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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目。一

2003 年，為畫灣資優教育發展三十年。當時中華資優教育學會舉辦一系列的活動，

並出版三十年質優教育季刊專刊兩本，五篇歷史性文獻，把資優教育從 1973-2003 年

的發展脈絡，做了完整的回顧與敘述(吳武典， 2003 ;陳昭儀， 2003 ;郭靜姿， 2003 ;

彭瓊慧， 2003 ;劉貞宜、主曼娜， 2003) 。在臺灣資優教育的發展史上，吳武典 (2006 )

將 1993-2005 年定義為「穩定期 J '並將 2006 年以後定義為「重整期」。因此 2003 年

以後的資優教育可說是在穩定中求發展，在現有的基礎上求進步。然而，同年 (2003) ,

身為社會新鮮人的我，卻--tl剛剛正式踏入資優教育的專業。

2013 年，臺灣資優教育邁入第四十個年頭。 2003 -2013 這十年間，第一作者先就

讀碩士兩年，文到高中資優班的現場服務五年，最後回到美國普度大學進修資優教育博

三年，並在不同階段提供各種直接或間接的服務。與許多前輩相比，這十年的經驗微

不足道。但這十年中有和過去三十年不同的資優教育重大事件發生，個人的工作和教育

理念，不僅受臺灣資優教育發展的大方向影響，也受地方政府政策的影響，同時也受不

同文化背景裡資優教育概念的黨陶，歷程有起有伏，透過和「資優教育」持續的互動發

展，個體的專業發展也持續在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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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個人與資優教育互動的發展時， Bronfenbrenner (Mi lIer, 2011 )的生物生態理論

(the bioecologicaJ model) 成為這個反思歷程的基礎。本文試圖以生物生態理論(the

bioecological model) 的觀點，以接受特殊教育訓練從事資優教育工作十年的第一作者的

經驗出發，分享教師新手成為局內人的歷程，在此專業發展的過程中，也促發第一作者

從資優學生擁有權的議題，反思:誰是質務現場中，影響資優教育發展的關鍵人物?

文聚焦在臺灣高中階段質優教育的發展，主要敘寫者為第一作者，第二作者則為閱讀後

提出書寫上須釐清的論述、概念化的架構，並引動第一作者進行經驗的回溯補述，體會

其專業發展面貌的呈現。

貳、生物生態理論(The Bioecological model)

Bronfenbrenner的生物生態理論(the bioecological model)強調不同環境問彼此互相

套疊的影響。在這些環境中，與個人直接相關的是微系統(microsystem) ，依次外推還

有次系統(mesosystem )和外系統( exosystem) ，而第四層也是最外層的則是鉅系統

( macrosystem)。鉅系統也就是個體所屬社會的價值觀或當代的重要事件，雖然個體不

一定直接接觸，但也影響個體的發展(Miller， 20 J1)。除了系統， Bronfenbrenner & Ceci

(1 994)的生態系統理論中提到影響個體發展的有四個主要因素:個體(person) 、時間

(time) 、環境脈絡 (context) 和近側歷程 (proximal process) 。其中影響個體發展最

要的就是近側歷程，也就是個體和環境中人事物互動的歷程。在近側歷程中，環境、互

動時間的長度和個體的特質，都會影響發展的結果。

參、職前準備的序曲

2003 到 2005 年，筆者(第一作者)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優教育碩士班就讀。那

段時期參與經歷的國內資優教育重要事件，包含有:資優教育邁入三十週年系列活動

(2003 )、臺灣師範大學於韓國爭取辦理第九屆亞太資優教育會議(2004)、臺北市開放

高中設置集中式資優班(2003 年開放申請， 2004 年正式招生共 13 校) ;國外重要經歷

則為赴韓國參與第八屆亞太資優會議，並發表第一篇國際研討會報告。

或許因為當時僅是剛入門的新手，筆者眼光巾看出去的資優教育環境，可以說是

片光明燦爛。碩士班時期，以教學質習生的身分參與臺北市教育局高中學術性向資優班

申請的籌備會議，透過長官、教授與校長們陸細的發言，感受大家對辦理資優教育的熱

忱。在臺灣爭取到亞太資優教育國際會議辦理榷的那一刻，韓國的會議廳裡，所有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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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學者與研究生站起來對著全亞太地區資優教育工作者大l喊 :r臺灣歡迎你! J 。當

時，筆者認為臺北市既然在高中階段開放資優班設置，未來具備資優教育背景的特殊教

育工作者，在高中階段應該更有發揮，但是事後回想，除了畢業當年度 (2005 )有比較

多的缺額和機會外，後來高中教育階段並沒有如預期的闖出缺額。原因很多，但是高中

階段即使設置7資優班，環境挫似乎仍然有很多角力，要說服學校聘任具有資優教育專

業訓練的人才，並不容易。

﹒充實自我資優教育的專業知能

.以見習生的角度參與資優教育

重大變革:意圖從局外人變成局

內人
.對於投入資優教育服務的美好

期待

個人省忠實豈梧(近側歷程

.穩定發展的蓋灣資優教育

﹒創新改組瑾北市資優教育

.52.太資優會議:資優教育成果的

大型展演

尚未進入學校系統服務

生態系統的套

次系統一學校

外系統-臺北市

徵系統斗圈人

圓 1 2003 -2005 年的生態系統

肆、副歌

一、創業美夢的 j卒碼:實務現場新鮮人的跌撞

2005 年八月，我通過教師甄試進入臺北市某高中，擔任特教組長，負責資優與身心

障礙教育。這間學校素來積極爭取辦理資優教育，開辦資優班並遞交申請書。學生素質

達一定水準固然是原因，但升學考量也包含在內。成為正式教師時，該校正是學術性向

集中式資優班草創第二年。懷抱著「創業」的美夢，開始五年的教學歷程。

雖然當初完全沒有預料，但今日看來一點也不奇怪，第一年，職場新鮮人就撞得滿

頭包。首先，筆者這個新手完全不了解學校文化裡的關鍵人 (key man) 是誰，和利害

關係者 (stakeholders) 有哪些，於是第一年許多作為都失敗。失敗的原因分析起來有兩

個:第一，和這個學校(微系統)的連結很差，想改變學校這列火車某個車廂的方向，

卻忘了這節車廂必須連結在這列火車上才可能到達目的地;第二，當時並沒有人特別提

醒進入新環境要先了解誰是方案中的利害關係者，一直到了工作後期才學會這點，到了

博士班第三年學習如何進行方案成效評估時，才知道如何用語言定義利害關係人

( stakeholders) 這種微妙的關係。第一次遭遇「誰的資優班」的爭議，就在資優班草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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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學校還在摸索家長該以甚麼形式參與資優班的事務，以及家長的意見對於資優班的

方向和規劃應該扮演甚麼樣的角色。初來乍到的職場新鮮人，雖然擔任行政工作，卻A

知道誰的意見影響最大。行政長官交代去找老師協辦某項資餒f]H業務，老師卻說這小起

他們想做的。對於資優班的特殊課程，不同老師意見也相左，除了任課老師，未任教資

優班的學科教師也各有看法。印象最深刻的是，有次筆者被要求安排演講，活動辦元，

正稍稍喘口氣覺得白已很不錯時，卻被某位老師當農指正說，以他的專業來看，這樣的

講題並不適合資優學生。可是同時他卻不知道，這個講者是某位資優班教師推薦的，當

時的感覺非常挫敗。

校內工作跌跌撞撞的同時，敝校也承接 2006 年臺北市數理資優班聯合甄選的業務。

當屆是臺北市最後一次辦理高中資優班聯合甄選。筆者是特教體系訓練出來的資優教育

工作者，擁有施測各類標準化測驗的資格，但聯合甄選採用專門為了該甄選編制的單次

學術性向測驗做為鑑定工具。在這個制度裡，門賀這額外工作所得到的報酬和肯定，遠

不及所付出的心力。專案的額外工作難以重化，除了常常需要聯繫各樣行政瑣事，學科

老師開會期間也必須參與。甚至辦理報名前兩週'甚至每天都在學校做資料袋整，工作

到十點。歷程中，深刻意識到自己在特教系資優教育所受的專業訓練是「不值錢」的。

這些行政工作，公共行政或教育行政出身的人，都可以做得比我快叉好，於是常常問白

己 :f從事資優教育行政時，我的資優教育專業在哪裡呢?」

工作初期，少數產生正向回饋的是筆者任教的情意課程。當年臺北市的資優教育定

沙漏型制度，因為國中資優班及其方案相對未開放，所以高中資優班學生必須適應「夕悍

然跑出來」的資優生身分。筆者在第一堂課與學生探討的就是對資優教育和制度的迷

思，學生的回饋是這樣的 :f第一項說得好，以前在國中，我講學術方面的事，朋友就

會表情呆滯，因為他們都不懂。 J (某學生學習回饋， 2006) 。這個經驗或許反映，新手

資優教育工作人員在行政體系與學校文化裡雖然還需要非常多的摸索，但是大學和研究

所的資優教育訓練，可以讓新手資優教育工作者在情意課程教學或資優學生輔導有所月

獻。同時，臺灣的高中教育階段非常強調學科專業，特殊教育背景出身的資優教育人F

比較不容易具備足夠的學科專業來協助資優學生發展才能，所以在充質資優教育原理的

知能外，可思考如何尋找機會培養其他專長幫助自己在校內的資優教育國隊發揮影響力

(例如:方案規劃、情意輔導或行政協調)。

進入 2006 年暑假，學校人事改組，筆者則繼續擔任特教組長。職場文化與長宮，領

導風格的多變但自己的職務不變，似乎是許多高中特教組長的共同經驗。服務五年，歷

經三任校長、四任主任。特教背景的高中資優教育工作者，常須兼任行政工作，在這變

動的職場環境中，不斷有新的機會宣導資優教育理念，固然是好的。但同時，自己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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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不斷地調整以配合不同長官對資優教育的看法。

當年第一項業務是配合第九屆宜太資優教育會議辦理學校參觀。會議在八月舉行，

新的行政長官郁還在交援，所以這項業務由筆者統諒。這個事件對於教學服務生涯最重

安的影響是有機會靜下心來系統性的同顧、整理過去一年所有校內資優教育相關活動。

這個自我評鑑的歷程雖然耗H幸，對當時的自己卻是吳大鼓勵，它幫助筆者檢討哪些活動

需要保留或調整。當時整理資料，印象最深刻的是資優班學生對於資優生訪談身心障礙

學生的活動回官員，這是本校第一次有系統地連結資優教育和身心障礙教育。下一屆這個

部分拓展成為資優班的服務學習，與校外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合作，促進資優學生對身

心障礙的7解。活動至 2013 年仍然持緻辦理。所以雖然國內辦理亞太資優教育看來不II

當時校內的資優教育發展並無直接相關，但可被歸類為次系統的事件之一。沒有訪視壓

力，不需對長官交代的自我許鑑似乎有著更好的效果。但同時也體認到:資優教育工作

者常常必須獨自完成所有訪視資料的準備。同為新手教師，學校似乎期待特教背景的資

優教育工作者承擔較多的反任。

在資優才能發展上， Gruber ( 1998) 提到時代精神( Zeitgeist) 的影響。他指出社

會的當代氣氛會影響人們認定哪些是重要的技能，進而發展這些才能，同時當下的社會

制度也會影響才能的發展的可能性。 2006 年資優教育最重大的事件發生在鉅系統，部分

縣市大舉增設資優班，引發甄選制度是有允當的爭議。同年教育部召開全國資優教育會

議，並將資優資優鑑定標準由平均數+ 1. 5 標準差提高到平均數+2.0 標準差(教育部，

2008)。在外系統上，望北市配合政策，檢討市內高中資優班辦理現況，部分學校資優

班因生員符合PR97 人數不足，輔導轉型成校內充實方案。

這些不同的系統彼此互相影響，雖然並未言說，但確實明顯感覺到自此高巾資優班

業務更注重校內的發展，鼓勵各校發展鬥己校本特色的資優教育方案。這個發展比較隱

性，其體的例證如下:臺北市資優教育I-p心鼓勵各校申辦區域資優方案的研習增多了;

各校聯合成果發展與臺北市高中職科學創意不再舉辦;同時，適逢設班前三年的訪視告

一段落， 2006 至 2010 年間，臺北市高中資優業務並沒有任何外來的訪視工作，高度仰

緝各校自行監持資優教育的品質。簡言之，資優班的業務主要是集中在校內，鼓勵各校

專注發展校內的特色。回到「誰的資優班」這個點上，似乎是由臺北市的資優班變成校

內的資優班f 。

這階段體認到資優教育不能獨立於普通教育之外，如何在以升學為主的高中裡，不

僅扮演輔助升學的角色，而是體現資優教育的專業，協助資優學生發展才能，對於所有

資優教育工作者，相信都是必須持續學習的課題。而|胡於「誰的資優班」的體驗，也成

為往後和資優教育互動中|祠，心重要的討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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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統的套h

﹒初次前發內心關於「誰的資優

班 I 的 p直接，夜夜參與、行政

;張令、教師來位交個草草逐

• I村校來資{憂教育的發展，使泣

的~f憂m J 巾益J七市的資優班

演變成校內的資優教育

個人省思體悟(近側歷程)

.改變是脈絡中的速動

﹒利害關係者影響行動

﹒高中階段資優教釘專業的定位:

輔導、方案規.wI
外率統-臺北市 ﹒開放增設資優班

﹒新設數理資值班

次~統-學校 ﹒家長參與、教師叡匙

﹒辦理it市資優聯合

益巨率統一

徵系統斗因人

圍 2 2005-2006 年的生態系統

二、自主效能的展現:資優教育團隊的建立

2007-2009 年是個人投入校內資優教育較有效能的三年。正因蓋灣整體資優教育自

1993 年已經進入穩定與重整期，建築在較穩固根基的新設資優班，或者新投入此領域的

基礎員工如筆者，可因此較快度過摸索期。此時如遇困難，已知道要找誰溝通，同時也

有能力承接校外方案辦理講座，並主動規畫修改資優班的章程和制度。

整體來說，自第三年開始，便能在這個環境裡感到自在，並且自覺對校內的資優教

育有影響力，然而，也因為業務逐漸嫻熟之故，對行政的無力感似乎減輕許多。這段時

期，也因為臺北市大力推動區域資優方案，本校辦理了三年叫好叉叫座的國文區域資優

方案，並有機會在校外分享籌備經驗。這個大方向的推動，對一線資優教育行政工作者

較大的影響之一，是本職以外工作職務的加重，但是卻沒有額外的人力來分攤，這絕對

定持續推動區域資優方案的一大挑戰。但區域資優教育方案的理念是將資優教育資源分

甘出去，擴大資優教育服務範圍和對象的好機會，對於許多有熱忱的資優教育工作者來

說，是專業成長的自信與自覺。歷程裡'筆者學習到高中階段區域資優方案要成功，需

要與學科結合，才能將方案永續經營。

然而，此時期卻也經歷了五年教育服務生涯中最嚴重的教學衝突。 Coleman (2005)

以人類學的研究法探討美國公立科學住宿高中的宿舍文化。其中，他以「學生擁有權」

( who-awns-the kids) 來描述住宿輔導員和教師哪些措施，才有益於資優學生的整體發

展常常有爭議，在這些爭議裡面反應的，r是誰才是協助學生才能發展的主要負責人」、

「資優教育該誰做決定」的討論。2007 年本校資優班導師、任課教師、更高層的行政長

官和筆者，都急於發展校本特色的資優教育，在求好心切下，產生「哪種制度才有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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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討論。在會議之外，與筆者私交甚篤的資優班導師，甚至在辦公室說道「我感

覺你就是想要主導這個資優班。」這個事件反應的正是學生擁有權的爭議。 2007 年曾經

服務於建國中學的游森鵬教授出版《我的資優班}，他以「我的 J' 而非鐘中這個更整體

性的名詞，描述他所擔任導師的資優班的點點滴滴，似乎也呼應這個主題。高階行政人

員、資優班導師、學科專業教師和資優教育專業人員，都覺得自己為學生構想的制度最

好，但因為出發點和專業的不間，很多街突也因此產生。後來「衝突」事件的主角們因

為都能體諒到討論是對制度的爭議，不是對人的爭議，所以不僅接受最後協調的結果，

同事間彼此也仍然相處融洽。歷程中，有一位資深老師說，應該要尊重行政裁量權。但

這句話或許也點出目前高中行政工作的困境:筆者的職稱是特教組長，當被要求尊重長

官的行政裁量權，這個「組長」的行政職，是否有賦予任何裁呈權呢?後來持續追蹤這

個制度的演變，發現確實因為行政長官不同的觀點，有關制度的規定也一直在改變。於

是這類校內資優教育規劃的爭議，筆者認為校內最高的行政長官是資優教育的擁何者，

而資優班的導師則是利害關係者( stakeholders) 。這些在次系統中不停止的辯論， II幸至

今日，持續地影響各校資優學生的學習經驗與資優教育的發展。

﹒除7數理資優哎，校內國文科

資優專業國隊的建立

.經歷教學生涯也關於r-~藍的

安;;IL 的最大爭

個人省思體悟(近側悴，程)

.人力資濃的困境

﹒評估教育捲存在與方案的咬效

.看見自己再次金修的需要

北市

生態系統的套學

次率統一學校

1
圖 3 2007-2009 年的生態系統

恆、新的一章

2010 年赴美進修資優教育。臺灣資優教育理念雖然深受美國影響，但畢竟教育制度

與哲學不同，一開始，兩地的經驗其質非常難連結。此時，臺灣教育制度也正經歷變革，

包括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推動、明星高Jjl的議題和特殊教育新課綱。可預見臺北市

在高中增設資優班將滿十年的同時， x!l奇面臨下一階段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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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這一波教育改JlE中，謹防有教育工作布開始規剖在l筒中階段開設進階課程

選修( Advanced Placement) ，進階課程選修因為屬於能力分粗，所以在美國被視為高中

階段廣義的同時也是施行最廣的資優教育服務之一(Council of State Directors of

Programs for the Gifted &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Gifted Children [NAGC], 2009) ，不少資

優學者投入進階課程選修的研究(e.g., Gallagh前， 2009; Hertberg-Davis & Call的an， 2008;

P Santoli , 2002; Vanderbrook, 2006) 。在國內，挂國巾學校長發恕，召聚何意願的老師合

作，並整合行政資源規釗辦理進階課程選修的可能性(私人通訊，五月) ，並於 2013 年

八月主辦 AP 課程堂北研討會。倘莉正式開辦絕對是高中資f~哀，教育新的里程碑，而這個

現創歷程，由校長發起的主動似乎又成另一個探討資優學生擁有榷的例 1-' 0

除 f繼的關注至f何資優教育的發展， 2012 年八月，受美國學習經驗的引導，回到 f

最熟悉的場域(空北市的某高巾) ，探討臺何高中集中式資優班對於質優生J能發展的

影響，訪問曾經就讀高中數理TT優班三年，受訪時為大學即將摧業的資優學生。透過和

學生對話，有機會再次從學生的角度去觀察高中資優班究竟是怎麼一同事。

例如:學生在訪談中確11肯定導師的重要， r(集中式)資優班的導師，我覺得似乎

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因為三年同一個老師。有時候我會覺得好像他對我們班的看法，

某種程度上會左訂我們對我們們己的看法，而且那個影響成分是很大的。」有學生也主

動針對資優班課程提出建議:

「應該要多設計一些謀利讓質優生有辦法去把他們的思考潛力開發出來，或者是多

一些獨立思考相關的培育課。」

「共賞我會比II攻希望各nm能自己設計一些質驗課程，而不是照本宣科按照課本規定

的那種實驗課程 」

這些問膺，拼湊了過去 1-年記憶111 1那個缺失的角。對高'-/1階段的資優教育，不僅聽

r行政長，白，不"學科老師的新法，沉澱 fl~1 己的想法、同時也聽Qf學生的聲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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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統的套 個人省思體悟(泣側隊程)

外~統-臺北市 .AP~建程開頭的可能:工

o ~f變敦白的 (otttt

.研究方法的 J~過什

ok行H盟主五年的高巾資!建敦白

II但仿生，在

﹒持續推動區域資種方

.因p!12土豆囡敦的措班

.回到學校再進修

﹒與美國資禮教育系統的

互動交流

次系統-學校

很系統斗團人

圖 4 20l0-2013 年的生態系統

陸、反省

聆聽訪談，最深刻的感受是在邁向資優教育t作者第十年的此刻，行幸以JZFL生的角

度再次走過 2005-2008 年間高巾資俊教行的現場。當年聯合甄選，記憶中是忙碌的行

政工作，於f;l，lt的則是三年對優教育的學習機會。這個僅舉辦過兩屆的聯合甄選制度，

帶給許多 2004 年及 2005 年國中應日嘻業生的學習路徑，截然不同的改變。一個制度的

兩面影響為兩種解訝，影響了資優學生，也影響了資優教育工作者。訪談l 扣，聽到學生

對高1 f-1資優教育的肯定問然欣喜，{且當學生抱怨峙，貝則q感至到U'I懊懊奧奧J惱|

己願立做f何5不同。例如如1 : I剛耐蝴喇Ij任教時不夠敏銳，忽略了資{妥班學也也和?可通學生一樣，會

經歷人際關係的困瘦，同時因為J-t特殊f內情意發展，可能會打不同的體認( Peterson ,

2009)。若此刻童問教育現場，會將更多的心力投it在如何幫助貧優學生正向情意發展。

關於資優學生擁有權的討論，我們相信仍將持紹進行，美國學者 Coleman (2005) 的討

論以住宿輔導員和教師為巨，木文則從特教專業人員的實務觀點進行探討。事實上，高

中學術性向集rlr式資優班在世界各地並不常見，導師制度也偏向亞洲獨有，我們確實透

過學生的同秤，看見資優班導師在高'I r f1優學生成長歷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如

何增進普通教師兼任資優班導師的資餒，教育知能，相信是未來可努力的方向 o

專業歷程的發展上， II i]顧這 1-年，受服務經驗以及後來赴美求學的影響，第一作者

這個資優教育工作者的有法似乎變得更為貼近學生，們是透過與第二作者的討論，我們

認為這個「貼近」似乎又和關小階段的資優班老師不同。國小資優班老師提供較多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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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服務、現場直接的教學，會在課程設計與學生且解之間形塑個人的專業發展，使得目

前國小資優教育在學校中的發展多半是自成系統的運作。然而巾學資優教育多半是學校

系統的一部分，高中資餒，教育工作者多半提供n日段服務與行政工作的支援。因此，如何

在校園支援系統運作中，以特殊教育的專業知能，透過情意輔導角度理解資優學生的需

求，並和學科教師合作協助學生發展學術才能，成為高I !J階段資優教育工作者持續的挑

戰。

師大特教系的資優教育良師說過 :r不論資優教育在順境或者在逆境，我都沒有離

開過資優教育一天。」盔灣資優教育四十年，也許叉將有新的措施，發展出新的觀念、

新的重點。但願所有資優教育t作有都能記得這不只是制度或者方案，而是關於人的科

項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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