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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需求與資優生情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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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自主需求」為主體，從探討資優生自主需求，與自主的環境對於資

優生學習的影響，進而提出營造一個自主環境對資優生之助益，歸納出能夠引導

資優生自主的策略、情意指導原則，最後根據文獻審視九年一貫課程能力指標是

否足以培養資優學生自主能力，而提出情意課程規晝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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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tonomy, one of the main three needs of the human Ii色， was the main target of

the article. At fir仗， the author explored the concept of autonomy,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 He then proposed an autonomous environment for gifted
students where their needs of autonomy and affection development could be met.
Then, the author pinpointed that the competence indicators of Grade IθCurriculum

were not enough to cultivate gifted students' sense of autonomy, and he thereby
recommend ways to design affective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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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自主的概念

自主、能力、親密關係的需求是人類天

生的三大需求與趨向，是學習歷程中的必要

成份，更是促使人們學習、成長與發展的「動

機」來源(Deci & Ryan, 2000 ; Reeve , 2005) 。

自主的學習者會充份了解學習內容及

目標、設定屬於自己的目標、選擇並善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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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策略、監控自我的學習，並能自我評估學

習成果(Dickinson ， 1993) 。此概念無不和資優

教育的目標吻合，資優教育更應善用自主的

概念協助資優生適性學習。

自主的學習方式可謂是一種教育哲

學，更是一門藝術。唯自主能力必須在一次

次為自己抉擇、從成敗中累積經驗而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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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先從自主的定義與體驗加以剖析。

一、自主的定義

Deci 、 Ryan (1 987)和Dickinson (1 987)皆

認為自主是依自己的選擇行動，並為所選擇

的事負責。 Holec (1 981)認為自主是個體關照

自己學習的能力，而Connell (1 990)進一步指

出自主表示學生於學習歷程中有決定毆

始、停止、保持、修改等的空間(召|自 Stefanou，

Perencevich, DiCintio, & Turner, 2004) 0 Trim

(1 976)認為自主是一種適應能力，讓學習者

於內在架構自我的支持系統(司|自Esch，

1996) 。由上列定義可知， ，.自主」為自己選

擇行動且負責，並可在歷程中決定如何進行

或自我引導，它是一種態度、能力，更是一

種權力，讓學習者決定自己的學習方向。本

文將採自主為學習的「動機」、「態度」與

「能力」的觀點，提出適合資優生學習環

境、情意指導原則與課程教學規畫。

二、自主的經驗

Deci和Ryan (2000)曾為自主需求下定義:

一種針對目標和活動，有充足意志選擇感覺

(sense of full volition)和富選擇性(choicefulness)

的需求，並感覺自己所經驗的行動和目標是

由自我產生的。當個體知覺有能力和動機去

運作事物時，個體動機即被促發並與環境互

動。

由自我決定理論來看，當所處環境中的

「選擇」符合個體的自主需求時，該選擇即

可使個體富有行動的動機，動機亦有所調節

與增長。 Katz在JAssor (2007)整理相關研究提

出自主能促進內在動機和福祉，等同是自我

實現和自我決定的趨力。在個體經驗自主

時，通常有下列三個覺知 (Reeve ， 2005) 。

(一)覺知因果 (internal perceived locus

of causality) :即個體對動機行為的緣由之了

解，所謂自主經驗是由個體本身促發，而非

因環境控制而促發。

(三)意願的自由度(feeling free) :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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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agement)是學習的關鍵，意願代表投入

活動的程度，自由度即是個體決定做或不做

時的自我決定程度。在個體擁有自由度且行

為被自我認可時，將會非常投入活動中。

(三)覺知選擇 (perceived choice over

one's actions) :即經驗選擇感(sense ofchoice) ,

個體處在有多樣選擇機會的環境中，發現有

做決定的彈性。當人有選擇的機會時才會經

驗自主。

自主經由個體的體驗而形成，且與環境

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然而環境卻像能滋養

與破壞自主的雙面刃，如何塑造利於自主的

環境便為重要課題之一。

貳、環境與自主的交互作用

人頓和環境處在「人和環境辯證」

(person-environment dialectic)的互動狀態，

人類的需求因環境而實現，而環境再使人產

生新的動機再學習與進步。

一、環境的影響

自主是理想的動機型態，學習者若在支

持自主的環境，將有助於促進及支持學生的

動機。若學習者的動機是自我決定的，將表

現出正向而持續的學習活動，並且產生好的

學習結果。當人們從環境中得到自主的支持

時，會經驗更多內在動機、正向情緒、學習

效果與表現更佳、更具專注持續11 (Patrick,

Skinner. & Connell. 1993: Reeve. 2005 ;

Vansteenkiste. Simons. Lens. Soenens &

Matos , 2005)。以下即為個體各層面從自主支

持得到的助益(Reeve ， 2005) :

(一)成長方面:更覺知能力、高自尊、

增進自我價值感。

(二)投入參與方面:更加投入於活動

中、正向的情緒、更能覺知控制、喜好適宜

的挑戰、從挑戰中得到快樂。

(三)高品質的學習:思考更具彈性、

促進概念的學習、訊息處理品質更佳、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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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

(四)理想的功能:行為的持續、長期

記憶效果更佳。

(五)增進表現:促進表現、技巧增進、

高成就。

相對的，控制的環境常忽略自主的需

求，以壓迫的方式要個體從事已安排的工作

或用既定的方式思考與行動，此舉將阻礙學

生專注持續力，妨礙概念的學習，導致低成

就、產生焦慮感、喜好簡單的工作、依賴他

人，也使追求自主的需求受到干擾，而不願

意投入於各項活動中，就算有所投入，也只

是不具熱忱的粗淺投入。 Vansteenkiste等人

(2005)認為控制的方式是利用個體自尊、

羞愧與罪惡感，學生在此情境下只是被動的

資訊接受者，即使不懂作業的內容，也會強

迫自己做完(Stefanou et aI., 2004)。由此可
知，愈加控制愈可能限制學生參與學習的自

主能力與學習動機。

二、環境對於自主影響之相關研究

環境提供自主選擇可以促進動機和學

習，一直是廣為學者所接受的概念(Flowerday

& Schraw, 2000) , Assor, Kaplan汙日Roth (2002)

曾針對498位三至五年級及364位六到八年

級學生以問卷調查方式檢驗教師行為對於

學生投入學習活動中的預測力，結果發現教

師支持自主行為有顯著的預測力。其中，協

助澄清學生的目標對於學生投入課業的行

為最具預測力，甚至比提供「多元選擇」還

佳。 Katz和Assor (2007)的實驗研究亦發現，

七年級學生若能照自己的興趣分配班級，其

所體驗的內在動機和自主感，和能自由選擇

班級的學生幾無差異。Reeve， Nix汗DHamm

(2003)以 126名大學生體驗行動選擇(action

choices' 例如如何安排時間?)和選項選擇

(option choices '例如要解決哪個問題?)後

發表感想，結果發現行動選擇因體會更多的

自我決定和內在動機，所體驗到的自由和意

願高於選項選擇，進而提出體驗到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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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由意願最能預測學生的自我決定感

(sense of self determination) 0 Vansteenkiste

等人 (2005 )則以80位 11到 12歲的學生其實

驗對象，分派至支持自主和控制的學習環境

後發現，支持自主的溝通方式，對於概念的

學習有提升的效果，但對於死背的教材則無

助益。

綜合上述， ，-選擇」的用意與效果是良

善的，但「選擇」若與自我的興趣、價值、

意願、目標各自為政，將無法促發個體「選

擇所有權」的動機，亦無法增進與體驗自

主，當活動能與個體的價值、興趣、目標結

合時，個體自主的感受最能彰顯，除提供選

擇，教師尚應致力協助學生澄清選擇的目

標。支持自主的環境對於概念學習效果有所

提升，對於常接受多元訊息的資優生學習式

態有莫大的正面毆示。

參、段發資優生自主的情意教育

資優生擁有不同於一般學生的特質與

教育需求，例如學習速度較快，能深入探究

問題，也能學習傳統課程以外的內容。Strop

(1 983)進一步指出資優生學習可能存在「維

持成就動機和慾望或在挫敗後仍保有學習

的動力」的問題。然而動機問題來源複雜，

包含學校不允許學生展現資優特質、提供有

限制的課程、負向的互動歷程等外在環境因

素(McNabb， 2003) ;或是教師未必自覺其有

限制自主的行為卻導致資優生連常、師生間

不良互動，資優生亦因此看待自己的需求是

不合理的(Reeve， Bolt, & Cai , 1999) 。因此，

資優教育學者皆強調學生中心的活動，讓資

優生自主並給予時間空間追求興趣所在，如

Renzulli , Leppien月DHays (2000)就指出學生

若已精熟某課程即允許其能「跳過」、以較

快速率學習，或讓學生探尋摯愛領域的先進

所提出的看法與技能; Van Tassel-Baska

(1 986) 、 Clark (1997)皆指出學生在課程選擇

的重要性，因為可藉此保持資優生學習機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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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其需求; Maker (1 982)發現資優學生若

能透過選擇和自行設計課程，以自我導引方

式學習內容，將呈現更佳的學習動機。由此

可知，資優生的自主應被鼓勵，已精熟或能

快速精熟的教材可加以濃縮，學校制度及課

程應加以調整，以適應資優生的能力及特殊

需求，教育人員需要為資優學生提供具彈性

及挑戰性的環境，否則資優學生的潛能將無

法充份發展，人才也將被浪費(蔡典諜，

2007 )。

相關研究如Uresti， Goer紹，和 Bernal

(2002)選擇自主學習模式的一部份針對24名

西班牙裔學生教學，結果從中發掘具獨立自

主學習、足智多謀，高層次思考等學習特質

的資優生。Gentry， Peters,fOMann (2007)以質

性觀察與訪談方式研究16位資優生參與生

涯科技教育(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的

體驗，結果指出資優生對於該課程皆有正向

評價，其中以能夠「自主」選擇課程、安排

作業順序、以自我速度學習等，是該課程最

令人欣賞之處。國內梁仲容(2002)各以19

名、 25名資優生為實驗組及對照組實施12週

自主學習課程後發現，大部份實驗組學生在

諸如管理和規劃自己的學習、只需少量輔導

就能在所選擇研究領域執行功能等的自主

學習行為，以及創造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皆

優於對照組。

近年有關資優生自主的實徵研究雖不

多見，但據以上研究顯示資優生若擁有自主

的機會，其學習過程與結果皆大致呈現正面

效應，學習動機問題也等於解決了一大半。

除了環境支持與提供自主機會，針對資優生

獨有需求的情意指導亦為相輔相成的元

素，甚至可藉此發掘資優生潛能。此外，我

國資優生已採分散式的安置政策，表示資優

生情意課程架構可嘗試以普通教育課程為

基礎譜出美好樂章，讓資優生於自主的認

知、技能與情意等面向得到妥適的發展。以

下即針對環境、情意指導與課程教學加以探

資優教育季刊

討 o

一、環境支持

學者多支持藉著提供學生選擇權或是

支持學生自主性的行為，能增進學生對於課

程的控制感(sense of control)與學習動機。簡

言之，學生愈有自主性，即愈有控制感，學

習動機也將提升。Stefanou等人 (2004)即

認為個體投入的程度與覺知環境能滿足其

自主需求有閥，他們提出自主的支持環境有

下列四特色:

(一)給予做決定的空間

(三)提供學生學習的價值與緣由

(三)澄清學習的相關性

(四)提供能力的正向回饋

此外，表l呈現支持自主的教師會常傾

聽、回應學生需求並允許學生掌握教材和想

法，較少直接指導解決問題的方式，教師善

於營造學生中心的氛圍，鼓勵學生行動，使

用非控制的溝通方式。由此可見，自主的環

境和資優生學習需求不謀而合。以Betts的

「自主學習者模式J (Autonomous Learner

Model)為例，該模式主張認知導向的資優生

教學模式無法促進有效適應及全人發展，故

致力協助資優生設定能促進終身主動並熱

愛學習的目標。Betts和Knapp (1 981)提出該

教學模式成功的原因即在於學生自主、所有

權的概念，讓學生可以參與課程決定並評鑑

方案。在支持自主的環境下'ALM模式有很

大的成份即在確認學生所熱愛的領域，協助

學生決定要追求的目標，進行的內容與時間

空間。因此，教師重要的工作之一即界定學

生的興趣、喜好、需求，當教學和環境能滿

足學生心理需求時，最能促進學生的動機、

成就和福祉。故在自主的增進上，教師應減

少限制，了解學生的觀點和感覺，提供機會

讓學生選擇學習活動並設定目標，當學生在

從事所選擇工作時，若無請求，則不需過度

提供協助(Katz & Assor, 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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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自主支持與控制的教師特質對照表

自主支持的教師特質

專注傾聽、接受觀點

允許學生有時間說話表達

提供原理原由

鼓勵努力

稱請學生的進步

詢問學生想做什麼

回應問題

(引自 Reeve， 2005 )。

值得注意的是，環境中提供選擇並不必

然能促進學生自主。若環境提供的選擇與個

體自主及自我實現(如興趣、價值觀、目標)

的關連性低，反而不能促發動機 (Katz &

Ass肘， 2007) 。再者，自主的支持若僅定義成

「提供選擇」可能太過狹隘， Stefanou等人

(2004)認為「選擇」可加以劃分鼓勵學生

對形式擁有權的「形式選擇」、鼓勵學生對

環境擁有權的「組織選擇」與鼓勵學生對學

習擁有權的「認知選擇」。相關實徵研究也

發現，許多教師提供的選擇僅止於程序和組

織的選擇上，對於學生認知投入程度的效益

不大。若要學生有更具延續性的動機和投入

程度，應更加強調「認知選擇」的成份。Katz

和JAssor (2007)則再進一步建議教師應著重

於發展學生後設認知的能力，使學生對認知

有其自主性，並建構後設認知的鷹架，助學

生認知自主之發展。此外「選擇」若與學生

個人目標、興趣和價值觀有所結合，其效益

將遠大於自由的選擇(Stefanou et 泣，

2004) 。因此，教育工作者除了要建立支持的

氛圍之外，所提供的選擇亦要儘量符合形式

選擇、組織選擇與認知選擇三項要素，並符

合學生的價值觀與興趣。

二、情意指導

當環境提升了自主動機，另一需要關照

的部份即在維持資優生動機，協助面對失

敗、挫折與壓力，克服害怕失敗的完美主

義，甚至帶好無動機的資優生。情意指導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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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的教師特質

掌握教材

呈現「正確」答案

告知學生正確答案

說明指示和建議

常說「應該」、「必須」、「一定」

詢問控制性的問題

常提出要求

掌握下列原則:

(一)促發內在動機與自我效能:支持

自主的老師，會考量學生的興趣、喜好、挑

戰感和能力，以提升學生內在動機為核心而

設計課程。 France與Kristen (2005)進一步指

出:針對資優生，應提升其自我效能，即解

決「我夠聰明嗎? J 的疑問，因為重視內在

動機固然可鼓勵資優生學習，唯尚不足使資

優生的動機轉為行動，需先讓資優生相信自

己有執行該任務的能力。

(二)使用資訊語言:對於動機不足學

生，應就其動機問題加以解決，與學生溝通

應具有彈性及資訊告知性。例如教練可能會

對運動員說「我注意到你最近的表現有些退

步，為什麼呢?J 而非「你“應該"、“必須"

如何做... ... J 。資訊語言可協助學生診斷無

動機或表現不合宜的原因，亦可以針對學生

的進展提出溝通的回饋訊息。France與

Kristen (2005)亦認為教師應提供正向資訊，

因為資優生也會避免難為情及希望在別人

面前看起來是優秀的，使用「資訊語言」可

使聰慧的資優生舉一反三並且樂於接受，而

不感到困窘。

(三)促進價值感:和無動機的學生溝

通，應首要溝通事物的價值、意義與重要

性。例如「這些規則是很重要的，因為遵守

了就表示我們尊重別人的權益。」也就是利

用「因為...J 來解釋一些無趣的活動值得付

出努力與時間的原因。而這些價值若和學生

價值觀、興趣、目標有所關連，其所經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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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感也會跟著提升(Katz & Assor, 2007) 。

France與Kristen (2005)亦提出針對資優生的

教學輔導，首要在於提升「為何要嘗試」的

任務價值感，讓資優生把學校、教材視為有

用、有意義且有趣的，才會進一步學習。

(四)教師應承認和接受負向的情緒:

教師應認真傾聽並接受學生負向的情緒或

抗拒的訊息，提供回應以解決這些負向情緒

和反抗的潛藏因素。 France與Kristen (2005)

認為應訓練資優生「自我教導」的能力。自

我教導策略可分成自我管理、個人標準和自

我監督三部分，在個人標準方面，資優生可

能因完美主義重視結果而非學習過程，為了

完美卻又可能表現出低成就或不願努力。故

在師生互動中應鼓勵學生追求「卓越」而非

「完美 J '使資優生了解追求卓越時，失敗

是可接受的。江雪齡(1995)亦提出，資優

生應享有體驗失敗的自由，減少因控制及評

量因素所造成的障礙，並繼續新的嘗試。當

學生處於自主體驗，而不必過度擔心失敗

時，反而是一種難得的正向的學習經驗。

(五)目標澄清與設定:澄清價值觀以

設定目標身體力行，是資優生將未來成為各

領域的領導先驅的核心要件。 Dweck和

Leggett (2000)認為資優生對於智能的看法

將左右學習動機，例如採「智能為固定」

(Entity theory)觀點的資優生容易淪為「為獲

得讚賞」、「讓自己看來聰明」而投入活動，

視能力與努力為負相關，常產生「付出過多

努力即顯示自己不夠聰明」的質疑，因此偏

向選擇較沒有挑戰性的活動;採「智能可增

進 J (Incremental theory)觀點的資優生則視各

項活動可增進自己能力，視智能和努力為正

相關。故教師應協助釐清「低度努力等於高

能力」的迷思、讚揚努力而非智力、強調過

程勝於結果的價值觀。帶領資優生偶爾捨棄

正確答案冒險一下、體會努力和結果的關

係、體驗「獎賞」其實就在高挑戰性的任務

裡。

(六)重視引導步驟: Vansteenkiste等

資優教育季刊

人 (2005)指出學生學習動機導向(如具有

高度工作價值與興趣的精熟導向vs.展現個

人能力的表現導向)、自我決定等自主態度

與能力是可透過教學而影響的。Krathwohl，

Bloom,WMasia (1964)曾將情意目標分為接

受、反應、評價、組織、性格化等五層次，

而第三層次中討論價值觀、決定選擇，並於

選擇後力行與評價即為資優生情意教育的

核心概念(Van Tassel-Baska, 1986 ， 1994) 。故

透過學習活動討論自我與他人的信念，引導

學生自我判斷、澄清價值觀，最後決定優先

順序、身體力行自己選擇的價值觀，儼然是

培養學生自主的核心步驟。

三、普通班課程與教學

在「第三次產業革命」的知識經濟時

代，資優生更應被期望是獨立自主的學習

者。終身學習將是唯一生存之道，懂得自主

學習才能成功。自主是動機、態度與能力，

若將「自主」視為欲養成的能力，花費大半

時間在普通教育系統學習的資優生將可藉

九年一貫課程指標培養自主能力、累積自主

經驗。表2即呈現Reeve (2005)所提出的自主

經驗三面向，檢視指標是否能符應自主的能

力養成和經驗的累積。因篇幅關係，僅能以

國中階段的綜合、健體與社會領域之97課綱

為例，恐無法概括九年國教所有課程領域之

面向。

由表2可知，國中階段三個領域對於「自

主」的養成未有直接相關的指標，且三大領

域能力指標與自主的關係大多置於賦予學

習者「選擇性 J '忽略學生意願與做決定的

過程與技能。從字面上來看，較著重學生面

對選項有選擇權的「形式選擇 J (如綜合

1-4-2 、 2-4-3 ;健體4-3-3 、 7-3-3等) ，與對

環境所擁有的「組織選擇 J (如社會5-4-4) ,

對學習擁有權的「認知選擇」則較不能從文

字中意會，有賴於實務教育者在教學上加以

詮釋。然而，由筆者從事這樣的對照與檢

視，可能有失客觀，未來可進一步邀請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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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r 自主」經驗與九年一貫三大鍋域指標之對照表

領域

自主吋

經驗向度

覺知因果

意原員的自由度

覺知選擇

綜合活動

2-4-2 規劃過合自己的

休閒活動，並學習

野外生活的能力。

2-4-3 規劃並準備自己

升學或職業生

涯，同時了解自己

選擇的理由。

卜4-2 透過不同的活動

或方式，展現自己

的興趣與專長。

健康與體育

3-3-1 計畫並發展特殊

性專項運動技能。

4-3-2 選擇提升休閒活

動參與的方法，並

執行個人終身運

動計畫。

4-3-3 計畫及執行個人

增進體過能表現

的活動。

6-于6 建立快樂、健康的

生活與生命觀，進

而為自己的信念

採取行動。

7-3-2 選擇適切的健康

資訊、服務及產

品，以促成健康計

畫的執行。

7-3-3 選擇過切的運動

資訊、服務及產

品，以促成健康計

畫的執行。

社會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

題時，能從多元的

觀點與他人進行

理性辯證，並為自

己的選擇與判斷

提出理由。

5-4-4 分析個體所扮演

的角色，會受到人

格特質、社會制

度、風俗習慣與價

值觀等影響。

資料來源:研究者歸納。

學者及資深教師，採取深度討論的方式做全

盤的審視與對照。此外，亦可針對資優生獨

特的自主需求與Reeve (2005)所提的自主經

驗再進一步彙整，分析出更貼近資優生的細

緻經驗，以助資優生自主能力與態度的養

成。另一方面，自主是需要長期培養的能力

與態度，在參照現有的課程綱要後，應進一

步發展課程內涵並評鑑反思學生自主能力

與態度。綱要不足的部份，再另行設計資優

生情意課程指標與教學內容。

肆、結語

教師應反思教學行為特質，提供選擇應

符合形式選擇、組織選擇與認知選擇等要

素。在平日潛移默化的師生互動中協助資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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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抒發負向情緒、建立自我效能、澄清價值

觀並協助設定學習目標。在課程設計中顧及

覺知因果、意願的自由度、覺知選擇等經驗

的養成。資優生的學習應具有自主的本質，

應是主動、自我建構及有意圖的過程，一且

環境、師生互動與課程教學搭配整合，將促

發資優生成為自主的學習者，其創造的能量

將帶給社會、國家、世界最大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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