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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協助教師實踐學生的數學歷程檔案評量，以促進教師對學生

數學學習的瞭解。為達成本研究目的，由研究者和來自新竹市頂埔國小的二、

三年級教師共十二位組成協同數學成長團體，以行動研究為取向，實踐學生

的數學學習歷程檔案評量。學生的數學歷程檔案的實踐分為三個階段：檔案

資料夾的建立、檔案資料內容的建立、和歷程檔案的評量。數學日記是歷程

檔案資料的主要內容，數學日記上的命題是用來分析教師命題能力的提昇之

主要資料形式，學生在數學日記上的解題是作為反映教師教學方式的資料之

一。研究發現：數學日記可以幫助教師瞭解自己的教學活動是否適合學生的

認知發展，確實做到即時調整或立即的補救教學之效，而且閱讀他人資料的

數學日記，造成教師的內省而改變教師的教學型態。從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

評量過程，幫助教師看到整體學生的學習，也看到學生的個別特質及學習型

態。

關鍵字：數學學習歷程檔案、多元評量、行動研究、數學日記、擬題、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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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協助教師實踐學生數學學習歷程檔案之研究－

數學日記是瞭解學生數學學習歷程的一種資料形式~ ~ ~

一、研究背景

「養成以數學語言溝通、討論、講道理、和批判事物的精神」不僅是八

十二年國小數學課程標準的總目標之一，而且是即將登場的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的數學學習領域的課程目標之一（教育部，2000）；同樣的，從數學課程標

準（NCTM,1989）及數學課程的原則與標準（NCTM,2000）也顯示出，數學溝

通能力的培養在美國數學課程改革的重要性；由此可見，數學溝通能力的培

養是國際性的數學教育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

從數學教育改革的哲學基礎、學習理論發展與數學評量的關係來看，數

學評量是有其哲學背景及學習理論的依據。當今數學課程主張數學學習是學

童主建構數學知識的過程，尤其是學生在社會情境脈絡之探索過程的參與和

瞭解，這種過程是在教學過程中師生互動的對話中產生，它是一種連續的、

動態的過程。基於此，評量必須重新定義為教師瞭解學生理解的一種過程，

而且能反應學習者在社會情境下之全面學習。由是，過去以選擇題、計算能

力為導向的傳統紙筆測驗，已不敷當今強調學生數學概念的理解及解題過程

的合理性的檢驗，評量必需能廣泛而深入地搜集學生整體性的學習軌跡，確

實反映出每位學生真正的學習。如果把評量視為是能看到學生內心的一扇

窗，那麼多元評量則是將這一扇窗戶開得更大，如此才更能看到學生的內心。

我們相信教師越能看到學生的內心，掌握越多有關學生學習的資料，則教學

的材料越能符合學生的需要，越能做好教室中的教學決策。

研究者正在執行一個三年期的研究計畫，目標是在提昇教師的學童數學

認知知識。第二年研究是延續第一年的研究，發展教師之評量知識及增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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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之學生擬題知識是第二年研究的目的。從教師專業發展的觀點來看教學評

量，評量是在幫助教師瞭解學生的數學學習，也在幫助學生瞭解自己使用的

解題策略及思考方法（Lester&Kroll，l996）；所以，發展教師之有關評量知

識，將有助於增進教師對學生數學學習的瞭解。發展教師之有關評量知識不

被本研究視為是教師之學生數學認知知識的內容之一，而視為是促進教師瞭

解學生數學學習的方法之一。基於此，自第一年研究以進行教室觀察、發展

教學中實際發生的教學案例、分析學生解題類型的認知活動之外（Lin, 1999；

Lin & Tsai, 1999； Lin, 2000；林碧珍和蔡文煥，1999；林碧珍，2000a；2000b），

乃至第二年發展教師有關多元評量的知識，是本研究發展教師之學生認知知

識的途徑。

除了順應數學課程改革的趨勢、促進數學概念的理解、符合教學評量的

目的之外，教師們缺乏有關多元評量的認知及需要重新釐清評量的目的，是

本研究考慮將發展教師的多元評量知識為研究目的的另一個重要的考慮因

素。去年參與數學成長團體的一位教師曾反應出：「雖然自己非常認同八十二

年課程強調的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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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用新課程精神而評量沿用舊法』的窘境。」（林碧珍、蔡

文煥，1999）。另外，在有關評量的調查研究也反應出一個事實：多數教師雖

然實施八十二年以學生為本位的數學課程，但在評量方面則尚未配合進行，

研究更進一步指出，教師缺乏多元評量的認知與實務經驗，是造成評量未隨

著課程與教學的改變而作調整的主要原因之一（古明峰，2000）。由此現象，

發展教師之多元評量知識，積極推動教師實踐多元評量方法於數學課室中的

教學，應為落實八十二年數學課程改革，及面對即將來臨的九年一貫課程，

最為迫切需要的專業涵養之一。

雖然在評量的文獻指出，只要與學生數學學習相關的活動的記錄皆適合

於存放在學生的學習歷程檔案（Clarke, 1997；Lester & Kroll, 1996），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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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完成的數學活動計畫、配合上課活動進行的學習單、數學月考考卷… 等。

教師要落實多元評量方法，因缺乏對各種評量方法的瞭解，若無法得到適當

的協助與支援，在方法實施上必然會遭遇到困難，終致放棄使用。本研究以

行動研究的方式，在一所學校以協同合作方式組成數學成長團體，成員包括

兩位師院教授、三位研究生、與十二位教師及行政人員，協助教師克服因實

踐學生的數學日記所遭遇的困難，並與社群中的教師共同協商解決問題的行

動方案，期望推動教師實踐的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能實際配合數學教學活動

的實施及符合學生學習的需要，建立理論與實務的密切關係。為避免教師在

同時間因採用多種的評量方法，而增加工作的負荷量，導致中途退出參與研

究的發生。因此，本研究之多元評量方法，特別限定在發展教師之有關學生

數學學習歷程檔案（portfolios）的知識；除此之外，發展教師有關評量學生

的高層次思考的命題能力，從而培養學生高層次思考的數學能力，從而影響

教師教學方法的改變，也是本研究關心的問題之一；教師實踐學生數學日記

的歷程，是作為說明教師在評量認知上的成長之主要資料來源，學生的數學

日記將是存放於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主要資料形式。

本研究之數學日記，是教師依據自己進行的教學活動之後而設計的，其

目的是在幫助學生重新回顧、及統整在課堂中進行的數學概念學習、或是在

幫助教師瞭解教學材料是否適合學生的需要、或是在延伸教學活動。數學日

記是一種數學作業的形式，但它與數學習作不同的是，命題的素材大多來自

課堂中進行的實際教學活動或學生的解題過程，數學日記上的題目涉及的人

物均為班上學生的名字，比較屬於班級性的；它可以利用課堂進行或與家人

共同完成；能確實符合教師教學的個別需要；對孩子而言，具有高度的親和

力。每次的數學日記是為教學活動結束後而設計的，它不是用來取代數學習

作，而是，用來彌補為全面學生設計但無法適合教師的個別需要的數學習作

的缺失，故數學日記的一般題數是一至二題，而且題目是以能培養學生的思

考能力、分析能力、及批判能力等的高層次思考為命題的主要原則。對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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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而言，數學日記和數學學習單，其差異性在於數學日記是完成數學教學活

動後，為了幫助學童統整或加深習得的數學概念而使用，而學習單是為了配

合課堂上的教學活動而進行的，是教學材料的一部分。本研究並不去強調數

學日記本身的語詞及名稱，而是在於關心它的內容、功能、及使用方式。

如果數學日記是瞭解學生學習歷程的一種資料形式；尤其是瞭解學生的

高層次批判思考、自我省思能力，形成問題能力、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那麼，

協助教師實踐學生的數學日記，是在協助教師更瞭解學生的學習。因此，協

助教師實踐學生的數學日記，將有助於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究竟學生的數

學日記上需要哪些素材才能引發學生的高層次思考？為回答此問題，即與教

師形成問題的能力或教師擬題有關。基於此，在學生數學日記上，有能力去

設計高層次思考的數學問題，成為是教師實踐學生數學日記所最為需要的專

業涵養。換言之，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協助教師實踐學生的數學日記，以培

養教師設計出具有高層次思考題目之能力。具體言之，本研究主要探究的問

題為：

(1) 如何協助教師實踐學生的數學學習歷程檔案評量？

(2) 教師在學生數學日記上的命題內容及形式有何改變？

(3) 教師在學生數學日記上的命題內容及形式與其教學的相關性為何？

二、研究文獻

本節文獻的探討，第一部份主要從數學課程與學習理論發展趨勢的背景

因素，說明數學評量改變的緣由，並探討目前評量實施的現況；第二部份主

要從數學溝通能促進數學概念學習的觀點，說明數學日記在數學學習所扮演

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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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數學評量

1、數學評量與課程改革、學習理論關係

數學評量與數學教育改革和學習理論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數學教育改

革是根源於哲學思潮，是維繫於學習理論的發展。以美國的數學教育改革為

例，自 1950 年代至 2000 年代歷經的五次重大數學改革，除了與其時代背景

相關外，每次的改革，來自於不同的學習理論，也帶動了數學評量的改變。

這五次的數學改革是：黃金時期（1950s-1960s）；蘇俄發射人造衛星（史普

尼克）（1960s-1970s），回歸基本（1970s-1980s）：提倡人民生活之基本能力

－解題為導向的數學教學（1980s）；提倡所有學生之數學能力（power）－解

題、溝通、推理、連結、鑑賞（1990s-至今）。

在黃金時期及蘇俄發射人造衛星的兩個改革時期，其所依據的學習理

論，是受到行為主義的 Skinner 刺激反應的聯結理論、和 Gagné 的工作分析，

和 Bloom 的教育目標分類方法的影響，因此學習強調知識的保留、轉移、和

回憶，評量內容則以知識、技能為主，評量方式則以標準化成就測驗之量化

呈現。在 1970 年代以後的數學教育改革受到認知心理學家 Piaget 和 Skemp

的影響，以資訊處理（Information Processing）認知模式解釋學生的學習，因

此評量的內容從強調知識的獲得轉為思考的過程，評量方式則由標準化的成

就測驗轉為以非標準化的大聲想及錯誤分析為主。到了 1980 年代的數學教育

改革，強調解題為導向的數學教學，以解題的工作任務變數及後設認知解釋

數學的學習，因此評量著重在瞭解學生學習數學內容之認知策略的使用。近

期之數學教育改革目標在於提昇所有學生的解題、溝通、推理、連結能力

（NCTM, 1989），是植基於建構主義學家的知識論觀點，強調學生在社會情

境脈絡的學習過程與參與，主張社會的場域和教室環境是促進兒童數學學習

的重要因素，因此評量以能反應學生在情境脈絡下的整體學習為原則，評量

方法宜採用多元方式。今將數學教育改革、學習理論、和數學評量之發展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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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摘要成表一。

表一：數學教育改革、學習理論、和數學評量之發展趨勢（林碧珍，1997）
年 代 數學教育改革 理論和教學 數學評量

1950s-
1960s 黃金時期

1960s-
1970s

蘇俄發射人造衛星

  行為主義（刺激→反應）
  Skinner，Gagné，Bloom 
  學習強調記憶保留、轉移、和

回憶知識。

以評量知識、技能
為主之標準化成就
測驗。

1970s-
1980s

回歸基本
認知模式（I-P 理論）
Piaget ， Skemp

以評量思考過程為
主之非標準化的評
量（大聲想、錯誤
分析）

1980s
提倡人民基本生活能力：
解題為導向的數學教學

數學解題（工作任務變數）
（專家和新手）
（後設認知）

以了解學生學習數
學內容之認知策略
的使用。

1990s 提昇所有學生數學能力（power）－
解題、溝通、推理、推理、鑑賞

以兒童為本位
(如建構主義之知識論)

教學與評量整合

從學習理論的觀點，行為主義學家相信只有外顯的行為才能被評量，因

而評量強調知識和基本的計算技能；認知理論學家關心個體的心智結構，心

智結構的變化而有學習的發生，因而評量強調個體的認知過程，如解題策略、

思考過程。建構主義學家的學習理論視數學學習為學童主建構數學知識的過

程，評量是教師瞭解學生理解的一種過程，這種過程是在教學流程中師生互

動的對話中產生，它是一種連續的、動態的過程；社會建構主義學家強調學

生在社會情境脈絡之探索過程的參與與瞭解。基於此，數學教育改革以社會

建構主義的哲學教育思潮為主流的今日，勢必需要發展出能反應學習者在社

會情境下之全面學習的評量。為了能反應在社會情境下全面的學習，歷程檔

案評量是最好的評量方式之一（吳毓瑩，1998）。相對應於情境社會歷史所強

調的探究過程及社會學習參與和評量過程兩種參與，開放與自我評量成為是

歷程檔案評量的兩大特色。

2、學生數學學習歷程檔案評量

學者一般將「portfolio assessment」一詞譯為卷宗評量或歷程檔案評

量，它是將學生的個人表現放進個人資料夾裡，收錄學生留下的成長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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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學生自評、老師評語、同儕互評、家長的感想，以展現個人的學習歷程。

一般個人的資料夾裡存放的資料形式可以是：每次的月考、平時考、家庭作

業、筆記、數學日記、學習單等（Lambdin & Walker, 1996；Crowley, 1996；

吳毓瑩，1998）。本研究是在呈現學生數學學習的全面歷程及教師對學生學習

的全盤瞭解，故以「學生數學學習歷程檔案評量」一詞稱之。

至目前為止，雖然國小數學課程研發小組為確切落實數學課程全面的實

施，相繼發展出各種可行的評量方法，諸如﹕數學日記（鄔瑞香, 1996）、親

子關係活動評量、學童數學專題閱讀的發表、與自我評量等（黃幸美等人，

1997）。但在第一現場教學的多數教師，並未隨著課程與教學的改變，調整評

量的方法，除了外在的因素（課程內容太多、趕進度、學生人數多、作業份

量負擔過重、家長不能配合所帶來的壓力）外，教師缺乏多元評量的認知是

一個主要的因素。目前多數教師仍然無法突破舊有的成績考察看法及作法，

研究發現：現行的國民小學數學科定期考查試題試卷題目，仍然重視例行性

及標準答案，題目缺乏具有創意性的內容，強調的是解題結果，忽略了思考

過程及解題策略等內容的評量（古明峰，2000）。在古明峰的研究中指出，使

用八十二年課程的教師對於多元評量的知識與訊息接觸比較多，因而接受的

程度比較高。然而，當更進一步地探究國小教師所受專業訓練的課程中，發

現教師涉及多元評量相關的知識並不多（古明峰，2000）。因此提供機會讓教

師實踐數數學學習歷程檔案評量，將是改變教師的評量信念及幫助教師建立

評量知識的有效途徑之一。

學習歷程檔案的實踐多數應用於師資教育，特別是職前教師的教學歷程

檔案（Barrow, 2000; Chastain, 2000; Peters, 2000），較少是屬於學生部份。教

學歷程檔案用在師資教育方面，是作為促進教師省思能力的一種工具，也是

評量教師專業發展的一種方式。歷程性檔案用在學生部份，是作為能顯示出

學生的瞭解、解題過程、和學習態度的進步和成長情況；它可以提供學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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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學習歷程，而且是顯示學生會些什麼而非是不會什麼；它是用來與家長

溝通孩子學習的最好方式，在檔案形成的過程中也融入了教師與學生的溝通。

學生在數學日記上的解題表現，是用來說明學生數學學習歷程的主要形

式，因此數學日記是評量學生數學學習的一種資料形式。除了幫助教師發展

歷程檔案評量知識外，教師形成問題的能力亦是本研究的發展重點，教師在

數學日記上的題目設計，在內容上及形式上的改變，將是用來反應教師形成

問題能力提昇的指標，因此數學日記是用來說明教師擬題的主要資料形式。

本研究之學生數學學習歷程檔案評量，是有目的地蒐集學生的數學日記，這

一系列的數學日記展現出學生在長期的數學領域內的努力、進步、與成就，

整個學習歷程檔案，從數學日記素材的設計、選擇的標準、評斷的準則，乃

至自我反省、自我評鑑，都有學生參與其中（Paulson, Paulson, & Meyer, 

1991）。

3、數學日記是瞭解學生數學學習的一種評量形式  

評量的目的，對學生而言，是在幫助學生瞭解自己使用的解題策略、思

考方式，強化及深化數學概念的學習，或養成解題習慣之數學情意學習。對

教師而言，評量可以用來溝通教學的重點，改進教學內容及教學方法，幫助

教師瞭解學生的成就或進展情形（Lester&Kroll，l996）。除了教學過程的師

生互動討論的教學與評量整合的動態式評量外，數學日記，是另一種可以全

面瞭解學生的數學學習的可能途徑（林碧珍，1998）。

從教育評量的觀點，在數學教室中，撰寫數學日記的主角是學生，學生

撰寫數學日記可以釐清他們的想法與加深他們的瞭解；是在幫助學生回顧或

瞭解之前學過的概念的學習情形，也可以幫助他們澄清自己對數學學習的感

覺；它能顯示學生的數學學習歷程，讓學生知道自己的迷思概念是什麼，迷

思概念在哪裡，數學日記是在幫助學生知道什麼對他們是重要的；它被證實

為可以提昇孩子數學能力，及降低孩子數學學習焦慮的有效方法（Norwo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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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er, 1994）。

在數學教室中，從閱讀學生數學日記的教師立場而言，能幫助教師真正

瞭解學生所瞭解的與所不瞭解的是什麼，可以幫助教師瞭解孩子在認知和情

意方面的數學探索（NCTM，1991），是教師評量學生學習的一種方法，從而協

助教師能掌握學生真正需要補救的地方。學生的數學日記，是提供給教師瞭

解學生的想法與數學學習態度的另一個管道，因此數學日記是幫助教師打開

另一扇窗，能幫助教師看到學生在認知上、心理上的需要，及在情意方面的

學習（Clarke, 1997）。數學日記不僅是瞭解學生學習的一種管道，而且是一

種教學方法（technique）。因囿於在教室中小組討論的限制，教師無法於課堂

中的聽到個別學生的聲音或看到個別學生的學習，數學日記的使用，提供教

師重新檢驗每位學生是否瞭解課堂中討論的議題，並且再次提供機會給學生

再次思考小組討論中討論的問題。

不僅如此，在數學教室外，閱讀數學日記最可能的主角是家長，家長透

過閱讀孩子的數學日記，能瞭解自己的孩子在數學學習的成長軌跡，並有助

於促進家長調整自己對數學課程改革的腳步，幫助家長建立新觀念；另一方

面，家長從閱讀孩子的數學日誌，而肯定教師的教學能力與教學的認真，因

而對教師產生信心。

總而言之，撰寫數學日記不僅是培養學生溝通自己數學學習的一種方

法，而且是創造了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溝通、學生與學生之間溝通的機會，在

撰寫數學日記的過程，即在進行學生的認知學習活動，它是幫助學生進行內

在的認知活動與外在表徵之間的連結，因而有助於學生數學思考；除此之外，

數學日記是以另類的方式呈現學童的數學學習，因此可以提供不同程度、不

同學習型態的學生平等的學習機會。數學日記的使用，是提供教師、學生、

與家長省思的機會，它是進行數學溝通的一種方法，它能促進教室中學生與

教師，學生與學生、學生與家長、教師與家長之間互動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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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學溝通

1、數學溝通促進數學概念的理解

八十二年課程標準的數學教育目標，除了強調學生的數學知識及技能的

獲得，更重視學生的解題能力、以數學語言溝通及批判事物的能力、及主動

合作和尊重別人等數學學習態度的培養。為達成此數學教育目標，自教師佈

題後，學生個別或合作解題，至發表解題過程進行溝通、澄清、辯證，乃至

達成共識的教學流程，是目前數學課室內教學的主要流程。再者，連結是九

年一貫數學課程與歷次的數學課程改革所突顯的最大差異之一（教育部，

2000），為了促進數學的內在連結與外部之間的連結，進行數學的溝通為一項

重要的數學學習活動。

數學溝通，從數學本身，是數學術語、符號與概念之間的轉換，或是表

徵之間與表徵之內的轉換，基於此，進行數學溝通活動有助於學生對於表徵

之間與表徵之內的連結，因而促進數學概念的瞭解。在數學溝通活動中，傳

遞訊息者說明自己的解題方法及解釋自己的思考過程，提出合理性的論證，

依此，進行數學的溝通活動有助於推理及分析能力的培養。從接收訊息者的

觀點，數學溝通是理解他人的數學概念或想法，或是當不贊同或質疑他人的

說法時，能提出批判或說明理由，因此進行數學溝通活動，有助於批判能力

的培養。

2、撰寫數學日記是進行數學溝通的一種活動  

數學的溝通方式，除了說、讀、和聽，是經常被用來幫助孩子澄清自己

思考的重要方法之外，撰寫數學日記也被視為是幫助孩子溝通數學學習的一

種方法。撰寫數學日記可以幫助學生釐清想法與加深瞭解；可以幫助學生省

思自己的思考過程及澄清自己對數學學習的感覺，透過數學日記進行的省

思，有助於學生對數學的正面學習（Norwood & Carter, 1994）。同樣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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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數學課程標準（1989）也特別推薦：讓學生撰寫數學日記，是促進數學溝

通及提供機會讓學生省思自己數學學習的一種重要的方法。

從學習的觀點，數學日記除了可以是學習者的一種學習工具（tool），也

是促進省思的工具，它也被證實為可以提昇孩子數學能力，及降低孩子數學

學習焦慮的有效方法（Norwood & Carter, 1994）。數學日記能增進一個人的

思考，在於當一個人沉思一個觀念而想將其以文字來記錄時，此時，這個觀

念必須重新思考、再次澄清、重新解釋、再組織，及將用來表達的語言也必

須簡潔扼要，這些均需涉及到認知歷程。從教學的觀點，美國數學課程專業

標準（NCTM,1991）也建議教師：將數學日記作為是一種教學方法（technique），

學生的數學日記可以幫助教師瞭解孩子在認知和情意方面的數學探索。

3、形成數學問題的重要性

科學家 Einstein & Infeld 曾提出：「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來得重要，因

為解決問題僅僅是數學上或實驗上的技巧而已，然而提出新的問題、新的可

能性，從新的角度去看舊的問題，卻需要極富創造性的想像力，並且標示著

科學的真正進步」。心理學家 Wertheimer 認為：「思考的功能不止於解決問題

而已，它還具有發現、預見以及深化問題的作用，在重大發現中，就屬於找

到某個特定問題最為重要，預先察覺並提出深具創造性的問題，經常是重大

發現的關鍵所在，其重要性遠大於問題的解答」（引自許育彰，2000），由此

顯示，培養具有形成問題能力的重要性。

近年來，形成數學問題能力的培養逐漸被視為是數學課程的一個重要成

分，而且是數學活動的重要核心（Brown & Walter, 1993; Silver et al., 1996）。

美國數學課程評鑑標準和數學教學專業標準均特別強調：佈題或擬題是引起

學生學習興趣的一項重要教學活動 (NCTM, 1989；1991)。發展形成數學問

題能力，與解決數學問題能力一樣，也是九年一貫的數學課程的目標之一（教

育部，2000）。擬題或佈題在國內的數學教育研究也逐漸的受到重視，在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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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度「數學教育－學門資源整合規劃修訂」研究報告中呼籲：讓擬題及佈

題成為解題活動中整體的一部分，在擬題研究上，必需視擬題及佈題活動為

解題研究的第一步（國科會，1996）。這些年來，研究有逐漸移向擬題或佈題

的焦點上，有些研究致力於學生擬題（English, 1998a；Leung &Silver, 1997；

Silver et al. 1996；Silver & Cai, 1996）、職前或在職之中小學教師之擬題或教

室中教學佈題（English, 1997a; 1997b; Gonzales, 1994；Leung, 1997；Leung & 

Silver, 1997,林文生，1996；林德宗，1999；陶惠昭，1998；梁淑坤，1994；

1996a；1997；1998；劉芳妃，1998）、及擬題評量（Leung, 1996；Silver & Cai, 

1996；梁淑坤，1996b）。

形成數學問題可以不需利用任何提供的線索或訊息，或自生活情境中，

提供可以形成數學問題的情境，在形成數學問題的情境的過程中，即在促進

數學內部的連結與外部的連結，因而促進數學的學習。形成數學問題在本質

上是一種極具創意的心智活動，其價值性並不低於去解決問題的答案。「找出

(finding) 問題」「形成(formulating)問題」「創造(creating) 問題」「擬出

問題(posing problem)」，是被用來描述形成問題的常用語詞。

在解題者對題目的來源、題目的情境、及問題的結構尚未確定之前，而

急於在課堂中進行解題的教學，往往是事倍功半，因為理解問題是成功解題

的首要階段（Polya, 1985）。理解問題，本質上是形成一個合理的問題之必要

條件，因為擬題或佈題活動涉及到擬題者必需很清楚地知道題目中之關鍵要

素及其相互關係，和尚待尋求解決的是什麼問題？這些過程正是解題前瞭解

題意所從事的認知活動，因此擬題或佈題有助於解題能力的提昇（Silver & 

Cai, 1996），尤其是創造力（Resnick & Resnick, 1992; Lester, 1989）。形

成數學問題依目的及形成問題行為的不同，而有擬題、佈題、和命題三者之

間的不同（梁淑坤，1994）。擬題和佈題的主要區分，在於擬題是依據特定的

訊息所形成的問題；而佈題者是已經知道自己所佈的問題之答案，然而擬題

者有時候或許不知道自己擬出的問題之答案，擬題可能發生在進行解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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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行解題中、或完成解題之後（Silver, 1994）。「佈題」是在課堂上為達

成某一教學目標，教師所設計的題目或師生共同設計或形成的數學問題。在

教學進行中當學生解題時，在解題過程期間教師所給予學生的援助，在本研

究皆以「提問」（questioning）稱之，例如：它的邊長是多少？你是怎麼知道

的？

本研究以透過教師在數學日記上設計較有思考性的問題，讓學生進行解

題，教師在此情境下形成問題的過程稱之為「教師擬題」。在學生數學日記中，

當教師擬題的其中一種素材是為了要提昇學生形成問題的能力，學生根據教

師所給的條件，自行設計一個數學題目或形成數學問題的過程稱之為「學生

擬題」。 換言之，本研究所要觀察的主要形成問題者是教師擬題和學生擬題

兩部份，教師擬題是作為描述教師形成問題的知識與能力的主要資料，資料

的來源是教師在學生數學日記上的素材。學生擬題是學生根據教師在數學日

記上需要學生形成數學題目而設計出來的題目。因此，學生在擬題方面的表

現則是用來說明學生擬題能力如何被提昇的主要資料來源，有關學生擬題的

表現及能力的相關論文，將另文撰寫。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協同行動研究的方式，實踐教師的數學日記，教師實踐過程中

所留下的任何痕跡，是回答本研究之研究問題的質性資料。今年的數學成長

團體是延續第一年，主要成員包括兩位師院教授、三位研究生、與十二位來

自於同一所小學的教師與行政人員。數學成長團體成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提

供成員們每週例行一次的討論會，進行專業對話，彼此分享經驗。這一年數

學成長團體的成員在教學經驗、加入此團體的年資、及師資培育的養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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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方面相差懸殊，第二年的團體成員之間比第一年的成員的異質性高。

（一）協同數學成長團體的成員

十二位教師中有三位是二年級教師（素素、菁菁、玲玲）和五位是三年

級教師（芳芳、英英、香香、又又、玉玉）共八位核心參與教師；兩位行政

人員（張教務主任和芬芬註冊組長）；及兩位剛完成師資養成階段的實習教師

（新新、敏敏）。除了素素、玲玲、又又、和芬芬老師，其他均為第二年才加

入這個數學成長團體的。有關素素、玲玲、和又又的個人資料背景，請參閱

林碧珍、蔡文煥（1999）的文章。

新加入成長團體的核心參與教師中只有芳芳老師，國小師資班畢業，已

經任職於該所小學兩年，芳芳老師是因為有要成長的意願，聽到有關第一年

數學成長團體進行的活動而加入的。英英和香香老師皆獲得碩士學位，任職

於國中一、兩年後，今年才轉至小學任教。玉玉老師畢業於某一大學電機工

程系，進修國小師資教育班後，有一年的代課經驗。菁菁老師是師專數學組

畢業，八四級暑期進修語教系畢業，今年調至該校任教，加入數學成長團體

後被推薦為新竹市數學科輔導員。

（二）協同數學成長團體成員的角色

每位成員在團體中被期望攜帶各自擁有的知識、背景、經驗、及特長，

進入數學成長團，每位成員被期望在團體中有不同的貢獻及對這個團體肩負

不同的任務。研究者是教師的共同學習伙伴，被期望在理論方面的貢獻，教

師們被期望以教室現場的實踐，檢驗自己的初步行動計畫，將檢驗的結果帶

入數學成長團體討論會，群體成員共同分析計畫的成功與失敗的理由。當教

師的行動計畫不可行或失敗時，研究者以研究文獻為為根基，以建議但不強

迫的立場，提出另類的觀點與教師們共同分享，協助教師修正原有的行動方

案或重新建立行動方案。研究者的參與將有助於提昇教師實踐數學日記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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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提供給教師作為下一步行動的參考，例如：到了十月底，多數教師在數

學日記上要求學生擬題的素材，陷入於「給算式出數學文字題」的單一形式，

研究者是教師實踐數學日記的共同學習夥伴，此時，提供給教師更多可以作

為數學日記的素材，以增加教師們的知能。教師實踐學生的數學日記、將數

學日記帶到討論會上共同分享、再修正、再實踐，以這樣的方式持續進行，

就是用來協助教師實踐學生的數學日記。

八位二、三年級教師是本研究的主要核心參與人物，他們被期望是實踐

學生數學日記的計畫者與實踐者、教學觀察者與被觀察者、教學者與研究者、

實踐學生數學日記的經驗分享者、成長團體討論會的參與者、數學日誌的撰

寫者、研究的積極主動參與者。

兩位行政人員的角色，張教務主任是數學成長團體的團長，提供給教師

們在行政方面的支援，諸如：每份數學日記的影印、發通知給家長有關學生

學習歷程檔案的使用、隨時添購曾在討會上提出有利於教學進行的輔助教

具、積極推動與家長共同分享學生數學歷程檔案的成果發表。除此之外，張

教務主任不僅是研究者與教師之間的溝通橋樑，而且是當教師們有行動倦怠

出現時的鼓勵者，及行動實踐的促進者。團體並不要求張教務主任與其他教

師一樣，自己的教學被觀察、撰寫數學日誌、實踐學生的數學日記… 等在本

研究進行的認知活動。另外一位行政人員芬芬老師，被鼓勵參與數學成長團

體的例行討論會，由於沒有自己的教學班級，因此在團體中較多是屬於欣賞

及吸收其他成員實踐數學日記的經驗。同樣地，兩位實習教師在團體的角色

比較多是屬於學習的成分。

（三）協同數學成長團體的活動

評量不僅需要配合課程與教學的改革；而且評量也具有領航教學的作

用。一旦評量強調學生的思考過程和學習的態度，那麼教師的教學自然地就

會在教學中做改變與調整。評量引領教學是協同數學成長團體為幫助新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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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成長團體的教師，從以教師為主的教學轉變為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的一

個基本理念。本研究具體的做法，是從團體成員的評量試題內容及評量方法

的分享歷程，去幫助教師知覺到自己的教學需要做調整改變。

教師在實踐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歷程中，必須有他人的協助與支援，教

師原有採取的行動方案始有可能經過疑惑、實踐、修正、再實踐、再修正的

循環歷程，最後修正為最佳的行動方案。此時，透過同質性較高的同年段教

師組成的數學成長團體，每個星期聚會一次，共同攜帶他們在教室現場的實

踐所遭遇的問題，一起商討解決問題的可行策略與方法，以幫助教師建立最

適合於他們實踐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知識。

實踐學生數學日記的目的在本研究涉及多種層面：一、對學生而言，是

在促進數學概念的理解與概念之間的連結，是在培養學生高層次思考的能

力，是在培養學生的自我省思能力，是在釋放學生情意方面的學習，是在培

養學生的批判能力。二、對教師而言，學生的數學日記是在培養教師評量學

生高層次思考的命題能力，是在改變教師的教學從以教師為主轉變為以學生

為主，是在幫助教師檢核自己的教學成效。三、對師生而言，學生的數學日

記是在促進教師與學生的雙向溝通。四、對研究而言，在數學日記上，教師

所提供給學生進行解題的素材，是作為描述教師在命題能力方面的指標，亦

同時是用來說明教師教學方法的轉變之一種資料蒐集的方式。

學生數學學習歷程檔案評量分為三個實施階段：第一階段（88 年 9 月）：

歷程檔案的認識及資料夾的建立。於學期初，添購每位學生的資料夾並貼上

『學生數學學習歷程檔案評量』標籤，並在教室中添置存放資料夾的置物櫃。

同時，為了與家長溝通有關評量措施的改變，在實踐歷程檔案評量前，教師

寫給每位家長有關評量的一封信，這封信的內容主要描述這學年即將改變評

量的新措施、作業模式的改變、及家長需要配合的事項（附錄一）。

第二階段（88 年 10 月~89 年 6 月）：歷程檔案資料內容（數學日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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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教師實踐學生的數學日記的歷程為：

試行à分享與檢討à再實踐à研究者的經驗分享（數學日記的素材）

    從做中學建立經驗

à再實踐à分享與檢討（數學日記的素材）à修正à再實踐à分享與檢
討（數學日記的素材）à修正à… ..

首先，教師被鼓勵在教室中試行學生的數學日記，試行的目的是想瞭解

教師對數學日記原有的認知。接著，分享與檢討數學日記在班上試行情況，

然後再實踐，從實踐的過程中去體驗數學日記，以容易進入有關數學日記功

能的討論。透過數學日記培養學生形成數學問題的能力，是數學成長團體成

員所達成的共識。

本研究在推動教師實施學生數學日記的計畫階段，待解決的問題比具體

可行的方案還要多。這些待解決的問題是：教師可以從學生的數學日記獲得

什麼？什麼素材可以培養出學生的高層次思考？如何幫助教師發展這些素

材？對教師而言，學生從未有寫數學日記的經驗，應該如何開始？學生可能

遭遇的困難是什麼？學生的數學日記有其價值性嗎？教師如何提昇學生數學

日記的品質？數學日記能建立學生有關數學情意的學習嗎？如何有效的實施

學生數學日記的分享？

第三階段（89 學年度第一學期末及第二學期末）：歷程檔案的評量與成

果展。歷程檔案與資料夾最大的不同是前者需要學生的自我評量（Lambdin & 

Walker, 1996），因此研究者鼓勵教師實踐學生的自評及將資料夾整理為一個

歷程檔案，教師被鼓勵去自行發展評量每位學生的數學歷程檔案的方法。

教師在學期末或學年結束前被要求寫一封信給研究者說明如何評量每位

學生的數學歷程檔案，及數學檔案評量在學生數學學科評量成績所佔的百分

比。為了與家長溝通孩子整學期或整學年的數學學習歷程，在第一學期末校

慶的時間，舉辦學生數學學習歷程檔案的第一次成果展。第二學期末學校運

動會時間，舉辦學生數學學習歷程檔案的第二次成果展及家長座談會，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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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由研究者主持，目的是想從家長的觀點，瞭解數學日記對孩子數學學

習態度的影響，及家長對數學學習歷程檔案評量的看法。今將協助教師實踐

學生的數學學習歷程檔案評量活動與其相對應的活動目的列述於表二。

表二 協助教師實踐學生的數學學習歷程檔案評量活動與活動目的

活動內容 活動目的
第
一
階
段

歷程檔案夾的建立
1、寫給家長有關改變評量方式的一封信
2、發給每位學生一個 40 頁的資料夾
3、各班教師購置存放資料夾的置物櫃

發展教師之學生
歷程檔案評量知
識

第
二
階
段

歷程檔案內容的建立

1、在班上試行實踐學生的數學日記
2、共同分享八位核心教師實踐數學日記的情況
3、研究者與教師分享數學日記上的可能素材
4、討論數學日記的功能
5、討論數學日記與學習單的不同
6、鼓勵教師使用學生的數學日記
7、研究者每兩週一次整理教師的數學日記素材並與教師共同分
享

8、教師分享自己實施一學期、一年來來的數學日記實施經驗

教師實踐學生數
學日記

發展教師有關數
學日記之知識

實
踐
學
生
數
學
學
習
歷
程
檔
案
評
量

第
三
階
段

評量學生歷程檔案與成果展覽
1、討論如何做出學生的歷程檔案評量
2、教師分享有關參與孩子的學習評量的家長回饋單
3、每位教師寫一封信給研究者有關歷程檔案在成績考察的地位
4、教師依學生的歷程檔案寫給每位學生有關孩子學習的一席話
5、上下學期舉辦學生數學學習歷程檔案評量的成果展覽
6、舉辦家長座談會

發展教師之學生
歷程檔案評量知
識

（四）資料蒐集

本研究為瞭解教師實踐學生數學學習歷程檔案評量的實踐過程、瞭解教

師在數學日記上設計的素材的轉變歷程，資料以自然方式蒐集，以質性為主

要，方法包括：

1. 教師的數學日誌：每位教師在成長團體討論會後都要撰寫一篇數學日

誌，一方面澄清自己的觀點，一方面對討論內容做進一步的省思。

2. 教室觀察：每位教師每學期各觀察兩次的教學，共做了 42 節課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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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觀察。教室觀察的主要目的：在上學期是用來瞭解教師如何將學生

擬題用在教室的教學佈題；下學期是用來瞭解教師如何改變教室中的

教學佈題。除此之外，從教室觀察中，幫助教師釐清數學概念及與學

生數學認知有關的教學議題。

3. 成長團體討論會逐字稿：成長團體討論會是蒐集教師的教學觀摩及教

學實踐經驗的最自然的資料。

4. 學生的數學日記：用來分析教師在數學日記上設計素材的轉變，學生

在數學日記上的解題策略是用來反映教師教學方式的一種資料。

5. 教師晤談：上下學期各一次的晤談主要是瞭解教師對本研究提供給教

師探究活動的看法。

6. 教師在討論會上完成的工作任務單：凡是有關教材佈題分析、擬題和

修補問題、及擬題評量等在成長團體討論會上，教師所完成的任務都

是用來說明教師在這些主題上的原有認知。

7. 教師的行動研究報告：教師被鼓勵但不被強迫的將自己在教室中實踐

學生的數學日記的心路歷程撰寫成研究報告，一方面作為研究者帶領

成長團體的自我省思，一方面作為教師的經驗分享。

（五）資料分析

本研究將蒐集的各種資料，依研究問題，重複閱讀多次的資料，將同質

性資料用色筆劃線，以不同色筆劃區分出不同主題。然後，再將同色筆的資

料剪貼到另外的紙張聚成各類（categories），抽離出主題（themes），再找

出類型（patterns）。

有關資料的效度檢驗，研究者與兩位研究生研究助理和一位正在執行與

本研究相關主題的碩士論文的研究生，作資料的解讀與詮釋的分析者三角校

正。由於正在執行碩士論文的研究生是觀察數學成長團體的教師的教學佈

題，長期性的教室現場蒐集教師的教學實踐的資料，可與本研究在數學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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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討論會的逐字搞、教師晤談、及教師的數學日誌等資料之間作資料蒐集

方法的三角校正。由於，本研究是長期的蒐集資料，諸如：數學成長團體討

論會逐字搞、教師的數學日誌、學生的數學日記、教室的教學觀察，可以從

不同的時間檢驗資料的一致性，作資料來源的三角校正。

四、研究發現與結果

本節旨在描述研究者協助教師實踐學生數學學習歷程檔案的行動策略，

研究者是將「協助教師實踐學生數學學習歷程檔案」視為是一個行動研究。

研究者的行動策略隨著教師在教室中的實踐學生的數學學習歷程檔案而作調

整，因此在本文內容除了描述研究者的行動策略之外，也描述了教師在第一

現場教學的行動策略。協助教師建立學生數學學習歷程檔案內容的行動策略

是第一部分敘述的內容，這些行動策略包括提供教師試行數學日記的機會；

釐清教師實踐數學日記的目的，以協助教師提昇設計數學日記素材的能力；

協助教師指導學生撰寫數學日記；協助教師實施學生數學日記的分享。另外，

研究者的行動策略對教師在素材內容上的改變及如何建立教師的學生認知知

識，也在本節作了詳細的描述。本研究發現：教師設計的數學日記內容及形

式是教學形態的一種指標。

（一）協助教師建立學生數學學習歷程檔案的內容

1、協助教師實踐學生數學日記的歷程

（1）教師試行數學日記的第一次經驗

在討論如何實踐數學日記之前，每位教師被鼓勵先試行實踐學生的數學

日記，再將實施的情況、所遭遇的困難，帶至討論會上大家一起分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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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討下一步可行的行動方案。如此的經驗分享並非在教師之間做比較，而是

在進行經驗的交流，互相學習。

「陌生」，是每位教師第一次實施數學日記的共同感言。「茫然、挫折、

無力感」是每位教師執行數學日記初期階段所經歷過的一段摸索期。因為教

師必需面對自我、學生、與家長三方面的挑戰，一面實踐並一面修正、一面

輔導學生、一面與家長溝通。在初期階段，每一個人，包括研究者本身，沒

有經驗，沒有適合於學生數學日記的標準範本可循，每位教師依據自己的班

級文化、學生的特質，去建立適合於自己班級的數學日記範本。

9月 20 日是分享教師第一次實施學生數學日記的經驗與心得，這個實踐

並非強迫性的，又又、素素、和玲玲老師，去年閱讀了成長團體所提供的一

篇有關數學日記的文章而深深影響，因她在去年期間，他們自行摸索實施，

他們所發展出的數學日記是一本回家功課的數學作業簿形式，記載的是當天

數學課的內容，對他們而言，不是令自己滿意的經驗，但是他們在這次討論

會上卻能侃侃而談自己實施數學日記的經驗，玲玲老師認為從數學日記上可

以看出學生不同的學習特質，反映出學生之間領悟力的不同，在討論會上描

述著自己過去實施數學日記的經驗是：

… 有的上課反應互動很好，但在數學日記上記得少而且不完整。昀翎上課不怎
麼發表，反應也不是很快，但數學日記之精美完整，連我都自嘆弗如。而有些
孩子做的數學日記，可接受。有些孩子搞不清楚重點是什麼，他們記的是無關
緊要的人、事物，反而與數字相關的部份遺漏了；有些孩子是不喜歡寫作業而
隨便交差了事。… （玲玲，討論會記錄，880920）。

玲玲老師在這次的討論會上，提出自己班上實施數學日記的情況，她發

現剛開始的實施階段有父母參與孩子的學習，這些孩子的數學日記做得比較

好。她在數學日誌上寫著：

開始實行時，要求孩子把今天上數學課的內容，用文字或圖畫記下來，但是，孩
子因為不知道要寫什麼，家長們也不知道老師當天的上課內容，無法加以指導，
畢竟上課的是孩子，只因為孩子看老師上課的角度不同，比較記得感興趣的部
份，不一定是和數學有關的，或許是一個有趣的動作，也可能是一句好笑的話，
所以，晚上常會接到家長的電話，詢問當天的上課內容。 （玲玲，討論會記錄，
88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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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素老師提到自己過去給孩子寫數學日記是為了瞭解當天的數學教學活

動裡，孩子學到的內容、解題方法、及瞭解教學材料是否符合學生的需要。

但是，素素老師這一次給學生寫數學日記，覺得自己或學生仍有很大的努力

空間。

第一次是利用上課時間寫，並不苛求每一位學生要一樣的好。一班 33 個學生中
有 23 個很用心寫，大約有 10 個寫的不是上課的內容，但我希望學生能一天懂一
點點，走得慢沒關係，但要一直走，我需要花時間在去引導他們。我不希望數學
日記對他們造成太大的壓力，我希望我能增加它的趣味性。（素素，數學日誌，
880920）。

今年新加入數學成長團體的友友、英英老師在實施第一次的數學日記上

出了一題是讓學生寫下印象最深刻的事或上數學課有什麼困難，大多數的學

生只會回答：「太簡單」、「太困難」、「可以學到很多東西」、「沒有」等簡單的

字眼。同樣是新加入數學成長團體的菁菁老師，為了能瞭解數學日記記些什

麼？提前借閱了素素、玲玲老師去年完成的數學日記，當時菁菁所獲得的認

知是「數學日記是讓學生把活動內容記錄下來，瞭解孩子學會了什麼？」。「很

挫折」是道盡了菁菁老師第一次實施數學日記的經驗，對孩子而言，她認為

以開放性的題目，很難要求學生記錄當天上課的活動內容，很多學生不知道

該怎麼寫，而只是抄著課本內容，這樣的效果不大。菁菁老師為了能讓學生

寫出更豐富的題材，因此她計畫從那一次起，在下課前，讓學生說出這節課

他們做的事，學到什麼。但菁菁在自己的數學日誌上反問著自己：「用這樣的

方式，來引導學生的數學日記對嗎？」。最後，菁菁老師決定了使用由她設計

好的題目，用 A4 的紙一次一張發給每位學生帶回家寫，而且接受研究者在

討論會上提供的建議，給學生出一個與今天的教學有關的數學題目。

又又老師不滿意自己過去一年實施數學日記的經驗，她相當支持今年數

學成長團體把數學日記作為研究的主題之一。又又老師在她的數學日誌上寫

著：

在 9 月 16 日的數學課，我曾和新新老師提到：「其實林教授鼓勵我們實踐學生的數學
日記也不錯，由於團體的協助和推動，會帶動自己的教學以生活化、活潑化的方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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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如果沒有實施數學日記，我也不會去思考這樣的教學活動。林教授鼓勵我們給孩
子寫的數學日記沒有那麼難，也沒有那麼的煩惱，其實只要平常的教學活動後，給孩
子一些比較不一樣的題目，來檢測孩子的思考也就夠了」。（又又，數學日誌，880920）。

又又老師在討論會上分享她的第一次經驗，在初期階段，她主張因為學

生缺乏經驗，不知道如何寫？最好是在課堂上帶著學生寫。若回家寫，家長

搞不清楚教學方式的改變，不知道如何指導孩子，要求孩子去「回顧課堂上

的心得與感想」及「延續課堂的活動」，是又又給學生寫數學日記的兩種素

材。在心得感想部份特別要求寫出印象深刻的例子，否則孩子以簡短而不夠

深入的語句來回答。又又老師這一次實踐數學日記的經驗比去年好，第一次

為了給自己和孩子一點信心，特意的設計了一個建立 2000 以內數詞序列的

火車教學活動，有些學生的解法蠻多樣性的。她在討論會上描述著她的玩火

車的教學活動，

我是配合教學活動進行的，例如：在建立 2000 以內的數詞序列，我的教學活動是：
玩火車遊戲：每位小朋友都各有一張寫有 1000、1100、1200、… .1990、2000 及 1880、
1890 的卡片，把拿的號碼用圖畫出來，然後互相前後檢驗，然後排起來，說一個故
事，火車被抓走了，車廂的號碼是多少？所以數詞序列的建立變得很生活化，所以
我中午就請他們用圖畫出來課堂中自己拿的車廂號碼，所以第一次我是在學校帶著
學生做，而當天回家的數學日記題材則是延續早上的課程。（又又，數學日誌，
880920）。

圖 3-1 分別是又又老師班上的兩位小朋友宜廷（圖上）與秀瑾（圖下）在

數學日記上的所表徵的「1980」和「1950」。

       圖 3-1  學生在數學日記上的所表徵的「1980」和「1950」  

當教師在討論會上提出自己實施第一次的數學日記時，研究者不忘提問

「你滿意學生對數學日記上的題目所作的反應嗎？」以提供教師們進一步去

省思並能提昇數學日記素材的品質。為了能發展出數學日記的特色，為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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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教師重視結果的傳統評量命題，因此在這次的討論會上研究者以一席話

鼓勵教師，這一席話是：「數學日記的實施，在初期必定會遭遇到困難，但如何帶動更

多的小朋友願意去寫，則是我們要努力的目標，數學日記的功能不在於課堂上的重複練習，

而是促進孩子的思考，或者能反應出孩子情意的學習。」

（2）釐清教師實踐數學日記的目的以發展數學日記的素材

研究者鼓勵教師實踐學生的數學日記，原先的目的是將數學日記視為是

瞭解學生數學學習的一種資料方式，特別是能看到學生的情意學習。在教師

實施了一兩次的數學日記後，研究者期望教師能由起初以較被動的成分實踐

數學日記轉變為主動的行動者，因此在數學成長團體的討論會上提問：「你在

設計數學日記的時候，想要孩子獲得什麼？」或「你想從數學日記中，培養

學生的什麼？」或「教師可以從學生的數學日記獲得什麼？」以提醒教師能

知覺到數學日記上的素材設計，是決定於使用數學日記的目的。

教師要能有效的使用數學日記，首先必須釐清數學日記的本質及目的。

因此本研究在期初、期中、及期末的討論會上，分別提供教師反省實踐數學

日記的機會，要求教師依據自己實踐的數學日記經驗說明數學日記的目的或

功能，如此的作法，是為了檢驗教師所形成有關數學日記的目的之理論，如

何依據實踐的經驗而修改。

在初期階段，由於教師有前幾次實踐的經驗，他們從教師立場提到數學

日記的目的，也就是在回答「教師可以從學生的數學日記獲得什麼？」他們

說：從學生寫數學日記的內容，可以幫助教師瞭解自己的教學，例如：素素

老師從給學生出一個可以表示為 3×5＝（）的數學題目，去瞭解學生是否知

道乘法的意義。另外，他們從學生立場提到數學日記的目的，也就是在回答

「你在設計數學日記的時候，想要孩子獲得什麼？」數學日記是在幫助學生

回憶當天學到的數學概念，將所學的概念加深印象。芳芳老師從學生的觀點，

提到數學日記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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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上完一節課後，讓學生對這一節課所學的東西做一個整理，幫助學生明白當
天學到什麼？以加深印象。用學生的話或畫圖的方式、自己的方法，把學到的東西
表現出來，這樣能讓學生比較能瞭解今天到底做了什麼事。例如，我今天是上「＝」
「＜」「＞」，用空堂給學生做今天的數學日記，來看看學生是不是瞭解這三個符號
的意義。今天的一題數學日記是：「用＜、＝、＞符號，出一個題目給自己做做看」。
（芳芳，討論會記錄，880927）。

新新老師沒有忘記研究者曾經在數學成長團體的第一次討論會上所提出

的數學日記作為研究主題的理論背景，他在 10 月 18 日的討論會上提到有關

數學成長團體使用數學日記的緣由。

使用數學日記的源由是：我們成長團體是要看到學生的學習歷程，以前我們都用
測驗卷來看小朋友的學習，但測驗卷上的題目都很呆板的，不符合我們的需求，
所以數學成長團體是鼓勵老師去命一些比較有思考性的題目，以適合學生的學
習，可以看出學生的學習、解題的歷程，經由數學日記去檢驗學生的學習，所以
它的對老師的教學有幫助，以比較開放方式去看到學生的解題過程，數學日記包
含有情意和去檢驗學習的部份。有一些是幫助教學的、幫助學習的，還有幫助學
生反省用的，反省是學生的情意的部份。（新新，討論會記錄，881018）。

由於一次次的分享討論，教師建立了較多的實踐數學日記的經驗，逐漸步

入較成熟的階段，當實施了三個月之後，在討論會上教師們再度談起為什麼

給學生寫數學日記時，他們的反應很明顯的與初期很不同，他們從與數學習

作的區分談論數學日記特點：

數學日記的題目通常題目不會很多，可以讓學生去發揮。（玉玉，討論會記錄，
890103）。

數學習作是樣板題，依照教學目標出的題目，像是填充題、計算題、或讓學生解
題，它的花樣比較少，而我在使用數學日記時也會出樣板題，上課講什麼東西，
就出一張只讓他們說說看上課講什麼？用來檢驗上課講的東西。（芳芳，討論會記
錄，890103）。

習作是由出版商印製，屬於比較制式的，只提供教學目標的練習題目，無法滿足
各班的需求，比較少思考性的問題。而數學日記是我們針對教學活動設計相關的
題目，學生較能有所發揮。第三點是老師透過數學日記比較能瞭解學生思考的過
程。第四點，從數學日記的心得中能夠知道學生瞭解了多少，和對這一節數學課
的反應。（芬芬，討論會記錄，890103）。

又又老師從十個不同的觀點在數學日記與數學習作之間作比較：À 數學

日記在形式上變化比較多；Á 在題型上數學日記比較廣泛，例如，今天回去

寫老師上課講什麼？Â 數學日記可以掌握到學生的情意學習：知道學生的學

習是高興或快樂嗎？Ã 數學日記的題目比較有廣度和深度的思考：廣度的部

份可以延伸到生活層面去，深度就是小朋友把思考過程寫出來；Ä 數學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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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處理比較細膩的問題，例如，數學日記的題目可以把課堂上錯誤的類型

呈現出來，讓孩子做判斷，但錯誤的解法可能不會在課本上或是習作呈現；

Å 數學日記比較有彈性，習作比較缺乏彈性，數學日記跟生活較能密切的結

合或是與班級的文化密切結合，該班可以用的，別班不一定能用；Æ 數學日

記可以反省教學的情況；Ç 數學日記可以呈現師生互動的情況；È 數學日記

可以展覽，而且可以相互分享；É 數學日記的內容可以是動態的，習作是靜

態的，例如：容量的教學，孩子的倒水活動過程，可能就是數學日記的素材。

數學日記的實踐進入了較成熟的階段時，教師們已能覺察到數學日記具

有多重的功能，諸如：檢驗孩子的解題能力、概念的建立、數學符號與意義

的連結、批判能力、擬題能力、及反省能力的培養。雖然教師們已經領略到

數學日記的許多功能，但一份數學日記不大可能涵蓋所有的功能，當這群教

師被問及：「數學日記應當包含什麼題目？」時，他們以自信的語氣回答著：

「題目形式的設計是決定於該次使用數學日記的目的」；即如菁菁老師在她的

數學日誌上描述著：

教師出數學日記時，必須清楚自己的目的，才能將數學日記的功能適時發揮。（菁
菁，數學日誌，890110）。

（3）協助教師指導學生寫數學日記

「協助教師指導學生寫數學日記」的行動者不同於「教師指導學生寫數

學日記」的行動者，前者的行動主體是研究者，主要是在描述研究者所給予

教師的協助和支援的行動策略，而後者的行動主體是教師，強調教師從成長

團體討論會中所接受的理論薰陶之後，配合實務而發展自己實踐數學日記的

行動策略的經歷過程。因此，為瞭解教師實踐數學日記的方法，唯有透過每

位教師的自我行動報告的傳達，始有可能做到完整的經驗分享，有關成長團

體教師實踐數學日記的行動研究報告將於「透明化教師實施學生數學歷程檔

案評量的行動研究」一文中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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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研究者所採取的知識論的觀點是：知識是經成長團體的討論或辯證

的活動所獲得的共識，而不是絕對論所關心的和外界實體互相 ’吻合’ 的問

題，故教師建立關於數學日記的知識是來自於同儕間的承認和相互的認同，

然而，每位教師所建立有關數學日記的實踐知識不必然是真理，因為每位教

師的背景、使用數學日記的目的、參與數學成長團體的動機不同，因而教師

發展的有關指導學生使用數學日記的方法不必然相同。

所以，為了回答「教師如何指導學生寫數學日記？」不同教師固然有其

不同的實踐方法，教師在不同的實踐階段也有其不同的行動策略。新加入數

學成長團體的英英老師，提到自己指導學生寫數學日記的經驗是：

「多數的孩子在剛開始進行數學日記時，都掌握不到方向。」 在 9月 29日的第
一張數學日記中，很多孩子看到 「308-99=□的佈題」，交了白卷；更有些孩子
寫下了這樣的答案「308-99=209」。（英英，數學日誌，880929）。

教師經過摸索階段之後的共同經驗是：在作法上，因為教師和學生都不

習慣數學日記的新嘗試，可以從少量開始，每星期先做一次嘗試，以漸進方

式逐漸增加實施次數，數學日記上的題目只要一題或兩題；在內容上，可以

是延拓數學習作上的題目，或是延伸課堂上的教學活動，或是給學生擬題。

在取材上，大都是配合教學目標而設計的，依上課情況，對於孩子不清楚不

明白或意見不同、有爭執部份，再作加強與澄清；設計數學日記的時機是學

生在概念建構時期。在題型上，考慮低年級孩子表達能力比較駑鈍，語文程

度比較拙劣，故採由教師設計好的題目取代開放性的題目（例如：敘寫上課

的心得或省思部份），比較能逐步引導學生撰寫有內涵的數學日記。無論題型

如何的變化，唯一要堅持的原則是：數學日記主要在看孩子的想法和解題過

程，培養孩子的擬題能力，教師針對學生可能較模糊的概念，設計成問題，

幫助孩子澄清。

（4）協助教師實施學生數學日記的分享

教師在實踐數學日記的前面階段，是關心於數學日記上素材的設計，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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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數學日記實踐後的下一步仍然不可忽視。在教師發展至能清楚掌握該出怎

麼樣的數學日記給學生寫的階段之後的下一步，在本研究包括：學生之間如

何透過數學日記的分享，以促進學生學習？及如何利用學生的擬題作為教學

佈題？如何決定學生擬出的是「好」題目？如何修補學生不完整的題目？

研究者在 1 月 3 日的討論會上提出：

… 對孩子的學習，分享經驗是需要的，這樣的分享效果就如同我們透過團體的分
享來實踐學生的數學日記一樣，到目前你們已經有能力去設計一份有思考性又有
創意的數學日記。下一步要進行的是如何鼓勵孩子去欣賞他人的作品？如何去評
論他人的作品？這一點可能需要各位老師思考一下在您的班級如何有效的實施？
（研究者，討論會記錄，890103）

如何協助教師進行學生完成數學日記解題後的下一步？為了教師能持續

實踐數學日記及使教師重視學生形成問題能力的重要性，為了促進學生擬題

的動機，研究者在討論會上曾經鼓勵教師將學生的擬題作為月考的命題題

庫、或帶回家給家人解題，或作為教師課堂上的教學佈題；也鼓勵教師將學

生的數學日記張貼在教室的一角，以提供給學生相互學習、相互欣賞、及相

互評鑑的機會；其次，數學日記也可以是學生學習活動的教室佈置、或教室

的學習角，或將學生的數學日記做為班刊的主要素材。

從行動研究的觀點，教師如何有效的實施學生的數學日記，被視為是教師

的研究問題，研究者期望教師能在教室中發展出自己的行動策略。教師們所

發展的行動策略是：在教室中教師們為了能鼓勵更多的孩子準時繳交數學日

記，又可以達到因彼此的觀摩而有互相學習的效果，因此教師們將每位學生

的數學日記張貼在教室中學生容易閱讀得到的地方。如圖 3-2，圖 3-3，分別

是玲玲和又又老師張貼在教視窗台邊和牆上的數學日記。

             

圖 3-2 是玲玲班上張貼的數學日記    圖 3-3，是又又老師張貼的數學日記

然而，教師們張貼了幾次，學生去閱讀欣賞其他孩子的作品次數並不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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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從觀摩的過程中促進孩子的學習，並不如預期的效果。又又老師分析為

什麼孩子不常去觀摩貼在教室的數學日記，她的主要理由是：「三年級的孩

子，一次欣賞三十幾件作品，是一件浩大的工程」。此後，她做了行動策略的

修正，修正後的策略是：減少張貼的份數。又又老師在行動研究報告中描述

她所採取的步驟是：

第一是將較好的作品張貼在公佈欄上，讓孩子主動去觀看；第二是藉著上課詢問
孩子看數學日記的情形，以推動一些尚未去看的孩子；第三步驟則是讓孩子藉著
票選心目中較好的作品，並載明理由，以引導孩子深入去看作品的內容。（又又
，行動研究報告）。

又又老師提到孩子第一次在評鑑他人的作品時，孩子很容易以圖畫的美

觀或字體的工整做為判斷的依據。到了第二次孩子票選出來的好作品並不是

與老師所認定的那個相同，因為孩子選擇的標準仍然停留在圖畫或文字的外

在因素，而非教師關心的數學內涵。孩子無法選出較有數學內涵的作品作為

好作品的理由，是因為低認知層次的孩子無法瞭解高認知層次孩子的作品。

又又老師敘述著：

當我們詢問孩子：為什麼你們投給幸幸與惠惠呢？孩子的回答是出乎我們意料之
外：因為其他的作品，他們「看不懂」！孩子認為的好是選擇他們懂的作品！很
特別，真的很特別，這樣也反應了孩子的認知思考層次。當我整理孩子的理由時
發現：真的程度較好的孩子才能懂得欣賞程度較佳孩子的作品！（又又，行動研
究報告）。

菁菁老師也和又又老師一樣，將改完學生後的數學日記張貼展示在教室

內，由於在討論會上聽到又又老師的實踐經驗後，她刻意的將數學日記張貼

在教室的右牆上剛好是學生排隊改作業的地方，如此刻意的安排，是為了讓

學生可以利用排隊改作業的時間來欣賞他人的數學日記。玉玉老師，則提出

幾份較佳的數學日記，發給每位學生小紙張讓學生將評語寫在紙張上，多數

的學生也同樣以圖畫或字體的工整的外在因素作為評鑑的內容。圖 3-4 是學

生的評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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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是玉玉老師的學生的第一次評鑑作品。

2、教師設計的數學日記素材在內容及形式上的改變

數學日記實踐的效果是否能達成，端視於數學日記上的題目設計。素材

的設計是教師實踐數學日記的核心，也是教師最棘手的部分。在 9月 27 日的

討論會上當每位教師談到自己實施數學日記的方法時，又又老師認為數學日

記實施最困難的是：教師不知道如何去設計數學題目，才能真正問到學生的

想法。

香香老師仍然持有研習的刻板印象，在討論會上曾經要求研究者提供數

學日記的範本，然而，因為研究者所採取的是社會建構論學者的主張：知識

是經這個成長團體的討論或辯解的活動所獲得的共識，它是合作活動的產

物。因此教師有關數學日記的實踐知識唯有透過這個成長團體共同實踐發

展、主動建構所達成的共識才有被建立的可能，而非由研究者所提供的。因

此香香老師的要求，正好讓研究者有機會與教師們做進一步溝通研究理念。

因此教師實施數學日記的過程，在必要的時候，研究者在討論會上提供給教

師作為數學日記的素材設計或實踐方法的參考。

（1）第一個月內教師設計的數學日記素材

在數學日記實施的開始，除了教師分享彼此的第一次實施經驗外，研究



林碧珍（2001）：協助教師實踐學生數學學習歷程檔案之研究。國立新竹師範學院學報，第
十四期，pp.163-213.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

32

者亦鼓勵教師以數學日記的素材培養學生的擬題能力。在初期時，研究者以

不影響正常教學為原則，經常鼓勵教師嘗試將學生的擬題活動融入課堂中，

然而，教師們認為：「課本都已經有課程專家設計的題目，不太需要由學生出

題目。」在第一個月期間進行教師的教室觀察，仍然捕捉不到教師在教室中

進行學生的擬題活動。

研究者深信教師實際體驗數學擬題活動，有助於教師對學生進行擬題活

動的實施。所以，為了發展教師之學生擬題知識而能培養學生的擬題能力，

以及幫助教師突破僵化的單一題型，並期望教師能設計更豐富更有變化的題

材，在分享實踐數學日記經驗的討論會上，研究者在初期階段依據有關擬題

的文獻資料與教師們共同分享，而且在不同時間的討論會上研究者提供文

字、圖形、或統計圖表等不同的素材讓教師實際擬題。

雖然教師隨著經驗的累積，逐漸知道數學日記中的素材是決定於這份數

學日記的目的；而且，他們亦知道使用非完全開放性的題目，比較能引發孩

子的作答，但實施數學日記的一個月內，在題型上教師仍然無法突破原有的

僵化形式。在實踐數學日記的第一個月，發現教師時常設計的三種類型是：

（1）如果這份數學日記的目是在幫助學生回顧或評量前面學過的概念，那麼

日記中的素材則讓孩子去表徵、解釋、說明數學概念。教師典型的形式為：

（2）如果這份數學日記的目的是在瞭解學生的情意學習及學習心得，那麼日

記中則以學習心得為主，題型為：

（3）如果這份數學日記是在培養學生的形成問題能力，那麼以提供算式、圖

形作為數學日記主要的素材。特別是關於需要學生擬題的數學日記素材，教

師設計的題型不外乎三種，尤其多數教師所設計的題目是屬於第À種。

配元拿 90 元買了一個水壺 48 元，配元還有幾元？           (素素，數學日記，880930)

我從這一節課學到了什麼？                                   （又又，數學日記，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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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利用算式或數學符號，出一個數學故事題：例如：

Á 利用日常生活情境，出一個數學故事題：例如：

Â 以限制條件的開放性問題，要求孩子出一個數學故事題：例如：

當研究者整理教師設計的數學日記題目時，發現只限制於三種目的，而

且需要學生擬題的題型僅限制於給算式的素材時，研究者再度在討論會上提

出數學日記的另類題型以擴張教師的思考，每位教師被期望將這些題型配合

教學目標、學生的特質，去發展出適合自己班級的數學日記的題型及內容。

為了能確實達到數學日記上的題目是配合教學活動設計的評量原則，研

究者依據 10 月 18 日觀察菁菁老師的教學，為了進一步檢驗每位學生是否瞭

解課堂中學生所討論的不同解題策略而設計的，因此以逆向的思考將數學題

目上的問題情境變為是題目的未知，學生的解題歷程變成為是數學題目的脈

落，而設計為需要學生擬題的題型Â和Ã。

（1） 解釋算式的意義-- 例如：請解釋 3/5 ×3/4 的意義，並以數線圖表示。
（2） 以圖形表徵算式的意義-- 例如：請用圖表示 7/12 ÷ 7/24 的意義。
（3） 擬題-- 例如：請你寫一個數學題目，它的算式表示為 5/8 × (4－4/15)＝（ ）。
（4） 有關擬題的題型：
     À 請寫一封信，告訴一位很久沒來上課的偉偉有關乘法的意義

Á 看到這個圖片，我想到的數學題目是：

Â 老師說：                                  
       奇奇解老師這個問題的過程是     30－10＝20

                                              9－8 ＝1
                                              20＋1 ＝21         

猜猜看，老師對奇奇說的是怎樣的題目？

Ã 唯唯正在幫老師解決一道數學題目，唯唯的作法是                     

  
你知道唯唯正在幫老師解什麼問題嗎？

今天上課我學會了說數學故事,如果你是老師,你會跟小朋友說什麼有關ㄅ、0×7＝0 ㄆ、1×5＝5 的
故事。                                                       （又又，數學日記，881012）

你學了二位數的加減，在實際生活中你會怎樣去用呢?             (菁菁，數學日記，881004)

自己出三題加法和三題減法的題目給自己做，把你的做法記下來。  (菁菁，數學日記，88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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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兩個月後教師設計的數學日記的素材

自從研究者提供可作為學生擬題素材之後，教師們豁然瞭解到數學日記

的素材可以設計成如此活潑有創意，菁菁老師在她的數學日誌上這麼的反省

著：

林教授的說明給我很不一樣的想法，原來學生的數學題目可以有這麼多的類
型，自己以往的認識只限於課本習作的練習題，從未想過有這麼多的發展空間，
尤其將傳統以教師出題導向改為學生擬題，而且學習數學並不在於學生會不會
做題目。除此之外它也讓學生重視反省學習的過程和反省學習的歷程，這對我
數學教學所持的觀點來說是個很大的震撼。（菁菁,數學日誌，881101）

從此次的分享，當數學日記是需要學生擬題的素材，多數教師在題型上

的設計變化了許多，最大的改變是算式改變為提供圖形表徵的情境。由於篇

幅所限，教師設計的各種題型及每位教師在素材及形式上的改變，將分別另

文敘寫。下面所呈現的五個題目是教師在數學日記執行兩個月後所設計的五

種典型題型，題目ÀÁ是以圖形配合教學目標而設計給學生形成數學問題；題

目Â 再次確認每位孩子是否完全瞭解課堂上的討論活動，題目的素材來自於

玲玲老師在課堂上進行的教學活動；題目Ã 取材自又又老師進行除法單元教

學，幫助孩子統整及回顧有關除法的意義及符號的使用；屬於可以培養學生

批判性思考的題目Ä是菁菁老師在上重量單元實際在課堂上學生的質疑辯證

的對話內容，由於受限於時間而無法逐一檢視學生是否瞭解。諸如：

À

Á

                                         

Â

Ã

Ä

小朋友，這裡又有一張圖片，你看了以後，又會想到什麼數學故事呢？再把他寫下來。

  我想到的數學題目是：                      （菁菁，數學日記，881125）

看到這個圖，（1）你想到的數學故事是：

      
        （2）請算出答案：                                （玲玲，數學日記，881125）

三年丁班有位小朋友是_____，一個月都沒有來學校上課，現在我們在上除法的單元，可是他都沒有聽
到，請您想盡辦法幫幫他，讓他學會「除法」，你會怎麼告訴他呢？    （又又，數學日記，881216）

老師有兩個看起來不一樣的杯子，你能幫老師想有什麼 方法可以知道哪一個杯子能裝的水比較多嗎？

    我的方法是：                            （玲玲，數學日記，881126）

只用眼睛看，就能知道誰輕誰重嗎？哲宇的數學日記寫著：「一個高的杯子和一個矮的杯子，就知道高
的重，一個胖的和一個瘦的，就知道胖的重。請問：您同意他的說法嗎？為什麼？把您的意見寫出來。  
                                                              （菁菁，數學日記，88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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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學期後教師數學日記的素材

每次進入成長團體討論會時，研究者將前一次收回的數學日記整理歸類

出不同形式或挑選出比較具有思考性的題型，並製成投影片，與教師們共同

分享。教師經過幾個月數學日記的實施後，需要學生擬題的素材，在形式上，

已漸趨向於創意及多樣化，而且可以看出每位教師發展出自己的數學日記風

格，例如，芳芳老師的數學日記傾向於讓學生盡量用多種方法解題，或者複

製課堂上的活動；而素素老師在數學日記上的題數仍然以多取向；玲玲老師

喜歡用班上的學生的名字出題，或以幫助老師解決問題的方式來敘述題目，

她在一次期末的訪談提到有關如何設計數學日記時說：

以前不知道數學日記設計哪些題目時，我們二年級的老師會將數學日記印製各
班使用，但是現在我發現別班的數學日記不適合我們班用了，因為我的教學活
動和別班不同，而數學日記上的素材都是依據教學活動內容而設計的，例如：
學生在活動過程中的解法說明可能是我的數學日記素材，這樣以班上學生的名
字及班級性的教學活動素材就不適合別班使用了。（玲玲，教師晤談，881227）。

… 慢慢的，一星期、一個月、一學期下來，孩子和家長都已經習慣，而數學日
記的內容，也從開始時，和數學教學無關的情境、數字到能寫出或畫出上課內
容的重點，進步到內容豐富、想法有創意、圖文並茂，還會運用其他的表徵，
如吸管、貼紙、可愛的圖章來製作，欣賞這樣的數學日記，就像是欣賞一件精
心完成的作品，真是一大享受。（玲玲，數學日誌，890420）。

又又老師初期設計的題目，在敘述的語句上較長，比較兒語化，善用故

事、擬人化，逐漸改變為以遊戲化及生活化的情境為主的題目。例如：又又

老師在 3月初的一份數學日記（如圖 3-5），是以生活中的情境加深孩子建立

2000 至 10000 以內的數的意義之瞭解而設計的；圖 3-6 是學生以遊戲化的方

式與同儕或家人應用各種四邊形來完成任務；圖 3-7 是以各種四邊形的色紙

組合成一幅美麗的圖案；圖 3-8 是配合教材的一星期有七天，又又老師為了

讓孩子體認一星期有七天，所以在一星期內請學生每天將最深刻的事件畫下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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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圖 3-6             圖 3-7              圖 3-8

3、教師設計的數學日記內容及形式是教學型態的一種指標

本研究發現：數學日記設計的內容及形式反映出教師的教學型態，另一

方面從分享他人設計的數學日記，也會改變教師的教學觀及教學實踐。

（1）數學日記的命題內容和形式反映出教師的教學型態

在教師分享學生在數學日記上的表現的一次討論會上，顯示出數學日記

不但可以看到學生的學習表現，而且看到教師的教學型態，研究者描述著：

從又又設計的教材，可以看得出他很重視數的表徵，我可以覺得又又的教學是很
有組織的，很細膩，是指在教學時，能透過表徵的方式，把數字表徵出來，透過
這樣的過程，讓孩子去把數字表示出來，讓孩子對數有感覺。又又的素材設計與
過去的題目不同，以前是問孩子 1940 是幾個千幾個百幾個十幾個一。（研究者，
討論會記錄，880920）。

在分享的討論會上，從每位教師第一次在數學日記上設計的題目中，可

以觀察到：在素材內容及形式的設計上反映出教師的不同教學觀及教學型

態。雖然還沒有進入現場觀察香香老師的教學，但是從她設計的題型上及當

討論別人的題型時，不難發現她是一位持以教師為主及教學重結果輕過程的

老師，也不難預測她的上課是以忽視孩子的思考歷程的講述法的傳統教學。

因為她的學生在數學日記上的解題，除了算式的算則外，看不到解題過程，

缺乏孩子解題方法的多樣性。

在9月20日芳芳老師第一次將數學日記的題目帶到數學成長團體討論會

上與大家分享，其中一個題目是：「有一畝田種了西瓜，其中一塊田被偷了

278 粒，另外一塊被偷了 143 粒，請問共被偷了多少粒西瓜？」，她發覺在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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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寫數學日記時，感覺比較無法看到孩子的想法，孩子所寫的多是算則，

無法看到孩子內在深層的思考歷程，學生只用成人直式算則求解，新加入成

長團體的英英、玉玉、和香香老師也有同樣感覺；然而，又又的學生做類似

的題目其解題策略類型很多。經過這次的討論會，在比較之下，我們發現：

兩班學生有不同的表現，其實是因為他們之間的教學方式不同，香香與又又

老師對「數學表徵」「理解的意義」在觀點上有明顯的差異的歧異，香香只關

心孩子的答案是否合理，認為答案正確即表示學生理解了，叫學生到黑板算

出答案就是檢驗孩子是否瞭解的方法。然而，又又所強調的是在教學中孩子

是否能表徵出他們的思考過程，因此，在教學中，當學生用直式算出答案時，

又又老師一定請學生說明算則的意義。

透過一次次分享數學日記的討論，雖然在初期尚未進入教師的教室做教

室觀察，新加入成長團體的芳芳、英英、玉玉、和香香老師卻逐漸的意識到

自己的教學並非著重以學生為本位的教學，並知道教師對瞭解學生學習認知

的重要性。

（2）從閱讀其他教師設計的數學日記的形式及內容，促進教師教學的自我省

思與改變

初期，對於新加入成長團體的教師的教學大多以教師為中心，強調解題

技巧的傳授，評量在乎的是孩子答案對了嗎？所以數學日記上的命題就以「

檢驗孩子的算式是否完整」為取向。孩子在數學日記上所呈現出來的解題策

略，千篇一律是教師傳授的「成人的直式算則」。他們還不知道去思考「要如

何讓孩子透過數學日記，表達出自己真正的想法呢？」的問題。例如：出現

在英英老師第一份的數學日記的題目是：

小宇幫老師收 10 月份的午餐費用 640 元，小潔拿了 1000 元，小宇找了小潔 340 元，
小潔就離開了。請問這樣找錢，誰吃虧了呢？如果您是小潔，你應該怎麼辦？（請將
您的算法，用畫圖的方式或其他方式表現出來）        （英英，數學日記，880924）



林碧珍（2001）：協助教師實踐學生數學學習歷程檔案之研究。國立新竹師範學院學報，第
十四期，pp.163-213.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

38

多數孩子是以「成人的直式算則」來解這道題，從孩子的作法中，看不

到孩子的想法與孩子思考的痕跡。英英老師對八十二年課程的陌生，本身對

於教學掌握不到要領，無法看到孩子的想法，自然無法了解孩子是如何思考

。這樣的問題，一直到 9月 27 日的討論會上討論芳芳老師的數學日記時，及

觀察菁菁老師的二位數減法的教學的討論會上，在討論「單位量的轉換」與

「序列性合成運思、累進性合成運思、及部份全體運思」的真正意涵時，英

英老師才恍然大悟：數學的教學是那麼專業，要教孩子直式，沒有那麼的容

易，是要等到孩子的認知發展成熟了，才能進入成人的直式算則。

自此之後，英英老師才覺醒到數學日記的設計是要去掌握一個重點：題

目要能表達出孩子真正的想法。英英老師接下來的幾次數學日記在內容上有

明顯的改變，逐漸重視的是學生的想法，在 11 月 5 日的數學日記上的一個題

目，可以看得出她的目的是想瞭解孩子是否能透過圖畫來表徵乘法的意義。

除了英英老師的例子外，在 88 年 9 月 16 日又又老師第二次的數學日記

出了一個從 1980 點數到 2000 的文字國國王題目，當時她佈完題，覺得故事

生動有趣，頗為滿意，孩子應該會喜歡。可是孩子的表現與她的預期差距太

遠，她將咎歸因於孩子，而非題意不清所致。

可是第二天一收回來，發現孩子只有二、三位孩子寫對，其他孩子都搞不清楚
狀況。自己感到生氣，但也覺得納悶，因為發給孩子時，擔心孩子看不懂題目
，所以在課堂上做了說明。沒想到，孩子還是寫得七零八落的。當時只覺得孩
子不夠用心，沒有認真聽，心裡很不高興，覺得孩子太過貪玩與隨便∼（又又
，行動研究報告）。

數學成長團體成員閱讀了又又老師設計的數學日記上題目後，幫助她釐

清了對孩子表現不如預期結果而萌生的挫折，是因為對孩子認清不足所致。

她在行動研究報告描述著：

三戊有三位表現非常優秀的小朋友，老師想給每位小朋友 4 張貼紙。
À請您幫老師設計獎勵的貼紙，並且將他們全部畫出來。
Á請您用算式填充題幫老師記錄所需要的貼紙張數，並算出所需要的貼紙張數      

（英英，數學日記，88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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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次的討論會，林教授帶著第二次的數學日記，要老師們看看這個的題目時
，才了解到：「題目太長了，連大人都看不太懂，又何況孩子呢？」原來是自己
高估了孩子的認知，這是自己對三年級孩子在閱讀能力認知的不足所致，因而造
成教師與學生的挫折。（又又，行動研究報告）。

4、從數學日記上的評量建立教師的學生認知知識

最初，數學成長團體的教師在評量學生的數學日記，都把焦點放在給

「√」或「×」，但是對於需要學生擬題的題目時，教師卻不知道如何給分？

直到在討論會上討論有關擬題的評量標準時，芳芳老師才比較知道如何客觀

的給分。她說：

如果學生擬題不完全時，我本來不知道怎麼打分數，像資料不足、不可行的或是
寫不完整的，我不知道如何給分，有這個標準的表的話，我就比較知道給分數。（芳
芳，討論會記錄，881018）。

除了協助教師在數學日記上如何給分之外，研究者為了能協助教師從批

改學生的數學日記的過程中獲得學生數學學習的瞭解，本研究從三方面進

行：第一是透過數學日記的題目形式與內容和學生在數學日記上做出的反應

的討論，來協助教師認識到學生思考的重要；第二是透過教室觀察後的教學

討論，從學生的認知觀點來檢討教師的教學；第三是以提供教師省思的方式，

在討論會上研究者提問教師：「當您在批改學生的數學日記，您從學生身上學

到了什麼？」本節主要是在描述第三層面的實踐策略。

如何幫助教師從評量的過程中去瞭解學生的數學學習？我們的做法是：在

每次收回各班的學生數學日記時，先影印留存，原稿交由教師將學生的作品

張貼或放回學生個人的數學學習歷程檔案夾內。研究者與研究生共同分析影

印留存的學生解題類型，再將分析結果寫成一封信的形式，交給教師，並詢

問該教師這封信對她的幫助如何？例如：在 10 月 11 日的討論會上當芳芳老

師被問到：「當您在批改這個題目：『用<、=、>各出一個題目自己做做看』時，

您從學生身上學到什麼？」她的回答是：

以<、=、>的例子，原來課本用兩樣東西加起來，再跟另外一樣東西去比較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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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學生都是直接兩樣東西比較，我覺得從學生的反應看來，好像沒有達到我要求
的目標。（芳芳，討論會記錄，881011）

從芳芳的回答，可以看出她只能看到學生是否達到教學目標。此時，我們

給芳芳老師的一封信：信的內容如下：

親愛的芳芳的老師

     您這次的佈題情境生活化、多元化，並鼓勵學生自己擬題，是很好的問題，再經過我們的分析與討論
後，有幾點意見提供您做參考。我們依據學生在擬題時所用的題目中的數字與關鍵詞（大於、等於、
小於），結果我們發現學生的佈題有下列幾個現象，題目中大數字放前面、小數字放後面，而問句是
以「大於」提問的佔 14/28，尤其是大多學生喜歡以「大於」提問。下表是學生的擬題類型，在佈題
中，您是否比較比較常佈"誰比誰多？"而比較少佈"誰和誰一樣多？"而學生在擬題時比較偏向於佈"
誰比誰多"，而且大部份學生都以買賣情境來擬題。不過，大部分的學生都可以正確的擬題，可見教
學十分成功，對於少部分題意敘述不清或非題目的學生，在下次擬題時，可以多加指導。

數字
題目

> < =

> 14 8 5
< 0 0 0
= 0 1 0

題目資料超過的學生：2、26、34、4、15；題目敘述不清的學生：27、9.、14；非題目：6、31、22；
有 28 位出買賣與錢相關的題目。

從又又老師的行動研究報告中，更是確認這樣分析學生的解題類型對教師

產生了效應。她認為這樣的分析既簡單又易做，所以也如法炮製分析了 88

年 12 月 22 日除法單元的學生擬題，從分析的結果中她瞭解孩子為什麼會將

除法的表徵形式擬成除法題目。

這樣的分析結果，使我檢視到自己的佈題，並重新看待這樣題目對孩子的意義。
在佈題時，本以為大部份的孩子都會出成「除法」題目，沒想到大多數是出「乘
法」題目。這時候，自己重新看待這樣圖形對孩子的意義。的確，在除法的解題
時，是先畫全部，再將 12 個一圈。而在乘法的解題時，是先畫一圈(堆)12 個，
再畫 5 圈(堆)。這樣的題目由於只是呈現出結果，並沒有將孩子動態作題的過程
呈現出來，所以對孩子而言，乘法較除法熟悉，孩子自然會出乘法題目。

看到大部份的孩子都是出「乘法」題目時，可以知道孩子對乘法問題的了解較除
法清楚。在除法部份，以圖形而言，應該是屬於包含除的解題，為何出等分除的
孩子又較包含除為多呢？是否是孩子誤解了呢？就自己對孩子的了解，應該不是
。這樣的呈現具有二方面的意義：一來在孩子的生活情境中，等分除的問題似乎
較包含除為多。二來可以了解上課溝通討論對孩子的影響。由於這份數學日記，
是在除法單元已上過了 3 節課，上課時，班上有幾個孩子已能將等分除問題以包
含除的圖形來解釋，透過了發表、溝通、討論，孩子在這之中，互相學習，將包
含除的解轉換為等分除。在這部份，教師透過那些孩子是擬等分除的問題，可以
了解孩子的學習情況。最特別的該是乘除法問題，孩子已可以看出這樣圖形的解
題，不僅是乘法問題亦是除法問題。（又又，行動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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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助教師評量學生數學學習歷程檔案

接近期末之前，為了要協助教師建立完整的學生歷程檔案評量，雖然每

位學生的資料夾存放了學生豐富的數學日記，但仍然缺乏學生自我評量，因

此研究者鼓勵教師主動去發展歷程檔案評量的學生自評與教師評量。由於協

同數學成長團體是一個自發性的團體，研究者完全尊重教師們的自主權，所

以並不是所有的教師都依言而行。有關評量學生的數學學習歷程檔案評量，

團體中的八位核心參與教師有四位教師（一位是三年級的又又老師和三位二

年級的素素、玲玲、菁菁老師）確實做到歷程檔案的最後階段－學生的自我

評量。

1、協助教師實施學生的自我評量

研究者首先鼓勵研究生桂桂，以在研究所修習有關歷程檔案評量的課程

中所吸收的理論，結合自己的教學經驗，首先在英英老師（當時英英老師請

產假）的班級試行發展學生的歷程檔案自評的模式。桂桂以很開放的方式讓

孩子從自己的歷程性檔案資料夾中選取五件較喜歡的，然後加以裝訂，再寫

上心得；然後將學生完成歷程檔案的自我評量帶到成長團體討論會與大家分

享，在討論會上我們討論了製作的格式、封面的設計，及如何幫助孩子把自

己的看法表達出來等。雖然這次試行學生的自評方式沒有被多數教師們所認

同，他們不認同的原因是：孩子豐富而多樣的作品消失了、孩子長時間的成

長軌跡看不見了。

但是，桂桂的行動策略卻激起了教師們的一些新的想法。例如，菁菁老

師自行設計了一張「小朋友的作品欣賞」（附錄二），以兩個月為一個區間，

讓孩子從中挑選最喜歡的或最好的三份，並寫出挑選的理由。我們依據學生

所挑選的三份作品進行分析，發現他們選擇的依據，可以分為三個方面：（1

）從教師的題目設計層面：如「題目可以畫圖」、「自己可以出題目」；（2）從

學生情意學習層面：「我畫的時鐘很美麗」、「因為這題都對」；（3）從學生認

知學習層面：「我有告訴老師原因」、「我知道容量和重量」、和「可以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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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什麼」。

菁菁老師透過孩子的自我評量，從中可以了解孩子的想法與感受，對下

學期設計數學日記很有幫助，所以下學期的數學日記的設計她就從能吸引孩

子的數學日記類型去著手。例如，菁菁老師在行動研究報告中描述了一個實

例：

學校為配合校長退休舉辦小班教學成果展，每個學生提出兩份作品。前幾天讓學
生從所有的數學日記中挑選自己最喜愛的一份，原本我以為畫圖形式的類型會佔
多數，沒想到結果竟是這份：題目文字敘述冗長，回答方式也需以文字回答的類
型。思考其中原因，這份數學日記的題目文字敘述雖然冗長，但因情境是學生上
課的實際討論情形，反而容易了解，不必花時間再去理解題意，即能作答。尤其
是以班上同學為主角的佈題新鮮有趣，這提醒我可以多出這些類似的題目。（菁
菁，行動研究報告）

2、協助教師實施家長評量學生的歷程檔案

學生數學學習歷程檔案的評量，除了學生的自評之外，家長也被教師們

邀請參與評量學生的歷程檔案，家長被邀請參與，主要是要與家長溝通孩

子的數學學習。因此教師們也設計了一份家長評量表（附錄 73），這份評

量表特別邀請家長當在閱讀完自己的孩子的數學日記後，能寫有關孩子學

習的一段話回饋給孩子，並能給教師一些回饋和建議。有關家長參與評量

學生的歷程檔案評量的實踐策略是教師們自己主動發展出來的，例如，菁

菁老師的做法是：設計一份家長的評量表，當天由學生與平時放在教室的

數學學習歷程檔案夾，一併帶回家給家長；由學生扮演監督家長的角色，

監督家長填寫家長評量表，菁菁老師以學生與家長的角色互換的方式要求

學生監督家長填寫家長回饋意見和建議，竟然出乎她意料之外的高收回率

的成效，令她感到非常的驚喜與滿足。她在團體的討論會上分享她的經驗

時提到：

以前發給學生的通知單或需要回覆意見時，回收率比這次家長評量表低得很多，
而且家長頂多寫幾個字而已，而這一次的評量表家長的回饋意見內容很豐富而且
很深入，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菁菁，討論會記錄，890110）。

家長不只是有高收回率的評量表，而且這一次家長是真實的參與孩子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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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習，因為從家長寫給教師的回饋意見及寫給自己孩子的一席話，我們觀

察到家長確實看到了自己孩子的數學學習哪裡進步了？怎麼樣的進步？哪裡

是孩子比較弱的概念？例如：從菁菁老師班上的三十份家長評量表中的兩位

家長，寫給教師有關自己孩子的一席話是：

這一路過來的數學日記在剛開始時，的確家長需多花一些時間來做一些引導，但
過程也是令人欣喜的，現在奕宣都能自動完成，此態度值得嘉許。需要改進的是
整張畫面有時顯得凌亂。我一直相信孩子潛力無窮，信任他讓他多方面學習，那
將是他最珍貴的寶藏。（奕宣的家長）。

廷偉以前聽到要上數學寫數學都會出現無奈的情緒。自從寫數學日記後，學習興
趣提高了不少，又會找媽媽一起來完成它。在八份數學日記中，最喜歡公尺、公
分和二位數加減法。希望廷偉在學習數學的態度能夠更認真、用功。（廷偉的家
長）。

同樣的，家長在回饋單上或家長座談會上不吝於提出他們自己對八十二年

數學課程的瞭解不足，也不忘記老師的努力，從三百多份的家長的回饋單，

顯示出家長對老師們教學的肯定及數學學習檔案評量實施的認同。

讓小朋友覺得數學很有趣，不會死板板而失去學習的興趣，希望下學期也有如此
的學習環境，謝謝老師這學期的付出與辛苦。（又又老師的學生家長）

辛苦您了，因為這份數學日記是訓練小孩的判斷能力和態度，使小朋友的腦部靈
活，所以成效必須要一段時間，但在這一段時間內，面對的是家長的認知和小孩
思想回歸的統籌，是靠老師您不斷的與我們聯繫，使我們家長也能在數學日記上
的認知有了新的接觸，再一次謝謝您的用心！（又又老師的學生家長）

我們也看到了家長從自己的孩子的歷程檔案夾中挑出最喜歡的三張作品

的理由，一般家長關心的是教師擬題，例如：「題目很生活化」、「讓孩子自己

出題、解題，這題能讓孩子知道解題過程的瞭解」、和「培養形成問題與解題

的能力」。從此顯示，家長、教師、和孩子選擇作品的依據極為不同，家長在

乎的是老師給孩子出的問題是否能培養孩子的思考、解題能力、擬題能力、

與創造力。

3、協助教師實施評量學生的數學學習歷程檔案

如何利用實施一學期或一學年的學生數學學習歷程檔案來作為學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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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成績考察，是教師最為關切的問題。研究者在討論會上一再的強調：從

孩子的歷程檔案中，教師是否能給孩子說什麼有關於孩子的進步在哪裡嗎？

這才是評量的重點，才是對孩子的數學學習有實際的幫助，評量並非要以一

個分數來表示學生的學習不可。然而，研究者還是選擇了尊重教師的決定，

由各班自行選擇自己評量的方法，研究者所關心的是教師在期末如何在成績

考察定位數學學習歷程檔案評量，瞭解教師對數學學習歷程檔案評量的重視

程度，因此每位教師被要求寫一封有關於期末評量的信給研究者。依據分析

的資料中，我們發現：如果教師在實踐學生數學學習歷程檔案的過程中，付

出的努力越少的老師，在期末的成績所佔的比率很低（10%），而且也沒有實

際做到數學學習歷程檔案的學生自我評量，如香香老師。相反的，成長團體

中的又又老師確實的改變了她固有的評量方式，下面是又又老師寫給研究者

有關她如何進行數學學習歷程檔案評量與在成績考察的定位的作法的一封信

，這封信的內容是：

敬愛的林教授：
你要我們寫信給你，告訴你我們評量時，數學日記在評量的地位上所佔的份量。讓

你可以了解實際的教學情況。
以前在未實施數學日記時，當我在評量孩子的學習狀況，總會覺得只憑一次的分數無法
真正的將孩子的學習情形真實的呈現出來。所以我在評定孩子的學習時總會有許多的項
目，將孩子每一次的數學習作、平常考、早自修的練習或課堂中的練習及月考等，加以
統計、計算。但是這些在在的都是反應出孩子在每一次的學習結果的情況，雖然比一些
老師只憑印象分數、月考分數或是平常的復習考分數還要好一些，但是仔細看看所選取
的項目仍然比較侷限在所謂形成性評量的「學習結果」，這名詞很弔詭。
當然平常的學習結果將其記錄下來，比較不會因為一次的考試失敗就論斷成敗，這樣

子固然有其優勢，但是如果只是記載平常的學習結果，同樣答案背後不同的思考方式，
如何去評定呢？孩子的學習的情意又如何去評呢？孩子真正的形成性評量的學習「過
程」如何去給分？林教授要我們去思考數學日記在學期終了，我們站在教師評量的公平
性、客觀性上如何去給分，與所佔的比例為何？要我們去反思、去斟酌，這真的是跨時
代的創舉，因為以前從來沒有人這樣做過，對孩子平日的表現，上課的發言情形，都比
較以籠統的「印象分數」來給分。這次要做孩子的成績，我是更加滿意了，因為，孩子
的平常表現有保存下來，雖然給分不容易，但是因為有保存下來，所以在反芻孩子的學
習時，雖然不能說是絕對的客觀，但是比較上是更加客觀。另外，也比以前更容易看到
孩子的情意，有時在想：要不要在數學日記給孩子做題的部份佔 80%在心得撰寫部份佔
20%，這樣一張孩子數學日記的分數同時代表著每一次的認知與情意的分數；可是反過
來想：情意的分數要怎麼打？可是如果只是用書面的文字來描述孩子的情意，這樣好
嗎？還是分數和文字的部份都有會比較好呢？我無法做怎麼樣比較好的回答，因為我只
是從實務的經驗中，取我自己需要的部份，讓自己儘可能的客觀、公平、公正些會比較
好。所以在評量孩子的總成績時，我覺得情意也給分，如果情意的部份也做出一些文字
表格式的東西可以讓教師勾選，那就更加方便了？這是我天方夜譚的想法，要以格式化
的東西出現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但是格式化的表格不一定一張為限啊！教師可以擁有一
些表格式的東西，看這次的作業孩子教師想評定孩子那方面的情意就以那方面著手啊！
還是太過籠統了，不知該如何去做才好，所以目前我所做的，是給孩子的那封信中，將
教師對孩子的學習狀況以文字表現出來。希望下學期，自己可以兩者相互兼顧。

這次在給孩子分數時，我是怎麼給分的呢？我把孩子的數學習作、數學平常考、課本
的練習、平常考和數學日記都先以單元做劃分，比例是 1:1:1:2 算出來之後，五個單元
就有 5 個分數，然後再和月考、復習考的二個分數合起來，每個階段都有 7 個分數，算
出第一階段的分數之後再和第二階段的分數平均，就得到孩子的總分。為什麼我會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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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呢？因為這樣做下來可以看到那個孩子在那個單元的學習情形，另外，復習或月考的
部份又如何與各個單元的分數做融合呢？所以就將復習考與月考也當作各一次單元的
分數來看，所以就形成了這樣的一個綜合成績，為什麼在各個單元的分數裡，在數學日
記的部份所佔的比例會較重呢？我想不論是數學習作、數學課本或是平常考對孩子而
言，有些毋需寫過程對孩子而言，比較容易和簡單，寫起來也比較快，但是寫數學日記
孩子會花比較多的時間，而且比較費精神，需要將自己的想法表示出來，我認為數學日
記就努力和時間程度的比例較多，所以理所當然佔然的比例也會比較重；另外，也覺得
數學日記可以清楚的看到孩子的解題過程及理解程度，所以數學日記比例重，也是覺得
這樣比較能把孩子真正的程度彰顯出來。這次評量美中不足的地方是，孩子上課的表現
與發言分數無法一併算入，所以就在改進的部份加入，希望下學期可以將孩子發言的分
數與上課的表現情形一併算入。

林教授這是我上學期評量孩子數學學習的情形，雖然尚不是很理想但是和以往相較
仍然有些不同，是比較辛苦，但是這樣的確孩子的表現比較不會流於主觀性，因為教師
的印象而給分，如果只憑印象或是各種考試給分的話，這樣對某些孩子是比較不公平。
記得我在看班上佑奇的數學日記時，我真的非常訝異，因為這個孩子在上課或是考試
時，表示都不算理想，但是數學日記卻寫得很好，也因此佑奇的分數就達到「優」了！

                            又又 89.03.30

另外，研究者鼓勵教師們以孩子的數學學習歷程檔案評量看到孩子的學

習，寫成一封信給孩子，並將這一封信存放在學生歷程檔案夾的最後一頁。

例如，又又老師從閱讀學生的數學學習歷程檔案評量之後寫給每位學生的一

席話，其中寫給一位學生廷安的信內容如下：

廷安：
你是一個很直率又帶點迷糊的孩子，記得剛開始老師教你數學時，你總是帶著不知道、

不清楚，一種不太確定的樣子來面對老師給你的數學題目，寫數學日記時又總是東漏一些、
西漏一些，問你感想，也總是說沒有或不知道。後來你就漸漸地好像在玩數學一樣，總覺得
寫數學、上數學課「好好玩」，連續了六、七次好好玩，從這些話中，老師知道你會這麼寫，
有時候是真的覺得很好玩，有時候卻是因為老師希望你們寫，所以你不得不寫，可是又因寫
的過程中可能沒有太多不同的感受，所以你就寫「好好玩」，直到 11/26 幾分公升的單元，
才見你寫比較多的感想，這是一次重大的突破，也是很大的改變，老師看到你這樣的改變是
欣喜的、是喜悅的。再往後看，也會發現廷安對自己比以前更有信心、更有自信了，會覺得
自己好棒，也敢勇於表達自己的感受，會寫出自己喜歡的理由，甚至在寫的過程中，真的是
融入其中，在玩一則故事或遊戲，所以你也會和巫婆對話。這些話語有些很長，有些很短，
但是後來的話語，都可以看出你是真誠的在表露自己，那份對自己的肯定與對自己的信心，
是老師很高興看到的，看到你的成長是老師是歡喜的∼

另外，從你對數學日記的書寫中，可以看得出，三年級一開始數學對你來說，好似上
完課做做練習，後來，你會用一些可愛的圖案，把你的想法表達出來，漸漸地自己會出一些
題目，從出題的過程中，老師看著你從對題目的誤解，寫出題目的不完整，一直到後來漸漸
地能掌握出題的要點，甚至在熱心一下中，你會以很簡單的方式來教小朋友除法，從做數學
日記中，老師也明顯的看到你的進步，廷安！也許爸媽會在意你的數學分數，但是比數學分
數更重要的是：你的數學理解能力進步了，真的進步很多、很多，這樣的進步才是真正能提
高你的數學能力，所以不要擔心，要繼續努力，你一定可以更好的∼加油

三丁導師  又又 89.01.28

又又老師在行動研究報告提到從寫學生的一席話中，讓她再重新回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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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共同努力耕耘的數學學習，因而讓她瞭解到：整體上，孩子的理解力和

思考力已逐漸的展開了，她也從撰寫這一封信的過程中看到個別孩子的不同

學習型態。她描述著：

…  剛開始寫時，自己沒有太多的把握可以寫到什麼樣的地步，沒有太多的把握
可以看到孩子有什麼不同的情形，所以就從自己較為熟悉的孩子著手。就整體而
言，孩子的理解力、思考力、與豐富的想像力是漸漸地開展出來了，但是孩子個
別性呢？在數學日記中是否可以看出孩子的思考層次？是否可以看出孩子的獨
特性呢？這些涉及了教師的能力，如果教師對無法從不同的解題型態中看出不同
的認知層次，那麼就無法了解每一位孩子的認知層次；如果教師不了解孩子的表
現方式，背後所隱藏的意義，那麼孩子潛在的能力，就不易被開發出來。
…  自己對孩子的分析，也從剛開始從學習事件、思想活絡、情感的表現與喜愛作
品的時間上分析與判斷，這些分析都比較偏重在外顯性的項目。雖然如此，對孩
子及家長而言，也是很重要的，因為孩子與家長不見得看得到這個部份。如：小
婉數學日記，很認真，幾乎每一張都寫得很好，都是盡全力在寫。但是從小婉最
初的數學日記可以看出，剛開始的幾張，思考較呆板、想像力和創造力較不豐富
，數學就單從數學的角度在寫，後來孩子思想變得較活潑了、思考的角度較廣了
，想像力和創造力也變得豐富了。這些家長是否看得出來呢？孩子自己本身是否
了解清楚呢？所以教師的分析對家長與孩子而言，都是很重要的，可以協助家長
與孩子看到他們所看不到的部份。

慢慢的，自己可以看到孩子表達能力增加了。當我從學期初看至學期末了時，
發現表達能力較弱的孩子，到了學期末了，幾乎能力都增加了，如廷廷、伊伊、
小凱等。自己又看到孩子不同的學習型態，看到了這些學習型態，使我更加肯定
多元評量的重要性。如班上的小偉，數學能力很弱，升上三年時仍停留在序列性
合成運思，而且超過 10 以上的數，一定要藉用具體物協助數數，才能完全數出。
透過對他數學日記的分析，發現這是一個典型操作型的孩子，數字對小偉而言是
極為抽象的符號，不具任何意義。在數學日記中，小偉不斷地透過畫圖、畫數的
過程中，數字和數學運算符號才產生的意義，所以數學能力明顯的提昇了，同時
也反應出，其實不盡是孩子學不會，而是當教師所使用的方法不適合孩子的學習
型態時，孩子就學得慢了，於是數學能力的發展就較慢了！

在學習型態部份，有些孩子的語言理解力很強，即使是數學符號對他而言，也
是一種語言，所以數學日記的表現，不論是數字、符號或是文字都可以很流暢的
表現出來，如：翔翔。有些孩子的語文理解力也不錯，但是他的語文理解力和數
學符號是分開的，語言表達能力不錯，但是數學符號的運用能力較弱，這是語文
性的孩子，如小剛。有些孩子是圖畫情感型的，圖畫得很生動，人物情感的表達
淋漓盡致，在數學日記中，可以發現他是透過圖畫將自己的情感與思想表現出來
，如小秉。有的孩子是符號型的，數學日記上所寫的文字不多，畫得圖也沒有什
麼表情，但是可以感知所要表達的函義，如小宇。有些孩子是屬於運動型的，在
數學上是屬於操作型孩子，這種孩子是透過身體的動作而思考的，在數學日記上
會發現他寫的文字不多，畫的圖雖然不豐富，但可將情感透過圖畫的表達出來，
如小偉。

透過孩子所選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孩子的人格特質，這樣多方面的分析，使
自己有意想不到的收穫，沒有想到，數學日記所包含的層面竟然是這麼的廣，不
僅可以看到孩子的數學思考、數學能力，也可以看到孩子的想像力、創造力、美
感能力，更可以看到孩子的語言表達能力、學習態型與人格特質，這些是我意外
的豐收。（又又，行動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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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省思

（一）結論

1、本研究主要的發現是：組成協同數學成長團體以協同行動研究的方式協助

教師實踐學生的數學學習歷程檔案評量是一個有效的運作模式。協同數學

成長團體協助教師有效實踐數學學習歷程檔案的主要認知活動有：試行實

施數學日記、提供省思的問題促進教師省思（如：您滿意學生在這份數學

日記上的表現嗎）、寫給老師一封信有關學生在數學日記上的解題幫助教師

去瞭解學生、由研究者歸納每位教師設計的數學日記整理成投影片和教師

共同分享、教師寫給學生的一封信作為學生數學學習歷程檔案的評量、家

長、學生、和教師三者共同參與學生的數學學習歷程檔案評量。

2、教師發展有效的實踐數學日記從設計開始到完成評量的步驟為：

（1）設計素材－教師發現到數學日記的素材選擇是決定於數學日記的目的，

釐清數學日記的目的及本質是有效實踐數學日記的第一步。教師在不同

的實踐階段對數學日記的目的的詮釋各異。開始，教師實踐數學日記是

為實踐數學日記而實踐，其次，教師發現數學日記可以從它的形式、使

用方式、內容上去比較與數學習作的不同。最後，教師發現數學日記可

以有多種目的：培養學生的數學概念的溝通與連結、解題能力、溝通能

力、批判性思考能力，而設計出各種不同形式、內容、及題型的素材。

（2）執行－教師瞭解到數學日記剛開始在題數的數量上、使用頻率上先以少

取勝，採漸進方式實施。剛開始最好是在學校課堂內實做幾次後，等學

生熟練了，才改變為帶回家使用。題型上以非完全開放性的方式呈現，

比較能引導出孩子的真正潛能。數學日記的使用，於開始階段與家長的

溝通是非常必要的。

（3）鑑賞－教師將學生的數學日記，張貼在教室中孩子比較容易看得到的地

方，以供孩子互相學習，例如：利用孩子改作業排隊的地方。教師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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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採用由每個人欣賞所有其他人的作品，但這樣的方式，讓孩子無法

聚焦。另外，孩子無法評量他人的作品，教師發現最到主要的理由是：

只有在相同程度的孩子，才有能力欣賞同程度孩子的作品。教師因此每

次張貼三至五份的作品，共同進行批判，效果較好。欣賞後的批判與建

議，孩子多半仍然停留在圖畫與字體工整的層面，如何協助學生在數學

內涵上進行批判，則是本研究亟待努力的下一目標。

（4）評量－教師每次收回的數學日記的評分，特別是需要學生擬題的題目，

在研究中發展的「學生擬題評量表」解決了教師評分時所遭遇的窘境。

3、本研究發現：數學日記是既不佔用正常教學時間又能有效進行學生擬題活

動的方式，它是目前在教師時時需要趕課的教學環境下培養學生形成問題

能力值得推薦的方式。

4、培養教師形成問題的能力有助於建立教師之學生擬題知識。本研究是以教

師在數學日記上的命題來培養教師形成問題的能力，研究發現：教師在數

學日記上的素材內容及形式，隨著時間及經驗的累積而逐漸的改變，這些

改變的內容，其中的一項就是需要學生擬題的題目，在素材的提供趨向於

多樣化。

5、數學日記是教師與家長瞭解學生數學學習歷程的主要資料形式。在本研究

所發展的數學日記是歷程檔案的主要資料形式，發現它不僅是用來反映教

師教學形態的一種重要指標，而且透過閱讀他人所設計的數學日記，可以

造成教師對自己的教學的省思，而調整自己的教學。換言之，從教師的觀

點，數學日記不僅可以從批改的過程中瞭解自己的教學活動與教學材料是

否適合學生，可以確實做到即時調整或採取補救教學；而且閱讀他人設計

的數學日記，可以造成教師的內省而改變教師的教學形態。

另外從教師進行評量學生的歷程檔案中發現到，教師從頭閱讀及檢視每

位學生檔案夾內存放的資料，幫助教師看到整體學生的學習，甚而，從教師

寫給學生的一席話中，看到學生的個別特質及學習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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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者針對數學日記上的學生解題類型或教師的命題進行分析，確實

幫助教師看到不同的角度，是促進教師瞭解學生數學學習的一個有效方式。

（七）成員間的協同學習幫助了教師解決實踐數學日記所遭遇的問題。對「什

麼是數學日記？」的「陌生」；對「該出什麼樣的題目？」及對「數學日記是

在教室做？還是帶回家做？」的「茫然」；對「數學日記真的有必要做嗎？」

的「挫折」；對「家長電話的增加」及對「有些學生沒交回數學日記」的「無

力感」是教師試行數學日記的摸索歷程。雖然教師必須同時面對自我、學生、

家長三者之間的挑戰，然而在數學成長團體的教師，在試行數學日記的歷程

雖是艱辛但不孤單，不會覺得無助，因為教師之間隨著研究主題的進行分別

編織共同的經驗，他們有共同的悲與痛，心靈很容易交會在一起。所以數學

成長團體每週例行一次為期三小時的討論會，教師為尋求解決相同的問題，

願意分享共同的經驗、進行專業對話、共同省思、共同協商解決問題的方法

與策略。例如：加入成長團體比較資深的又又、素素、和玲玲老師願意與其

他教師共同分享自己過去的實踐經驗，而新加入的英英、香香、和玉玉老師

期待去複製研究者或有經驗的教師的經驗範本，菁菁老師則早已蓄勢待發，

在討論會之前先行請教其他同年級的教師的實踐經驗。

特別是又又老師在團體討論會上，不僅現身說法自己過去一年實踐數學

日記的失敗經驗，而且對今年將數學日記列為研究主題深具信心，而處心積

慮的嘗試了一次成功的經驗，而聳動了新加入的成員決心去戰勝實踐數學日

記的「陌生」、「茫然」、「挫折」、「無力感」。又又老師在討論會上介紹著她設

計數學日記的題材是配合著數學課的玩火車的建立標準數詞序列活動，而特

意的設計了一個 2000 以內表徵數的活動。又又老師所以能觸動教師繼續往前

邁進的決心，除了成員享受到孩子的學習成果，及看到孩子表現在數學日記

上快樂的學習之外，讓教師自我省思到對數概念建立的細緻處理的必要性。

除了又又老師的實踐經驗外，研究者在討論會上的一席話：「… 數學日記

的功能不在於課堂上的重複練習，而是促進孩子的思考，或者能反應出孩子情意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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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引領教師更進一步釐清實踐數學日記的目的的關鍵性因素。

這個團體之成員之間存在著經驗背景上的差異，但這種差異不是阻力而

是助力。對數學日記的第一次實踐，從新加入的英英、香香、和玉玉老師等

待複製其他有經驗教師的經驗，當作自己實踐的範本來看，可見新加入的成

員對加入成長團體較長時間的教師，有那一份的信心和期待；相對的，在團

體較資深的教師則有那份使命感與責任，而能暢談自己實踐數學日記的經驗。

（二）省思

1、一個成長團體成員適當人數為五至八人，而今年的成員遽增為去年的兩倍

多。和去年相比，每個人無法在討論會上暢所欲言，而且無法窮究某一個

人的想法。有時，為了讓成員在成長團體的討論會上的活動運作得更有效

率，盡量去維持每一個人在討論會上相同機會的發言權利，因此經常採用

三人為一小組的討論方式。然而，小組運作的方式，較難觀察到或蒐集到

教師原先的個人觀點或知識的起點。

2、除了協同數學成長團體外，促進教師成長的另一社群是學校本身。在學校

方面的介入可能造成本研究的助力與阻力。由於本研究是結合頂埔國小的

小班教學計畫，本研究從張教務主任得到的協助包括：為了教室觀察的時

間需要排課的配合、學校提供影印機讓教師便利的影印需要的數學日記、

張教務主任出席每次的討論會，一方面學習當今的數學教學趨勢，一方面

瞭解教師的教學需求，張教務主任的出席讓教師們感受到他對數學成長團

體的重視，亦是造成教師們往前進的一股推動力。從學校方面所得到的阻

力是，由於成員是參與於本研究與小班教學的整合計畫，張教務主任要進

行的小班教學不僅是數學科，所要涵蓋的範圍要多於本研究的活動，固

然，教師要進行其他學科的活動，必然需要付出更多的時間，為了避免突

增教師的負擔，因此本研究在實施上做了調整配合。學校行政的介入形成

阻力與助力，兩者之間造成研究者以學校為中心的協同數學成長團體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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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

感謝國科會對專題研究計畫編號 NSC89-2511-S134-001 之經費補助，本文是
此專題計畫的部分成果，文中的論點為作者所有，不代表國科會。

在此特別感謝參與本研究之新竹市頂埔國小黃校長、張教務主任及數學成長
團體的小學教師共十二位的熱心參與，使得本研究得以順利進行。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份

古明峰（2000）：國民小學評量態度之研究— 以數學為例。台北市：五南圖書
出版公司。

吳毓瑩（1998）：我看、我畫、我說、我演、我想、我是誰？－卷宗評量之概
念、理論與應用。教育資料與研究，20，13-17。

林文生（1996）：一位國小數學教師佈題情境及其對學生解題交互影響之分析
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

林德宗(1999)，擬題活動在國小五年級數學教室裡的應用。國科會八十八年
度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 NSC88-2815-C-023-001-S。

林碧珍（1997）：數學評量的發展。載於數學學習障礙研討會手冊，國立台灣
師範大學數學系。

林碧珍（1998）：數學課室內之評量與教學整合。八十七年度國立新竹師範學
院輔導區國民小學輔導團團員教學工作坊研習手冊。國立新竹師範學
院。

林碧珍、蔡文煥(1999)：以學校為中心的小學教師數學專業發展模式，論文
發表於 1999 數學教師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台彎師範大學數學系。

林碧珍（2000a）：在職教師數學專業發展方案的協同行動研究。新竹師範學
院學報，第十三期，115-148。國立新竹師範學院。

林碧珍（2000b）：一個以學童數學認知為基礎的小學教師數學專業發展模式。
八十八學年度師範院校教育學術論文集（pp.1-34）。國立台北師範學院。

林碧珍（2000c，審查中）：透過數學日誌的省思促進教師的數學專業成長。
科學教育學刊。

黃幸美等人（1997）：國民小學數學新課程學習評量方法初探。台北：談灣省
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

許育彰（2000）：探討高中生從不同力學情境中發現問題的研究。明倫學報，



林碧珍（2001）：協助教師實踐學生數學學習歷程檔案之研究。國立新竹師範學院學報，第
十四期，pp.163-213.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

52

第四期，台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教育部﹙1993﹚：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台北市：台捷。

教育部﹙2000﹚：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草案－數學學習領域。教育部：數學科研

究小組。

陶惠昭（1998）：從一年級教室看數學教師的佈題。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嘉
義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

鄔瑞香（1996）：從二年級小孩數學段考談起。研習資訊，13(5), 52-61.

梁淑坤（1994）：擬題的研究及其在課程的角色。周筱亭主編：國民小學數學
科新課程概說－低年級（pp.152-167）。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

梁淑坤（1996a）：師範學生擬題行為之研究。國科會八十五年度科學教育專
題研究計畫成果討論會論文摘要，計畫編號 NSC83-0111-S-023-007A。

梁淑坤（1996b）：擬題能力之評量：工具之製作。國科會八十五年度科學教
育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討論會論文摘要，計畫編號
NSC84-2511-S-023-006。

梁淑坤（1997）：擬題與數學課程之融合（2/2）。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討
論會，計畫編號 NSC87-2511-S-023-002。

梁淑坤（1998）：擬題與數學課程之融合。國科會八十六年度科學教育專題研
究計畫成果報告，計畫編號 NSC85-2511-S-023-003。

國科會（1996）：八十五年度「數學教育－學門資源整合規劃修訂」研究報告。
國科會科學教育發展處學門規劃。

劉芳妃（1998）：合作擬題活動融入國一數學科教學之個案研究。未出版碩士
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數學系碩士班。

二、英文部份

Barrow, L. (2000). Preservice methods students’ response to a performance portfolio 

assignment. Paper presented at eh Annual Meeting America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Brown, S. I. & Walter, M. I. (1993). Problem Posing: Reflections and applications.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Chastain, P. (2000). Professional portfolios in a math methods class for pre-service 

teachers: A reflective inquiry. Paper presented at eh Annual Meeting America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Clarke, D. (1997). The interactive monitoring of children’s learning of mathematics. For 

the Learning of Mathematics, 7(1), 2-6.



林碧珍（2001）：協助教師實踐學生數學學習歷程檔案之研究。國立新竹師範學院學報，第
十四期，pp.163-213.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

53

Crowley, M. L. (1996). Student mathematics portfolio: More than a display case. In D. V. 

Lambdin, P. E. Kehle, & R. V. Preston (Eds.), Emphasis on Assessment- Readings 

from NCTM’S School-Based Journals(pp.102-105). Reston, VA: NCTM.

English, L. D. (1997a). Promoting a problem-posing classroom. Teaching Children 

Mathematics, 4(3), 172-179.

English, L.D. (1997b). Problem posing in the elementary mathematics curriculum. 八十

六學年度國小課程研究學術研討會，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

English, L. D. (1998a). Children’s problem posing within formal and informal contacts. 

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29 (1) , 83-106.

English, L. D. (1998b). Children’s perspectives on the engagement potential of 

mathematical problem tasks. School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98 (2).

Gonzales, N. (1994). Problem posing : A neglected component in mathematics courses 

for prospective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 teachers. School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94(2), 78-84.

Lambdin, D. V. , Walker, V. L. (1996), Planning for classroom portfolio assessment. In D. 

V. Lambdin, P. E. Kehle, & R. V. Preston (Eds.), Emphasis on Assessment-

Readings from NCTM’S School-Based Journals(pp.95-101). Reston, VA: NCTM.

Lester, F. K. (1989).Reflection about mathematical problem-solving research. In R. I. 

Charles & E. A. Silver (Eds.). The teaching and assessing of mathematical problem 

solving (pp.115-124). Hillsdale, NJ: Erlbaum.

Lester, F. K., Kroll, D. L. (1996). Evaluation: A new vision. In D. V. Lambdin, P. E. 

Kehle, & R. V. Preston (Eds.), Emphasis on Assessment- Readings from NCTM’S 

School-Based Journals. Reston, VA: NCTM.

Leung, S. (1996). Problem posing as assessment: Reflections and reconstructions. The 

Mathematics Educator,1(2),159-171.

Leung, S. K. (1997). On the Open Nature in Mathematical Problem Posing. Use of 

open-ended problems in Mathematics classroom (pp.26-33).University of Helsinki.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Research Report 176.

Leung, S. K. & Silver, E. A. (1997).The Role of Task Format, Mathematics Knowledge, 

and Creative Thinking on the Arithmetic Problem Posing of Prospectiv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Mathematics Education Research Journal, 9(1), 5-24. 

Australia.



林碧珍（2001）：協助教師實踐學生數學學習歷程檔案之研究。國立新竹師範學院學報，第
十四期，pp.163-213.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

54

Lin, P. J. (1999). Processes supporting teacher change within a school-base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Part D: 

Mathemat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9(3), 99-108. 

Lin, P. J. & Tsai, W. H. (1999). A model of school-centere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elementary mathematics teachers. Proceedings of the 199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thematics Teacher Education (pp. 364-381). Taiwan: Taipei.

Lin, P. J. (2000). On enhancing teachers knowledge by constructing narratives in 

classroom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ience 

Mathematics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Taiwan: Taipei.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1989). Curriculum and evaluation 

standard for school mathematics. Reston, Va: The Council.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1991).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Teaching Mathematics. Reston, Va: The Council.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2000).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for 

school mathematics,. Reston, Va: The Council.

Norwood, K. S. & Carter, G. (1994). Journal writing: an insight into students’ 

understanding. Teaching Children Mathematics, November, 146-148.

Paulson, F. L., Paulson, P. R., & Meyer, C. A. (1991). What makes a portfolio? 

Educational Leadership, 48, 60-63. 

Peters, W. (2000).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portfolio: The journey of preservice 

teachers in becoming reflective practitioners. Paper presented at eh Annual Meeting 

America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Polya, G. (1985). How to solve it－A new aspect of mathematical method (2nd 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esnick, L.B. & Resnick, D. P.. Assessing the thinking curriculum: New tools for 

educational reform. In B. R. Gifford & M.C. O’Connor (Eds.), Changing 

assessments: Alternative vies of aptitude, achievement and instruction (pp.37-75). 

Boston: Kluwer.

Silver, E. (1994). On mathematical problem posing. For the Learning of Mathematics, 

14(1), 19-28.

Sliver, E. & Cai, J. (1996). An analysis of arithmetic problem posi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27(5), 521-539.



林碧珍（2001）：協助教師實踐學生數學學習歷程檔案之研究。國立新竹師範學院學報，第
十四期，pp.163-213.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

55

Sliver, E. A., Mamona-Downs, J., Leung, S. & Kenney, P. A. (1996). Posing 

mathematical problems: An exploratory study. 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27(3),293~309.

附錄一 給家長的一封信

親愛的家長您好：

  很高與今年有緣擔任貴子弟的級任老師，教育改革的腳步如白駒一樣，快速地進行，這

些無非都是希望能開展孩子的潛能，使孩子能學得更好、更快樂。新竹巿政府這幾年陸續在

各校推展小班教學，本校今年也有幾班參與小班教學計畫，很榮幸的敝班也參與其中，所以

在教學上、課程上都會有些改變，相對的在評量上，也會跟著改變。

  所謂評量，也就是一般人所說的考試，多數人都認為考試就是三次月考及平常考，以及

最後在成績單上的等第（也就是這些考試的總結），孩子的學習結果就在這些大大小小的考

試中呈現出來。可是，如果有些孩子他平常上課表現很好，但只要是考試，就會出狀況，那

麼三次以及平常考就沒有辦法將這樣孩子的傑出表現展現出來讓家長們了解。所以這學期我

們增加一項：檔案評量，以評定孩子平時的表現，讓家長們更清楚了解孩子平日的學習情形。

所謂檔案評量，做法很簡單，以前，孩子把老師發給的練習單做完、檢討完後就丟了。這學

期所增加的檔案評量，在做法上有些改變，但改變幅度也很小，小小的要求是：只要是老師

發給孩子的任何學習單（或數學日記），都收集起來，放在資料夾裡就可以了。

  至於資料夾的部份，學校會為孩子準備，請家長不用太掛心，希望家長協助的是提醒孩

子，練習單或數學日記做完，帶來學校給老師批改，批改完後，請家長簽名後，再放入學校

的資料夾中。因為孩子的練習不小心遺失了，就不容易找尋。所請走過必留下痕跡，我們身

為老師的也很希望孩子的學習痕跡能存留下來，這些都是寶貴的成長點滴。

敬祝    闔家平安

級任導師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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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學生的歷程檔案自我評量表

                                                      二年丙班姓名：        

日期 單元名稱 最喜歡的三
件作品

老師的評分 我的評分 我認為很好的
原因

88 年 9 月 23 日 二位數的加減（一）

88 年 10 月 4 日 二位數的加減（一）
88 年 10 月 6 日 二位數的加減（一）
88 年 10 月 7 日 二位數的加減（一）

88 年 10 月 11 日 二位數的加減（一）
88 年 10 月 14 日 二位數的加減（一）
88 年 10 月 21 日 二位數的加減（一）

88 年 10 月 25 日 公分和公尺
88 年 10 月 27 日 公分和公尺
88 年 10 月 28 日 公分和公尺

88 年 10 月 29 日 公分和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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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學生數學學習歷程檔案家長評量表

親愛的家長，您好：

     您是怎樣來看”孩子做數學日記”這件事呢？

    這學期數學日記的實施方式通常是在數學課當天的回家作業，相信您一定有為孩子不

會做、又不知道怎麼指導困擾過。的確，班上的數學日記非常不同於一般的習作、測驗卷，

因此也不希望您以相同的態度來面對；我很樂意數學日記是你們與孩子間的討論、分享，但

其最獨特之處是要呈現孩子的想法、省思，因此其中有一些是當天教學活動的延伸，藉以檢

驗孩子的吸收狀況，或做為教學的參考。此外，還有孩子擬題、出數學故事，對題目或解法

的批判，與自我反省。數學日記是多樣、活潑的，希望用不同的型態讓孩子對數學感興趣，

願意去探索，最終目的是孩子能發展自我想法，對事物具有批判質疑的能力和態度。

在前一張”小朋友的作品欣賞”中，孩子回頭看了 88年 9 月 23日到 88年 10 月 29 日的

數學日記，也對自己的作品提出評量。現在也請您從家長的角度提出您最喜歡的三件作品：

數學日記的日期 喜歡的原因
（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小朋友的數學日記是希望摒除傳統以紙筆測驗為評量方式，而是以整個學習歷程來看學習成

就。在這 11 份數學日記中，您看見孩子的進步嗎？他在哪一方面做的很好？有有什麼需要

加強的部份呢？您認為他在對數學日記的態度為何？我希望您能寫下一些話，給予孩子的努

力一些回饋：                                                                  

數學日記對教師是新的嘗試，也是個挑戰，除了感謝您的配合、支持，也希望得到您的回饋

和建議：                                                                 

                                              

二年丙班級任導師

                                                           ×××敬上 8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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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STING TEACHERS IN PRACTICING STUDENTS’ 
MATHEMATICS PORTFOLIOS: AN APPROACH OF 

UNDERSTANDING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ES

Pi-Jen Lin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assist teachers in implementing students’ 

mathematics portfolios into classrooms that was able to increase teachers’ 

awareness of students learning. To reach this goal, a collaborative team consisting 

of the researcher and twelve 2nd & 3rd grade teachers from an elementary school 

was set up. An action-oriented approach was taken to help teachers implement 

students’ mathematics portfolios assessment into classrooms.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rtfolios includes three stages: the construction of portfolios, content of the 

portfolios, and assessment of the portfolios. Students’ mathematics diaries were 

main content of the portfolios. The change of tasks in mathematics diaries 

designed by teachers was the index of documenting teachers’ knowledge growth 

of assessment. Students’ performance with mathematics diaries was main data of 

reflecting teachers’ instructional approach. This study found that mathematics 

diaries were able to increase teachers’ self-awareness of their teaching and make 

immediate remedies of teaching. Teachers got an insight into students’ various 

learning styles from the assessment of students’ portfol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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