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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式數理資優班班級經營與學生輔導策

略—以永和國中為例 

 

陳敏華      顏德琮 

新北市立永和國民中學 

 

  鑒於國內國中階段數理資優集中成班的方式已走入歷史，現行特殊教育法

（2009）的修正改為分散式資優班，目的在使資優生國中時期融入一般學生進行學

習，期盼資優生擁有較佳的社會適應能力，也因此分散式資優班的班級經營功能與

班級經營進行的方式須做多方調整；本文分別探討資優班班級經營與學生輔導策略，

如何同時滿足資優生身心特質的個別差異與群育生活，唯有行政給予支持的環境、

親師建立互動網絡，才能使資優班班級氣氛助於資優生進行各項資優課程的學習，

其中透過擬訂個別化輔導計畫，使資優生認識自我，使普通班導師了解班上資優生

的學習特質，使資優生家長了解學校資優教育理念，三管齊下促使班級經營效果提

升，進而發展十二年國教資賦優異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中的各項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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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依據特殊教育法（2009）第 35 條明

確規定國民教育階段資賦優異教育採分散

式資源班、巡迴輔導班、特殊教育方案辦

理，而永和國中數理資優班的設立採分散

式資源班（以下簡稱資優班）方式辦理，

資優班班級經營方式與內容將面臨許多考

驗，例如當資優生面對資優課程與融入普

通班的相關問題，資優班導師如何進行學

生輔導協助資優生妥善分配資優班與普通

班學習時間，並達成親師生有效溝通，是

資優班級經營的功能，創造完善學習的條

件。 

 

貳、資優班班級經營原則 

        依據十二年國教資賦優異相關之特殊

需求領域課程綱要（以下簡稱資優特需領

綱），資優生通過資優鑑定後，學校可規

劃「情意發展」、「領導才能」、「創造力」

與「獨立研究」四科目，並依學生優勢領

域之學習需求，自行規劃「專長領域」課

程。（教育部，2019）。鑑於此，班級經營

的功能為了使資優課程發揮教學效果，資

優班教師達成資優教育的目標，資優生對

於資優課程有效學習，所引發用於資優班

級師生間的準則。根據相關研究指出因為

認知方面學習速度快、觀察入微且喜好發

間、常有獨特的想法；在情意方面資優生

具有追求完美、感覺敏銳、喜歡冒險、獨

立自主等特質；在生理方面精力旺盛。

（吳淑敏，2010）因此強化資優班班級氣

氛與班級風格有其必要性。 

        依據筆者實務經驗，班級經營原則可

歸納如下： 

一、取代「競爭性」，建立正向回饋。 

        國中階段資優生深陷於升學壓力，參

與各項競賽也會造成同儕競爭與比較，甚

至引起負面忌妒心理反應，造成行為問題

或是影響班級氣氛。資優班導師可於課程

中觀察，或與任課教師交換訊息，了解資

優生於不同領域的表現，諸如資優生參加

英語演說、國語朗讀……等不同領域的訓

練與學習，鼓勵資優生在時間管理中做調

配，能力與自我興趣選擇下，往不同方向

嘗試，也建立生涯探索的機會。 

二、塑造英雄人物，發揚「多樣性」。 

        周泰萱（1994）指出影響資優生智能

與創造力發展的因素很多，其中學校環境、

家庭環境、社會文化環境都可能造成影響。

班上數理資優生共同進行的課程為數學、

生物、理化、獨立研究、科學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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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數理領域中資優生對於數學或科學的

理論與實作兩部分，學生各有擅長，資優

班導師可以塑造各科的英雄人物，例如：

午休課程時，舉辦「物理小王子、小公主

競賽」；進行自然領域酸鹼滴定專題實驗

時，設立「滴定達人」頭銜，此類英雄人

物的塑造在於讓資優生輪流當英雄，人人

都可以是英雄。透過此類活動，資優生學

習同儕的榜樣，轉化為自身增強的動機。 

 

參、資優班班級經營方式介紹—永和國

中為例 

        永和國中自 1989 年成立數理資優班，

為集中式成班，自特殊教育法規明文修正

後，改為分散式資源班，以下均簡稱資優

班。2007 年開始採分散式資優班，起初

資優生分散於六個普通班，2014 年採入

學後鑑定，資優生改為隨機分散式編班，

至 2019 年恢復入學前鑑定。該校資優生

來源為新北市於每年 12 月~ 4 月進行數理

資優鑑定，發掘就讀或設籍新北市具學術

性向資賦優異潛能之學生，以確認其特殊

教育資格並提供適當之教育安置及教育服

務，充分發展其身心潛能。目前該校內數

理資優生共 133 位，其中七年級 41 位，

八年級 45 位，九年級 47 位。以下將針對

永和國中資優班班級經營與學生輔導進行

討論： 

一、 建立學長姐傳承制度 

        國中階段的資優生除了與同年齡同儕

相處，與學長姐建立良好關係，能使其在

學習路上擁有老師以外的諮詢對象，資優

生不僅能將在學習與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問

題與學長姐討論，也能促進教師班級經營

之成效。例如，當資優生八年級進入獨立

研究之忙碌時期，資優班導師可藉助資優

生高年級學長姊之經驗分享，以利資優生

在課業和研究之間取得平衡。 

二、 結合資優學習地圖辦理班級活動 

        基於資優生於七年級入班後，缺少像

普通班每天每科課程皆全班一起進行的特

行，資優班導師與行政討論並進行規劃後，

可舉辦結合環境教育與戶外探索的相關課

程，例如：合歡山攀東峰、東眼山一日生

態課程……等，希望藉由此類團體外出行

程，讓資優生分組進行活動，了解同儕的

性格或學習習慣。 

三、 辦理獨立研究成果發表會 

        為讓資優生於增進發表與省思回饋能

力，發表會後了解他人對於自我的回饋，

資優班導師、獨立研究指導老師與資優生

可舉辦或參與各項發表會，在過程中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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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尊重並理解同儕的想法，以提升自我

省思與評量回饋的能力。 

       透過結合獨立研究與科學服務的理念，

於七年級進行「原班服務」、八年級進行

「資優班開放日（open day）」與「專題

成果發表」，九年級則擔任學弟妹各項活

動的諮詢顧問與幕後協助。 

 

肆、資優班班級經營困境 

        資優生個別化特質差異明顯，當在學

習方面適應不良時會對於心理產生挫折感，

Roedell（1984）指出資優生挫折的來源

出於情緒過度敏感、過度完美主義、他人

加諸過多的期望與自我設限……等。而認

知與情義兩者為相互影響，因此資優生的

情意適應關係其整體認知與潛能發展，都

是資優班班級經營所需要努力的方向

（Silverman, 1994；吳昆壽，2006），但

由於資優生所需參與的課程種類多樣，也

常分散於不同場域，因此資優班之班級經

營過程中會遇到各樣不同的困境，以下將

資優班級經營常遇到的問題羅列如下： 

一、與普通班的作息脫節 

        學生數理課程在資優班，導致沒有辦

法知道普通班班上的回家作業有哪些，或

是班上老師在放學前才交代的任務，隔天

到校發現物品沒帶，影響課程進度與學習

效果。 

二、資優低成就 

        對於數理課程加速、加深加廣，部分

資優生仍無法跟上任課教師的上課進度，

造成平時小考成績落後，或是需要利用中

午、課後時間進行強化輔導，同時也壓縮

普通班課業，長久之下，各科老師指派的

任務應接不暇。 

三、對於發表類型的課程活動不適應 

        資優班的獨立研究課程重視個人、小

組……等不同形式的發表，學生若在國小

階段較少有機會進行口頭報告，容易產生

焦慮。 

四、對於自我信心不足，缺乏動機進行資

優數理課程 

        資優生參加國中資優班鑑定時，若是

抱著參加看看的心態，或是源自家長對孩

子的期待，在取得資優資格接受服務時，

會對於自己是否「資優」存在不確定感，

也對於自己是否「能」完成資優班的各項

任務缺乏自信而開啟心理防衛機制，試圖

減少因「不可接受」或「沒有能力」完成

各項任務而來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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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資優班學生輔導策略—永和國中為

例 

        根據特殊教育法（2009）第 36 條，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應以協同教

學方式，考量資優生性向、優勢能力、學

習特質及特殊教育需求，訂定「資賦優異

學生個別輔導計畫」（ Individual Guid-

ance Plan，簡稱 IGP），透過 IGP 為每一

位資優生學習需求進行評估，再給予其合

適的課程安排。 

        唯設立分散式資優班的學校，以永和

國中為例，通常各屆通過數理類資優鑑定

的人數介於 40位~50位之間，上述「訂定

IGP 再給予資優課程安排」的順序，將調

整為先行依據資優特殊需求課程綱要設計

引導學生進行探究實作、發揮溝通參與能

力，具備積極、正向、自發學習態度、強

調高層次思考、溝通互動與實踐反思之相

關課程，進而遵循資優學生輔導策略了解

個別學生的資優特質後，再談資優生的輔

導（郭靜姿，2000）。 

       而關於資優生特殊適應問題與輔導，

資優班導師宜與資優班任課教師、普通班

導師進行雙向溝通，較能分析資優生於學

校或家庭生活中的行為表現背後的原因。

以下分述常見資優班學生輔導事項與對應

的輔導策略： 

一、學生與普通班導師間的關係衝突 

  資優生的思考跳躍，專注於自己有興

趣的領域，有時即使十五分鐘的下課時間，

也會從普通班到資優班教室與同儕進行問

題討論，對於資優班的歸屬感大於普通班

級，因此將普通班分派的任務往往僅力求

儘速完成，但並未兼顧成果品質，引起普

通班導師不滿。 

   當下資優班老師應要求學生依照普通

班導師規定，返回教室進行打掃，事後，

再與學生進行個別討論，詢問其未完成打

掃就離開普通班的動機為何。融合教育的

意義在於使資優生也能社會適應，因此資

優班導師應告訴學生資優生也要對班上事

務負責，切莫有享特權的心理。 

二、學生欲調整資優服務 

  依據資優特需領綱，永和國中針對資

優生開設「科學服務課程」、「獨立研究

課程」、「數學專業課程」、「科學專業

課程」，若資優生對於個別課程不適應，

可自行或由家長提出與資優班導師討論，

檢視其個別需求是否進行課程調整，除了

科學服務課程、獨立研究課程為資優生必

修課程外，各科專業課程可進行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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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曾有學生於七年級下學期向資

優班導師表明想退出資優班，原因為科學

服務課程排在午休時間，導致學生下午課

程精神不好、疲倦。資優班導師從該生的

生物老師那得知該生對於專題研究有強烈

興趣，也是因為了解國中資優班可以進行

科展的學習就來報考，而後在個別輔導時

間約談該生，再次確認其想進行研究的動

機，於是指派給該生一個任務進行問題解

決，請學生用三天的時間思考，如何能留

在資優班學習又能兼顧午休睡眠。後續持

續追蹤並關心該生午休上課狀況，學生表

示想睡的時候，可以自己找下課時間自己

補眠。 

        另一位學生於八年級上學期向資優班

導師表達想退出資優班，放棄資優服務，

原因是該生於平時參與獨立研究課程時，

與組員無法妥當進行分工合作，而這對於

該生有很大的壓力。資優班導師先行與該

生獨立研究指導老師詢問，希望藉由指導

老師平時對於學生的觀察進行評估如何介

入處理。同時也與學生、家長進行意見諮

詢，建立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經過三次

以上面談，學生仍表示小組分工造成的壓

力無法解決，資優班導師與指導老師評估

後，邀集行政開 IGP，暫時取消該生的資

優服務。 

  藉由上述兩個不同事件，呈現資優班

導師對於學生欲調整資優服務時，應視不

同學生的身心特質、個別需求與調整動機，

給予不同的引導。 

三、資優生在同儕間為競爭關係 

  當普通班導師對於資優生有錯誤的

「完美印象」，就會造成資優同儕承受不

合理的比較與競爭壓力。例如，該普通班

有兩名資優生，其中一名各科學業表現優

異，其中一名為資優低成就學生，兩位學

生的差異導致普通班導師會認為資優生不

是就應該……等行為，為什麼該名資優低

成就學生都辦不到。 

        經資優班導師與普通班導師討論，此

時普通班導師對於低成就學生在原班的作

業缺交、考試不及格……等行為表現詳細

敘述，資優班導師藉此可了解學生於原班

的任務有哪些需要加強；同時，資優班導

師也與普通班導師敘述該生於資優班的特

殊優異行為，讓老師了解學生有其未觀察

到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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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資優班班級經營與學生輔導省思建

議 

        校內資優班的發展有賴各項軟、硬體

環境的支持，當資優班導師依照資優教育

理念建立班級經營風格，將能漸漸擺脫以

往外界對於資優班是「績」優班或是升學

班的迷思，以下提供三項省思與建議： 

一、建立親生師互動網絡 

        資優生情意輔導需要資優班導師與普

通班導師、資優生家長互相溝通聯繫，許

多問題來自於親師生三方未有效溝通與了

解事情始末，而在事發當下直接帶有情緒

處理衝突，則不易營造正向的心理環境。 

二、各屆資優班導師間經驗傳承 

        誠如本文前述，建立資優生與學長姐

之間的傳承有其必要性，初任資優班導師

進行資優班級經營時，若能與前後屆資優

班導師建立資訊網絡，能善用教師社群力

量，迅速掌握資優班班級經營技巧與學生

輔導策略。而藉由資深資優班導師互相連

結，也成為學生建立傳承傳統的榜樣。 

三、行政支持資優班級經營與學生輔導 

        當資優班導師舉辦各項班級事務，除

了與學生討論，也需要讓普通班導師了解，

若能獲得學校相關行政單位支持，能使資

優班導師免於「一人（資優班導師）面對

多人（普通班導師）」的壓力。 

 

柒、結語 

        綜上所論，資優班導師建立班級經營

準則時，宜多加了解資優學生特質，與學

校行政、資優班各科教師、普通班導師多

方進行合作，學生輔導常見問題往往出於

教師或家長對於資優教育理念差異及對於

資優生過多的期待，資優班導師可多利用

各項班級經營活動促成了解資優教育目標。 

       而資優班級經營與學生輔導的目標在

於協調親師對於資優教育的了解，隨著資

優特需領綱上路，給予教學現場資優教師

設計課程明確的指引，使資優教育理念更

能落實，透過資優生個別化教育計畫的實

施，希冀學校與家庭建立互信互助的網絡，

如此，對於資優課程的執行有莫大效益。

回顧資優教育的目標應以個性發展為重，

還是環境調適為重？如何在個別化指導與

學習社會適應之間取得平衡，挑戰資優班

級經營與學生輔導的策略。（吳武典，

1997；吳淑敏，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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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view of the fact by Special Education Law that junior high school is changed 

to decentralized gifted classes, the purpose of which is to integrate gifted students 

into the general students’ learning period. It is hoped that gifted students have better 

social adaptability, so the class management function and the way of class man-

agement of decentralized gifted classes need to be adjusted in many way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class management and student guidance strategies in decentral-

ized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gifted class.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f eugenics' 

physical and mental qualities and the life of group education, only the environment 

support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active networks by 

the teachers and teachers can make the atmosphere of the gifted classes help the 

gifted students to study various gifted courses. By Individual Guidance Plan to make 

gifted students know themselves, make ordinary class instructors understand the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 of gifted students in the class, make gifted parents under-

stand the school gifted education concept, three-pronged approach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ness of class management, and then develop various courses in the out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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