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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介紹美國加州資優教育。先說明加州普通教育，再敘述資優教育的

歷史，再以方案設計、鑑定、課程和教學、社會和情緒發展、專業發展、家長和

社區參與、方案評鑑及預算八方面說明現況，最後總結加州資優教育的特點，並

省思國內資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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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ed to introduce The Gifted and Talented Education Program in

California. Firstly, the author overviewed the general education system in California;
then she spotlighted on the gifted and talented education program. Lastly, she
concluded with reflection on gifted education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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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座右銘:我發現了(I have found

it) ，這說明了加州尊重異己，接納多元的文

化特色。此種文化孕育的資優教育的特色為

何?資優教育之發展往往與普通教育有密

不可分之關係'故先探討加州普通教育制

度、特色，再敘述資優教育的歷史及概況，

最後總結加州資優教育的特點，並省思國內

資優教育。

資優教育季刊

壹、普通教育制度

一、制度

加州有58郡'每郡又分為若干學區。超過

6百萬位學生就讀於9，898所公立中小學，這些

學校接受約1 ，000個教育委員會管轄，也依循

加州相關教育法規(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ducational Demographics Office,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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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

加州的普通教育，在行政或教學等層面

的靈活性極高，呈現多元色彩。

(一)親師社區合作，強調辦學特色

加州的學區掌握該學區公立學校的人

事、選取課本等大事之決定權。學區決策由

教委投票。教委則由民眾選舉產生。熱心教

育的家長可以自行草擬教育方案，說服教委

投票通過實施。

(二)發展特殊教育，落實因材施教

加州重視特殊需求學生之學習成效。例

如:辦學績優之University Park小學，其老

師依據身心障礙學生需求，教導謀生技能

(曹蕙，無日期)。洛杉磯ABC聯合學區有許

多英語學習生(English Language Learner) ，故

學校加強其英語能力，以協助學習(廖純英、

許啟耀、黃麗芳， 2005) 。

(三)鼓勵學生創新思維，有效敢發潛能

加州中小學的考試成績是全美倒數，但

科技人員的發明和專利總是位居榜首，此乃

因加州教育鼓勵學生懷疑、反駁前人權威

(趙建國，無日期)。例如:洛杉磯ABC聯

合學區的Carmenita中學即強調敢發思考與

探索(廖純英等， 2005) 。

此外，加州為了因應外來移民語文能力

落後，學習動機不佳，故落實小班教學，及

運用電腦科技輔助教學，以提升學習成效及

動機(李詠吟， 2001a 、 2001 b) 。

貳、資優教育

美國是重視法律的國家，法律沿革往往

說明歷史發展。故由加州資優教育相關法規

之演變，探討加州資優教育的發展歷史O

一、發展歷史

加州於1961年創立第一個資優教育方

案一少數心智資優(mentally gifted minor)方

案，此方案只限智能在標準化智力測驗98%

以上之學生參加(Rein & Olsen , 2002) 。在

1972年時，加州注意到資優教育方案缺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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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殊異的學生，因而採用另穎的鑑定方式

(Van Tassel-Baska, 2010) 。在 1980年，簧署

法案1040(Assembly Bill 1040)立法規定，允

許學區自行設定資優生教育方案之入學標

準，並擴大資優領域為創造力、特定學術能

力、領導才能、高成就以及表演和視覺藝術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 lOb) 。

雖然擴大了資優生的定義，但是從1961年開

始設立資優方案到2001 年簽署法案2313法

案(Assembly Bill 2313，簡稱AB2313)通過，

學區每週只提供資優生200分鍾的服務，也

無明確的鑑定標準、方案和服務、與家長的

溝通合作及預算等相關規定(Knight， 2006) 。

加州教育局(The Californi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簡稱CSBE)是加州教育部(the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簡稱

CDE)的行政及擬定政策的單位。其制訂資優

教育相關的法規有五項，包含加州教育法

(California Education Code，簡稱 CEC) 、

AB2313 、 AB2207法案(Assembly Bill 2207 ,

簡稱AB2207) 、加州法規(California Code of

Regulations)第五章及資優教育方案建議標

準(the Recommended Standards for Programs

for Gifted and Talented Students，簡稱

RSPGTS) 0

在2000年，因為標準運動、家長壓力和

教育工作者渴望發展符合所有學生教育需

求的方案(Knig恤， 2006) ，故修正CEC中的資

優教育，而通過AB2313和]AB2207，且於2001

年執行，此二法案充分反應資優學生的需

求，並為資優教育帶來積極的改變(Rein &
Olsen , 2002) 0 AB2313主要經由CDE和力01'1、|

資優學會(the California Association for the

Gifted，簡稱CAG)通力合作，費時四年研修

而成，其他的參與單位包含加州學校管理學

會、加州教師聯盟、加州家長教師學會、加

州及聯邦教育方案、對資優教育有興趣的學

校行政人員、教師心理學家和資優生家長也

都熱烈參與 O

在 2001 年， CSBE通過RSPGTS '且在

2005年7月修訂(CSBE， 2005) 。此法規依循資

資優教育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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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教育之國家標準綱領(the Guidelines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s for Gi白ed Education)

(Hein & Olsen , 2002) 、 CEC及加州法規第五

章及AB23l3 '由CDE和CAG合力編修而成。

參與者為資優教育專家、資優生的家長(Hein

& Olsen, 2002) 。

經過相關法規的實施，加州資優生正逐

年增多。在 1980年立法時，共有454學區，

160000位公立學校學生鑑定為資優學生並

有資格接受資優教育 o 至2002年時，共有796

學區進行 360000個資優教育方案(Hein &
Olsen, 2002) 0 近來，共有800學區進行資優

教育方案，有超過480000位公立學校學生被

鑑定為資優生(CDE， 20l0a) 。

二、當今現況

RSPGTS含括方案設計、鑑定、課程和

教學、社會和情緒發展、專業發展、家長和

社區參與、方案評鑑及預算八方面，足見此

八方面是加州資優教育的重點。因此，茲以

這八方面為綱領，介紹資優教育法規相關規

定，並以實證研究或學區之實施方式說明實

施概況。

(一)方案設計

CEC明訂CDE主管資優教育方案，應為

高成就及未達應有成就之加州公立中小學

之資優生發展個別化教育，亦極力促使經濟

不利或文化殊異之資優生充分參與資優教

育方案(CDE， 2005) 0 CEC規定資優教育方案

應包含以下六種元素: ( 1)提供符合資優生

能力及天賦的區分性學習機會; ( 2) 提供資

優生另類學習機會，使其學習與潛能相當之

技能，並瞭解資優生的思考及創意; ( 3)協

助資優生發展對他人的敏銳度及責任; (4)

協助資優生發展倫理標準;( 5)協助資優生

發展解決問題能力，以對自己的生活環境產

生令人滿意的貢獻; ( 6)協助資優生發展符

合實際情況且健康的自我概念(CDE， 2005) 。

加州法規第五章也擬定資優教育方案

的普通標準:為高成就及低成就資優生提供

獨特的學習機會;確保智能較高的學生經濟

資優教育季刊

不利及文化殊異學生充分參與方案;改進及

維持現有的資優教育方案;鼓勵進行各種形

式的資優教育:資優生需先取得父母或監護

人同意方能參與方案;方案需符合資優生之

需求及要求，提供學術課程，並反應學生評

估的需求。 AB23l3進一步規定該州提供的資

優教育方案需符合CSBE所規定資優教育方

案之形式的B23l3 ， 2000) 。

RSPGTS承襲前述法令，載明學區應提

供能夠符合資優生需求、興趣及能力的綜合

且連續性的方案，並以理論及實證研究其基

礎。且該方案也要為所有資優學生提供合適

的安置，亦要與普通教育方案銜接(CSBE ，

2005) 。

各學區依據上述法規訂立其學區之資

優方案設計，茲以Oak公園聯合學區(Oak

Park United School District，簡稱OPUSD)為

例說明其方案設計(OPUSD， 20l0d) 。該學區

之資優教育方案落實以核心課程(core

curriculum)為主的區分性教學，老師為資優

生延伸或充實核心課程o 該方案也為所有資

優生提供諮商服務，諮商員在社會、情緒及

資優生的智能發展上皆學有專精。

(二)鑑定

學區要為K-12年級學生提供參與資優

教育方案之鑑定(AB 2313 , 2000) 0 RSPGTS

載明學區的鑑定程序是公正、廣泛及持續進

行。鑑定過程確保能找出所有潛在的資優生

並提供多樣的服務選擇，並依據學生需求決

定安置，且定期檢視安置是否妥當(CSBE，

2005)。加州法規第五章說明資優教育方案學生

的鑑定相關事宜，茲介紹如下(CDE， 2009) 。

1.鑑定原則

學區有責任規劃資優生鑑定，其原則

為:該鑑定標準一定可以找出能力大大優異

於同生理年齡的學生，並確認需要特殊教育

服務的資優生之能力及教育需求;各項資優

領域應有平等的機會接受鑑定，亦要找出殊

異語文、經濟及文化背景的資優生o

2.鑑定證據

鑑定證據包含:學生在學校、班級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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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紀錄、測驗、訪談及問卷、作品、同儕評

論或專家建議。這些證據應足以顯示各種文

化、經濟及語言之資優及才能。甚至，應探

究學生因為障礙或不利情境而未能達到應

有表現的因素。如為重要證據，則應考量學

生殊異之經濟、語言及文化背景。

3.鑑定額別

每一學區應找出各種領域的資優學

生，例如:智能、創造能力、特殊學術能力、

領導才能、高成就、視覺和表演藝術及其他

任何符合這些規定的領域。一般而言，大多

數學校選取前5-10%的學生，但學區之間還

是有相異之處(Knight ， 2006) 0

4.鑑定流程

學區依據當地行政機關所採行的程序

進行鑑定。鑑定人員應該依據校長或校長指

定人選、瞭解學生在校情形的教師，並要

時，亦可參考合格之學校心裡師三方面針對

重要證據以進行鑑定。當疑惑學生是否為資

優生時，宜邀請擬鑑定領域之專家，及(或)

深度瞭解語言及文化背景者參與鑑定。再

者，這些人也可參閱篩選、鑑定和安置的資

料，以解決評估和建議的差異，甚至可以成

立鑑定或安置委員會來解決相關問題。

5.安置方式

資優教育方案的安置包含特殊日班

級、部分時間團體、充實活動、群東學習、

獨立研究、加速、中學以上之教育機會。加

州政府為照顧弱勢族群資優生，特為語言或

文化殊異、經濟不利及低成就資優生提供方

案，使低成就資優生學習基本技能，以協助

自己克服導致低成就之缺陷而達到與自己

能力相當之學業成就。另外，為符合資優生

的特殊需求，資優生可以有計畫地參與在上

課時間以內或以外之特殊的諮商、教學活動

或研討會。例如: InnerSpark方案是極富盛

名之高中學生暑假藝術訓練方案。該方案深

受學生歡迎，且對學生有相當影響力，尤其

是在提升技巧，及增進對塾術能力的自信。

因加州相關法規規定要極力培養不同社經

地位及文化背景之塾術才能資優生，故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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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不會因學生的經濟能力而拒絕申請。該方

案也指導家長如何營造有利創造的環境，引

導孩子與藝術老師及藝術資優生繼續交

流，以延續在 InnerSpart的學習成果 (Chin ， &

Harrington , 2009) 。

加州政府十分重視經濟不利及文化殊

異資優生之鑑定與安置。故以下介紹多元文

化色彩濃厚之三藩市聯合校區於 2008至

2009學年之英語學習生參與資優教育計劃

之鑑定程序(三藩市聯合校區， 2008)

1.宣導鑑定

宣導對象包含校方及家長o 資優教育計

劃聯絡員向所屬學校的校長和教師說明相

關程序，包括:具資優條件英語學習生的具

體鑑定指標;資優教育方案轉介步驟;英語

水平與資格審核無關;轉介英語學習生至資

優教育方案需參照傳統鑑定方式(例如標準

測驗評分)以外的一些資優衡量指標。至於

家長方面，學區在網路或英語學習生諮詢委

員會會議，以英語學習生家長的母語向他們

介紹資優教育方案以及獲取更多資訊的途

種。

2.實施鑑定

學區於每年11 月開始鑑定，並以2月中

旬和3月中旬搞最後期限。每問學校鑑定小

組將向學區資優教育計劃辦事處推薦學

生，並由該處完成鑑定。如有需要，學區會

主主該生施測使用對文化及語言差異非常敏

感的測驗工具，Naglieri Non-Verbal Ability

Test (NNAT) ，進行篩選。這是一項非口語測

試，專門為測試英語非母語學生而設，能避

免在測試時因翻譯和傳譯而產生的問題

(Santa Ana Unified School Distruct, n.d.) 。學

區會運用當今之資優教育方案鑑定程序為

英語學習生作鑑定，以保證就讀資優教育方

案的英語學習生與其他學生的比例相當。

3.成果評鑑

學區會在2009年9月前進行成果評鑑。

在學生方面，瞭解被轉介到資優教育方案學

生的基本資料、英文能力、鑑定結果和服務

內容。透過連續兩年的比較，可研究鑑定趨

資優教育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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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及語言能力的變化。在學校方面，學區將

至少每年一次，檢討該年度和多年的數據，

以確定英語學習生經轉介、鑑定和參與資優

教育方案的百分比;同時將這些數據與其他

學區和學校進行比較。假若相距甚大，學區

將擬對策改進。

(三)課程和教學

加州的資優教育以區分性課程為主

(Knight, 2006) 。自 1994年以來， CDE及CAG

即共同聲明:區分性課程可以發現、服務及

培育加州背景多樣之學術資優學生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
California Association for the Gifted, 1994) 0

加州法規第五章更明訂要說明其資優生所

設計合適的區分性課程，並以之檢視資優生

受教的合適性(CDE ， 201 Oa) 0 AB2313亦規定

應在上學日提供融合式(integrated)的區分，性

教學，也可根據核心課程，加入其他區分性

活動(AB 2313 , 2000) 0 RSPGTS之第三部份

更載明學區發展符合或延伸州立學術內容

標準及課程架構之區分性課程及教學模

式。區分性課程與此領域之理論、模式及實

施有關連，區分性課程需符合資優生的需

求、興趣及能力;也要得到合適的資源或架

構的支持(CSBE， 2005) 0

Linn-Cohen與 Hertzog (2007) 在 2002年

到2003年間，在加州研究在任何領域都實施

區分性課程學的2個自足式資優班(四年級

及五年級)。教師在教導四年級資優學生的

語文課時，選擇五年級程度的小說，並將學

生依據能力分為三組，每組的作業有不同的

討論深度及複雜性、允許學生發展數個正確

答案，並用多種方式完成作業。教師允許學

生選擇不同的閱讀內容及資料來源，也將寫

作課程融入社會研究課。五年級社會研究課

的上法又不同了。教師除了教導符合五年級

核心課程內容之社會研究，還請學生針對歷

史某一特定人物或事件進行獨立研究，並注

重今日事件與古代事件的關連 o 教師認為此

項作業可使學生發展研究技能、做選擇、時

間管理及完成研究的毅力。

資優教育季刊

(四)社會和情緒發展

AB23l3規定各學區要妥善處理資優學

生的情緒需求(AB2313 ， 2000) 0 RSPGTS之第

四部份也強調學區應發展相關計畫，以支持

資優生之社會及情緒發展，增進責任感、自

我覺知和其他情緒發展之議題。學區應持續

滿足資優生之情緒需求，對於處在危險境地

(例如:未達應有成就、憂鬱症狀、自殺及

藥物濫用等)的資優生應加以監督及提供支

持(CSBE ， 2005) 。

在OPUSD' 各層級的諮商員及心理學家

一起支持資優生的情緒需求，必要時，可以

轉介學生至聯合社區機構(coordinating

community agencies) 。支持資優生情緒需求

之家長團體，也是重要資源。該學區絕不允

許有社會或情緒問題的資優生被排除參與

資優教育方案(OPUSD， 2010e) 0

(五)專業發展

RSPGTS第五部份載明學區應為行政主

管、教師及職員提供資優教育之進修機會，

使其能促進及支持資優生的教育 (CSBE，

2005) 。

OPUSD十分重視發展教師資優教育之

專業，尤其是區分性課程。學區之資優教育

倡議會議 (District Advisory Council，簡稱

DAC)持續向教師宣導資優教育的最新發

展，同時瞭解教師需求，再把需求納入方案

設計。大學及CAG (Knight, 2006)及學區會提
供不同的研習給新進及資深老師，並多方尋

覓合適的研習講師。舉辦教師專業發展研習

時，教師回饋給主辦單位，主辦單位再據此

舉辦日後的研習。再者，因為不可能每一位

教師都參與研習，所以，參加研習的教師會

回校分享其在研習所學。此種教師對教師的

訓練相當有助提升專業(OPUSD ， 2010b) 。

(六)家長和社區參與

如果家長能瞭解資優教育方案，則越能

與教師形成夥伴關係，合力推動資優教育，

故RSPGTS之第六部份載明學區應確保家長

及社區成員能持續參與資優教育方案之計

畫及評鑑。學區應與家長及社區維持開放性

29



資優教育季刊民 99 年 9 月第 116期第 25-32 頁

溝通，也支持資優教育家長主動參與DAC

(CSBE , 2005) 。

茲以OPUSD為例說明其如何推動家長

和社區參與。學區以文宣或網路等方式，向

家長傳遞訊息。當學生剛鑑定為資優生時，

學區會邀請家長參與資優教育方案說明

會，以促進家長瞭解資優教育，特別是區分

性課程，使家長有能力成為教師實施區分性

課程的好助于。 DAC會極力邀請家長一起與

教師、諮商員、行政人員參與各項會議，進

行資優教育方案的計畫及評鑑。學區也會調

查家長對資優教育方案的滿意度。此外，學

生需要向家長展現其學習成果，故學校會多

方營造讓學生向家長展現成就的機會

(OPUSD , 20 lOa)
(七)方案評鑑

加州法規第五章明訂學區應為資優教

育方案撰寫書面計畫，使大眾能據此檢視該

方案(CDE ， 2010a) 0 RSPGTS之第七部份也說

明學區應建立正式及非正式之評鑑方式及

工具，來評估資優教育方案及資優生的表

現，視其是否符合或超越州立內容標準(state

content standards) ，評估結果(包含州立之標
準化測驗) ，用以研究所提供服務的價值及

影響，並改善資優教育方案及資優生的表

現。學區應持續提供與方案之理念、目標及

標準一致之評鑑。 (CSBE ， 2005) 。

OPUSD之評鑑與方案之哲學、目標及標

準相契合，其以正式及非正式評量評估學生

的成就及資優教育方案的成效。評估方式包

含:調查家長意見、長官訪視學生在普通班

的學習狀況、教師在區分性課程對學生進行

個別化評量(多為真實評量)、親師生一起

檢視學生的學習檔案、教師發展符合學生需

求的學習目標、 師生一起擬定學生的表現

標準(performance rubrics) 、學生的回饋、撰

寫學生表現報告，並針對弱處來調整方案內

容加以改進(OPUSD ， 2010c) 。

(八)預算

RSPGTS設定獲得 l 年、 2年或3年資優教

育方案經費的標準，其中， 3年的資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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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標準最高，設計較周詳，例如:兼顧資

優生的情意需求及邀請特殊族群資優生家

長參與。 CDE (Hein &Olsen , 2002)及該學區
之DAC會以RSPGTS審核該方案是否能過關

及給予經費(Knig恤， 2006) 。一般而言，經費

不多，但是學區遭受來自家長等的政治壓

力，還是會依據標準寫出有品質的方案計畫

(Gosfield, 2002) 。

參、綜合省思

在加州多元文化影響下，普通教育及資

優教育皆呈現靈活而彈性的特色，以下綜合

歸納加州資優教育的特色，並省思我國資優

教育。

一、深受普通教育影響，親師發展資優教育

專業，共為資優法規舵手

加州學區享有教育自主權。在家長、教

師及相關人員的努力下，發展普通教育。資

優教育相關人員，在此基礎之上，持續發展

資優教育專業，因而共同擬定具有前瞻性的

資優教育法規。然而，我國資優學生的家長

對資優教育的理念較弱、行政人員流動率

高，且資優教育教師進修機會不足(教育

部， 2008) 。因此，如何推展家長、資優教

育教師及相關行政人員的專業，實為提升資

優教育品質的首要課題。

二、承襲多元文化風氣，力倡特殊族群之資

優教育

加州重視多元文化，故在鑑定時，力求

找出殊異語文、經濟及文化背景的資優生，

且為低成就資優生及語言或文化殊異及經

濟不利之資優生提供適性方案。然而，國內

在特殊族群之資優教育有待加強，係因大眾

多認為身心障礙者較不可能是資賦優異，而

且欠缺適性之鑑定工具與標準'使得特殊族

群資優者不易被鑑定發掘及接受適性教育

(教育部， 2008) 。故，加州三藩市聯合校

區的作法值得參考。

資優教育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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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力行全人教育，涵養資優生的人格及情緒

由立法規定看來，加州資優教育方案的

設計不僅重視開發學生資優領域，更重視資

優生身心之健全發展。例如在資優教育方案

的六大元素中，其中有四大元素著眼於協助

資優生建立健全之自我概念，發展對他人敏

銳度及責任等有益自我成長及促進社會進

步的元素。同樣地，在RSPGTS也強調此項。

天賦英才彷彿是一把利刃，配之以健全身心

方能貢獻國家，反之，則可謂社會損失。

四、重視資優學生需求，鑑定、安置、課程

個別化

在重視學生需求的基礎之下，加州法規

第五章規定各項資優領域應有平等的機會

接受鑑定，其鑑定程序相當多元;在鑑定及

安置的相關規定中，皆列有其他一項，讓不

同領域的資優學生盡可能被發掘滿並滿足

需求。此外，加州亦強烈要求落實區分性課

程等。然我國中小學資優教育採用分散式資

源、班、巡迴輔導班、特殊教育方案(教育部，

2009b) ，資優教育課程多以年級、班級等

概念為實施主軸，尚未落實區分性的教學，

這不僅無法滿足資優學生需求，更無法服膺

資優教育多元、適性安置的理念(教育部，

2008 )

綜合上述，加州資優教育和我國資優教

育各有特色。較大的影響因素或許來自文化

風氣及對資優教育的認知及專業。我國素重

升學主義，資優班往往淪為升學保證班(蔡

典護， 2006) ，相反地，加州的多元文化素

重個體的特質及獨創性，故較能落實資優教

育的理念。幸好，政府正極力推動特殊群體

資賦優異學生之鑑定與輔導、資優教育宣

導、鑑定與安置及課程與方案之行動方案

(教育部， 2009a) 。希望此行動方案能落實

優質的資優教育，培育發揮潛能，造福大眾

之身心健全資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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