know what）之外，尚需具備「程

序性知識」(know how)。使教師在教學中不只是知道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是

教的方式過程技巧，讓學生明白學習的方式、學生真正學知合一，這是一個

完備的教學歷程（程序）。

五、Cochran et al. (l99l,l993) 繼 Shulman 之後提出教學知識的知曉模式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ing , PCKg)，他們除強調教師應擁有下列四種

知識：教學(pedagogy)、學科內容(subject matter content)、學生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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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characteristics)、和學習情境 (environmental context of 

learning) 的統整性的理解外，更重視知識間的互動關係，及知識成長的動

態關係。他們強調的是教師必須扮演主動學習的角色，來瞭解學生在教學中

的角色，以幫助其在教學上的表現。

六、Grossman（1994 ）歸納了學者研究提出教師教學專業知識的六大範圍：

    （一）了解學生學習的知識 (knowledge of students understanding)：       

包括各種學習理論的知識、對學生在心理社會發展上的了解、了解學

生在不同學科中某些主題的先備知識;，及引起學習動機的理論等知

識。

    （ 二 ） 課 程 知 識 （ know1edge of the curriculum ）：                       

對用來教導某學科的課程教材，包括：水平課程(與各相關科目的聯

接)與垂直課程(了解學生所學過與將學之事務)。

    （三）教學策略的知識（knowledge of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教師必須熟悉對於教導某些概念或主題時，最有效的教學與表徵方

式，並能在適當時機運用。

    （四）教學情境的知識 (knowledge of instructional content)：                                           

包括有關教師教學所處的固定環境的認識與運用，如學校或社區整體

的教育目標的了解，軟硬體教學資源的運用情形等。

    （五）內容知識：

           包括學科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識。

1.學科知識方面：包含有各學科的實質結構及章法結構，即學科領域中

重要的概念、事實及發展新知識的方法等。

2.學科教學知識：包括有教師對於任教學科的教學目的、想法、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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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教師對於學生該學科某些特定主題上的理解及常見的迷失概念等。

    （六）教師自我的認知 (know1edge of self)：

指教師對於個人的價值、意向、優缺點、教育理念、成長觀及教學

目的等的認知。

七、簡紅珠（l994 ）則指出，教學專業知識的四大重要基石：

    （一）一般教學法的知識：基礎教學原理、教室管理、班級經營、一般教學

方法等的知識。

    （二）學科的知識：教師專長學科的教學內容知識、及其延伸教材的知識。

    （三）學科教學知識：有關傳達教學內容知識的思維與推理過程、教出教材

的一切想法、運用轉化方式等的認知、理解及經驗。

    （四）情境的知識：包括有關一切外在教育環境及內部心理因素的教與學相

關知識。

八、張惠昭 (1996 )  提到根據 Shulman(1987)的說法，認為教師的教學專業知

識，乃是教師為達成教學工作，所具備的各種想法、理解、技巧，其可劃分

為四大知識成份：

     （一）學科知識：對特定學科(或欲教學科)所具備的知識，以及為了進行

特定學科的教學而引用的其他學科知識。

     （二）情境知識：對學生的期望，以及對學校之期許與文化、校內各種社

會關係、行政長官與家長之期望、學生之期許、班級年級差異等方

面的理解。

     （三）一般教學知識：為進行班級教學活動所具備的理念與策略。

     （四）學科教學知識：為進行特定學科的教學，運用其學科知識與一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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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知識，所發展出來的另外一種知識。

九、柳賢（1999 ）提到根據教師具備教學能力上來看，雖然專家學者會有所不

同，但若從教學知識層面來看，其涵蓋的成份應大致區分如下：

（一）學科知識:係指對學科本質與主要內涵的認識。

（二）一般教學知識:即一般性的教學原理與策略、教育心理學等。

（三）課程知識:指對整體教學方案的理解。

（四）學科教學知識:指對某一學科的專門教學力法與教學策略的理解。

綜觀前述可知，眾學者對教師教學知識的分類與定義眾說分云、各持己見。

有的雖有相同知識的分類名稱，但其所對該知識的內涵分類與界定，也不盡相同

如表 2-2-1 所示。

表 2-2-1 國內外研究教學專業知識的內涵彙整表（續前頁）

研 究 者 年 代 主 要 內 涵 分 類 備  註

一、Shulman 1987 七大類：1.學科內容知識

        2.一般教學知識

        3.課程知識

        4.教學情境知識

        5.學習者知識

        6.教育目標知識

        7.學科教學知識

PCK 模式

二、Wilson 1987 ◎指教師在特定情境中，一切有效教

學所需的理解、知識及技能等之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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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國內外研究教學專業知識的內涵彙整表（續前頁）

三、McDiarmid，

Ball＆Anderson

1989 四大類：1.學科知識

        2.學習知識

        3.對學習者之知識

        4.情境知識

◎倡導：教師將教學專業知識的表徵

化。

四、Tamir 1991 六大類：1.一般知識

        2.學科知識

        3.個人表現

        4.一般教學知識

        5.學科教學知識

        6.教學專業基礎

◎倡導：技能除具備「命題知識」

（know what）仍需具備 「程序性

知識」（know how）   

五、Cochran et

    al. 

1991 ，

1993

四大類：1.教學知識

        2.學科內容知識

        3.學生特質知識

        4.學習情境知識

二大關係：1.知識的動態成長關係

          2.知識間的互動關係

PCKg 程式

六、Grossman 1994 六大類：1.了解學生學習的知識

        2.課程知識

內容知識：包

括學科知識

及學科教學

知識



32

表 2-2-1 國內外研究教學專業知識的內涵彙整表（續前頁）

        3.教學策略的知識

        4.教學情境的知識

        5.內容知識

        6.教師自我認知

及學科教學

知識

七、簡紅珠 1994 四大類：1.一般教學法的知識

        2.學科知識

        3.學科教學知識

        4.情境知識

八、張惠昭 1996 四大類：1.學科知識

        2.情境知識

        3.一般教學知識

        4.學科教學知識

◎教學專業知識，乃是教師為達成教

學工作，所具備的各種想法、理解、

技巧。

九、柳賢 1999 四大成份﹕1.學科知識

2.一般教學知識

3.課程知識

4.學科教學知識

◎教師之學科教學能力應是指能將上

述這些知識層面的內涵，展現於實際

教學情境中之能力。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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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是代表研究者對知識的分類看法、著重點有差異，但也由於關注的發

展背景不同，才可倡導關心指引出新的方向，使教師教學知識走向知識化（知識

結構）、成長化（終身進修）、全面化（多元重視）。本研究認為教學專業知識之

內涵應包括﹕一般教學知識（pedagogical knowledge）、學科專長知識(content 

knowledge)、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有關學生學習

的知識（knowledge of students）、教與學運用情境的知識（knowledge of 

instructive and learning context）及課程知識（curriculum knowledge）等

六部分。當然，這六大部分並非全然是獨立的個別部分，它是具它是具有關聯性、

重疊性，有時是會相互產生或連貫運用的，基本上應該是融會貫通渾然而生，也

必須保持成長進化、以符合現況的最大需求。所以，如此分類只是方便研究之敘

述，更明白分析的方向而已。試分述如下﹕

（一）一般教學知識：指對教育目的、目標、價值、哲學基礎的了解，

及一般教學法、教學管理、評鑑等基本教學知識。

（二）學科專長知識：指該教師教導數學科內容知識、教學引用其他學

科內容的知識、及其延伸教材內容的知識。

（三）學科教學知識：指該教師教導數學科所需要的轉化教學知識，其

中包括單元主題、最有效的內容呈現方式、最生動的例子、在學

科領域內或跨領域學科有效能的教學概念。

（四）有關學生學習的知識：了解學生學習實況、心理及其特質，增加

教學效能，所由教師去運用在教法上、傳達上所應用的知識。

（五）教與學運用情境的知識：指的是小至班級學習氣氛的營造、個別

教學的互動建立﹔大至校園、社區、文化的特質引入與運用，以

建立期望與共同願景等，這些教學運用的知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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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課程知識：指了解某一階段教育任教學科之所有課程設計規劃與

領導及教材設計編纂、了解同時段其他學科教材的相關，即統整

面課程又稱為「橫向課程知識」﹔了解同一學科題域內學生所學

過的教材及在未來幾年內將延續學習的主題與教材，此即「縱向

的課程知識」。

                  貳、教學專業知識相關的研究

    由於 Shulman 在 1986 年發表「教學知識成長」一文，以及 1987 年首創提

出改革教學專業知識，提出「教學知識之改革基礎」的論述，打開對教學知識的

研究，重視其來源及概念基礎。其後的研究有的從教學思考過程、或專家–生手

教師的比較去討論，似乎較無法了解教學專業知識的來源運用，因而，之後改變

由實務教學現場去探討、或許直接可以在教學中找出切入點，比較能看出實況與

知識的相關性。

    現在我們就先由了解教學專業知識的來源運用，及對實務教學現場所產生知

識的相關性，這兩方面的研究來加以整理，使對教學專業知識有更深一層的認知。

一、教學專業知識的來源運用

        早期提出蘊育教師教學專業知識的來源的學者，有以下幾位﹕

（一）Shulman（1987）

提出教學專業知識的七大內涵，係來自四大主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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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學科領域內的學術研究 → 即學科的內容知識體系，學生所要學

的是知識、理解、技能與習性。建立在學科領域內的文獻與研究，

及學科領域內的歷史與哲學研究。

2. 教學資料與教育結構 → 為了達到學校的教育目標，教育人員開發

了許多教導及學習方面的資料與結構。其中項目包括課程、教材、

測驗、行政程序與規則、運作規定、管理法、經費規定。這些要素

構成的工具及情境可能促進或抑制教學上的努力，所以教師若要發

揮其效能，必得熟悉這些要素。

3. 正統的教育學術研究 → 這些學術研究的目的在於了解學校教育、

教學與學習的歷程，研究項目包括在教學、學習、人類發展以及教

育之規範、哲學、倫理基礎上的實證性研究。而對於教師最有影響

的學術研究應該是能幫助他們擴展對於「理想教育」的看法，以及

「受過良好教育之青年典範」之觀點的研究。換言之，即影響他們

教育理念的研究。

4. 實務方面的智慧 → 這是指「指導教學實務的準則」，也是目前缺乏

研究的領域，亟需學界與從事教學實務者共同來開發研究。        

（引自郭玉霞，民 81，37）

      以上這四點 Shulman 更強調，教學的知識基礎不是固定的或是已成定案，

雖然教學是世界上最古老職業之一，但是對於教人這活性工作，是要持續

研究；尤其是教學系統與教學實務現場的理論研究，期待大家積極投入。

從現在來看果然被大師言中，有這樣的趨勢是必然的。

（二）Grossman & Richert （1988）

1. 過去求學經驗 — 教師會從中學或大學教育階段根據以前學習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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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來檢視評估教學策略、學生能力。

2. 受的教育課程 — 師範教育的課程、教學培育內容、鑽研的教育研

究，皆會強力的形成教學專業知識。

3. 教育實習經驗 — 初始教學經驗在印證教學專業知識中，有深刻印

象，也對學生的學習過程與錯誤概念有所認識。

4. 教材內容學習 — 教師在準備課程對學科內容的研究、教材的分

析、資料的判讀，是重要知識的來源。

5. 教師同儕互動 — 就教其他教師的心得或經驗，對話互動激勵成

長，也是增進教師教學知識的來源之一。

Grossman（1990）再發展更仔細教學知識的來源說法，與 Lortie（1975）

所提的「觀察性見習」有異曲同工之妙，他指出發生在三個層面：

1.昔日老師的典範 2.自己當學生時的理解 3.找熟悉的過去教材。但是

面對知識半衰期短的現代，似乎不宜有太多此依賴，畢竟「典型在夙夕」

只是一個鏡面效應，還是要在現今當中找成功的例子，比較實際看的到

最清晰的自己。

     （三）McDiannid , Bal1 & Anderson (1989)

           教師轉換教學知識而使用的教學表徵來源有二：

1. 外來的 — 課程材料、師範教育課程、學術性研究、同事學習、情

境感受影響。

2. 內省的 — 教師的反省、理解、想像、轉化所累積的經驗知識。

          Bal1 & Anderson (1990)再提出培育教師學科知識的來源，並不限於

正式教育的經驗。「日常生活經驗」與「文化傳統」，也是重要的教學知識

的來源，但卻常常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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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林曉雯（民 83）

      以研究生物專家教師發現其教學知識有下列來源：

1. 學習的經驗 — 包括﹕

（1）個人學習心得,  （2）正式教育習得,  （3）情境中得來,  

（4） 同儕社會交互作用習得。

         2. 教學的經驗 — 包括﹕

（1）個人教學心得, （2）吸取別人的教學經驗, （3）合作的教

學成果。

（五）張惠昭（民 85）

          （張惠昭，民 85，48）認為影響教師發展其教學專業知識的來源可

大致歸納為下列十項：

1.中小學時代學習經驗：包括對當時教師所用教學策略的觀察、對當時

所用課堂教材的記憶、對自己當時學習的記

憶。

2. 大學時代學習經驗：包括大學時鑽研的學科領域知識、對教授教學                                        

                              策略的記憶。

        3. 實際的教學情境：包括各種教育組織、學校資源、學校環與交化、

教育法令、學校人員的期望、社區的期望。

4. 學科課程：各種與學科領域相關的課程材料。

5  研究文獻：有關教育、教學、學習、人類發展的學術性文獻。

6. 實際班級教學的經歷：實地接觸學生之後產生的心得與理解。

7. 師範教育：尤其是學科教學理論及方法、學習理論，以及教學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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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程。           

8. 其他教師的建議或經驗：包括合作教師、學校同事、師範教育學程

中的同儕所提出的看法與心得。

9. 日常生活經驗：自己經歷過的活動、以及對周遭人、事、物的觀察

與接觸。

10.對教學的憧憬：對教學工作的理想和預期性看法。

二、教學知識與實務教學的相關性

    近期有關實務教學知識的相關研究，大都在於提及知識結搆的認知技能與實

作教學的操作歷程互動因素。由（Lerman , 1999 ; Ruthven , l998 ; Sullivan , 

1999 ）研究結果顯示，教學不只是單純知識的複誦或演示，而是一種以知識為

基礎、有目標、特定意圖的智力行動，且必須依教學單元、學習者、學習環境、

學習脈絡的文化而調整的行動歷程。所以，教學的操作歷程在實作行動上，有研

究探討的面向可尋，引起一些相關人士的研究，也符合 Shulman1987 年的預測趨

勢。

以下是一些研究分述重點：

（一）Fennema & Franke （1992） 認為，教學的知識認知技能是一種心智組織

的模式。此心智模式至少包含內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和實作知

識（practical knowledge）兩大類別。也就是教師在教學實作時，應知

道以自身的教學內容知識之認知技能，去知道學生在這內容知識領域中的

思維情形、如何幫助學生思維的成長、和學生認知過程的自我覺察，以提

升學生的學習效果，達到運用教學的知識與實作情境教學互動交流作用，

使「教」與「學」都滿意而最有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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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Duffee & Aikenhead  (1992) 則認為，教師之實務知識是流動的，受個

人的教學及經驗的影響。無疑的，這就強調了教學知識與實務知識的交互

作用，彼此都有牽動，它是相互運用下累積成功的經驗，成了新的知識，

如此循環過程使教學成長，這是教學知識與實務知識的「成長觀」說法。

他們也提到，實務知識應包括三種組成分子，即：

1. 過去的經驗：如正式教育、教學任務及在生活中所遭遇的事件等。

2. 當前的教學情境：教師經由教育情境的覺知，會影響其教學方面的決定。

3. 教學情境是什麼：一切與教育、教學有關的外在環境或內在心理狀態。

（三）張惠昭（民 85 ）  根據 Shu1man(1986)的說法提出專家教師可以運用教

學知識來進行教學實務，主要是對知識與實務有兩點的特徵條件：

1. 適切的教學表徵：能呈現學科領域中常教的主題、觀念的有效表徵形式

(form of representation)，包括最有力的類比、圖示、實例、解釋及

示範，即能將學科加以演示、有條理陳述，以使他人了解的各種方法。

2. 深入的教學理解：有關學生如何學習該學科的理解；也就是能洞悉不同

年齡、背景學生在學習某些主題前，已具備的概念及先前概念，並能運

用教學策略的知識，轉變學生的錯誤概念。

（四） 謝秀月 ( 民 90 )  認為教師於教學的歷程中，不但是教學知識的產生者，亦是

教學表徵的創造者，教師需將其「學科教學知識」具體的呈現於教學實務中，

最能具體看到教學行為就是一種教學的表徵。換句話說，實務教學提供教學知

識的印證，教學知識透過教學表徵產生最大教學效果，而這教學表徵即是此兩

者的成功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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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鍾瑞珍（民 90） 藉由研究 Shu1man(1987) 所提出一個出一個教學推理與行動

模式(A Model of pedagogical Reasoning and Action)，如圖 2-2 所示。

圖 2-2 教學推理行動模式循環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改編自鍾瑞珍，民 90，19。

包括幾個成分，以教材及目的理解為基礎，經過理解、轉換、準備、表徵、

選擇、修改的過程，形成教學表徵然後用以教學、評量、反省及產生新的理解循

環途徑。如此教學推理理解循環途徑，就是教學者依循準備、形成、選擇、修改

的表徵過程，將教學知識轉換成教學表徵，去進行教學實務，再由評鑑、反省形

對學科知識的
理解

轉換成
教學表徵     

準備

評鑑

反省
形成表徵

選擇

修改調整表徵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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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另一成熟的教學知識，完成一個新循環的行動模式。所以，教學知識與教學實

務下，所產生的新經驗、新知識，可帶來循環式的成長歷程。

    由以上幾個研究，可歸納下列之看法：

一、教學知識乃是實作教學的基礎；實務教學亦是提供教學知識再生的冶煉場。

二、教學知識與實務知識的交互作用，帶動循環式的知識成長，生生不息。

三、實務教學提供教學知識的印證，教學知識透過教學表徵產生最大教學效果；

教學表徵即是此兩者不可或缺的成功介面。

四、教學知識轉化成教學表徵其目的，就是為了使每一位教學者的理解、運用、

內化、轉移了教學知識，以呈現最佳教學的實務行動。

               第三節  數學教師的教學專業知識內涵

     本研究係以數學教師的教學為主幹，探討數學教師具備的教學專業知識內

涵，在本節將有相關理論的描述。本節分為兩大部份，第一部份是先介紹數學教

學改革下國中數學教學目標，並了解數學教育發展趨勢。第二部份是透過數學教

學及學習之相關理論，結合國內外數學教育發展現況及趨勢，探討數學教師具備

的教學專業知識內涵為何？

壹、 國中數學教學目標

一、現今數學教學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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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形成社會主流，知識工作者將在就業市

場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知識將成為個人未來競爭力的基礎與國家經濟發展的

關鍵因素。知識經濟重在創新與教育，以求資訊不斷的生產與擴張，須把教育產

業變為國家經濟的成長焦點，透過教育對人的培養，才能轉化成為現實生產力。

教育不再是純消費性事業，而是生產人才與知識的產業（王仁癸，民 89）。楊國

賜 (民 90 ) 認為知識經濟會帶給教育界以下四點挑戰：

（一）教師地位權威的式微，

（二）教師教學觀念的蛻變，

（三）通識教育和學科領域的整合，

（四）傳統知識份子價值的衝擊。

所以，教師更應該化被動為主動，當教學受到了資訊科技的發展而讓老師感

覺到衝擊，能否不斷提出新的創意，老師本身的觀念是否正確，能替換舊有的想

法，以接受各個階段不同領域的挑戰，重新去思考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教師之所

以存在於教育現場的意義與價值。

    況且，因應自由民主化的社會趨勢、進步的科技、迅速轉型的產業，落實以

學生為本位的學習，課程內容隨時代背景、社會需求而加以調整，而課程內容改

變亦造成教學型態的改變。尤其新推行的九年一貫數學課程，以激勵多樣的獨立

思考方式、尊重不同的合理觀點、分享各族群的生活數學以及欣賞不同文化的數

學發展，為其重要的精神指標；教學方面則建議教師需依教材單元性質與學生學

習思考特性，採用實作、觀察、討論、發表、問答… 等方式進行，不宜僅用講述

式的方式進行教學 (教育部，民 89 )。由於近年來課程理念的推行，而課程理

念影響教師教學，因此，我們可知數學教學型態將有新面貌的呈現，每一位專家

教師教學專業知識的考驗才正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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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今世界先進國家對於數學教育的改革未曾停歇，社會對數學課程的要求也

沒有忽略，尤認為中小學生數學能力是重要的升學指標；但是不容否認，普遍小

學階段數學基礎不佳，中學階段數學的確難學。張景中 ( 民 89 ) 提到：「數學

教育的改革，是近幾十年來世界上一個常盛不衰的話題。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對

自己國家的數學教育現狀有所不滿。大多數的中學生，都認為數學是一門要花大

量時間而又難以取得好成績的困難課程」。而面對終身學習時代的來臨，中等教

育將不再是教育的終點，學生基本學習能力以及健全生活所必備知能的重要性益

形明顯，數學是學校教育體糸一貫課程一般科目七大領域中之一「領域」，數學

教育在未來階段逐漸現代化、全民化，值得學者專家及第一線教師投入心力關注。

呂秋文 ( 民 89 ) 提到，現代化數學包含兩方面：一為數學課程內容的改

變、另一種就是教學法的改變。面對如此變動，每一位教師必須不斷的努力吸收，

並善用教學專業知識，討論新知識與新處理方法，使自己能永遠趕上時代的潮

流，開啟自己的新工作。而不斷的吸收新知，不但可以使教師本身繼續不斷的成

長，並且可以刺激及灌輸給學生們，讓他們在課堂上能夠看到一位活躍盡責對答

如流的好老師，好從教師那兒得到啟示與靈感，對數學產生興趣與享受學習數學

的樂趣。如此，讓學生普遍受益、減低學習挫折、學生不再害怕數學，社會家長

不會再對數學教育失去信心，社會接受了數學教師教學專業知識的效益，使身為

數學教師不愧對數學教育之目標，這是權能社會下應有的最好省思。

二、國中數學教學目標  

    課程是活的，數學為一基礎科學，具有年年相連程度階段不同之特性，為了

因應教育目標的修正，課程標準是必需迎合課程改革逐次修訂，所以國中學習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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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自五十七年設立已有多次修訂課程標準，所以數學教學目標亦有做修訂。黃敏

晃、余霖、李瑞 (民 85 ) 提出其參與我國數學課程修訂的經驗，對於我國數學

教育的演變，分述如下：

（一）、民國五十一年：將數學界定為「算術」，視教學為生活必需的技術，是技

巧不是理論，可透過不斷練習而達到學習目標，所以將數學問題分成不

同的類別，各自練習解題，缺乏統整的學習。

（二）、民國五十七年：受美國中小學數學研究小組(School Mathematics Study 

Group) 的影響，認為應該把數學知識很有效的讓孩子掌控，用集合的

角度解釋數學理論；課程內容抽象性強及結構性強，把數學和生活的距

離拉大，單純以數學家的角度看數學教育，忽略學習者的接受能力。

（三）、民國六十四年：心理學的加入，教材分析採行為學派的觀點，將數學知

識分步驟，另加入皮亞傑(Piaget)、布魯納(Bruner)的觀點強調具體物

的操作，教材的呈現要考慮兒童的心理階段，認為意義是發生在「形式

運作」和「具體操作」的同構之下。

（四）、民國八十四年：受認知心理學及人類學的影響，強調要尊重兒童的自然

想法，瞭解學習的歷程，營造安全的討論環境，讓兒童快樂的學習，從

中盡情的發揮，產生有意義的學習。

            又從呂秋文 ( 民 89 ) 的研究認為：「訂這些目標必須以學生的反應行為

來描述，因為只學生的最後反應行為，才能瞭解他們對於這些目標之達成程

度」。並且提到數學科教育目標，可分成下列三個主要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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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能(Skills)：我們期望學生能夠做些什麼 ? 

二、概念(Concepts)：我們期望學生將要知道與明白的是些什麼 ?

三、態度(Attitudes)：我們期待學生將能如何有傾向於數學之感覺，並且在

不同的情境裡將會有如何的反應 ?

            從上述研究及受到世界各國學理的不同重視，反應出教育目標的活性調整，

他有多面向的考量，會導引教學的期望、以及反思回饋學生的學習目標為何？所

以，課程標準的適時修訂，這是課程設計的常態，畢竟課程是活的。以下參考國

立編譯館數學科國中課本整理出分年的課程標準修訂時程加以說明﹕

（一）民國 51 年—為國中義務教育作準備開始，初中與高中的數學課程即開始                       

有各自的教育目標。

（二）民國 57 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國中學習階段設立，訂頒國中暫行

課程標準。

（三）民國 61 年—修訂國中課程標準。

（四）民國 72 年—修訂國中課程標準。

（五）民國 74 年—修訂國中課程標準。

（六）民國 83 年—修訂國中課程標準。

（七）民國 89 年—公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因應時代的變遷、社會之需要、以及落實學生基本能力之教育理念，對於國

中數學教育目標，茲整理如下表 2-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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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國中數學課程標準教學目標歷程彙整表（續前頁）

項

次

時間

（民國）
教 學 目 標 備   註

一 57

1 詳述現代生活中所需要之數學知識，使學生學以致用。

2 初步介紹數學上重要新觀念，使學生奠定良好基礎。

3.啟發學生學習數學之興趣。

二 61

1.灌輸學生數量知識。

2教導實際生活中數學的應用。

3.訓練學生計算技能。

4.培養以簡御繁的能力。

5.啟發研究數量問題的興趣。

三 72

1.引導學生認識數學的功用。

2.讓學生獲得數、量、形的基本知識。

3培養學生思考、推理的能力。

4.運用數學方法解決日常生活中有關的問題。

四 74

1.引導學生認識數學的功用。

2.讓學生獲得數、量、形的基本知識。

3培養學生思考、推理的能力。

4.運用數學方法解決日常生活中有關的問題。

五 83

1.引導學生認識數學在生活中的功用，以提高學習的興趣。

2.輔導學生獲得數、量、形的基本知識與技能，以提升數

學素養。

3.培養學生運用數學方法解決問題的習慣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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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國中數學課程標準教學目標歷程彙整表（續前頁）

4.啟發學生思考、推理與創造的能力。

5.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態度及欣賞數學的能力。

3.

1.掌握數、量、形的概念與關係。

2.培養日常所需的數學素養。

3.發展形成數學問題與解決數學問題的能力。

4.發展以數學作為明確表達、理性溝通工具的能力。

5.培養數學的批判分析能力。

6.培養欣賞數學的能力。

基本能力 能力指標

一、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瞭解自己在數學或形上的

能力及思考形態的傾向

◎挑戰並增加自我的數學能力

六 89

二、欣賞、表現與創新 ◎以數學眼光欣賞各領域中

的規律

◎領會數學本身的美

◎以數學有組織有效的表現

想法

九 年 一

貫 課 程

改 為 課

程 綱 要

非 課 程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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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國中數學課程標準教學目標歷程彙整表（續前頁）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具有終身學習所需的基本

知識

◎養成凡事都能嚐試用數學

的觀點或方法來切入的習

慣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結合一般語言與數學語言

說明情境及問題

◎從數學的關點推測及說明

解答的屬性及合理性

◎與他人分享思考歷程與成

果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互相幫助解決問題

◎尊重同儕解決數學問題的

多元想法

◎關懷同儕的數學學習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 ◎連結數學發展與人類文化

活動間的互動

◎與其他領域（語言、社會、

自然、藝能、電腦邏輯、環

境）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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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國中數學課程標準教學目標歷程彙整表（續前頁）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組織數學材料

◎以數學觀念組織材料

◎以數學語言與數學思維作

系統規劃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將各領域與數學相關的資

料資訊化

◎用電腦處理數學中潛在無

窮類型的問題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形成問題、蒐集、觀察

  實驗、分類、歸納、類

  比、分析、轉化、臆測、

  推論、推理、監控、確

  認、反駁特殊化、一般

  化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進行數學式思維

◎以數形量的概念與方法探

討並解決問題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國立編譯館數學科國中課本與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自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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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 數學教師教學專業知識內涵

    教學理念與專業知識將影響教學的型態。本節將藉由探討國內、外數學教學

改革趨勢，瞭解現今教學教育界所持理念，再深入探討數學教學專業知識的內涵

相關研究及在此教學中教師扮演的角色這二方面，以呈現符合現今教育潮流之數

學教學專業知識的內涵。

一、數學教學改革趨勢

（一）國外趨勢

1. Voigt ( 1995 ) 考慮將現今數學教室變成為數學社群，Simon (2000)

則認為此數學社群是一個可以讓學生實際體驗數學活動之社會結

構。學生必須主動參與概念發生的過程，透過推理性的討論，去

證明他們的答案和概念，而其他學生則是判斷批評這個教學概念

的正確性。

2. Niss ( 1996 ) 在評論數學教學趨勢中指出：多數國家在追求的

目標可以綜合成 4個外在目標及 1l 個內在目標，從這些目標中可

以看出數學教學的趨勢在於重視學習者個體、數學知識形成的過

程及與社會文化活動的關連。綜合 Niss 所提觀點及以上這些國家

的發展趨勢，可以看出現今數學教育重視以學生為中心、與他人

互動的學習方式，並且將數學與生活作連結。

3. Shimada（1997）及 Christansen & Walter（1986）的研究指出，

學生應能夠數學化一個情境和處理它，並和別人合作去解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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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問題。基於此目標，他們發展了開放性的問題，整個教育活

動是使學生現在的學習連接到未來的學習，強調學生在活動中有

自治的能力；發展和整合數學知識的本質；教師能在教室中做適

當的決定。在開放的基礎下，活動過程是開放的，學生透過群體

討論去尋求一個較好的解題過程、結果也是開放的。

4. Takeuchi & Sawada（1984 ）提及教師下一個開放的這一類的問

題，是有多重的正確答案，並非單一的；而發展的方向也是開放

的。當學生解題之後，猶可以改變原問題的狀況和條件，發展出

新的問題。在解決問題中，不再強調老師的正確答案，而是注意

學生的數學思考與創造力，能對問題能提出各種觀點。

5. Brophy & Good ( 1986 ) 認為一位教師的教育態度和教育哲學，

源自他人格和他對教師角色的定義。個人取向的教師一般都較樂

於和學生做頻繁的互動，並且會以容易被學生接受的態度來對待

他們。而此教師較容易對學生發展出一種強烈的回應，同時願意

協助學生做全方位的發展，而非只在狹隘的知識領域中求取成功。

6. 美國數學教師協會（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 of Mathematics, 

NCTM）( l991 ) 公布的，「數學教學的專業標準」中提到數學教

師的角色要選擇能引起學生學習興趣的數學教學內容、要提供進

一步學習數學與應用數學的機會、要幫助學生使用工具、要幫助

學連結新舊概念、要能引導個人、小團體及整個班級活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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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美國數學教師協會 NCTM（2000）出版的，「學校數學的原則與標準」

在學習方面指出：學生應該用理解的方式來學習數學，積極的在

過去經驗與先前知識上建立新知；在教學原則方面指出：有效的

數學教學必須瞭解學生知道了什麼和需要學習什麼，才能加以刺

激和鼓勵他們學習得更好。

8. Marja（1998）在真實數學裡，脈絡問題和真實生活情境都被利用

來組織數學概念和應用數學概念，學生可以發展自己的數學工具

和對數學的瞭解；而教師不再是教科書的俘虜，教師在教學過程

中有較多的自由可以做大部分的教學決定。這觀點所強調的就是

以學生為本位的學習，教師則是學習的協調者；另外，真實數學

的關鍵教學方式是提供分享個人經驗給他人的機會，強調社群的

互動討論對習得數學知識是很有幫助的。

9. Heck & Williams ( l999 ) 認為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

過程是複雜的。因此，對教師的複雜角色做了個別的探討，分別

提出：一、教師扮演關懷人的角色 二、教師扮演同僚的鼓勵角色

三、教師扮演與家長互補的角色 四、教師扮演諒解學習者的給予

角色 五、教師扮演學習促進者的互動角色 六、教師扮演研究者

的實驗角色 七、教師扮演課程發展者的創造角色 八、教師扮演

行政人員的計畫角色 九、教師扮演專業的角色 十、師扮演決策

者的解決問題角色 十一、教師扮演領導者的角色等 (桂冠前瞻教

育叢書編譯組譯，民 88，教師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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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趨勢

1. 從課程標準的數學教學目標來看

（Ⅰ）教育部於六十一年及七十二年、八十三年所公布的國中數學課

程標準總目標中均指出，由日常生活經驗中學習數學知識，培

養學生思考、推理的能力，以運用數學方法解決日常生活中的

有關問題。學習主動地從自己的經驗中建構與理解數學概念，

了解、評鑑和尊重別人解題的方式與觀點，培養以數學語言來

溝通、討論、和批判事物的精神，以及養成善用各種工具及解

決問題的習慣。數學所強調的不再是呆板的練習計算，而是期

望學生能應用數學於生活，利用它來解決問題，進而培養富有

真正數學素養公民。

（Ⅱ）九年一貫課程數學領域方面 ( 教育部，民 89 )，更明訂期望

學生能形成數學問題與解決的能力，以數學作為明確表達、理

解溝通工具的能力，培養批判分析和欣賞數學的能力。為達到

這些目標，數學學習活動應讓學生都能積極參與討論，激盪各

種想法，激發創造力，明確表達想法，強化合理判斷的思維與

理性溝通的能力，期在社會互動中建立數學知識。所以，以學

生學習為本位的教學與社會互動的學習方式，是它的階段重

點。

2. 譚寧君 ( 民 85 ) 指出，我國由過去到目前的數學教育，始終較

偏向於知識的傳授與演算技能的熟練，因過份重視升學準備而忽

略了數學本身的內容思索與價值的情意教育，將學生能力水準的

區分均建立在總結性的評量上。現今應由多元教學、多元評量來

活絡數學的學習，不再填鴨記憶強迫灌輸，以減少對數學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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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邱守榕（民 85）提出迎向「數學教育全民化」的呼籲，它與科學

全民化一致，社會家長要關心數學學習權，學校應創造學習數學

的情境、善用教學者的知識、情意特徵、教學法與課程設計，改

進「教」與「學」，就如同追求科技新知一樣熱衷，認為它是來自

人性的原創，還給學生思考，建立學習信心、以驅除數學恐懼感

及化解排斥感﹔不讓「習得的無助感」（Learned Helplessness）

為一個藉口，以學生的學習缺陷為推卸教學不力的理由，也迥避

了教育普及的宗旨，吞沒了人類科學發展的心靈。

4. 鍾靜 ( 民 89 ) 指出綜合研究走向理想的新式數學教學型態與傳

統教學有很大的不同，例如﹕（1）創造學習數學的環境 (2)啟

發（initiating）和引導 (guiding ) 數學意義的協商，著重了

解學生個人的數學意義，給予學生最佳的學習指導 (3) 佈置問

題情境，使學生了解現象，並促使學生將已有的具體活動經驗類

型抽象化成抽象運思的題目 (4)不要急者告訴學生答案，能容忍

同儕互動時的吵雜，成為多傾聽、少打斷、高尊重、低控制的參

與者 (5)討論時，要能導引思考方向、促進反思的活動、提供深

層思考的問題、處理程序性問題、適時淡化或強化問題。這是值

得在教學知識上去思考，能求改變轉化出新的創意。

5.林福來（民 90）指出從社會需求、課程改革各方面來看，數學教學

的演化從個人轉為群組、結果轉為過程、靜態轉為動態、單向轉為

全面。學生不再走單一的學習個體，而是教室社群中的一份子。教

師所要求的不是結果的產出，而是過程的呈現；所期望的是學生積

極參與討論、批判、欣賞，而策咯、詮釋方法、結果表現等也就不



55

再是唯一，數學的學習將是「全面性的學習」。

五、數學教師具備教學的專業知識

    由上述對於時代背景、國內外趨勢、課程的改革種種變因，將會影響大至教

育理念或師資培育，及小至教師教學；這其中的串接骨髓線就是教學專業知識的

內涵，到底做了如何的演變與創進？接著試從相關研究，再提出分析討論數學教

師教學專業知識的內涵。

    為達成數學教學目標改進適當教學方法，以下列舉相關數學知識、教學方法

或教學經驗、歸納的創見之研究，整理出一切必要的數學教師教學專業知識。

（一）Shulman（1987） 教學知識應是進行教學的先備條件、是個體靜態組織的

認知結構，可是教學是課堂中師生互動的動態過程，因此教師如何將教學

知識轉化成教學的思維和行動，就是必須進行教學的推理 (pedagogical 

reasoning )。也就是說，教師將教學知識的內容轉換成「對各種具有不

同能力和背景之學生有效且合適的形式」的推理過程。

（二）Wilson , Shulman，和 Richert ( l987 ) 認為教學的發展是從對教學知

識的理解進行教學雅理、轉移至實際的教學行動、進行教學中和教學後的

評量、然後自我反思產生新的理解。如此程序中可以使教學專業知識，循

環再生具有生物成長性，也在彼此經驗映證中落實教學效果。

（三）Peterson ( l988 ) 認為身為數學教師需要知道學生，在這內容知識領域

中的思維情形、如何幫助學生思維的成長、和學生認知過程的自我覺察等

三種知識。這並不是說數學教師本身的數學內容知識不重要，而是說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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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內容知識未涉及這三類知識，那麼課堂上數學教學也只是徒勞無

功。

（四）Simon 和 Schifter ( l991 ) 從社會建搆的觀點，平行類比學生學習數學

和教師學習教數學的歷程，認為培育者是無法將一套好的教學實作直接地

轉移給教師，學習教學必須教師親自去經歷和探索，從經驗的反思中成

長。也就是說，數學教師要進行教學時，依據其學習數學的經驗、以及對

數學內容和教學知識的認知、和學生知識的瞭解，同時考量學習目標、學

習活動、和學生的思維後，做出教學的決定和判斷；而這些「經驗、內容

認知、對學生學習的了解、教學決定等的知識」，就是數學教師就在這不

斷地教學實驗中發展有效的實作方案之專業知識。

（五）Thompson ( 1992 ) 提出當教師細想數學課程的目標、自己在教學中扮演

角色、適當的課堂活動、教學方法、教學步驟、和教學結果等都屬於教師

的數學教學概念，我們認為他所意旨的教學概念，包含了數學教師教學知

識的認知和信念的情意面向。簡單地說，就是數學教師都會盡力將自己所

抱持的教學概念知識落實在他的教學活動中，而他的教學思維或教學行動

應全能反映出他的教學知識概念化轉移。

（六）Fennema & Franke ( l992 ) 提出數學教師的數學教學知識( Knowledge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認為數學教師應具備教育專業知識（Know1edge 

of  pedagogy ），了解數學概念如何形成，以及知道自己「會數學」與「會

教數學」是有區別的，也能了解學生如何思考數學，並因而提出適當的教

學策略。「會數學」是所謂的數學學科知識、「會教數學」是所謂的數學學

科教學知識。他們認為數學教師具有三類的教學知識，分別是數學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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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wledge of mathematics)、教學的知識 ( pedagogical knowledge)、

和學習者數學認知的知識 ( knowledge of learners cognitions in 

mathematics )。這三類教學知識在特定脈絡中動態地交互作用，其中教

師信念 ( beliefs )潛在地伴隨著運作。據此，他們提出「認知引導教學」

( Cognitive Guided Instruction )的教師知識成長模式。

（七）Brown & Borko ( l992 ) 研究職前數學教師教學的計畫，從參與者的知

識和信念、參與者課堂中的思維和行動、學校的社會文化環境、和師資培

育的社會文化環境四個主題，經長時期觀察兩位個案數學教師的專業知能

發展，認為教學的知識和思維是數學教師專業的象徵。由此，我們可以說

教師的專業要被社會所認同，就離不開社會環境中的互動關係，專業知識

的內涵也必有來自社會文化環境的洗禮。

（八）Putnam et a1.（1990）認為，由於教師個別知識背景結構知智力的表徵，

在感知、思維和行為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一位中學數學教師要教「數

學歸納法」的單元時，「如何地劃有效的教學活動把數學歸納法的概念教

給學生」就是他所面臨的教學問題，比時他會回溯數學歸納法的知識（例

如後繼的概念、證明的形式）、一般教學知識 ( 例如選用操作活動引入後

繼的概念、或以講述題目類型引導學習此一概念 )、學習者的知識和特質

（例如學生應該其備哪些學前知識、學習態度和意願 ）、和 PCK ( 例如

瞭解學生常常強記歸納證明的形式而忽略了後繼概念更深層的意涵 ) 。

而這些：數學歸納法知識即學科知識、一般教學知識、學習者的知識和特

質、PCK 等就是數學教師的專家知識。

（九）Cooney（1994 ）指出多數職前數學教師缺乏足夠的數學知識和教學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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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他們在教學時沒有自信能設計或經營師生對話式的教學活動，捨棄以

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而採用他們所成功經歷且認為較能把握的講述式

教學。所以，建議師資培育者可透過教學情境問題提升數學功力。所謂數

學功力，就是數學學習者利用教學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先打破學生教師

視自己為知識堆棧者（accumulator of  knowledge ） 的偏見。建議師

資培育課程應該提供機會讓學生教師體認學習者的經驗、發展處理教學問

題的教學知識、評量學生數學瞭解的經驗、和改進教學策略等。

（十）Lerman ( l999 ) 從實作社群和身份提升、活動理論、和後現代主義三個

不同的研究觀點探討教師教學的專業發展，他認為研究應該從教師的信念

與認知發展或轉變的觀點轉移到教師在其脈絡中學習的觀點。由於教學是

社會文化的活動，因此教學概念的轉變專業發展並不是單純知識和信念的

成長或改變，而是教師在其脈絡中的學習與發展。之後（Dawson,1999；

Goodell,2000）均認同教師的專業成長應該是在實作社群中，針對他們的

教學實作進行討論和省思。從此，可看出教師專業認知與發展，不僅限於

信念概念純知識的線成長﹔更可貴的是實作經驗省思學習的脈絡網面的

成長。

（十一）林福來（1997 ）綜合整理國內外關於數學教學的研究，認為培養數學

感和診斷教學是培育數學教師的兩個主軸。主張數學教學應以培養中學生

對數學概念有感覺，如此平行類比到數學教師「學教數學」，應培養他們

的數學感，也就是在教一個數學命題時，在形式證明之前能夠用直觀的知

識先取信於自己，能夠利用不同的現象、情境與表徵來說明一個數學概念

和式子的意義；診斷教學則是必須要在第一時間預期、發現學生的錯誤並

協助學生克服此錯誤的再發生。而這個「直觀的知識」、「利用不同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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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與表徵來說明一個數學概念的知識」就是數學教師的教學專業知識。

    綜合上述諸位研究，有對教學專業知識的概念發展、成長循環、社會文化互

動、實作成長、教學主體、師資培育等分別提出見解。當然，一切以教學為先、

教學專業知識是它的先備條件﹔教學必然起於教師對於學生要學什麼？和教師

要如何教的瞭解？而教師教學知識的內涵初期來分包含：內容知識（即學科知

識）、教學內容知識（即教學學科知識,PCK）、和課程知識（Shulman, 1987）。在

這裏內容知識就是教師的數學知識，而教師的 PCK 就是以最有用的表徵、和最有

效的類比、闡述、舉例、解釋、或示範等形式，將內容知識用可理解的方式教給

學生。至於課程知識則是教師對於內容知識之相關教資源的瞭解，例如﹕知道教

學資源在教學場域中的成效和限制。Shulman （l987）乃對數學教師知識的分析

著重於教師的數學知識、學生如何思維數學的知識、和數學教學資源發展的知識

( Fennema & Franke, l992 )。

    不過仔細從其他學者所著重之不同觀點研究，仍可再加入幾項教學知識的分

類﹔例如﹕教學的社群互動重視情境因素（情境知識）；教學者的基礎教學概念

形成、哲學、人格特質、教育理念、創造思維等因素（一般教學知識）。所以，

本研究歸納數學教師專業知識之內涵為六大類：

1. 教師的數學知識，

2. 教師的數學教學知識，

3. 教師的課程知識，

4. 教師運用情境知識，

5. 教師了解學生如何思維數學的知識，

6. 教師的一般教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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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說一位數學教師對於教學應有知識 ( 例如數學的知識、數學表

徵知識、關於學生學習的知識、或教師決策課程設計的知識等 ) 的認知，在

經歷一些學習或教學的活動後，會對既有的和新進的知識再做認同、調整、

和評估，以修正或轉化已有的教學概念，藉以引發解決教學問題的教學思維，

和發展有效的教學實作方案。因此，瞭解教師教學專業知識的內涵和轉化的

歷程，對於研究教師專業發展是非常有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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