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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教育前導學校之推動歷程— 

以新竹縣自強國中為例 

  

黃郁雯 

新竹縣自強國中特教組長 

 

本校透過參與資優教育前導學校計畫，依計畫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

特殊教育各項任務，在執行歷程中，本校的資優教育發展符應十二年國教趨勢

亦產生明顯的改變。本文首先介紹學校背景，接續分述資優教師社群組成與各

項推動歷程之收穫，以及情意課程編製的歷程與經驗分享，以供其他推動資優

教育之學校參考。 

 

 

關鍵詞：資優教育前導計畫、資優教師社群、情意教育課程、十二年國民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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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育部於推行資優教育前導學校

計畫，本校資優班教師共同討論，希

望能透過計畫參與提升資優班課程發

展與教師專業知能。此計畫內容涵蓋

成立資優教育課程發展小組、發展資

優課程總體計畫、配合參與總召學校

會議、分區諮輔小組工作坊及研習、

進行資優班公開說課、觀課與議課並

撰寫示例教材。本文將首先介紹本校

資優班現況，而後簡述本校推動之歷

程收穫與課程發展情形。期能透過梳

理本校執行經驗，能與更多資優教育

先進交流，並在此次教育改革的浪潮

中，能將資優教育之改變歷程進行完

整紀錄。 

 

貳、學校辦理資優教育背景 

       本校位於新竹縣竹東鎮，係屬新

竹縣頭前溪以南端，唯一一所學術性

向不分類資優資源班，招收學生類別

包含學術性向數理資優與語文資優學

生，屬非山非市地區，又因區域連外

市區道路便利，因此學生外移情形嚴

重，資優班學生人數較少，一直是本

校面臨的挑戰。然而，經由參與前導

計畫及開放七年級學生能參與入學後

鑑定，本校學生人數有顯著成長。 

 本校編制三位教師分別為數學、

自然與國語文領域專長教師，資優班

授課節數總計編列 50 節，教師先於資

優領域社群中，針對各年級學生特質

與各科表現情形進行討論，藉由分析

學生學習興趣及優弱勢科目及選課單，

統整下一學年開課需求，參酌新課綱

相關開課規定，進行部定、校訂課程

開設。除三位教師開課外，於參與前

導計畫期間，更延攬校內專長領域教

師依據學生需求開設相關彈性學習課

程，符應十二年國教中希望課程能以

跨領域統整性主題發展。107 學年度課

程節數與配置表請參見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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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07 學年度資優課程節數與配置表 

 

參、本校推動之歷程收穫 

 本校參與第一期與第二期計畫，

依據前導計畫內容，依案執行計畫內

容，以下依實行階段及流程點列歷程

與收穫。 

一、階段一：成立資優教師社群並

共同討論資優教育圖像凝聚共識 

    於此前導計畫中校內成立資優核

心工作小組與資優課程小組，每兩

個月定期召開會議，針對計劃任務

及資優班課程規劃安排進行討論，

透過各科教師與校內行政人員對話

交流中，討論本校對資優教育的共

同圖像，教師們共同概念認為，學

生就如剛發育的幼苗，我們期待資

優班學生，在自強國中多元的學習

環 境 中 ， 能 經 由 資 優 三 環

(Renzulli,2016)的理念進行設計，藉

由「科技、創意、批判、人文與科

學」的課程規劃，並以「適性培育、

全人發展」的經營理念，發展每一

位學生都能擁有「優質創意、卓越

願景、發展情意」的能力。 

 

  二、階段二：規劃縣內資優班跨校教 

   師研習 

    經由前導計畫推動師專業社群研

習，藉由邀請各領域專家學者，廣

邀縣內教師參加，邀請講師涵蓋數

理及語文領域，並邀請各領域教師

參加，推展跨領域課程發展與對話，

於此同時教師間彼此交流機會增加，

促進校際間互動。以下表列第二期

計畫本校辦理跨校社群研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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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前導計畫跨校社群研習辦理場次 

場次  時間  主題  講師  

1 107/10/16  情意課程融入與資優班班級經營  桃園國中 劉昌鑫 老師 

2 107/10/16  獨立研究課程單元設計實例以數學

為例 

文山國中 蕭偉智 老師 

3 107/10/16  專題研究與社會行動 建德國中 徐仁彬 校長 

4 107/10/25  情意教育-國際視野與弱勢關懷  易馬丁 先生 

5 108/01/21  語文資優班「專題研究」課程設計  玉山國中 官意千 老師 

6 108/01/21 語文領域課程設計發想 苗栗高中 黃琇苓 老師 

7 108/01/21 談化學教學與獨立研究-紙鎖 仁愛國中 梁炫熺 老師 

8 108/01/21  談化學教學與獨立研究  實驗中學 施建輝 老師 

9 108/06/26  學術性向數理資優班獨立研究教學

方法及實務 

北一女中 周芳妃 老師 

10 108/06/26 情意課程與語文教學融入應用 

(言志--興觀群怨笑看人生) 

竹東高中 簡丞佐 老師 

 

 

 三、階段三：於社群中規劃資優班教

學環境與設備更新 

    透過參與計畫，本校資優班同時

擴增教室，從原本僅有一間教室，

現今共有三間資優班專用教室分別

為：數學、自然、綜合教室（圖一、

圖二），另設有一間資優班教師專用

辦公室。透過環境營造學生有更完

整的學習空間，同時也提升資優班

凝聚力，課間、課後都能看到學生

往返資優班，進行獨立研究亦或者

討論課業。另外，教學設備擴增包

含：討論桌椅、討論區白板及書櫃、

多功能顯示器（圖三）……等。 

              

 

圖一    資優班綜合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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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階段四：持續提升教師對於素養

導向教學概念 

計畫期間資優教師社群成員多

次參與總區與分區舉辦之交流研習

活動，除跨校交流觀摩他校成果，

教師們更能從專家學者的講座中，

掌握十二年國教對於未來資優教育

發展方向的革新，過去，資優教育

的發展便期待學生能有「自主行動、

溝通互動、社會參與」的能力，而

現在普通教育也符應此素養概念，

資優教育因有相對應課綱及調整手

冊可以參考，教師更能掌握教材內

容編製方向，課程調整也將更能切

合學生需求。未來，也期待本校資

優學生發展能再進一步提升後設思

考能力、擁有創建未來的問題解決

視野、最終達到關懷社會的目標。 

 

  五、階段五：辦理公開課堂促進資普

與校際間交流 

       社群教師除參與會議、研習外，

也進行共同備課與說課，藉由廣邀

普通班同領域教師共同參與，精進

教材內容的豐富度，而資優教師共

同備課的過程，也能透過集思廣益

學生優弱勢能力，設計更符合學生

需求的適性化教材，執行歷程可見

下圖四。 

 

 

圖二    綜合教室討論空間 

圖三    數位顯示器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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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    公開觀課辦理流程 

 

  

       本次公開觀課單元為國中七年級

生物第五章生物體的協調作用，教

師搜集數篇與該單元相關內容的閱

讀教材，帶領學生利用辯證模式辨

析文內資訊的正確性，結合資訊素

養能進行資料查證，課堂間學生與

教師互動熱絡，教師應用引導式提

問，協助能力較弱的資優學生搭建

鷹架，建立成功經驗。諮輔團隊教

授與專家入校共同觀課，對於授課

教師是很大的助益，同科及資優社

群教師給予支持，將使未來課程發

展更有著力點。 

 

  六、階段六：試行跨領域課程 

   十二年國教推行鼓勵教師組成

教師團隊，藉由共學文化發展以核

心素養為主軸之課程，本校於 107 學

年度以「自強導覽員-走查動物園」

為主題，希望藉由資優學生專才為

資源班學生進行動物園內生態導覽，

結合情意教育、自然領域、資訊科

技三大領域課程進行，以達成任務。

情意教育課程中，教師帶領學生進

行特殊需求類別認識，培養學生社

會關懷之情意，建立社會服務動機。

自然領域課程由自然科教師教導學

生，動物園各類別動物屬性認識與

分類。資訊科技教師透過介紹資料

庫應用，結合搜尋技巧與文書軟體

使用，讓學生能順利完成看板繪製。

最終課程評量不同於以往紙筆形式，

以成果展現方式，學生於臺北市立

動物園設計闖關關卡並進行分站導

覽，與資源班學生達成正向互動，

也將課堂所學應用於真實情境。 

107/12/11
邀請自然領域教師
進行共同備課與說

課

107/12/11-25
(1)撰寫教案

(2)邀請校內外教師
觀課

107/12/25上午

進行生物科

公開觀課

107/12/25下午

進行議課
授課教師
撰寫教學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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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情意課程編製 

       資賦優異特殊需求領域包含情意

發展、領導才能、創造力、獨立研究

四大領域，此類課程不同於其他學科

有統一編製教材可供參考，因此教師

需設計規劃符合學生需求之教材。任

教國中階段情意教育課程，很多時候

學生會在課前提出疑惑「老師今天又

要做什麼啊?」、「老師情意課和原班輔

導課有什麼不一樣?」，諸如此類的問

題反覆出現於課堂，每次教學前反思，

要如何在情意教育課堂帶給學生更多

深化且符合他們需求的課程內容。十

二年國教課程目標期待能達到啟發生

命潛能、陶養生活知能、促進生涯發

展、涵養公民責任為目標，資優教育

課程發展，時至今日有能夠相符應的

課程綱要參考，便能使教師在課程設

計中有更好的依循。透過比較情意教

育與綜合領域課程指標對照，筆者更

發現情意教育課程指標中，有更多高

層次行動目標與自我內在了解的能力

目標，是資優學生所必備的，而教材

內容調整若能以系統性建構，也將能

更符合學生的學習脈絡。以下分述編

製情意課程之設計理念、教學實施流

程、教學設計檢討與反思。 

  一、設計理念 

       情意教育過去被認為與綜合活動

領域課程有高度相似性，綜合活動

領域具體課程目標包含：促進自我

與生涯發展、實踐生活經營與創新、

落實社會與環境關懷。對比特殊需

求領域課程綱要情意發展課程目標

包含：發展自我認識、強化內在動

機、提升溝通表達能力、厚植環境

適應對外連結的能力。對照後發現，

於自我認識目標項目中，綜合活動

領域以「促進」為目標，而情意課

程則更強調要將原本既有能力「深

化」發展。而內在動機強化，是情

意課程的積極目標而綜合活動領域

則未提及。人際關係與生活經營、

社會關懷與對外連結兩項目標，綜

合活動領域皆強調「實踐」，而情意

教育課程期待學生能將既有能力提

升及「厚植」。經由對比目標差異，

於設計課程中可以參考綜合領域教

材進行深化，課程內容會先於資優

領域社群會議中，與學科任課老師

及資優班導師討論，學生課堂學習

及生活適應情形，瞭解學生適應困

難之處，參酌學生個別化差異，以

主題方式設計符合學生需求課程。 

       對於本校資優學生而言，資優生

身份認同與課程學習適應困難階段

最常出現在七年級，因此以七年級

數理、語文資優學生為對象，設計

一學期情意課程，從學生成為資優

生說起，帶入創意思考活動，於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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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規劃能引導學生內在動機的生

涯試探規畫課程，同時在課程中引

導學生進行溝通表達、閱讀能力訓

練。 

 

  二、教學實施流程 

       本課程內容共計六單元，各單元

課程開始前依照主題，給予學生閱

讀篇章、生活議題、影片引導進入

生活問題情境，接著進行主題方法

與策略教學，搭配實作活動讓學生

能更投入參與課堂，最後依主題進

行相關實踐與力行的課程活動。課

程主題包含：單元一為解惑資優生、

單元二為六頂思考帽之思考應用術、

單元三為生涯典範、單元四為解壓

同樂會、單元五為時間管理心法、

單元六為電影中的情意教育。 

     單元一「資優學生自我認同」，

第一節課教師先帶領學生瞭解社會

對於「資優」概念迷思，接著澄清

資優生特質區辨資優與績優不同概

念。第二節課教師舉例身障資優典

範名人並讓學生發表討論大家眼中

的資優生。單元二「六頂思考帽之

思考應用術」的引起動機先以貼近

學生生活之思考議題帶入，接著讓

學生自行整理網站、書籍資料六頂

思考帽基本概念，並進行報告教師

給予統整回饋與補充，第三、四節

課主要活動為引導學生針對延伸議

題思考並進行海報發表。單元三

「生涯典範」乃應用棉花糖塔的挑

戰引起學生動機，經由活動反思與

討論中，讓學生體驗目標設定與失

敗經驗進行典範報告準備，三、四

節課以簡報製作與修正同儕間進行

回饋。單元四的「解壓同樂會」先

以壓力感測器量表讓學生透過體驗

遊戲發覺壓力來源，以資優生容易

遇上的壓力情境與學生分析如何釋

放壓力。單元五「時間管理心法」，

是七年級資優學生最常面臨的適應

問題，結合創造力腦力激盪法讓學

生思考時間的特性，了解時間管理

的重要，藉由艾森豪威爾的十字架

法則，引導學生進行有效的時間管

理。單元六「電影中的情意教育」，

過去幾年以電影為課程主軸，可以

發現學生記憶特別深刻，七年級學

生對於資優特質的迷惘，面對親子

關係的衝突，透過「天才的禮物

(Gifted)」這部電影，讓學生觀看後

進行主題討論，能幫助學生更認同

資優身份需面對的困難與挑戰，以

及該如何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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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學設計檢討與反思 

        針對初入資優班學生需要進行

各項風格與特質測驗，可將此部分 

融入第一單元解惑資優生課程教學

中，讓學生進行討論與分析，對於

自我認識有更近一步且多元的了解。

第二單元的六頂思考帽應用術，可

以延續前一單元的資優生自我識，

將思考技法與生活情境中人際互動。 

伍、結語 

       十二年前導計畫推行，校內教師

經由參與各項研習與分享會議，充實

並更新資優教育專業知能，於學校端

行政也因為籌組校內社群，能更有系

統組織規劃課程，試行情意教育課程

模組，統整學生回饋，教師更可以明

顯感受到課程對學生的影響，有別於

過去，學生將情意課程與綜合活動混

為一談，參酌特殊需求領域指標而設

計主題課程，教師更有依循方向。參

與前導計畫讓學校團隊有更清晰的資

優教育概念，站在新時代教育改變的

浪潮下，期待社群夥伴能延續此動

力，在資優教育的園地服務更多特殊

需求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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