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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資優學生是異質的團體，並無單

一的課程、教學方法或是模式適合所

有的資優學生，為符應資優學生的學

習特質與需求，其課程須適時的調整。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於 2013 年公布，且陸續公告各學習領

域課程綱要做為學校教師與教育當局

課程實施的依據，並於 108 年 7 月公

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特殊教

育課程實施規範》（教育部，2019），

特別載明課程規劃與調整原則。為使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在資優

課程方面更有系統，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於 106 年 10 月邀集各縣市政

府教育（局）處，並請各縣市推薦學

校參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資賦優異課程前導學校協作計畫」

（以下簡稱「資優前導學校計畫」），

第一期為 106 年 11 月 1 日至 107 年 7

月 31 日，第二期執行為 107 年 8 月 1

日至 108 年 7 月 31 日，透過成立資優

教育社群、參與培力增能工作坊，期

能精進教師專業成長與學校團隊動能，

並規劃與發展特殊需求課程及專長領

域課程調整等，透過資優前導學校計

畫，全面提升學校資優教育品質與發

展。 

為進行資優前導學校計畫，筆者

與社群老師在執行之初先進行「需求

評估」，確認在此前導學校計畫之中

「什麼之於我們是最為重要的？」、

「什麼是我們最需要的？」 

筆者考量社群之教師的組成背景

均為特教系畢業，認為最迫切的需求

應為學科領域的教材教法，社群教師

提議「何不趁這次前導學校計畫，好

好進行數學領域的共備？」（教師社

群討論紀錄 1061025），是故，開始數

學領域共備的歷程。 

在第一期資優前導學校計畫，社

群教師常對於「素養導向的資優課程」

或是「素養導向的數學課程」進行討

論，並在教師社群邀請資深資優教師

與社群教師共同對話與激盪，更在第

一期前導學校計畫成果報告中歸納： 

「在執行計畫時，教師們提出

『素養導向』的概念，該如何融

合資優課程設計，並在社群中進

行討論與分享，建議在推動十二

年國教資優課程之時，資優教師

能同時進行資料的研讀，包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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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國教推動的相關文章，及國

內、外之研究，以充實素養導向

資優課程設計的基礎。」（第一

期前導學校計畫成果報告） 

 

筆者於資優前導學校計畫中，主

要擔任各項措施的規劃與執行，對於

資優前導學校計畫有充分的理解，本

文主要以國小資優數學課程調整的實

施的發現進行論述，並提出執行數學

課程調整的省思，將「實踐知識」供

資優社群共享。 

 

貳、十二年國教資優課程調整的概念

與內涵 

因資優學生的學習特質與需求，

進行「課程調整」是必須且應該的方

式，VanTassel-Baska 認為當我們為資

優學生進行課程設計時，還需在每個

課程發展階段，為特定學生進行調整

（呂金燮、李乙明譯，2003）。而學

校中的普通課程並非被排除在資優課

程之外，或是全然不適合資優生，這

意味著資優教師應更清楚了解學生在

該發展階段或是學習階段的需求，也

就是說，不同學生學習容，其實在課

程內涵上是有所重疊的(圖一)。

 

 

 

 

 

 

 

圖一   課程調整模式（呂金燮、李乙明譯，2003） 

 

符合普通 

生的課程 

技巧/知識 

        符合資優生   

      的課程技巧/

知識 

符合所有

學習者的

課程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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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調整」是發展資優課程設

計時的重要關鍵議題，在進行課程調

整時，必須分析與刪除不必要且重複

性的內容，並且重新組織課程內容，

更強調課程必須要連結其他的學科領

域（Matthews & Foster, 2004）。給數

學資優生適合的課程與教導，不能只

透過補充教材或是充實教材，對於資

優學生而言，其核心課程必須適切的

修正與調整，如此，每天與數學的接

觸才能與學生的能力密切結合。從文

獻來看，對於數學資優學生而言最典

型的數學課程調整方式就是加速學習，

且根據研究發現，許多研究證據都顯

示加速是有益的，例如在約翰霍普金

斯大學的數學早熟方案（SMPY）所

發展的模式（引自呂金燮、李乙明譯，

2003），便是利用診斷測驗加上處方

教學，提供數學資優學生適合的學習

方式。綜合相關的文獻發現，在進行

課程調整時，教師除了要能充分理解

學生的學習需求外，更要熟悉學生在

不同學習階段的需求與學習內容，才

能真正滿足資優學生的需要。 

然而，從法規來看，在《特殊教

育法》（2019）第 19 條即明訂「特殊

教育之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

應保持彈性，適合特殊教育學生身心

特性及需求；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

及評量方式實施辦法》（2010）第 4

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實施特殊教

育課程，應依學生之個別需求，彈性

調整課程及學習時數，經學校特殊教

育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為之。前項

課程之調整，包括學習內容、歷程、

環境及評量方式。」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總綱》（教育部，2014）在「柒、實

施要點」下的附則（四）規範：「依

據特殊教育法、國民體育法、藝術教

育法及相關法規，特殊教育學生與體

育班、藝術才能班及科學班等特殊類

型班級學生之部定及校訂課程均得彈

性調整（包含學習節數/學分數配置比

例與學習內容），並得於校訂課程開

設特殊需求領域課程，惟不應減少學

習總節數。特殊教育班課程規劃需經

學校特殊教育推行委員會審議通過，

並送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實

施；……。特殊類型教育課程綱要或

實施規範，參照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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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綱要總綱，由中央主管機關另行

訂定之。」在 108 年 7 月公告之《特

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教育部，

2019），特別載明課程規劃與調整原

則，在課程需求規劃時須依據資優學

生個別輔導計畫之能力現況與需求評

估發掘學生在每一項領域/科目之能力

或表現情形，視需要調整學生的學習

內容、歷程、環境與評量等。 

為支援學校及教師落實資優學生

的適性課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曾委託國立屏東大學編纂《學習功

能優異（資賦優異）學生課程調整應

用手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017），該手冊重點在考量資優學生

特殊需求與學校普通課程的適配性，

並研訂課程調整通則，包含課程調整

步驟、課程安排及提供服務方式及課

程調整原則與策略等，並提供「資賦

優異學生課程調整教師自我檢核表」，

供教師在進行課程調整規劃時的檢核

依據。 

綜上所述，「課程調整」的概念

從《特殊教育法》與《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成為課程實施

的重要關鍵，從《學習功能優異（資

賦優異）學生課程調整應用手冊》提

供的教學示例來看，或許能提供現場

教師參考，但仍需要有更多考量與討

論之處，例如：課程調整應該如何調

整？課程調整是否具有領域的特定性？

課程調整又考驗現場資優教師怎樣的

能力？面對勢在必行的課程調整，現

場的資優教師又該如何因應？ 

 

參、資優數學課程調整的原則 

一、數學素養導向課程設計要點 

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提出領域素

養導向教學設計的二大準則，其一為

「妥善運用領綱的理念、目標、領域

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等」；其二必須

「整合知識、技能與態度」、要「導

入情境脈絡化的學習」、「強調學習

方法與策略」，並要「著重活用實踐

的表現」。筆者與社群老師發現，要

能夠充分理解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

必須要從領域綱要的內涵探討起，才

能充分掌握其精髓。 

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數學領域（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數學

領綱）（教育部，2018）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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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數學是一種語言、一種實用的規律

科學、也是一種人文素養出發，課程

設計和這些特質密切搭配，應提供每

位學生有感的學習機會，培養學生正

確使用工具的素養（教育部，2018）。

基於十二年國教數學領綱的基本理念

發展了數學領域的課程目標及核心素

養，以下為國小階段數學領域核心素

養具體內涵。

 

表一    國小階段數學領域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總綱核心

素養面向 

總綱核心素養

項目 

國小階段數學領域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A 

自主行動 

A1 身心素質

與自我精進 

數-E-A1  

具備喜歡數學、對數學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

的學習態度，並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日常生活

中。 

A2 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數-E-A2 

具備基本的算術操作能力、並能指認基本的形

體與相對關係，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用數學表

述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數-E-A3  

能觀察出日常生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

試與擬訂解決問題的計畫。在解決問題之後，

能轉化數學解答於日常生活的應用。 

B 

溝通互動 

B1 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數-E-B1  

具備日常語言與數字及算術符號之間的轉換能

力，並能熟練操作日常使用之度量衡及時間，

認識日常經驗中的幾何形體，並能以符號表示

公式。 

B2 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數-E-B2 

具備報讀、製作基本統計圖表之能力。 

   

( 續下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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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國小階段數學領域核心素養具體內涵（續） 

總綱核心

素養面向 

總綱核心素養

項目 

國小階段數學領域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B3 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數-E-B3 

具備感受藝術作品中的數學形體或式樣的素

養。 

C 

社會參與 

C1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數-E-C1  

具備從證據討論事情，以及和他人有條理溝通

的態度。 

C2 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數-E-C2  

樂於與他人合作解決問題並尊重不同的問題解

決想法。 

C3 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數-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多元文化或語言的數學表徵的

素養，並與自己的語言文化比較。 

    

         新北市數學輔導團（2019）參考

九年一貫課程能力指標的連結主題內

容，以十二年國教數學領綱核心素養

為基礎，以教師為學習者的觀點來思

考，提出現場教師在數學領域素養導

向課程與教學設計可參考的三個要點

—「轉」、「做」、「得」，提供教

師在教學設計上能有效理解與轉化，

將核心素養轉化為實際進行數學教學

設計的參考要點，進行核心素養的課

程與教學活動。「轉」包含「情境問

題轉化、新舊經驗銜接、數學概念聯

結」，強調課程與教學設計時應注重

各類轉化的面向；「做」包含「概念

操作理解、解題策略探究、數學語言

溝通」，強調設計學生活動時應注重

各類操作面向；最後「得」包含「思

考能力提升、解題態度培養、共同學

習增能」，則強調課程與教學設計需

以素養即知識、技能與態度之整合為

主，應著重解題態度及思維的培養。

「轉」、「做」、「得」三個設計要

點中的九個項目呼應了十二年國教數

學領綱核心素養的精神，也具體的轉



27 

化為數學課程與教學設計上思考內涵

及方向。 

 

 

 

圖二    新北市數學輔導團數學素養導向課程設計要點 

 

二、資優數學素養導向課程設計要點 

從資優教育的文獻來看，Stanley

提出下列三項資優生區分性的數學課

程目標（引自  呂金燮、李乙明譯，

2003，290 頁）： 

（一）提供和數學內容、知識和

技巧相關的學習情境，使

資優生能夠學得更多。當

資優學生有能力學得比平

常所呈現的基礎課程更多

時，課程調整是必須。 

（二）讓數學基礎佳的資優生成

為有創造力與獨立的思考

者。數學提供情境刺激資

優生的創造思考及激發更

多潛能，並使其成為一位

傑出的問題解決者。 

（三）幫助數學資優學生欣賞數

學之美。透過研究，資優

生比其他學生更喜歡理解

與評價，並從模式（Pattern）

研究中發現數學的意義及

共通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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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結新北市數學輔導團提出的

「轉」、「做」、「得」的設計要點

與 Stanley（呂金燮、李乙明譯，2003） 

所提出的三項資優生區分性的數學課

程目標發現，「轉」即為提供和數學

內容、知識和技巧相關的學習情境，

目的在使資優學生能學得更多、更深；

「做」則強調過程與結果，目的讓數

學基礎佳的資優生成為有創造力與獨

立的思考者；而「得」則強調引導數

學資優學生欣賞數學之美的重要性。 

                            

 

圖三    資優數學素養導向課程設計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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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筆者分析後發現，

資優數學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特別

著重以下三個向度，第一，在「轉」

的「數學概念聯結」，強調不同數

學概念之間的聯結，特別強調資優

學生所學習的數學概念不只是單一

的維度，著重數學概念的「轉」；

第二，是「做」的「解題策略探

究」，強調資優學生在解題策略時

的多元，解題並非只有一個方式，

而是要能找到不同的解題方法，並

能與同儕共同分享策略；最後為

「得」的「思考能力提升」，透過

資優數學的課程設計要點，引發資

優學生探究數學時的高層次思考。 

 

肆、課程調整對於現場資優教師的

意義 

2019 年美國資優兒童協會（Na-

tional Association for Gifted Children, 

NAGC）公告學前到 12 年級資優課

程標準（2019 Pre-K-Grade 12 Gifted 

Programming Standards），該標準最

初版本為 1998 年公告，在 2010 年曾

修訂，在經過許多年後，2017 年美

國資優兒童協會又重啟修訂，增加

許多近幾年資優教育領域或心理學

界對於學生學習的相關研究做為實

證的基礎。在這份資優課程標準包

括以下幾項（NAGC, 2019）： 

（一） 學習與發展（Learning and 

Development）：教師必須

了解資優學生在認知、情

意與心理社會學習與發展

的多樣性，且要創造鼓勵

學生學習與覺察自身的長

處、需求、認知成長、社

會與情緒及心理社會技能

的發展。 

（二） 評量（Assessment）：評量

提供資優學生關於鑑定的

訊息以及學生學習的進步

與成長。 

（三） 課程規劃與教學

（Curriculum Planning and 

Instruction）：教師必須使

用實證本位的課程與教學

法，以回應資優學生的學

習需求，並且為回應學生

的多樣性，必須進行課程

調整。 

（四） 學習環境（Learning Envi-

ronments）：學習環境要能

培養學生熱愛學習，關注

個人與社會的責任、多元

文化能力及人際間的溝通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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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連續性的服務

（Programming）：教師要

透過實證本位的實務促進

資優學生發展認知的、情

意的與心理社會技能，且

能系統性的讓學生進行學

習。 

（六） 專業成長（Professional 

Learning）：所有的教師，

包括行政人員、諮商師

等，都必須持續性的進修

與成長。 

 

從上述 2019 年美國資優兒童協

會所公布的資優課程標準，與我國

公告十二年國教特殊教育課程實施

規範(2019)的內容，皆特別關注課程

必須回應資優學生的學習需求，且

為回應學生的多樣性，需要進行課

程調整，然而，課程調整向來皆是

我國資優教育教師所應該重視的，

回到數學領域的課程調整，筆者有

以下的省思與建議 

（一） 從十二年國教數學領綱

「連結」資優數學的內涵：

從 Stanley （呂金燮、李乙

明譯，2003）對資優學生

學習數學的區分性目標來

看，恰巧吻合十二年國教

數學領綱的內涵，資優教

師應從數學領綱的探討，

理解普通教育數學課程的

概念後，才能理解如何進

行「轉化」為資優數學課

程。不同的學科領域有其

特定的學科本質，在數學

領域特別著重數學是一種

語言，也是實用的規律科

學，唯有深入探究數學領

域的內涵，才能進行適切

的課程調整。 

（二） 透過教師社群共同備課與

討論並進行實際操作：十

二年國教強調「自發、互

動、共好」，在總綱裡特

別強調教師社群的重要性，

透過教師社群的共同備課

與討論，能釐清數學教學

的迷思概念，教師社群其

實是現場資優教師在面對

勢在必行的課程調整時，

最能夠著力之處，例如在

筆者與社群老師在前導學

校計畫後的反思： 

「參與前導學校計畫

對於老師是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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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戰，適應新環境

和熟悉課務、行政內

容的同時，平均每個

月會有三次以上的會

議或研討，在課程設

計、教材研發上，老

師們得花許多會後時

間、心力籌備與撰寫

教案。配合新課綱的

發展，有幸能邀請到

資深老師帶領我們，

以更宏觀的視野瞭解

資優數學課程整體的

架構與脈絡，老師們

在實作與討論中，能

愈來愈理解素養的內

涵，同時感謝同校夥

伴的支持與協助，因

為參與了前導計畫讓

我對於資優課程發展

有更深地認識。」（B

老師的回饋） 

（三） 師生皆是「終身學習者」，

建構一個終身學習的社群：

在 2019 年美國資優兒童協

會所公布的第六個標準為

「專業成長」，其中一個

細 項 為 「 終 身 學 習 」

（Lifelong Learning），特別

提到要促發學生成為一個

終身學習者，然而，教師

在專業成長上，更是一位

終身學習的老師，必須要

省思自身的教學。 

「在教師專業成長的

層面，有大幅的提升，

邀請到課程專長的資

優教師，理解領域核

心知識，共同建構課

程脈絡。」（A 老師的

回饋） 

 

伍、結語 

為回應資優學生的需求與多元

性，故需要課程調整，在數學領域

裡，課程調整仰賴教師對於數學學

習重點的熟悉度，故能精準的提供

資優學生學習。本文透過筆者參與

資優前導學校計畫的觀察與經驗，

並梳理相關的文獻進行思考，從我

國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的理念

「自發、互動、共好」來看，為提

供高品質的資優課程，需要教師協

力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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