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Math 39 (12/2016) 

17 

自組數學科學習圈 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葉碧君 
順德聯誼總會李金小學 

前言 
面對全球經濟一體化和資訊科技的急速發展，香港教育制度進行了全

面改革。作為學校課程領導，除了因應教育改革作不斷調適與精進配合外，

提升教師的專業發展，也是一項重大挑戰。大部分教師的教學都是單打獨

鬥，教師之間互動不多；多年來研究顯示教師進行頻繁豐富的學習，就會

教得更有效，可惜的是很少教師接觸密集的專業學習機會，常見的只是零

碎、片斷及表相的學習，和他們的專業需求和興趣連不起來，使得教師專

業發展令人失望（Cole，2012）。 

發展背景 
教師已經不可能再如過往，孤軍作戰或獨自執行教學工作。今天的社

會講求合作和參與，從前的角色早就不合要求了（唐宗清，2003；McIntire 
& Fessenden，1994）。為更有效提升數學科教師的專業成長與發展，本校將

抱有共同目標、信念的數學科教師組織起來，成立校內與校外數學科學習

圈，透過協作交流、實踐、進修、分享及反思，強化個人專業知識和能力，

並透過與同儕分享學習圈成果，營造分享與協作文化，從而提升教師專業

水平和加強學習成效。 

數學科學習圈的組成 
整個數學科學習圈的組成主要分為以下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數學科領導學習圈。數學科領導學習圈由校內數學科組核

心人物組成，統籌人為數學科課程主任，成員為數學科組長。統籌人與成

員共同商議該年度學習圈的目標，如去年度本校學習圈目標：1. 運用不同

教學策略促進學生自主學習；2. 認識與了解電子學習如何提升學生的課堂

互動與學習。確定該年度學習圈目標後，統籌人便規劃以下各項目，提升

各成員專業知識、能力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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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領導學習圈教研與觀課：良好的教學氣氛，必包括優良的教學

研究文化（熊川武，1999）。學校不應只是學生學習的場所，也是教師學習

和發展的地方（李偉成，2004b）。校本教研就是讓全校的教師參與有關學

校教育和學習的研究，幫助學生更好地學習和讓教師「做中學，行中思」

（饒見維，1996；Schon，1987），不斷完善，提升專業發展。統籌人與各

成員於學期初就該年目標進行教研與觀課。如去年度，本校數學科領導學

習圈以「運用不同教學策略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為教研主題，統籌人與各

成員就以上主題進行共同備課、觀課與研課。 

數學科領導學習圈分享課：統籌人與各成員進行數學科領導學習圈教

研後，進行公開分享課，讓其他數學科老師或其他科老師觀課，分享教研

成果。去年度，數學科領導學習圈成員以「運用不同教學策略促進學生自

主學習」為公開課主題，如以六年級課題「百分率應用一」作公開分享課，

讓學生透過自主學習策略自行找出計算公式；以四年級課題「2、5、10 的

整除性」作公開分享課，讓學生透過自主學習策略，自行利用十行表 Apps
找出 2、5、10 整除性的特點；以三年級課題「方塊圖」作公開分享課，讓

學生透過自主學習策略，自行找出方塊圖的特徵。 

數學科領導學習圈專業進修：統籌人就該年度目標規劃與安排各成員

參加不同類型專業進修活動，提升各成員的專業知識。去年度，本校數學

科領導學習圈成員參加了由教育局、各大專院校或其他教育機構舉辦的不

同課程、工作坊與講座，如教育局舉辨「資訊科技教育與學科有關系列︰

有效運用電子課本及校本課程促進小學數學科的學與教」；「資訊科技教育

電子領導系列：「自攜流動裝置」在學校的成功實踐」；教協舉辦「數學有

心人自主學習講座：把課堂還給學生：如何設計數學活動，培養自主學習

的能力」；「數學有心人自主學習講座：自我調適學習：如何培養學生自我

調適的學習習慣，有助數學概念的掌握和應用，並發展探索創新的學習態

度」等課程或工作坊，加深各成員對「自主學習」、「電子學習」在數學科

教學層面上的認識。 

組織數學科領導學習圈校外交流活動：統籌人就該年度目標規劃與安

排各成員參加不同校外交流活動，擴闊各成員視野，提升專業發展。去年

度，本校數學科領導學習圈成員分別到救恩學校（小學部）、農圃道官立小

學、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英華小學等，進行觀課與交流，對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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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運用「自主學習」或「電子學習」教學策略有更深的了解。如本校與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進行教研活動，兩校五年級數學科教師（包括數

學科領導學習圈成員）組成教研小組，共同探討如何運用不同教學策略教

授五年級課題「摺紙圖樣」，本校運用探究式學習教學策略，讓學生透過動

手操作方法，找出摺紙圖樣的特徵，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浸信會沙田

圍呂明才小學運用電子學習教學策略，讓學生找出摺紙圖樣的特徵，增加

學生的互動。在這次教研活動中，兩所學校運用的教學策略雖各有不同，

但也增加學生的不同學習效能。透過是次教研活動，讓參與教師有不同的

體驗，學會取他人之長補自己之短，實在獲益良多。 

組織校內數學科與全體教師分享會：統籌人組織全年共四次分享會（其

中兩次分享會為數學科分享會，另外兩次為全體教師分享會），各成員與教

師分享該年度學習圈的經驗與成果，內容包括教研、校外交流與參觀、進

修資訊等，分享會不但提升教師的專業水平，還可營造分享與協作文化。

去年度，數學科領導學習圈成員於第二次數學科分享會與數學科教師分享

到其他學校參觀與交流的得著及電子教學策略在數學科的應用，例如分享

到救恩學校（小學部）參觀，讓教師了解該校數學科實施的校本課程，如

何讓學生進行自主學習，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分享到農圃道官立小學進

行觀課的得著，課題為「立體圖形：正方體摺紙圖樣」，教師透過不同教學

策略讓學生找出正方體摺紙圖樣的特徵，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分享不同

數學科教學 Apps：例如量杯、時鐘、分數、算柱等，讓數學科教師試玩及

操作各 Apps，並討論如何於日常教學中使用。此外，數學科領導學習圈成

員於第二次全體教師分享會向全體教師分享與其他學校合作、交流及進行

教研活動的成果，例如分享與沙田圍呂明才小學的教研活動成果；分享不

同的電子教學策略，如運用不同的電子教學平台（例如 Kahoot，PingPong）
加強學生互動與學習效能，促進教師的回饋。 

組織校外數學科學習圈：統籌人邀請其他學校數學科核心成員組織校

外數學科學習圈，透過訪校活動、經驗交流及分享會等定期活動互相交流

數學科教學心得與經驗，提升教師專業水平。去年度，本校與順德聯誼總

會伍冕端小學、元朗朗屏東莞學校、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

學校組織校外數學科學習圈，分別就「數學科課程統整」、「如何在數學科

進行從閱讀中學習」、「如何在數學科推行電子學習」等議題進行交流與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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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數學科領導學習圈 

  
 沙田圍呂明才小學（觀課與交流） 校外學習圈交流及分享會 

  
 英華小學（觀課與交流） 本校數學科領導學習圈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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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科領導學習圈全體教師分享會 救恩學校（小學部）觀課與交流 

  
 農圃道官立小學（觀課與交流） 數學科領導學習圈公開分享課 

第二階段為數學科學習圈與跨學科學習圈。數學科領導學習圈成員拓

展校內數學科學習圈，帶動所有數學科教師及其他科組建立自主研習的專

業發展模式，因為只重視績效而缺乏溝通是學校的主要問題，需要建立跨

教師的協作才能產生真正的進步。同年級或同領域教師合作，促進每個教

室中有高水準的學習，基於共同需求和形成焦點網絡，結合各科社群，學

校的能量和方向就建立起來（黃政傑，2015）。數學科學習圈與跨學科學習

圈組織如下： 

數學科學習圈：數學科領導學習圈成員帶領所有數學科任老師組織數

學科學習圈，透過教研與觀課、數學科領導學習圈分享課、專業進修、校

外交流活動等，強化每位數學科教師的個人專業知識和能力。數學科學習

圈各成員透過數學科組會議、共同備課會議、同儕觀課等平台，與其他教

師分享進修資訊、教學經驗與心得。 

透過跨學科學習圈推動其他學科組織學習圈：數學科領導學習圈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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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學習圈的模式向各科推廣，如本年度，本校中文科、英文科與常識科已

自行組織領導學習圈，與數學科領導學習圈組織校內跨學科學習圈，提升

全校教師的專業發展，建立一學習型的教師團隊。去年度，英文科組組長

表示參加數學科領導學習圈分享課後，明白到數學科領導學習圈成員教研

的成果，不但能提升各成員的專業知識，還能增加學生的學習效能，有見

及此，英文科於本年度自組領導學習圈，教研重點為透過有效的示範和練

習讓學生能掌握及靈活運用特定的英文句式。此外，中文科科組長表示於

去年度參加數學科領導學習圈全體教師分享會後，獲益不少，明白分享與

協作的重要性，中文科於本年度亦自組領導學習圈，教研重點為找出讀文

初讀堂的具備元表，包括讀通讀順課文、釋詞教學等。常識科科組長指出

去年度參加數學科領導學習圈分享課後，深深體會到教師協作、互相分享

的果效，常識科於本年度亦自組領導學習圈，教研重點為科學探究活動。 

組織校外數學科學習圈：數學科領導學習圈成員與其他學校數學科核

心成員組織校外數學科學習圈，並拓展至更大的數學科學習圈，繼續透過

訪校活動、經驗交流會及分享會等定期活動互相交流數學科教學心得與經

驗。 

 
第二階段:數學科學習圈與跨學科學習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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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香港當前的教育改革可謂天翻地覆，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教師不可

能通過一兩次校本培訓或研討會就可以解決問題。教師要持續不斷的學習

和實踐，才可以創造佳績。（李偉成，2005）。以往，教師參與校內外的專

業發展或研習活動方式也是個別的，而且此種學習是一時性、片斷的，無

從激發教師的專業發展。本校數學科學習圈雖然只推行一年多，但圈內各

成員的專業發展與成長已遠超乎我們想像。各成員透過經驗分享和共同工

作，由競爭而合作，相互依賴，建立了互信與尊重；各成員各有所長，在

學習圈內分享所長，補充所短，接受別人的領導，也領導別人；各成員去

除教學的私有化，擔起不同的責任，如把各自的教學公開、持續學習以改

進實務、協作同僚的專業學習、共同負起改進學生學習成果的責任（黃政

傑，2015）。正如 Morris（1990）所強調，他們瞭解到若要改革項目能夠成

功落實，教師的持續培訓和專業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專業學習社群（本校數學科學習圈）的領導能量是支持性的同僚參與，

由教師和校長分享有關學校追求願景的權威和決定（Hord，1997）。校長把

社群對焦於學習者及學習是很重要的角色，他也要專注於教與學的支持性

環境，建立和維持分散式領導模式，支持教師的專業學習，讓教師成為學

校的轉型領導者（黃政傑，2015）。校長十分支持學校課程領導自組數學科

學習圈，校長不但給予各成員專業及寶貴的意見，還提供空間讓各成員參

加不同的校外交流與進修活動，學習圈得以成功建立與發展，實在有賴校

長的支持與領導。 

校長支持筆者於 2015 年 7 月參加位於德國漢堡大學的 13 屆「國際數

學教育委員會」（ICME），與其他國家數學教育愛好者分享本校自組數學科

學習圈的成果。如貴校有興趣參與本校學習圈，歡迎以電郵聯絡本人，一

同為數學教育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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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領導學習圈：教師感言 

  
 數學科領導學習圈核心成員感言 數學科任教師於分享課(觀課)後感言 

  
 數學科領導學習圈核心成員感言 學校發展副校長感言 

 
數學科領導學習圈核心成員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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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課程主任感言 數學科老師參加校外交流後感言 

  
 英文科主任於分享課(觀課)後感言 數學科老師感言 

  
 數學科老師感言 中文科主任於分享課(觀課)後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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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行政副校長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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