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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篇數學日誌
                       揭開數學成長團體的序幕
                      

林碧珍
數理教育系

                

壹、緣起

    新竹市頂埔國小的數學成長團體剛步入第二年，成員包括二位師院教授、三

位師院研究生和十二位小學教師。小學教師成員包括張教務主任、註冊組長（芬

芬）、三位二年級教師（菁菁、素素、玲玲）、五位三年級教師（又又、英英、友

友、玉玉、芳芳）、和二位實習教師（新新、敏敏）。十二位教師中有八位是今年

才加入這個數學成長團體的。

在數學教室實踐多元的評量方法將是這一年的主要發展重點之一。學生的數

學日記將是多元評量方法之第一個具體的實踐活動。多元評量方法被視為數學成

長團體的發展重點，是基於參與於成長團體第一年的教師曾反應出： 「雖然自

己非常認同八十二年課程強調的精神，由於缺乏志同道合的同伴，在教學的路途

中會覺得孤苦伶仃，在面臨實施陳腐已久的評量『著重計算能力而非解題過程』

之壓力時，自己的理念無法取得同儕的認同，又難以面對家長的壓力，導致教師

踏上『教學用心課程精神而評量沿用舊法』的窘境。」（林碧珍、蔡文煥，1999）。

因此，發展教師之多元性評量，應為教師在落實八十二年數學課程改革時最為迫

切需要的涵養。

在教師尚未實施學生的數學日記前，數學成長團體先讓教師本身有實際體驗

寫數學日誌的感覺，因為，數學成長團體對教師實施數學日誌的過程就如同教師

對學生寫數學日誌的歷程。因此，在成長團體每週例行半天討論會的第一次聚會

結束後，每位成員被要求依據當天的討論內容作一番的省思，並撰寫成書面的形

式，即為本文所提及之「數學日誌」。這一次的作法是為了成員能共同討論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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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數學日誌所需要的格式及內容，以協助成員們能在這一年很容易的掌握到數

學日誌的真義，並期望成員們能從撰寫數學日誌的過程中，能和職前教師一樣，

確實領略到數學日誌有助於他們對活動作更進一步的省思，也可以加速促進他們

的數學教學觀和學習觀的建立或改變（林碧珍，1998）。

在數學成長團體中，筆者，從研究的觀點是研究者的角色；從教學的觀點，

是教師們的共同學習伙伴，筆者要求自己也要與成員們一樣寫數學日誌。從研究

的立場，筆者必需擔負著數學成長團體生命延續的要務，因而，如何讓成員們覺

得每週例行的半天討論會，不是在浪費時間而確是擁有一種踏實、豐盈的成長喜

悅，這項原則便成為是筆者在思考維持數學成長團體討論會的引導方針。因此，

對討論會的實施及討論會的內容是否符合成員們的需要？是否關心成員的感

受？… 等等，對這些問題的省思是筆者撰寫數學日誌的主要題材。

貳、研究者的數學日誌

    此謂『研究者的數學日誌』是指從研究的觀點，筆者將「如何協助教師撰寫

數學日誌」視為是一項研究工作，瞭解教師們撰寫數學日誌時遭遇哪些問題？如

何解決這些問題？在數學成長團體第二次的討論會，是每位成員與別人共同分享

自己對前一次討論會內容所作之省思的機會，每位成員被要求將自己的省思內容

撰寫成數學日誌的書面形式，筆者與其他成員一樣有與別人分享自己的數學日誌

的機會。這個機會，讓研究者有機會能以較形式化的方式對每位成員傳達有關數

學成長團體延續的目的、未來努力的目標、成員共同遵守的原則、及對每位成員

的期望；也是讓每位成員有機會感受到我對每位成員表達最誠摯的關愛之最好機

會。以下是筆者在 9 月 6 日對數學成長團體第一次討論會後所做的省思而撰寫成

的數學日誌，基於研究倫理的考量，除了張教務主任及場景之外的人物以真實名

字呼出之外，其餘本文涉及之人名均以匿名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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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學 日 誌            1999 年 9 月 6 日 林碧珍

一、我要對數學成長團體努力的是：

我很在乎成長團體中每個人的感覺，讓每個人熱愛數學成長團體是我要努力的

目標；讓每位成員覺得數學成長團體是我們共同解決數學教學問題，也是我們互訴

心聲的地方，這是我要達到的最高理想；讓每位成員以「好東西與好朋友分享」的

原則踏進我們聚會的地方，這是我們必須達成的共識。我們之所以能聚在一起，是

因為我們彼此間有份分深厚的「緣」，因為只有有緣人始能互相關愛始能用心地去

體會彼此的感覺。

我們是維護教師專業尊嚴的一群，因為我們每位成員擁有一份對教育的熱忱與

敬重。既是如此，你我的經驗、觀點、意見、或建議，只要是有助於成長團體成員

教學的改進，都是值得珍惜的；因此在您想表達意見時，請不要猶豫也不要擔心對

或錯、合理與否，因為我們的成長團體在進行意見溝通討論時沒有特定的權威者；

經驗的分享與觀點的交換是促進成員智慧成長的途徑之一；理性的爭辯是當我們的

意見有衝突時尋求達成共識的唯一管道。你我的「分享」是維繫成長團體討論會生

命力的泉源，是製造意見衝突的源頭；「分享」一詞中的「分」與「享」如同支持

天秤平衡兩邊的「法碼」，少了一方均會造成不平衡；因此當您走入成長團體的討

論會時，請別忘了「分」是您應盡的義務，「享」是您應享的權利。

圓山大飯店前總裁嚴長壽的垃圾哲學觀及管理領導理念描述於『總裁獅子心』

可以作為我與數學成長團體成員處事共同遵循的方針。

二、我要對您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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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實習老師（新新、敏敏）想說的話：

我認為你們在頂埔實習是頂埔的福氣，雖然我沒有機會與你們促膝常談為何還

是「實習教師」的身分？但依據你們兩人的能力，要在新竹縣市擁有「代課教師」

的身分決非難事。暑假由於新新的加入讓我對你略知一二，代課教師的收入對你的

家庭經濟支援不無小補，由於你的遠見，對自我理想的追求，放棄了一般人追逐的

「近利」，更顯得你的清高。又又曾對我提及新新面臨兩難的抉擇：成為代課老師就

會失去在成長團體的學習機會；但是一旦成為實習老師，便無法給予家庭經濟的協

助，這時，新新就要對您的父母說 「再等幾年，請您們原諒！」。最後，新新選擇

了我們，我不追究你選擇我們的原因，我真的好感動！我為你的這份清高能戰勝來

自家庭的壓力；同學、朋友加諸的自我譴責、同事可能賜予的疑惑。這位年輕人真

的讓我折服了，頂埔的同事們，我們怎能讓這位年輕人孤獨的過這一年呢？

在大學期間新新給我的印象是一位做事很主動、認真負責的學生，他經常是教

授與學生之間的橋樑；只要有他在的討論課，決不會冷場。從暑假幾次的討論，雖

然他沒有像其他老師一樣的有豐富教學的經驗，可是他經常能提出獨到的見解，問

題看得很深入。更可取的是，他主動的提供了自己的錄音機和主動的以電腦編修討

論後的題目，我真想對新新說：「您的付出與犧牲，我看得到，因為我是一個很能去

感覺別人的感覺的人」。

敏敏外表秀麗的氣質，給人看起來就是一位聰明伶俐的女孩，幾次來給我的感

覺是一位默默耕耘者。敏敏由於又又的說服而觸動了對數學成長團體的好奇，你的

出現帶給我莫大的驚喜！敏敏也和新新一樣都是我的實習學生。我之沒有親自邀請

敏敏加入我們的成長團體，因為我考慮到一位實習老師的職責，我並不能破壞頂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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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張主任在玉玉提出評量命題必需符合學生的生活經驗時再補充：需考慮

到城鄉之別。雖然我去強調了玉玉提出的重點在於生活化，但在討論會中我忘了去

強化張主任的要點在於不同地區有文化之別，不同地區的學生有不同的生活經驗。

張主任當時一定很失望，我想對張主任說：「對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下次會改進，

我會做得更好」。

嘗試維持團體討論中每個人發言的「平等」機會與權利，是我主持討論會一貫

秉持的原則。張主任因為是教務主任，在未成立這個團體前早已被豎立為一個較具

有特殊權威的身分。在討論會時，要被要求置身於相同的工作環境，也要面對著面

孔熟悉的同事的你，去扮演與你原來完全不同的角色，這何其難啊！即使你能，但

我懷疑的是，我擔心的是：成長團體的教師是否也能將你的兩種角色作最適當的取

捨？

從這次會議結束後，張主任對我說：「我有好多話想說，可是沒有機會說，例如：

兩個圓的問題」。我感覺得到張主任很委屈，很不習慣這樣的方式。我真的感受到你

的心情，因為這不是你原來權威身分所該有的。我想對張主任說：「抱歉！在討論會

中我們想聽到每一個人的聲音，告訴我，我該怎麼做？」並再一次的想對你說：「從

下一次起，我一定遵守準時 1：30 開會，準時 3：45 散會。」

我想告訴成長團體的成員們：「張主任是一位很民主的主任，暑假中與他幾次的

討論，我呼吸到他「凡事為教師們著想」的這股氣息，我感受到成長團體有他的支

援，將會讓我們每一個人在團體中活得更有希望，成長得更壯碩。想提醒各位的是：

我們衷心給予他的合作與協助，是支持他這樣努力的最好回饋。」

（四）對又又想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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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今天在會議開始前，又又提及：「文章還沒讀。」頓時，讓我有點心寒，但

我知道又又一定會找時間把文章讀過，「不是嗎？又又」。今天你在討論會中侃侃而

談有關三年級的 2000 以上的教學，我感受到你從教學中獲得的那份成就感，說真

的，我沒有聽懂細節部分，不知成員中有多少人聽懂了？但你的例子是在為英英闡

述「教學進度延宕」的疑慮是多餘的。

（五）對芬芬想說的話：

芬芬當進入討論會場時，一見面就告訴我：「老師，今年我當合作社經理，剛開

學時需要發很多學生的簿子，我很忙，有點不想來。」但是，芬芬還是來了，直爽

開朗、有話直說，就是你獨特的個性。我就是欣賞你這份掩藏不住內心的情緒的特

質，因為你的這份特質，要在成長團體中剝奪你想講又沒發言的權例，恐怕很難。

去年上半年數學成長團體因為你的加入，由於你的這份特質，賜給成長團體無限的

活力。下半年因為你代理教務主任的職務，而允許你暫時成為數學成長團體的「場

外休息者」。最近時常從你自謙的口吻中，表露出你觀察到素素和玲玲的成長與進

步。我要對芬芬說：「有時候，你想得太多，我們都很想在討論會中再聽到您嘹喨的

聲音。」「你不講話，反而讓我覺得不習慣，是讓我覺得我哪裡做得不對了？」我還

要對芬芬說：「今天的討論會結束後，您給英英、友友的加油打氣的話，我都聽到了，

這一劑讓她們勇往直前的力量，何其無比呀！」

（六）對二年級老師（素素、玲玲、菁菁）想說的話：

從去年期末的一次聚餐，我感覺得出素素有一位很體貼的先生和一位很可愛的

兒子，而且，她仍然擁有當媽媽的「寶貝女兒」令人羨慕的身分。

在過去的一年，素素是屬於成長團體中比較沉默的一位；在今年的暑假中，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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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與別人學習一樣的數學內容」、「建構式教學造成「智者愈智，愚者愈愚」的後

果」、「質疑白板的功能」。白板的使用不僅能節省時間，而且提供給個別學生的學習

機會和促進同儕的溝通，如此不就可以澄清友友的「智者愈智，愚者愈愚」之疑慮

嗎？

在加入成長團體前，菁菁過去多年曾使用建構式教學，最後還是成為這個教學

方式的「逃兵者」。目前，像菁菁一樣是建構式教學的逃兵者的小學教師不算少數，

「逃兵者」比起一些本來具有服役資格，卻不擇手段讓自己擠不進檢役大門的役男，

還要可貴些，因為「逃兵者」還曾經淺嚐過軍中生活的滋味，吸過軍中的空氣；因

為「逃兵者」只是環境的不適應，只是自己的行為無法滿足軍中的要求。同樣的，

當建構式教學的「逃兵者」的教師比那群當「拒絕者」的教師還有得救的希望，因

為「逃兵者」只是缺乏關愛，缺乏方法和技巧。因此我想對菁菁說：「把「建構式的

教學」改口以「以學生為本位」的教學，就讓我們成長團體的每位成員來關愛您，

把您以前遭遇的困難告訴我們，我們一起共同來努力！共同為你解決教學上的問

題！」更何況，你班上的小朋友在美蓉過去一年的帶領下，可能很習慣於「他們的

思考、他們的想法在數學教室中要被尊重」的教學方式。

（七）對三年級老師（芳芳、玉玉、英英、友友）想說的話：

和芳芳第一次的見面是在美麗華飯店的一次用餐時，那時候的芳芳和在成長團

體討論會上的士芳給我的感覺是不同的，我比較喜歡第一次看到芳芳給我「比較多

話」的那種感覺。看得出來，芳芳只是自己的潛能還沒有在成長團體被激發出來而

已。因為，這次的討論會，我們對芳芳有些不公平，她被安置坐在屬於比較偏遠的

「邊疆地區」，她一定有被忽視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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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學日誌的功能

成員們在第一次成長團體討論會後被要求撰寫數學日誌，目的是提供每位成

員寫數學日誌的實際經驗（成員們是撰寫者的角色）。隨後，每位成員們被要求

（八）對桂桂想說的話：

對桂桂有太多的感謝和愧疚。只有桂桂可以擁有免除「準時 1：30 開會」的特

赦令，不是她有特權，而是我把成員中每一個人的生命安全擺第一。還好，桂桂曾

經對我說：「她在暑假期間為了準時赴會，搶路肩而得到了一張罰單。」不然，我可

能也會苛求她與別人一樣的準時來開會。又有一次，桂桂和又又為了替每位成員挑

出最適合大家閱讀的文章，由於她的投入而忘了去繳這張罰單，逾期未繳罰款換來

的結果是罰繳雙倍的錢。我想對桂桂說：「罰款由我來付。」，天哪！罰錢算小事，

你的生命安全對振鑫（她的先生）、對我們每位有何等的重要啊！再者，你對研究的

付出與犧牲，沒有提供給你研究助理費，只因為我的考慮是：「你是在職研究生的身

分，區區的研究費，對全時研究生可能會比你更需要。」也許我的考慮對你太殘忍，

也沒遵守「同工同酬」的原則。我還想對桂桂說：「對不起，你的付出與犧牲我看得

到，我會找機會補償您。」「你在這次會議中想說的話可能不止那些吧，為何讓自己

不講話呢？別忘了，你也是一位教學經驗豐富的老師。我似乎感覺到在會議中你的

靈感如曇花一現，而有不同於在暑假中的見解突然一閃，你終於發現：當要幫助孩

子抽離至分數的等值比較時，爾爾設計的是賦予量的情境的一個好題目。」

三、我對這次討論會的感覺：

這次討論會後，充斥於我心的是「沮喪」「不安」。不是成員的不合作，而是不

滿意自己對這次討論會的主持。因為我的感覺是：一切不是在掌控中，團員的遽增

讓我有點措手不及，每個人個性的掌握、座位的安排、討論會的形式與規則的建立、

無法讓每位成員在討論會上暢談、如何有效率的經營這個討論會、經費的開支… 等

等問題時時浮現於我的腦海中。就像芬芬提到我們的茶水、點心糖果的準備要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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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帶自己的數學日誌到第二次的討論會上，彼此分享數寫日誌的內容並討論數學

日誌的格式、包含的內容、和功能等問題（成員們是閱讀者的角色）。若將成長

團體的情境轉化為教室中的情境，撰寫者與閱讀者的角色即相當於學習者與教學

者的角色。由於在進行教師的數學日誌期間，有關學生的數學日記研究尚未開始

進行，因此本文提及之數學日誌功能的討論情境被界定為數學成長團體情境，更

而，由於篇幅限制，無法呈現出另外成員之數學日誌於本文中，因此僅將筆者以

研究者的角色撰寫的數學日誌來討論數學日誌的功能。我們討論的結果是：這篇

研究者數學日誌具有下列的功能。

（一）表達研究者對數學成長團體的期望：數學成長團體是我們解決數學教學問

題的地方，讓每位成員熱愛數學成長團體（第 3 頁）。

（二）表達維繫數學成長團體的理念與原則：「好東西能與好朋友分享」的原則。

當您走入成長團體的討論會時，請別忘了「分」是您應盡的義務，「享」

是您應享的權利（第 3 頁）；「平等」溝通原則（第 5 頁）。

（三）表達對成員的嘉勉：對新新和敏敏的一席話（第 4 頁）。

（四）表達對成員角色的澄清：對研究生角色的釐清（第 3 頁）。

（五）表達對成員的期許：對芬芬、玉玉、和芳芳的期許（第 7 頁）。

（六）表達對成員的歉意：筆者對上一次的討論會反省有關對成員在言語上失敬

之處，如對張主任的致歉詞（第 4 頁）。

（七）表達對成員的關愛：這份數學日誌讓成員有機會體會到研究者對成員的關

愛。由於這樣的機會，而增加了成員之間的互動，因為成員間的互動需要

情意的滋潤；由於這樣的機會，使得成員與研究者之間的距離拉近了，不

再那麼陌生了！就在這樣的機會，我們的數學成長團體踏上了未來這一年

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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