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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教育教師之專業能力與專業

成長歷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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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雖然影響學生學習的因素繁多，然而在學校中，教師對於學生的學習發揮著

絕對的影響力。事實上，資優教育教帥的重要性是資優教育研究文獻中一再強調

的主要論點之一，一般咸信，資優教育教師之良廠是決定資優教學方案成敗的重

要關鍵性因素。本文分就資優教育教師之「專業能力」以及「專業成長歷程」進

行探討，並綜合歸納資優教育教師如何透過專業成長以厚植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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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many factors can affect the studying of students, but in school, teachers

definitely play the important roles. As a matter of fact , the significance of gifted
education teachers is one of the main discourses that repeatedly emphasized in the
literature of related topic.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is the key element
whether the gifted education program can be successful or no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growth experiences of gifted education teachers, and
further concludes that how the gifted education teacher consolidates her/his own
growth experience and enhances the professional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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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影響學生學習的因素繁多，然而在

學校中， c 教師」此一角色對於學生的學習定

然發揮著絕對的影響力。聯合國教育科學文

化組織(切可ESCO)於1966年發表「關於教師地

位之建議案 J' 強調教師的專業性質，而使得

教師的專業地位在國際間受到公認。所謂「專

業 J (professional)係指具備專門的知識技能，

能夠獨立自主地執行某一職務，並且具有服

務熱忱的行業(蔡崇建， 1985) 。事實上，資

優教育教師的重要性是資優教育研究文獻中

一再強調的主要論點之一， 般咸信，資優

教育教師之良姆是決定資優教學方案成敗的

重要關鍵性因素(Bishop， 1975; Whitlock &

DuCet峙， 1989) 。有關資優教育的師資方面，

有些問題常被提出來討論，諸如資優教育教

師本身也應為資優者嗎?資優教育教師應具

備多廣泛的知識?資優教育教師應具備哪些

基本特質?資優教育教師應接受怎樣的專業

訓練(Baldw凹， 1993)7

本文分就資優教育教師之「專業能力」

以及「專業成長歷程」進行探討，並綜合歸

納「資優教育教師如何透過專業成長以厚植

專業能力」。

壹、資侵教育教師所需具備的專

業能力

鄭聖敏、林幸台 (2002 )分析國內外的

研究發現到，以資優教育教師為主的研究，

已從最初的個人特質逐漸轉為重視對其教學

專業的探討。可見，資優教師之專業能力的

探討，已成為現今進行資優教育教師研究的

重要趨勢。

美國特殊兒童委員會(The Council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1995)所訂定之初任資

優教育教師基本知能共分為七大類、廿九項

能力。此七大類基本知能為: 1 資優教育哲

學的、歷史的和法律的基礎 ;2 暸解學習者

的特性; 3 評量、診斷和評鑑 ;4 教學內容與

實務 5 教學環境的規劃與經營; 6.溝通與合

2

作關係 7專業發展與倫理(引自王振德，

1999 )。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Gifted Children

與Council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針對資優

教育教師應具備的知識與技能，訂出了以下

十項標準:基礎、學習者的發展與特質、個

別的學習差異、教學策略、學習環境與社會

互動、語言與溝通、教學計畫、評暈、專業

和倫理的實踐、合作等(VanTassel-Baska &

Johnsen , 2007) :隨即美國相關師資培育的課

程也依循此十大標準的具體內涵進行自我評

鑑與調整呵|自吳武典、張芝萱，2010) 。

以下進行國內外相關文獻探討，並綜合

整理為十大專業能力

一、國外相關文獻

Hultgren與 Seeley (1982)對於628位大學

教職員及學校的實務工作者所進行之調查研

究發現到，優良資優教育教師所需具備的能

力如下暸解資優生的需要及特質、具有發

展資優教育教材及教法的能力、能引導學生

的高層認知思考能力、能激發學生進行獨立

研究的能力、具備個別化教學的能力、具有

鑑別資優生的能力、能引導文化殊異學生學

習的技巧、具有輔導資優生的能力。Nelson

及Prindle (1992)調查了教師及學校行政人員

對於資優教育教師所需具備的能力之看法

為 提昇思考技巧的能力、發展創造性問題

解決的能力、能選擇適當的教材及教法的能

力、能激發學生進行獨立研究的能力、瞭解

資優生的特質。 Campbel及Verna (1 998)對於

“所中小學資優教育教師、資優生及行政人

員進行團體訪談，歸納出擔任資優教育教師

的四大原則: I 瞭解你的本份:在教學上有

充分的準備並具有淵博的知識;2 教學相

長:與你的學生一起學習，永遠都在學習，

教師亦需細心聆聽孩子的想法及心聲;3 高

度的期許 對於學生能有較高的期望，亦需

能敏覺其需求與耐心的對待他們;4 成為人

師﹒要花許多額外的時間盡責認真於教學工

實唾教育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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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上，並能享受與學生的互動情誼。 Chan

(2001)對 50位香港中小學教師進行問卷調

查，結果發現資優教育教師最重要的能力是

能引導學生激發創造力及問題解決能力，以

及能發展資優教育課程與教材等。

Cross 及 Dobb 於 1987 年以 50 州和

Columbia學區資優教育指導者為對象，調查

並分析資優教育教師必備能力，最高的九項

能力依序為 l 資優教育和心理需求的知

識 2 應用各種適合資優生的教學模式教育

策略 3 有能力去修改及選取適合資優學生

的課程 ;4 瞭解各種資優教育模式; 5 學術能

力資優特質與鑑定的程序; 6.有能力將適合

資優生的教學策略混合在普通教學中; 7.創

造力資優特質與鑑定的程序 8.用合適的方

法評鑑學生 ;9 殘障資優特質與鑑定程序(林

佩瑩， 1996) 。

Croft (2003)綜合多位學者的論點，歸納

出優教育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具備的能力:

l 了解學生需求 2 促進學生獨立學習; 3 鼓

勵學生加速學習;4強調複雜度 ;5 鼓勵學生

達成有挑戰性的課程目標;6 建立以學習者

為中心的學習最境;7 鼓勵合作學習; 8 建立

有利政策。而為能洞察資優生的情感需求，

一位成功的教師應做到以下幾點;1 鼓勵及

激勵資優生 ;2 減少完美主義資優生的焦慮

和緊張; 3.鼓勵分殊性及獨立性思考;4 幫助

資優生克服問題; 5 理解資優生對自我的認

識與要求 ;6 理解學生的高敏感性。

二、國內相關文獻

林佩瑩( 1996) 將「國小資優教育教師

之專業能力」分析為七項領域，並設計問卷

調查了226位畫灣地區國民小學資優教育教

師，其調查結果依重要程度排序為:工作態

度及個人特質、行為輔導的技術、課程設計、

教學策略與教學活動、教育評量診斷、溝通

與協調、資優教育的相關知識;該研究亦發

現國小資優教育教師之專業能力的專精程度

普遍偏低。陳昭儀(2000) 的研究則發現，

實唾教育季刊

在專業能力方面，這十位資優教育教師認為

「資優教育的專業知能」最為重要。王淑菜

(2004)研究北高兩市國小資優教育教師之

專業能力及相關因素，結果發現國小資優教

育教師具備中等以上程度之專業能力，工作

壓力與職業倦怠感受偏低，人際溝通方面的

能力愈高，則面對整體教育環境的壓力感受

會愈低;且專業態度愈正向積極，則職業倦

怠感受會愈低。鄭景文(2006)調查臺灣地

區國中資優教育教師的工作情緒智力與教學

效能的現況，結果發現國中資優教育教師之

整體工作情緒智力與教學效能皆達中等以上

的程度，且二者有高度正相關;但與普通班

教師之工作情緒智力並無顯著差異。王振德

( 1996) 認為資優教育教師是一個充滿挑戰

的角色，其職責可歸納為六:資優教育的擁

護者、評量與診斷者、課程與設計教學者、輔

導與諮商者、行政與協調者、研究與革新者。

主淑菜 (2004 )歸納資優教育教師專業

能力涵蓋以下六個層面:

(一)教學方面:包含專業知識(資優

教育專門知識、一項以上學科專門知識) ，以

及教學能力(發展教材教法、營造開放正向

的學習環境、資訊教學、高層次思考教學能

力、獨立研究教學、提供適性教學)。

(二)評量與診斷能力:多元評量、鑑

定與診斷的能力。

(三)人際溝通方面 與學校行政、家

長、同事及學生溝通互動的能力。

(四)輔導方面:瞭解資優學生身心發

展特質、情意輔導的能力。

(五)專業倫理方面專業的態度、精

神與人格特質。

(六)專業成長方面:行動研究、團隊

合作學習的能力等。

三、綜合整理十大專業能力

綜合言之，各學者及研究者所認為之資

優教育教師應具備的專業能力與條件，不脫

前述美國特殊見童委員會於1995年所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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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任資優教育教師之七大基本知能，我以此

七大基本知能為主軸再加上三項能力(學習

環境與社會主動、輔導資優生的能力、能引

導文化殊異學生學習的技巧)歸納如下:

(一)資優教育哲學的、歷史的和法律

的基礎:資優教育的哲理、歷史及特殊教育

法的暸解、資優教育和心理需求的知識、資

優教育的專業知能。

(二)瞭解學習者的特性:暸解資優生

的需要及特質、瞭解資優生心智發展的形式

及個別的學習差異。

(三)評量、診斷和評鑑具有鑑別資

優生的能力、瞭解學術能力資優特質與鑑定

的程序、瞭解創造力資優特質與鑑定的程

序、用合適的方法評鑑學生。

(四)教學內容與實務 具有某種領域

的特殊專長與知識或技能、應用各種適合資

優生的教學模式教育策略、具有發展及選

擇、修改適當資優教育教材及教法的能力、

加強複雜度及加深加廣加速的學習、能引導

學生的高層認知思考能力、能提供新的問題

供學生研究、能激發學生進行獨立研究的能

力、具備個別化教學的能力、有能力將適合

資優生的教學策略混合在普通教學中。

(五)教學環境的規劃與經營 創造可

供資優生運用其優勢的挑戰環境、建立以學

習者為中心的學習環境、鼓勵合作學習。

(六)溝通與合作關係:具備人際溝通

的能力、與行政人員、岡事及資優生家長互

動良好，資優教育工作者需有效地與家庭、

其他教育工作者，以及相關服務提供者合作。

(七)專業發展與倫理:資優教育教師

的實踐必須持續考量專業倫理的要求，從事

專業的活動，以促進資優生的成長，並提升

自己的專業。資優教育工作者自視為終身學

習者，經常的反思與調整他們的實踐。

(八)學習環境與社會互動:資優教育

教師需為資優生積極營造適當的學習環境，

該環境能促進學生文化理解，是安全且安適

的，有正向的社會互動、主動的承諾。此外，

4

在資優教育教師營造的環境中，個體能認知

到差異是有價值的，學習到如何與文化殊異

的世界和諧共處，並且成為有創造力個體(吳

武典、張芝萱. 2010) 。

(九)具有輔導資優生的能力 行為輔

導的技術、鼓勵及激勵資優生、減少完美主

義資優生的焦慮和緊張、幫助學生克服問

題、理解資優生對自我的認識與要求、理解

資優生的高敏感性。

(十)能引導特殊需求學生學習的技

巧﹒暸解並能執行有特殊需求的資優學生之

特質與鑑定程序。

而要具備或提升這十大專業能力，則需

要教師不斷追求專業的成長，接續即探析資

優教育教師之專業成長歷程。

貳、資優教育教師之專業成長歷程

教師專業成長是個持續不斷的歷程，也

可說是教師追求自我實現的歷程，教師必需

能積極主動開展自我導向的學習，方能適應

現今多變的社會環境對教學任務的多元需求

(高強葦. 1992 ;鍾任琴. 1994) 。簡言之，

為因應多變的社會環境、全球化及科技的衝

擊，終身學習需深植於每個人的生活及工作

中，是以，教育工作者參與教師專業發展的

各項活動，不僅是提升教與學最佳的良策，

亦是滿足個人追求自我潛能的發展，達到自

我實現的狀態(林梅琴. 2006)

王振德 (1999)針對臺灣地區226名國小

資優班教師實施「不岡任教年資、專業訓練

資優班教師專業能力之比較研究J .結論有

三 1. '資深 J 資優班教師的專業能力僅些

微價於新任資優班教師，在五十五項專業能

力中，僅有四項達顯著水準，顯示資深資優

班教師的專業成長不足 ;2 具有「專業訓練

背景」之資優班教師其專業能力顯著優於無

專業訓練背景之教師，在五十五項專業能力

中，有四十七項達差異顯著水準'可見「專

業訓練」對資優班教師從事資價教育相關工

賣糧教育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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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具有不可忽視的積極效果。鄭聖敏、林幸

台 (2002 )在90學年度以116名臺北市一般能

力資優資源班教師為樣本，利用其自編之調

查問卷研究教師的教學歷程及感受。研究結

果發現， r研究所背景」的教師與大學院校背

景教師相比，其教學歷程與感受有較多差異。

前述之研究結果均提醒從事資優教育的

工作者，未接受專業訓練者，應儘快參加相

關進修取得資格:已具專業背景者，在專致

於忙碌的教學工作之餘，也要抽空進修，參

加研習，充實自我、擴展新知、與其他教師

互動，尤其是碩博士學位之進修，更有利於

專業能力之提昇(吳玲君， 2006) 。王振德

( 1999) 的研究結果亦顯示95%的資優班教

師認為「需要在戰進修」。陳昭儀 (2000 )針

對十位優秀國小資優教育教師進行深度訪談

後建議，資1憂教育教師應具備之條件有:創

新的能力、不斷進修、充實輔導知能和增廣

見聞等;後三者都與進修、學習相闕，可見

資優教育教師其備專業訓練以及不斷的進

修、充實非常重要。吳武典( 1998 )亦指出

資優教育的主要目標在「追求卓越J' 強調教

育品質的提昇，因此他提出資優教育教師專

業化的重要性，資優教育教師應為教師中的

角佼佼者，不但要有能力，且有氣度和「伯

樂」的本事，因此，資優教育教師應接受資

優教育專業訓練。

近年來教育改革聲浪方興未艾，九年一

貫教育也於九十學年度起逐年實施。饒見維

( 1999) 指出教師角色有四項轉變: 1 從「課

程的執行者」轉變為「課程的設計者J; 2 從

「被動的學習者」轉變為「主動的研究者 J '

3 從「教師進修研習」轉換為「教師專業發

展J:4 從「領域傳授者」轉變為「能力引發

者」。教師具有研究的能力與意願'已大受重

視。呂鍾卿及林生傳 (2001 )兩人分析國內

外文獻，並透過19位專家學者三回合德懷術

調查，建立國小教師專業成長指標18個層面

103個項目，其中第 16個層面即為「能從事行

動研究 J 0 林佩瑩( 1996) 研究國小資優教育

責唾教育季刊

教師對於「專業能力」重要程度之評定，前

十名中排名第六的「熱衷於教材之研究及新

知的追求 J' 也與從事教學研究有極大相關。

資優教育教師身負多重職務角色，理應比普

通教師其備更多的專業素養與能力，面對教

育改革要求，更需具備研究的能力，以提升

教學品質(吳玲君， 2006) 。

Lindsey (1 980)為訓練發展資優教育教師

的「能力本位方案J '曾提出以下四個步驟.

一、確定有待達成的知識與態度，他並

提出有效資優教育教學所應具備的七種能

力 瞭解資優生的特質與需求、發展資優生

個別化的課程、創造可供資優生運用其優勢

的挑戰環境、具備引導資優生高層思考的能

力、培養資優生的創意之能力、與岡事及資

優生家長互動良好。

二、設計可用以協助不同學生達成上述

各項能力的替代策略.應使每位教師均能鑑

定學生的需求與興趣，並採取適當的配套措

施。

三、透過多元評量程序評定符合學生的

能力水準。

四、將結果回饋給整個系統的各個元素。

資優教育教師的專業能力必須透過專業

成長歷程加以培育及厚植之，而要如何透過

各種管道及資源進行自我能力的深化呢?以

下即提供若干建議e

參、資優教育教師如何透過專業

成長以厚植專業能力

茲彙整目前國內資優教育教師欲厚植自

己的專業能力之專業成長途徑如下﹒

一、至研究所進修

如前述鄭聖敏、林幸台 (2002)以及王

淑菜 (2004)的研究結果皆發現，研究所背

景的教師與大學院校背景教師相比，其教學

歷程與感受有較多差異，因此至研究所進修

實為資優教育教師專業成長之重要途徑。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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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現在各大學特教系研究所的「碩士班推薦

甄選」管道以及「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

班 J' 皆歡迎教學經驗豐富的在職老師前來進

修。而且，這些年在臺灣師大特教研究所資

優組的任教經驗中，也發現到有些教師雖已

取得其專業領域的碩士學位，但因其在資優

教育領域任教或借調至教育局/處承辦資優

教育相關業務，因此希望能於資優教育的領

域中增能，因而進修第二個碩士學位者亦大

有人在。

二、修習資優教育專業學分

由於目前資優教育教師合格的比率實在

不高，國小教師合格率尚可，約為51% ;園

中教師合格率次之，約為 11%; 高中教師合

格率最低，僅為5% (教育部， 2011 )

因此，其提升各縣市的資優教育教師合

格率，各縣市的教育局(處)都非常努力籌

措財源，與各師範/教育大學合作開設資優

教育專業學分班，以提供轄內教師取得合格

的資優教育教師資格。

三、其他相關課程之進修或第二專長之

充實

目前資優教育教師有兩種類型:一為特

殊教育學系資優組畢業，取得合格的「資優

教育教師證 J' 一為具有專業領域師資者於資

優教育班級中任教，但未取得合格的的資優

教育教師資格。因此，這兩種類型的教師，

若能在專業領域或資優教育領域中進行其他

相關課程之進修或第二專長之充實，將有助

於教師專業能力之提升。在此，亦由衷建議

目前尚就讀於特殊教育學系的同學們，在學

期間最好能夠修習輸系、雙主修，或取得相關

證照，將有助於提升未來任教時的專業能力。

解決資優教育教師合格率偏低的問題，

根本之道是根據標準本位(standards-based)的

精神，加強資優教育教師的養成教育與在職

進修(吳武典、張芝萱， 2010) 。此外，由於

優良特教師資(尤其中學階段的資優教育教

6

師) ，除了具備特教專業知能(professional

knowledge , PK) ，尚需具備專們學科知能

(content knowledge , CK)和傳授知識技能的

能力(professional content knowledge; PCK) ,
因此，應針對只有特教專業知能者，補強專

門學科知能，針對只有專門學科知能者，補

強特教專業知能，而兩者均應加強學科(領

域)教材教法的訓練(吳武典， 2011 )

四、參與各項演講及研習活動

在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ht中 //www

set.edu.tw/default. asp)的「研習與資源」專頁

中，彙整了教育部、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各級學校、相關學會辦理之各項演講及研習

活動，內容非常多元，選擇性很多。演講是

講者將其教學或相關經驗的菁華濃縮，能在

短短數小時的演講內容中展露其數載的功

力，是最為精巧的進修方式。

而在設計各種研習或工作坊時，建議各

主辦單位可先聽取或獲得所設定之聽眾群

之意見再行規劃。以我目前所進行之教育部

的資優教育行動方案，於民國 100年 11 月 18

日所規劃之「各類資優教育之均衡發展」工

作坊為例此次工作坊之設計，不同於以往

之處，是在於以前多由我們自行設想 「可

能」資優教育的伙伴想要上的課程;而這次

我們是在九月份辦理了晝灣北、中、南三個

場次的巡迴座談會，聽取了各縣市政府教育

局(處)承辦資優教育業務的科長或承辦

人，覺得希望澄清之處，期待增能的部分，

接續整理了會議記錄，並召開行動方案工作

小組會議討論之後才將工作坊的內容定

案。我們針對各縣市承辦人覺得希望增能之

處，邀請了學者專家及實發工作者進行分享

及研討。這樣的規劃是在聽取了各方意見之

後精心設計的課程，較能貼近聽眾的需求。

五、組成專業成長團體或讀書會

建議資優教育教師多與其他教師交換教

學心得或互相觀摩教學，進而組成專業成長

實唾教育季刊



資慢教育季刊民 101 年 3 月第 122期第 1-8 頁

團體或讀書會。目前教師單打獨鬥的年代已

然過去了，尤其是在特殊教育領域中，我們

更為強調的就是「教師團隊」合作學習、對

話及互相增能之歷程。曾有一位參與教師團

隊的教師說道﹒「我在教師團隊中發現自己的

不足，但也更深刻理解到自己能在團隊的激

勵中可展現的潛能有多大 J !
而讀書會亦是國隊增能的利器，所謂「讀

書會」就是「人」與「書」的結合所形成之閱

讀與討論的非正式組織; r學習」、「閱讀」和

「討論」 脈相承。在這個過程中，成員互相

分享閱讀的感動，發現新知的喜悅，並且探詢

彼此的觀點，解開心底的疑惑，甚或進行生命

的對話，企求智慧的圖融。美國教育家哈欽斯

說過「囝著圓桌，幾個深思熟慮的人就可以

改變全世界。.....這些人所憑籍的不是權力，

而是集體的智慧 J (邱天助. 2001 )。

在我多年來於研究所開設之「資優教育

名著選讀」課程，即是運用類似讀書會的方

式進行，有不少在戰進修的研究生告訴我，

在其所任教的學校之資優教育團隊教師常會

探詢我們在這門課讀了哪些資優教育相關書

籍或論文，有哪些討論與心得，甚至於希望

他們能在學校再次進行相同書目之讀書會，

並帶領討論與分享，可見讀書會的魅力無

窮!在此呼籲資優教育教師能組成讀書會或

專業成長團體，亦可引領學生及家長參與或

組成讀書會。

而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近年來亦積極推動

教師專業成長活動，以「資優資源班教師教

學工作坊」為運作核心，分為數學、物理、

化學、生物、本國語及英語六組進行。結合

相關專業人力運作之; 1 各專業學科教授，

2 組成跨校性教師專業社群; 3 整合資優教育

與學科專長教師 ;4 連結跨教育階段教師之

教學經驗。其成果為 實作教材編娟、教學

評量合作、教學主題探討以及課程規劃分草

等。我參與過幾次工作坊，可發現教師團隊

力量運作的成效正在慢慢擴散，期待各縣市

政府教育局/處亦能參考之，以建立各縣市的

責唾教育季刊

資優教育教學團隊網絡。

六、精進閱讀、自我進修、省思教學歷

程、從事行動研究

所謂「學然後如不足，教然後但因 J •

r Leader is reader J '閱讀各類書籍、期刊、

自我進修等亦為個人專業成長的途徑之一。

廣義的閱讀是「請書也請心，閱請人生大藏

經 J !赫塞說「閱請的唯一理由是為了思考」

(邱天助. 2001 )。

Johnsen撰文回覆有心增進資優教育專業

的教師可以採取的行動與自我進修範疇。其行

動建議有:熟悉當地的法規與標準、參與地方

與全國性的資優學生/教育協會、閱讀最新的專

業期刊與研究等(吳武典、張芝萱. 2010) 。

精進閱讀、自我進修之餘，更要深入省

思教學歷程、從事行動研究，誠摯建議教師

們要能將自己的教學歷程予以紀錄，尤其現

在的錄影及照相都是數位化的時代，隨時將

這些教學資料予以建檔，如:教學設計、教

學方案、教案、學生的學習或操作歷程、師

生討論的過程、批閱過的學習單與作業等，

隨時進行記錄及省思，並透過教師團隊的對

話，整理成為脈絡清晰的教學檔案或行動研

究，能熱衷於教材之研究及新知的追求，對於

提升教師之專業能力而言，實為一大利器!

肆、 J結語

根據Torrance的看法，要成為一個優秀的

資優教育教師，其過程就如創造思考一般，

若你全然依恃自己曾受過大學教育，修過教

育學分，或進行過教學實習，就會使自己成

為適任的資優教育教師，你將會因而失望 9

或許你會注意到資優學生的特質與有關教材

教法等的研究，但這也不夠，最重要的是，

你需將所學與自己獨到的創見 你「教學的

方式」互相配合;因為教師在教學上的創見，

對於幫助資優生發現並實現潛能，極為重要

(何華國. 1981 ) 0 Croft (2003)亦指出資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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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師的角色要超越僅是擔任教室中的教師

這樣的思維，更需具備有效能且能有專業發

展與成長之規割。我常言: r教師若能用心於

教學上，則天地之間都是教室，萬事萬物信

手拈來都是教材 J !
期待資優教育教師在提升專業能力之

後，能呈現完整的教育理念 如何幫助學校

動起來，讓教師群成為教學國隊，帶動學生

展現潛質，以提供學生發光發亮的舞台 1

備註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計畫之部分成果(計

畫編號NSC自97-2410-H-003-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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