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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十二年台灣數學課程改革的動向 

台灣的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已於民國八十二年由教育部公佈（教育部，1993），並於八十五

年九月起全面實施。八十二年課程標準除延續民國六十四年課程的特色外，並在教育目標、

教材內容、與教學方法上作了突破性的改變，以因應時代之變遷、社會之需要、及以落實兒

童為本位之教育理念。 
在介紹台灣八十二課程改革的動向，有必要對八十二課程與六十四年課程所持之數學本

質作區分。六十四年的課程視數學知識為不變的真理，具有無可置疑的確定性，知識是客觀

地存在於外界等待著被發現。持有此種絕對論 ﹙absolutism﹚的數學本質觀，數學成為一門

只能全盤接受的學科，它易與教室中師生的社會活動和日常生活經驗脫節。教室中所進行的

教學是學生只浮懸於抽象層次被動的接受無法與真實生活關連的數學活動，導致學生害怕數

學；數學對學生而言，除了用來應付考試別無其他意義。又由於教師將數學知識限制在狹隘

的「正確或錯誤」的性質上，學生對數學的知覺也將只是數量與正確性的問題；教室內的社

會互動僅為教師是傳遞知識的權威者，學生只是接受者之狹隘層面。而八十二年的課程將數

學視為是社會共同建構的知識，數學知識的真偽有賴於理性的共識，而共識的達成有賴於理

性的討論。知識的有效性是建立在相互的主觀，而不是在絕對的客觀或絕對的主觀。知識是

經人類的討論或辯解的活動所獲得的共識，它是合作活動的產物。 

落實「以兒童為本位」的教育是八十二年課程的主要精神之一，「培養兒童的群體解題文

化」是八十二年課程改革的主要動向之一（甯自強，1993），「主動參與」和「質疑澄清」是

八十二年課程改革下數學教室文化所形成的一種嶄新的風貌。教室內的活動是以學童的解題

活動或探索活動為主，學童被期望貢獻自己的想法，嘗試自己解決問題，是教室中的社會互

動的主要活動者，是解題者而非解題的模仿者，是數學課室內共同合作的學習者，而不是競

爭者；教師是解題活動的佈題者，是學生解題討論的促進者。 
課程是否能落實？其決定性在於課程的推動者是否能協助發展教師之有關課程改革專業

知識與能力。課程的改革由誰來推動落實？誰來幫助教師培養課程實施的專業素養？台灣目

前的數學課程推廣工作主要是板橋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的數學課程研發小組或民間各出版商

組成的課程推廣行銷小組負責；其次是師院教授、省縣市教育局、和數學科輔導團、學校行

政人員、及教師本身（林碧珍，1998）。本文主要是介紹一位師範學院的教授如何與一所小學

之一年級教師共同合作組成一個教師專業成長團體，以協助教師培養課程實施所需具備的專

業素養；本文並描述「以學校為中心的協同成長團體」協助教師落實數學課程改革於數學教

學實踐中之幾個具體例證。 
 
二、一個「以學校為中心的小學教師數學專業發展模式」的簡述 

本文作者任職於某一師範學院，與新竹市某一小學共同組成一個協同成長團體。成立成

長團體的目的是在發展小學教師之學童數學認知知識，以協助教師能對學生的學習有更好的

瞭解；發展小學教師數學課程知識，幫助教師瞭解數學教材的內容，以協助教師解決數學課

室內教學實踐的問題。協同成長團體的成立主要是配合本文作者主持國科會專題研究補助「

發展國小數學教師之學生數學認知知識」計畫之實施，此計畫之目標是嘗試去建立一個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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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專業發展模式，以幫助教師整合數學知識、數學教學知識、和有關學生學習數學之知識

於數學教學實踐中。此研究計畫預計執行三年，今年是此計畫執行的第一年，此協同成長團

體成員包研究者、共同研究者、兩位研究助理、和六位小學教師（蓉蓉、惠惠、素素、芬芬

、又又、玲玲）共十人。本研究為透過協同行動研究方式以建立教師專業發展的模式，研究

者與教師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合作夥伴的關係，而不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係。研究者是在

協助教師進行教學實踐，與教師分享觀點、調整經驗；是在協助教師建構發展實踐知識；是

教師的學習伙伴。從研究的立場，研究者是研究的策劃者、執行者、促進者、推動者。研究

助理則是協助執行本研究事務性的工作，如錄音、騰稿等工作。六位小學教師在研究中所扮

演的是研究者與教學者的角色，他們不被視為如傳統研究之被實驗及被研究的對象，他們被

研究者期望成為一個主動的學習者、自我發展者、問題解決者、教學實踐者、及研究的共同

設計者。協同成長團體之每一位教師必須共同參與成長團體的聚會、反省討論教學的實踐過

程與結果，共同訂定並遵守討論對話的規則，然後再回到教室中實踐所反省與澄清有關數學

教學的信念和知識；他們必須對自我教學的觀察和作記錄，或經由對學生的觀察獲得有關自

己數學教學的訊息。 
協同成長討論會於每週一下午例行在車站小學﹙暱名﹚的輔導室舉行討論會，討論會的

時間以不影響教師們的教學與級務為原則，所有成員被鼓勵出席參加成長團體討論會。此討

論會是研究所有成員定期共同學習、分享心得，藉由分享的過程來建立反省的習慣，提出數

學教學及學習的問題的地方，是成員們共同解決問題的地方，是我們共同學習的場所。成長

團體討論會是成員們產生認知衝突、是成員們省思的場所。成員們共同觀察參與研究教師之

現場教學是引發討論會中討論議題的主要情境脈絡。成長團體成員間的「社會互動」，而提供

教師的「省思」的機會，造成教師的「認知衝突」是加速發展教師之學生認知知識的催化劑

。 
 
 
 

 
 
 
 
 
 

 
 
 
 
 

 
圖一  以學校中心的小學教師數學專業發展模式（引自林碧珍和蔡文煥，1999） 

 
教室觀察、教學案例的發展、學生解題類型的分析是協同成長團體一年來的三項主要學

習任務。研究者相信教師在進行教學時強調的重點或關注的事務將反映在其進行教室觀察時

所觀察的焦點上，所觀察的焦點也是被教師認為是教學中比較重要的層面；例如教師若是以

教師為中心的教學取向，則其教室觀察的焦點必然放在教師的教室行為﹙如教師的發問技巧

、教師所站的空間位置﹚；若教師是以學生為導向的教學，則其教室觀察的專注點必然比較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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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於學生在教室中的學習﹙如學習的困難在哪裡？學生解決某一問題的策略為何？﹚。研究者

嘗試去幫助教師將教室觀察焦點從注意在教學者身上逐漸擴增至學習者的學習，協助教師能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室觀察取向，對學生有更好的瞭解，更能知道學童學習該單元內容之錯誤

類型。研究者相信協助教師發展教學案例的知識與能力，將有助於發展教師對學生認知的瞭

解及提昇教學效能。教學案例之發展主要是來自成員觀察參與教師之現場教學，在討論會中

依據該節課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學生學習等層面，彼此交換經驗、分享心得、或討論所

看到的、所遭遇的、所思考的問題與困難等專業對話。成員透過已發展完成的教學案例中的

「問題討論」而產生認知上的衝突，產生質疑，更而澄清疑點，成員亦透過正在發展的教學

案例的發展過程，提高在教學或學習上的自覺，澄清自己的盲點。 
學生解題類型分析是本研究之第三個學習任務，其目的是幫助教師能從以教學者為中心

的教學轉移至關注學生的學習。由於台灣這次的數學改革強調以兒童為本位的教育，強調教

師的教學應尊重兒童的自然想法，然而多數教師在佈題之後，要求學生解題，然後發表各種

解法，然而在這些解法之背後所蘊涵的意義又是如何呢？學生解題策略之共通性及差異性為

何？這些專業知識與能力是在這次的課程改革下教師所不可或缺的。今將本研究建立的一個

「以學校為中的小學教師數學專業發展模式」描繪於圖一。 
 
三、協同成長團體協助教師落實八十二年課程「以兒童為本位」的教育理念 

本研究以行動研究方式協助參與研究教師進行三項任務的學習之後，參與研究教師的專

業知識如何的成長與改變？本文將從參與研究教師自我成長的層面，由教師本身來說明自己

看到自己在專業方面認知上的轉變，教師自我成長的描述亦有助於提高教師的自覺能力及自

我省思能力。 

（一）對八十二年的課程精神有更深入的瞭解 

蓉蓉和惠惠老師是第二次使用一年級新教材，在加入成長團體之初，他們比協同成長團

體其他成員有較豐富的實踐課程經驗，他們對新課程的「知」是建立在「行」的摸索過程，

蓉蓉老師所瞭解的新課程是「強調學生理解的過程，注重學生的互動，要提供機會讓學生進

行解題，由學生發表。」在教材方面，新課程是「先以應用問題佈題，讓學生思考。」她認

為這樣的課程培養出來的學生很會思考，但計算能力比較弱。惠惠老師蠻認同新課程重視「

兒童的思考過程，提供機會讓兒童探索活動，鼓勵兒童的分組討論。」惠惠老師深信計算能

力對數學的學習也很重要，她觀察到新課程實施的結果是學生計算能力很差。在進入成長團

體之前，惠惠老師就已經有新課程的概念，但是不知道怎麼做？例如學生發表時，常常因為

秩序很差，時間很難控制；學生發表後歸納不起來，自歎專業能力不足，而不喜歡研學生發

表討論，面對家長的壓力、教室常規的困擾、分組討論執行之不易、教師需要花較多較長的

時間研讀教材準備教學，是惠惠老師在剛加入成長團體時，從自己過去實踐新課程的經驗中

，比起其他成員，對數學新課程的反應有比較多是屬於負面的。 
當成員們去比較自己在加入成長團體前後對數學新課程認知的改變時，他們承認自己是

從協同成長團體進行之教室觀察的學習及成長團體每週一次之例行性討論會，而使得自己對

於新課程原有的認知達到更精緻化。蓉蓉老師承認自己從教室觀察的做中學的經驗中，而建

立了教學時要觀察哪些重點的認知。她也提到以前自己對問題的瞭解只是表象，沒有那麼的

仔細，不曾深入地探討它，即使自己使用了兩年的新課程，卻不曾考慮過學生為何會這樣做

？為何會那樣做？更不知道要去分析學生的解題策略。惠惠老師描述自己從教室觀察的學習

中，對學生的學習比較有包容心，知覺到孩子有孩子的觀點，一年級孩子講的也有道理，不

會講的太離譜，所以現在比較放心讓孩子討論發表。以前做教室觀察時，比較重視教學流程

，比較不放心讓學生去討論，擔心孩子講得太離譜，不知道如何收尾，又怕傷害孩子造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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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不敢發表。惠惠老師在落實自教師佈題、至學生解題、小組發表、溝通、辯證的新課程提

倡的教學模式之後，當遇到學生講得離譜的時候比較能去應付，對自己比較有信心。 
加入成長團體前，玲玲對新課程的瞭解只是片斷的，同事間的交談也是玲玲老師獲得瞭

解新課程的途徑之一。教材內容變簡單、缺乏競爭力、國中與國小的教材難以術接……等等

是玲玲過去的同事對新課程常有的批評。例如她說： 
    “他們說也許剛開始知識還很淺的時候，可以用這樣建構，升到四、五、六年級比較難的話，要建構

可能不太容易，而且課程的編排比較簡單，上了國中小朋友要應付那些考試，怕銜接會有問題。﹙

玲玲，晤談記錄，87, 11.23﹚” 

加入了協同成長團體之後，玲玲老師對課程實踐有了親身的體認後，對新課程從「疑惑

」轉而為「認同」，她的態度的轉變是基於自己在教學實踐後實際觀察到學生學習的進步，她

所觀察到的現象是發展比較遲緩的孩子會比較知道要怎麼去做，孩子從建構知識的過程中比

較能夠自己去學習，學生上數學課舉手發言的次數要比上其他課的次數多，新課程確實能建

立學童學習數學的信心。除此之外，玲玲以前比較不會去關注學生的學習，缺乏去瞭解學生

的思考過程，現在的玲玲比較能去思考學生學習有哪些困難？困難的地方在哪裡？比較有能

力去觀察學生的解題類型。她以略帶自信的口氣描述著： 

    “以前我們比較不會去觀察小朋友，瞭解他們的思考過程，在成長團體中學習到如何去觀察小朋友，

以後就會比較知道他為什麼會這麼想？為什麼會這麼做？然後瞭解他們在想什麼？他想的不是我們

要的，那他為什麼會這樣想？其實小朋友的想法蠻多的，對學生有了這樣的瞭解後，比較能去引導

他們。以前學生不懂時，都是我再講一次，不懂就再講一次，就是一而再的講，不會去思考他到底

是哪裡不對？他到底怎麼樣想？﹙玲玲，晤談記錄，87, 11. 26﹚” 

素素老師認為以前自己的教學問話沒有那麼深入，沒有讓學生自己去想，也不知道學生

懂到哪裡？加入成長團體後，素素覺得自己比較會注意給孩子快樂的學習，對數學的內涵也

比較深入的瞭解。 

（二）解決「兒童算式提早出現」的教學困擾 

學童之「提早列式」是一年級教師在開學前幾週感到最棘手的問題。成長團體成員在討

論會中提到：老師還沒教學生算式前，算式就先出現了，在一年級上學期加與減﹙一﹚﹙康軒

文化，1998﹚的單元教學目標是用具體物或半具體物解決合成和分解問題，但是孩子早已從

學校之外學習以算式來解題，由於孩子缺乏具體活動的經驗，教師不知去釐清具體活動、以

具體物件或圖像的表徵活動、和算式記錄之表徵活動的區分，而造成教師在教學時的困擾。

此種不符合教師要求的算式提早出現，成長團體教師原先的處理方式是如何呢？ 

素素老師說： 

 “在第五單元分與合，有一個問題是：「爸爸釣到 7條魚，送給叔叔 3條，還剩下多少條魚？說說看

，您怎麼做的？」在全班分成的 8組中，有 7組的小朋友都知道 9－3＝6，其中有一組寫 9、3、6

，中間沒有「＋」、「－」、「＝」這些符號，而變成 936﹙九百三十六﹚，所以他們有些會用數學式子

來表示，我沒有說不准他們。﹙素素，討論會記錄，98,10.23﹚” 

玲玲老師在一次的晤談中，提到當學生用算式解題，要孩子倒回重新建構以畫圈圈的方

式表示確實有點困難，她對於算式提早出現原先的處理方式是： 

 “因為我之前有跟他們講，老師還沒有教算式，所以還不要用算式。﹙玲玲，討論會記錄，98,11.09﹚” 

芬芬老師在蓉蓉老師的教學檢討會中提出她所實際觀察到的現象是：孩子似乎都能用花

片排出「操場上有 6個小朋友在玩沙，又來了 3個，現在有多少個小朋友在玩沙？」而且他

們用花片排出的方式相當多，但從排花片轉換到畫圈圈的方式來記錄解題過程，孩子似乎有

困難。芬芬老師又補充著： 



林碧珍(1999a)：以學校為中心的協同成長團體協助教師落實台灣的數學課程改革，數學教育（EduMath），第九期。PP.55-70，香港數學教

育學會出版刊物。 

 5

 “當家人已經教他們 6＋3＝9，他已經會了，我認為寫出算式也無所謂……。其實如果他寫得出 6＋

3＝9，他大概也知道意義。……其實現在這種情況在教學中常常出現，一開始就先用算式算，因為

他已經會了。﹙芬芬，討論會記錄，98,11.09﹚” 

又又老師並不認同芬芬老師的說詞，她說： 

 “有的孩子用算式有可能因為真的瞭解，因為有學過算式，所以會用那種模式再套入；有的可能只

記得那個樣子，而數字抓來就套進去，像在上一次素素的班上就有學生莫名奇妙的寫出 100＋100＝

200，就可以知道他完全不知道那個算式的意義。﹙又又，討論會記錄，98,11.09﹚” 

算式的提早出現本來是芬芬老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事實，由於在討論會中教師們交換不

同的觀點，而燃起玲玲和芬芬老師對孩子算式使用的質疑，孩子算式的提早出現應該如何處

理？是限制它或有其他的方式？由於這一次成長團體討論會激烈的爭辯，使得成員們更加地

認真去思索在教室中所觀察到的一些現象，諸如：由於這一場的討論會而讓玲玲知覺到孩子

的算式記錄解題活動是在具體活動和以具體物或圖像的表徵活動的學習之後才發生的。因而

，在 11 月初蓉蓉老師的一次教學中，玲玲老師能觀察到孩子的建構過程不是如此，玲玲老

師所舉出的具體例証是： 

 “「在操場上有 6個球，小芳拿走了 2個，現在剩下幾個球？」，小朋友先出現 6－2＝4，再補畫圈

圈，在 6－2＝4的下方畫 6個○再寫「一」再畫 2個○，再寫「＝」，最後再畫 4個○，而變成○○

○○○○－○○＝○○○○。這種建構的過程似乎有問題。 ﹙玲玲，討論會記錄，98,11.09﹚” 

在教室觀察中，玲玲老師察覺到孩子是先寫出算式；然後，為了符合老師的要求才再用

圖示的方式表示自己的解題過程。由於玲玲覺察於此也引起蓉蓉老師的共鳴，蓉蓉老師也接

著提出： 

”在玲玲的教學中，我也觀察到學生用算式表示的比較多，不知道事先寫好算式再畫圈圈，還是先畫

圈圈？﹙蓉蓉，討論會記錄，98,11.09﹚” 

成員們在成長團體討論會中，對於「兒童算式提早出現」觀點的形成，是由本來視為理

所當然的事實而開始產生質疑，成為一個可辯證的議題，然後經歷至「以能操弄的具體物或

不可操弄的圖示表徵活動是先於算式記錄的表徵活動」的釐清。在討論會中，當成長團體的

教師們正埋首討論孩子的「先出現算式再補畫○」的逆向建構過程時，研究者認為即使孩子

用○○○○○○－○○＝○○○○來表示 6－2＝4，仍然沒有表示出 6－2＝4中之「－」和

「＝」的意義。以 11 月 6 日素素老師所給定的題目：「8個小朋友溜滑梯，3個小朋友盪鞦韃

，哪一邊的小朋友多，多多少？」的教學中，全班八組的小朋友有下面的 5種解法。在成長

團體討論會中，成員們被要求去深思圖畫表徵○○○○○○－○○＝○○○○是否能具體表

示 6－2＝4的意義時，教師們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們的認知是錯誤的，因此造成教師在認知上

的衝突。 

 
 

 8＋5＝13 

   100＋100＝200 

  8－5＝3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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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所有的解法中，教師們毫不猶豫地視 為合理的解法之一；緊接著，教師們被要求問

及「一隻青蛙有 4條腿，3隻青蛙共有幾條腿？」時，解法 的學生也用     ×     ＝ 

     是否真正表示 4×3＝12 的意義呢？由於此一當頭棒喝的例子而使得成長團體教師

們重新組織腦子中原先架設好的認知結構網，此時，他們才恍然大悟，                才

是真正表徵了「8個溜滑梯的小朋友比 3個盪鞦韆的小朋友多了五個小朋友」的活動。  

         才是「一隻青蛙 4條腿，3隻青蛙共有 12 條腿」的表徵活動。研究者在成長團體

的討論會上更進一步地指出由於學生缺乏之前必要的具體活動經驗，使得學生表現的是一種

假象的表徵活動。在討論會上，教師們被建議在教學中去使用「分段佈題」以豐富孩子的具

體活動經驗。「分段佈題」是將一個合成或分解問題，分解成兩個做數活動和一個數數活動的

過程。例如假如教師的佈題方式：「操場上有 6粒球，拿走了 2粒球，現在操場上有幾粒球？

」是一次呈現整個題目的敘述。若教師是以「分段佈題」方式呈現，則應以「操場上有 6粒

球，用花片做做看；拿走了 2粒球，用花片做做看，數數看現在還有幾粒球？」方式來呈現

問題。 

在有關「分段佈題」的討論會後，成員中蓉蓉和素素老師尚有機會實踐「分段佈題」於

康軒版本第六單元加與減﹙一﹚的教學中，發現「分段佈題」確實能避免孩子的算式提早出

現於教學中。蓉蓉老師提到： 

 “林教授提到「分段佈題」，﹙如操場上有 6粒球，先用花片做做看，然後拿走 2粒球，用花片做做

看，現在有 4粒球？﹚。後來回想起來，真的是受益良多。因為在這個教學之前，我有參考其他版本

的參考書像國編本，我有看到「分段佈題」，那時候〔二年前〕不曉得它的意義何在？或者怎麼用？

後來那天教授提出來，我才知道原來是這樣，後來我就用這樣的方式進行教學，覺得學生的解題就順

暢多了，學生就不會離題意太遠。﹙蓉蓉，晤談記錄，98，11.13﹚” 

當教師們具有「學生的具體活動與圖像的表徵活動是先於算式記錄的表徵活動」的概念

時，惠惠和玲玲老師也認為有必要與家長溝通有關學生的具體活動和表徵活動的需要性。在

一月份的一次晤談中，玲玲老師認為： 
“以老師的立場，仍有要求學生去經驗具體活動的必要，不能因為學生出現了算式就以為瞭解了，就

可以不管。因此家長會問為什麼這麼做？當與家長溝通之後，家長暸解之後，會協助孩子去發展具

體活動和表徵活動。(玲玲，晤談記錄，99, 01.18)” 
 
四、結語 

    從教師自我成長的描述中，看得出教師對學生有更深入的瞭解，教師的教學逐漸遠離以

教師為中心的教學而趨向於新課程所強調的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前一節所描述的具體例證

，是在說明成立一個協同專業成長團體之可行性及有效性，協同專業成長團體幫助教師在面

對自己時，釐清了自己過去的成見與知識，及幫助教師在落實新課程時對教材所需要掌握的

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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