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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數學課程能提供學生學習重要的

數學概念、知識與能力（如：程序性

知識、概念性瞭解、應用解題、邏輯

推理與思考判斷），有效能的數學教學

者要能理解學生所學到的和需要學習

的事務，並鼓勵、支持學生去學好它。

身為一為數學教育者，必須清楚地掌

握數學學科知識與內容，了解學生的

先備知識、學習風格與學生間的差

異，然後，設計好的教學活動，靈活

運用豐富的資源，以協助學生獲得最

佳的學習。 

長期以來，在升學主義的氛圍與

影響，以及管控教學進度的緣故下，

很多數學老師都是透過講述法進行教

學。這樣的教學，無法兼顧學生間的

差異本質，也無法有效提昇學生學習

興趣與學業表現。在 103 年首屆的會

考中，有三分之一的學生在數學只獲

得 C（待加強）的成績。該如何進行

數學教學，實應是所有數學教師應思

考的。 

二、學生在數學領域應培養的能

力 

根 據 「 美 國 數 學 教 師 協 會 」

（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簡稱 NCTM）提出在數

學的「原則與標準」中提到學生應：

（一）學會評價數學。（二）在做數學

時有信心。（三）成為數學問題的解決

者。（四）學會用數學溝通。（五）學

會數學推理。具體來說，學生在高中

以下階段，數學能力標準分成以下五

項（NCTM，2014）： 

(一) 解題：主要在建構新的數學知

識，解決數學和其他情境中的問

題，並調適恰當的策略解決問

題，反思整個解決數學問題的過

程。 

(二) 推理和證明：為數學基本內容，

建立和探究數學臆測，發展和評

價數學論證和證明，並選擇使用

不同的推理和證明方法。 

(三) 溝通：組織鞏固數學思維，與同

學、老師以及其他人溝通他們的

數學思考，分別和評估他人的數

學思維和策略，使用數學語言精

確表達數學觀念。 

(四) 連結：理解並使用數學概念之間

的連結，了解數學觀念是環環相

扣連結成為整體，在數學以外的

領域辨認和使用數學。 

(五) 表徵：建立和使用表徵來組織、

記錄和溝通數學思維，並選擇、

應用和轉譯數學各種表徵來解決

問題，使用表徵模式化和詮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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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社會和數學的現象。 

三、偏鄉國中數學教師在數學領

域實行合作學習的源起、經

過與結果 

 現今大力推動「分組合作學習」

或是「學習共同體」，都重視學生間的

合作學習。學生不再是靜靜聽講，個

別學習，而是要跟同學有互動，透過

合作來學習。以前我們稱「能力」，譬

如九年一貫的能力，但十二年國教更

強調的是「素養」，就是學習本身除了

擁有知識能力，還要能跟團體成員互

相協調、應用、討論，再將所學得的

能力與社會互動運用。 

筆者1任教於苗栗縣一所偏鄉國

中，全校只有 6 班。會在自己的數學

課中實施合作學習的起因是發現城鄉

間的差距，加上學生學習數學興趣低

落，想到教學初衷「讓學生快樂學習

數學，能沉醉在思考與推理判斷的過

程」，讓筆者想改變教學。為了改善前

述問題，提昇學生的數學能力與素

養，增進學生與人互動的能力，筆者

自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開始改變

教學型態。以下是筆者在數學領域實

施合作學習的情形。 

(一) 學生背景： 

有效的教學設計必須奠基於學生

的背景上。分析本校學生背景，簡要

摘述如下： 

1. 學生閱讀能力較為低落：由於偏

鄉地區的社區文化財的關係較為

不被注重，家庭多為單親、隔代

教養或新移民之子女。多數家長

無法於平時關心學生的課業或是

沒有足夠個資源讓學生參與額外

的課程輔導（如：補習班、安親

班）。 

2. 學生學習合作技巧較慢成熟：學

生因為接受到的文化刺激較少，

無法對社交、人際相關的技巧運

用的純熟，係屬於較晚成熟的型

態。 

3. 學生起點行為較低：由於家庭無

法關心學生的課業，相對的學生

各項起點行為較一般學校的學生

還要來的低。 

(二) 實施過程 

合作學習與傳統講述有明顯不

同。實施過程中，從分組說明、角色

定義、小組任務級社交技巧(對話、禮

貌、合作關係等)都得說明與指導。在

學習材料方面，筆者有適度重新編

排，加入思考性問題並連結生活中可

能遇到的情境，讓學習材料更加活

化。在教學方法上，筆者曾分別利用

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Student Team 

Achievement Division, STAD）、組間隨

機配對討論(pair discuss)、賓果遊戲等

方式進行教學，期待能透過不同的活

動，來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進而提

昇學生學習成效。 

推動初期，因師生均在適應新的

教學模式，因此，初期並不是每堂課

程都實施。另外，在使用合作學習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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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亦會搭配講述法，先透過講述，

讓學生了解基本概念後，再利用合作

學習的方式讓學生精熟、精進。 

(三) 實施結果 

筆者自 102 學年第二學期開始推

行，實施至撰寫本文時，已將近二學

期。學生從不敢發言，改變成能獨立

完成「勾股定理」相關的報告，而報

告的內容甚至比筆者預定的內容還要

豐富。具體來說，筆者在自己任教的

數學科實行合作學習之後，發現的結

果如下： 

1. 學生活絡起來：學生學習合作學

習後，開始互相討論、分享解題

方法、多元探討學習內容及分享

自己的想法或觀念，讓課程不再

是教師獨演的獨腳戲。 

2. 學生主動學習：在原本由教師講

授課程中，學生只能單純地接受

教師教導的訊息。改變學習型態

後，學生開始主動的探討學習內

容，思考數學解題的過程與方

式，並且能加以探討是否有更精

簡或是更簡單的過程。 

3. 學生勇於提問和回答：以往講述

教學中，學生大多是靜靜聆聽。

現在，學生己勇於提問與回答。

相對地，教師也須設計多元且具

備擴散性思考問題或題型，讓學

生可以增加思考機會，增加學生

提問多元性、回答多樣性。 

四、省思與建議 

合作學習及活化教學均是為當前

教育部力推的專案，希望國中的教學

能更加活化，教學更有成效。筆者身

為國中教師，在數學課中實際推行

後，有以下幾項省思與建議。 

(一) 省思 

1. 目前推廣的分組合作學習、學習

共同體及翻轉教室等理念與策

略，均與不同於傳統的講述教

學，這類的教學型態，不只重視

學生間的互動，更重視學生的學

習。 

2. 對應於教學的改變，教師在教學

角色與工作也產生改變。如：備

課、調整課程、學習內容、回家

作業、課堂掌控等等。有別於以

往參看教師手冊教學，活化教學

過程中，教師可能要花時間去備

課。 

3. 教學改變雖然可能增加教師的工

作負擔，不過，仍然有很多教師

願意投入心力，其主要的原因乃

是希望能提昇學生學習動機與學

習成效，希望學生在知識、情意

及技能方面，都能更為精進。 

(二) 建議 

1. 活化教學，不能忽略數學學科目

標與學習材料的設計：合作學習

不單只是增加同儕互動而已，在

學習內容也宜適度規劃，力求學

生數學能力得以獲得良好發展。

教師在合作學習中，須重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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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要提供學生多元探討與開

放性問題，以增強學生思考與推

理能力。而課程材料的編排亦應

多連結學生的生活經驗，就地取

材，將在地經驗融入課程。此外，

也要增加組織與圖形的融入，以

增加學生表徵與觀念的連結。 

2. 教師宜共同合作（備課與討論），

以減少個人盲點並提昇課程品

質。課程設計的好壞直接影響課

程品質，為求品質精進，教師間

的合作（備課與討論）勢在必行，

學校宜營造良好的社群氛圍，讓

教師間的合作確實落實在校園

裡。 

回顧自己實施合作學習的經驗，

已看到學生的改變，筆者相信只要使

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學生的學習表現

是可以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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