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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學 教 學 模 式 的 闡 釋
教師佈題˙學生解題˙發表解題˙溝通與討論

林碧珍
數理教育系

一、前言：

自八十七年起，筆者在新竹市頂埔國小組成一個數學成長團體，目的在於協

助教師解決數學教室中有關學生學習及數學教學的問題。每週星期一下午是與小

學教師圍坐一起共同提出、並討論數學教學問題的時間。由於這個成長團體的成

立，筆者始有機會瞭解教師在現場教學中所遭遇的實際問題，始有機會與教師深

入暢談數學的學習與教學；由於這個團體的討論會，筆者原先持有的理論始有機

會從教師現場教學的實務而得到驗證；同樣的，教師的教學始有機會獲得理論的

支援與其合理性的確認。理論得到實務的驗證，實務獲得理論的支撐，建立理論

與實物兩者間的連結關係，就是這個數學成長團體的特徵之一。這個數學成長團

體幫助了教師從原先認為學生數學學習的困難是歸因於學生的能力或努力的缺

乏，逐漸轉而承認部分因素是由於教師自己本身對學生學習認知的知識及教數學

知識之不足。教師能有這樣的覺醒，是因為在成長團體中的每位成員都被要求實

際走入成員之現場教學做教室觀察；而且，每個成員的教學也同樣的要被觀察。

從數學學習的觀點，長久已被教師視為是理所當然但確是數學教學的議題，這些

在討論會上被提出的議題正是教師教學的盲點，就是在這些被觀察的數學教學的

情境中，透過提出問題、經由討論、辯證、和協商的過程而獲得澄清；因此，教

師的教學知識和對學生學習的知識也因此而獲得發展。當成員們之間的討論有歧

見發生需要達成共識時，我們所依據的判準是教室現場的學生所發生的學習，而

非以筆者是師院教授的權威身份，亦非持以人數較多的小學教師之人多勢眾為

由。我們從教室觀察中發現諸多的教學實例，大多數是由於教師們自己對於學生

學習認知的瞭解不足及數學教學知識的缺乏而造成學生學習的效果不顯著。從過

去的一年，我們從教師的現場教學中蒐集了許多關於數學教學的例子，有關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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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相關的教學實例可以參閱參考書目 1及參考書目 2；有關教師在數學成長團

體中對數學教學專業知識的改變可以參閱參考書目 3及參考書目 4。

八十五年審定本的教科書全面展開後，各縣市已積極推動落實新課程。幾年

來的實施，筆者從參與數學成長團體的教師之教學及多次在輔導區數學教學輔導

的經驗中發現：教師們雖然透過各種途徑去瞭解新課程，然而對新課程所獲得的

認知，僅是粗淺地瞭解新課程的『建構』精神，及僅粗略的掌握數學教學的教師

佈題、學生解題、學生發表解題過程等基本流程，教師並沒有真正掌握到每一個

流程的實質內涵。

本文的目的在於幫助目前正在使用新課程的現場教學的老師，提供如何去掌

握從教師佈題、學生解題、學生發表解題過程的每一個流程的實質內涵。本文並

不以說教的方式、也不以條例式提出教師應遵守的原則；取而代之的，將提供數

學成長團體所觀察到的實際例子來說明每一個教學流程的實質意義。

二、數學教學流程

（一） 教師佈題：

教師們大都瞭解到：當佈題時應符合學生的生活經驗，及能引起學生的解題

動機，是佈題的主要原則之一。教師們可能經常在佈題時只考慮到佈題的活潑化

但卻忽略了教學目標的掌握。美英老師在 3月 18日進行一年級的『以 50以內的

量為起點，逐次累加十，建立 100 以內的數詞』為目標的活動時，她的佈題是：

  如果將一條橘色積木當作 10個阿兵哥
（１） 現在需要 50位元阿兵哥打仗，需要拿幾條橘色積木？
（２） 有 60位阿兵哥幫忙搬大石頭，需要拿幾條橘色積木？
（３） 有 70位阿兵哥幫忙搬超級蛋糕，需要拿幾條橘色積木？
（４） 有 80位阿兵哥幫忙搬果汁，需要拿幾條橘色積木？
（５） 有 90位阿兵哥幫忙搬飛機殘骸，需要拿幾條橘色積木？

美英老師這樣的佈題是在進行『100以內的數，以「十為單位」的做數活動』，

而非在達成活動目標以『逐次累十』學習『100以內的標準數詞序列』。依照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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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概念的發展，標準數詞序列的建立應需先於說數、讀數、聽數、寫數、做數等

數概念的學習。為達成『以 50以內的量為起點，逐次累加十，建立 100以內的數

詞』的目標，美英老師宜將原題目修改為：

將一條橘色積木當作１０個阿兵哥，軍隊現有５０位阿兵哥
（１）還需要１０位元阿兵哥來幫忙搬大石頭，搬大石頭的有幾位阿兵哥？
（２）還需要１０位元阿兵哥來幫忙搬超級蛋糕，搬超級蛋糕的有幾位阿兵哥？
（３）還需要１０位元阿兵哥來幫忙搬運果汁，搬果汁的有幾位阿兵哥？
（４）還需要１０位元阿兵哥來幫忙搬飛機殘骸，搬勒肌殘骸的有幾位阿兵哥？
（５）還需要１０位元阿兵哥來幫忙搬家，搬家的有幾位阿兵哥？

另外，教師可能在佈題時只考慮到符合學生的生活經驗，但卻缺乏對數學題

目本身特質的瞭解，它也是造成學生學習的困難的因素之一。例如：在 10月 18

日我們觀察美玉老師進行三年級的『解決二位數乘以一位數』的乘法教學時，她

佈了一道題：

『真好喝果汁吧有 12種口味的果汁，杯子分大、中、小三種杯子，請設計一個

菜單，並且，想想看客人有幾種選擇？』全班學生中只有一位學生能設計出 36

種菜單。除了學生無法明確的想出１２種果汁名稱是原因之一外，不同顏色的果

汁搭配不同大小的杯子，共有幾種的配對問題是在乘法的問題中最困難的類型

（Vergnaud,1983；Greer,1992；林碧珍；1991）。Vergnaud 從度量空間之向度

（dimensions）的解釋，配對問題的數學結構是由兩個度量空間的叉積（cross 

product）而產生的第三個度量空間，它同時涉及到三個度量空間。在此果汁問

題中涉及到已知的兩個度量是果汁的口味及杯子的大小，這二個度量配對後產生

的第三個度量是杯子裝著果汁，其表示方法為序對：（大杯、果汁 1），（大杯、

果汁 2），（大杯、果汁 3），… （大杯、果汁 12）；（中杯、果汁 1），（中杯、果汁

2），（中杯、果汁 3），… （中杯、果汁 12）；（小杯、果汁 1）、（小杯、果汁 2）、（小

杯、果汁 3）、… （小杯、果汁 12） 共 36 種。孩子們要能解決此問題必須能看

到大杯可以裝有１２種果汁，中杯也裝有果汁 12 種的可能，小杯可以裝有１２種

果汁；也就是將原來的配對問題『有 12種口味的果汁，大、中、小不同的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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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成菜單，客人有幾種選擇？』轉換成多重群（multiple group）問題『有大、

中、小的杯子，每一種杯子可以裝有 12種不同的果汁，共可裝成幾杯不同口味

的果汁？』。配對的問題雖然符合學生的生活經驗，但它涉及的數學結構較為複

雜，題目本質上是屬於較為困難的類型，對於初步進入乘法意義學習的三年級學

生而言，會有困難解決這道配對問題是很自然的現象。配對問題不適合出現在三

年級的乘法問題，多重群的問題，或陣列問題（array），才是屬於較適合的類型。

   多重群問題：例如：『一盒彩色筆有 12 枝，3盒共有多少枝彩色筆？』

   陣列問題：例如：

                                                   共有多少人？

                                             

（二） 學生解題

目前使用過新課程的教師，大多數認為低年級兒童不適合採用小組的合作學

習，他們所持的依據是皮亞傑的理論，低年級兒童尚屬於自我中心時期，兒童只

看到自己，或只從自己的觀點看待別人。然而羅伊德的實驗指出，兒童在幼兒階

段具有相當能力去幫助貓熊作溝通，但是當兒童自己本身需要別人的協助時，由

於兒童並沒有被告知所接受到的訊息不完全，而不知如何表達，而且兒童通常不

會主動地要求更多的資訊（漢菊德、陳正乾,1996）。在一次的教室觀察中，我們

看到立民老師給學生進行小組活動是名義上的分組卻未達到合作學習的目的，立

民老師的分組方式是：四個人為一小組，一個人負責管秩序，一個人負責解問題，

一個人負責把答案寫在白板上，另一個人負責發表解題記錄。我們發現在進行解

題過程中，管秩序的這位學生不允許另外三個人討論，因為違反了上課中『說話』

的規矩。而負責發表在白板上的解題記錄的學生，由於沒有參與討論，而無法解

釋別人的想法，取而代之的是用自己的解決來說明，這樣的分組學習當然會造成

白板上之思考歷程與解題記錄並非是小組成員協商的共識。

除了分組的不適當外，教師提供給孩子進行活動需要花片的數量是否充分，

亦是決定合作學習的成功與否的主要因素之一。這樣的情況發生在美芬的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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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中，美芬老師要求孩子用花片解決『8個花片分成兩堆，可以怎麼分？』她

只發給每小組（4個人）8個花片，結果是同組的每位孩子都在搶花片，搶到花

片的人，將花片分兩堆後，另外一個人又把花片搶過去再分。美芬老師因為這樣

不愉快的教學經驗，對新課程所提倡的小組合作學習，最後所下的結論是：『立

意良多，實施困難』。依據我們的分析：美芬老師不茍同小組合作學習的理念，

其主要原因是她並未掌握到合作學習的真正精神。如果美芬老師在這個活動中提

供給每位學生足夠的花片數量，讓每位學生從操作的過程中，除了自己所做出的

兩堆數量外，更有機會從其他三位同學學習到其他的兩堆數量，可能是（3個,5

個）或（4個,4 個）或（1個,7 個）或（2個, 6 個），而這些不同的分法是自己

沒有想到的兩堆數量。這樣從觀察別人的操作中，學習到 8個花片分成兩堆的情

形不只是自己做出的一種，如此之學習環境非但不會造成教室常規的困難，而且

從合作學習的過程中促進孩子的多元思考。

分組方式、教具提供的充分性，是影響學生進行有效的合作學習的因素之

外，活動的任務（tasks）是否有小組合作完成需要性？也是決定合作學習成功

與否的主要因素。我們的觀察發現：教師在課堂上所佈的數學問題，經常是個人

獨自就可以成功解題的。因此為增進學生的合作學習，教師所提供的題目，在本

質上應以需要小組成員合作始能完成的任務為主要考量。

（三） 學生發表解題過程

在數學成長團體中，我們發現：教師經常認為學生在發表自己的解題過程階

段，自己本身扮演的是聆聽者或複誦學生的解題記錄的角色。事實上，教師在進

行這個階段時，必需超越這個角色，而去逮住適當的時機，幫助學生重新反省自

己的思考過程或造成學生的認知衝突，以幫助學生發展至更高層次的認知。例如

在 10 月 11 日美姿老師進行二年級的二位數加減教學時，她的佈題是：『39 顆糖

果，吃了 18 顆，還剩下幾顆？請先用算式填充題記錄下來，再算出答案。』

當學生解題後，進入發表解題的階段時，美姿老師在教室巡視中找出學生的

不同解題類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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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39－18＝(  )         Á   39－18＝(  )      Â  39－18＝(  ) 
30－10＝20               39－10＝29            39－10＝29
 9－8＝1                 29－8＝21             29－8＝21                         

      20＋1＝21

美姿老師更進一步地要求學生去發表自己的解題過程，她所採用的方法是：

請奕宣和偉明兩位學生用橘色的長條方格板和白色的方格板解釋每個式子的意

義。

（一）奕宣在黑板上用條狀的橘色和白色的小方瓦解釋第 À 種解法：
             奕宣做出       ，先從      拿掉一個   變成    是 30－10＝20，

            
      再從   拿走   ，剩下 1個 □ ，是 9－8＝1，最後剩下   □，合起來是 21。

      

（二）偉明在黑板上用條狀的橘色和白色的小方瓦解釋第 Á 種解法：
他在黑板上用方瓦做出      ，先拿掉一個   而剩下      ，是解釋

     
39－10＝29，再從      拿走  ，而剩下    □ ，是說明 29－8＝21

美姿以這樣的方式對奕宣和偉明提問，重點是在強調具體物和抽象算式之間

的連結，這是六十四年數學課程的精神。然而，八十二年課程所主張的是教師應

提供機會讓學生發表自己的解題過程，其目的在於幫助學生重新反省思考自己記

錄之意義，培養學生的溝通能力則是另一個目的。因此在請奕宣解釋他的作法

時，美姿老師應當提出關鍵性的問話，例如：題目的算式是 39－18＝（），為什麼

您的解題記錄要列為 30－10＝20

                   9－ 8 ＝1
                      20＋ 1＝21   ？ 接著，再追問：原題目是出現兩個數 39 , 18，

在您的記錄中 30,10,9,8是從哪兒來的？他們和 39 或 18 有什麼關係？同樣的，美

姿應該以類似問題請偉明解釋他的解題過程。當孩子無法透過橫式來求答案時，

橘色和白色小方瓦可能就是求算答案的輔助工具。因此新課程是將具體的教具視

為孩子表徵活動的一種形式，算式也是表徵活動的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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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 10 月 11 日我們也觀察了芳芳老師的三年級除法的教學，此時的除

法教學尚未進入除號 (÷)的引入，教學目標是『解決總量在 81 以內的除法問

題』。下面是學生針對她所佈的等分除問題『有 35 顆糖，平分給 7 個人，每人可

以得幾顆糖？』的解題類型：

¬                      35－7＝28        ®  7＋7＝14                  
                             28－7＝21             14＋7＝21
                             21－7＝14             21＋7＝27

                         14－7＝7              28＋7＝35  （答：5 顆）
                         7－7＝0 （答：5 顆）

¯                    （人）

       
                          （糖果）

當芳芳老師進入學生的解題過程階段時，芳芳老師也只是請學生將自己如上

述的解法重述一遍，或提問小朋友：「為什麼？」此時，芳芳應該在學生重述

的解法後，應該進一步的追問學生：題目中的 35 和 7 分別代表什麼？那麼 35－

7＝28 中的 35 顆糖怎麼可以減掉 7 個人？如此追問的目的是在於幫助孩子再度

去確認「平分給 7 個人」是在第一輪每人分一顆糖 7 個人共分掉 7 顆糖，這樣的

解題過程是在進行將「平分給 7 個人」轉換成「第一輪分掉 7 顆糖」，因此是 35

顆糖減掉 7 顆糖，而非是 38 顆糖減掉 7 個人。同樣的，芳芳老師應當追問®解

題類型的學生：從你的減法（加法）算式，如何知道答案是 5？

三、結語

    八十二年數學課程強調以學生為本位的數學教學。教師佈題、學生解題、

學生發表解題過程、與溝通討論是教師們為達成此目標而被建議採用的基本教學

模式。然而，教師並未真正掌握此教學模式每一個流程的涵義，僅是粗略的掌握

表面的流程，每一個流程均已在文章中分別提供教學實例具體的指出教師掌握的

要點。教師在佈題時，除了學生的生活經驗、引發學習動機外，對數學題目在結

構上的區分、佈題的方式及內容是否符合教學目標？更是重要的考慮。除了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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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教具的充分性外、或動進行的任務是否有小組合力完成的必要？是促進

小組合作學習的主要因素。學生發表解題時，不是僅要求學生重述自己的解題記

錄的層面而已；重要的是，教師要抓住時機提出關鍵性的問話，幫助學生再次地

重新反省有關數學性的思考。然而，我們發現，這些能促使學生進行數學性思考

的關鍵性問話，正是象徵著一個好的數學教學的特質，這些就是一位數學教師所

必須具備的專業素養。但是，教師需要的有些專業素養，並非教師獨自有能力自

覺得到的，而是在數學成長團體討論會透過彼此的經驗分享、觀點的交換、質疑

辯證而衍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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