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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班裡的資優教育之二

一我的家長經驗與觀點

蔣明珊

東華大學特殊教育~副教授

摘要

本文作者從家長的角色出發，分享參與普通教育的經驗並結合上一篇的研究

經驗提出未來想嘗試參與的方向來探討結合理論與實務以讓資優教育融入普通教

育的作法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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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uthor's own experiences as a parent, this article explored how to

assist teachers in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class activities to integrate gifted
education into regular classrooms. Future directions to implement gifted education in
regular classrooms a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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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經驗中，所有課程與教學上的調

整或改變勢必會增加普通班老師的負擔，畢

竟這改變了老師原先習慣的教學方式或班

級經營，甚至是額外時間的支出。但是對有

教學熱忱或是願意嘗試調整改變的老師來

說，這樣或多或少的改變，對他們來說也是

一種在專業上自我提升的機會或教學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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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滿足。其實有些微幅的調整與改變，甚

至來自家長的支持，班級中的所有孩子就會

在學習中獲得極大的滿足與快樂。因此，我

希望，從「身為孩子父母」的角色參與普通教

育的經驗並結合上一篇所提的參與普通教

育的研究經驗提出未來我想嘗試參與的經

驗與讀者分享一些觀點與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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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我的家長經驗一在普通班，

我兒子和他的「資優同學們」

兒子小明剛上小一的學校日活動，在開家

長座談會時，級任老師列出了班級家長的組

織，包括要選出班親代表、總l務組、聯絡組、

文書組、活動組、晨光時間愛心家長等，我感

覺到老師是個很用心在班級經營的老師，後來

也證實老師的班級經營的確很成功。因此，在

認領工作時，我先跟老師確認，活動組進行活

動時是否有其他家長支援，老師說相關的各組

都可以支援活動組的工作，於是我便自告奮勇

的認了活動組組長的工作，因為此工作性質較

彈性，不致影響我的日常工作。於此之時，我

便有了將資優教育的充實活動與兒子的普通

班課程結合的念頭 o

資優教育學者Renzulli將資優教育的充

實活動分為三種類型稱為「三合充實模

式 J '其中第一類型充實活動的設計是為了

讓學生接觸在正規課程中所未涵蓋到的各

個廣泛學科、主題、職業、人員、場所和實

踐;第三類型充實活動是用來促進思考發展

和情意過程的材料和方法組成;第三類型充

實活動是將時間花在獲得進階知識和第一

于調查角色的訓練過程(蔡典誤， 2006) 。

郭靜姿 (2006 )則提出:充實的目的在提供

學生多樣化的學習內容及學習方式，以擴展

學習經驗，促進才能發展。資優教育中常採

用的充實方式包括閱讀課外讀物、野外採

集、參觀訪視、演劇、獨立研究、影片欣賞、

專題演講、思考能力訓練、作品欣賞、自由

創作、競賽、辯論、成品展示、報告等。因

此，我建議級任老師的相關活動與Renzulli

的第一類型充實活動有關，而在郭老師所列

舉的各式充實活動中，我在兒子班級中連任

四個學期的活動組組長，協助級任老師辦理

的充實活動說明如下:

一、主題研習

當我在兒子的小一家長會自動請縷擔

2

任活動組長後，便跟級任老師討論配合生活

課程的主題，進行加深加廣活動的可能性，

獲得老師極大的肯定與支持，不過也是在開

過家長會，取得家長的共識與同意後實施。

主題研習的重點活動之一，便是我在一次鄉

間的小學活動中認識的體制外從事科學活

動推廣的蔡老師。當我初次遇見蔡老師時，

我便立即感受到他對教育的熱忱'也許是緣

分，當我邀請蔡老師到兒子班上擔任科學活

動課程的講師時，他很豪爽的一口氣答應

了。而且在蔡老師推廣「垃圾桶科學」的理

念下，兒子的班級學生得以用較少的支出就

能獲得很好的學習品質 o 例如配合一上生活

課程「好玩的童玩」主題，在我和蔡老師、

級任老師討論之後，蔡老師上了空氣槍、竹

筷槍、各式陀螺、竹蜻蜓、飛機等活動;配

合一下生活課程「奇妙的水」主題，經過討

論則上了水火箭、針筒火箭、汽水噴泉、浮

沈玩偶等。每次的課程約三小時，全班26個

孩子平均每個孩子鐘點費加材料費約一百

八十元至二百元之間。對這個班級的家長而

言，是屬於叫好又叫座、「便宜又大碗」的

課程活動之一。因此，進行一學期後，兒子

年段的其他班級也在口耳相傳之下跟進辦

理。

蔡老師的課程平均一學期進行二次，時

間多安排在期中考和期末考後學生較為輕

鬆的時間 o 上課時學生採分組方式，級任老

師的角色則成為協同教師，負責適時協助補

充蔡老師的說明、提醒小朋友跟己上過課程

內容的連結、協助較為落後或操作上有問題

的學生等，由於全程幾乎都為操作活動，因

此老師還必須維持班級秩序。由於此課程的

特殊性一「做中學 J' 在大班進行中學生的狀

況較多，因此老師還會在活動前先徵詢家長

入班協助，根據我的觀察，每次都會有四至

五名左右的家長入班協助，幾乎每一組都可

以分配到一個愛心家長協助各組不同孩子

的需求 o

兒子升中年級新學期的開始，他便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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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說: r 媽媽，請妳學校日的時候去跟老

師和其他家長建議跟以前一樣找蔡老師上

科學課好嗎? J '我回答說可以，但前提是

必須全部家長都同意才有可能讓他如願的

情形，結果他接著說 r 那妳就在家裡先打

好問卷，開會的時候發，這樣才能趕快找蔡

老師上課......不然我會無聊死 J '小伙子似

乎很清楚我的工作流程，他雖不在資優班，

但他有著「一般資優生」反映出的行為，例

如上課時如果是他已經會的內容，他說自己

就會「作白日夢 J ......額似蔡老師的課程對

他來說屬於有挑戰性的趣味課程，我想對簡

單的普通班課程也會作白日夢的「資優生」

來說，應該也是學校生活中彌足快樂的事情

吧!

可惰的是兒子三年級家長會時，我受其

他家長的囑託，提出繼續邀請蔡老師上課的

建議，但是遭一位在場的家長反對，理由

是 r 上課的時間是老師授課的時間，不應

該另外花錢找外面的老師上課 J '因為考量

級任老師的心理負擔，因此我便打消了協助

老師安排此額活動的念頭，不過無法安排充

實課程的決定也讓不少與會的家長感到失

望。此時老二也入小學，與老師討論安排蔡

老師上課之事時，老師希望這類需要家長另

行付費的課程最好「全班每個家長都同

意 J '不然可能會有家長打 1999投訴，因此

我跟班親代表討論之後，考量到是全新的班

級，家長彼此不熟悉，因此暫緩安排此類充

實課程。我想這類事件反應的是家長觀念或

經濟能力的問題，支持另外找老師上課且經

濟能力許可的家長觀念是 r 術業有專攻，

不是每個小學老師都擅長上所有的課程，在

時間許可的情形下，花一些錢讓孩子接觸學

校課程以外的活動，對孩子有正向的幫助，

而且級任老師也有協助教學，有更多的老師

協助孩子學習是好的 J '但不可諱言的是班

級中即使是都會區，也會存在有家庭經濟壓

力的家長，從級任老師的立場，的確需要加

以考量或另作妥善安排。因此，我只能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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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小明的班級能夠連續三年安排許多課

外充實活動，且得到老師和所有家長的肯定

與支持應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

二、校外教學

每學期校外教學主題和地點的選擇是

經過和級任老師的討論，一樣配合課本的相

關主題辦理。例如二下時配合生活課「植物」

主題，選擇樹火紀念紙博物館進行導覽解說

及于工造紙體驗活動;另外還選擇陽明山國

家公園天溪圖生態教育中心以園區植物、昆

蟲和認識水文作為主要的導覽解說重點，在

活動前級任老師還主動邀請我和班親代表

帶著自家的小朋友先行前勘查一次，我看到

老師在資深的解說員解說下認真的作筆

記，再次因老師的教學熱忱而感動。這兩次

的校外教學活動是學校辦理的校外教學活

動之外，兒子班級另外增加的充實活動。前

者利用假日，讓家長自由報名參加，同時自

行到指定地點集合;後者則是經過家長同

意，全班統一參加，交通方式則是租小型巴

士，家長或其他子女如有意願亦可同時報名

參加、自行開車前往。由於是週六的補上班

上課日，因此家長和其他子女參加的人數也

相當多。由此亦可看出家長對此書頁活動的支

持!

三、親子活動

在當我擔任我兒子班級的活動組組長

的二年中，我陸續辦了以下幾個親子活動:

親子漆彈營(內容包括拜訪招潮蟹、攀岩、

動力彈跳、漆彈射擊與對戰)、桃園工廠參

觀之旅(雅聞魅力博覽館、白木屋品牌文化

館、東和音樂體驗館)、宜蘭工廠參觀之旅

(包含玉兔鉛筆學校、勝洋水草休閒農

場)、土城賞螢活動、準園生態農場賞螢、

溯漢等，特別的是因為同班二年親師生關係

良好融洽，應家長的期盼，我在三年級學期

結束時辦了一個宜蘭二天一夜親子歡樂之

旅，行程內容包括新寮瀑布、鵝山茶園、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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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農場、礁j真的林美步道、烏石港外j奧海灘

等，夜宿太平山腳下的山莊，晚上還帶著小

朋友們觀星、抓甲蟲、桶子雞DIY等，家長

與孩子們都認為此活動起二年級的結束留

下一個美好的回憶。

在辦理親子活動的印象中常過到普通

班老師或媽媽們問這樣的問題 I 小明媽

媽，妳怎麼都知道這麼多有趣的地方可以玩

阿? J '我通常笑笑回答: I 這是職業病! J 。

其實，我想這部分也反映了曾經是資優班教

師的我，對於各地方資源與活動保持關注的

敏銳性。以漆彈活動來說，有媽媽問 I 妳

怎麼知道臺北有這樣可以玩漆彈的地方

阿?而且活動很多樣呢... ... J 我的回答

是 I 剛好有一次看康熙來了，那集的特別

來賓是陳其民、陳義信那群愛好打漆彈的明

星團體，還受金門縣政府邀請擔任觀光大

使，因為金門祠堡多，所以他們還去金門打

漆彈...看完節目我就開始好奇打漆彈這個

活動，然後就上網查台灣那些地方有漆彈

場，排除離家遠和只有單一活動的漆彈場，

篩除的結果就是目前我們參加活動的這個

地點了 J '不過「要不是我生的是兒子，我

想我這輩子大概永遠不會有動機走進漆彈

場...... J 聽到這個活動動機的媽媽們無不回

以完爾一笑。不過我回想起初次進漆彈場時

的緊張，那時剛上小一的小明到場上似乎也

感受到我的焦慮和緊張，居然會說 I媽媽，

妳不要緊張，妳就好好躲在巴士的窗戶下就

好了，我會保護你的。」聽到這句話眼角有

莫名的濕潤，我想這也是辦理親于活動的意

義與價值了!

上述(一)至(三)的充實活動在實施

時除了由級任老師擔負教學相關活動，由我

負責協助規劃聯繫之外，我覺得活動之所以

能順暢辦理，還包括班親代表的投入與領

導、總、務媽媽細心的處理收支及班級中的所

有家長皆有共識，且都能熱心互相支援，對

於參與活動執行的老師與家長均抱以感謝

之心，因而得以成就許多成功的活動，也讓

4

班級中的所有孩子在活動中都感到快樂滿

足。據說有其他班級的老師與家長很羨慕本

班家長的熱心企畫與支援班級活動。我的心

得與感想仍是「熱忱」二字!除了老師的教

學熱忱與優秀的班級經營能力，我覺得在參

與孩子的學校教育過程中，先有幾個帶頭、

無私奉獻的家長挺身而出，這樣的「熱忱 J '

自然會引發更多的「熱忱 J ......我至今仍然

如此相信!

二年級 F學期時開始有資優班學生的

入班鑑定活動，級任老師推薦了一些孩子參

與鑑定，其結果自然是有些孩子有甄選上有

些則沒有，但是級任老師的話讓我很感動:

「即使沒上資優班的孩子，在我的心目中也

都是資優生!」'由此觀之，我覺得在老師

教學時是否知道班級中有沒有「經過鑑定通

過的資優生 J '已不是重要的問題，重要的

是老師確實能敏於察覺班級中的確存在一

些「有資優行為的孩子們 J 而能夠提供適

合其學習需求的課程與教學，這應是教育工

作者需關注的地方，而這也是本節標題訂:

在普通班，我兒子和他的「資優同學們」的

原始發想。

四、提供教學資源

配合主題研習或其他各領域的教學主

題，我通常會徵詢老師的意見，然後主動提

供教師教學或學生學習的相關資源，例如介

紹有關「動物」的主題時，我會找出家中跟

動物有關的藏書或拼圖、圖片、光碟等，或

是到圖書館借書，整理後直接交給老師，由

老師全權處理這些教學資源的運用方式，目

的是一方面讓老師有更豐富的教學參考資

料或安排活動，另一方面則是讓班級中的所

有孩子有更多的閱讀材料，讓孩子們對當時

課程中的學習主題有更廣泛與深入的瞭

解。後來，我發現長期自動擔任「教學資源

志工」的另一個回饋就是，兒子小明在學校

上課時，遇到老師課堂講的內容，有時他會

主動舉手跟老師說 I 我家有一本書，有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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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可以帶來給大家看 J '或者是正要

上的主題，他也會主動跟我說，-媽媽，我

覺得家裡的這本書老師應該用得到，可以講

給同學聽... .... J '當然老師就會大大的鼓勵

小明這種「自動白發的熱心 J '良性循環的

結果，我想小明的閱讀習慣和興趣更是得到

正向提升!因此，我會建議父母們，如果都

不知道如何參與孩子的學校教育，那麼除了

配合老師日常的指導之外，主動提供家庭中

現有的資源也是利己利人的行為之一，甚至

可以建立孩子良好的學習典範，學習無私與

付出。

五、個別化的作業調整

兒子小明中年級時換了一位新老師，新

老師想要瞭解孩子的特質，因此跟我電話討

論。在討論的過程中，我很謹慎的跟老師反

應了這個小孩有著記憶力強的優勢能力，但

明顯不喜歡寫字、甚至有時草率完成跟寫字

有關的功課的問題，老師當下就跟我說: ，-小

明媽媽，如果這是小明特有的狀況，加上上

課一週以來我發覺他的資質不錯，因此我想

我可以找小明個別談話，允許他習作的生字

每個只需要寫三次，但是同時也會要求他每

個字都要認真寫工整!」'我聽到老師這樣

說，心裡著實感激老師，尤其是聽到老師

說，-會要求全部都寫，那是針對全班同學

的要求，但是如果有少數小朋友有個別的狀

況和需求，只要家長提出來，我覺得可以調

整，我就會去作個別的調整，一切都是可以

討論的... ... J '接著老師又提到小孩跟他反

應寫字寫久于很酸的問題，我也跟老師交換

經驗，提出可能他有施力不當的問題，結果

老師回應，-除了施力不當，也可能有握筆

姿勢不正確或其他可能的問題，沒關係，改

天我特別留他寫作業，順便觀察他寫字的問

題......我會以我的專業協助他改善 J 聽到

這裡，我心裡真的非常感動。一方面慶幸孩

子遇到適合他的老師，一方面也很高興知道

普通班的級任老師除了有個別化教學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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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之外，更還有教學的熱忱!

上述作業的調整只是個別化調整的例

子之一，我相信只要每個老師都能確實瞭解

每個孩子的能力特質，加上有個別化教學的

理念且願意實行，應該都能在普通班實施個

別化教學，當然包括資優的教學方法與策

略。

貳、我想參與的未來經驗一個人
想嘗試的更大調整

一、濃縮課程

很多國家，如美國、澳洲等都採用「濃

縮課程 J (Curriculum Compacting)為資優學

生設計適切的課程(香港教育統籌局資優教

育組， 2006) 。濃縮課程是為中上能力學生

改變正規課程的一個系統設計，藉由刪減先

前已精熟的部份或以相當於他們本身的能

力加速學習，利用「濃縮課程」所提供的時

間(濃縮時間)安排學生以個別化學習計劃

(lEP)作充實活動或加速學習等替代性課

程、獨立研究、個人及小組研究的管理計畫

等(蔡典誤譯，2001 ;香港教育統籌局資優

教育組， 2006)

然而以香港為例，其校本化的課程濃縮

實驗教學係以全班為單位，-......因人力資

源的關係，有別於其他國家所推行的模式。

計劃以全班式進行，對象是四年級其中一班

的學生。這班學生平均的學業成績較理想、，

根據教師的觀察，他們普遍在科學方面有較

突出的表現。」此一分組方式類似集中式的

編班，與融合教育的理念較不一致。而在台

灣則多屬於常態分班的方式，如欲實施濃縮

課程，可能也會面臨分組問題，甚至可能如

同台灣頭城人文小學的混齡分組上課狀況

或是結合良師典範制，其他如課程教學的規

劃、運作模式、教師專業、教師排課、人力

資源等問題，在體制內的學校如何解決上述

問題，可能需要更開放性的配套措施方能有

效實施。

5



資優教育季刊民 99 年 12 月第 117期第 1-8 頁

二、旋轉門模式

旋轉門模式係由Renzulli所提出，有別於

傳統約只取全校百分之五的學生接受資優

加速或充實活動的資優教育方案，一開始即

由學校總人數中選取百分之二十五的學

生，歸入人才庫，而在人才庫的學生都能接

受包括第一、三類型的充實活動、創造與批

判思考技巧訓練或加速學習制。且根據此模

式的經驗顯示人才庫中的學生每年大約有

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人數，實際在資源教室

中進行至少一項第三頸、型的獨立研究(王文

科， 1992) 。

而我在進行「普通班特殊需求學生課程

調整之探討及其在國語科應用成效之研究」

時，我發現三位經由級任教師推薦加入獨立

研究的普通生由於有極高的學習動機及興

趣，在學習過程中與結果發表等各方面的表

現甚至超過部分資優生的水準。因此我在研

究中也提出建議:未來推廣資優教育，不妨

根據Renzulli (1997)的智力理論，選擇智力中

上、具創造力，且對其興趣領域有高度學習

熱忱的學生，同時採用Renzulli 、 Reis和lSmith

(1 981)的旋轉門模式，由資優教師根據事先

規劃的既定主題，篩選合適的學生進入每個

不同的主題方案中，如此學生可轉進轉出資

優方案中，在專業教師引導之下，學習適合

其能力、興趣的主題。這樣一來，或許可擴

大資優教育對更多學生的影響(引自蔣明

珊， 2002) 。此外，林文蘭( 1999)在其參

訪美國KEY SCHOOL的遊記中提到該校有

一「豆萊小組」的課程活動，是一種由老師

設計而學生選擇參加的課程，每一小組由十

二到十六位不同年齡的學生組成，此課程的

目的是幫助學生深化其興趣或專長領域。每

年小組的老師依其專業特長設計小組的課

程，有些老師年復一年採用相同課程，但在

深度上精益求精，有些老師則每年設計新課

程，發展新興趣，在廣度上推陳出新。我覺

得豆英小組的活動形式也可以考慮跟旋轉

門模式的充實活動結合。

6

顏靖芳( 2008 )亦提到英國資優生的

List 是旋轉門模式，意思就是資優生名單可

能每學期都有一些變動，學生名單會隨著學

生的表現轉進轉出，以隨時讓有需求的孩子

接受資優教育的服務。此狀況有別於臺灣的

資優生通常一經過鑑定，就是就讀三年(國

高中)或四年(國小)。因此我覺得旋轉門

模式是也是未來在不管是否設有資優班的

學校中，可以參考採用的選擇之一。

三、全校性充實課程

全校性充實模式(Schoolwide Enrichment

Model)一詞，係由Renzulli於 1985年所提出，

原是一種運用於全校中前百分之十至十五之

人才庫(Talent Pool)中能力優異學生身上，使

其發揮資優行為的課程發展模式，自1990年

代起，將全校性充實模式運用在普通教育中

(李偉俊， 2004) 。此模式的核心理念之一

便是只要幫助學生使其能充分發展潛能，不

論是資優生或非資優生都是全校性充實模

式課程服務的對象。該模式著重學校本位課

程發展，並透過(1)系統性的評量學生特長;

(2)提供所有學生充實課程的機會和資源，以

及提供教育服務以發展所有學生的潛能; (3)

彈性運用課程的調整以及學校的學習時間

等三方面來發展所有學生的資優潛能，主張

培養資優的行為及提供學生適當的課程，發

掘學生的長才。最終的目標是要訓練學生成

為知識的生產者而非知識的消費者(林良

惠， 2002 ;李偉俊， 2004) 。林良惠 (2002 )

亦認為當面臨九年一貫課程所強調的學校

本位課程與統整的概念時，全校性充實課程

模式的推展經驗應該可以廣泛的應用於普

通教育中。而李偉俊(2002 )和林建宏(2006 )

等在國內實施全校性充實課程的研究亦都

證實有所成效。但由於實施此課程需要更多

因素的配合，包括整個學校制度的調整，因

此，我會希望未來有更多學校可以嘗試此一

課程模式，甚至開創此模式在台灣的新樣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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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教育簡訊第5期曾刊出吳武典教授

的一篇專訪，吳教授提到，現行資優教育

的困難有二，其一起如何讓資優教育變成普

通教育的一環，包括充實加速方案及分組活

動，如何將這些方案設計讓一般人可接受，

並融入教育體系內，以推展在普通教育中的

資優教育方案。融合教育為現行之趨勢，除

身心障礙教育外，應包含資優教育，然應與

普通教育有所區隔，故在普通教育中推展資

優教育仍存有一些的困難 o J (劉貞宜、王

曼娜、林佳慧編， 2001 )。儘管如此，誠如

呂金變 (2002 )所說; ，資優教育的延伸服

務有兩個主要功能:一是配合普通教育的方

式延伸對資優兒童需求的服務;另一個功能

則是領先的課程實驗，調整後可提升全民的

教育品質 o ......資優教育不論是消極的配合

普通教育，還是積極的領先實驗課程，都不

能置身於普通教育的變革之外。」二位資優

教育的學者皆同時點出了資優教育與普通

教育結合的趨勢與問題。

不過，根據前一篇「普通班裡的資優教

育我的研究經驗與觀點」及本文中我所提

及的家長參與經驗，我想在普通班應用資{憂

的教學策略是可行的，甚至可以讓普通教育

產生正向的質變。林建宏 (2008 )亦持相同

的看法，其研究支持資優教學策略對普通班

學生創意思考、問題解決及研究能力的提升

有增進效果，同時亦認為促進普通班級資優

化教學信念的落實是可期待的。國外的文獻

亦支持融合班的資優生在某些條件狀況

下，其需求是可以或得滿足的，例如; (I)

以適當的方式分組，如叢集或同質分組的安

排; (2)教學策略適合資優學生特定的學習需

求，如以複雜化(Sophistication)或新奇的

(Novelty)策略學習原理原則或內容、運用班

級討論; (3)資優學生可接受到適合的區分性

課程或更廣泛的課程，如在興趣、學習速率、

深度方面進行區分; (4) 提供充實課程

(Enrichment) ; (5)提供加速課程(Acceleration) ;

(6)提供獨立研究指導(Independent Study)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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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個別化的調整 (Individualsized

Adaptation) ; (8)提供多層次教學 (Multilevel

Teaching) ; (9) 課程濃縮 (Compress the

curriculum) ; (10)運用良師典範制(Mentorship)

等(Bauer， & Kroeger, 2004 ; Choa峙， 2004 ;

Friend & Bursuck ' 2002 ; Hegeman , 1987 ;

Salend, 1998 ; Sands, Kozleski , & French,

2000 ; Smith, 1998 ; Smith , Polloway, Patton, &

Dowdy, 2004 ; The ERIC Clearinghouse on

Disabilities and Gifted Education, 2002 0 而對普

通班教師來說，花費較少且非菁英式考量的

教學選擇便是採用加速、能力分組、調整課

程等方式以滿足資優生的需求，而調整課程

的策略如課程濃縮、充實和獨立研究便是策

略之一(To品， 1999) 0 上述國外學者的觀點在

我的經驗中多數皆有觸及，且證實可行o

作為關心教育的家長、研究者與行動

者，我衷心期待在未來資優教育更能融入普

通教育，進一步帶動普通教育品質的提升，

而資優方案本身也能開創不同於普通教育

方案的內容以滿足資優生和全體學生的個

別與特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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