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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偏鄉中拔尖
—屏東資優教育的在地化實踐

屏東地處偏鄉，資優教育上有諸多待突破之困境，透過本研究方案的執行，為偏鄉資優教育開

展新路。研究者從探究第一線教師對資優教育的態度著手，進一步激勵資優教師社群發展，透過教師

與行政人員對地方資源的分析整合、透過適性課程建構與教材設計，發展出具在地特質之資優方案，

是群策群力的結果透過本文希望能為關注資優教育發展之教育夥伴提供另一嶄新觀點。

關鍵字：偏鄉教育、資優教育、資優方案

中華資優教育學會

資優教育論壇，2017，15卷，69-89頁

侯雅齡

國立屏東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陳淑慧

屏東市仁愛國小

教師



資優教育論壇‧70‧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世界資優教育的發展已趨向

廣義化、多元化，從過往重視少數的精

英主義走向兼顧全民的才能發展。然而

追求「公平」與「卓越」的辯證未停，

需以全球的視野和在地的轉化實踐，

資優教育作為將能持續突破（吳武典，

2013）。Dillon（2008）於紐約時報撰文

中評論到「美國長期追求整體教育績效所

付出的代價，是輕忽了資優學生的需求，

這樣的結果導致不該落後的孩子卻落後

了」。邇來，陸續有研究探討普通教育中

不同族群的成就差異，並衍生出對傑出

差異（Excellent Gap）的關注（任恩儀，

2015），擴展了資優教育解釋和溝通的

宏觀面。觀諸台灣在過去投注大量關注及

經費於高等教育，近幾年來決策者開始注

意到各級教育均衡發展，在特殊教育、原

住民教育及幼兒教育投注龐大經費，然而

資優教育在特殊教育的執行上尚有進步空

間，特別地處偏鄉的屏東，更有諸多待突

破之困境，屏東在地理位置上鄰近直轄市

高雄，人口外移嚴重；地形狹長又有山區

和離島，交通不便；地方財政不富裕，以

致教育資源較為缺乏，致使偏鄉教育問題

也相對嚴重。不過，研究者以為，不同偏

鄉地區各自有其不同地理條件與人文風

貌，能展現不同於都會地區的人文與自然

特色，基於適應後現代的特性，如何避免

偏鄉消失導致社會發展齊一化?如何透過在

地環境與特色協助偏鄉學子潛能的開發?如

何讓「拓寬」與「拔尖」並進，展現偏鄉

教育的優勢和特色?是本研究關注的課題。

若從落實積極差別待遇的教育機會均

等（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的理念來看，「公正」（equity）與「平

等」（equality）兩個概念，它不僅是法

律層面的分配性正義，也具有社會性的

補償性正義（莊勝義，2007；陳俊宏，

2016），其關注面向大概有三：

（一）重視就學機會的平等與保障

根據A n d e r s o n（1 9 6 7）及G o r d o n 

（1974）界說本理念的重點，在於「提供

每個人等量的教育」、「使每個人達到一

定的基本成就」，以及「讓每個人充分發

展潛能」。進一步分析所謂的「教育機會

均等」即是要達到此四個層面：進入教

育系統（equality of educational access）；

參與教育歷程（equality of educational 

participation）；教育結果（equality of 

educational results）；教育對生活機會發

揮的效力（equality of educational effects 

on life chances）（林生傳，2000；Levin, 

1976）。易言之，如何透過免費的公立教

育，讓每個人在基礎教育的就學機會均

等，並且有機會追求基準線以上的更高成

就，終能達到「有教無類」的理想。

（二）實施補償教育

以美國為例，補償教育（compensatory 

education）是在1960年代美國聯邦政府補

助「向窮宣戰」（War on Poverty）的一部

分，以出身貧窮以及弱勢族群家庭的幼兒

園及小學學童為對象，例如針對學前兒童

規劃的「及早開始計劃」（Head Start）以

及針對教育受到剝奪的學齡兒童提供的閱

讀與數學課程。同時期在英國也有「普萊

頓報告書」（The Plowden Report，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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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礎提出發展出政策性改革計畫，由政

府提出主動干預、給予特殊協助的「教育

優先區」（Educational Priority Area），就

學區需求，提供學校特殊協助或以優厚待

遇優先補助，改善其環境，使其能與其他

地區最佳的學校有相同的發展機會（國家

教育研究院，2015）。究其理念，係試圖

為每一個來自不同家庭環境背景的兒童，

提供「差異中但求均等」的受教機會，著

眼於補償的角度，針對不同需求的團體，

在正義與公平的原則下，投入適當的教育

資源，此即「積極性差別待遇」（positive 

discrimination）（林郡雯譯，2007；陳奎

熹，2016），衡量教育機會均等的重點更

加嚴謹周延，不僅強調教育資源的投入，

更重視教育過程的產出。

（三）強調適性教育

延續前項理念，有學者就滿足資優適

性教育需求提出辯證，Clark（2007）就教

育「公平」觀點提出的辯證，她認為，對

孩子的發展而言，卓越與公平一樣重要。

然而，擁有公平的機會，不代表讓所有人

擁有相同機會，而是要確保個人才能、興

趣、技巧及能力都能透過個別化的管道而

追求卓越，也就是屬於個體獨特發展的機

會。換言之，支持並促進資優學習者的適

性教育，提供適性就學管道才能讓那些具

有優異表現，或有能力表現高度智能水準

的學生在其能力水準和範圍持續增長，也

就是符應資優學習者追求公平的需要。

Gorski（2007）在提出創造公平環境

的第一個命題為，所有學生的社會經濟地

位或階級、性別、宗教、公民身分、能力

（Dis/ability）、種族或族群等，都應得到

最好的、可能的，以及適合的教育，除要

求量與形式上的平等，更要兼顧受教品質

的提升。

綜觀普通學校環境、課程與師資大多

是為一般的學生所設計，因此身心障礙或

資賦優異學生往往無法得到應有的指導與

協助。基於考量個別差異的「公正」原

則，應盡可能讓每個人因為自己的需求和

限制，能夠受到個別化的照顧或處理，由

此落實資優學生的適性教育，方能獲致教

育結果的真正的平等，在「平等」、「公

正」之上，方有「超越卓絕」的可能。教

育機會均等之概念從起點受教機會的平

等，逐漸演變成受教過程中資源配置的公

平，進而強調適性的教育機會均等，理念的

演變最終為體現「平等、差異、補償」的教

育公平，讓每位受教育的個體盡展潛能。

有鑑於資優人才為人類之重要資產，

亦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重要資源。屏東縣

在2012年於屏東市的仁愛國小設立資優資

源班，並積極開展對資優學生的教育，也

於2015年設立資優中心推展資優教育，讓

縣內教育人員對資優教育有更多的體認，

然而，研究者（出版中）對屏東縣特殊教

育相關人員進行的一份有關屏東縣資優教

育實施的知能調查中，卻發現資優教育在

屏東大步的推行了五年，但是教師與行政

人員對資優教育仍存在許多的迷思與未

知。該份調查蒐集了國中及國小共計407位

教師在「資優教育知能」、「面對資優教

育的態度」和「資優教育的資源需求」三

個向度的資料，結果發現：

1. 在資優教育基本知能方面 ：

若將其概分為法規及奠基之資優教育

理念，以及為資優學生特質與需求，對於

前者有超過半數以上教師不知道資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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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包含六大類別，資優之鑑定基準

也有三成老師表示「不知道」；至於後

者，大部分教師皆瞭解資優學生個別差異

大，沒有一定特質，課程設計應適應多

元，以學生需求為依據，但多數老師誤將

為資優學生設計之個別輔導計畫為個別化

教育計畫，反應出教師對資優學生真正的

教育需求內涵並不瞭解。

2. 教師對屏東縣資優教育實施現況瞭解

方面：

最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個問題都有超

過二成的老師表示不知道屏東縣現行的實

施現況，若依據學習階段區分，教師們對

於國小階段的鑑定與安置服務瞭解（答對

率約五至六成）；而多數教師對目前國中

階段的資優方案及國中鑑定與安置期程與

方式多不瞭解。

3. 在教師面對屏東縣資優教育發展的態度

表現：

教師對資優教育是有條件的支持，

50.8%教師（非常同意佔10.8%，同意佔

40%）認為在有限資源下身障教育應優於

資優教育，而近60%教師（非常同意佔

13%，同意佔45.5%）認為資優教育應採集

中式班級型態辦理，最特別的是，有半數

（50.6%）老師屏東縣資優教育剛開始起

步，應以學科能力培養為優先。

最後，在教師需求上，有半數以上的

老師希望屏東能辦理資優相關研習與建立

資優教育諮詢機制與管道，從問卷結果可

以明顯知道屏東縣的教師們對於資優教育

的了解仍有提升的空間，甚至在目前縣內

提供的資優服務所知也不足，甚至在資優

態度上仍有許多與資優理念不盡符合之

處，基層老師為發掘資優學生的第一線人

員，此一研究調查是以各校與特殊教育接

觸較多的教師為對象，這樣的結果的確令

人擔憂。

作為師資培育大學，我們以培養優秀

教師與未來教育家為目標，以促進區域基

礎教育品質提升和均衡發展為使命，如何

開放資源、關懷在地，將理論落實到實務

現場、協助教學現場改善行政擘畫、教學

實務等的改進，都是積極努力的方向。屏

東縣教育有明顯城鄉差距的問題存在，研

究者長期的觀察與輔導也發現，即便在縣

內主要資源多投入在屏北地區，其他廣大

的其他地區因為學校規模小，各校僅有零

星的資優學生，因此常被忽略，這對偏

鄉地區的資優生是一種「教育機會不均

等」，對於人才的培養也是一種遺珠。

因此研究者以為，理想的偏鄉資優教育實

踐即是由在地人才啟動，團隊激勵專業社

群發展，打破偏鄉必然缺乏文化刺激的困

窘。研究者邀請屏東資優中心與其輔導老

師，透過組織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共同尋

找瞭解偏鄉既存的價值，尋找彰顯在地豐

富資源的資優方案作為探究第一步，進而

能共編資優課程、執行資優課程並做為推

廣的基礎。研究者相信透過核心資優教師

的增能，未來再由這群教師對教學現場第

一線教師提供資優教育的諮詢，必然有益

於資優教育之推展。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著眼屏東目前的現況，以增能

教師資優專業為目的，藉由輔導資優教育

教師組成教師社群，共同發展與執行資優

方案，不僅提升資優教師專業知能也建立

可推廣之教學材料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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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人類的發展必須在文化脈絡中進行，

Vygotsky（1978）提出文化是個人本質的

一部分，即是透過與他人符號運作塑造出

的意義化過程，是一個持續性的歷程。

Richard Paul（1993）認為大部分人類的

問題都應該在自然的語境中透過對話與辯

證來探究，透過同理、釐清雙邊立場和推

論，在辯證過程中整合個人自我內省與

經驗，而這些論證都不可能在空的脈絡

（context-free）進行，而必須與某件事或

物鏈結。因此教學必須隨著脈絡改變，引

導學生注意自己的思考，例如清楚與不清

楚、明確和模糊、公平和偏見等二分法說

明是否具批判性思考的結果。學習是教師

和學生共同的工作，是師生共享的旅程，

也是共舞的過程。在此，學生個人獨特的

舞步只有與陌生人，如他人、教材或文本

交互作用時，才能完成；而獨立個性只有

相互依賴才有機會生成。因此本研究嘗試

建立相互對話的社群，在相互關聯性的基

礎上，尊重獨特性；在倫理覺醒的脈絡

下，尊重個別的詮釋。

一、 想像與實際—建構在地資優教育
藍圖

Igor Stravinsky（引自Root-Bernstein 

& Root-Bernstein, 1999）認為想像先於創

造，想像力是發明的先決條件，我們想像

的不見得需採取具體形式，而是要關注的

是創造性的想像力，幫助我們將概念落實

至現實（reality）。當知識進入學校空間

時，在敘述上具有相當的同質性，不管音

樂、數學或語文都成為心理學的印記，舉

例而言，數學教育不再是數學的教學，而

是一套理性系統或自我技藝，規約兒童

該如何看、說和行動，來治理兒童的行

動（Popkewitz, 2015）。資優教育要做的

正是突破這種規約，賦予資優兒童最大發

展的可能性，因此對於資優教育的想像，

乃至於落實需要社群齊心努力，突破現有

框架。資優教育的想像，需要透過課程與

教學設計落實。因此在提供資優方案時，

首重考量資優學習者能力及需求，再透過

適性的課程來協助他們去深究意義、溝通

與表達，充分發展高層次思考能力（侯雅

齡，2009）。

Eisner（1990）曾以交響樂團比擬教學

的藝術性與美學考慮，面對資優生優異的

心智能力，完整知識體系，就像是要求極

富挑戰的即興演奏能力般，教師如能善用

資優生的認知能力，增加其學習複雜性，

提供富於挑戰性的課程，將會如Eisner主張

之富有創意性、敏感性與想像力的教學歷

程。然而想像力並非憑空而來，是透過適

度的挑戰，將深度的挑戰作為鍛鍊想像力

的重要催化劑，透過科技整合解構問題、

嘗試解決方案、自我學習、小組討論等的

學習情境的經營等學生主動學習型態皆有

助於資優生掌握知識。

歷來一般認同之資優教育模式有三大

類，學習內容導向、學習歷程導向與學習

結果導向。學習內容導向模式重視學科的

教學，依據資優生學習需求提供適異性教

學層次；學習歷程導向模式重視思考技能

與問題解決能力的訓練，以期提高資優學

生的高層次思考能力；學習結果導向模式

重視學生接受資優教育之後的產出，包含

認知與情意向度，例如才能展現、研究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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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領導表現與道德發展。然事實上，資

優教育重視認知與情意的雙向發展，偏一

不可，在教學歷程中，重視創造、批判、

問題解決能力的訓練，並期望能引發學生

的自我引導、主動學習；在學習結果部

分，期待資優學生能成為社會的領導人

才，除了學術成果外，能夠德智兼備，以

傑出的才能回饋社會。

研究者認為，提供資優生適性學習

並滿足其學習需求則是資優教育的目

的。如何提供高品質資優教育則有賴教

師能力的提升，教師能充分認知學生的

需求並有能力設計與實施資優課程，則

是必要的途徑。因此，研究者從人力資

源著手，針對在地資優教育現況進行了

解，並整合屏東資優教師群與行政人力

發展教師社群，協助教師瞭解屏東地區

資優發展的條件、資優學生的學習目

標，合作發展方案課程與教學運作模

式，以促進資優生潛能發展。

二、在地資優教育實施模式

呂金燮等人（2016）透過在地資源整

合運用，發展「好野人」課外方案，透

過在地田野探勘、在地議題任務導向學習

設計以多階段營隊型態帶領學員深入探討

棲地，是一個成功讓資優生潛能優異化的

歷程。陳偉仁等人（2016）以跨校性交

流活動同步發展資優生學習及教師專業成

長，亦是深度耕耘一例，其以跨校性資優

教師成長團體及問題本為學習（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為課程思維，共同

討論並開發課程。團隊教師在各自的學校

實踐課程，但師生間不同層次的內外交流

型態，創造了心智轉化的空間。該方案透

過五校資源整合，以生物多樣化作為轉化

中介資優，繼而延伸為環保論壇，小論文

辯論或網路平台下，展現出愛護動物的深

刻情意。

上述兩例從集結團體、分配任務小組

到學習社群，讓學生可以在不同層次的交

流活動中感受到合作共享動力，並進入演

練智能的方式之中。也透過師生平行學習

的歷程，資優教師扮演後設認知教練，設

計、媒合、仲介資優生之間互相學習的可

能，資優生則成為問題情境中的實踐者，

從投入、偕同 /協同構思出兒童觀點的社

會行動，並從友伴間相互回應引導默會中

增加能量，本研究亦從此一建構「增能社

群」（enabling community）動機出發，透

過跨校交流、館校合作研討、跨年級班群

交流，以海洋生物探索為鑰，人文關懷為

依，開啟資優生深度探究之門，建構教師

社群課程共備模式實踐。

三、在地環境觀點之適性課程

研究者考量參酌在地區域特性及可用

之資源，特別著力於發展資優生適性教育

方案之可能性。資優生在一般人的心中總

是得天獨厚，光環盡現。歷來研究皆指出

資優生大致上個人與社會適應良好、情緒

穩定，有強烈追求成就的動機、也有較一

般人高的自尊及較佳之自我概念。正由於

資優生較佳的潛質與學習能力，使其常能

輕易超越同儕，取得非凡成就，也更加容

易使得教師與家長只關注其認知能力發

展。然而資優生存在著一些獨特的適應問

題，這也是美國資優兒童學會將工作重點

放在資優兒童的社會與情緒發展及情意教

育課程緣由之一。資優兒童能否在認知高

度發展的同時，又能維持在同儕中的人際

關係、信守高的道德標準、尊重人我份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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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頗值得關注。因此本方案亦特別注重

發展情意課程方案。美國學者Silverman

（1988）指出資優生情意課程應包括：認

識資優特質、自我期望、害怕失敗、他人

期待、與眾不同、能力不對等發展、內向

性、同儕間壓力與競爭、罪惡感、社會技

巧、處理壓力、敏感性、與他人溝通等議

題。潘裕豐（2000）建構之情意教育內涵

分為五個面向，包含自我認識、自我瞭解

與自我肯定；情緒管理與控制；建立良好

人際關係增益社會互動；生涯規劃、領導

與溝通訓練；關懷與參與社區活動、志工

經驗、服務奉獻等議題。

資優生情意課程的發展，就消極面而

言，可避免資優生產生精神方面的疾病，

積極面來說，可協助資優生正向的面對並

運用與生俱來的過度激動特質。從生態系

統的角度來看，不但要培養資優生健全的

個人發展，更要從環境觀點出發，協助其

發展調適能力。本研究有別於融入普通課

程教學，特將情意教育獨立為一門資優課

程，希望涵蓋上述情意教育內涵，發展出

融入環境觀點之適性課程。

參、專業社群執行

方案內容

諸多研究皆肯定教師專業社群有利於

提升教師專業知能，屏東有著狹長的特殊

地形，且資優學生分布概況依然以屏北最

多，故採分散式資源班服務模式，而屏

中、屏南學生最少，服務模式為資優方案

輔以巡迴輔導，資優資源明顯集中於屏北

地區，因此研究者嘗試結合縣內北、中、

南區資優教師，甚至跨縣市、跨校交流，

合作建構專業社群，讓課程共備成為可

能，亦希冀能透過課程充實滿足所有資優

學生的需求。

情意教育、創造力與批判思考活動適

合資優生高度心智運思特質，尤其能符應

資優學生需求，資優教師社群共同發展情

意教材，並設計辦理創造力與批判思考活

動的假日資優方案。

而自然科學教師專業社群則是因應屏

東縣特有海洋資源，故推動生物多樣化之

海洋科學教育為主軸，以國立海洋生物博

物館為主要場域（社群A），其次以國立

科學工藝博物館科學探究學習為輔（社群

B），教師共同備課，研發出符合在地化之

資優教材，期間並結合藝術創作、批判性

思考設計出資優方案，拓展服務模式，確

實符應本研究之初期屏東縣資優教育需求

評估。

一、結合在地資源發展資優假日方案

屏東地區有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鄰

近的高雄地區有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社

群老師們乃首先結合博物館教育資源，發

展與辦理海生館海洋科學充實方案與科學

工藝博物館科學探究方案。 

（一）海洋科學充實方案

本方案為研究者發展的暑期資優生營

隊，營隊從規劃到辦理耗時半年，結合海

洋生物博物館的資源，執行過程中邀請20

位社群老師們共同參與方案討論與實施，

協助教師們熟稔方案發展與執行的過程發

展（侯雅齡、陳淑慧, 2016）。營隊規劃一

系列海洋生態課程，參與課程學生達64位

資優生，課程架構包含海洋藝術創作、生

態保育、生物資源、海洋應用科學、海洋

經濟法政、海洋基礎科學與海洋生態旅遊

七大部分，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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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題課程，又可分為四個行動取

向，分別說明如下：

1. 海洋藝術創作－創意珊瑚礁生態系及團

體創意馬賽克

本課程設計以藝術本位概念出發，結

合科學過程技能與團隊合作情意教育。

「珊瑚礁生態課程」乃整合近距離仔細觀

察海洋生物的輪廓、比例與對稱性的經

驗，以毛根為素材創作出栩栩如生的作

品，並小組合作將個人作品匯聚，進行即

興故事展演，挑戰每一個小團隊的想像力

與合作的精神。將營隊主題「Fun游屏東，

與海共舞」文字改以創意馬賽克呈現。營

隊伊始，學員們即拿到一張描繪著不規則

黑線的白紙，透過想像及及多日的觀察，

學員將「最喜歡的海洋生物」、「最想

深入研究的海洋生物」、「最有興趣的

標本生物」及「印象最深的課程」學習

心得繪入封閉曲線內，於課程結束當天

合作組裝呈現，成為所有學員共同完成

的巨幅作品。

2. 實地踏查深度瞭解

實地踏查包括海洋生物養護場及夜探

海岸林陸蟹生態，前者在養護中心能觀察

到研究人員悉心照料的綠蠵龜，及各種難

得一見的大型水箱養護各種魚類，了解到

海生館努力為各種保育類海洋生物生命維

持的付出。夜探海岸林則帶領學員近距離

觀察陸蟹釋幼行為模式。墾丁後灣是全球

陸蟹歧異度最高的地方，踏查時間特地選

在月圓之後、母蟹抱卵集體降海、海邊釋

放孵化的幼蟲的佳期，由陸蟹專家與在地

文化協會解說員帶領，一邊解釋陸蟹的生

態一邊進行田野踏查，同時也觀察到因為

人類造訪海灘留下的垃圾對寄居蟹及海洋

環境造成的戕害。

海洋藝
術創作

海洋法
政經濟

海洋應
用科學

生態
保育

海洋生
態旅遊

生物
資源

海洋基
礎科學

海洋科學

充實方案

圖1　海洋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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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洋經濟法政－你、魚、我議題討論及

世界咖啡館四大議題討論

(1)「你、魚、我」－探討海洋開發與保育
台灣的河口海域受到工業與重金屬汙

染，海洋生物近海棲地破壞，再加上漁獲

高密度捕撈，造成生態失衡。「你、魚、

我」活動從漁獲撈捕方式影片分析、討

論，再帶入海洋法律政治議題，瞭解「黃

牌」與漁獲撈捕方式對於漁業經濟的警

訊，活動中透過桌上遊戲讓組員以手邊有

限的資源，在競逐中「取捨」，瞭解地球

的資源不是用之不竭、取之不盡，更加不

是先搶先贏，能發展出與海洋永續共存的

生活方式。

(2) 世界咖啡館－海洋研究議題討論
世界咖啡館透過設計脈絡、營造接納

愉悅的環境、探索重要議題、鼓勵成員貢

獻、連結多種觀點、聆聽洞見、分享成員

智慧，課程中海洋相關議題乃取材自營隊

舉辦所在地「恆春半島」、「海生館」，

以及本營隊踏查活動中學員所見之海洋環

境現況，議題向度包含休閒、經濟、社

會、永續經營。世界咖啡館從情境營造、

凝聚對話力量，讓針對正反兩種觀點激盪

出各種想法，最後將思維見地彙整為書

寫、塗鴉、心智構圖或圖畫，對於引導資

優生進行批判思辨及問題解決是個有利的

工具。  

4. 海洋生態旅遊探討－岩礁海岸生態探索

在海陸交界處，海水漲潮時的最高

線，到退潮時所及的最低線，兩線之間即

為潮間帶。本次由海生館研究員帶領學員

觀察潮間帶的生物系，在最適合觀察的傍

晚時間前往萬里桐進行實地踏查，學員漫

步於潮間帶，細心查找，及觀察海參、蝦

蛄、海膽、石珊瑚等生物動態，並進行紀

錄，體驗潮間帶豐富生態，並觀摩生物學

家的研究觀察方式。

課程研討期間，教師群為引導資優學

生關懷自身環境，將海洋議題融入教學目

標，緊扣所列之「海洋文化」、「海洋休

閒」、「海洋資源」、「海洋社會」與

「海洋科學」五個海洋教育主題軸，規劃

出包含海洋知識、戶外進行的田野踏查活

動，靜態動態活動交錯，透過體驗內化知

識並引發深度反思。在十大主題課程中，

融合海洋議題進行探討，學員們因為親近

海洋、瞭解海洋，進而愛護海洋是本次課

程設計的目標，具體而言，即落實啟發資

優生創意思考、批判思辨以及團隊合作等

資優行為，透過深度探索海洋知識、體驗

生態現況並承諾為海洋環境保護盡力。

（二）科學探究方案

本方案主要由屏東縣資優中心行政團

隊、資優班群教師合計15位，參與學生以

資優資源班學生為主，實際參與人數80

人。本發展方案目標在於提供資優生較假

日多元學習探索更完整的實作體驗課程。

有別於海生館以海洋生態為研究主力，國

立高雄科學工藝博物館（以下簡稱「科工

館」）在科學探究資源面向更廣，與屏東

相鄰，協調合作模式較易，歷經四個月規

劃討論後，擬定課程面向在於擴展科學探

究層面，以科學動手做、科學嘉年華及體

驗營隊等方式執行。科學動手做與體驗

營以兩梯次營隊進行，科學嘉年華於資

優中心所在地之屏東縣仁愛國小辦理。整

體課程規劃分為三類型，皆以跨領域主題

式概念設計，設計目的在連貫、統整不同

學科的概念，融入人文關懷，例如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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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與永續性」為前題，並以當前人類所面

對的「全球氣候變遷與調適」和「莫拉克

風災」為題材，結合生物、物理與化學等

科學概念發展出的跨領域課程；又以科學

嘉年華的「仿生奈米」為例，也是以「尺

度」這個跨領域概念作為主軸，引導資優

生從自然界一般可視、巨觀和微觀尺度的

現象了解物質特形，探討不同尺度特性，

學習同時考慮多重系統在多重時空下的交

互作用。以下說明科學探究方案內涵：

1. 前瞻科技科學體驗實地參訪

(1) 前瞻生物科技：於科工館之北館生

物科技實驗室參觀，透過實作得到

目前生物科技發展概念，或透過水

中微生物顯微觀察活動從觀察微生

物的外型、顏色、構造等等特徵，

讓學生對微生物的世界有初步的

認識。最後導入DNA粗萃取實驗

&DNA模型，主題為生活中生物科

技及遺傳物質DNA，讓學員以簡易

的方法萃取不同植物或水果中所含

的DNA，體會生命科學的奧秘。

(2) 前瞻奈米科技：本課程於科工館北

館三樓科學教室進行。主要內容有

奈米科技的概念介紹及「奈米新世

界」，讓學員藉由動手操作體驗

「可觸摸」的奈米物質，並製作奈

米科技生活產品，更深入瞭解奈米

世界的奧秘。其次介紹彩蝶效應，

利用偏光片產生多層膜鏡片的效

果，呈現不同程度的反射與散色，

造成顏色變化萬千的彩蝶效應，因

此可在轉動的萬花筒及彩蝶寶盒內

觀察到變化萬千的圖案與顏色。

(3) 防疫戰鬥營：由疾病管理署與科

工館共同合作推出「防疫戰鬥營

2.0」，透過角色扮演防疫戰士，與

三位來自黑歐斯王國的虛擬使者，

學習防治知識以消滅各種傳染病。

(4) 莫拉克風災重建展示館：展場內以

沉浸式的土石流劇場讓觀眾身歷其

境回到「莫拉克颱風」發生的那一

天，再再參訪展廳瞭解災難的救援

及撫慰工作、重建工程的新思維及

其中所發生的點滴故事。

(5) 極光、馴鹿--薩米人的星空：透過電

影呈現北極薩米人的風土人文以及

生活特色，也實地拍攝許多美麗的

極光畫面，並說明四季的成因，以

及極地極端特異的氣候變化，如何

影響薩米人的適應和生存。採用3D

特效視覺效果令人驚艷，是一部精

彩的電影，透過電影說故事，讓學

習更有趣。

(6) 與恐龍冒險：史前星球：採用3D

特效視覺效果提升真實感，透過厚

鼻龍派奇的雙眼，我們目睹曾雄霸

地球的偉大生物大遷徙在億萬年以

前，地球被一群巨大生物所掌管。

2. 科學嘉年華：

本課程共分為「奈米仿生」、「電

學」、「力學」及「光學」四類探索活動：

(1) 仿生奈米包含「變色彩蝶」，透過

偏光片的偏振原理及透明膠帶的折

射，旋轉偏光片產生模擬大美藍蝶

多變的顏色。「連連稱奇」，蠟燭

煙燻紙杯，形成奈米碳黑，模擬蓮

葉上的奈米結構，產生疏水及自潔

的蓮葉效應。「生物導航」透過化

學合成奈米磁性顆粒，模擬生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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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導航。「飛行種子」，模擬桃花

心木種子的飛行，運用白努力原理

製作會飛行的紙蜻蜓。

(2) 生活中的電學探究包含「步步高

升」，利用線圈通電後產生磁場

的原理，藉由控制電流通斷來操控

磁力有無，運用分區分段產生的磁

力，一步一步將鐵管運送至高處，

同時考驗操作者的手眼協調能力。

「靜電魔鏡」則是運用場效電晶體

對電場的靈敏感應能力，進行靜電

荷的檢測，利用外部電場的電性和

強弱，控制 l ed燈發光的強弱與明

滅，可以摩擦起電的方式產生正負

電荷，再進行檢測。

(3) 力學由多個簡易遊戲說明原理，

「空氣砲」以大型鼓教具呈現，

表面為矽膠皮膜，藉由瞬間造成鼓

內體積變小或變大，而形成內部空

氣壓縮，並迫使空氣往前流動，如

加上煙霧的特效，可清楚的看見空

氣流動軌跡。「大鵬展翅」則說明

常被誤用的伯努力原理，透過製作

飛機機翼了解當飛行時，因在機翼

上方的氣流速快，壓力較小；相對

的，機翼下方的氣流速快，壓力較

大，壓力大的氣流往壓力小的方向

推擠，故使機翼產生昇力。結合數

學與物理概念玩「紙飛機」，利用

摺紙遊戲，將成品放入風洞機內測

試，因紙飛機翅膀邊緣的渦流效

應，造成了翅膀上、下壓力差，而

使得紙飛機獲得升力而飛行。簡易

的手作玩具「天外飛仙」是利用橡

皮筋的彈性蓄足彈性位能，放手後

又轉換成物體飛行的動能射出。一

如桃花心木種子落地般，天外飛仙

的尾端紙條呈現螺旋槳扇葉，使其

旋轉平穩緩緩降落，以減少其觸地

時的衝量。「迴旋標」可以試想為

會飛的陀螺，其轉動軸繞著直線旋

轉，升力及穩定性使迴旋鏢上升，旋

軸的轉動令回力鏢回飛。「圓筒飛

行」是環形狀的飛行器，在空中自轉

飛行時因為轉動慣量，有了慣性矩作

用，會比較穩地地飛翔。

(4) 光的奧秘包含「眼鏡的秘密」，利

用凸透鏡模擬眼球水晶體成像功

能，再依據人眼近視、遠視的成像

位置調整需求，運用凹、凸透鏡進

行矯正，使成像點能正好落在視網

膜位置上，由此落實光學的生活運

用。「色光合成」：利用均勻化的

三原色光，投射於白紙上，可任意

調整距離遠近與色光數量，合成出

多種色彩，並以是否能合成白光為

過關條件，使觀眾能以實驗的方式

來體驗色光合成與色彩調色的差

異。「多重成像」是個複雜概念，

透過觀察瞭解平面鏡會產生與原物

體大小相等、左右相反的像，物體

在成夾角的兩個平面鏡中間，經由

反射會產生多重影像，成像數目與

夾角的關係。

此一充實課程的規劃目的在於透過體

驗行動瞭解動手實作探究科學真貌，且博

物館學習的趣味性及知識挑戰，將能引導

資優生往更深的知識探索前進，也期望資

優生能夠以「世界公民」的姿態持續鍛鍊

批判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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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學校為基地發展資優假日方案

透過結合博物館資源發展方案習得深

度方案的發展技巧後，社群教師們發展以

學校為基地的假日方案，以資優資源班八

位老師及資優中心行政人員為執行團隊，

參與學生人數92位，茲分別說明課程內涵

如下：

假日情意多元充實課程的目的在提供

資優學生較為寬廣的學習機會，以擴充其

對主題內容的認識。本方案的實施對象以

安置於仁愛國小資優資源班接受服務的資

優生為對象，資優班授課教師依據不同年

級的學生需求進行規劃與設計，方案執行

除了週間小組上課之外，每個月也有一次

外聘課程，每學期並安排一次校外充實課

程。課程規劃以充實普通班課程為基礎，

將領域課程加深、加廣。以三、五年級經

由班級團體討論決議安排天文活動之旅，

學習使用天文望遠鏡設備觀察星體運行，

因此安排到台南區之南瀛天文館參訪。而

四年級學生經討論後發現屏東縣本地原住

民部落具有豐富的人文寶藏，藝術生活器

皿圖騰別具特色，因此安排屏東縣最南端

的牡丹鄉東源部落之旅，實際走訪部落體

驗在地多元文化風貌。活動之一脫口秀，

透過地理知識和個人經驗融合為資優生口

語發表的媒材，與創意思考技法整合，進

行口語發表展現學習成果。下表為二個方

案內容的統整。

表8　多元充實課程方案及具體目標

方案內容（一） 具體目標

學習成果闖關活動。

科學課程﹕射擊漂浮球。

1. 從發表分享的闖關活動過程，加強
口語表達的能力與經驗。

2. 探索射擊漂浮球的可能問題。

人文課程﹕口語表達 在專業且有經驗的語文專長教師指導

下，有效提升口語表達溝通的技巧。

校外充實教學﹕親親濕地

體驗水上漂~牡丹鄉東源部落之旅

1. 藉由環境教育體驗增加學生與大自
然的互動經驗。

2. 認識濕地的生態環境與重要性，理
解如何在生活中愛護環境。

生物數學跨科統整課程：鼠碼寶貝 1. 松鼠筆筒DIY：觀察學校的松鼠活動
狀態，描繪並製作松鼠筆筒。

2. Eco-game:豆鼠肚子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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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設計皆著眼於提升資優生的探究意

願與挑戰課程學習之需求。學習的發生不限

於學校或課堂情境，符應資優生敏於察覺事

物間交互關係的特質、提供多元的學習機會

和場域，方能滿足資優學生探索自身天賦潛

能的需求並維持深度探究動機。

三、情意教材的發展

發展多元課程是為了突破既有課程的

框架，社群教師們透過觀察學生平日互

動、言談內容，發掘適性教學媒材，發展

適用於教學現場所需的情意教材，對彼此

增能頗有助益。以中年級為例，中年級學

生生活中相處的對象大多是年齡相近的同

學或玩伴，然而家人中同屬於被照顧者的

爺爺、奶奶們與這個年齡的孩子們感情是

親密的，由於高齡人口的照護與相處是人

生課題之一，符應現今邁入超高齡社會要

面對的問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教師們咸認為發展服務照顧他人的經驗，

對資優生的情意發展有正向幫助。而高年

級部分，則關注到資優生經常面臨外在高

度要求，或追求完美，因此教師社群評估

以「壓力」察覺與轉化納入情意課程中，

方案內容（二） 具體目標

園藝創作美學 本單元為外聘屏東在地香草植物園專家

授課，藉由設計植物盆栽等的園藝過

程，來調理人的身、心、靈，傳遞植物

的美、功用和機能，蘊含著深沉「文化

氣息與美感」之學習。

口語表達 本單元為外聘課程，口語表達是基本必

備的重要技能，尤其是針對報告內容要

如何講得精采，吸引眾人目光，更是門

深奧的技巧

天文體驗學習之旅 參觀南瀛天文館，在專業導覽解說之下

參觀館內特展、觀賞相關的3D電影，
結合館內科學教育活動，達到寓教於樂

之成效。

獨立研究成果觀摩發表 觀摩高年級學長姐一年以來的獨立研究

成果，透過經驗傳承與楷模學習，為未

來的獨立研究打下更深的基礎。

本單元為外聘學科專家指導發表，由具

研究背景的教師模擬口試，並且給予同

學們研究上的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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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出生活中飲食結合在地香草園藝技

能學習，茲將二份情意教材課程設計簡

述於下：

（一）高年級方案

讓學生藉由發表活動，去認識與覺察

不同的壓力來源，藉由分享壓力處理方

式，能學習到有效或尚未嘗試的壓力處理

方式。實際教學時，重點在導學生認識壓

力、面對壓力、處理壓力並能轉化壓力，

在處理壓力階段以「飲料製作」、「園藝

活動」及團體討論或小組晤談澄清迷思。

高年級學生有許多機會喝到各種飲

料，而園藝也是日常生活中隨處可

見，因為容易接觸，反而沒有機會細

細探索飲料製作流程；因為學習活動

滿檔，資優生常在學校與課後加強學

習才藝之間匆促往返，更加沒有機會

接觸園藝治療（社群C-1訪談）。

教師團隊咸認為，高年級資優生特別

需要學習一些簡單的休閒方法，利用有限

的時間紓壓，當有壓力出現時，可以自己

進行的活動，甚至能夠與家人或同儕分享

（社群C-4訪談）。例如以「左手香」為
材料，讓學生看一看、摸一摸、聞一聞、

感受香草在手心散發出的香氣，再以數片

左手香葉片加上柳橙汁，置入果汁機中攪

打成果汁，聞起來香氣宜人的左手香其實

嘗起來味道嗆辣，但是透過柳橙汁調味汁

後，就像壓力經過適當處理，轉變為美味

的果汁，教師群在解釋課程時，以「左手

香」即「壓力」為隱喻，只要學會、懂得

處理，壓力就是果汁的美味的助力。

（二）中年級教學方案

中年級的學生，生活中相處的對像大

都是年紀相近的同學或玩伴，屬於被照顧

者的角色，除了家裡較年長的長輩，如爺

爺、奶奶外，較少接觸老人的機會，也較

少有服務照顧他人的經驗。期望能透過本

次的學習活動設計激發資優學生利己與利

他的社會關懷能力、建立服務學習的態度

與精神病提升資優學生團體合作與人相處

的社會適應能力。教師群規劃知名影片

「有你真好」，也是轉換視角看世界，期

能觀看真實生活中有點距離卻又親切的長

者。教師的角色是引導學生同理故事主人

翁，影片欣賞之後的討論交錯提問討論，

試圖讓資優生在理性與感性之間思維切身

議題，也是批判性思考的鍛鍊之一。

之後更進一步安排「服務學習大挑

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透過參訪屏東

縣內埔鄉龍泉榮民之家，挑戰自我，以規

劃出具服務學習精神的活動為目標。雖然

只有中年級，但必須以自己最擅長的活動

來引起長者注意，並邀請長者一起參與活

圖2　壓力轉換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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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例如規劃老人健康操、相聲表演、樂

器合奏及製作花圈卡片等小禮物、陪伴長

者散散步等活動，過程中必須注意尊重、

禮儀、傾聽與合作等表現。

認識自我與他人的關係是情意教育的

重要課題之一，教師團隊依據不同年級情

意發展特質分別發展出適性方案，有實地

服務學習，也有關注自我心理面向，盡可

能全面涵括資優生需求，相較於一般著重

學科發展之資優課程，本方案透過建構社

會服務建構態度與價值，引導資優生從別

人的觀點與情感來看待情境，希冀能讓資

優生知性與感性平衡發展。

肆、社群教師的成長
在方案執行的推移過程中，社群教師

們的能力成長是本研究所欲達到的目標，

不同的方案執行方式都能從老師們的省思

與回饋中獲得意義，本研究以內容分析

法，透過觀看行動者如何解構資優概念，

重行詮釋建構資優課程的意義，以下依方

案所屬社群分別說明，札記編碼第1碼為所

屬社群，第2碼為教師編號，第3碼即為資

料形式-札記。

（一）海洋充實方案

本充實方案參與學生來自全國各地，

社群教師在活動進行中可以觀察資優生的

多樣化特質，透過和其他教師的對話學習

如何進行有效的教學介入，也學習方案課

程設計的目的與實施成效。

1. 資優特質的觀察與再認識

資優生該有什麼特質呢？資優生是不

是必然像是固定模子打造出來的？透過各

地匯集而來的資優生，方案老師對資優生

特質有了不同的理解。

過程中，也從孩子的身上觀察到每位

學生的獨特性，認知特質上的學習能

力快、記憶力強、觀察細微、思想奇

特、疑問多；在情意的特質上則是期

望高、自信強、要求完美、喜歡冒

險；在生理的特質上：精力旺盛、感

覺敏銳。他們具有豐厚的學習潛能，

要求完美的傾向，與旺盛的精力（社

群A-A-札）。熱情、有活力、富有創
造力、對新鮮的事物感到好奇，這些

都是我們對於資優生的既有印象，但

是實際上遇到了資優生呢？營隊的孩

子們來自北部和南部，其中有一位孩

子在特殊需求方面已經標註是雙重殊

異的孩子，喜歡在每一堂課中帶著一

隻兔子玩偶，同組的學生們沒有一個

提出關於兔子的疑問，可見得他們已

經學習到「包容」（社群A-C-札）。

真真正正的發現資優生就像海綿般的

學習力，以及可以投入到不眠不休的

紀錄、蒐集資料的程度有多驚人！對

於我們來說，要如何在短時間內，熟

悉並了解每一位孩子的學習特質及需

求？要如何在如此大團體中，吸引學

生注意力，並且一步一步的引導到課

程核心並發展出後續的內省與反思？

要如何在這一群資優孩子的面前表現

出良師典範，並在遇到問題時協助他

們找到方法解決？這種種的教學經驗

必須在資優方案中才有辦法累積！」

（社群A-B-札）。

2. 資優教師增能與收穫

本次方案課程與活動密集，營隊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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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跨恆春半島，機動性要求相當高，加以資

優生特質差異極大，因此教師承受的帶隊授

課壓力也頗高，能夠順利完成有賴於各工作

小組帶隊成員彼此支援盡心完成本務。

「這次受邀參加營隊，認識了許多在

教育界工作的優秀夥伴，非常值得。

每天，看著這些夥伴不畏壓力，任勞

任怨，放下身段，為這個營隊貢獻心

力，真的很令人敬佩、感動（社群

A-E-札）。

過程中，發現自己不停的和孩子起

「化學作用」，從彼此身上觀察與學

習，讓我也從中收穫滿滿。首先是我

帶領的小隊裡，其中一位學生為雙重

殊異，同時具有資優與過動特質。

這位孩子很辛苦的去學習適應團體生

活，尤其是要和七個和他一樣也有著

敏銳觀察力的孩子相處，十來歲的孩

子緊密的生活在一起，免不了有意見

不合。每一晚的省思時間，我請他們

試著以理性的方式說出觀察到的事

實，陳述與過動孩子的衝突事件如何

發生。我希望孩子們明白，得讓當事

者了解他的行為如何造成別人的影

響、困擾，把力氣放在解決問題，而

不是任憑它反覆發生。透過開放的發

言，一起討論出較適當的團體活動行

為以及大家能接受的「行為後果約

定」，學習接納別人不完美的一面，

以同理心，給予適時的幫助（社群

A-F-札）。

3. 對課程設計的反思

在方案的每一天課程中，無論是實地

的訪查、世界咖啡館或是桌遊等，以多樣

的方式，讓孩子們瞭解海洋的重要，不論

生物多樣性、海洋經濟以及生態環保三者

間複雜的關係都與日常生活緊密相關。

活動第二天的「世界咖啡館」課程，

營造如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沙龍形

式，以優雅做為討論的姿勢，在指導

老師精彩的引導下，孩子們用全新的

視野角度把「對話」當作核心，關心

世界生態，培養良善思辨力，在真

誠的傾聽中發表自己的意見（社群

A-G-札）。

還記得夜訪活動時，看著成群結隊，

揹著蝸牛殼的寄居蟹趕著到海水裡飼

幼，這一幕是多麼怵目驚心。原來，

在海邊撿貝殼這樣看似浪漫的舉動，

居然會讓寄居蟹無家可歸，進而對生

態造成如此大的影響，再加上沙灘上

滿地的垃圾，孩子們親眼目睹這些海

洋生物如何與垃圾「同居」，以及誤

食、誤入塑膠垃圾陷阱造成的傷害，

這一些，都在他們年幼的心底悄悄深

根，每一天的活動討論，都能夠明顯

的觀察到孩子如何把實務經驗一點一

點的累積，讓每一次的對話都能更深

入的去探討具體的改善行為。期望這

樣的生態保育觀念，能在孩子們心中

茁壯，並帶回去分享給更多的人（社

群A-F-札）。在孩子們一一離去的背
影裡，看到了他們對未來世界需肩負

的責任及義務，也許這擔子對這些目

前稚嫩的臉龐來說過於沉重。然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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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的夏令營所埋下的種子正發著

芽，遍地開花的日子即將到來。

（二）科學探究方案

本方案是由屏東資優中心規劃與高雄

科工館合作進行的方案，實施的對象為接

受仁愛國小資優資源班服務的學生。方案

為高度專業內容導向，教師們在執行過程

發現科學探究實作需要扎實的鷹架，建構

科學知識基礎頗具挑戰性，這對一般特殊

教育背景的資優老師來說有些吃力。其次

則是標籤帶來的期待，與實際表現有落差

時該如何調整，以獲得親師生三贏局面。

「我發現小朋友對科學探究毫無概

念，實在很難指導。甚至，有點讓我

覺得教小朋友們科學探究就像以前在

指導特教班孩子的感覺，非常的特

別。也就是當孩子們的起點為零的時

候，就是非常需要我們的時候。想想

看自己以前念研究所的時候，不也是

這樣?想想說不定當時教授帶著我們做
研究的時候也是這種感覺，就是「很

無力！」（社群B-A-札）

「我是從研究方法慢慢地帶，帶著他

們讀文獻、分析文本，研究方法就是

看他們做什麼，人文的有人文的方

法、科學的有科學的方法，其實很不

容易!」教師反應南部不易獲得獨立研
究指導資源，亦少有教師同儕願意分

享如何指導獨立研究，面臨十二年國

教課程領域綱要調整之後，獨立研究

已成為特殊需求，將是必授課程，老師

們感到恐慌，期待能有大學或研究機構

等外部資源進來協助，「那我們會比較

清楚方向」（社群B-A-札）。

「不過，這次能引進科工館的資源進

來，讓資優班小朋友對整體科學發展

有一個像是讀了歷史般的過程，其實

就是透過活動讓他們了解科學史的演

變，我認為是很好的!如果未來能夠持
續引進，對我們在指導研究時讓引導更

順利。學生在既有經驗上深入研究，這

樣就很有價值。」（社群B-C-札）

「學生對科學實驗的了解不夠，這是

我最擔心的。普通班現有自然與科技

課程內容過於簡單，例如小朋友對於

控制變因、操縱變因沒有概念，如果

要指導科展就會有很大的壓力，老師

承接來自家長的壓力，這是家長對自

己「資優」的孩子可能「標籤」的期

待比「實際表現」的期待還要高上許

多，這就是老師們很需要外在資源的

協助的原因。如果能發展「良師典

範」，幫孩子尋找適合的專家協同指

導，表現就會貼近學習本質，而不是

僅在「資優」標籤上打轉」（社群

B-D-札）

透過教師社群對話，教師們願意釋出

心裡的疑慮，自己對指導獨立研究的能力

及掌握程度有疑慮，加以家長期望過高，

不適當的標籤壓力對孩子的發展等因素糾

結，目前可說是資優班教學中相當大的挑

戰。對此，教師們期待現況能有所調整，

例如透過資優中心引入外部資源如獨立研

究指導經驗分享，其二是發展良師典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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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針對獨立研究經驗分享，亦建議辦理

教師獨立研究指導知能之研討及跨縣市獨

立研究成果交流。

（三）假日充實課程與情意教材發展

這是社群教師們依學生的需求，自主

發展教材，教師社群定時聚會、研討與增

能。從自行發展教材與實施後學生的反

饋，教師們評估教學效益、內省個人內在

情緒壓力，就是一個動人的開始。從實務

面而言，透過社群對話與外部學科專家或

講師的協助，也對教材內容、教學媒材的

運用等獲得增能的機會。

「透過這樣的活動，可以讓資優生接

觸到平常比較少接觸的園藝活動，在

了解多種處理壓力的方法後，能學習

到讓自己靜下心來思考的方法，透過

分享活動讓自己情緒得以抒發，和別

人討論植物生長的訣竅，分享不同植

物的盆栽，也可以增進友誼。最後如

果能昇華自己的壓力，透過園藝活動

幫助其他人，那才是這個教學設計的

終極目標。」（社群C-A-札）

「運用動畫電影作為貫穿整個單元的

教學素材，比較能夠引發學生的學習

動機，而樂於進行課堂活動。課堂中

我安排了較多小組合作進行之實作活

動，透過同儕之間的討論，能激盪出

較多不同的想法。但執行的當下，其

實我有點擔心課堂活動較多，時間安

排有點過於緊湊，部分組別較無法在

指定時間內完成課堂活動，所以後來

就視情況來彈性調整活動時間，自己

比較不會緊張、焦慮。教學結束之

後，我有想到課堂中選用的情境事件

如果能符合學生的生活經驗，能使其

更容易產生共鳴。會建議未來其他老師

要以此類型的課程設計時可針對學生的

狀況進行調整」（社群C-B-札）。

不同年段資優生需求不同，執行型態

也需要調整。中年級小朋友還相當天真可

愛，同儕間的討論頗多，大班討論或團隊

活動尚能掌握，師生間容易獲得共鳴。但

是高年級就很明顯分成數個小團體，同儕

關係變得緊密卻鬆散，大班級型態已經不

易引起共鳴，小團體活動較能引發資優生

真情交流，願意表述意見。

「三、四年級小朋友非常天真可愛，

在這個年齡也是能夠被老師引導最多

的，因此這次的情意課程，我們希望

透過服務學習，讓小朋友瞭解不同的

年齡會有不一樣的需求，到榮民之

家是個很棒的歷程。知道「人會老

去」、「如何在服務的過程中表達尊

重的態度」，以及「良好適當的言

行」，是我們在教學規劃所期待能達

到的效果」（社群C-C-札）。

「資優班教學目前感覺最困難的其實

是情意教育，因為不好教。不管是尋

找教材、了解學生需求、輔導及晤談

技巧都需要有足夠的準備度，固然桌

遊是很好的媒材、但也需要費心思考

小團體活動。對資優班老師來說，因

為學生一次來上課不是一個一個的，

是小團體或整班的，要能在教學過程

中細心體察學生的變化，學生同儕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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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中了解彼此的互動中微妙的變

化是很不容易的」（社群C-D-札）。

伍、成果與建議
（一） 海洋充實方案習得完整資優方案

從規劃到執行的全貌與重點

社群教師參與此方案歷經半年的運

作，從編輯課程、構思活動，如何設計批

判性思考及創意想像活動，如何結合海生

館外部資源等等收穫良多。活動過程中看

到參與本方案學生如何在課程中學習、體

驗、成長，教師們也檢視方案成功的具體

因素，是一個很棒的學習與成長。

（二） 科學探究方案探究博物館資源引
入對教學與學習的助益

面對在科學領域相對優異的資優學

生，特教教師的專業對資優學生的協助有

限，因此將博物館資源的引入是及時雨，

但在此方案的執行過程中，老師們從現場

資優教師們發現若只是進行走馬看花式的

科學活動對學生在執行科學研究時所遇到

的困難幫助有限，如果能有學科專家協

助，可以減少摸索時間。

（三）假日情意與多元充實課程

社群教師們在教材發展與執行過程中

不斷反思與對話，察覺學生情意教育需求

與教師個人內在情緒的流動互相呼應，在

教學中透過反身性思考獲得調適；而援引

外部資源讓資優教育達成充實的功能，同

時促動教師持續教學向前行。綜言之，教

師意欲開展教學多元化，發掘開展資源安

排有別於普通教育的充實課程，以探究實

做自然科學及情緒教育的活動，多元媒材

引起學生共鳴，顯現滿足資優學生對學科

學習強烈需求，增加學生學習投入。情感

與理性力求平衡，教師團隊同步激發學生情

意的發展，情意課程亦同步並進，在團體

一起努力之下的表演活動，突破制式討論

化為關懷行動，學生自然而然流露的關切，

顯見情意課程對資優生的影響不容小覷。

屏東縣雖受限於天然環境與地理位

置，資優教育的推展不若都會地區，因此

教師的能力與主動性是資優教育扎根的重

要因素。在本研究中從大學端主導，整合

與導入相關資源協助地方資優中心建構資

優教師社群。透過直接與間接的協助，讓

社群老師們有參與方案、激發規劃與執行

方案的能力，是具體的增能表現。

社群教師在增能的過程中，能獨立發

展出符合具在地特質、適性之資優課程，

而在歷程中，不斷透過專業對話強化社群

能量，讓教師社群逐步建構共同關注面

向、凝聚合作共識，相互分享與檢討課程

內涵。教師們在方案執行過程中遇到困境

相互協助與建議，促使方案落實，更是不

可多得的收穫。

本研究從屏東在地現況出發，盤整相

關資源，組成教師專業社群作為推展資優

教育的基石，期望屏東的資優教育能在這

群優秀夥伴的共同努力之下，協助更多極

富發展潛力的資優學生開展天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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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calization of Giftedness: The 
Practice and Reflexivity of the Gifted 

Programs in Pingtung County

Abstract
Based on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nd educational needs of gifted students, the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maintains a close partnership with the Gifted Educational Center of Ping-
Tung Educational Bureau. We describe in this paper the two-year practice of rural community-
based gifted programs and present well-integrated curriculum providing services to fulfill gifted 
children’s special needs of learning. By mea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gifted educational 
program, this paper represents the creative power of collaboration and a new landscape of learning 
for gifte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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