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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取代驗結論的地位，在當懿強調現解、

史')1

觀， ，就據說說整出符合理解與能力發展觀點的綜

機會;纜習作業應積學習有能夠瞭解問題;當華:

誰或團聽解決的學習情境 ε

關鍵豆豆1 :效果律、意義化學習、鎮習

…、傳統呂學習理論的練智觀 訪織。問肘，以下史的顧議代克(缸. L. Thor-

招數i臨去認知領壞的教學中，

，大多數的學智者都曾經潛在費

許多時問典詩力在練習上詣。 的

問題;學常都是一些相鱉ft)1甚至重纜的計算，

，問此，

ndike) 一數學驗學與聯結論的先驅

(一)桑代克的故泉律

1922 年，華代克出版一本代表性的教科

工作稱之海「練習 j (drill and practice )。

種「鍊習 J 在數學教學上估據了祖當久遠的歷

，特點是在「算誰~J 上醋。

{算說:心理學訂了he Psycholo部， of Arith

metic) ，這本書中可說法早期 f 軒轅一反應」

'茵此舉「

心理學觀念的始短。就桑代克福言，他最著

名由與數學教學有密切關係的叩& 以宋悴 J

( the law of effect ) ，這是後來行為學語中增

強開則 (principles of reinforcement )的前

(practice makes perfect ) 

r 

過去的心理學家或

j 可以增進學習的購進呢?

'取決於特定

情境( sl tuation ) 

( connection ) 

( action ) 

說行為學語聯結論( associationism )的觀點 \‘
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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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與鞠j顧問的溫結建立，立立立伴隨著~{I司令

個體禪:密的狀態時，這餾連結的力量說

;當這個連結伴隨的接果為令行動j者;晚擾

的狀態時 f J.舉結的力量親會消豆豆。將「致果

J 

的組成接結，一

組織的組成讓結勾勒出來之後練習J 的增

強效果就可以在 γ 效果言學 J 的譯作下促使連結

強，並且具體地表現在第術的;還算上面

(Thorndike, 1922) 

字數學教學的第

。且適當地

連結選擇出來後，境時就是「練習J 要介入的

轉機了。譚i晶嚴謹的練習安排，可以使我們

的數學觀念呢?

要盟 '兢必須去思考在效果揮下

的「議組 J 習艷的是什麼?

(二)技果律下的練習效果

在「效果律 J 觀點下，任何複體問題都再

以接化約為m…連串連結的組成，在聯結論盛

行的時期，其實早已出現一餾反對的聲音，

那即是 Brownell ( 1928 )的社梢。 Brownell

認為桑代克的?練習 J 方法扭串了學習的問

，以算街為1阱，其學習仔

問題皮應出百分之百的正權主專業，國役，以?

十 5 12 尪粥，他認為兒童能夠反應出芷確

'並不表示他瞭解這個組合的意義，除

非他寞的知道說仟!費 7 -1- 5 心口的理島，他

-9 

(justify) 給自己與他人

瞭懈。

然罷，聯結論顯然只將重點擺在增造反

應海度 (speed) 與芷躍投 (accuracy) 上藹，

強調外額行為反應的結壤，並以說結果來

表示對於數學的瞭解，能否夠執行出來正體

。至於「 J 

增攬躊;向數學概念與單質fj 的瞭解:

'闊無法撞出有姓的論點，甚至並不去

獨師這鶴議題。

, Brownell ( 1928 ) 

主主數學學習的目 ，而不

F 自動化 J 的反應 I練習 j 顯然立豈不能夠

發展意

(Brownell , 1935) 。溫傍重視「捧習 J 的機械

化結果‘會導致意略數學意義中概

(concept) 與關保( relationships )的學習，

所學習的可能樓是…堆沒有組織與攝聯的反

'挂不能保證能鞠相互統盤

成有系統的關係 σ 閻此， Brownell ( 1928 )認

「立議炳」心三真是一種「有意義的習慣化 J

需非僅是單純地 γ還覆 J (repetitíon) 己;

[撥習 J 拉於 Brownell 來說，

「撩解 J (understanding) 的活動才是有價儘

的 他重視的相互統整 員IJ

( principles ) ( patterns) , 

( collection ) 

(三)j農轟累積學習論的觀點

對於線習效果來說，早熊聯結論除了

的眼觀之外，讓有…點亦是數學學習

中無法規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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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的，就是如何解釋「遷移 J (transfer) 透

。因為

聯結論要能夠在學習理議中立穩臨i步，自然

J必讀針對總習如何可能(足進學習還移做出說

明。因此，接下來先說明簿統聯結論的想

接聯結論的觀點觀之，由於它認為任何

種雜的學習都可以被分驛成 a系列連結的黨

誓，會投室主體雜學習

有所助益，只要這個複鋒學 容包括與

向成兮

早期從聯結論出發時

(identical elements theory) 重守穿去。

期聯結論的觀點，

( task )為基華夏照得到的結果，對於直接校數學

教育中的學習插言，在獎賽推上還有存在一段

語當大的差距，其外在效度 (external va1idi

ty) 免不了遭受賢疑。 f主權從聯結論自發的學

者，就試售量

異，若要 中的努力，

( Gagne\1970 ) 「 罵 J (cum-

ulati ve learnin草 theory) 三是很好的例子。

( 1970) 的學習累積觀點應用在數

峙，視觀念的應罵為某一特定技能

(skills) ，立在且可以分解成有次序的次技能

( subskills ) (learning hierarchi心

s) 。在學習續級的概念中，杏幾個特點值得

?主意 (Gagne' & Brìgg品， 1974) 第一，

一項權確認的技能與次技能誓旦是一填表現的

能力，意指…{詩人可以實際表現出來，所以

說 Gagne' 的觀聽來看，這些能力是以「

j 的，換言之，舉習!商級主義以行為投

的一

組織， 的

數學知

( subordinat-

e task) ，或是屬於立

的…制成分，

以學習，

力來執行，高層位置的作業比仗

的作業包含更多的組成技能:第四，

在某一特定層級中的次技能，同樣可以在其

他轉級當中扣演一詞組成分子的角色，

此， t是層次技能並;不只鸝於…{詛

( 1970) 舉雪融級的幾個特

，對於練習效果梅言，在世蓋識進一步為

傳統聯結論研缺乏的舉習還要移理論攪出一個

級無構並跤，對於姦聶來說，由缺一個

次技能可以同時轉於不同

耳r) P要新作業將可以學習地質按:

的關聯性，室主攪基於作業闊的相互驛站，

個

J 並且一起聯合i竄作品學習新的技

音色， 習論解釋學習連星移的理論

基聽。

從這悟概念出發，練習

的角色為學生熟練一學技能拭後，

他更接雜的作樂與技能峙，能夠數快灣地執

( 1970) 

f 練習 J 可以{@使技能體熱 (mastered)

EL有居於未來學訝的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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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使蓋露( 1970) 的學習層級是以行

起來定義的， r另立學習隨般的建立，

，銷或棋據學科i邏輯與執

行技能為單位，整{畸重發宮

的數學原劇與知識，誠

如 Wachsmuth (1983) 

於機;念與原則而來的技能才是發展其他概念

。雖然葦聶認為混過「練習」使

且聽化 J (automatized) 之後，可

，然、話:由於蓋矗立在

沒有對於執行這些投能背後的數學原則與機

加以論述，只強調行為所定義技能的結

，周舵，依然無法走出傳統聯結論的黨

臼'芳:郎對於軍瓏的學習( meaningful 

learning) 無法器出清楚的証成

即使聽朋聯結論學書(如 Gagne' ， J 970 ) 

，根據

作者本部的拉抖，握不能滿足目前拉教學目

標的要求:是以在此學習型轎求的總宮女生

, .，....能確保成分技能的皂點化，雖然

的解釋比傳繞聯遑論來得有力，但

以對先館所學的技能力自以統轄與瞭解鐘才數

，必須先清替強揖瞭解

的教學觀思想，才能決定「輯習 J

存在?以及應試什麼面貌存在?

(一)意義化學習:暸解數學結構與培養

數學能力

在聯結論接行的年代裹，如何使數學成

c 矽1;

如先前升路過的 Brownell (1935) 就相當皮

機械式練習，

學習者叫認為數學是一套缺乏彼成關聯的

，而不是一額相互競輕的數學結

。在當時，聯結論者雖然企翱使「練官 j 與

日常生活有闕，使材料具體化，但是

的然難稅!機械式練習 J

直持到 50 年代。

50年代末期與60年代扣期時，

認知心理學院芽的影響， 1伊j妞，平路 Barlett

( 1932) 與完形學按學者 (Kohler ， 1925; 

Koffk品， 1924) (Piaget, 1970) 

生認議論( genetic epistemology ) 

(也 fr，被 技

出如此表現，無寧說是不同技能的機械式海 能，

二、數學教學的現行觀點;瞭解性與蔥、

義性學習

在瞭解以聯結論聶華礎的 f 練習 J 攜式及

義與效果撓，接下來可講一步探討的

;在現今強調意義與瞭解的數學教學觀

中‘ r 緯習…i 應該以什磨擦的安排來豆豆現呢?

國此，數學課程的革命與改革運動時始變成

數學教學的

學習到數學 (the structures of 

mathematics) ，這並非只要求學習者能夠抓

住數學知識的正式公理證駒，

者能夠瞭解在數學程序下的概念與暉{系。蹺

，數學教學聽朝向概念'1空( conceplua

)) ，揖棄鼠先的計算性 (computatíonal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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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數學教學釋重輯學生擁有分析蝕與綜合

性的瞭解。 90 年代與的

程改革，財主義現能力的體拓，以為將身學習

向

數學知識與發農數學能力。

(二)強調理解的教學觀

中，最接重視與

目標雄主主 γ 理解相
恥

目
的
受接

。j 

鍵上 ( internal 

representations) , 內在表數是結構

化的( structured ) 

中建構議( constructi vism ) 

知識的擺得並羚如!接安觀 J (received 

view) 閑言，只是單純地對外在事拜的加l品

糧製( copi的) , 

的形式加以建擒出來的 (Hiebert & Wearn位，

1988 )。從目前現有的證據世支持隨著時闊

的議展，學生的確是在形成表蟻，

自己的瞭解( Bednarz 

& Janvìer , 19絲; Carpenter ~立洞的針， J 984; 

Siegler & Jenkins , ] 989 )。理解式學習研獲

得者為內心化與運態化的難態知識鑫模，

「知其用以然」的學習有臨種生發展 f如何

學 j 的基暉，接從中培養數學的批判思考與

欣賞數學的能力。

理解式的 習有什麼鐘點呢?

Hiebert 和 Carpenter (1992) 的說明是很好的

且

習上:是建構自

瞭解的數學知

'創選出自己的內在瓷器設，

的網路結楠。

關鍵的子在在於學習的過程是發明性的( Ìnv-

entiveness) (Piaget, 1 今73; Resnick, 1980) , 

1 計
可 發明解決

的策略。的此，一個統整良好的表徵綱

手言生產'1生 (productive) (Carpenter & Moser, 

1984; Wearne & Hie忱肘， 1988) 

娃

(Resnick, 1987) 。

2.理解可以促進記噫

Barlett (1932) 對於記

( remembering )的看法，

1意是…個建構或再建織( reconstructive )的路

，認不是撥動地 J (passive) 的儲存動作

而已。室主於學習者必來說，

( fi t8 )他們本身既存的知識續路來

的，攪和訊息與既存知識擴路加以連結與統

整:醫此，若是學會者瞭解所學習的新訊

，男~歷表示新訊息岳和既存知識有良好

此前記體得更好 CBruner ，

間在於統整1960 ) 

的知識網路會比孤立的片

崩潰興瓦解;並鼠，網路結構會;有較多

體路徑( routes )俱作提敢詩的線穿寄來源。

3.理解能詢減少若望械式記噫;量

若是數學結構的瞭解可以能進記憊，

間樣主意請所學的知識間接此存在互連緝的網

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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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結構，一餾知議網路若態高結構與連結全

自然兢減少軍喝記憶Ðli立部份的負荷，於是

且會變得較少。

體兢整性的知識網路結桶，由其

連結的成分，

問題。

同時聽理很

4.理解可以增進學習讓移

闊的

目標，

為教學者無不希望學生可以根據先前所發蟹

的能力去處頓新問題，但若是無法紹自瞭解

形成統盤的結構，則每一問題都需要一個最

略與其對暉，這樣的方式太過沒有效率，自

然會謹生類化的眼輔性。然呵，一旦學

理解形成數主要問題與解決數學問題的能力之

後，員Ij其起合性與類、擇性{更加對增強弩可以

較有效地把事時問題?過憊」至既有的認知菇

(五)練習的重新定位

瞭解現今數學教喂強調理解數學結構，

以及培養數學視野的教學觀之後， {j專緝的

機械式練習」巳驛很難立足。第一，它沒有

考慮個體的發展限制;第二，經由這樣的繹

; ~，-J能保證是技能的連

方式促進顯解;

限騙性第間，無法磚引學生進入數學讀

野，能

如果要體 γ練習 j 能夠(占有…路之嚕，勢

必要放棄傳統機械式的模式，任何形式的

「線習可活動都應該盡於能鉤增進理解數學結

構的觀點下，增進學習者的;有在表額的選結

13 

，使其不失為訊立、無關聯的分散達

，由於學習是一體獲得的

, I 線習 J B蓋置於學習理解的頭千里宮中，

而不是在學習者瞭解之後的一繞過度練

( over practìcing )γ練習」

按理解數學概念與原則的…種活動，以顯龍

，促進數學的拉肉分

析能力。在進樣的定位下，接下來的議題;妓

?練習」在學習理論仁的支持﹒意部

要視增進數學理解與發展數學能力的練習安

排能否有過切的華習理論支持，以支撐 f練

習 J

位。

(四)認知學習論對練習角色的段示

自接認知心理學在 60 年代問始;牽動發體

之後，許多認知學習發展理論大

(8andura, 1986; Brown , Collins , & Duguid , 

1989; 8runer , 1960; Case , 1978; Klahr & 

Wallac缸， 1976; Piag剖， 1973; Sie忽l肘， 1976; 

Sternberg , 1989; Vygotsky, 1962) , 

r 
J 

1.凱司的理論

( 1985 )的理論企圖綜合皮亞傑學

派與訊息處理理論的觀點，也按他的認知發

展階段與皮亞{藥理論(Piag紋， 1970)臨頭此被稱

為最新技'的傑學派的學者。當L司的理論強調

工作記憶 (working memory) 或短期記體

(short-term memory) 的眼錯，

:生具有訊息處理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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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標'

的

門
口

。然而，

天生潛能能否促使兒童認知進步有賴於兒童

'去自

力，則可能完成認知性的訊息處理。那麼兒

童如何克服想期記器的眼制呢?豈止司

個可能笠，一餾重要轉變是「生理成熟 J

…題是仰自動化 j (automarizatÎon) 。自動化

的連成品須透溫「練習，藉由「練習J 可使

短期記憶的揮作覽有效率，使英東i餘資源能

夠移作其他方面的訊患處理 σ

( 1985 ) 

記憶發展的限輯，一方商m指出若能夠

藉自「據當 j 使學習者的短黯記噫更有效運

作，便可使學生擁有多餘的認知資諒去瞭解

自 向
叫

先 略( spontaneously 

strategies )的缺點何瓶，才能機會主義一步調

者拓展題草草記憶

運作能力，發展出寬容安全率的解決策略。對

於訊前來說 r練習」活動可以便教學者瞭解

白發i吱策略，使教舉者暸解學習者

的郎始功能組織( initial functional organizat

ion) 

略的自íI豎步難 (Case ， 1978) 

2.斑都拉的社會認知學習論

中，主要習者常常位提…醬

觀察者的無色，觀潛教學者如何口

動予支示範數學概念或解決數學問題，區段，

對於班著名拉 (Bandura ， 1986) 的觀察學

( observationallearning )模式而言，有感要暸

， γ 練習)可以扮i則十壇

色。

班都拉( 1986 ) 

( Ínformation編processing )的話動，纜理.

關行蜓的結構 (structure of 

behavior) 以及相關的環境事件:

( symbolic 

represεntation )做為行酷的指引。觀寮學習

的學習模式，拉括以…F四個體程:
J 

( attentional processes )、 i 保留磨棍 J (rete

ntion processes )、「降出歷程( production 

processes) 與伊麗主機嘿嘿 J (motivational 

processεs) 。根據班都拉的觀點，在「產出歷

程」巾，重點在提 f概念配合 J (conception愉

matching) 的i晶體，

內在發徵化概念的主導，

'來瞭解行動與內過對自

在概念:符合的程度，

目標 (Bandura， 1986) 。

班都投仔986 ) 

肉、外交相影響的體戶j學帶歷程，

示範者的示籃 (modeling)

自行練習，因為 γ 自

，言也i罵

」

以調整內在的概念，有說於{I學錯誤行齡，

。從 i 社會認如

的;在舉臂的過程中，海邊「練習」

內在概念釋說回鍛性的訊息，有助於

修正、語整興精進化。

3.布船等人的當境學習論

布朗等人的( Brown et al., 1989) r 

中的，是
一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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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動、酷絡與文化下發展與使用的，因此

活動 (activity) 與情境( situation )都是認知

密不可分的聲體。

等概念性知識而言， Brown 

f黨壞內蘊並且經如活動漸進發農間來，我們

應該放棄輯其為指象、自我包含 (self

contained) 的實體;相反的，是亨、視機傘，注知

概念:性對識，

使用立餌，瞭解它們的，實體功用 (Brown et 

al., 1989 ) 

對於過去的學校教學活動中，

( 1989) 認為數師題常只注鼓數學抽象概念的

移棍，這積教樂形式常鑑價化的、定義良好

的、以及與↑會境脫離

要求以5E律的方式使用

於無法應用在其實的文化轉境 此，

「燒壞學習誰 j 強調「實然性活動.J (authentic 

activity) ，還是指在文化脈絡下的普灑體練

f 賞然?生活動」因其與情境聯

結蘊含其中，舉習的結泉是耘，侶的、

義的， j垂頭?實然盤活動 J 無形成的表徵聽依

存於情境的 γ指標化表繳 J (indexicalized re鵬

presentation) ，這會影響學習者在未來的表

現能勢與情境結合並且類化應島

( 1989) 的觀點與當前國丹九

年一貴的數學諜報相互呼唔，其課程回擇赤

強調數學課程的發展意以生活為中、，以促

進學生的學習興起立與積極參與，培養岳常

活問疇的數學素養，以提升生活品鶴，故善

r J 對於總習活酷的敢示在於

15 

「練習」必禮具備有意義脈絡( meaningful 

context) ，但括物晦環境脈絡與心理驅絡;

而且擁習活動所撞得的不僅在於抽象

概念，更希望能夠與實際需境結合， ;有

富的脈絡蘊含i宜，

標記表體生 j 在黨際使用上更容易與清

多以及被請境線索所激發。在有意義脈絡

下的學習活動，使數學概念成為具有實際用

( arbitrary )程序

或抽象運作而已。

由的了
J 習?這一梅爐化

(enculturation) 的路程，

'盟此，如果「練習 J

( group learning) 的方式進行，

夠撞到下列效果。第一，集體式問題解決劉

:聽體不僅楚聚集拉克真知識的方式，

可。以發展結合建解決策略的機

」雙扮演多元角色:團體舉當可以允許不同

角位的扮演，

論與妥協的機會;

誤概念的機會:

色的意!輯有討

二，面臨無效策略與錯

有機會去

討論無效欒略與錯誤概念的機會，

人聽獨式的學習取是無法草獲得的

間，擔供錐體解決時題的社會豆豆動技巧:團

體學習可以留學生發展與其他成

問題的互動技巧。

五、結諱:嘗試鐘立鋁合權的緣習鹿島!

經;晶前三葷的探討，可知 γ練習 J 在自

強調瞭解數學結構與發農數學能力的意義化

7 練習…找至2軒的定位，首先是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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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i國擴展，

J 的模式，

「機械式 J

中

目前「練習J 的主要位置，如此才可能使「練

習 J 與學習通程相結合，

在以器知心理舉興建構論觀點出發的學

習發展嘿論中，包括…練習」與學習的結合指

出一些方舟，劉如，在上一章中提論凱

( 1985 )、班著名拉( 1986) ‘布朗等人( 1989) 

的認知學習理論，就是我餌找出安排與設計

線習的理論根據。以下原則為作者根據現今

數學教學麗與重要認知學習論的觀點，

;…練習 J 當前數學教學與學習的趨勢中，

立一些可供教學參考的綜合性原則。

(一)安揖綠習的前輩考量

自從皮盟(梨的思想主要漸擴數學教學者主義

. -1萬與安排「練習!有關的重要議題

現:學習者的認知發展散制

(cognitive developmental constraints) 0 

人格(含學 ，非是黨對外在

材料的單純拷貝，前是由劉體

知識與視野。在這樣的觀點 f'

的發展限輯與前儷知識 (prior knowledge) 

賴以建構鰻翰的落在鞋，

於前曾有知識立在且受限於前儲知攏。倘若沒有

考慮發展聽制的困槳，那麼在學習過程中的

練習活動，要求是無法使學習者增進瞭解，

使容易成為聯結論華構下剩激 反應的連結

，不僅不能讓學生對數學概念的理解更

，同時內在數學能力的發展亦將與練

習脫鉤。

月

一-16

1.皮亞傑的發生認識論

( 1970 )認為思考是由內在的認

知結構來主導，因此，對於數學學習來說，

學習者的懿均結構是他們思考與邏輯推理的

基髓，學習數學勢必會受其自

'臣至此，提亞f樂觀點的嚴示在

於以下幾點。

(1)總習應配合認知發展水平 3 皮亞傑的

認知發展階臨分主幸的體詩期:感覺動作

( sensorimotor stage) 、館還恩斯( preoperati

onal stage) 、具體運思期 (concrete opera-

tional stage) 與形式運思期 (formal opera

tional stage) 0 就一般發展趨勢霄，從正式

的學校教育開始，小學階踐!囑於主主體鑫思期

'間中以後開始進入形式運j腎、期。

階段時異體還思期為例，這{歸

期兒童可以聞始從事可迪性的邏輯連思，

只限較以具體材料與活動上。由此種

學活動以拉摯的符號做為材料，在起進兒童

認知發展水平的情況下，對於認知結構的發

展不會有用幫助。這種配合兒童發展水平的

教學觀，以數學教學為偶，例如，當兒童福

未具備基本數字概念時，我們不應期待他們

夠真正撩解摺法第則;在長腥鎮留

( conservation of length )尚未瞭解哼，數以湖

( measurement )亦是不過當的安排。同樣

地，對於「練習J 來說 r准備度 J ( readiness 

)的概;全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是從皮亞傑豆豆

議所衍生出「鏘習J 與發展必須配合的原貝rj c 

(2)練習體能帶給學習者遺麓的 γ

( cognitive contlict )。皮里傑理論強諧音忍

如種I樂是去平質化的動力來灘，



的基礎，

「攘動 J (perturbation) 不能太

成兒童忽略的 α 型反憲( type αreaction ， 

Piaget, 1975) 

必須配合發展水

, 1自

三結夠配合發展水平，

絨的結構應由

所能理解數學結糟的 r~

( 1978; 1985) ，他

期記憶、的的

(l 

內。

「 j 

自動化與醉成龍集( chunkin鵬

g) ，如此可便學習者有更多聽餘資海處理其

臣，以及在解決高層

(二)設計練習活動的綜合性原則

的素，以下則在增進數學理解與發展能力的

練習在教學教學的問輯與展望: 合性原則

據此 。根

。ienes 和 Golding ( 1971 )數學概念發展的觀

點，數學概念:是臨許多具體經驗加以抽象問

冗總言( multiple-

embodiments ) 

形 運作，此觀點即為材

Dienes 和 Golding 強調的「知覺變異當原則 2

( the principle of perceptual varíability )。因

此， r…練習 l

運作 c 例如，在分數概念的理解上，可從

向

J 

Díenes 取 Golding ( 1971 ) 

f 
J (the princì ple of 

mathematical variability) , 

其(也不同脈絡。

數字進位概念除了常用酹十還位外，

的數字連作概念是站前的治

的「撥習」可泣增進學習遷移，

使學習善可以將所學類化暫不同形式的材料

前脈絡的t單位

2.練習活觀的表犧慧能具體到岫象

布魯、訥 (Bruner， 1966 ) 

次 ( enactive ) 

(symbolic) 。布，魯納的

想法認為這三種形式的著這徵有其發展!煩序，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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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放且，在轉換齊下“型式的表徵前醬聲

大量的練習。

Dìenes ( 1966 )同樣也認為數學概念的發

展是一系問循環的型式，

重金應從主主體性到象體性 o 根擇這兩位學者的

，練習活動的安排庸灌爾能真體至1抽

象、?是行動到表纜的騁，序來安排主索習作棄。

倒如，以丸年一貴的數學課程童話劑，在具體

次，學生透溫花片的數物操弄，解決

16 姆的合併 J 的問題;

動;其董厲的具體主臭名數學習解決 r 32 

分為 4 值一機 J 的詞題，並察覺對其類

(pattern) ;，在類化其體表種層次，學生能夠

在透過具體表蝕解決體數分會j與全併的經驗

中，建立 γ偶數加偶數為偶數 J 的關保。

3.血來習作業慧與路絡輯結合

眼據布軒等人( 1989) ，-情境學習論 J 的

觀點雙學習應是講墳蘊含的，不應興嘆境脫

。 19的日，在分數概念的主義撞上，

臼慶生會的蛋驗分配，

體情境中，措謠內容物鳥多個錯物的幾份;

在É r兄弟二人每月可悴的零用接相蓋 200 Jt ' 

二人合作存零用錯，王智月接便可購買 1800

克的說舞機軟體」

式的列出，解自主兄弟每月可存的零用錢各

今

4舍去讀習活動應能提?共學習者自我調整的機

皮盟傑( 1975 )的發生認識論強調適度

的「認錯衝槃」為認知結構向上發展的動力來

月

18 

;班都拉(I 986 )的社會認知學習議問樣重

親內在概念與行動的配合，虛設正確的概念

與行動表現並非一臨碟，因此需要經由

性的反應由鑽來逐步校正。所以，練習活

動必須給予學習者自績，

透i晶萬種

績，

'一斜鞋學者，即外在的

;有喔，即息我自韻，

這聽罷起饋訊息都是自我聽整( selfmodificat

ion) 的重要動力因素。

車走了教師的角色 J

習的過程為例，觀開

由

，主i數學教學與學

'練習活動應

問參與練習活動，

點在於仔細觀察與詢問學習者的表現，給予

會提示線絮，

夠!略省解麗的積略與磨程，並加拉表達出來

目前的舉

首站接與缺陷;

過教誨的;自韻，進一步去修正與讓整原先的

內在概念:。

「自我自續與校 J 方暉，練習活動臨

開始是在教師的指導下進行容上述的好處，

F 臨我練

三的慢況下，由能絢麗金回饋'1輩的訊息。

因此，練習作業上應該擺示學習者去

r 自己是如1月解題的? J 的揖疇，對 γ

J (Bandura, 1986) 的觀點而言，車走

夠意識並觀察自己的產

「概念配合 J 的歷程，

內在概念。當然，練習作業品須具備守仆蔔示

範( demonstration )範棚，在在學習者具備管正

的參照標碧藍 O 飼如，教科醬上的示範'能品

須配合不向思考發展!曹友，列出該層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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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的解題單路與操作活動。

豆，練習作業應學習者能夠輕易地瞭解體

題意譏

口

，教學者都應以學習者B措錯事句暸解

的根痺，如同九年一竇

莒品須配合各階段學生身心與

思考型態的發展歷程;盟鼠，無論採用口

練習作樂期使用

問題意諧的機

。再者， 時

題敘述能夠使學習者 較少的實潭

，能夠使學習帶有較多餘力去從

、騙碼、與體構解題策略等其{姐要三重要

6. 

J 的觀點 (Band叫

lIra 句 1986 ) 

趣，

( mindflllness )的情況下， 臣

的重要訊息。

，~、

~ 

j 觀於舊體學習的;學法觀

之，關體練習能餌獲得傳統錯人單獨學

沒有的領點(參照前述布朗等人關於「

習效果 J 的論述)。在當今多元化的社會中，

廿一世紀的關民需要看還遠與溝通素養，囂

種解決的學

性溝議的學習聽程中，激奮魯多樣性的獨立思

維方式，引導學生和i厝

置

~19 

, r 練習 j 在學習與教學理論的

發展中，有其特定的重要惡的位，

以學生為主體」的建構論學督觀中，它們然

看

佔有3三謊挖

要聽能有f呆，

向下， γ 練習 J

「 I ' 

非學習的戶手段 J 意即fjf *來習~足進數

學概念的理解與發展數學能力，

扇動化。作者希望本文能夠帶

的反思，引發更多說

對與對話，使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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