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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教師撰寫數學日誌以促進反思能力之協同行動研究λ

林碧珍

數學教育系

摘要

本研究旨在實踐教師的數學日誌，提供教師反思機會，以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研

究者與來自新竹市一所小學的十二位小學教師組成的數學教師成長團體，以行動研究法

探究教師實踐數學日誌所遭遇的困難，及探討透過數學日誌的反思如何幫助教師專業成

長，並以數學日誌的分析瞭解教師如何成長。實踐教師數學日誌在本研究包含的認知活

動包括：在期初，為格式、內容、及數學日誌的功能的討論、研究者給教師在數學日誌

上的眉批與問題回應、教師閱讀自己的數學日誌並從數學內涵、數學教學、學生學習、

與反省部分等層面針對數學日誌的內容做反思。每週定期一次的數學成長團體討論會逐

字稿和教師的數學日誌，是作為瞭解教師實踐數學日誌及用來說明教師專業成長的主要

資料。本研究發現：數學日誌提供平等的機會給不同特質的教師進行反思；教師的不同

經驗、背景、及專業的需求性，是影響他們的反思方向及反思層次的可能因素；從數學

日誌上的記載內容，可以觀察到教師的數學教學觀的改變歷程，及數學教學知識獲得的

歷程。反思方向及反思層次，能反映出教師的專業發展階段。另外，透過數學日誌蒐集

的資料，能提高資料的信任性與確認性，是一種有效化質性資料的方法。

關鍵字：札記反省、反思、教師數學日誌、學生數學日記、教師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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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近年來國小數學課程改革，特別加強培養學生對自己的思考方法與解題過程的反省

能力（教育部，1993）。而札記反省（journal reflection）、寫作活動（journal writing）、

或數學日記，是製造機會讓學生進行反思、分析、及描述的活動，是促進數學溝通能力

及反思能力的一種重要方法（陳美玉，1998；劉祥通&周立勳，1997；NCTM,1989）。這

些方式都是自我控制與回顧的活動，學生藉著重新檢驗、再次統整已有的數學概念及重

建他們的認知結構，因而促進後設認知的能力。

從學習的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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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

幫助他們澄清自己對數學學習的感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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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rter, 1994）。從教學的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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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TM，1991）。

在教師專業發展的活動中，如果教師經常對自己的教學做反思，就如同學生對自己

的數學學習作反思，則非但能改進教學，而且也比較會鼓勵自己的學生對學習作反思

（Cobb et al., 1997）。基於此，要教出一個會反思的學生，則要先培養出具有反思能力

的教師。一個具有反思能力的教師不僅要認同反思的重要性，而且要知道反思什麼？要

如何反思？所以，培養教師的反思能力，是本研究的主要目標。

札記反省法或撰寫數學日誌是常被用來協助成人學習、促進職前及在職教師反省與

專業成長的有效途徑；它能促進教師對數學概念間的連結，有助於他們瞭解教學行為的

意義，使他們的教學策略更具有彈性；透過數學日誌的的撰寫，引導教師做專業的反省，

能促進教室中學生與教師，學生與學生之間互動的品質，進而達到專業成長的目的（Burk 

& Littleton, 1995；Castle & Aichele, 1994；Kerka, 1996；Lin, 1997；Robinson & Adin,

1999；林碧珍，1997； 1998；陳美玉，1998；饒見維，1996）。基於許多文獻的支持，

可知培養教師的反思能力，有助於教師的專業發展，而撰寫數學日誌可以引導教師進行

反思。因此，本研究考慮將實踐教師的數學日誌，作為養成教師的反思習慣及培養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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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能力的主要活動之一。本研究所進行的活動均與數學的學習或教學有關，因此以「數

學日誌」取代「札記」一詞，由於本研究之數學日誌使用的對象是小學在職教師，故特

以「教師的數學日誌」稱之。

撰寫數學日誌並非是每位成員過去所熟悉的活動，雖然它曾經被本研究者使用在數

學科教材教法課程作為職前教師另類的評量方式（林碧珍，1998）。然而，由於參與本

研究的十二位小學教師來自同一個學校所組成的數學成長團體，不像職前教師一樣，被

要求撰寫數學日誌是為了成績或學位；純然的，這群教師撰寫數學日誌只是為自己專業

的成長。在實施期間，他們的內心必然會因書寫的耗時耗力與自我專業成長這兩者之間

的取捨，做衝突與掙扎；那麼，在實施上可能會受到教師們對數學日誌使用的排斥。為

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研究者有必要提供與教師們共同分享經驗的機會，而協同行動研

究的「協同」「行動」正好能賦予此意義。故本研究將以協同行動研究方式，去瞭解教

師在撰寫數學日誌時所遭遇的困難是什麼？及如何有效的解決所遭遇的問題？

數學日誌的內容是反映出教師所關心的問題，那麼，從教師的數學日誌之反思內容

可以反應出教師專業發展階段的不同（饒見維，1996）。基於此，數學日誌亦是用來作

為反映參與於一個數學成長專業團體的教師，其在數學專業的成長之資料蒐集的工具。

於此，教師專業成長的內涵專指教師反思能力的提昇，其次是教師對學生學習的過程與

結果瞭解的增加，和教師覺知教室教學問題敏感度的提高。具體言之，本研究欲探討三

個研究問題：

（一）如何協助教師撰寫具有反思成分的數學日誌？

（二）從撰寫數學日誌的過程中，如何提昇教師的反思能力？

（三）從數學日誌看參與於專業成長活動的教師在數學專業上如何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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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文獻

一、 「反思與行動並進」是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動力

（一） 「反思」的意義

從認知的觀點，「反思」（reflection）是從經驗中萃取意義及形成意義的心理活動（饒

見維，1996）。反思使認知結構重組再建構，有了反思才能使獲得的知識逐漸達到精緻

和分化的可能。反思包含行動中的控制性反思和瞭解行動與其後果之關係的建構性反思

的兩個層面；前者在增進認知效率，是反思中的反省；後者旨在建構知識，為反思中的

思考。從後設認知的觀點，「反思」具有反省、思考兩個層面的意義，Kemmis（1985）

將具有監控的成分的思考稱之為後設反思 (meta-thinking)，亦即，思考如何思考。

從教育行動研究的觀點，「反思」是一個行動者的思考（thinking）在一種存疑、猶

豫、或困惑的心理狀態，而且有去尋求解決這種存疑未解決的思考的動作（Smyth, 

1987），即「反思中有行動」。如此定義方式，反思有別於思考，反思是思考中具有反省

及採取行動的成分。

（二） 「反思」與「行動」的關係

教育行動研究中的反思，承襲批判理論，是企圖引進異質的思考，以揭發與顛覆理

性信仰所建構的體系之封閉性，以創造出多元的思考，避免思想與社會文化的僵化。反

思是學習、知識、與信念架構重建的途徑（Webb, 1990；Smyth, 1991），在教育情境中，

反思是教師對行動與知解過程和結果作客觀性的鏡射以反映事實，並且對之中的矛盾、

衝突、與不合理之處予以批判分析；而反思的深度與廣度受到教師態度、心理、與社會

背景等因素所影響。

若以反思與行動發生的先後關係，可以區分為反思是發生在行動之前、行動之中、

及在行動之後。Schon (1987) 將反思分為「行動前反思（reflection-for-action）、行動中

反思（reflection-in-action）、及行動後反思（reflection-on-action）」。此三種反思乃呈現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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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的交織狀態，無固定先後之分。

「行動前反思」是一種在行動尚未發生之前即以進行高層次的反思，其建立在對後

兩種的反思的充分洞察與掌握之上，故能以較審慎的態度面對即將採取的行動。例如：

這一節課進行教學活動之前，教師可能對即將採用的教學內容及教學方法是否適合學生

的學習進行評估。

「行動中的反思」是在行動中進行反思，即「行動中有反思、反思中有行動」。「行

動中的反思」是實踐過程中所進行的立即反思，其反思的要素是認知的，也是教師本身

的一種內在對話（inner dialogue）。教育行動者在面臨問題時，能夠即時形成假說，並採

取適當的行動以驗證假說（行動中有反思），然後根據行動的結果修正假說，並決定下

一步新的行動（反思中有行動）。例如：當一個教師在某一節課的教學活動中，根據學

生的反應狀況立即加以思考，一面調整自己的教學方向，並一面繼續進行教學活動，這

位教師即在行動中摻有反思的成分。

「行動後的反思」是實踐後針對採取的行動進行反思，乃在提供對行動中所發生的

事件更豐富的理解。例如：在一節課教學後，教師可能對整節課的進行方式與結果進行

檢討，並調整明天或日後的教學內容及教學方式。然而，在一般的教學情況，一個教師

可以有意識地進行教學活動，但是不見得有意識地反思自己的教學活動內容以及教學行

動之深層意義。Brubacher 等人(1994)的研究中發現：對一個初任教師，「行動前反思」

及「行動後反思」較為明顯，而有經驗的教師則以「行動中反思」較為明顯。

在教育行動研究中，「行動後的反思」若以反思因個人或社群的不同來源，可區分

為「行動後的自我反思」(self reflection on action)和「行動的社會性反思」(social reflection 

on action) （李源順，1999）。自古有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見賢思齊，見不賢而

內自省」均在說明對行動的社會性反思的重要性；對行動的社會性反思是指一個人在社

會脈絡中和其他人面對行動進行溝通時，也會促使他利用他人的經驗進行反思。在教育

活動中個體的自我探索，個人所建構的知識是相當主觀的，故需要與別人磋商、辯證，

不斷的加以調整修正。相反的，對行動的自我反思是指一個獨自經由自己的信念與知

識，面對自己的行動進行反思，這種反思是一個人獨自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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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因反思的不同立場而有不同的反思內容，若將自我視為問題情境中的一

員，則反省的對象是情境中所發生的事實、現象；若將自我視為能自主反應的行為者，

則反省的對象是實踐行為的理由；若將自我視為內在信念的代理者，則反省的對象是個

人內在的信念與價值（Elliott，1993）。從教師專業發展的觀點，「自我」反思則因教師

專業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有不同層次的反思內容（饒見維，1996），教師的反思內容包

含：從自己的行為、自己的假設與信念、自己的角色與他人的關係、到自己的思考與學

習方式等不同的層次。

「日誌」是一種反映自我反思的形式。研究日誌係針對研究問題的醞釀過程和所有

反省、討論、問題解決等心路歷程予以保持的記錄，在研究過程中對所蒐集資料以辯証

性思考的觀點來看教育現象，不斷反省、分析、區辨各種現象與事物內部所存在的矛盾

性，探討相互關係與原因。日誌所記載的事件可以包括：研究過程中，透過各種方法所

蒐集的所有資料，與對此資料之反覆批判反省過程的記錄、問題情境之互動、研究中困

難解決時所用的策略、討論會議的記錄及研究的進行與修正情形等。本研究是以數學日

誌呈現教師在從事數學的教學活動中，對自己的教學方法、教學內容，及學生的瞭解所

作的反省或辯證的思考的一種形式。

（三）反思的重要性

古訓：「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強調反思在學習的重要性。在數學學習和

數學解題過程方面，反思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Conney et al., 1998）。Polya（1965）

提出反思在數學學習的角色，他說：”很多人的學習應該是主動的，而不是被動的。如

果只是閱讀、聽演講、或看圖片而沒有加上自己心靈的一些行動，絕不可能學得任何事

物，至少不可能學得太多（pp.102-103）。” 「反思」是有層次性的，無論是兒童、成人

、生手、或專家在最初解題階段是行動中的反思，經過一段做中學的經驗後，才能以反

思指引行動 （Anzai & Simon, 1979）。

數學教育方面亦逐漸重視反思在研究的地位，Fennema 和 Franke（1992）指出教師

之心理學知識會影響其數學教學知識，其根本條件是教師必須內化及利用學生學習的知

識實踐在自己的教學中；要成為一位數學教師，Brown 和 Borko﹙1992﹚也強調教師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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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是一位認知和反思能力的主角，反思深深影響個人的數學學習及其未來的教學（

Ernest, 1988）。

在教師的專業發展歷程中，不能只注重專業知識的獲得，更重要的是必須協助教師

對所獲得的經驗加以反思，否則實務經驗對於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功效相當有限（饒見

維，1996）。目前有關教師專業發展的方式，則以教師之社會性反思以及教師的自我反

思為最佳方式，教師的反思能力被視為是教師專業發展或專業成長的核心動力

(Hargreaves , 1996)。Krainer（1998）將教師的反思視為是專業活動的四個面向之一，教

師可以針對自己的教學實務，從態度上、能力上，或認知上去做深入的反省與檢討，反

思能幫助行動者變成更有批判性及創造性，能促進教學的改變和改進，而導致對學習者

之學習過程有更深的理解。它是建立或改變職前教師知識和信念的催化劑（林碧珍，

1998），也是用來說明在一個在職教師組成的數學成長團體中教師專業成長速度不一的

一個重要原因（Lin, 1999）。

同樣的，Noffke 和 Zeichner﹙1987﹚分析澳美等地的教育行動研究與教師行動方案

發現：教師的反思有助於自己對專業知能與角色定義之改變、教師自我價值感和自信心

的增加、教師覺知其教室問題敏感度的提高、教師對學生的學習過程與結果瞭解程度的

提升，這些改變即代表著教師的專業成長。因此，本研究將以提昇教師的反思能力作為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主要核心。反思的內容可以是：從這個教學活動自己學到了什麼？

這個活動若要執行於自己的教室需作何調整？自己與其他教師的互動如何？如何與其

他教師達成共識？… 等等。

二、理論與實務結合

除了「行動與反思並進」是教師專業發展的動力，「知解與行動合一」亦是教師專

業發展活動不可或缺的一環。知解與行動合一是「做中學」的理論，從教師專業發展的

觀點，「知解與行動合一」被解釋為「理論」與「實務」要密切結合。過去傳統的專業

發展活動模式是由理論進入實務（theory-into-practice）(Russell ,1988)。一個教師必須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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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教育理論，才能進入教育現場執行教育行動，教育實務變成是為了「驗證」或「應

用」教育理論，也就是知解而後行動。傳統專業發展活動模式所採取的假設是：教育實

務是在擁有教育理論之後發生的。然而，這個假設並不被許多教育行動研究的提倡者所

支持（McNiff, 1988; Russell, 1988; Schon, 1983）。Russell 主張理論與實務是單一活動的

兩個交替面向，而不是各自獨立的領域；Schon 則認為教學實踐是複雜的，而學理的知

識是單純的，兩者無法直接對應；McNiff﹙1988﹚也認為教育行動研究可能忽略實際的

考量，所討論的主題無法符合教室中充滿許多挑戰性的突發狀況。教師的反思是檢驗教

育行動研究報告效度的重要依據，在質性研究中，可藉由理論敏感性摒除自我主觀的偏

見或定見，以客觀的態度從事詮釋、判斷與作決定，所以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模式應該採

取「知解與行動合一」的假設。基於此，本研究不沿習以傳統的教師進修教育方式，不

主張以教師被動的接受專家或教授所傳授的理論，然後進入教室作理論的驗證之進修模

式；取而代之的，本研究採取以理論與實踐結合的假設執行一個協同行動研究，以協助

發展教師的反思能力及解決教師在數學教學實踐時所遭遇的問題。

三、 撰寫數學日誌是提供教師反思的途徑

（一）教師的數學日誌（mathematics journals）

一般教育研究領域常用來協助成人學習、促進職前及在職教師反省與專業成長的有

效途徑是「札記反省法（journal reflection）」（Kerka, 1996；陳美玉，1998）。透過札記

的反省，引導教師做專業的反省，進而達到專業成長的目的。在本研究之數學日誌一樣

具有與札記相同的特質與功能，它通常是在行動之後才進行反省的；它記錄的內容是有

關思考、行動、信念、及態度等與數學活動相關的經驗，從中促成新舊經驗間的關聯，

而促成個人的成長；它記載的方式強調特定事件的描述、分析、與反省，以促進理論與

實踐的結合；它是以個人的行為、策略、思考、價值、與信念，作為反省的對象，反省

其適切性，提供下一步的行動依據（陳美玉，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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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撰寫數學日誌是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活動

在教師專業發展的活動中，教師是一位學習者，教師學習如何教數學就如同學生如

何學習數學。數學日誌能提供心智運作的空間，將抽象的心智活動外顯化與具體化，亦

即，教師將實際經驗所獲得的認知，在有意識的狀態下，付諸理性的反芻（陳美玉，

1999）。如果教師經常對自己的教學做反思，則非但能改進教學，而且也比較會鼓勵自

己的學生對學習作反思（Cobb et al., 1997）。數學日誌就是用來表達教師對自己的教學

材料的瞭解、教學方法的實踐、學生的理解等方面所做的反思的一種書面形式。

許多的研究指出：教師的數學日誌確實能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Burk & Littleton, 

1995；Castle & Aichele, 1994；Chapman, 1993；Lin, 1997；Robinson & Adin, 1999；林碧

珍，1997；林碧珍，1998）。諸如：Burk & Littleton（1995）在暑假期間要求參加三個星

期的代數先修課的研習的 30 位教師使用數學日誌，並期望這些教師開學後能實踐數學

日誌於自己的代數先修課的教學中；結果發現：教師的數學日誌是用來促進教師專業發

展最有效的策略之一。Chapman 要求參與研究的九位中小學教師撰寫個人的教學敘事

並進行反思；結果發現：教師利用寫自傳的方式，有助於教師瞭解教學行為的意義，使

教師的教學策略比較有彈性（Chapman, 1993）。Robinson & Adinu （1999）以透過數學

日誌提供給 45 位七年級的在職教師對教學做反思，研究發現：數學日誌確實能幫助他

們瞭解自己的角色、小組合作的重要、瞭解到自己的反思與學生的反思的重要。林碧珍

以個案研究的方式探討一位七年級的教師參與一個中學數學專業成長計畫方案的成

長，發現數學日誌提供給教師自我反思的機會，讓此個案有機會反思過去自己的數學學

習及教數學的經驗，更能促進此個案對數學概念間的連結（Lin, 1997；林碧珍, 1997）。

數學日誌除了在進行教學中，教學者可以觀察學習者的行為反應而作即時的反省及教學

的調整外，也是用來作為評量職前教師的學習方法之一。林碧珍（1998）曾經以職前教

師的數學日誌分析他們的在數學科教材教法課程學習的感受、所受的感動、及他們的數

學學習觀與教學觀的改變，並作為教學者教學實踐的反思，數學日誌也用來作為職前教

師修習這門課程的評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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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文獻指出：教師的數學日誌的功能，從撰寫者的立場能對自己教學、學生的

學習、及教材內容做深入的反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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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與學生之間互動的品質，使自己的教學決策更具有彈性；所以，撰寫數學

日誌可能是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有效方法。因此，本研究提供機會讓教師使用數學日

誌，引導教師對教學實踐進行反思，期望能提昇教師的反思能力，以促進教師的專業發

展。

參、研究方法

一、 教師數學專業成長團體

參與本研究組成的教師數學專業成長團體共十三位。成員包括研究者和來自新竹市

「車站」（暱名）小學的兩位行政人員（張教務主任和註冊組長芬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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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行政人員的角色主要是提供參與教師在行政方面的支援，

及給予教師們精神上的鼓勵；兩位實習教師正好是研究者的輔導實習教師，成長團體的

活動是他們學習的機會。二年級和三年級的八位教師是本研究的主要核心參與者，他們

被邀請出席數學成長團體的討論會，他們被鼓勵在教室中實踐從成長團體所建立的共

識，或檢驗自己所堅持的歧見於教室情境中。因此，本文以八位核心參與的教師數學日

誌及其他相關資料進行分析。

數學專業成長團體成立的主要目的，在於幫助教師解決數學教室中有關數學教學與

學習的問題。每位成員持有相異的背景、經驗、信念、及知識進入這個團體，研究者被

期望持有較多的理論進入成長團體，以得到教師現場教學的驗證；同樣的，教師被期望

持有較多的實務經驗進入此團體，以獲得理論的支持與合理性的確認；理論得到實務的

驗證，實務獲得理論的支撐，理論與實務的密切結合，是這個數學成長團體的特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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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一位，我，從研究的觀點，是研究者的角色，必需擔負延續這個數學成長團體生

命的要務；從教學觀點的角色，是教師們的共同學習伙伴。為使讀者從閱讀中啟發行動

研究之「感性」目的，能引起共鳴，因此在本文中之研究方法與研究發現章節，以”我”

而非以“研究者”自稱。為使教育研究透明化，獲得教育研究者或教師的交互反省，因

此在本文之始末章節處，仍以一般教育研究論文沿用的研究者一詞。

數學成長團體討論會是成員共同學習、分享心得，引發數學教學與學習的問題，和

解決數學教學問題的地方。討論會定期於每週一下午舉行，所有成員被要求出席參加成

長團體討論會，因為每位成員的參與，對數學成長團體的討論會都是同等的重要。讓每

個人熱愛數學成長團體，是我維繫這個團體生命所要努力的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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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個數學成長

團體的最高理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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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每位成員必須達成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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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成員的經驗、觀點、意見、或建議，只要是有助於成長團體成員

教學的改進，我們都很珍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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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鼓勵每位成員，在想表達意見時，不要猶豫也不要擔心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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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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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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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以我是師院教授的學術權

威身份，亦非持以人數較多的小學教師之人多勢眾為由。嘗試維持團體討論中每個人發

言的「平等」機會與權利，是我主持成長團體討論會一貫秉持的原則，因為我們認為：

彼此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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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每

位成員必需秉著 “「分」是我們應盡的義務，「享」是我們應享的權利” 走入這個數學

成長團體討論會。

發展教師的數學評量知識是這個數學專業發展團體的發展項目之一。為達成此目

的，教師之多元評量知識的建立與實踐，成為是今年數學成長團體進行的認知活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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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另外，由於八十二年數學課程與教學改革的實施，尚未同時推動評量的配套措施，

所以為使課程、教學、與評量三者整合，落實課程的改革，因此，多元評量方法被考慮

為這個數學成長團體的發展重點。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建立與實踐，是本研究提倡多元評量方法的具體實踐活動之

一。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以長期的方式收錄學生的學習資料，能縱貫地觀察學生的長期

學習歷程，除了能觀察到學生的學習過程之外，發展教師編製或擬出高層次思考的數學

題目的能力，是數學成長團體提倡多元評量的目的之一。因此，教師被鼓勵去實踐學生

的數學日記，作為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的主要資料。所謂學生的數學日記是在每次教學活

動進行完之後，由教師依據教學活動目標自行編製比較具有高層次思考的數學題目一至

兩題，讓學生在教室中或回家完成，以作為家庭作業的一種書面形式。有關教師實踐學

生的數學日記，及學生的數學日記如何影響教師的教學與學生的數學學習，請參閱文章

林碧珍（2000，2001）；林碧珍、施又齡、陳姿靜（2000）；林碧珍等人（2000）。

除了教師定期每週參與數學成長團體的討論會、實踐學生的數學日記外，教師每次

針對討論會的內容或最近一週內對數學教學的實踐作反省所完成的數學日誌、及教師寫

給我的一封信等方法，都是本研究用來蒐集有關教師反思的內容及反思層次上的轉變的

重要證據。

二、實踐教師數學日誌的過程

成長團體的教師之有關數學日誌知識的建立是透過成員的討論或辯解的活動所獲

得的共識。在數學日誌實施的初期，在形式上、功能上、及內容上仍然捉摸不定，我們

沒有範本也沒有格式可參考，「從做中學」是本研究協助教師撰寫數學日誌所秉持的學

習理論，從教師實際撰寫的經驗及其他教師的經驗分享及意見提供，是作為教師形成數

學日誌的格式及內容的方法。

本研究涉及的教師數學日誌具有兩個層面的意義：對撰寫數學日誌的教師而言，在

於提供機會讓教師對數學成長團體討論會上的討論議題，再次地反芻或更深入的延拓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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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以能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對閱讀教師數學日誌的我，一方面團體成員以真實的描

述對研究問題的探索、聚焦過程、和所有反省、討論、問題解決等心路歷程，所保持的

記錄，可以幫助我瞭解研究的內容，是否符合教師的需求性，以作為我的自我性反思；

另一方面，成員客觀描述自己的教學實踐所作的記錄，將是作為瞭解與說明教師長期的

專業成長歷程的主要來源之一，是撰寫研究報告的主要素材。

（一）當在實踐教師的數學日誌時，我曾經思考的一些問題

雖然許多文獻指出：札記反省法或撰寫數學日誌，能引導教師的反思，以促進教師

的專業發展，但它卻是費時費力的。它又是教師過去所沒有的經驗，因為教師在未執行

數學日誌之前，並沒有機會去體驗撰寫數學日誌的益處；對教師實踐數學日誌，我的預

測是遭到教師拒斥的可能性相當高。因此，當我在實踐教師的數學日誌時，我曾經思考

過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是：我想要教師從撰寫數學日誌的過程中獲得什麼？我想要從閱

讀教師的數學日誌中獲得什麼？我應當如何開始實踐教師的數學日誌？數學日誌能促

進教師的思考嗎？

1、我想要教師從撰寫數學日誌的過程中獲得什麼？

因為教師在進行反思時很難把自己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所感加以分離（Dadds,

1993），所以，我想讓教師從寫數學日誌的過程中，能以接近最自然的說話方式，不受

任何限制與約束的情況下，呈現自己的思考過程、抒發自己對成員的感覺、表達自己對

數學成長團體所賦予的感情與情緒。教師能從撰寫的過程，提昇他們對實踐的反思能

力，進而增進他們的專業成長，是我對每位成員所期望的。我也想要成員從撰寫數學日

誌的過程中，能和職前教師一樣確實感受到數學日誌有助於他們的教學實踐做更進一步

的反思，因而加速促進他們的數學教學觀和學習觀的改變或重新建立（林碧珍，1998）。

更重要的是，我想要成員先體驗從撰寫數學日誌所遭遇的困難亟需待援的感覺，做為他

們在協助學生撰寫數學日記時所遭遇的困難，能體驗學生遇到困難時需要他們協助的感

覺；因為，數學成長團體協助教師撰寫數學日誌時所遭遇的問題，如同教師協助學生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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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數學日記時所遭遇的問題一樣。這樣的經驗，將有助於他們去幫助學生撰寫數學日記。

2、從閱讀教師的數學日誌中可以獲得什麼？

在實踐教師數學日誌的活動中，我扮演著兩種不同的角色－研究者與實踐者。研究

者將「如何協助教師撰寫數學日誌」視為是一項研究工作，去瞭解教師撰寫數學日誌時

遭遇了哪些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本研究將實踐教師的數學日誌視為是一個研究

問題，其理由是：撰寫數學日誌不是教師原有的經驗，不是他們熟悉的一項工作，因此

他們必然將會遭遇到相當的困難與阻礙，故他們在使用數學日誌時可能需要研究者給予

協助與支援。另外一種角色，實踐者，關心的是實踐教師數學日誌的自我反省。

本行動研究從兩個階段探討「從閱讀教師的數學日誌可以獲得什麼？」，其中一個

階段是在數學日誌實施之前，我的行動計畫是為解決：「我想要從閱讀教師的數學日誌

中獲得什麼？」，諸如：我想從教師撰寫日誌的體驗知道他們撰寫日誌的感受；想知道

什麼是他們樂於呈現在數學日誌中做深入闡述或反思的內容，也想知道成長團體討論會

上討論題材對他們的適切性。另一個階段是，在實踐數學日誌的過程當中，去瞭解「從

閱讀教師的數學日誌，可以獲得什麼？」，諸如：記錄在數學日誌中的題材因人而異、

教師們對數學成長團體討論會上討論題材的回應等。

3、我應當如何開始實踐教師的數學日誌？

在教師尚未開始進行數學日誌的撰寫時，我以下面兩個理由說服教師使用：（1）數

學日誌可以培養一個人的反思能力；（2）能幫助個人看到自己的過去，當一個人想往回

看昔日的自己時，數學日誌就是個人歷史的最好記錄方式；當從自己過去的日誌開始一

直往近期的日誌閱讀時，唯有數學日誌是能幫助一個人感受到自己成長與改變的最好途

徑；或是，當成員們要描述自己的成長的具體事例時，數學日誌可能是為自己留下有關

數學教學痕跡的最好記錄工具。撰寫數學日誌之必要性的體會，深深地烙印在前一年參

加數學成長團體的成員，去年期間，由於成員沒有被要求撰寫數學日誌，故當成員要撰

寫個人的自我成長報告時，難以去回溯過去一年個人走過的痕跡及自己的成長歷程（玲



林碧珍（2002）：協助教師撰寫數學日誌以促進反思能力之協同行動研究。國立新竹師範學院學報，第十
五期，pp.149-180.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

15

玲，晤談記錄，881218）。

我並不以說理的方式直接介紹數學日誌的格式、內容、與功能，而是鼓勵教師先力

行撰寫數學日誌；我也不想給成員們覺得寫數學日誌是被強迫的，不要為寫數學日誌這

一件工作而寫，而是希望他們能從寫數學日誌的過程中，能感受到數學日誌是留下自己

曾經思考過的記錄，也能體會到它的重要性；我也希望教師的數學日誌不要只是為了教

授（我）而寫，更要為他們自己的成長而寫。因為我採取的觀點是：從做中學的學習理

論，所以，剛開始，教師們被要求針對第一次的討論會內容撰寫成數學日誌；先從實際

撰寫的經驗中，再去討論他們寫數學日誌時會面臨到什麼困難？如此，他們才能夠對於

待解決的問題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

我預料教師在寫第一篇數學日誌時，無論在格式或內容上會有不知如何著手的困

擾，而且在內容上可能涉及的反思成分極為微薄；因此我們必須花時間來討論如何寫出

一篇涉入較多反思成分的數學日誌。我知道教師的共同分享是需要的，故利用第二次的

數學成長團體討論會時間來分享每一個人的數學日誌。這些討論問題是：（1）數學日誌

可以包含哪些內容？（2）數學日誌的功能？（3）數學日誌的格式是什麼？除此之外，

為了能讓成員們能有機會閱讀到比較完整的數學日誌，因此研究者以「身教重於言教」

的原則，也撰寫數學日誌，這篇研究者的數學日誌的詳細內容呈現於【一篇數學日誌揭

開數學成長團體的序幕】一文（林碧珍，2000）。

我知道教師的數學日誌若沒有得到任何的回饋，必定無法維持長久。我所採取的策

略是：個個擊破。這樣一方面可以提醒教師每次記得帶著針對上一次討論會內容的數學

日誌走入成長團體的討論會；另一方面，可以革除一個人習有的惰性。每次討論會結束

的當天晚上，我一定閱讀及眉批教師的數學日誌，並對教師在日誌中提出的質疑或問題

作即時的回應，以讓教師感受到我很重視他們的數學日誌，以促使他們能更願意用心撰

寫，因為我對教師的回饋態度就如同教師對學生的回饋，會大大地影響數學日誌反省的

品質（Kerka, 1996）。次日，我必將教師的數學日誌置入每一個人的資料夾中。

一個月後，我已能掌握哪位成員的數學日誌僅是描述一個事件的現象或複製他人的

觀點，而涉入較少的反思成分，也為了讓成員有機會閱讀我對他們提出疑惑所作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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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因此，在每次的討論會時，我攜帶三位教師的數學日誌讓他們有機會閱讀自己及其

他成員的數學日誌，在閱讀其他成員的數學日誌的同時，他們被要求去找出哪些例子是

屬於數學知識成分？那些是反思成分？那些內容是在討論會上提出的？哪些不是討論

會上的內容？

兩個月後，11 月 22 日的數學成長團體討論會，讓每位教師再次地閱覽及回顧自己

的數學日誌，這次的目的是要提昇數學日誌的品質。我以「反思的反思」理念，來提昇

教師的反省能力，並期望透過這次的反省，能幫助教師從下一次的數學日誌，涵蓋更多

有關學生的學習與數學的教學，並能融入更多自我反省的題材。由於教師在閱讀自己的

數學日誌後，可能會有自我反思發生，為了能讓我看到成員的自我反思，因此每位成員

被要求寫一封有關於看到自己的改變與成長的信給我，此一過程是提供給每位成員進行

「反思中的反思」機會。當教師在閱讀數學教學日誌時，必須從數學日誌中去搜尋哪些

是屬於學生的數學學習、數學的教學、數學的內涵、自我反思，及自己的成長與改變。

參、 研究發現

本章節主要在於呈現針對有關實踐教師數學日誌的研究問題，透過問題研究、澄清

情境、發展行動策略與實踐、修正行動策略、再實踐的研究歷程。首先，描述數學成長

團體成員所討論出的數學日誌格式與內容；其次，描述撰寫數學日誌對教師反思能力的

影響，資料來自在團體討論會上的談話內容及教師寫給我的一封信的現身說法的自我成

長報告，數學日誌在此被視為是提昇教師反思能力的策略；第三部份，從我閱讀教師的

數學日誌，來描述教師的成長與改變；數學日誌在此被視為是資料蒐集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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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數學日誌之格式與內容

數學成長團體成員的數學日誌的誕生，我採取的立場是：成長團體成員的數學日誌

格式及內容並非由我直接提供範本給成員參閱，亦非由我給予規定；取而代之的，舉凡

自數學日誌的格式、內容、及其功能等，皆是教師們的經驗匯流及經過團體討論會後達

成共識的結晶品，格式及內容是否需要採取統一的格式，如此的決定是成員們在討論會

上共同協商所達成的共識。我們發現到，每位成員的第一篇數學日誌各以不同的格式、

不同的內容撰寫，獨具其風格，但在內容上堪稱貧乏。從如此的分享過程，每個人學習

別人的經驗，延拓了自己的觀點與作法,並藉以對數學日誌的格式與內容這個議題，進

行更進一步的自我反思；更有意義的是，這樣的分享過程幫助了我們每位成員找到適合

自己認為比較理想的數學日誌撰寫格式及內容，能讓每位成員的下一篇數學日誌，以更

充實的內容、更具有思考成份的方式來撰寫。

在初期，數學成長團體成員經過一次的討論會，對數學日誌的格式及內容所達成的

共識是：不拘泥於數學日誌的撰寫格式，每一個人可以依自己的需要選擇自己喜歡的格

式撰寫，他們認為若按照既定的格式撰寫，自己的思緒極易被切割成片段，缺乏統整性。

他們認為數學日誌可以是以事件為單位做詳盡的敘述、以條列或摘要方式來呈現內容；

有些教師樂於將關心的重要內容轉換成以問題的形式呈現；有些教師習慣以時間序列作

為貫穿數學日誌內容的方式，例如：菁菁在第一次討論有關數學日誌的格式及內容時，

在討論會上提到：

我習慣以條列式的，把討論的內容先記錄下來，讓我再回想上次當初大家講的話，另外的一部
份內容是把目前的討論與過去的教學做一個比較，所以我的數學日誌題材，不只是侷限於今天
所討論的內容，還包括一個禮拜來教學遭遇到的問題（菁菁，討論會記錄，880913）。

教師在經過互相閱讀其他成員的數學日誌後，他們提出可以成為撰寫數學日誌的題

材包括：反省自己過去的經驗、對其他成員的感覺、回應其他成員的觀點與理由的補述、

對較為深刻的會議內容再次反思所衍生的新問題、對數學教學和學習的反省、自我期許

等。然而，基於第一次的撰寫經驗，有些成員以耗時耗力為考量，不認為以詳細完整的

記錄方式呈現在數學日誌上是最好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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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往後的數學日誌，每位成員各自針對每一次討論會內容，採用適合自己的格

式與內容，在內容上可以不侷限於認知上，也可以包括情緒的、感受的、態度的、價值

觀的。例如：我看到菁菁前幾次的摸索，直到 9月 27 日她才固定了自己的格式，將成

長團體討論會上的討論主題融入在「討論後的反思」標題，在此標題下，再細分為若干

個小主題，每個小主題是在闡釋曾經在討論會上爭辯過的重要觀點，及僵持在討論上較

為持久的交流意見。成員間在經歷成長過程之中的辛酸、挫折、沮喪、互相扶持、互相

勉勵，很自然的也陳述在他們的數學日誌裡；同時，從他們的內容中，我也感受到他們

因為自己的努力付出，得來的那份喜悅、歡樂、與滿足感。例如：菁菁在 10 月 18 日的

日誌上，描述了同事給她的關愛，在 10 月 25 日的日誌上寫著對自己勉勵的話：

芬芬和又又再次的關心我的感受，深怕大家的言論對我造成打擊。其實他們不用擔心，因為
討論會是在幫助於我看清楚自己的問題，我的問題在於對學生為本位的認識不夠，而非能力
不足。有信心導正自己錯誤的認知，與糾正一些教學上的問題，才能幫助自己著眼於學生的
學習和思考歷程（菁菁，數學日誌，881018）。

… 聽著又又侃侃而談，研讀教學指引的過程，實在汗顏，下次不該把國編本的教學指引上那
些冗長說明文字跳過了，要再用心加油才行！（菁菁，數學日誌，881025）。

二、撰寫數學日誌提昇了教師的反思能力

數學日誌對教師的反思能力的影響，主要是從撰寫者的立場，由撰寫數學日誌的過

程中及事後回顧閱讀自己的數學日誌兩個層面，依據教師的實踐經驗的體會及感受來說

明；因此，此部份的資料比較是屬於教師現身說法的自我成長報告，這部分的資料可以

從蒐集資料的兩種方法進行分析，以克服單一方法的固有偏見。第一種方法是教師第一

次實際撰寫的經驗並進行交換閱讀其他成員的數學日誌之後的討論會會議記錄。第二種

方法是實踐教師數學日誌兩個月後，教師被要求閱讀自己的數學日誌後寫給我的一封

信。

（一）為了要教師探討「為什麼要寫數學日誌？」的第一次討論，本研究特別考慮

將這個討論主題放在教師寫了第一篇數學日誌及隨後交換閱讀其他成員的數學日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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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舉行的。從初期的數學成長團體討論會記錄整理分析，他們提出寫數學日誌對他

們的幫助是：對於在成長團體討論會中曾經發言的成員，在撰寫數學日誌的過程中，可

以針對自己在當時表達的想法或觀點是否足夠完整或適當，再次進行反思；同樣的，在

討論會中羞於發言或自己的思考無法跟進討論流程的成員，因當時沒有提出自己的看

法，透過撰寫的過程能將原先不完整的觀念修補得更好，使自己在討論會上霎那間閃現

的雜亂思緒，整理得更有組織。例如，下面的一段話是芳芳老師在第一次交換閱讀及討

論其他成員的數學日誌的討論會上表達了寫數學日誌對她的幫助：

寫數學日誌對我的幫助很大，因為我在聽大家講一些事情的時候，我不見得會馬上反應，因
為我會覺得我想的不夠週延，我會在心中一直想。其實腦中是很雜亂無章的，可是透過寫的
過程，我會再重新建構整理出自己的思緒（芳芳，討論會記錄，880913）。

（二）在撰寫數學日誌的當時，提供給教師再一次的重新思考或釐清原有的想法與

認知，能促進教師對教學的反省，這樣的具體例證曾經描述在又又老師的數學日誌上，

她曾經說明自己因為在撰寫數學日誌當中，讓她有驚喜的新想法出現。她描述著：

在 9 月 6 日寫數學日誌時，寫到自己的教學例子，自己才恍然大悟，原來舒閔之所以在當時的教
學中，會堅持自己寫的“1109”是“1190”，是因為位值概念尚未發展成熟所致，但在當時的教
學情境中，自己並不曾意識這個狀況，而是寫數學日誌時，才突然發現的，令我非常驚喜！（又
又，數學日誌，880906）

當在分析又又該天的學生數學日記時，玉玉老師提問：「孩子是不是可以畫一個

1000？」在討論會中，又又老師只單純的對自己的佈題加以回答：「孩子只允許用 100、

10、1 三個數字來表示，在題目中給予這樣的限制，以培養孩子對於數學的量感。」然

而在寫數學日誌時，又促成了又又老師對教學有更深一層的反思，她描述著：

「當我在寫數學日誌時，我才意識到我想培養孩子的量感，是讓孩子感到 1900 和 1000 等數字是
這麼多，但並沒有想到：孩子因此而更加地感受到並了解到：10 個 100 等於 1 個 1000，並且在
表徵時，會主動的把它們圈起來。在孩子會主動把 1000 圈起來時，我是很高興孩子會如此地加
以區分，知道他們已稍具位值，但接下來呢？我就不知道該如何繼續引導了！」（又又，數學日
誌，881004）

（三）教師閱讀自己的數學日誌後的反省所寫成的一封信，有如教師的自我成長報

告，能幫助教師提昇他們的反思能力，這樣的過程，比起以教師憑空去回憶過去的實踐

過程，及憑空要求教師描述自己過去與現在在信念和行為有何改變，要來得具體完整。

從他們寫給我的一封信中所進行的反思內容，可以歸納為兩類：對自己撰寫的內容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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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教師看到自己的成長與改變。

1、對自己撰寫的內容進行反思

從教師閱讀自己的數學日誌來回顧自己過去的兩個月的數學日誌，我發現到教師常

將自己的自我反省與檢討記錄在數學日誌上，諸如：友友在內容上，時時警惕自己必需

革除自己不按時撰寫的惰性；有些成員閱讀自己的數學日誌後告訴自己，記錄上除了包

含對當天的討論會內容外，還要包含對自己在數學教室中遭遇的教學問題。

從每位成員寫給我的一封信的內容中，我發現到教師從頭閱覽自己兩個多月來的數

學日誌，幫助了教師學習何謂「反思」。要求教師從頭閱讀自己撰寫的數學日誌，並從

日誌中圈出屬於反思的部分、有關學生學習的部分、有關教學的部分，這樣的機會是協

助教師豐富數學日誌上涵蓋較多的反思成份的關鍵性時刻，幫助了他們重新釐清「反思」

的意涵；從圈出數學日誌的過程中，教師們察覺到在開始時，自己撰寫的數學日誌，並

未把反思的焦點放在『談數學』，即談論有關數學教學與學生學習；同時，他們也發現

到自己的數學日誌缺乏對行動的自我反思成分。雖然「反省」「反思」「省思」三個語詞

對每一位教師都不陌生，大多數教師的「反思」都停留在重新複製別人的觀點或以別人

的觀點，客觀的「鏡射」到自己的經驗，但缺乏對其中的矛盾、衝突、與不合理之處，

予以批判與分析。透過這次閱讀自己的數學日誌，幫助他們察覺到自己在過去並沒有真

正瞭解自我反思的意義，他們發現自己過去兩個月來撰寫的數學日誌，在內容上是冗長

卻是貧乏的。例如：下面的每一段話分別是嘉嘉和英英當他們被要求從自己的數學日誌

中找出屬於自我反思部分，才覺察到自己的數學日誌欠缺的是反思成分。

當時教授要我們自己用筆圈出自己的日誌中屬於反省的部份、數學內容的部份、或教學學習問
題。我實在搞不懂哪些是屬於反省的部份。我寫下的內容不都是反省的部份嗎？在我的數學日
誌中，因為找不到這些部份而讓我開始慌了，看著身旁的又又老師每一頁的日誌都朱墨爛然，
才知道我的日誌內容是那麼的空洞，即使有反省的部份，那也只是把別人的經驗吸取下來，再
做一次的敘述，而非自我的反思（嘉嘉，數學日誌，881122）。

由這次反省自己的數學日誌的活動中，讓我知道往後寫日誌的方向，也讓我體會到什麼是屬於自己
的東西，什麼是屬於別人的智慧結晶，只有真正的去檢討自己的東西，才會得到最大的成長（英英，
數學日誌，881122）。

下面是兩位教師嘉嘉和又又記錄在他們的數學日誌上的部分內容，是關於在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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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成長團體成員之一玉玉老師進行三年級的兩位數乘以一位數的乘法教學的教室觀

察及教學檢討會上的討論議題。從兩位教師對相同題材的反應敘述，可以比較出他們涉

入的數學內涵極為不同，及自我反思的程度也有相當大的差異。又又老師的數學日誌談

論比較多數學內涵，涉及比較多的批判性思考，而嘉嘉的數學日誌比較多是屬予複製別

人的觀點、或以別人的觀點或經驗當成是自己的一面鏡子：

… 玉玉老師上課時所用的佈題，是她自己想出來的，讓人覺得創意十足，不過題目的難度
對孩子來說是高了一點，但孩子在剛開始解題時，大致都能朝向玉玉老師要他們的方向
去思考，由此可以看出玉玉老師和學生之間的默契。可惜的是很多孩子在思考 12種飲料
上，思考就僵住了，讓原先預期的教學效果大打折扣了，玉玉老師的問題出在對教師指
引中的單位量轉換認知的不足，這讓我明顯的感受到教師對於教材的解讀或認知上的差
異，會直接影響到孩子們所學的。… . （嘉嘉，數學日誌，881011）。

… 看到玉玉老師的教案，實在令人詫異，這題目對三年級學生而言實在是太難了，我不清
楚孩子到底是否能真正理解乘法的意義。就連我對這題目都搞不清楚，所以我就認定它是
與配對問題有關。但是我這樣的觀察仍侷限在表象，不夠深入的直覺判斷。一直到在討論
會上教授呈現出她以前的乘法結構問題研究的報告結果，才讓我們瞭解到：配對問題是在
乘法的結構類型中最難的。我的直觀判斷才因此得到理論的支持。另外，教授也說明了：
一個盤子有 3個蘋果，6盤有幾個蘋果？孩子可以利用舊有的經驗來達成，但是組合的問
題，是孩子的數學學習經驗尚未建立的，所以孩子遇到這樣的例子，不知該如何去解？這
是教授的見解，也使我們在教學上可以更加細膩的來處理這樣的教材。

玉玉老師在反省自我教學時，提到：以前教乘法是 3＋3＋3＋3＋3＋3＝3×6，讓孩
子去加加看，並對照九九乘法表查查看，但是這樣乘法的教學只是答案相同，並不表示對
乘法意義及概念的掌握，那麼 「3＋3＋3＋3＋3＋3 是否等於 9×2 呢？」我想，孩子會
以為答案相同，就是乘法的意義，那乘法概念的建立是會發生困難的。「3×6」是代表 3
有 6個，有 6個 3 的意思，是 3的 6 倍，而非答案的相同就是乘法。另外單位量是一位數
和二位數，不是在區分乘法意義的不同，而在解法上及認知層次上的不同。… . （又又，
數學日誌，881011）。

從以上的資料顯示，教師閱讀自己的數學日誌確實有助於他們的自我反思能力的提

昇，也讓他們感受到撰寫數學日誌的重要性。因此，在往後的數學日誌所撰寫的內容涉

獵較多及較深層的數學內涵。例如：在觀察「幾個百和幾個百是幾個百」單位之間的轉

換的教學目標後，敏敏及玲玲老師所撰寫的數學日誌內容為：

「對又又老師的說法我有一些意見，記得上學期在新新老師的教室觀察三年級的「三位數×一位

數」的教學時，當時新新和又又老師為了幫助學生建立位值概念，所以直接藉由操作錢幣來記錄

算式，與指引上要求學生的各種解題類型出現的理念不同，而且又又老師還提到學生因為直接由

連加法解決三位數×一位數沒有任何的困難，這樣的說明，使我對於二位數加法的討論感到很矛

盾。」（敏敏，數學日誌，890315）。

我覺得很納悶，建立位值概念，重點應該在建立位值的轉換，例如：學生應該在算出是 36 個百後，
能換算成是 3 個千 6 個百，而不是只算出 36 個百後就好了，因為這不是再算二位數的加減；況且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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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老師自己也說了，班上的孩子以前做過幾個十加幾個十的時候沒有問題，但是，像從 23 個十轉換
成 2 個百和 3 個十就有問題，所以實際上的重點是在位值的轉換。（玲玲，數學日誌，890315）。

（2）教師看到自己的成長與改變

教師從自己的數學日誌上看到自己在參與數學成長團體初期，在內容上不外乎描述

對其他成員的感覺、回應其他成員的觀點、或衍生新問題、自我期許等；實施兩個多月

後，他們發現自己的數學日誌記載內容也逐漸地在改變。例如：除了在篇幅逐漸增加外，

自我的反思層面也逐漸地在擴張，而且也感受到成長團體給了成員們助力。又又老師翻

閱著自己書寫的數學日誌，回顧兩個月以來她自己在成長團體所思所言，在初期，大都

偏向於從既有的知識背景回應同事們對於教學或評量的疑慮；九月份的幾篇數學日誌也

都偏重在數學教學部分較多，學生的數學認知部分固然也有，但是所佔的篇幅還是較

少。直到十月中旬，回顧之中她才愕然發現學生的數學認知越來越多，數學內涵部分也

增多了。

菁菁從自己的第一篇，接著一篇一篇的閱讀自己的記錄內容，雖然不自覺自己在成

長，但從日誌上留下的記錄痕跡，她發現自己在教學信念及教學方法已經逐漸地在調適

改變。

初期的數學日誌，大都是在描述自己對以學生為主的教學方法的探索過程，看到自己的教學
無力感，逐漸從質疑、澄清、瞭解乃至目前的接受，然後漸入佳境。例如：對自己的教學愈
來愈有自信，在佈題時會去幫助學生澄清題意，確認學生清楚題意後再進行解題；行間巡視
時知道該去做什麼？有耐心的去等他們（菁菁的一封信，881122）。

另外的例子是，英英老師提到她的數學日誌中，一直到 10 月 18 日才看到自己將教

學上的經驗及會遇到的困難都在數學日誌中呈現出來。英英說：「知道自己的困難在哪

裡？」，這對她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在她的數學日誌中，英英已覺察到自己對教學

方式有所改變，下面一段話是從她閱讀自己的數學日誌而寫給我的信上提到，她自己的

在教學方法上的突破。

從這裡我看到了自己的成長，雖然只是在’’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境界。至今，對自
己的教學方式也知道如何改進的方向（英英的一封信，881122）。

雖然教師察覺到他們數學日誌內容的自我反思部分增加，這些反思的層面大都專注

於教學方法實踐的反省與檢討。但是在成長團體討論會上曾被教師駐足較長的討論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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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部分教師仍然難以深入數學內涵或移向數學本質，將這些曾被討論的議題對著自己

的數學日誌暢談；三個月之內只有又又和菁菁兩位老師發現到他們自己的日誌內容有逐

漸地在數學內涵上著墨。更而，唯一覺察到自己的數學日誌中談論相當多的數學內涵是

又又老師，而且她瞭解到數學內涵的釐清對教學的重要性。在信上她這樣寫著：

… 在數學內涵上，這是我這兩個月以來收穫最多的部分，以往不覺得數學內涵對教學的影
響，只覺得數學題目有難易的區別，對題目難易的區別是透過教學經驗累積所獲得的。但是
在成長團體，由於對教學的討論，使得我看到另一層面的東西：就是「數學內涵，及其與學
生認知之間的關係」。這時真的使我深深感受到自己的不足，於是開始自發性的研究教學指
引。… （又又的一封信，881122）。

菁菁和又又老師由於經常在數學日誌上記錄著經過自己的再反省、批判在成長

討論會上的討論內容，看到自己不同的記錄內容，代表著自己思考不斷的在轉變，

逐漸地邁向更專業的路途；隨著時間的改變，他們逐漸地能陶醉於對著自己的數學

日誌，自言自語的談論數學。菁菁以自己撰寫日誌的態度，來看待其它成員也如同

她一樣，認為數學日誌對自己或別人都是最直接的幫助。她在數學日誌上這樣寫著：

如果我是敏敏，會很想也很願意看見別人數學日誌上對這次教室觀察的探討，對自己是
最直接的幫助。（菁菁，數學日誌，881127）。

我發現到：從教師閱讀自己的數學日誌的自我反思的一封信中，由於他們已經有兩

個月的撰寫數學日誌經驗，數學日誌對每位成員的影響，極為不同。願意用心投入、誠

心而開放自我反省的成員，認為數學日誌的能幫助他們提供反芻的機會，幫助他們以去

蕪存菁方式建立它們的思考。下面是節錄於菁菁的 11 月 22 日的數學日誌。

數學日誌最大的功用在於提供反芻的機會，是將自己一向只往前走的教學工作適時的停歇回
顧、檢討、思索，看看自己，這是從來未有的經驗，因此從不覺得數學日誌是一個負擔。若每
次的討論就這樣結束，可能如同參加一般的研習，只停留在’’聽’’、’’說’’的階段，一、兩天就
忘了，未放在心上。但透過數學日誌’’寫’’的過程，讓我再次去’’想’’，這時的思緒是綜合眾人
之後的去蕪存菁與自我想法的建立、觀點的說明，在我認為這是很可貴的（菁菁，數學日誌，
881122）。

三、從教師的數學日誌看到教師數學專業的成長與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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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教師的數學日誌，可以幫助我看到教師在數學教學觀的改變與數學教學知識的

建立；亦可以讓我瞭解到教師透過數學日誌的撰寫，如何的增進他們的反思能力；可以

幫助我知道下一步要做什麼？要如何做？

（一） 從閱讀教師的數學日誌看到教師的成長與改變

1. 數學教學觀與數學教學實踐知識的改變歷程

幫助教師瞭解以學生為本位的教學，以適應八十二年數學課程的改革，是這個成長

團體進行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主要核心。十二位小學教師中有八位是今年新加入這個成

長團體，其中的一位是菁菁老師，過去已經使用三年的八十二年數學課程，在初加入時

並沒有認同數學課程的改革精神。在加入的初期，她與去年加入成長團體時的那群教師

一樣，對「以學生為本位的教學」認知不足、對教材編輯理念認識不清。從菁菁參與數

學成長團體幾個月來的專業對話，她所記載的一篇篇數學日誌內容，很自然的表露出她

的數學教學觀的轉變，而且從字裡行間表達出數學教學觀點的改變的特徵及教學實踐知

識的獲得。

剛開始，菁菁對以「學生為本位」的教學有諸多存疑及教學實踐的疑惑；然而，菁

菁的存疑並不意味著拒絕接受以「學生為本位」的教學模式，而是，自己的認知不足，

有待澄清。例如：菁菁在 9月 13 日的數學日誌裡，提問三個問題：「以學生為本位的教

學，該不該替學生做統整？」；「上台的小朋友只在說明自己的想法，而非整組討論的結

果，他們不太會討論，而是各做各的，這跟年齡有關嗎？」；「上台發表想法的總是那幾

個，該怎麼讓每個人都能上台說明呢？」。從數學成長團體進行的專業對話，逐漸地，

幫助了菁菁看到自己的教學盲點。在 9 月 27 日的數學日誌上，她寫著：

以往，自己認為只要學生能說明算式填充題的意義，無論 6+( )=10 或 10-6=( )皆可，不過經由
林教授的說明才察覺到原本自己的想法有某些地方需要修正。林教授提出：「以學生為本位的
教學雖然是開放的，但其最終目的仍是要提昇學生的數學能力，而非讓學生漫無目的的探索。
（菁菁，數學日誌，880927）。

菁菁的數學日誌指出：自從開始進行教室觀察活動，是她建立有關數學教學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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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數學之專業知識的一個關鍵。自己的教學被觀察，就是提供了對自己教學的檢驗機

會，及觀察其它成員教學有如一面鏡子般，讓菁菁瞭解自己過去的三年實施八十二年課

程教學成效不彰的原因。當透過他人對自己教學的討論時，有關曾經存疑的問題，諸如：

對學生在發表時教師問話的引導，及對數學概念之釐清，對菁菁而言，有如脫胎換骨般

的頓悟。她說：

又又的一句話徹底的點醒我，又又說：菁菁的教學有一般的教學模式，但是內涵沒有呈現出來，
的確，經過這次的討論才知道自己對建構式教學真正的內涵認識太少，只是如同一般教師使用
基本的教學流程：教師佈題、學生討論解題、發表想法，卻沒有思考這些做法的真正目的，甚
至在用這個教學模式，但給學生的數學觀念仍停留在舊課程裡，現在終於知道為什麼對新課程
格格不入的原因（菁菁，數學日誌，881018）。

從精彩的討論「單位量轉換」，大家的想法都出來了，對自己最大的幫助是：藉由孩子的認知發
展歷程，瞭解其在解題上的策略和表現。我領悟了一點：自己過去在使用以學生為主的教學，
卻不知為何要用？怎樣用才能對學生有幫助？其實八十二年課程是以學生為主體的精神，其架
構皆建立於學生的認知發展上，以數與計算的發展歷程（序列性合成運思期，累進性合成運思
期，部份— 全體運思期，測量運思期，比例運思期）來說，相同的問題，對不同階段的孩子有
不同的解題策略。（菁菁，數學日誌，881018）。

自從菁菁對以學生為本位的教學有了領悟之後，在 11 月 8 日數學日誌裡，顯示出

她的數學教學實踐知識又邁入另一個成長階段：她能對自己的過去做反思並能提出具體

說明自己過去的挫折與失敗。從 11 月 15 日的日誌中，從學生的學習表現更增添了幾許

她對自己重新建立的教學方法的信心。

以往的教學經驗，每到月考總要幫學生複習、考試，出些複習卷回家做，這樣盡責，學生才能
考好。不過這次月考前只讓學生做一張考卷，月考後卻發現大部份的學生都達成一定的目標，
有些出乎自己的意料。雖然上課實際操作所耗費的時間，讓趕課的我心急，不過還是值得的。
（菁菁，數學日誌，881115）。

到了期末，菁菁的數學日誌上顯露的是：她與學生共同成長的喜悅，她和學生共同

營造一個快樂的數學課：

前幾天給學生一個數學日記的題目是：「上了這節課，您有沒有想跟老師說些什麼呢？」很多
學生的回答是喜歡上數學課，上數學課很快樂… 等等字眼，這也正是我的心聲，心情跟學生一
樣~快樂得不得了~，我們逐漸走出痛苦、黑暗的摸索期，快要有光明的未來（太驕傲了！），
姑且不論他們的數學能力是否有進展，課堂上我們的互動讓彼此有信心，慢慢能去分享和思索
別人的想法，我們以發展一套彼此合適且能接受的發表討論的模式，並不是我和學生有什麼突
飛猛進的轉變，很多問題仍舊存在，只是對我而言，上完課後的感覺不再是沮喪、悲觀、無奈，
在我眼中的孩子亦是如此。（菁菁，數學日誌，890110）。

2. 提昇教師反思的層面與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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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閱讀教師的數學日誌顯示出教師反應在數學日誌上的反思內容越來越多，而且

反思的內涵也逐漸地在改變。例如，在 9月初，撰寫的內容偏重於討論會上主題（紙筆

測驗與多元評量的不同，在數學日誌內容上及學生數學日記的素材）的描述，只有少部

分的篇幅在相互回應教師的問題，也同時檢視到他們自己教學上的盲點及學生認知上的

問題。到了十月初，數學日誌的內容會從成長團體討論的主題開始作深入的思考，也對

教學上及學生認知作反省。成員反應在數學內容上會有如此遽然的改變，有可能是成員

的反思能力愈來愈強，但是也很有可能是成長團體教師的第一次教室觀察就在這個時

候，成長團體討論會上討論的內容涉及比較多的數學內涵，所以對數學內容及數學本質

上的反思就更為頻繁。與九月份的數學日誌比較，十月份的數學日誌內容超越了僅對討

論會主題的描述，而較多成分是涉及反思部分。而十月初與十月底在數學日誌上的反思

最大的區別在於反思層次的不同。除了對教學的反思外，對學生的認知反省越趨於細膩

了，能釐清數學內涵與學生認知之間的不同。又又以很自傲的語氣，描述有關她的思考

是如此般的細膩與深入在數學日誌上：

回顧以往早期接受五年的專業訓練，自己只能依著課本，憑著自己當學生時的學習經驗來指導
孩子，透過教學互動中，也只能看到學生一點點的不同思路，不像今日般那麼的深入與細膩（又
又，數學日誌，881122）。

數學日誌逐漸的變成了我與每位成員個別之間的心靈互動，從互動的過程我更能細

心體會每位教師的成長歷程。下面一段是我觀察到又又老師也以同樣的方式，作為她與

實習教師談論有關數學教學問題的溝通橋樑。我也發現到幾位教師在上學期末，看完學

生的數學學習歷程檔案，針對每一位小朋友的特質與學習歷程，也以類似的方式，寫給

小朋友的一封信與他們進行溝通自己的數學學習進展情形：

… 星期五和您談的：挫折中的反省。當時我想和您談的不是教得好不好的問題，每位教師在
教學時難免會遭遇到一些令人挫折的事。… 在去年的數學成長團體裡，教師常常要面對自我
教學的反省與批判。初期，教師們在面對自我的挫敗時，會痛苦、會難過，甚至不敢面對自
我，而選擇了逃避，適時的逃離，是暫緩的痛苦的方式之一，… 其實生命中所難面對的不是
他人的評價，而是面對自己的不完美，但是這部也代表著就是因為不完美，所以才要學習，
才要成長嗎？這是我曾經的經驗，是真的很痛苦，但是痛苦，調適過後，很值得~（又又寫
給實習生的信，880927）

（二）從閱讀教師的數學日誌知道下一步要如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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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在數學日誌上記載的內容幫助我去瞭解哪些數學概念對教師們較為陌生，由於

每次收回的數學日誌，我必定當天閱讀並做完眉批。從當中，讓我搜尋到教師們仍有的

疑問，利用下次討論會再次提出為他們做更進一步的澄清與解釋。例如：芬芬老師在數

學日誌上表達了她在討論會上尚未完全瞭解「單位量轉換」的意義，而需要再一次得到

協助，她這樣寫著：

今天討論「單位量轉換」新新老師努力的解釋半天，我還是有聽沒有懂，而且越講越複雜，
說了半天就是「兩單位的互轉」，但是兩個單位互轉，當時明白，現在又不夠清楚，希望教授
能夠再說明一次（芬芬，數學日誌，881025）。

進入成長團體有一年之餘的玲玲老師，在過去一年似乎認為自己能很清楚的掌握具

體活動、表徵活動、與抽象運思符號之間的區別。玲玲進入二年級的兩位數加減單元的

教學時，發現課本所呈現的題材方式，與她自己去年從成長團體中建立的認知互相衝

突。她原先建立的認知，受到教材的編輯挑戰，由於自信心不夠，玲玲開始質疑自己新

架設的認知結構網，也開始對成長團體討論上建立的共識產生信心上的動搖，她的這種

矛盾與疑惑，活生生地描述在她的 9月 27 日的數學日誌上：

… 以前自己對以「○」表徵問題，一直很敏感，如以○○○○○×○○○不是表示5×3的意
義。但現在似乎覺得自己的觀念很不正確，因為今年採用的課本，很多是以圖形表示算式的，
如 3＋（ ）＝7  ＝>  ○○○＋（  ）＝○○○○○○○，要不就是以圖形代替，也不知如
何向學生說明減法的情境，這是我很大的疑惑。（玲玲，數學日誌，880927）

由於有了這篇數學日誌，讓我瞭解到為何玲玲在進入數學成長團體第二年的初期，

對成長團體的實踐活動總是遲滯不前的。數學日誌提供給玲玲有機會表達自己的疑惑與

矛盾，才使得研究者知道如何去幫助她揭開她的迷惑，因而，玲玲拾回原有的自信心勇

敢的繼續往前邁進。

從閱讀每位成員寫給我的一封信中，信中流露出，我在他們的數學日誌中寫給他們

的回應及所做的眉批對他們的影響。他們深深地感受到我這樣的做法，猶如他們的朋

友，聽他們的聲音與他們的反省。當他們從我這邊得到較為鼓勵的正面回饋時，內心是

喜悅的！而且菁菁老師深深體會到學生接受正面的感覺如同自己接受正面回饋的感

覺。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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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到教授對我的數學日誌所做的眉批，心中的感覺是欣喜。自己用心做事被教授肯定，
我對著教授在我的日誌裡以紅筆加註的’’good’’偷笑，突然覺醒到我給學生的鼓勵對他們的重
要。（菁菁，數學日誌，881127）。

從閱讀教師的數學日誌中，也讓我瞭解了研究中進行的認知活動是否符合教師的需

要。例如，我主張數學成長團體的教師們的數學日誌，唯有透過一次次討論會將實踐之

後的困難，加以提出討論，經過修正後再實施。因此，實踐教師數學日誌的初期，我安

排了三次的時間討論有關數學日誌的格式及內容；然而，教師們卻不認同成長團題討論

會需要花如此多的時間在這個主題上。例如，又又提到：

9 月 13 日，20，和 27 日，因為團體為了建立數學日誌的內容和學生數學日記的題材的共識，
所以討論會用了三次的時間對這個主題的細部內容作詳細的探討。如果只用兩次，第三次就進
入教室裡做教室觀察，透過觀察建立的基本共識與信念，似乎比較不用花太多時間去建立教師
的信心（又又，數學日誌，881122）。

伍、結論與討論

依據本研究以行動研究協助教師撰寫數學日誌，經過資料的整理與分析，獲得的主

要結論是：透過數學日誌的實踐，能引導教師進行反思，增進教師的專業發展。本節主

要從三點來討論本研究的重要發現。第一是有關數學日誌的實踐方法；第二是教師在數

學日誌上的反思反映出他們專業成長的腳步不一；第三是從研究方法論的觀點，數學日

誌具有提高質性研究法的可信任性與可確認性。

一、數學日誌的實踐

為了彰顯教師在數學日誌上對「以學生為本位」的數學教學與學習觀的改變與對數

學教學實踐的反省的成效，本研究首先讓教師認同數學日誌的價值、熟悉撰寫數學日誌

的方法，研究發現，這些考量，確實有助於教師熟悉數學日誌的使用，而減低教師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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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數學日誌的抗拒心理，進而真正發揮數學日誌的自我反思功能。

依照常理，本研究數學日誌的使用對象是在職教師，不像職前教師的數學日誌被用

來當作成績考核的一項，而且研究者與在職教師間並不存在著權威關係（師生關係），

故教師對數學日誌使用的接受度，比起研究者過去將數學日誌應用於職前教師，應當減

低許多（林碧珍，1998）。相反的，本研究是將實踐教師的數學日誌視為是引導教師反

思的一種工具，視為是一個亟待解決的研究問題，所以計畫（我想要教師從撰寫及閱讀

數學日誌的過程中獲得什麼？我應當如何開始實踐教師的數學日誌？）、行動（每次閱

讀及眉批教師的日誌、教師閱讀自己或他人的日誌、寫給研究者的一封信等）、觀察（從

每位教師的日誌上）、反省（數學日誌真的能幫助教師的思考與成長？哪位教師的數學

日誌缺乏反思的成分？）四個循環步驟，是研究者執行此行動研究遵循的方針。研究發

現：與去年相較之下，確實減低了教師抗拒使用的心理（林碧珍等人，2000）。依本研

究發現，協助教師撰寫數學日誌所進行的有效活動包括：

（1）舉行一次公開分享團體成員的數學日誌並討論有關數學日誌使用的討論會，

這個討論會的時間在教師實踐數學日誌之初期，而且在教師已經有一次的撰寫經驗才舉

行，這個討論會被證實為是幫助教師調適因對數學日誌的不熟悉而引起心理的疑惑，它

是必要的；這個討論會確實有助於教師去掌握各種數學日誌的格式及可能涵蓋的內容，

而且它提供了教師擴張思考層面及觀點的機會。另外，教師先經驗一次撰寫數學日誌的

經驗再來討論數學日誌的形式、格式、與功能，也是舉行這一次的討論會所不可忽視的

考量。本研究發現：每一個人因為都有一次撰寫的實際經驗，在格式或內容上進行討論

時，每一個人都能具體提出自己的觀點，而且比較能去回應他人所提出的意見，如此的

發現支持了從事教師專業發展的主張「知與行合一」的假設（McNiff, 1988; Russell, 1988;

Schon, 1983）。

（2）研究者給予教師的眉批與回應意見，不僅是作為研究者和教師在認知上及情

感上的交流，而且是讓教師的數學日誌有受重視的感覺，也無意間具有監督教師準時完

成數學日誌的功能。

（3）教師閱讀自己的數學日誌，而且從閱讀的數學日誌中去尋找屬於數學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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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教學、學生學習、和反思部分的內容，並寫成的一封信。本研究發現：這樣的行動

策略是提昇教師反思能力的一個關鍵性活動。以嘉嘉的例子，若非提供機會讓她反省自

己數學日誌上的內容，恐怕她對於討論會上的討論主題仍然僅以膚淺的回應他人的教學

行為於自己的數學日誌上。

本研究亦發現：數學日誌可以提供給不同學習型態及不同特質的教師，以平等的機

會重新組織他們的思考。曾經在討論會上發言的教師，在撰寫數學日誌時，重新回想、

整理、比較自己與他人在當時表達的觀點；同時，也能提供機會讓在討論會上羞於發言

的教師，將他人在討論會上出現的觀點或意見融入自己的思緒，重新整理並擴充自己的

觀點。

二、 數學日誌協助了教師數學教學觀的改變與成長

本研究發現：教師態度、心理與社會背景會影響教師在數學日誌上的反思方向及反

思層次。雖然參與數學成長團體的每位教師進行的認知活動相同，但呈現在數學日誌上

的內容、反思的成分，及思考的方向卻有顯著的不同。能願意用心投入、誠心而開放自

我反思的菁菁和又又老師，深信數學日誌是幫助他們反芻思考的機會；因此，在每篇的

數學日誌的篇幅上，比起其他教師的來得長，在數學日誌的結構上也比較有組織，也在

他們的數學日誌內看到較多是屬於討論會上討論的議題再深入的「行動後反思」，他們

的反思來源，諸多來自於成長團體討論會上的意見交流及經驗分享的「社會性反思」，

而促成他們的「自我反思」。另外，能認同數學日誌的教師，透過數學日誌的反思，能

增進他們的專業成長。在數學成長團體中，最願意花時間撰寫數學日誌的菁菁和又又，

反映在他們的數學日誌上的反思層面比其他教師多而廣，而且深入。菁菁今年才加入數

學成長團體，與其他兩位已在成長團體有一年經驗的玲玲與素素老師相較之下，雖然她

在數學成長團體的經驗不如玲玲、素素多，但是她在數學日誌上的反思內容比他們來得

深入，也增加了她對自己數學教學的反思頻率，進而加速她的專業成長腳步。這個結論

與過去在教師專業發展的研究有一致性的發現（Webb, 1990; Smyth, 1991; 林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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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菁菁在數學日誌上的反思內容比玲玲與素素老師的數學日誌較深入而且較多，擔任

新竹市數學科輔導員的輔導教學需要，可能是造成菁菁與玲玲、素素老師在專業知能需

求的不同，因而造成她專業成長的腳步比別人快。比起同一年加入數學成長團體的友

友、玉玉、英英、芳芳老師，菁菁比較容易認同數學課程改革所強調的「以學生為本位」

的教學，並且較有信心的將其落實於數學教學中，很可能是因為菁菁在前三年已經體驗

過自己因不瞭解「以學生為本位」而導致的失敗，而使得她在成長團體討論會上能更用

心的體會它的意義，也比較能知道要反省什麼及如何反省，所以在成長團體討論有關「以

學生為本位」的內容，成為是她數學日誌上的主要反思題材。以菁菁的「以學生為本位」

知識的建立及形成過程為例，在進入數學成長團體初期，回應在數學日誌上的記錄顯

示：她對「以學生為本位」的認知是存疑、茫然的，進入教室作觀察及隨後的數學成長

團體討論會，是菁菁釐清「以學生為本位」的重要契機，因為進入教室觀察教學或實踐

教學，正是將菁菁從前幾個月所建立的「知」的階段進入了「行」的階段的連接點，經

過幾個月來的反思與體會，菁菁能說明為什麼自己過去的三年無法落實「以學生為本位」

教學的理由，她發現最主要的原因是：以前的她，不知道為什麼要去瞭解學生的思考；

以前的她，不夠「堅持」。以菁菁老師的專業發展歷程，支持了 Russell（1988）強調教

師專業發展活動模式應該強調「知」與「行」合一，與「理論」與「實務」應該密切結

合的主張。

雖同為新竹市數學科輔導員的又又和菁菁，反映在數學日誌上所關心的層面不同，

在進行反思時的方式及思考方向，亦迥然不同。從饒見維（1996）的專業發展觀點來解

釋，又又和菁菁在反思層次上的不同，是因為又又和菁菁的專業發展在不同的階段，他

們的自我反思因而不同。又又老師不僅有較多年的數學輔導教學經驗，而且加入數學成

長團體比菁菁多了一年的經驗，菁菁老師今年所關心的「以學生為本位」的精神，也和

又又老師去年剛加入成長團體時所關心的內容一樣（林碧珍、蔡文煥，1999）。又又進

入了成長團體第二年，已超越了僅在瞭解「以學生為本位」的意義，而且也能經常對著

自己的數學日誌，談論數學性問題，她的談論方式是以批判性的觀點，重新分析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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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會上出現的不同觀點，並以自己在教室實踐的學生學習作為她批判的準則。從她

的反思內容提到：數學內涵的釐清對學生認知的重要性。過去，她一向認為教學經驗的

累積可以解決教學上的一切問題，從沒有察覺到數學內涵對教學的影響。

相反的，本研究發現：若缺乏教師對數學日誌的認同，或缺乏批判的反思，並不能

保證數學日誌的使用能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玉玉在數學日誌上的實踐，不像其他教師

的持久與投入，玉玉的數學日誌內容經常不滿一頁，可以看得出她還沒有體會出寫數學

日誌的功能：可以提昇她的教學知能，可以提昇她的反思能力。她每次寫數學日誌是為

寫數學日誌而寫數學日誌，所以不是愉快的經驗，由於她的反思頻率比其他教師少，所

以玉玉算是新加入數學成長團體的成員中，成長的腳步踩得較緩慢的一位。 因此，如

何幫助教師從初期階段為寫數學日誌而寫數學日誌，逐漸體會出寫數學日誌能提昇自我

專業成長而寫，將成為是實踐教師數學日誌的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

三、數學日誌能提高質性資料的可信任性與可確認性

數學日誌在本研究亦為資料蒐集的工具之一，本研究發現：相較於一般教育研究屬

於質性資料的蒐集方法（教室觀察或晤談法），透過數學日誌，能很自然的蒐集到教師

們的數學教學觀的改變痕跡及成長的歷程。因為撰寫數學日誌是教師每週定期一次的活

動，因為是長期性的工作，所以，比較有可能袪除因參與教師為回答研究者所期望的答

案，而做出暫時性或短期性的偽裝之資料。如此，它可以克服其它蒐集資料的方法所無

法避免的可信任性（dependability）與可確認性（confirmability）。

本研究實踐教師的數學日誌，由於研究者一起陪伴著教師們實踐數學日誌，在實踐

數學日誌一直扮演的是他們的學習伙伴，瞭解他們的困難是什麼？一起和他們商討解決

撰寫數學日誌所遭遇的困難的策略，例如：為了要提昇數學日誌內容摻有較多的反思成

分，研究者每次都帶著三個人的數學日誌，發還給本人閱讀研究者的眉批，也提供給他

們閱讀及分享其他成員的數學日誌。研究者仔細閱讀每一位教師的每篇數學日誌，而且

在他們的日誌上寫下補充意見、或回答他們個人的問題、或適時寫下幾句給予讚賞、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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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勉勵的話。這樣實踐教師數學日誌的歷程，幫助了研究者對研究活動作更深入的反

思，幫助了研究者滲入教師的教學現場，及幫助了研究者觀察到每位參與教師的特質，

也拉攏了研究者與參與研究教師在理念上及心理上的距離，建立互信、互賴的最好途徑。

在此特別感謝參與本研究之新竹市「車站」小學黃校長、張教務主任及數學專業成長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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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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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MATHEAMTICS BY 
REFLECTIVE MATHEMATICS JOURNALS

PI-JEN LIN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Educaiton

ABSTRACT

The study was designed to promot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y using mathematics 

journal. Setting up a collaborative mathematics team consisting of the researcher and twelve 

teachers from an elementary school was to understand teachers’ difficulties with writing 

mathematics journal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reflective mathematics journals 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o analyze teachers’ mathematics journals on their professional 

growth. The cognitive activities investigated in the action-oriented study included an initial 

meeting for discussing the formats, contents, and functions of mathematics journals; the 

researcher’s responses to problems proposed and comments on teachers’ mathematics 

journals; and the activities of teachers reflecting to their journals. The transcriptions of regular 

meetings and teachers’ journal writings were main techniques of collecting data. It is found 

that reflective mathematics journals provided opportunities for teachers having various 

learning styles and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to reflect on their practice equally. Teachers’ 

experiences, background, and the needs of their profession influenced the contents and levels 

of reflections. The contents of journals were able to be as a document of teachers’ views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were able to reflect the stages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esides, reflective mathematics journal was not only as a powerful 

tool for reflection and also as a validating method for increasing the dependability and 

confirmability of qualitative data.

Key words: Journal reflection, students’ mathematics journals, teachers’ mathematics journals,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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