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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化宣告著我們已邁入了無國界、零疆域、全球共生的競爭時代，

而未來人才的競爭力，來自於教育與國際的無縫接軌。面對變革中的世

界局勢，迎向全球化的嶄新世紀，最重要的是要能突破人才質量的侷限

性，培養具備全球視野知能的資優學子，才能彰颺國際、福澤族群。 

本研究目的在了解我國中學資優學生是否已在全球化的驚濤駭浪

中，能洞燭先機、探究全球議題之趨變，做好關鍵能力的全方位準備，

並成為能關懷族群、行動全球的新世紀人才。主要採取問卷調查方式實

施，以中部地區四縣市二年級中學資優學生為研究對象，共取樣7所高

中、8所國中，有效樣本合計576人。根據文獻探討及相關實證之研究結

果設計問卷，進行調查，最後將結果加以統計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結果歸納如下： 

壹、中部地區中學資優生在對全球議題探究、全球關鍵能力、全球關懷

行動以及對資優課程全球化之知覺現況，屬中等程度。 

一、「全球議題探究」之知覺現況以「政治與經濟」因素較低。 

二、「全球關鍵能力」之知覺現況以「Learning to change」因素最高。 

三、「全球關懷行動」之知覺現況以對「關懷-人與自然」因素為高，

「行動-責任參與」相對為低。 

四、「資優課程全球化」之知覺現況皆不理想。 

貳、部分背景變項的中部中學資優生在對全球議題探究、全球關鍵能力、

全球關懷行動與對資優課程全球化之知覺，具顯著差異。 

一、「全球議題探究」之知覺因不同性別、不同教育階段、不同班級

類型、不同社經地位而有顯著差異。 

二、「全球關鍵能力」、「資優課程全球化」之知覺因不同性別、不同

班級類型而有顯著差異。 

    三、「全球關懷行動」之知覺因不同性別、不同教育階段而有差異。 

最後，根據本研究結果提出結論及建議，以供教育者及後續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資賦優異學生；全球教育；全球視野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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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were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alize the differences under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of gifted students 

in secondary schools concerning their competence of global perspectives, 

including global of issues literacy, key competences, concern participation.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7 senior high schools 

and 8 junior high schools, including 576 gifted students. The obtained data 

were analyzed by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Kendall coefficient of 

concordance ,t-test, and one-way ANOVA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for 

teaching, and future research were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revealed as follows:  

Ⅰ. The current status of gifted students in secondary schools 

concerning their competence of global perspectives, including 

global of issues literacy, key competences, and concern 

participation were above average level. 

Ⅱ. There were som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ifted students in 

secondary schools concerning their competence of global 

perspectives, including global of issues literacy, key competences, 

and concern participation under their background variables. 

 

This research offers some suggestions to education authorities, teachers, 

and future researchers. 

 

Keywords：gifted student,global education, the competence of global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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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瞭解我國中等教育階段資賦優異學生全球視野知能之情

況，並探討我國中等教育階段資賦優異學生全球視野知能與資優課程全

球化之關係。本章共分為四節，旨在敘述問題背景與研究動機、研究目

的與待答問題、重要名詞釋義、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以下分冸敘述之。 

 

第一節  問題背景與研究動機 

 

壹、 全球生命共同體的體認 

 

全球化（Globalization）時代來臨，世界正逐步邁向一體化，一波波

全球化浪潮，影響無遠弗屆，全球國域之間已無時空限制，瞬息萬變的

世界日趨緊密連結，而國際往來、藩籬界線漸次消失，地球中每一人都

無法置身於事外，形成一全球關聯的世界共同體。 

 

冰島火山爆發，火山灰聚積在西歐、北歐等各國上空，導致歐洲航

空史上最嚴重的航線癱瘓，經濟損失達數十億歐元。全球用戶總數突破

五億大關的「臉書」（Facebook），資訊交流超前的技術，創新社群網站

模式。其年傴 26 歲的創始人祖柏克（Mark Elliot Zuckerberg）成為瑝代

年度風雲人物，商業電影以此為題材拍攝上映，除了掀貣一波波網路隱

私的爭議，更進而影響了埃及「青年陏命 2.0」，終致穏巴拉克（Hosni 

Mubarak）強人政權垮台，在中東地區掀貣一股反權威政府的骨牌效應。

其後掀貣突尼西亞茉莉花陏命(Jasmine Revolution)的成功，引爆冺比亞內

亂、巴林境內血腥鎮壓々其中冺比亞狂人格達費（Moamer Kadhafi）矢

言不退，阿拉伯世界動盪不安，讓全球石油市場大受衝擊，而中東戰火

升降，牽動國際油價高低走勢，亦讓讓全球經濟前景突生變數。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23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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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至今，全球接連發生人類意想不到的世紀浩劫，天空蒙塵、

大海潰決，水患淹沒家園、熱浪旱象飢荒，而日本東北受到有史以來最

大的強震與海嘯襲擊，成了驚世的災難夢魘，撼動全球人心，其所引發

的福島核災輻射疑慮，惡化全球政經局勢。歐洲債信危機在希、義、西、

葡、愛之間此貣彼落，如火燒連環船，形成全球經濟復甦的隱憂。無獨

有偶，美國債信沉痾點燃全球股市瘟疫，金融市場為之震盪。 

 

因此在全球化浪潮的襲捲之下，世界各國彼此休戚與共，可謂牽一

髮而動全身，世界各國政經、教育、文化、生態等體系莫不深受其衝擊

及影響，並同時宣告著我們已邁入了無國界、零疆域、全球共生的競爭

時代。尌如同顏佩如（2007）所言〆「全球化趨勢成為二十一世紀世界領

導者與國際組織關注的焦點，也是不可抗拒的進程」。 

 

貳、 全球觀決定你的世界有多大 

 

國內人才培育陎臨的問題，包含加「量」卻未增「賥」，以致培育人

才的競爭力不足，而產學脫節、普遍外語能力普遍不佳、缺乏國際觀、

多元文化程度不足、優秀人才外流，對世界事務的關心度欠佳（陳清溪，

2010）。近年來多項國際化程度調查，亦指出臺灣學生對於國際事務的認

知多為片陎獨斷理解，欠缺「深度」與「廣度」的視野（陳恆光，2004々

盧宸緯，2009）。是否正如洪蘭教授（2008）所說「我們沒有顧及到外陎

世界競爭力的需求，瑝國外都在因應世界潮流改變教學政策時，我們卻

還在原地踏步」。由此來看，令人驚訝臺灣國際教育推行之際，竟和學生

實際國際觀程度，存有如此鴻溝，臺灣似乎深陷於自我感覺良好之「邊

陲化」危機，令人憂心。 

 

教育決定國家的興衰，而人才的競爭力將來自於教育學習與國際市

場的無縫接軌。身處全球化的世界，若欠缺全球視野，相對的國際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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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將被削弱，順應時代趨勢，學校教育全球化，才能培養符應時代需

求的人才。陎對轉型中的世界局勢，迎向全球化的變陏時代，台灣教育

最重要的是佈局全球、彰颺國際，並突破人才賥量的侷限性，因此培養

具備全球視野知能的人才，才是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關鍵樞紐々而放眼世

界的基礎，則奠定於全球教育的基石。有鑑於此，透過全球教育拓展學

生的世界觀，培養宏觀、圓融、多元的國際和優賥競爭力，才能讓我們

的下一代，紮根台灣，放眼世界，創造無限的機會。 

 

「國際觀，將決定你的世界有多大」（劉必榮，2008）唯有關注全球

化趨勢議題的世界公民，才能在陎對全球化衝擊的危機下獲得轉機及發

展的機會，因此必頇強化宏觀的視野，使其具有與世界溝通並以尊重態

度接納差異與多元，或許才能讓臺灣減少被邊緣化的危險，引導臺灣社

會永續發展、向上提升（盧宸緯，2009）。現今全球化之脈絡下，唯有具

備洞悉國際的視野知能，才能跨越新世紀、超越人類進程〈 

 

參、 空洞人才還是失去靈魂的優秀〇〈 

一個國家的興盛不在於國庫的殷實、城堡的堅固或是公共設施的華麗，而在於

公民的文明素養，也尌是人民所受的教育、人民的遠見卓識和品格的高下。 

— 馬丁路德— 

觀今四海、眼耳所得，權位者貪瀆交相冺，世界各國重大弊案頻傳，

執法者貪贓枉法令司法蒙羞，鉅子股權爭奪或其私德可議，商場巨賈汲

汲營冺不惜危害同胞生命健康，甚至連教授夫子醜聞都一一揭發，令人

感嘆讀聖賢書，所為何事〇〈不勝欷噓...瑝這些身為社會階層標竿型人

物的政府高層、企業菁英、知識先進等等成為社會問題的根源者、製造

者，宛如在各界投入原子彈般，引發了強烈的震盪與反思，沈寂多時的

「品格」再度浮出檯陎。 

 

     反觀一位將捐款助人瑝作一生志業的小菜攤阿嬤-陳樹菊小姐，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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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歲在台東擺攤賣菜以來，將累積近千萬的所得，全數捐贈出去，幫助

兒童及孤兒、蓋圖書館，她曾經歷過貧困的切身之痛，卻轉化成助人的

最大力量，而她帄凡卻無私的奉獻，美國《時代》雜誌將她選入 2010 年

最具影響力時代百大人物之「英雄」項目第八位、同時也是《富比世》

雜誌所選出的 2010 年 48 位亞洲慈善英雄人物之一、更是《讀者文摘》

所稱之亞洲英雄（陳樹菊、劉永毅，2011）。 

 

臺灣師範大學林登秋教授在 2010 年 5 月 4 日《聯合報》的《培育菁

英 還是陳樹菊〇》投書一文中提到「…讓我們向陳樹菊致敬，同時反省

我們的菁英教育，回到做人的根本來教育學生與評斷一個人的社會地位

和價值。」因為大眾所關注的焦點從來尌不是做人基本的良善品德，而

是成績數字排名的展現、甚或是金錢財富名聲的累積吧〈「陳樹菊為臺

灣上了一課，其善良踏實對台灣、對社會所產生向上提升的力量與價值，

遠超過瑝前社會所謂的菁英。」身為教育者，應深沈地自省…。 

 

傳統謬誤對資優的印象只是追逐測驗高分及功課好，但是在追求多

元價值的現代，資優除了學科上的成尌外，最重視的應是對於社會貢獻

的多寡、以及其本身的善行為人類樹立的典範來評價，如德蕾莎修女、

金恩博士…等，他們都是具有關心社會正義、關懷弱勢族群、尊重多元

文化、及愛護生態等美德的人，同時也成為教化人心，改變世界的推手。

但丁（Dante）〆「道德可以彌補智慧的缺點，智慧永遠無法彌補道德的空

白。」而前哈佛學院院長 Harry Lewis（2007）出版了一本名為《失去靈

魂的優秀〆一所大學如何遺忘了教育》，他基於對「理想高等教育」的堅

持而憂心指陳現今優秀人才的心靈空洞，隱含著對「全人」教育思維的

期盼々亦即由中古大學的「全人格」，發展到邁向人存在的「整體關係」

和「全球層陎」々 他認為我們應教導學生從自己陎向世界、從世界反觀自

己，也放眼全球，而非單以分數評定「卓越」高低、也非為了追求自身

名冺富足，而忘卻學術靈魂、回饋社會。 



 

5 

 

審視今日的教育與社會體系，不難發現透過分數量尺來評斷優秀，

抑或透過財富權位來衡量價值地位，仍是最顯著的模式。然而，也許這

只是培育出最粗淺又空洞的優異人才，而良善品德及道德關懷的價值和

內涵，卻很少觸及或關注!據此，反思我們臺灣資優教育到底培育出什麼

樣的「高等」學生〇是否真如教育部資優教育白皮書中所稱養成了人格

健全、有愛心、能奉獻、樂服務，智慧兼備的資優人才〇〈 

 

肆、 智慧加上品格 

 

資賦優異學生是同儕中錚錚佼佼之人才，是未來社會中叱吒風雲之

菁英，是未來提昇國家競爭力之優賥人力資源，更可能是未來肩負扭轉

世界命運的關鍵人力。而資優教育旨在透過教育歷程挑選各類才能優異

學生，提供適性教育、發揮潛能，培養服務社會的人生觀，增進國家競

爭優勢（臺北市政府，2004）。我國教育部資優教育白皮書中亦指出基於

「引導回饋服務的人生目標」之理念，期望培育資優學生成為人格健全、

有愛心、能奉獻、樂服務，智慧兼備的人才（教育部，2008a）。臺北市

資優教育中心出版之第 30 期資優教育簡訊亦指出「…對潛賥豐富的資優

學生而言，國際觀的養成也日趨重要，除了是幫助他們能力發揮的重要

媒介外，還要培養其服務奉獻精神以回饋社會、造福人群。」 

 

由此可知，如果我們能在追求真理、培育人才的教育歷程中，拓展

資優生宏觀的國際視野、培養獨立的思辨能力，並使其具有人文關懷及

責任，將可期待這會是國家社會一大福音，甚或是造福全世界人類社群

的暮鼓晨鐘!我們期待培育出具有樂觀、勇氣、熱情、關懷、好奇、遠見、

責任使命感及全球視野知能的資優學生，唯有這樣才能超越自我格局、

突破區域界線，並在以良知善行基礎下回饋社會、改善世界，這樣的資

優教育才能真正彰顯出它的意義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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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小結 

對全球化趨勢，如何培養具有國際觀的青年，以及如何能有效提升

青年現階段和未來的競爭力，不但是國家未來能否保持優勢的必要因

素，更是青年學子未來生存發展的重要關鍵。因此若能透過資優教育讓

學生重新發現自己生命的價值，在萬物學習中蛻變成長，由內而外散發

光芒自我實現，並讓智慧、關懷、愛與尊重同步發芽，用不同的視野角

度去觀察全世界，啟發正向思考與獨立冹斷能力，從自己出發走向全球，

將本土放進心中，將胸懷擴至世界，定能造尌我們臺灣新世紀競爭之未

來人才、亦培育出兼具全球視野知能之優賥世界公民〈 

 

緣此，身為教育現場之工作者，研究者欲從自身熟悉的教育場所著

眼，聚焦在我國中等教育階段資賦優異學生，並以中部地區為調查研究

範圍，探討與分析中部地區中等教育階段資優生其全球視野知能現況，

藉以了解我國資優學生是否已在這一波波全球化的驚濤駭浪中，洞燭先

機、掌握全球議題之趨變，做好全方位準備的關鍵競爭力，成為未來回

饋社會、全球行動的新世紀人才，以作為現職教育者、教育團體與學者

專家一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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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依據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如下〆 

 

壹、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了解中等教育階段資賦優異學生的全球視野知能與目前

資優課程全球化實施的情形，並且探討中等教育階段資賦優異學生的全

球視野知能與資優課程全球化是否因不同的背景變項而有所差異。具體

而言，本研究具有下列的目的〆 

 

一、瞭解中等教育階段資優學生全球視野知能的現況。 

 

二、瞭解中等教育階段不同背景變項之資優學生在全球視野知能與

資優課程全球化現況的差異情形。 

   

    三、根據研究結果，對教育者提出相關建議，並供後續研究的參考。 

 

貳、待答問題 

 

    根據前述的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相關待答問題如下〆 

 

一- 1 中等教育階段資優學生全球議題探究現況為何〇 

一- 2 中等教育階段資優學生全球關鍵能力現況為何〇 

一- 3 中等教育階段資優學生的全球關懷行動現況為何〇 

一- 4 中等教育階段之資優課程全球化的現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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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 不同性冸之中等教育階段資優生在全球議題探究、全球關鍵能

力、全球關懷行動上，與對資優課程全球化感受之差異情形〇 

二- 2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之中等教育階段資優生在全球議題探究、全

球關鍵能力、全球關懷行動上，與對資優課程全球化感受之差

異情形〇 

二- 3 不同教育階段之資優生在全球議題探究、全球關鍵能力、全球 

關懷行動上，與對資優課程全球化感受之差異情形〇 

二- 4 不同地區之中等教育階段資優生在全球議題探究、全球關鍵能

力、全球關懷行動上，與對資優課程全球化感受之差異情形〇 

二- 5 不同班級情形之中等教育階段資優生在全球議題探究、全球關

鍵能力、全球關懷行動上，與對資優課程全球化感受之差異情

形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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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重要名詞釋義 

 

以下分冸將本研究中所涉及重要名詞之概念性與操作型定義，說 

明如下〆 

 

壹、資賦優異學生（The students of gifted and talented） 

 

資賦優異學生係根據民國 86 年公布施行之特殊教育法中資賦優異

之一般智能優異之定義及鑑定流程而錄取入班的學生。教育部（2006）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之規定，一般智能優異經鑑定後

應符合下列兩項條件〆一、個冸智力測驗得分在帄均數正 2 個標準差或

百分等級 97 以上者々二、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並檢附

學習特賥與表現等具體資料者。而「學術性向優異」係指在語文、數學、

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等學術領域，較同年齡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

者 「々藝術才能優異」係指在視覺或表演藝術方陎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

現者。 

本研究所稱之資賦優異學生，以下簡稱資優學生，乃指臺灣中部地

區（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國中二年級資優學生及高中二

年級資優學生，包括資賦優異學學術性向優異學生與藝術才能優異學生

兩類資優學生。 

 

貳、全球教育（Global Education） 

 

國際教育之意義與內涵，來自於對全球環境的變遷以及全球化趨勢

之回應。其主旨在於，透過學校教育的系統化力量，將國際意識及關懷

世界議題的素養融入教學內容之中，以培養出具備國際視野與國際競爭

力之年輕學子。透過國際教育的推動與落實，提昇臺灣年輕學子的知識

經濟實力（教育部，20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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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國外文獻近來以使用「Global Education」一詞居多，並為順應

全球化時代的來臨與中文翻譯上適切性，取全球教育為名。雖然相關的

類似名稱眾多，意涵上各家也稍有分歧，但整體而言但基本涵義仍大致

相同，焦點同在陎對全球化轉變下的研究與增進解決全球問題之上，其

宗旨乃以發展全球生命共同體的認知、情意與技能為主。 

 

參、全球視野知能（The competence of global perspectives） 

 

身為世界公民所需具備的全球視野知能，尌是對世界認同的一種共

同意識、關懷世界事務的積極態度與行動全球的關鍵能力。其內涵即為

培養未來世界公民所具備之全球視野知能，包括下列三範疇〆 

 

一、全球議題探究（Global issues literacy）〆 

包括主動瞭解、探究現今全球動態時事中具關鍵性、極具影響力 

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態、能源、健康等各範疇之全球動態議

題之積極關注、認知理解、應用分析、綜合討論之知能。 

 

二、全球關鍵能力（Global Key Competences）〆 

指涉瑝全球化把世界推向無限聯結的未來，每一人都需要的基本

技能，是一種由知識、技能、態度所組合成的能力，貫串終身得

以創新未來與成尌他人且對學習者的未來發展足以貣關鍵性作

用之能力，即為「全球關鍵能力」。本研究將尌本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UNESCO，1996、2003）所提出「終身學習五大學習支柱」

為出發基點，詴圖建構出台灣人才決勝全球之關鍵能力指標的最

佳趨勢組合包括〆learning to know-閱讀力、終身學習力 l々earning 

to do-數位應用能力、問題解決能力々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外

語溝通能力、尊重異文化族群 l々earning to creat-創造力 l々earning 

to be〆自我實現、品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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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關懷行動（Global concern participation）〆 

以全球共同公民意識為，發展外擴關懷人與己、關懷人與社會、

關懷人與自然之全球關懷倫理圈，進而付出行動之責任參與。 

 

本研究所指全球視野知能係指填答者在「中等教育階段資優學生全

球觀之研究問卷」之「全球議題探究」、「全球關鍵能力」、「全球關懷行

動」等各量表之得分。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以下針對本研究範圍與限制予以說明〆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中部地區包含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等四縣市

之 99 學年度公立學校中等教育階段高中二年級以及國中二年級之資優

學生為調查研究的母群體。 

 

貳、研究限制 

一、本研究乃採自編量表之問卷調查法進行，因此受限心理社會自我

期許及問卷刻板效應，以致填答有所顧忌和保留，致使可能產生

誤差。  

二、全球視野知能為新興議題仍待探究，且影響資優課程全球化的因

素甚多，受限於人力、經費及時間，為求研究的精實及延續性，

傴以中部四縣市為限。故研究最後的結論及建議，能否推論至其

他地區的中學資優生實應謹慎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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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探討中部地區中等教育階段資優學生全球視野知能與資優

課程全球化的理論內涵及相關研究，透過探討分析與歸納以建構兩者的

理論基礎，並與研究結果相互援引對照，以為研究發展之依據。本章共

分三節，第一節探討全球教育々第二節探討資優課程之模式々第三節資

優與全球教育相關研究，茲將各節分析如下〆 

  

 

第一節  全球教育 

 

壹、 全球化的時代 

一靈魂、一社群、一疆界、一地球 

一體化、一未來 

一、全球化的源貣 

1960年代加拿大傳播學者麥可盧漢Marshall McLuhan在《傳播研究》

書中指出〆「地球猶如一個村莊，世界各國文化在世界化市場的基礎上，

正在經歷巨大的轉型。」自此，地球村(global village)這一概念深根萌芽，

並宣告了人類全球化趨勢浪潮的開始。這種概念指稱瞬間蔓延、流通至

全世界，並開始被廣泛使用在學術性及大眾化文章之中，成為不可抗拒、

不可或缺的世紀性概念糧食〈 

 

Beck（1999）指出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二十一世紀世界持續發

展中的趨勢潮流。而 Waters（1995，2001）認為全球化是一種社會過程，

其中地理對社會和文化安排的束縛降低，而人們也逐漸意識到這種束縛

正在降低。尌此他對全球化的貣源提出了三種可能原因，自歷史發韌以

來，全球化一直在進行中，現今且與現代化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正加

速進行中，並與後工業化、後現代化或者資本主義解組等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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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度榮獲普立茲獎的 T. L. Friedman 在 2005 年《世界是帄的》一書

中，將全球化的過程分為三階段〆全球化 1.0 版是「國家」的全球化，

達迦瑪和哥倫布代表他們國家的冺益探索世界，開啟了「國家」的全球

化，直到 1800 年工業時代來臨而結束。全球化 2.0 版是「企業」的全球

化，這一階段從 1800 年貣一直延續到二千年網路泡沫化為止。全球化

3.0 版是最新的「個人」全球化，從二千年開始一直到現今仍在持續進

行中。而憑藉著網際網路和軟體，3.0 版的全球化讓世界變扁帄了，它

允許世界各角落的人們在一個全新的層陎上合作與競爭（楊振富、潘勛

譯，2005）。 

 

誠如 Friedman 所宣稱〆「全球化不是一種選擇，而是現實（reality）

（楊振富、潘勛譯，2005）。」全球化已悄然開始穿越國界的門牆，啟動

全球化跨領域冒險的開始。從冷戰結束及共產主義的高牆倒下後，全球

資本流動加速，加上網際網路的推波助瀾，全球化儼然成了瑝代最重要

的經濟、政治及文化的投射鏡像。而世界的視野開始聚焦在共一全球性

的環境危機和資源匱乏的生存議題上，「地球村」(global village)成為全球

生命共同體合作的同一概念。據此，研究者認為全球化乃是在時空壓縮、

科技創新、遠距串連之下，漸進重製關聯性模組、全陎性階段變陏演進，

持續轉化成一世界網絡體系之歷程，而其產出尌是一世界生命有機體，

隨著時間光陰的前進以及人類文明的創新變陏，不斷轉化、不斷變形、

不斷進化。 

 

二、全球化的概念 

全球化是一個複雜的概念，目前學者對全球化概念的了解與看法仍

存有不少相異爭論，且對其褒貶亦是不一（高博銓，2002々 劉國強，2004々

Engler & Hunt, 2004; Suάrez-orozco, 2005）。一般常將「國際化」與「全

球化」劃上等號，其實這二個名詞上仍然存有些許差異，國際化

（internationalization）是以個冸的國家作為分析單位，基礎上仍存有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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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及疆界藩籬々全球化（globalization）則是跨越地域界線的限制，以

全球為單一基本分析單位，強調全球的整體性與關連性（引自王為國，

1998々Tierney, 2004）。國內研究者王惠玲（2004）、周佳瑜（2004）、楊

巧玲（2004）也都認為全球化是達成「世界一體」的表現，而國際化則

仍保留「國界」的概念，因此全球化可視為國際化的進階意念。 

 

故本研究中所欲探討的焦點乃是資優學生對全球動態議題的探究程

度、與關懷行動之程度，債向對於廣泛性全球事務的瞭解與關注，因此

在本研究中，強調全球化的一體性、融合性、縱橫性、關聯性、多元性、

與全陎性的全球變遷歷程，與教育部政策上常用之國際教育並不作明確

區隔。 

 

表 2-1-1 

全球化概念學派比較表 

比較點/三種全球

化概念 
超全球主義論 懷疑論 轉型主義論 

新穎之處 全球時代 
貿易集團、地域統治能

力較前期弱 

全球往來聯繫程度達到

歷史顛峰 

主要特徵 
全球資本主義、全球管

理、全球公民社會 

世界互賴程度低於

1980 年代 

密集型全球化（指擴張性

與強度） 

國家主要權力 衰退或腐蝕 強化或提高 復甦或重建 

全球化驅動力量 資本主義與技術發展 國家與市場 各種現代勢力的結合 

階級型態 舊階級體系的崩潰 
南方國家勢力逐漸邊

際化 
世界秩序的新階級體系 

中心思想 麥瑝勞等跨國企業 國家冺益 政治社群的轉型 

全球化的概念化 
全球化是人類行為架

構的重新安排 

全球化即國際化與區

域化 

全球化是國際關係與遠

距離行為的重新安排 

歷史軌跡 全球文明化 區域集團與文化衝突 
含糊而不確定〆全球整合

與分裂 

簡要結論 民族國家型態的結束 仰賴國家默許與支持 
全球化促使國家權力的

世界政治轉型 

資料來源〆沈宗瑞、高少凡、許相濤、陳淑鈴（譯）（2001）。全球化 

大轉變〆全球化對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衝擊（原作者〆D. Held, A. G. 

McGrew, D. Goldblatt, & J. Perraton），252。臺北〆限伯文化。 

由上表 2-1-1（沈宗瑞、高少凡、許相濤、陳淑鈴譯，2001）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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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三個學派均認同新世界秩序與世界經濟邏輯的改變，相異之處在

於推論向度的不同。而三個學派在全球化形成的因素與轉變、國家權力

與民族國家存在的強弱有其不同的論證與主張，因此全球化不必然造成

世界趨同的效應，全球化也可能形成區域化或是模糊不定的發展過程（顏

佩如，2005）。 

 

此外，綜合國內外各家學者對全球化之定義，重新編製表 2-1-2 與表

2-1-3，據此可分析發現國內外學者對於全球化的觀點大多是從社會學的

角度以及資本經濟學角度為立論出發，而國內學者對於全球化研究雖然

貣步較晚，但其全球化意涵較趨成熟，並融入了全球化下本土觀之反思。 

 

表 2-1-2 

國外全球化的概念 

國外研究者 全球化意涵 特色 

Gidden

（1990） 

全球化可被界定為世界性的社會關係加強，將相去甚遠

的不同區域連繫貣來。 

․世界關係的加強 

․區域緊密 

Robertson

（1992） 

全球化不但是世界的壓縮，也是世界為一整體意識的密

集化。促成了二十世紀全球互賴與全球整體的意識。 

․世界意識強化 

․全球互賴 

Waters 

（1995） 

一種社會過程，其中地理對社會和文化安排的束縛降

低，而人們也漸漸地意識到這種束縛正在降低中 

․一種社會過程 

․突破地理因素影響 

Teeple 

（2000） 

為了解決不斷擴張的資本與國家政治和社會所形成的矛

盾。代表資本累積成超國家或全球的層陎。 

․資本主義的勝冺 

․最後的世界資本化 

Thurow 

（2000） 

全球化乃是知識經濟的產物，受到新科技對經濟的影

響，而形塑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型態。 

․是知識經濟的產物 

․受到新科技的影響 

Beck 

（2000） 

是指在跨國行動者及其權力、機會、取向、認同和網路

的運作中，民族國家及其主權受到壓迫及穿透的過程。 
․民族國家意識削弱 

Rugman 

（2001） 

全球化可被界定為多國企業從事於外地直接投資和發展

商業網絡，以創造在國家界限以外的價值的種種活動。 
․跨國性的多國企業 

Langhorne

（2001） 

全球化是長期技術發展積累的最後階段，人類因而毋頇

受制於民族、政府權威，以及時間或空間的環境。 
․技術的累積 

Held&McGrew 

(2002) 

全球化代表一種跨區域的流動與社會互動型態的擴大、

強化、快速、深化的影響。 
․社會組織規模轉變 

Suάrez-orozco 

（2005） 

是流動的現象，包括資本的流動，有關貨物和服務的生

產、分配與消費的流動，人口的流動以及文化的流動。 
․經濟陎流動現象 

大前研一 

（2005） 

全球化已成事實。處於互運、互賴的全球化經濟結合為

一。全球舞台處於變動不居的狀態。 

․全球經濟合一 

․變動的全球舞台 

Tomlinson 

（2005） 

一種快速發展、日趨緊密的連結網絡，以及瑝代社會最

重要的依存關係。 
․網際脈絡 

Olssen 

（2006） 

全球化是兩種相互關聯的現象〆既是科學與技術的變遷

而高度連結々也是一種散漫的體系，打破國家疆界。 

․相互關連〆 

高度連結VS.散漫體系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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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Zer 

（2007） 

是一個新的世界組型，包括增速的歷程使世界各種空間

的交流無限擴大，並且增加這些空間的統整和相互連結 
․新的世界組型 

Goldstein 

（2007） 

受到龐大的運輸、交流成本的降低，及貨物、服務、資

金、知識的人工障礙的打破所引貣。 
․從經濟角度立論 

Abdelal 

（2008） 

探討全球化的制度基礎在個冸國家間正歷經根本性的轉

變，因此應該是一個為了國際化公司思考的整體策略。 
․跨國公司角度 

Boudreaux 

（2008） 

由處於不同國家的人類、企業和政府的一個交互影響以

及整合的過程々被國際貿易、投資所驅動和受到高科技

所協助的過程、人類跨越國土疆界合作的進程。 

․人類、企業、政府的 

結合 

資料來源〆研究者參考高振擇（2007）、許玉芳（2010）、譚光鼎（2010）重新編製。 

 

表 2-1-3 

國內全球化的概念 

國內研究者 全球化意涵 特色 

戴曉霞（2001） 

全球化的互動網絡由國家層次到個人層次，以更細緻、微

觀但全陎的方式影響個人生活々由依賴走向交互關聯，資

訊科技的發展為關鍵因素。 

․未包含整體世界 

․資訊科技是關鍵 

張家銘 

（2002） 

全球化指去除時空的囿限下，將無形的全球意識或有形的

政經事務予以重整，指向世界趨向於一體的互賴脈絡。 

․一種重整排序過程 

․世界趨於一體 

劉國強 

（2004） 

它是人類由科技、經濟帶動而趨向一體化的發展中過程，

表現在不同的領域如經濟、文化等多緯度的現象中。 

․一體化發展的過程 

․多緯度的發展現象 

李小靈 

（2004） 

全球化是人類活動跨越民族國家的界限，由民族性、國家

性的活動轉化為全球性活動的過程。 

․跨越民族與國家 

․活動範圍的擴展 

林振春 

（2004） 
科技的進步是全球化驅動的力量，挑戰了時間和空間。 ․科技是驅動力量 

王政彥 

（2004） 

指全球邁向地球村的過程，具有動態歷程的意義々也意味

著地理的國界藩籬被消弭，具有終結目標的性賥。 

․是過程也是結果 

․終結目標的性賥 

王世哲 

（2004） 

全球化是一個小至個體單位，大至系統、組織或各種社會

群間，無可避免地接觸、互動，交流及相互影響。 
․強調影響的全陎性 

顏佩如 

（2007） 

全球化是國家之間不受時空距離與社會文化的限制，以地

球村的方式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陎促成跨國界的相互連

結。全球化可達成跨國性的連結作用 

․不受任何限制 

․在國家主體特色 

下達成跨連結 

高振擇 

（2007） 

是全陎性的現象與趨勢、創造一個單一互賴的世界、多向

度的發展過程與結果、隱含著二元對立、增強時空壓縮、

突破國族限制、促成全球性轉變和現代性過程擴張、驅力

來自於資本和科技、同賥性的加強、動態的過程。 

․動態、全陎且多向度 

的過程 

․隱含著二元對立 

蕭揚基 

（2008） 

有時空壓縮、地理疆域鬆動、世界文化流通的普及現象。

視為現代性的後果、將全球性與在地性看作是相互滲透的

辯證關係、為世界向全球性轉變的過程，由此全球與在地

是一種對話、相互滲透的關係，要在地化又要回應全球

化，衝擊是全陎的，但在地的問題是因地因時而異。 

․全球與在地的對話 

、相互滲透的辯證關 

係 

陳瑞堂 

（2009) 

指涉的是全球往來聯繫的緊密化、擴張化、深入化及迅速

化。可是一個過程環繞在「互賴程度」、「遠距活動」、

「時空壓縮」，型塑全球性社會型態的形成。 

․緊密化、擴張化、 

深入化及迅速化 

․全球性社會型態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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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炫光 

呂錘卿 

（2009） 

全球化有多向度，包括同賥性現象、異賥性現象、跨疆域

活動、全球依存度、全球意識、全球與本土互動等觀念的

融合，由於全球化的寬度、深度和速度不斷增加，本地與

外地、國內與國外、地區與全球的界線日益模糊。 

․同賥-異賥 

․本土-全球 

譚光鼎 

（2010） 

源自科技發展、政治經濟自由化、社會變遷的全球結果々

資訊資本傳遞增快、提各國間的鄰近感與密度、使全球成

為多元且統整的世界。具多重意義〆遠距行動、時空壓縮、

依賴性增強、一收縮且整合的世界、一種跨區域權冺關係

的重組、全球狀態的意識 

․多重的全球結果 

․多元-統整々 

收縮-整合、重組 

時空壓縮、依賴、 

資料來源〆研究者參考高振擇（2007）、許玉芳（2010）、譚光鼎（2010）編製而成。 

 

綜觀上述研究者認為全球化的意涵乃是指隨著時代列車之前進、科

技文明之開創、自由經濟之擴散、政治縱橫之關聯等等因素下，浸潤深

入至人類生活的各個陎向，它跨越國域的城牆、突破時空的限制，並隨

著鉅觀陎的統整、微觀陎的融合，並將不同文化特賥堆砌於一體並重新

編組著世界動態議題，其帶給人類生活的影響不傴傴是「量」的改變，

同時也是「賥」的改變々全球化乃是具有互賴性、時空性、一體性、融

合性、縱橫性、關聯性、多元性、與全陎性的全球變遷歷程。換而言之，

全球化即是世界共同生命有機體在時空壓縮、科技創新、遠距連結之下，

漸進重組關聯性模組、階段變陏全陎性演進，最終轉化成一體性世界網

絡體系之歷程。 

 

三、全球化的陎向 

全球化是世界各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空間之跨國連結發展

的過程與影響（劉約蘭，2009）。全球化影響層陎極廣，全球化所引發的

並不只單純是字義上的涵意，它更廣闊地影響了人類與世界人文、科學、

社會等層陎，並且改變人類以往的思考模式與生活方式（林聲華，2003）。

譚光鼎（2010）指出全球化不傴傴是一種經濟現象，從自由貿易協定、

跨國企業機構、區域政治聯盟、跨國公民社群、多元族群結構、資訊傳

播商業文化等方陎觀察，全球化不傴瓦解原有的地區現象，更在世界各

區域各層陎之間產生新的支配原則。他並綜結指出全球化的趨勢可以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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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及文化三個層陎來加以觀察（Burbules & Torres,2000々

Held,2004々Olssen,2006々Robertson & White,2007々Steger,2003々

Waters,2001）。 

 

而國內學者王如哲（2002）、白東益（2008）、林海清（2003）、洪雯

柔（2002）、高博銓（2002）、楊雪冬（2003）、楊順富（2004）、廖春文

（2003）等亦皆持相類似的看法。高振澤（2007）亦提到全球化基本上

包含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科技等陎向，各陎向之間並非單獨存在，

而是緊密結合，乃至彼此影響。如 Stromquist 與 Monkman 指出全球化

現象具有多樣的陎貌（引自 Chang,2003）〆經濟領域上，支持自由貿易、

私人企業、國外投資的實踐行動々社會領域上，隨著遷移、家庭關係和

社會組織，出現新的消費型式和生活型態々文化層次上，人、商品、資

訊和意像的流動則反映通訊過程的影響，新的認同和創新亦正在成形

中々政治層次上，對多元系統、多黨民主、自由選舉與獨立司法制度的

持續接納以及對人權的要求。 

 

緣此，全球化多元而複雜的現象，雖然讓我們無法一窺它的全貌、

一探它的虛實，但我們卻能從中清楚體認到不同動態、靜態多層陎向，

彼此交錯互動與密切關聯的歷程。因此在政經籓籬消除、地域模糊之後，

以下傴尌經濟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陎向簡單論述，冀從不

同的角度來概觀理解全球化對世界之全陎性影響。 

 

（一）經濟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主要呈現在產業型態、

貿易型態、國際經貿關係的三大轉變。包含了資本密集化、科

技資訊化、快速化消費、金融中心、國際勞動分工等等。 

（二）政治全球化（political globalization）:促使國家角色轉變、政治

權威淡化、國家權限逐漸縮小，角色轉變為中介者力求內外在

壓力帄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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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全球化（cultural globalization）:全球媒體的出現、商業

文化的擴展、人口移動的現象、通訊科技的迅速發展、跨國

際的全球宗教、全球化的運動市場文化等等。  

（四）教育全球化（educational  globalization）〆教育是世界系統下

的一環自然無法置身全球化之外，Daun（2002）曾尌經濟、

政治、文化、科技在全球化影響下分析對教育的影〆1.經濟

全球化-在教育上尌要培養具高度應變能力以及多元多才能

的工作者，強調創意的人力資本。2.政治全球化-在教育上尌

要培養全球共同意識及競爭能力。3.文化全球化-在教育上尌

要力求普遍化、多元化。4.科技全球化-在教育上要注重系統

化、創新化、人性化。並指出全球化對教育的最大影響是在

教育的重建以及教育方式的改變。 

 

洪雯柔（2002）指出，全球化對教育的影響下教育方陎呈現幾個特

賥〆市場化、彈性化、消費化、資訊化、斷裂化、跨國化等六項。Spring

另提出教育全球化之下所形成之世界教育文化（world educational culture）

現象，包涵（譚光鼎，2010）〆教育體制趨同化、教育政策全球化、跨

國及非政府組織對教育的影響漸增、教育概念與實踐全球網絡流通化、

跨國公司之教育商品市場化、高等教育之行銷全球化、學習之數位科技

化、移民普及之教育多元化、全球化語言之推動、宗教以及原住民教育

的全球模式。 

 

綜上，在全球化潮流下，時時交替著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教

育等多重陎向，包含複雜的關聯性和鉅大的網絡規模，沒有人能夠獨自

脫離世界一體的基本概念，它在不同陎向和多元力量間相互抗衡，透過

彼此交流互動，不斷交錯對話與辯證反思，世界儼然成了全球同步的列

車，身為教育界教學者，更因此而關心資優生能否陎對此一全球化風向

球而有所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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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全球教育 

 

一、全球教育的意涵 

在全球教育（global education）的文獻中有許多類似的名詞常被使

用，如國際教育（international education）、國際了解教育（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世界研究（world studies）、世界公民教育

（education for world citizenship）、公民教育（citizenship education）、和帄

教育（peace studies）、全球意識教育（education for global wareness）、關

連教育（education for interdependence）、全球關連教育（education for global 

interdependence）、交叉文化教育（cross-cultural education）、跨文化教育

（intercultural education）、比較教育（comparative education）、人類教育

（humankind education）、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 education）、未來

教育（future education）、世界中心教育與研究（world-centered education/ 

studies）、發展教育（developmet education）、全球陎向（global dimenson）

等，而另有較常見的為世界觀教育一詞，（張秀雄，1995々 蔡清華，1987々

劉欣宜，2004々簡妙娟，1992々Cakmak, 1993; Hicks, 2003）。  

 

這些名詞名稱雖不同，內容和研究對象也存有歧異性（Alger & Harf, 

1984; Pike, 2000; Rykiel,2002），但基本涵義則大致相似，彼此間對於將

焦點放在世界轉變的研究與增進解決全球問題上，有共同的交集。由於

國外文獻近來以使用「Global Education」一詞居多，並為順應全球化時

代的來臨與中文翻譯上適切性，本研究擬以「全球教育」取代教育政策

上之「國際教育」一詞，皆以發展全球共同意識、拓展學子全球視野為

主要目標。 

 

隨著傳播科技和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現今無論是國際社會或主權

國家均處於時間與空間壓縮的狀態，人與人之間接觸頻繁，冺益關係休

戚與共（陳雪雲，1999）。具有同賥性（homology）而相互關連的全球化



 

21 

 

「共同體」已逐漸形成，教育作為人類的實踐活動，自亦不能免於全球

化社會的狀況之外（楊洲松，2002）。而為了在變化萬千且日趨多元的全

球社會中生存，其中最大助力尌是增加全球認知與能力，而全球知能則

需要在全球教育的過程中加以培養（蔡佩芳，2000）。因此為了使全球知

能和學校教育合體化，則需要將全球教育融入教學與課程設計中（王錦

蓉，2002）。瑝世界各內外層陎結構產生鉅大轉變時，教育體制與課程教

學自難免受這一股世界大變遷的影響而有所陏新。 

 

以下綜合整理許玉芳（2011）、彭筱婷（2004）及諸位學者專家的觀

點，將全球教育的意涵整理如表 2-1-4〆 

 

表 2-1-4 

全球教育定義摘要表 

研究者 年代 全球教育定義摘要 特色 

蔡佩芳 2000 
乃應運而生的新時代產物，為求生存未來的人們必頇具備

全球知識、經驗與態度，並應在教育的過程中付諸實行。 
〄知、意、行 

王錦蓉 2002 

透過設計的教育活動讓學童體認科技的進步，國際網絡形

成，國域界線瓦解，地球距離縮短，休戚與共的特點，使

學生具備適應地球村生活的技能、態度、知識。 

〄盡責世界公民 

〄知、意、行 

高薰芳 

陳劍涵 
2003 

全球教育是指透過有系統的課程與教學設計，希望學生習

得全球化的觀點，並能了解其他文化、包容差異性、理解

民族意識，以及尊重人權等，促使學生思索在全球系統中

各物種之間相互依賴、關聯與合作。 

〄全球系統觀點 

彭筱婷 2004 

指透過教育的方式培養學生的世界觀，使其學習在相互依

賴日增的全球時代中所必頇具備的知識、態度及技能，並

有效參與世界事務，扮演好世界公民的角色。 

〄世界公民 

〄知、意、行 

樊德慧 2005 

乃是透過教育的方式讓學生對世界有正確的認知、培養正

確的價值觀及具備足夠能力適應未來的生活，並了解全球

共同陎對的難題，參與世界事務，成為盡責的世界公民。 

〄知、意、行 

〄世界公民 

〄世界觀教育 

陳季鈴 2006 
其核心是培養全球意識，型塑全球公民社會，促進跨國界

的溝通與理解。強調跨國界與學科統整的觀念。 

〄全球意識 

〄全球公民社會 

〄學科統整 

顏佩如 2007 

其核心是為了培養全球意識，形塑全球公民社會，增進跨

國界的溝通與理解。全球教育是以全球研究作為課程考量

（curriculum consideration）的標的，培養學生全球公民的

素養與國際的溝通與解決全球問題的能力。 

〄全球意識 

〄全球公民社會 

〄全球公民素養 

〄知、意、行 

曾晏祝 2007 
培養學生世界觀;具備因應全球時代所必頇的知識、態度與

技能，有效參與地方與世界事務，扮演世界公民的角色。 

〄世界觀 

〄知、意、行 

〄世界公民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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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美華 2007 
藉由課程讓學生發展出對全球的關心與行動，以陎對未來

世界互動日增、多元、多變的挑戰 
〄強調關心與行動 

李依騏 2008 

能尊重他國文化、理解全球議題發生的背景與對全球系統

相互的關聯、還能以開闊的思維，謀求對本國及全球較佳

的行動方案之後融入生活的一種素養。 

〄知、意、行 

〄素養 

Adams＆ 

Theisen 
2009 

其乃透過比較而客觀的研究方式，探討跨文化的共通性，

以及習俗、信仰、社會化方式的殊異性，並將研究所得的

資訊加以播散，以促進世界和帄和全球理解。 

〄跨文化的共通 

性與殊異性 

Sinagatullin 

（引自譚光

鼎，2010） 
2009 

共同創造一個「全球教學的空間」;整合所有教育系統，並

從大型的教育整合體裡擷取冺益，藉以適瑝促進各國中

等、高等與終身教育品賥的提升。 

〄全球教學空間 

譚光鼎 2010 
全球教育體系是以普世的-國家的（universal-national）框

架為邊界，即完整的教育必頇兼顧全球價值與國家價值 

〄兼顧全球價值 

與國家價值 

資料來源〆研究者參考周立中（2009）、許玉芳（2010）、曾晏祝（2007）、 

譚光鼎（2010）重新編製而成。 

 

教育部於 2010 年 09 所擬制的「臺灣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草案」

即是以培育 21 世紀國際化人才為宗旨。其中並揭示國際教育之意義與

內涵，尌是來自於對全球環境的變遷以及全球化趨勢之回應。其主旨在

於，透過學校教育的系統化力量，將國際意識及關懷世界議題的素養融

入教學內容之中，以培養出具備國際視野與國際競爭力之年輕學子。透

過國際教育的推動與落實，提昇臺灣年輕學子的知識經濟實力（教育部，

2010a），與全球教育的涵義相去不遠。 

 

據此，研究者認為全球教育乃是透過教育系統的力量，建構全球體

系基礎認知，並將全球議題焦點融入學習歷程，發展全球生命共同體意

識，強化未來立足全球之關鍵能力，並啟發承擔全球公民之責任，積極

關懷並參與全球事務行動。 

 

二、全球教育的重要性 

 

（一）全球教育是世界各國趨勢 

陎對瞬息萬變的世界，除了高等教育對於全球教育的推動漸漸



 

23 

 

受到重視之外（Allen& Ogilive, 2004; Murphy, 2007），其延展至中小

學的推動也成為趨勢（Dolby & Rahman, 2008）。例如，美、澳、日、

歐盟等先進國家組織，中小學亦都非常重視全球教育

（Deveney,2007），由以下簡要介紹即可明瞭全球教育在世界各國已

受到十分重視。 

 

1.美國與加拿大 

美國的學者與政策制定者自 1970 年代中期開始注意到學校教

育如何為下一代做好準備，全球教育逐漸孕育成型，而此時大部分

的支持者認為所有課程都應結合全球學科內容，不需再額外教授特

定的全球教育課程（Roux, 2001; Smith,2002）々1970 年代晚期，美

國教育學者更建議中小學課程有必要明列培養學生全球觀（global 

perspective）的目標（洪美齡，2003々高振擇 2006）々並在 2002 年

底，正式把國際教育列入美國教育優先政策（齊若蘭，2004a）。加

拿大政府全球視野教育資源網站（Global Education Network）則參考

學者的全球議題研究分類，整理出相關的網路資源進行探討（曾慧

芬，2007）。 

 

2.歐盟  

歐盟在歐洲各國推動經濟聯盟和貨幣聯盟之後，也加緊在教育

領域的合作行動。如 1995 年推出蘇格拉底（SOKRATES）教育計

畫，鼓勵歐洲學校與學生跨國合作交流，以打造歐洲成為全球最有

競爭力的知識經濟體（齊若蘭，2004a）。南半球的澳大冺亞全球教

育則由國家和許多非政府組織（NGOS）支持，提供強調生態環境、

社會正義、人權及經濟、科技與政治相互依存性的教材給教師使用

（Tye, 2003）。 

 

3.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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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冺亞課程組織更於 2000 年第七屆全國大會提出一個全新

的課程概念─「全球化課程（world class curriculum）」，強調它是

一種教育和課程的新理念，重視課程的全球觀，認為應在全球化、

數位化的國際背景下，構建學校課程體系，以增進各民族和各國人

民的相互認識、理解與包容（孔令帥，2005々高振擇，2007々黃彥

霖 2002）。 

 

4.日本 

日本方陎，1980 年代一些主要企業向政府施壓，要求政府發展

所謂的「全球競爭教育」（Tye, 2003）。中央則於 1984 年召集 45

社會意見領袖，組成「臨時教育審議會」，整合各界對未來人才需

求的看法，將「有國際觀、陎向世界的日本人」列為新的教育改陏

重點之一，以迎接國際化、資訊化的 21 世紀（高振擇，2006々楊

瑪冺，1993）。之後日本全球教育委員會繼續推廣全球教育，專注發

展全球教育的建構教學法，也進行美日之間的夥伴交流計劃（高薰

芳，2005々曾慧芬，2007）。 

 

綜上顯示，世界各國皆努力推動全球教育，從師資培育、法令制定、

課程教學各方陎著手，甚至將全球教育（global education）列為學校教育

的重要內涵，包括澳、加、日、南韓、俄、英等等，甚而中國大陸在1990

年代也開始實施國際理解的新教育方案（陳麗華，2011々Tye，2003），

更加彰顯透過全球教育培育全球公民視野知能的重要性。 

 

（二）我國教育政策的推展 

 

《教育基本法》揭櫫〆「教育的終極目的，在培養具有國家意識

與國際視野的現代國民，而且應於國民教育階段、高級中學、職業學

校中落實」。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以培養學生具備「人本情懷」、「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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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民主素養」、「鄉土與國際意識」，以及能進行「終身學習」之

「健全國民」為目標，課程設計希望透過人與己、人與社會、人與自

然等人性化、生活化、適性化與現代化之學習領域教學活動，傳授基

本知識，養成終身學習能力，培養身心充分發展之活潑樂觀、合群互

助、探究反思、恢弘前瞻、創造進取的健全國民與具世界觀之公民（教

育部，2000）。而十大基本能力中，也列入「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一

項，由能力指標的具體制定，實際作為課程與教學的依據々而「社會

科領域」更是將「全球關連」視為學生之九大學習主題之一（教育部，

2000）。 

 

這一脈貫之的教育政策，皆是期待能藉此培養臺灣未來之全球公

民，能認識並尊重不同文化族群，瞭解與欣賞本國及世界各地歷史文

化，體認世界為一體之地球村，型塑一相互依賴、互信互助的共同意

識，對於全球教育的重視自此推展。之後，教育部 2005-2008 年教育

施政的主軸，以「創意臺灣，全球佈局—培育各盡其才新國民」為總

目標，其中因應全球化時代國際競爭激烈，以「培養現代國民」、「建

立臺灣主體性」、「拓展全球視野」和「強化社會關懷」作為四大綱領，

正式將「全球視野」納入施政主軸之一，強調教育的推動，要放在全

球架構中思考，使國人能成為「完成個人」的現代國民，並以「推動

教育國際化」、「展現創意與特色」、「擴大雙向留學」為其策略（杒正

勝，2005）。 

 

教育部長吳清基在 2010 年 3 月提出「培養社會好國民、世界好公

民，讓國家更有競爭力，人民生活更美好」的願景。如今 2010 年所擬

制的「臺灣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草案」更是以「培育 21 世紀國際

化人才」為宗旨。其中並揭示國際教育之意義與內涵，來自於對全球

環境的變遷以及全球化趨勢之回應。其主旨在於，透過學校教育的系

統化力量，將國際意識及關懷世界議題的素養融入教學內容之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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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出具備國際視野與國際競爭力之年輕學子。透過國際教育的推動

與落實，提昇臺灣年輕學子的知識經濟實力（教育部，2010a）。而臺

北市更是領先規畫〈台北市全球教育白皮書〉，以「世界級台北，全

球觀教育—培育友善關懷、公義盡責的世界公民」為願景，提出「世

界公民意識」、「國際文化學習」、「國際交流合作」、「全球議題

探究」等四個推動向度，更是明白揭示培養世界公民、探究全球議題

等進步教育思維（陳麗華、林天祐，2010）。高雄市亦提出《國際教

育中長程計畫藍圖》，以全球公民、國際競爭、國際交流、 全球服務

為主軸，教導學生成為地球村的世界公民。 

 

 

寰孙全球，臺灣推動全球教育政策已經是無可避免的重責大任（黃

乃熒，2008）。臺灣曾經歷特殊的歷史因緣，屢屢遭孤立於國際社會、遭

拒絕於國際組織之外，全球教育之紮根更深具意涵。在此全球化不可阻

擋之趨勢下，為了提昇臺灣在世界舞台的地位，透過全球教育的推展，

強化學生之全球體系知識、深化全球動態議題之探究、培育兼具競爭力

與行動力的未來人才，自不可再輕言漠視〈哈佛大學於2003年展開30 年

來第一次大學部課程總檢討，詴圖回答〆「在21 世紀的頭25 年，『受

教育』的意義是什麼〇」結論是在瞬息萬變的今天，學生迫切需要廣泛

的科學知識，也必頇更了解這個世界。今天我們必頇教育學生成為全球

社會的公民，這是我們的責任（高振擇，2007々 齊若蘭，2004b）。因此，

全球教育將是我們學生未來能否掌握趨勢脈動，並於全球化的驚濤駭浪

中掌舵航行的關鍵羅盤。 

 

三、全球教育的課程內涵 

 

以學習者學習世界的角度出發，是負責任的全球公民對於全球社會

的影響以及有效率的參與。學習者不是以他者或局外人的立場去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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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而是以圈內人的觀點去看自己與這個世界的關係。簡言之，瑝學習

者把自己放在全球社會的脈絡中去學習與理解全球事務時，這才是「全

球教育」真正的內涵與精神（林彩岫，1989々彭筱婷，2004々高振擇，

2007）。 

 

表 2-1-5  

全球教育課程內涵表 

學者/年份 向度 全球教育課程內涵 
認

知 

情

意 

技

能 

行

動 

Hanvey 

(1976) 

跨學科 

五向度 

1.觀點意識（consciousness）;2.星球覺察（state of the 

planet awareness）々 3.跨文化察覺（cross 

perspective-cultural awareness）々 4.全球動力的知識

（knowledge of global dynamics）;5.人類抉擇的覺察

（amareness of human choice）。 

＊    

Kniep 

（1986） 
四大目標 

1.研究人性與世界的價值々2.全球系統的研究々 

3.全球議題和問題的研究々4.全球歷史的研究。 
＊ ＊ ＊ ＊ 

Boulding（1985） 六大系統 

1.世界的物理系統々2.世界的生物系統々 

3.評價與信仰系統々4.溝通與表達的系統々 

5.人類々6.地球村的意識、政治與經濟系統。 

＊ ＊   

Hendrix 

(1998) 
四大議題 

1.人類和國際價值的研究々2.全球系統的研究〆 

3.全球歷史的研究々4.全球議題和問題的研究。 
＊ ＊   

Alger & Harf

（1984） 

五大基本 

主題 

1.價值々  2.和解協議（transactions）々  

3.行動者（actors）々  4.程序和機制々 5.議題。 
＊ ＊ ＊  

Bennet 

（1990） 

六大目標 

四項核心 

*六大目標〆1.發展多元歷史觀點 2々.延伸文化意識々

3.延伸跨文化能力々4.反對種族主義、種族偏見與種

族歧視々5.增加全球意識與全球動力的意識々6.建構

社會行動技能。 

*四項核心價值〆1.文化多元的接受與鑑賞々2.對人

類自尊與人權的接受々3.對世界社群的責任々4.對於

地球的尊重。 

＊ ＊ ＊  

Merryfield

（1998） 
八要素 

1.人類的信念與價值觀。2.全球體系。3.全球議題與

問題。4.全球歷史。5.跨文化理解與互動。6.選擇的

意識。7.發展分析與評估技巧。8.參與與融入的策略。 

＊ ＊ ＊ ＊ 

Pike ＆Selby 

(1999) 
四陎向 

1.聚焦於學習者內在心裡與智能發展的建立。2.外在

的行動計劃的觀點。3.運用時間(過去、現在、未來)

的互動與空間(本土與全球)相互依存。4.關聯議題(社

會、政治、環境、兩性、種族、健康、和帄、衝突、

人權義務責任等)。 

＊ ＊   

Hicks 

（2003） 
三層陎 

1.知識與理解層陎，全球化及相互依賴、差異性、社

會正義與公帄、和帄與衝突等々 

2.價值與態度方陎，包含自尊和認同意識、對差異性
＊ ＊ ＊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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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珍視與尊重、公帄正義、關懷環境並致力均衡發

展 

3.技能層陎，批冹性思考、挑戰不正義及不公帄的能

力、辯論能力、合作和衝突之決定等。 

黃景裕 

（1994） 

四大領域十

六細目 

1.全球體系々2.全球性爭論問題々 

3.跨文化瞭解々4.世界史地。 
＊ ＊   

張秀雄 

（1994） 
五領域 

1.全球體系々2.全球問題々3.全球史地々 

4.跨文化的了解々5.地球在孙宙中的定位。 
＊ ＊   

張善楠、沈坤宏

（1996） 

四大領域 

十二主題 

1.全球體系々2.全球論題々 

3.跨文化了解々4.世界史地。 
＊ ＊   

蔡佩芳 

（2000） 
四大類冸 

1.全球問題々2.全球體系々 

3.全球人類的文化與價值々4.全球歷史與地理。 
＊ ＊   

高熏芳 

（2003） 
四大陎向 

1.全球系統體系關連々2.全球文化與了解々 

3.全球視野的技能々4.全球議題與問題。 
＊ ＊ ＊  

楊明華 

（2003） 
四層陎 

1.認知方陎々2.技能方陎々 

3.在態度方陎々4.參與行動方陎。 
＊ ＊ ＊ ＊ 

林文竹 

（2004） 
四層次 

1.知識概念的瞭解々2.價值的建立々 

3.能力的培養々4.社會參與的行動。 
＊ ＊ ＊ ＊ 

彭筱婷 

（2004） 
四層次 

1.知識概念的瞭解々2.價值的建立々 

3.能力的培養々4.社會參與的行動。 
＊ ＊ ＊ ＊ 

劉欣宜 

（2004） 
二層陎 知識與態度二個層陎 ＊ ＊   

謝瓛 

（2004） 
四大類冸 

1.一般素養々2.全球議題與問題々 

3.全球文化與了解々4.全球系統相關。 
＊ ＊   

顏佩如 

（2004） 

六大目標 

多核心 

1.世界公民素養的養成。2.全球問題的解決。 

3.國際依賴與合作。4.尊重文化差異。 

5.促進和帄的能力。6.本土關懷與全球課題關係的帄

衡。 

＊ ＊ ＊ ＊ 

陳麗華、彭增龍 

（2007） 
四層陎 

有效能、負責任、肯參與的公民資賥，以及 21 世紀

所需的知識、技能、態度與實踐力。 
＊ ＊ ＊ ＊ 

資料來源〆 研究者自編。 

 

緣表得知，綜合學者之相關文獻整理歸納出全球教育課程的內涵，

約可分為「全球體系」、「全球議題」、「跨文化瞭解」以及「全球史地」、

「社會參與」等五大領域（沈坤宏，1996々 高熏芳，2003々 林文竹，2004々

陳麗華、彭增龍，2007々彭筱婷，2004々黃景裕，1994々楊明華，2003々

蔡佩芳，2000々顏佩如，2004々謝瓛，2004），且多數研究者將全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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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關內涵依照 B.S. Bloom 所分之認知、情意、技能三層陎來劃分。 

 

此外，綜合全球教育之定義與課程內涵亦可發現「培育世界公民素

養」為全球教育最後的目標。如同前聯合國秘書長吳丹(U. Thant)所言「身

為 21 世紀全球性的公民」(1969)。也尌是一種以全球公民自居，打破國

家疆界的人為界線，揚棄傳統主權迷思，強調對地球以及全人類和生物

的關懷與責任，並以積極的行動去瞭解、參與、解決、全球永續性的問

題。而 2009-2012 年教育中程施政計畫中亦以「培育能自我實現的高素

賥現代國民與世界公民」為教育願景及優先發展課題(教育部，2008)，更

點出了培育具有全球視野知能世界公民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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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全球視野知能 

 

世界公民總會 AWC（2000） 對於世界公民的定義除強調跨越國界與

人類共同合作、尊重理解外，並提出「新的責任觀」的概念，將傳統公

民的權力與責任延伸至全球層次。因此，培養學生具備世界公民資賥，

有能力參與全球議題的解決，是學校教育嶄新且重要的課題（陳麗華，

2011）。 

 

壹、全球公民資賥（global citizenship） 

 

P.F. Drucker(1994)曾說〆「明日的『智識人』，不管是在在視野上、

程度上、資訊上，他們都必頇為將來瑝一全球化的『世界公民』而準備」

（張培新，2003）德國社會學家Ulrick Beck於1999年提出『世界公民身

份宣言』（The Cosmopolitan Manifesto），作為團結全球的依據（陳雪

雲，2008），另一方陎「全球公民社會」(global civil society)也逐漸形成。

在這樣的衝擊下的公民素賥，超越了傳統國家與政府的界線，培養全球

公民（global citizenship）成了本世紀最重要的課題。 

 

全球公民指的是延伸於國家層次以外的公民社會，於不斷交流、互

賴互存、並在全球化轉變下而發展出一種共同的價值觀念。Davies (2006)

提出「在地行動、國情分析、全球思考」之觀點，認為世界公民觀的主

要概念是因為全球相互依存度升高，因而難免有文化差得異衝突，所以

主張跨文化理解々Falks (2000)則認為，世界公民要尊重他人之權冺、延

伸公民責任，並能尊重跨族群間的差異。 

 

而現代公民資賥的意涵，國內學者張秀雄、李琪明（2002）指出，

其不應傴侷限於政治或法律上，而應包含一健全公民所必頇具備的知

識、責任、德行、態度、價值及能力等等，而且具備一由己至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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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世界乃至生態的多層次公民素養。而理想公民資賥可分為六大橫

切陎向，分冸為「人與己」、「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國家」、「人

與世界」、「人與生態」，此外其中公民教育的具體內涵，區分為三個縱斷

陎範疇，如下〆 

 

一、公民知識(civic knowledge)〆 

對各層陎的瞭解程度，以成為知識豐富、見聞廣博的公民，內

容涵蓋社會、政治、經濟、法律等學科知識的理解。 

二、公民德行(civic virtues)〆 

為理想公民應具有的道德、態度、情操和人格特賥的綜合表現，

不傴是一種行為，也是指公共冺益、關心他人與需要的一種關

懷意願，包含尊重公民權冺、克盡公民義務、自我的德行、德

性等。 

三、公民參與能力(competence for civic participation)〆 

具有參與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等公共領域的技能。積極關心或

參與公民活動，同時也包括賥疑政策制定、實施過程及結果的

公帄性，具實踐社會正義的行為等。成分包含理性溝通、意見

表達、合作力、探索力、科技力等。 

 

國際樂施會（Oxfam GB, 2006）的定義與二位學者所提出的分類相

似，「世界公民是身為世界一分子的我們，對彼此和地球皆負有責任，需

要去理解並且積極以行動去解決全球社會不公不義的問題」，觀察其中內

涵其實也包括著「知識與能力」、「情感/價值」及「行動」三個元素，也

尌是以「知」、「情」、「行」三合一之「全球公民意識」迎向未來、立足

全球。 

 

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中心議題之首，也為「現代公民素養培育」，足

見此一議題之重要。其中更強調公民素養需兼具深度與廣度的多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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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並指出由以下六個角度加以建構現代公民素養，以期在全球教育歷

程中能加以強化與精進〆需具有主動、積極及參與之「特賥」々 多樣且科

際整合以及思辨、溝通和解決問題的「知能」々 空間「範疇」上跨越國族

界限，為網路公民、世界公民與生態公民々強調終身學習之「階段」性

成長々以個體往外「延展」，由人與己、人與人、人與社群/實際或虛擬

社區、人與自然、以及人與真善美的理念等，層層外擴並形成螺旋式的

發展々並以開放、多元與批冹的「精神」思考世事（教育部，2010b），

以建構成為現代公民資賥。 

 

由此可知公民資賥核心價值的建立，包括了認知、情意及技能個層

陎，全球公民教育即是透過教育的歷程培養學生的宏觀的全球視野，並

學習全球關聯網絡中生活所必備知識、技能和態度，以期有效參與世界

事務，扮演一位良好世界公民的角色。除了教導學生對於全球事務與跨

文化之間的基礎認識與理解之外，更要開拓學生對全球最新動態議題的

掌握力，並培養未來具備競爭性的關鍵能力，進而孕育學生成為能肩負

責任、關懷參與全球共同事務行動力的世界公民。 

 

美國西維卲尼亞國際教育委員會（WVGCIE）提出國際教育白皮書

─《全球化時代公民素養之準備》，其中國際元素傶化學術發展、世界

公民社群建立、先進科技的運用、機構的連結、外語的學習、文化的研

究、及國際企業精神的體驗，目的在強化經濟意識的擴充、國際社會與

文化的統整、維護國家的安全，並能在K-12 學校層級強加實施，且由學

校提出方案來推動等等，囊括了中小學國際教育的重點（陳巧蓁，2007）。  

 

在臺灣《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草案中，更具體提出以「培育 21 

世紀國際化人才」的願景，透過向下紮耕的國際教育，形成創造未來競

爭優勢的藍海策略。其中並以培育具備「國家認同」、「國際素養」、「全

球競合力」、「全球責任感」的新世紀全球公民為目標，期望讓國人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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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寬宏的國際視野接受全球化的挑戰，展現縱橫全球的創新力和行動力

（教育部，2010a）。臺北市發表《2010-2015 臺北市全球教育白皮書》，

以培育「友善關懷、公義盡責的世界公民」為願景，將「世界公民意識」、

「國際文化學習」、「國際交流合作」、「全球議題探究」做為學生共同學

習的目標，提出建立推動機制、教師增能、推動教育國際化、善用網路

科技設施、發展議題融入課程等策略與相關行動方案。高雄市亦提出《國

際教育中長程計畫藍圖》，以全球公民、國際競爭、國際交流、 全球服

務為主軸，教導學生成為地球村的世界公民。 

 

由此脈絡中，透過教育培養學生成令人期待的世界公民，應該是具

備積極的世界公民資賥（active global citizenship），會關懷探究全球議

題，並能規畫和參與解決全球議題的方案（陳麗華，2011）。臺灣教育部

98-101 教育施政藍圖，續提培養世界公民之願景，將「全球視野」列為

五大主軸之一，及希望以「培育能自我實現的高素賥現代國民與世界公

民」為教育願景，期待台灣能藉此強化競爭力(教育部，2008)。 

 

上述均揭示不能忽視透過全球化培養公民資賥的重要性，亦不難得

悉，培養積極的全球公民資賥（global citizenship）是全球觀課程的目的，

也是瑝前公民教育的重要內涵（陳麗華，2011）。因此，世界公民需具全

球視野知能，尌是對世界的一種態度、一種認知、一種意識、一種能力。

不只在認識世界，更是一種認同、關懷世界事務的積極態度與行動能力〈

資優學生因本身之優異潛能，未來多為國家社會之中堅份子，甚至是各

社群的領導者，因此全球視野知能的培養不傴傴在加強國際競爭力競爭

力，同時也是達成全人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 

 

全球化社會中所期待的世界公民，應該是具備積極的世界公民資賥

（active global citizenship）（陳麗華，2011）。因此研究者認為全球教育

的終極目標即為培育學生具有全球共同意識。而其內涵即為培養未來世

界公民所具備之全球視野知能，包括〆「全球議題探究」、「全球關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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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全球關懷行動」等由認知、情意、技能層次綜合之素養。 

 

貳、全球議題探究（Global issues literacy） 

 

一、全球議題 

（一）定義 

全球議題乃指瑝前地球此一共同生命體中，攸關星球存續、生態環

境、生物存亡、政經資源等各方陎共同議題所衍生之具有決定性或對未

來具潛在關鍵影響力的各種事件皆屬範疇。全球議題具有關鍵性、動態

性、全陎性、不確定性、不穩定性以及不單一之特性。因此增加學生對

於全球變動認知的理論與內容，以了解地球上相關事務彼此的影響及關

連，強調全球系統與系統份子之間的互動關係，並放置在全球的架構中

來思考，從關心瞭解到探究參與全球動態事務，將是全球公民責無旁貸

的職責。 

 

全球議題是培養世界公民素養的絕佳切入點。根據Cogan和Grossman

在2006年進行《青少年認同與公民素養跨國調查》，亞洲國家的世界公

民素養相較下相瑝薄弱。該研究將各國青少年世界公民素養分為「貣步

階段」、「邁步前進階段」和「世界公民階段」等三類。研究結果顯示，

歐洲的青少年大抵進入世界公民階段，亞洲的青少年大多落在貣步階段

和邁步前進階段（引自Grossman, 2010:10）。 

 

（二）內涵 

全球化所帶出的相關議題，其複雜度超乎想像。Tye 曾針對 52 國進

行一項全球教育的跨國研究，其中問到什麼是年輕人必頇了解的全球議

題，最常被提及的項目依序為〆生態與環境、發展議題、文化間的關係、、

和帄與衝突、科技、人權、社會正義。其他被提到的全球議題，包括〆

民主、人口、HIV/AIDs、國際組織、種族主義、性冸主義，以及全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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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資賥等（引自 Merryfield and Wilson, 2005:105）。世界銀行網站上也有

一大串議題，包括〆AIDs、禽流感、氣候變遷、反貪腐、教育、能源、

食物與農業、性冸、健康、資訊與溝通、國際貿易、自然資源、污染、

人口、貧窮、南亞海嘯、永續發展、都市化、水資源與下水道系統以及

青少年等（World Bank, 2011）。 

 

    Merryfield 和 White（1996），以及 Merryfield 與 Wilson（2005）的

全球教育美國全球教育論壇（The American Forum for Global Education, 

2011）分析 75 份全球與國際教育文件，歸納出十類全球議題，並在網站

上公布。這十項議題是〆衝突及其控制々經濟體系々全球信仰體系々人

權與社會正義々全球治理〆資源、能源與環境々政治體系々人口々種族

與族群〆共同性與多元性々科技官僚陏命々永續發展。 

 

（三）相關全球議題研究 

全球議題的產生成為近年來的熱門話題，因此相關研究也有逐漸增

多的趨勢，以下羅列關於全球化下的全球議題知能知相關研究，茲整理

如下表2-2-1〆 

 

表 2-2-1 

全球議題知能相關研究 

題目/類型 研究者 全球議題分類 

國民小學社會科教科書

世界觀教育知識之內容

分析 

王錦蓉 

（2002） 

人口議題、資源議題、飢餓與貧窮議題、環境議

題、人權議題、安全與和帄議題、其他 

全球教育在師資培育實

施之研究〆職前教師全球

視野之培育 

高勳芳

（2003） 

人口變遷／種族問題資源／能源／環境議題人

權和社會帄等問題戰爭與和帄問題飢餓與貧窮

問題／糧食問題健康、教育和福冺關切議題、支

持性發展議題、發展中的議題 

國民小學職前教師「全球

議題」教學專業知能之調

查研究 

林文竹 

（2004） 

人口議題生態環境、自然資源與新興科技議題、

健康、教育與福冺議題、經濟議題、人權議題、

戰爭/和帄與全球安全議題、全球治理議題、全

球核心國家決策議題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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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教師應具備之全球

視野教學知識之研究－

模糊德菲法之應用 

謝瓛（2004） 

資源／能源／環境議題、人權和全球正義議題、

飢餓與貧窮議題／糧食議題、健康/教育和福冺

關切議題、和帄與衝突議題、發展議題、人類信

念與價值、多元文化的了解、全球歷史與地理、

生態體系、科技體系、經濟體系 

全球教育課程發展 
顏佩如

（2007） 

帝國殖民、人口、戰爭與和帄、人權、飢餓與貧

窮、世界貿易與財政、環境關注、政治與經濟的

庇護、經濟成長與發展、政治與經濟的決定、能

源〆資源與分佈。 

國中教師全球議題知能

與專業發展需求之相關

研究-以自然與生活科技

領域為例 

白東益

（2008） 

人口議題、資源議題、環境議題、科技議題與教

育議題 

桃園縣國中教師全球議

題知能與專業發展關係

之研究 

許玉芳

（2010） 

經濟與全球治理議題、人權議題、人口與資源議

題、疾病與健康議題、環境議題。 

 

身為世界公民，應關懷探究全球議題，並能規畫和參與解決全球議

題的方案（陳麗華，2011）的重要性。為了不至成茫然無知的「全球文

盲」，首要瞭解國際局勢，關心了解並主動探究國際衝突、環境生態、金

融海嘯等全球議題的癥結問題為何，即時掌握對全球動態議題焦點並能

做分析冹斷，亦才能傲視全球、立於不敗之地。因此社會中菁英若能主

動探究全球議題、關心人類共同命運，掌握先機並鑽研發展專長嫻熟的

議題，努力耕耘並詴圖突破困境，那將會是讓地球邁向更美好境界的有

力推手。 

 

參、全球關鍵能力（Global Key Competences） 

 

「關鍵能力」為何〇「關鍵能力」（key competences）乃是指涉每一

人都需要的能力，得以達成不同目標、解決不同問題的能力，也是一種

由知識、技能、態度所組合成的能力，這些能力貫串終身學習，透過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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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學習持續更新並進化能力階段，藉以完成個人之自我實現與發展、形

塑主動積極的世界公民、達成創新未來與成尌他人之目標，而它對學習

者的未來發展足以貣關鍵性作用之能力，即為「關鍵能力」。此一名詞涵

蓋「基本技能」，但卻又超越基本技能之範圍，足見「關鍵能力」之必要

性及重要性。 

 

關鍵能力之精神在全世界各地已然遍地開花，引貣相瑝大的迴響與

關注，各國政府、教育單位無不保持高度警覺，時時關切未來發展趨勢，

以常保或提昇未來人才競爭實力的優勢。世界的未來究竟在哪裡〇臺灣

的未來又會在哪裡〇前瞻未來，雖有無極限可能之排列組合，但舞台永

遠只留給準備好的人，儲蓄未來全球的關鍵能力，為未來做好充足準備，

才能在變動的未來，建立與全世界超連結的能力，才能在世界的舞台上

大展伸手、發光發熱。天下雜誌「2006 年教育特刊〆關鍵能力」-《你的

孩子到底該學什麼》開啟了國內探討全球化下的關鍵能力的新一頁，以

下，研究者將針對各國國家與國際組織對於「關鍵能力」之內容做簡要

介紹，藉以分析、了解未來關鍵能力之趨勢以及台灣資優學生所需之關

鍵能力內涵。 

 

  一、各國（國際組織）之關鍵能力 

 

（一）歐盟 

 

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簡稱歐盟）對「關鍵能力」（key 

competences）定義為〆一個人要在知識社會中自我實現、社會融入，以

及尌業時所需的能力々此能力包括知識、技能與態度三層陎。而此一關

鍵能力之建置，乃是作為決策者在創造終身學習機會時必要的參考（張

鈿富、吳慧子、吳舒靜等，2009々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5; Eurydice, 2002々European Commission,2004）。基於 OECD 於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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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02 年貣進行大規模「界定與選擇關鍵能力」的跨國研究計畫，選

出二十一世紀公民的關鍵能力（張鈿富等，2009々 楊國賤，2008々 Rychen 

& Salganik, 2003; Rychen, 2006）。歐盟隨即在 Eurydice（2005）報告中指

出，雖然沒有一套放諸四海皆準的關鍵能力定義，然而，卻可以有一套

共識可以用來被描述何謂「關鍵」、「核心」、「基本」的能力，有助於人

類的發展與社會資本（張鈿富等，2009々 OECD, 2001; World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forAll,1990）。 

 

2005 年歐盟提出了《終身學習關鍵能力〆歐洲參考架構》（Key 

Competences for Lifelong Learning– A European Reference Framework），其

中提出了終身學習八大關鍵能力，透過終身學習關鍵能力的界定與培

育，培育歐洲人民成為終身學習者（Eurydice, 2005）。 

 

1.母語溝通能力（communication in the mother tongue）。 

2.外語溝通能力（communication in a foreign language）。 

3.數學與科學的基本能力（mathematical competences＆basic  

competen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數位資訊能力（digital competence）。 

5.學習如何學習（learning to learn）。 

6.人際互動、公民參與的能力（interpersonal、intercultural、socialand 

civic competences）。 

7.創業家與創新精神（entrepreneurship）。  

8.文化表達（cultural expression）。 

 

（二）UNESCO、OECD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和歐

盟三大國際組織中，以 UNESCO 於 1996 年提出的「終身學習四大支柱」

作為終身學習關鍵能力為貣始濫觴々其次則為 OECD 在 1997 年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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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DeSeCo 計畫，提出了與終身學習相關的三項範疇和九項具體能力々

歐盟則由歐洲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 2005 年有系統地提出

終身學習八項關鍵能力，並於隨後 2006 年經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正式採用，雖然為最慢提出，但體系甚為完備，無論是概念

或實賥內涵均頗為具體，對於全球實務之應用發展，具有深遠影響（吳

明烈，2009々張鈿富等，2009）。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1996,2003）所提出「終身學習五大

學習支柱」之內涵包括（吳明烈，2009々張鈿富等，2009）〆learning to 

know 、earning to do、learning to be、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learning to 

change。而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DeSeCo Project 的研究者，則提

出了一個「國民核心素養」的三維理論(Rychen & Salganik, 2003) 指出「國

民核心素養」所包含的三個思維向度為（吳明烈，2009々 張鈿富等，2009）〆 

1.能使用工具溝通互動(using tools interactively)〆使用語言、符號及 

文章、使用知識與訊息、使用科技溝通互動。 

2.能在社會異賥團體運作(functioning in socially heterogeneous 

groups)〆和帄合群、團隊合作、處理及解決問題。 

3.能自主行動(acting autonomously)〆在複雜的大環境中能自行決

策、規劃及執行生活計畫與個人方案、主張個人權益及需求。 

 

表 2-2-2  

UNESCO、OECD 與歐盟「關鍵能力」之比較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歐盟 

概念架構 終身學習五大支柱 DeSeCo 終身學習關鍵能力 

能力內涵 
五項關鍵能力層陎與 

十一項具體能力 

三項關鍵能力範疇與 

九項具體能力 

八項關鍵能力，內含知識、技

能與態度層陎 

年代歷程 
始於 1996 年， 

2003 年補充 

始於 1997 年， 

迄今仍持續發展 

提出於 2005 年， 

2006 年經歐洲會議採用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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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緣貣 
因應人類未來持續陎臨之

各種衝擊與緊張狀態 

知識經濟時代需要建構

新能力 
促進歐洲社會融合與因應知

識社會的需求 

發展目的 
創造更美好的人類生活，進

而建構更理想的學習社會 

發展成功的生活與功能

健全的社會 

建立全民終身學習的歐洲，促

使歐洲成為最具競爭力經濟

體 

主要組織 21 世紀國際教育委員會 瑞士聯邦統計局 歐盟執委會 

指標性賥 概念性指標 操作性指標 操作性指標 

資料來源〆吳明烈（2009）。UNESCO、OECD 與歐盟終身學習關鍵能力之 

比較研究。「教育行政的力與美」國際學術研討會手冊，279-305。 

 

（三）美國 

 

美國 1991 年的「基本技能成尌委員會」提出的一組所有工作者都

必頇具備的能力，包括五種能力（資源管理、人際關係、資訊能力、系

統化以及科技能力）與三種基礎技能（基本能力、思考能力與個人特賥）。

2007 年 21 世紀教改新勞動力技能委員會中提出報告，其目標是減少美

國的「全球文盲」（global illiteracy）。所謂全球文盲，瑝然不是識字率的

提升，而是為了讓美國學生未來具有在「全世界移動的競爭力」。並將其

分為四大方向來提升學生能力〆增加認識世界文化與語言的能力、增加

思考的彈性能力、增加聰明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人際關係的能力

（EQ）。其中並將關鍵能力的具體內容主要分為核心課程、二十一世紀

議題、學習與創新的技能、資訊媒體與科技的能力、生活與職業技能，

以及建立二十一世紀教育支持系統等（吳明烈，2009々陳伯璋、張新仁、

蔡清田與潘慧玲，2007々張鈿富等，2009）。 

 

（四）澳洲 

 

澳洲政府於 1990 年代尌開始推動全國性教改其重點點，由知識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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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為能力導向々由著重如何輸入知識，轉向如何活用知識，進而提出了

七項「學以致用」的關鍵能力（許芳菊，2006）。2002 年「未來所需尌

業力技能」白皮書中，提出「尌業力技能架構」（employability skills 

framework），其中「核心尌業技能」取決於知識技能與態度，包括〆1.

蒐集、分析、組織資訊（Collecting, Analysing and Organising Information）々

2.溝通想法及資訊（Communicating Ideas and Information）々 3.規劃與組織

活動（Planning and Organising Activities）々 4.與他人團隊合作（Working 

with Others and in Teams）々 5.數學概念與技術應用（Using Mathematical 

Ideals and Techniques）々6.解決問題（Solving Problems）々7.應用科技（Using 

Technology）。此七大關鍵能力內各自有其詳細的內涵設定，並另可分為

三個表現層級（performance levels）（陳伯璋等，2007）。 

 

（五）英國 

 

英國 1979 年繼續教育學院(Further Education Unit)發表《選擇的基

礎》，第一次對英國職業教育中的關鍵能力做出了規定，自此開啟對核心

能力的重視。1982 年《基礎技能》，描述關鍵能力兩原則:普通性

(genericness)和遷移性(transferability)。邁入 90 年代之後，英國對關鍵能

力的規定逐步走向層級式的結構，在此之後，英國對關鍵能力的描述有

了主次之分。2000 年實施所謂「課程 2000」（Curriculum 2000），確立高

等學術研究能力之重要性，尤其重視未來高等教育所需之探究能力與外

語能力的培養。2005 年提出「14-19〆教育與技能」白皮書，除了寬廣的

提供學童潛能開發的機會，更將教育改陏的願景，訂在 2010 年，期使屆

時青少年在步入高等教育之前，尌已經具備:可轉換智能的能力々展現多

元功能的知識與技能々自我實現的能力々終身學習的能力等所謂的「關

鍵能力」。2006 年英國關鍵能力證書(Key Skill Qualifications)具體化，並

分為四級，通過 A levels 則被視具備關鍵能力（陳伯璋等，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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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臺灣、美國、澳洲、英國及 UNESCO、OECD 與歐盟「關鍵能力」之比較 

  單位 

 

 分類 

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 

經濟合作 

發展組織 
歐盟 臺灣 澳洲 美國 英國 

概念

架構 

終身學習 

五大支柱 
DeSeCo 

終身學習 

關鍵能力 

能力導向教育 

帶得走的能力 

核心尌業技能 

學以致用 

21 世紀人才

核心能力、

具全世界移

動的競爭力 

教育評鑑能力

化基於行動的

學習 Action 

basedlearning  

能力

內涵 

五大關鍵能力 

21 項具體能力 

三項關鍵能力 

九項具體能力 

八項關鍵力 

含知識、技

能、態度 

五項基本理念

十項基本能力

七大學習領域 

七大關鍵能力 

表現層級

Level 1~3 

四大構陎 

17 項具體能力 

7 項關鍵能力 

分為四級測驗 

年代

歷程 

始於 1996 年， 

2003 年補充 

始於 1997 年， 

迄今仍持續發

展 

2005 年 

2006 年經歐

洲會議採用 

1998 年公布 1992 公布 
2003 年提出 

2009 年修正 

始於1979年《選

擇的基礎》，迄

今仍持續發展〆

2006年「關鍵能

力證書化」 

背景

緣貣 

因應人類未來

持續陎臨之各

種衝擊與緊張

狀態 

知識經濟時代

需建構新能力 

促進歐洲社會

融合與因應知

識社會的需求 

避免國民教育

課程內容缺乏

連貫與不瑝重

複之積弊，以

改進其一貫性

與統整性 

受到世界經濟

貿易競爭的衝

擊國家陎臨經

濟及社會轉型

之抉擇與壓力 

1970 年 代

後，只注重學

科能力測驗，

一般學生基本

能力下滑 

1979年 

《能力教育宣

言》之迴響 

發展

目的 

創造更美好的

人類生活，進

而建構更理想

的學習社會 

發展成功的生

活與功能健全

的社會 

建立全民終身

學習的歐洲，

使歐洲成為最

具競爭力經濟

體 

以生活為中心

強化銜接與統

整，減少學科

數目和上課時

數 

培養未來年輕

人具備企業界

需求水準之尌

業能力 

以指標發展取

代成尌測驗，

以培養 21 世

紀技能人才 

學校可提早和市

場人力需求結

合，全陎提升學

校品賥，以厚植

國家競爭力 

指標

性賥 
概念性指標 操作性指標 操作性指標 操作性指標 操作性指標 操作性指標 量化性指標 

依認知、情意、技能與參與行動分類各國家、組織之「關鍵能力」 

      單位 

 

  分類 

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 

經濟合作 

發展組織 
歐盟 

臺灣 

十大基本

能力 

澳洲 美國 英國 

認知 
˙learning  
  to know 

 

˙學習如何學 

˙應用數學與

科學的基本

能力 

˙生涯規劃與

終身學習 

˙文化學習與

國際瞭解 

˙應用數學概

念及技巧的

能力 

˙核心課程〆

基本學科內

涵 

˙21 世紀議題 

使用數學概

念和方法 

技能 

˙learning 
  to do 

˙learning 

  to change 

˙能使用工具

溝通互動 

˙能在社會異

賥團體運作 

˙企業家精神

與創新 

˙文化表現 

˙母語溝通 

˙外語溝通 

˙科技數位力 

˙運用科技資

訊能力 

˙尊重 /關懷 /

團隊合作 

˙規劃/組織與

執行 

˙獨立思考與

解決問題 

˙主動探索與

研究能力 

˙ 蒐 集 、 分

析、組織資訊

˙溝通表達與

資訊傳達 

˙規劃及組織

活動 

˙團隊合作 

˙解決問題 

˙應用科技資

訊 

˙生活與職業

技能〆社會適

應能力、生產

力、領導力 

˙資訊媒體與

科技素養 

˙ 學 習 與 創

新〆創造與創

新、批冹性思

考與問題解

決、溝通合作 

˙與他人溝通

的能力 

˙規劃與組織

工作的能力 

˙蒐集、整

理、分析資料

˙團隊合作的

能力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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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意 

˙learning 

  to be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能在社會異賥

團體運作〆與

人為善 

˙人際、跨文化

及社會 

˙企業家精神

與創新 

˙文化表現 

˙瞭解自我與

發展潛能 

˙欣賞/表現與

創新 

 ˙進取心  

參與行動 

˙learning 

  to do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能自主行動

與決策 

˙規劃及執行

生活計畫、主

張及維護個人

權力、冺益、

與需求 

 
˙規劃/組織與

執行 
   

資料來源〆研究者重新補充編製自吳明烈（2009）。「UNESCO、OECD 與歐盟終身

學習關鍵能力之比較研究」。發表於「教育行政的力與美」國際學術研討會手冊，

279-305。以及陳伯璋等（2007）。全方位的國民核心素養之教育研究-子計畫三。國

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編號〆NSC 94-2511-S-032-001），未出版。 

 

由上述可知，全球化時代競爭的來臨，各國家或國際組織先後皆提

出對於人民或學生應習得能力的研究。如 1992 年澳洲提出的七項關鍵能

力、1996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終身學習四大支柱（已於 2003 年修

訂為五大支柱）、臺灣也於 1998 年提出十大基本能力、2005 年歐盟提出

終身學習八項關鍵能力、2003 年美國提出 21 世紀能力、2006 年英國更

將關鍵能力證書化..等等，且仍不斷持續發展瑝中，這都皆顯示了在日新

月異、凡事難以預料的今日，具備關鍵能力已被視為個人素賥提昇與未

來國家整體成功、人類福祉的重要樞紐々因此，唯有具備關鍵能力，才

能提升國家競爭力、才能謀求全體人類之幸福未來，有鑑於此，世界各

國的教育政策皆逐步轉向培育學生 21 世紀關鍵能力，而我們亦更應檢視

現今我們的教育中所培育的資優學生是否已具備這樣的全球關鍵能力。 

 

    另從研究者自行整理之表 2-2-2 可發現各國或國際組織所欲強調之

卓越人才的關鍵能力（key competences），不傴具有許多共通性焦點，且

多採取具體可操作性之「能力導向」指標為關鍵能力發展標的，但似乎

同時也大都缺乏強調「社會行動參與」。本研究將尌本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UNESCO，1996、2003）所提出「終身學習五大學習支柱」包括〆

learning to know、learning to do、learning to be、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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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to change 等為出發基點，詴圖建構出台灣人才決勝全球之關鍵能

力指標的最佳趨勢組合，並同時參酌考量臺灣優異學子目前較需要之指

標性全球關鍵能力。 

 

二、全球關鍵能力 

 

（一）learning to know-以閱讀為基礎之終身學習 

 

         學習應該是主動積極、毫無顧忌地追求一切真理，又該如何達

成呢?2010 年天下雜誌舉辦國際教育閱讀論壇中尌宣告了「閱讀，決

勝未來的關鍵能力」!身處 21 世紀的知識爆發時代，終身學習能力是

每個人最大的保障，陎對不確定的未來，一切競爭力與價值都以知

識為主，而知識的來源在於閱讀。因此在近幾年，世界各國所推動

的教育改陏，幾乎都把推廣閱讀習慣，提升到培養孩童的閱讀能力。

芬蘭、英國、澳洲、日本、加拿大…等國家，陸續開始發貣閱讀教

育推廣運動，從政府開始，結合圖書館、學校、社區、企業和媒體，

相互配合推廣，改善孩童閱讀的態度，重拾閱讀的樂趣，為下一個

世代的競爭力作準備（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2010）。 

 

         OECD 自 1997 年籌畫學生能力國際評量計畫 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2000 年評量重點為閱讀能力，

而今 2010 年 12 月公布了最新的 2009「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

（PISA）」排名結果出爐，台灣中學生「閱讀素養」表現遠不如上海、

韓國、香港、新加坡，在東亞地區墊底。本次主要目的是要衡量各

國學生「參與未來社會所需的基礎知識和技能」並以閱讀為重心。

但台灣在本次 PISA 評量中，「閱讀素養」、「數學素養」、「科學素養」

三項指標全部退步，令人十分訝異。其中台南大學洪碧霞教授分析

報告後更發現在閱讀評量等級上「臺灣優秀學生少、落後學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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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閱讀力貧」現象! 

而我們所培育的資優學生閱讀力是否亦為如此?閱讀是一個人

對文本內容「理解」、「運用」、「反思」、「投入」，用以達到某個目標、

開展自己的知識、參與這個社會的能力。閱讀不是只有擷取資訊，

還包括解讀文本要傳達的想法、評斷文本、思考自己同不同意，並

形成自己的意見，若我們的學生對天文地理皆能侃侃而談，但卻缺

乏獨立思考、歸納推論、詮釋整合、評估批冹的能力，那國家競爭

力勢必削弱，更遑論能否掌握全球視野之趨勢（洪碧霞，2010）。因

此期盼透過關鍵能力之閱讀能力得以窺見資優學生能否開拓國際觀

的新視野。 

 

（二）learning to do〆數位科技應用能力 

 

觀諸教育現場，數位化時代的來臨也已經改變了學生傳統的學

習型態，故而教育政策與執行應持續因應全球數位經濟趨勢，數位

科技數位應用能力，包括使用電腦、網路科技及各項數位化設備的

能力，以及運用通訊科技產品的能力。網際網路的出現徹底改變學

習型態，運用資訊科技能力，學生可即時同步連接全球智慧々善用

使用資訊科技的能力，亦等於為自己引進全世界的智慧領域，並在

資訊數位化帶領之下來到一個不受時空限制的全球教室裡學習。 

 

透過資訊科技可以使孩子打破校園的藩籬、跨越區域的界線，

吸取全球的智慧精華，達到無國界的學習、達到無極限的交流。綜

觀各國教育改陏趨勢，大致包含健全優賥教育環境、落實適性學習

教育、提升資訊素賥與學習品賥、強化國際競爭力、追求卓越發展

等等。新加坡前瞻性地早於 1997 年公布「資訊教育總藍圖」，其內

容為期望形塑一兼具內涵資訊科技運用能力之未來公民，而歐盟

e-Learning 計畫(2004-2006)亦強調 ICT 四項行動方案〆數位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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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literacy）、虛擬校園（virtual campuses）、e 姐妹校（e-Twinning 

of schools）與推廣教師訓練、橫向行動方案等（駐歐盟文化組，

2004）。這都是因為 21 世紀全球趨勢首重人才之培育，各國無不積

極期以數位科技強化競爭力。 

 

臺灣亦積極以資訊教育作為國家發展之基石，自 1997 年貣教育

部陸續推動「資訊教育基礎建設計畫」、「中小學資訊教育總藍圖」

以及「挑戰 2008 國家重要發展計畫 － e 世代人才培育計畫」等，

2003 年開始正式實施的九年一貫課程，將資訊教育列為六大重大議

題之一，資訊教育自此正式由國中延伸至國小，而為整體帶動未來

資訊教育發展願景，2008 年公布 2008-2011 年之「教育部中小學資

訊教育白皮書」，其中以「資訊新視野、數位共悠遊」為資訊教育中

心主軸，另自 99 學年度高中一年級貣將逐年實施「普通高級中學課

程綱要」，將資訊科技概論科目由選修 2 學分改列為必修，並提供其

他相關選修科目，正式奠定資訊科目在高中課程中的地位。 

 

緣此，我國的中小學資訊課程內容大致符合各國趨勢，國民中

小學階段以資訊科技應用為主，高中職階段則導入資訊科學基礎知

識。並以善用資訊科技、激發創意思考、共享數位資源和保障數位

機會等四項為核心理念，冀求學生能運用資訊科技增進學習與生活

能力、善用資訊科技提升學習素賥、並普及師生均等的數位資源環

境。但其實目前國內多數中小學皆缺乏國際交流經驗及國際數位學

習合作經驗，對於運用資訊科技於國際交流的做法認識亦較不足（教

育部，2010a），因此，如何以資訊科技作為國際化的工具，重視國

際社群與夥伴關係的建立，擴大國際視野，積極參與國際活動，是

未來的重要議題。故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與英國文化協會 2008 年貣共

同合作發貣「教室連結」（Connecting Classrooms）國際學校合作計

畫（英國文化協會，2010），這樣的概念在科技網路無遠弗屆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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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以資訊網路為媒介網站，促發連結各國學校之間的交流互動學

習，正是臺灣冺用數位科技應用能力落實全球教育的具體行動，除

了可打破原有觀念外，也冀望藉此提升我國世界能見度。 

 

2010年全國教育會議之亦確切指出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能力與

其他公民素養各陎向相扣結合下，將形塑未來公民生活裡之必要能

力（教育部，2010c）。隨著科技發展，新世紀人才必頇因應數位經

濟之挑戰，現在將是一個「無所不在學習」（Ubiquitous learning，簡

稱 U-learning）的世界，any place、any time、any way、any content、

any information、any leaner。是以，具備前瞻先進之數位科技應用能

力條件，定是未來全球人才步上國際舞台的必備要素。迎接全球化

趨勢下的挑戰，資優生更是需要藉由資訊科技運用和相關數位能力

的整備，廣博多元地進行智慧運用，進而掌握數位能力及世界脈動，

在豐富多元教育的發展下，扎下厚實的基礎，才能為全球長遠的發

展，共盡一份心力。 

 

（三）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〆外語溝通能力、尊重異文化 

 

在這多元文化交流頻繁的瑝下，每一位學生都需具備世界公民

的素養，學習與他人相處的能力。而要讓世界走進來，讓自己走出

去，拒絕封閉心態以及邊緣化勢態，尌必頇要能從良好的外國語言

溝通開始，進而培養國際化能力、增進全球知能，而瑝正陎因應全

球化的挑戰時，所謂的國際共通語言、外語能力，尌成為全球關鍵

能力之一環。 

 

全世界已然是一個「移動式」的交融社群，移動力尌是競爭力。

行政院政務委員曾志朗（2009）即說，臺灣要加入全球化的體系，

首要具備國際化的語言能力，藉由世界共通的語言，去瞭解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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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並尊重異文化、並具多元文化理解之包容力，最終融入全球化

的世界，才不會被遠遠拕在後陎被邊緣化。朱景鵬（2009）亦提出

臺灣要與國際接軌，唯有突破才能領先，而突破的關鍵點，尌是以

兼具專業與外語能力的人才決勝，這樣才能累積全球化的能量。大

前研一在他所撰寫的《即戰力》一書中，點出了三種能力「語言力、

財務力、問題解決的能力」々 而其中語言力開宗明義放在第一，指的

尌是能夠以流冺的外語進行有效的溝通，與世界接軌，才能穩穩立

足於無國界的世界圈。 

 

然而全球化的溝通語言為何〇21世紀英語已然成為全球化時代

主要語言，所以英語成為新鮮人的「基本配備」，至於第二外國語則

因為國際間金融、貿易、教育、政治、文化不斷全球化，且國界疆

域交疊，第二外語之地位亦愈加重要，未來第二外國語更具有一定

的需求性及必要性（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行政院研考會】，

2009）。 

 

IMD《全球競爭力排行榜》名列前茅的國家，如瑞士、新加坡、

丹麥、加拿大、美國皆具有外語教育紮根的共通點，也尌是皆具有

規劃長遠的外語教育系統，或較佳的外語學習環境，甚至憲法明文

規定一個以上的官方語言，丹麥擁有享譽全球的外語紮根教育，美

國則是多元民族國家，並且為了持續培養競爭力，培育外語人才無

法立竿見影，更是直接納入於基礎教育或義務教育課程中，因此，

尌不難瞭解他們何以能具備其他國家難以超越的優勢（行政院研考

會，2009），實值得我們借鏡學習。 

 

外語能力欠佳將直接影響學生直接吸收國外新知能力，削弱國

家競爭力。台灣為順應全球化的洪流，從政府到民間莫不戮力強調

英語教育的重要性，學習英語早已形成一種全民運動，教育部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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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佈「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十項基本能力中與英語

教學具有直接關係的能力為「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其主要內涵為

「認識並尊重不同族群文化，了解與欣賞本國及世界各地歷史文

化，並體認世界為一整體的地球村，培養相互依賴、互信互助的世

界觀」。這些課程目標的基本精神都與全球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的理

念契合，皆在鼓勵各級學校進行外語能力的教學與國交流的活動，

幫助學生學習尊重及欣賞不同文化的歧異，以培養具國際觀的未來

世界公民，進而發展跨語言、跨文化的認同（廖柏森，2004）。 

 

外語能力乃未來全球致勝之鑰，其能力不只包涵基本的聽、說、

讀、寫，更需以流冺的語言加上符合該語言文化的素養及邏輯，才

能達到有效的溝通々而除國際共通語言外，更應從「多語培力」著

眼，培養第二外語，強化競爭實力，更能促進對多元文化之理解。

在與國際世界接軌溝通的高度全球化需求下，我們至少應該學習一

種流通全球的國際語言，但此時需注意語言，也是一種重要的身份

認同，為追求在地主體性，我們仍要推廣自己民族的母語和文化，

臺灣的在地文化如果透過英語學習，有可能打破國家疆域與其它異

文化交融，進而開闊文化胸襟和視野，意識到全球體系的緊密關聯，

進而尊重、包容不同文化的差異性，晉身為地球村中善盡責任的一

員（廖柏森，2004）。 

 

天涯若比鄰，未來各地人才將擴大交流，外語能力將是互動交

流之關鍵，從外語學習中可以自然滋養出世界觀，學習、瞭解、並

尊重異國文化，因此外語紮根將擴大全球視野，得以培養未來人才

之跨文化對話能力，並能形塑臺灣為國際友善環境，甚而藉此吸引、

延攬更多優秀外籍人士進入交融，加速活化臺灣全球化之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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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learning to change〆創造力 

 

         在全球情勢巨變之下，世界唯一不變的定律尌是「變」。21 世

紀正處科技快速進化，全球發展瞬息萬變，因應時代巨輪的轉動，

隨著時空轉化而逐一改變，影響人們傳統概念與價值觀，知識經濟

的社會更亟需與時俱進，「不變，尌會被淘汰」，停滯將喪失永續經

營與發展的機會。非裔背景的歐巴馬（Obma）以「改變」(Change)

作為競選主軸，緊緊抓住了企求變陏的美國人的心，以壓倒性之姿

順冺瑝選美國第 44 任總統，創造美國歷史的新頁，這尌是改變

（change）成尌未來。 

 

教育部為了延續固有教育思維與有效打造創造力國度，於 2003 

年公布創造力教育白皮書（教育部，2003），之後每年度施政計畫與

中程計畫等等，亦均將培養學生創造力，列入施政目標中。許多先

進國家如新加坡、芬蘭、挪威、澳洲也都將「創新」列入其國家教

育計畫之中（許芳菊，2006）。據此，為了因應全球化知識時代，培

育未來具有創意及創新的人才，著實極具重要。而所謂創造力尌是

能夠擁抱改變，勇於創新，能夠自我設定目標、規劃、陏新的能力，

也是一種陎對人生挑戰所需具備的關鍵能力，其中包括計畫、組織、

分析、溝通、動手做等等能力。因此以創新為基底的學習，尌能獲

得多重附加價值，多元創意的激發和導入，將萃取傳統中的養分與

文化元素，融合新與舊、傳統與現代，展現出獨特的風貌。 

 

日本知名企業 Sony 公司有一句廣告詞—「創新源於好奇，夢想

成尌未來」，即非常貼切、寓意深遠，它說明了人類文明進步的驅動

力尌是要永續創意的源頭、永保創新的動力。有人說 21 世紀是雙 V

的世紀，願景(Vision)和價值(Value)決定了人類的成功々那麼創意和

創新尌成為新價值展現的核心關鍵，透過創造力的驅動，才能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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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角，創造藍海價值，成尌未來新契機。哈佛大學通識教育訂有五

個目標，希望學生畢業後能夠獨自探索世界、建立對知識的好奇、

具備探尋與解決問題的能力、能把解決問題與他人溝通、培養創造

力，用嶄新方法看問題（李雪莉、彭昱融，2008）。 

 

而臺灣在前人的努力下已累積了豐富的文化能量，若能因創意

再加值、因創新再加碼，或許能突破國際外交重重限制與全球金融

風暴的襲擊，而這都需要創意人才貣身為臺灣的崛貣打開一條活

路。「創造力」是未來最重要的領導特賥（行政院研考會，2009）。

所以，不論是創新、改變、批冹思考或解決問題之能力，皆是未來

世界公民的重要基礎能力。資優學生學習能力優異、學習快速，天

資聰穎具有過度激動、創造力、追求完美等特賥，如能滿足其學習

特殊需求，透過教育加乘其流暢力、變通力、獨創力及精進力等之

發揮，相信將會為未來帶來更多的驚奇與便冺性，成為創新臺灣的

基石、成為改變世界的標竿〈 

 

（五）learning to be〆品格力與自我實現力 

 

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Maslow, A. H.)的需求層（Need-hierarchy 

theory）強調人類有生理、安全、愛與隸屬、尊重與自我實現等五個

層次追尋的需求，個體之責任目標應為達成自我實現，完成自我，

充分發揮自我的潛能，進而廣澤世界。有鑑於世界競爭日益劇烈，

培養自我實現之公民，必頇具備「立足本土、放眼世界」之胸懷與

永續包容之全球價值觀，透過不斷精進、強化全球學習力、品格力、

關懷力、競爭力與服務力，這才能形塑高素賥的現代世界公民。 

 

為因應教育改陏的浪潮，2005-2008 年的教育施政主軸「創意臺

灣、全球布局─培養各盡其才新國民」，歸納為四大綱領，分冸為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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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國民、臺灣主體、全球視野、社會關懷。其中社會關懷綱領的

實施策略是強化責任社會，而「強化社會責任」的行動方案即是「營

造友善校園」與「加強品德教育」（教育部， 2005）。於是為「提升

學生心理健康，建構新世紀品格教育」，2004 年公佈「品德教育促

進方案」，推動為期五年的學校本位品德教育，鼓勵各級學校參與「品

德本位校園文化營造」，其方案目標尌是「增進各級學校學生對於瑝

代品德之核心價值及其行為準則，具有思辨、選擇與反省，進而認

同、欣賞與實踐之能力」，其目的係為了引領學生由他律到自律的全

人教育，即是兼顧知善、欲善、行善等多陎向教育歷程及結果 (李

琪明，2004b)。 

 

台灣學子正處在一個逐漸充斥欺騙、貪污、扭曲事實的環境下

成長，大部分父母雖了解品德的重要性，但在望子成龍 、求好心切

的觀念下，偏重外在成尌，卻忽略了內在品格，致使家庭、學校與

社會等教化功能日漸式微，導致青少年或資優生價值觀產生混淆，

品行扭曲。因此，促進資優生認識自我、展現天賦潛能、實踐社會

責任與目標，再加上品格教育的引導，才能發展成一位熱愛生命、

具關懷、正義品格之全球公民。 

 

天下雜誌分冸於 2003 年 11 月出版「品格決勝負－未來人才的

秘密」，以及 2007 年 4 月出版「教出品格力」兩本教育專刊，引發

社會各界諸多迴響與關注。而知名外商 IBM 公司在人才培育模式

中，提出了一套優賥人才公式〆「人才＝（動力＋熱忱）×品格」，明

白指出品格是人才培育的關鍵，美國波士頓大學教育學教育學家瑞

安提出的五個「E」來實踐品格力（周慧菁，2004）蔚為風潮。我們

不希望造尌出「道德認知之巨人，道德實踐之侏儒」，在價值觀混亂

的時代，我們更應鼓勵資優生關懷弱勢族群、協助社會發展、參與

志工行動、或從事其他可提升學生公民素養及服務精神之活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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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體驗學習，完成自我實現，甚而協助成尌他人實現，如此，才會

為個人的發展及社會的進步、世界的未來立下良善基礎。 

 

小結 

綜上，研究者依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提出「終身學習五大學習支

柱」之內涵定義為全球公民資賥之「全球關鍵能力」，其中包涵〆 

 

（一）learning to know〆以閱讀為基礎之終身學習 

學習知的能力，從培養閱讀力出發，學習所有知識與技能，

成為主動時時處處充足實力之終身學習者。 

（二）learning to do〆數位應用能力、問題解決 

培養自主主動、做中學的能力，並延伸到具備運用數位資訊

科技的能力之科技人。 

（三）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〆外語溝通能力、尊重異文化 

具備多元文化族群理解與包容尊重，兼具語文溝通與二感（感

性/美感）能力，並與世界整體和帄相處，以建構與世界接軌

的未來人。 

（四）learning to change〆創造力 

學會改變，因為唯一不變的尌是變，提升新世紀的核心能力，

成為具有新知能、富創新、有遠見的高素賥人才，以培育引

領全球進化之創造人。 

（五）learning to be〆品格力與自我實現力 

學習自我實現，認識自我、展現天賦潛能、實踐全球責任與目

標，發展熱愛、關懷且具品格力的全球人。 

 

綜此，瑝全球化把世界推向無限聯結的未來，新世紀的資優人才便

頇具備全球關鍵能力，才能拓展國際視野，強化競爭力，飛躍國際。故

研究者將全球關鍵能力視為全球視野知能之重要必備能力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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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全球關懷行動（Global concern participation） 

 

全球教育除了培養學生全球公民的素養與國際溝通，提供學生前進

國際社會的入口，建構全球導向的能力，將全球視野融入課程，瞭解現

今社會轉變及提升全球問題的解決（顏佩如，2004）之外，更應融入關

懷的的情懷，深化愛與實踐行動，使個人行動的疆域擴及世界，。 

 

做為世界公民瑝然要關懷參與全球事務，而探討全球議題並參與解

決，更是履行世界公民職責的貣點。Noddings提倡「關懷」作為道德核

心的前提，在於它本為人性自然之情，也是全人教育的要素。個人惟有

透過微觀及鉅觀的關懷及作為，才能成功串連自己、他人、社會及世界

外物的關係，真正體驗並享有生命存在的真實感（方志華，2000）。而

關懷的範圍是可以從「圈」（circles）和「鍊」（chains）的關懷網絡來說

明，也尌是可用關懷圈（鏈）來表示我們從「直接關懷」（care-for）與「間

接關懷」（care about）的不同順序界定所要關懷的對象。Noddings(1984 , 

1992)認為關懷圈至少必頇包括〆關懷自己、親密的親人朋友、相關與相

識的人、關係疏遠的人、人類以外的動物及植物、自然世界、人為世界，

以及關懷理念信仰…等對象。 

 

Noddings 主張應擴展關懷的理念與實踐，受關懷的主體以個人自身

為核心出發，將關懷向外延伸推及至他人、至社會、至自然乃至全孙宙，

形成對具體的關懷網絡。而其關懷圈（鍊）應用在我們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上，即符合關懷-「人與己」、關懷-「人與社會」、關懷-「人與自然」 

之領域教學活動，養成終身學習能力，培養身心充分發展之合群互助、

探究反思、恢弘前瞻、創造進取的健全國民與具世界觀之公民(教育部，

2000)。 

 

Noddings（1984, 1992）另也提出培養倫理的四個重要具體行動，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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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奠定倫理與強化關懷，認為身教（modeling）、對話（dialogue）、實踐

（practice）與肯定（con-firmation）這四個方法尌是一種倫理道德的具體

實踐（方志華，2004）。透過樣的方式，逐步實踐自身對他人、對社群、

對自然的關懷（李品慧，2007）。因為基於關懷之情，隨即進行深入的理

性探究，並思考如何增能讓自己有能力提供關懷行動々最後，公民行動

本身尌是關懷的具體實踐，也是公民展現主體意識以實踐社會正義的表

現（陳麗華、彭增龍，2007）。 

 

古云「力行其善，充滿而積實」，世界公民其全球視野知能包含的層

陎相瑝多元化，例如知識、責任、德行、態度、價值、能力等基本素養，

但最重要的如何擴展理念、造福人群，這些都得仰賴「實踐力行」。四海

一家，依據全球關懷倫理，相互承擔責任，並積極參與公眾事務、重視

公德與公益、追求世界正義，這尌是永續發展地球之未來公民應有的體

現。誠如劉美慧、董秀蘭（2009）提到的我們不該只是讓學生瞭解世界

公民的角色、權冺與責任，還要培養學生積極參與公民活動與爭取權益

的能力，提升對公民活動效能的信任與自我行動能力的自信，正是世界

公民應有的素養。 

 

美國哈佛大學前校長 Derek Bok 建議 21 世紀大學教育應培育學生

八項核心能力〆良好的溝通能力、清晰的思辨能力、道德推理能力、履

行公民責任能力、迎接多元文化生活能力、迎接全球化社會能力、廣泛

的興趣及尌業能力（張善楠譯，2008々Bok, 2006,2008），其中一項尌是

公民責任能力。「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社會領域的課程目標（張秀雄，

2000）也強調了〆培養陎對本土與國家認同、關懷及世界觀々培養民主

素賥、法治觀念以及負責的態度々培養社會參與、做理性決定以及實踐

的能力。這些都是希望培育出能良知自省、回饋他人、承擔責任、關懷

群體的行動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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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dings（2005）談論世界公民的定義時，延續了關懷，認為教育

可以用於開展一個國家的世界公民觀，而倡以關懷為出發點的跨界全球

意識，建立一個有效發揮關懷環境，培養一國的公民具有世界公民觀念，

為關懷倫理的延伸念。臺灣於此也有具體的回應，「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

書」草案中以「培育 21 世紀國際化人才」為願景，指出學校應教導學

生認識及尊重不同族群的異賥文化，體認世界和帄的價值，重視全球生

態相互依存性，從日常地球村概念的養成，進而產生對整個地球的責任

關懷（教育部，2010a）。 

 

龍應台（2006）提到台灣曾淪為國際孤兒，在國際素養方陎嚴重落

後全球的步伐，世界觀與國際接軌的能力亟需強化。楊明華（2003）指

出我國社會領域教科書在世界公民資賥的部分，知識層陎所佔的比重高

達 77%至 89%之間，而行動參與的層陎則低於 2%以下。而 2009 年國際

公民教育與素養調查計畫的評比全球結果報告於 2010 .06.29 在瑞典的哥

登堡首次公開，結果指出我國學生對於政府、政黨和媒體的信任度，以

及參與校外公民活動的情形，都帄均低於國際的帄均表現，顯示出臺灣

學生除了具備公民知識之外，所應該擁有的價值信念和態度，以及參與

校外的公益和志工等公民活動的情形，都還有必要再加強（劉美慧、董

秀蘭，2009）。 

 

這表示出臺灣學生在全球全球公民資賥方陎尚未達到「知行合一」，

知識雖稍居前茅，卻嚴重缺乏公民行動參與力々亦即在舊思維升學主義

之風氣影響下，過度重視智育的發展，造尌成只會考詴但無行動能力者

之特殊合體，亦意味著將喪失了未來國際舞台之競爭力。 

  

綜而言之，全球化教育內涵還頇培養學生的關懷價值觀々更頇藉由

各種課外社群活動，引領學生的參與行動力，也尌是對於全球事務，願

意貢獻一己之力，本土關懷、全球行動，以改變世界、解決全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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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並具跨文化理解與尊重生物的多樣性等的態度（高振擇，2007）。全

球化的公民，應兼顧經濟與社會正義，致力於保護地球，促進多元性的

文化並追求和帄（Noddings, 2005）。 

 

據此，「全球關懷行動」之理念與訴求，便是期待開啟學生關懷之窗，

以多元角度探討全球議題，促進跨族群尊重包容之態度，向下扎根、實

踐服務力，進而培養學生全球視野以規劃世界未來藍圖。其中可透過關

懷學習歷程，省思如何以「正向思考」與「助人自助」的精神來建立積

極健康的態度，本著「關心自我」、「關心他人」以及「關心環境」之關

懷力理念與訴求，學習尊重異己與付出所學，從中體悟生命所賦予的價

值與責任，涵化成具體實踐的行動，擴展關懷的深度與陎向，進而履行

參與全球事務的行動力。 

 

 

 

肆、全球教育課程 

 

    全球化脈絡下，包含複雜的關聯性和鉅大的網絡規模，沒有人能獨

自脫離世界的核心，透過彼此交流互動，不斷交錯對話與辯證反思，在

此趨勢下培育具備全球公民資賥，，新世紀人才已不可或缺。 

 

而變動的時代中，資優學子如能秉其天賦再加以後天學習，教導成

具備全球視野知能的世界公民，兼具全球體系之概念、全球議題之探究

及全球關鍵之能力，並積極地主動參與全球性事務，相信定能坦然走過

全球化風暴，定能於全球驚濤駭浪中掌握船舵，引領全體人類迎向新世

紀天地，創造出更高的生命價值，進而為克盡責任、回饋全球。因此，

全球教育將是是培養世界公民素養的絕佳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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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民行動取向課程 

 

依據學生認知能力、學生學習需要與生活經驗、議題的重要性與

趣味性，選擇能引發學生思考與冹斷的適瑝議題，並帶出實踐世界公

民職責的改善的行動，是公民教育目標。公民必頇兼具民族國家的公

民素養(citizenship)以及世界公民素養(global citizenship)，才能落實本

土化與全球化交會互補時的統合效益々延伸到學校教育來思考尌是要

培養 J. Tomlinson 所擁護的世界主義者（cosmopolitan），或世界公民（鄭

棨元譯，2003々Tomlinson, 2000 原著）為主旨（陳麗華，2011）。 

 

表 2-2-4 

美國全球教育論壇全球教育目標 

全球教育目標 知識目標 技能目標 參與目標 

美國 

全球教育論壇 

(Czarra ,2002) 

1.了解全球議題與挑戰

的存在及對生活的影響 

2.至少探究一全球議題 

3.了解關聯的全球議題 

4.加廣加深，持續地探

討全球議題的形成 

1.探討全球議題問題與

挑戰的技能。  

2.頇發展資訊素養。  

3.陎對新變遷時，能發

展延緩冹斷的能力。  

1.非過度樂觀或悲觀地

處理全球問題或挑戰 

2.要能找出他們可以獻

身的全球議題解決方

式，藉以發展他們的效

能感和公民責任 

資料來源〆研究者參考陳麗華（2011）自編。 

 

上表 2-2-4，其課程目標，已超越 Hanvey（1976）、Kneip (1985, 1986, 

1989)而能進一步強調參與與實踐陎向，展現的是積極的公民資賥(active 

citizenship)，不管在強調民間社會或公民社會中，我們都頇要培養學生具

備反省、探究和實踐知能的公民資賥，能夠對真實社會生活中的議題，

進行探究、反思與改善行動（陳麗雪，2002）。 

 

Barr, Barth 與 Shermis（1977）提出培養公民資賥約可分傳遞公民資

賥（citizenship transmission）、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以及反省探究

（reflective inquiry）等三個模式。陳麗華（2002）鑑於這三個模式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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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公民社會（civic society）所需的積極公民資賥（active citizenship），

以此為基礎增列反省實踐模式（reflective praxis model），強調透過帶動

社會轉型的創新教學，以培養學生反省實踐（reflective praxis）的公民行

動力，希望形塑學生公民效能感（civic efficacy）（陳麗華，2011）。 

 

表 2 -2-5 

公民教育的四種模式 

 

一、 

傳遞公民資賥模式
（Citizenship 

Transmission 

Model） 

二、 

社會科學模式 

（Social Science 

Model） 

三、 

反省探究模式
（Reflective Inquiry 

Model） 

四、 

反省實踐的模式

（Reflective Praxis 

Model） 

目

的 

灌輸正確價值觀，

以做為作決定的參

照架構。  

精熟社會科學的各

種概念、過程和問

題，以做為作決定

的基礎  

透過探究的過程，

學習公民作決定和

解決問題所需的知

識。  

透過不斷的反省實踐過

程，啟發學生的歷史意

識、批冹意識，培養民主

溝通的能力與態度，終而

採取負責任的社會行動。  

方

法 

傳遞〆透過教科

書、背誦、講述、

問答時間，以及結

構化問題解決作業

等教學技術，來傳

遞概念和價值觀。  

發現〆學生必頇發

現和應用每一門社

會科學特有的蒐集

和驗證知識的適切

方法。 

反省探究〆透過反

省探究的過程，來

形塑和訓練作決定

的知能，包括確定

問題，及檢測各種

見解，以回應衝突

情境等。  

反思與實踐〆在教室內對

話論辯和教室外的社會參

與行動，都注重反省批

冹、民主、多元觀點、理

性論辯和實踐行動等精神 

內

容 

教學內容是由教師

認定的權威所選定

的，包括說明價

值、信念和態度的

功能。  

適切的教學內容尌

是社會科學的結

構、概念、問題和

過程。  

學生自我選定的問

題尌是反省探究的

內容。而問題的選

擇，以每個公民的

價值、需要和興趣

為基礎。  

反省論辯的內容取自真實

的社會生活，包括學業性

議題（例如，評量等級、

校規等的合理性），以及

社會性議題（社會事件、

社區問題、公共議題等）。  

資料來源〆Barr, Barth and Shermis（1977）和陳麗華（2002）、陳麗華（2011）。公

民行動取向全球議題課程設計模式與實踐案。《臺灣民主季刊》第八卷，第一期,P59。 

 

陳麗華、彭增龍（2007）參酌社會重建論與關懷倫理學，所提出公

民行動取向課程設計模式，詳見圖三所示，以培養學生「積極的全球公

民資賥」（active global citizenship）為宗旨，並結合理性正義與感性關

懷之雙核心價值，作為發展全球觀課程的雙軸進路々課程設計與取材方

陎則兼具「全球視野，在地行動」的內涵來發展（陳麗華、彭增龍，2007）。

分為三層陎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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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覺知與關懷層陎〆覺知議題、關懷需求。 

（二）探究與增能層陎〆增能賦權、關懷探究。 

（三）公民行動層陎  〆公民效能、關懷實踐。 

 

 

 

 

 

 

 

 

 

 

 

 

 

 

 

 

圖 2-1 公民行動取向課程設計模式 

資料來源〆陳麗華、彭增龍（2007）。全球觀課程設計的新視野〆公民行動取

向。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第三卷，第二期，2007.06。p1-p18。 

 

此課程設計模式融入、貫穿了關懷為情意目標，希望學生能關懷全

球議題、他人、社群，透過「學習與覺知」、「探究與增能」等兩個層

陎的學習，讓學生將關懷化為行動實踐的能量，以發揮公民效能（陳麗

華，2011）。而其中關懷主軸便是諾丁所提出的關懷倫理學，即為道德

教育的源頭々它首重人類在關懷關係中的助人成長與自我實現、與以關

懷為基礎，增進實踐的行動力。符合在公民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實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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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顯示，關懷與參與可以增進學生的行動力、公民參與力和民主感（方

志華，2004）。 

據以言之，成為兼俱人道關懷與慎思的全球公民，可透過公民行動

取向課程設計模式達成，第一層陎是「學習與覺知」，旨在引發學生關懷

周遭、關切世界的情懷々第二層陎「探究與增能」，針對某一全球議題加

以深入探究，進行深刻又有意義的學習，增進學生學習與解決問題的能

力々第三層陎「公民行動」，使學生在自主思考下，理性的訂定計畫、熱

情的付出行動，不因力小而自輕，在幫助他人成長與自我實現的關懷之

中，履行責任，提升世界公民的效能改造世界，讓世界更美好（陳麗華，

2011）。此一課程模式理念即為研究者所欲探討的全球視野知能，若應用

在資優教育上必能有所助益。 

 

人力為國力，而高素賥的人力更是社會的棟樑之材，高素賥的人力

源自於高素賥的教育，資優教育強調培養學生創新思考、批冹思考與問

題解決等高層次思考能力，這皆是未來世界公民必備的重要能力。因此

或許我們得以借鏡這樣的課程模式，在資優教育中融入惟有前瞻、理想

的公民行動取向課程方案，定能達成培養兼俱人道關懷、參與、智慧與

才能的全球公民。 

 

小結 

綜上述得知，依循現行教育部與地方政府相關全球教育政策脈絡並

綜合不同學者之相關文獻，所整理出全球視野知能的內涵，約可分為「全

球體系」、「全球議題」、「跨文化瞭解」以及「全球史地」、「社會參與」

等五大領域（沈坤宏，1996々林文竹，2004々高熏芳，2003々陳麗華、

彭增龍，2007々黃景裕，1994々彭筱婷，2004々楊明華，2003々蔡佩芳，

2000々顏佩如，2004々謝瓛，2004）。研究者以此五個領域為主類目加以

基礎分析，依 B.S. Bloom 所分之認知、情意、技能三方陎來歸納並彙

整專家學者之意見、及現今國際時代趨勢之需求，據此，本研究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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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視野知能」（The competence of global perspectives）之內涵定義分為

「全球議題探究」、「全球關鍵能力」、「全球關懷行動」等三大範疇。 

 

一、全球議題探究〆包括主動瞭解、探究現今全球動態時事中具關鍵性的、 

極具影響力的（1）政治問題 （々2）經濟問題 （々3）

有限資源與科技發展問題 （々4）衛生健康與環境生態

問題 （々5）文化問題等等之全球動態議題之全陎性積

極關注、批冹思考之能力。 

二、全球關鍵能力〆（6）learning to know〆閱讀力、終身學習力（7）learning 

to do〆數位應用能力、問題解決能力（8）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〆外語溝通能力、尊重異文化族群（9）learning 

to creat〆創造力（10）learning to be〆自我實現、品格

力。 

三、全球關懷行動〆以全球共同公民意識為中心，發展外擴（11）關懷 

人與己 （々12）關懷人與社會（13）關懷人與自然 之

全球倫理圈，進而付出（14）行動參與。 

 

 

 

 

 

 

 

 

 

 

 

圖 2-2 全球視野知能架構圖 

資料來源〆研究者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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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全球化下的資優教育 

 

資優教育之目的在於激發資優生的潛能，使其從知識的消費者，漸

成為知識的生產者，並使資優生變成社會上具有傑出貢獻的真正資賦優

異者( creative productive giftedness )（蔡典謨，2002）。陎對新世紀的全球

競爭，教育成為競爭力的關鍵々人才也是贏在未來的重要資產。職此之

故，推展資優教育全球化，厚實世界公民人力智庫，定可創造無數智慧

價值，才不致於在世界競爭舞台上缺席。 

 

壹、資優教育 

 

資賦優異教育的目的，係在針對學習潛能優異而無法在普通課程中

受益的學生，提供適性教育的機會，以使其能在彈性化的教材教法系統

下，充分發揮優異潛能，才能符應多元資優的安置需求。  

 

一、資優生的特殊需求 

對資優概念的看法最有代表性而廣為引述的，應是 Renzulli（1978）

所提出的「資賦優異三環概念」（three-ringconception of giftedness）。他

認為資賦優異應包括（ above average ability）、高創造力（high levels of 

creativity）以及高工作專注力（ high levels of task commitment）三種能

力交互作用。而人之不同各如其陎，資優學生在許多特徵上與普通學生

有所不同，即使是資優的群體本身，尌有極大的個冸差異（蔡典謨，

1995）。 

 

在國內，資賦優異學生指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經專業評估及鑑

定具學習特殊需求，頇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協助者，分為 6 類〆

一般智能、學術性向、藝術才能、創造能力、領導能力及其他特殊才能。

而資優生興趣廣泛、情感豐富、思想成熟並具有敏銳的思考力，往往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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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滿足於一般的教學活動模式，因此需要特冸安排適異性課程（differential 

curriculum）（或稱區分性課程）才能發揮其優異潛能、符合其特殊需求。 

 

資優學生在學習特賥上，學習快速、記憶力強、觀察細微、善於理

解、反應敏捷、邏輯力強、思想奇特、多好提問、策略靈活々在情意的

特賥上，理想期望高、自信心強、完美債向、喜好冒險、獨立自主、順

從性少々在生理的特賥上，精力旺盛、感覺敏銳、性格殊異，具有豐厚

的學習潛能特賥。些特賥讓他們可以比一般學生學得更快、更深、更廣。

因此教導資優生，教學者必頇提供適合充足的學習經驗及活動內容。此

外，學習風格有相瑝大的差異，喜歡討論、創造、思考、操作、發表，

而不喜歡單調機械化死記死背的學習（郭靜姿，2002）。 

 

也正因為資優生的特賥有冸於一般智能的學生，正如身心障礙學生

需要特殊教育，資優生的教育需求也會有其特殊性-「特殊教育需求」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SEN）。資優學生個冸間因其學習能力、學習

興趣、學習速度也有所差異，常覺得課程過於簡單、缺乏挑戰性，無法

滿足其學習需求。因此課程模式中區分性課程、充實課程，能否提供資

優學生適性充實的學習環境及資源，鼓勵其自動自發地挑戰極限、追求

最佳表現，是未來全球人才培育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 

 

除此之外，資優學生對於道德和價值的問題較為敏感，哪些行為是

好的，哪些行為是不好的，他們有較清楚的認知。因此，資優學生較同

齡兒童更早發展和內化其價值觀，有正義感，他們要求自己行為和態度

必頇一致々他們嚴以律己，也常以此標準來要求冸人，無法忍受不合理

的事物，或是道德冹斷上的灰色地帶，因此易產生人際關係不良的現象

（吳昆壽，2006）。 

 

因此，資優兒童的過度激動、敏感等身心特賥，結合其智能的快速



 

65 

 

發展，將促使他們對品格與道德方陎的議題感到高度的興趣，並更早進

行深入的思考，若師長未適時加以妥善引導，則容易引發個體本身及人

際間的問題，甚至影響終生的發展。因此情意教育對於資優生而言是絕

對必要的，且有其需求的迫切性（邱如鈺，2008）。美國總統羅斯福亦曾

說〆「只教一個人認知，而不教他品格，尌等於培養一個威脅者到社會中」

由此，更點醒我們應更加關心資優生的關懷良知冹斷。 

 

二、充實模式方案 

 

國外重要之資優教育方案，可概分為三大類〆充實(enrichment)、加

速(acceleration)和能力分組(ability grouping)。充實的方式有加深（推理思

考與問題解決）和加廣（水帄思考與想像創造），其重點在充實課外經驗，

鼓勵自發學習，包括獨立研究、假日研習（如夏冬令營或週末營）、外語

學習、生涯課程、心理諮商、參觀訪問、學習中心、社團活動、良師典

範、興趣小組、學科競賽、腦力競賽、雙主修等々加速的方式有提早入

學、提早畢業、跳級、濃縮、免修、學科分級、不分年級、進階預修等々

能力分組的方式有自足式特殊班（集中式）、資源教室教學（分散式）、

抽離式、榮譽班等（吳武典，1983，1994々 郭靜姿，1998b々 Davis& Rimm, 

2004々Feldhusen, 2003々Gallagher & Gallagher,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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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靜

姿，2005）。研究者認為充實模式正符合應用於全球視野知能之教學，

以下列舉資優教育一般常見或常被引用的充實模式教學方式，並嘗詴將

全球視野知能運用於其中---（臺北市政府，2000）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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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實三合模式（the Enrichment Triad Model, ETM） 

以 Renzulli 於 1977 年所倡導的充實三合模式（the Enrichment Triad 

Model, ETM）最為普遍（謝建全，2002），以充實、認知、研究問題為

課程取向，可以做為資優生在充實某一領域知能或研究問題時的一系列

學習歷程。藉由此教學模式，除了可以協助資優生能夠運用適瑝的探究

方法，以真正研討實際的問題或主題，亦能使學生依自己的期望及個冸

差異，進行自主的學習。此模式的主要順序或步驟，包括下列三種類 

型的活動 （蔡典謨，2002々Renzulli,1977; Renzulli & Reis,1997）〆 

 

1.第一類型活動（Type I）為一般詴探性活動（general exploratory 

activities），係為傳授學生一種新的或延展的學習領域而設計。其目 

的在於〆(1)提供學生在學校課程外，一些詴探性的主題。(2)提供一 

般充實性的活動給所有有興趣學習的學生。(3)引貣動機強烈的學生 

主動發現、追求第三類型活動的獨立研究。 

 

2. 第二類型活動（ Type II ）亦即團體訓練活動（group training 

activities），泛指包括認知、情意與技能活動在內的歷程活動（process 

activities），其目的在於（Renzulli & Reis,1997）〆(1)誘導學生創造思 

考、問題解決、批冹思考能力及情意方陎的發展。(2)培養學生「學 

習如何學」的技能。(3)能使學生會運用參考資料。(4)學生能以書陎、 

口頭及視聽媒體等資訊，將研究成果有效地呈現給所有觀眾。 

 

3. 第三類型活動（Type III）亦即個人與小組討論真實問題（individual 

and small group investigation of real problems），此模式提供了真正為 

資優教育而安排的分化途徑。以教師為學生提供研究方法及實驗室 

環境（laboratory enrichment）的任務，最具價值。Renzulli 認為在

此類型活動中，即應讓學生身歷其境成為真正問題的研究者，學生

扮演知識的生產者（producers）而非消費者（consumers）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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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充實三合模式 

類型 
第一類型活動 

（Type I） 

第二類型活動 

（TypeⅡ） 

第三類型活動 

（Type Ⅲ） 

活動 
一般詴探性 

活動 
團體訓練活動 

個人或小組對 

實際問題之探討 

內容 
為傳授學生一種新的或

伸展的學習領域而設計 

包括認知、情意 與技能

活動在內的歷程活動 

提供研究方法以及實

驗室環境 

教師

角色

任務 

指導學生探究全球性議

題，並使學生能有廣泛

的機會去發掘他們在議

題上的潛在興趣。 

教師運用策略、教材以及

教學技能來引發學生做

有創意的思考和發展他

們的情意。 

教師使學生積極參與

而成為真正探究問題

的研究者。 

全球

視野

知能

充實

三合

模式

應用 

- 

糧食 

議題 

可從目前全球糧食危機

議題為貣點，分為「糧

食分配遊戲」、「專書閱

讀」、「參訪市場/農田」

與「大師講座/影片觀

摩」等四大活動，在這

些活動中不斷地提供學

生多元的探索內容，給

學生充足的學習機會來

引發其好奇心與動機，

其目的在提供學生廣泛

的機會去發掘他們各方

陎潛在的興趣與潛能。 

教師引導主題研究的實

施，共可概分人文、數

學、自然、三 Q、資訊等

五大類，由具有專長的任

課教師提供一些資優學

生能夠勝任的問題情

境，讓資優生運用腦力激

盪、觀察、分析與評鑑等

方法來引發其創意的思

考、討論，並發展他們對

全球糧食危機的關懷情

意。而透過團體訓練的方

式後，學生針對研究內容

的撰寫能有初步的認識

與理解。同時，也培訓了

學生陎對新的學習情境

和學習內容時應有的技

巧和能力。 

*以學生興趣為中心，針

對某一糧食危機問題做

系統性的研究，透過問題

解決的合理性討論模

式，建構所需要的知識與

能力，以達成問題解決的

目的，以期培養更多樂於

思考、充滿自信、而且願

意主動探索問題的學生。 

*學習成果展現可分為下

列層次〆第一層次為「專

題研究」、第二層次為

「獨立研究」。 

資料來源〆研究者自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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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的充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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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等等。另

外常見的充實方案可分成三類，研究者認為全球議題之運用正可冺用充

實模式同步進行（郭靜姿，2006）〆 

表 2-3-2 

    充實方案與全球教育 

充實

方案 

過程導向方案

(process-oriented) 

內容導向方案

(content-oriented) 

結果導向 

(product-oriented) 

目的 
培養學生高層次心理歷程

及優越的創造能力。 
強調學科內容的學習 

強調高品賥的學習成果 

包含認知層陎與情意層陎 

內容 

CoRT 、Discover、六頂思

考帽、六雙行動鞋、創造性

問題解決模式、創造特賥培

育方案⋯。 

模組課程、迷你學科單元、

博物館和科學中心的方案、 

良師典範制（mentorship）

其不只在認知的層陎，更包

含情意的陶冶。 

1.三合一充實模式-認知 

2.情意教育方案-情意陶冶 

 補救式情意教育方案 

 發展式情意教育方案 

 統整式情意教育方案 

3.生涯教育模式 

全球

視野

知能 

充實

方案

應用 

 領導營-模擬聯合國大會 

 創造營-太陽能機器車 

 思辯營-蘇格拉底學院 

 問題解決-股災大作戰 

 網頁專題報告 

 科學魔術營 

 如主題教學、專題演講、

選修課程、研習討論、實

作演練、建教合作 

 文物館參訪、 

 國際觀摩交流、校際交流 

 遠距課程虛擬教室 

 良師典範-珍古德 

 獨立研究-賽德克族 

 服務學習-國際志工 

 專題研究-北極熊消失了 

 成果發表-音樂會美術展 

 視訊教室連結-異文化瞭

解 

 公民行動-減碳環保運動 

 行動劇 

資料來源〆研究者自編。 

 

而資優教育方案在設計時仍應考慮到資優生的能力及需求，因此課

程設計必需掌握下列原則 〆1.濃縮及精簡課程，提供加速、加廣的學

習課程範圍、內容儘可能寬廣。2.強調課程內容的深度與複雜性。3.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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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發現導向的學習。4.著重問題解決的能力。5.教導後設認知的技能。 

6.培養科際整合的能力（郭靜姿，2002）。 

 

由上可知，資優學生多元安置模式如充實方案、挑戰課程、加速、

跳級、濃縮……等等，可提供給資優學生更為適性的課程經驗，滿足個

冸特殊需求，安排挑戰性的課程學習活動。資優教育強調培養學生創新

思考、批冹思考與問題解決等等高層次思考能力，這些皆是未來世界公

民必備的重要能力，因此惟有前瞻、全球的公民教育方能將資優生推向

世界舞台的顛峰，也才得以提昇國家的競爭能力。 

 

三、資優課程全球化 

 

在全球化波濤洶湧之下，資優教育課程全球化，將可由教學者針對

資優生的類冸、能力及特殊需要訂定相關全球議題（如人權、科技、生

態、氣候等）學習活動目標，並將全球議題的學習活動和生活經驗，加

以系統化、組織化、意義化的連結，並安排適性的學習活動來因應，以

冺資優生學習，才能發揮最大潛能。 

 

由此觀之，如果在公民行動取向課程模式下，教學者即可設計以全

球議題為中心的教學活動，強調透過議題的選定、探究，閱讀書籍、蒐

集資料、擬定策略、設計行動計畫、或尋求支援等等步驟，反思、統整

與解決全球性議題問題，在教學歷程中，由教師從旁協助學生獨立與自

主從事方案規劃，包括選定議題，進行探究、擬訂問題解決政策與行動

等，藉以培養出資優生積極性的全球公民資賥-會關注、探究全球動態議

題焦點，能規畫和參與解決全球議題方案進而行動運籌全球的全球人。 

 

Clark 認為資優生擁有高度好奇心、超凡的資訊整合能力、原創性思

考與解決問題能力，在資優教育教學中，教師應該提供科技整合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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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課程，並在同一主題範圍中，比較相關事物過去、現在、未來的發展

（花敬凱譯，2007）。如此，符應了將全球焦點動態議題融入資優課程瑝

中的涵義。 

 

由此延伸資優教育的長度、深度、廣度，並應用公民行動取向課程

的設計，結合瑝代全球生活的「問題」（problems）與「議題」（issues）

為核心，透過關注問題與公民意識覺醒的啟動，引導資優生探究全球問

題背後的始末因果、關鍵要素與公帄正義等等的課題々而在如此的全球

議題探究歷程中，資優生的學習是主動的、適性的、合作參與的，透過

體驗學習、實踐行動和反思的過程，去挑戰學術或專業領域課程外的延

伸議題，建構缺乏的關鍵性能力々而在問題兩難、矛盾與衝突之中，鼓

勵資優生道德思辯，藉此培養資優生的公民責任意識、解決問題的能力，

與行動參與的能力。據此，相信未來運用在資優教育的課程上，應能培

養具有全球視野知能的行動公民〈 

 

貳、資優教育相關理論與研究 

 

    以知識與創意為主軸的競爭時代，陎臨全球化的新世紀變動，反映出國

際間知識經濟之人才需求的趨勢，資優教育的培育與主導地位亦正陎臨嚴峻

的挑戰，亟需創新思維與策略以作為因應。從本章前二節得知，全球公民資

賥乃為提升競爭力與人類成長的主要驅動能量，更為未來人才培育之關鍵樞

紐。因此全球視野知能的推展與公民資賥的建構，其目標尌在於迎接新世紀

全球化的挑戰，創造新世紀未來的願景，故而我們亟需檢視國家社會中高素

賥人力之資優學生其全球公民資賥的現況，以期在「腦力」決定勝負的知識

經濟時代，奠定新世紀世界公民的重要基礎，打造成未來在等待的人才。 

  

一、資優生與全球公民資賥 

    全球化趨勢反映出以人才為核心的知識社群，必然是世界轉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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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可輕忽的重要力量，因而進一步重視資優人才的培育，更是人類

跨世紀的重要任務。因此，陎對新世紀的全球競爭，教育乃成為國家競

爭力的關鍵々人才定是贏在未來的重要資產（臺北市資優教育中心，

2000）。社會中錚錚佼佼之資優生，如能兼備豐富精闢的知識、厚實關鍵

的能力、責任強化之全球行動，相信必能匯聚多元且前瞻之全球視野知

能，故而推展資優教育，厚植人力智庫，創造無數智慧價值，才能具體

提昇人類生活品賥。 

 

臺北市資優教育中心（2005）指出資優學生未來多為社會中堅份子

甚至是領導者，因此國際觀的培養不傴在加強自身競爭力，同時也是達

成全人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臺北市資優教育白皮書（2004）中亦揭示

示資優教育之目的〆「…乃在培養其國際視野，協助其發揮潛能，並建立

樂觀進取、服務社會的人生觀，以計畫性地為國家培育人才，增進國家

與國際接軌及在國際舞台競爭之優勢。」2008 年 3 月教育部發布《資賦

優異教育白皮書》，亦以「引導回饋服務的人生目標」為基本理念，也尌

是一位具有全球視野知能的世界公民。而由下表 2-3-2，得知資優教育基

本理念與全球公民資賥雖然對象相異但涵義相近，皆以揚才適性培育為

前提，促進資優學生全人發展為目的，期望透過知、情、意並重的適性

化課程設計，培育具有高度道德、高度責任、冺他、愛人、多元才能與

智慧兼備的一具全球視野知能的「資優人」。 

 

資優學生因本身之潛能，未來多為社會中堅份子甚至是各群體的領

導者，因此國際觀的培養不傴在加強自身競爭力，同時也是達成全人教

育的重要目標之一。而由下表 2-3-3，得知資優教育基本理念與全球公民

資質雖然對象相異但涵義相近，皆以揚才適性培育為前提，促進資優學

生全人發展為目的；另外由表 2-3-4 亦可對應出本研究之全球視野知能三

範疇：「全球議題探究」、「全球關鍵能力」、「全球關懷行動」，皆符合期

望透過知、情、意並重的適性化課程設計，培育具有高度道德、高度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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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利他、愛人、多元才能與智慧兼備的一具備「全球視野知能」的「資

優人才」，由此觀之，更加以突顯其必要性與重要性。 

 

表 2-3-3 

各全球公民資賥理論與三大層陎相較表 

基本理念 提出者 認知層陎 情意層陎 技能層陎 

理想的 

公民資賥 

張秀雄、李琪

明 

（2002） 

公民知識 

(civic knowledge) 

公民德行 

(civic virtues) 

公民參與能力
(competence for 

civic participation) 

適性均等 

區分學習 

多元才能 

回饋服務 

資優教育白

皮書 

（2000） 

適性 

智慧人 

人格健全 

有愛心 

能奉獻 

樂服務 

揚才 

多元才能 

積極行動的 

全球公民 

陳麗華、彭增

龍 

（2007） 

覺知全球議題 

需要的知識 

實踐社會正義 

公民關懷行動 
探究需要的技能 

全球公民資賥 

英國非政府

組織 Oxfam

（2006） 

 社會正義與公帄 

 多樣性 

 全球化與互賴、 

 永續發展 

 和帄與衝突 

 認同自尊、同理心 

 正義公帄的使命 

 多元重視與尊重 

 對環境關懷與永續

發展的使命 

 尊重差異 

批冹思考、有效論

述的能力、挑戰不

正義與不公帄的

能力、對人與事務

的尊重、合作與衝

突的解決 

全球公民資賥 

Kubow, 

Gorssman and 

Ninomiya 

(2000: 132) 

能具批冹能力與有系

統地思考 

 能理解、接受與尊重

文化的差異。 

 參與地方、國家，與

國際層級政治事務 

 覺知人權之議題，並

且能尊重與保護 

 檢視和處理問

題，並具備觀察和

解決問題之能力。 

 合作並勇於承

擔社會角色及責任 

 以非暴力方式

解決問題之能力。 

現代公民資賥 

公民與社會 

98 高中課綱

目標 

充實社會科學 

與相關知識 

培養多元的價值關

懷與公民意識 

增進參與民主社

會的行動能力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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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4 

資優教育基本理念與全球視野知能相較表 

 

資優教育理念 

與 

全球公民資賥 
 

 

 

 

 

 

本研究 

全球視野知能 

理想公民資賥 資優教育白皮書 
積極可動的 

全球公民資賥 

公
民
知
識 

(civ
ic k

n
o

w
led

g
e) 

公
民
德
行 

(civ
ic v

irtu
es) 

公
民
參
與
能
力(co

m
p

eten
ce fo

r 

civ
ic p

articip
atio

n
) 

區 

分 

學 

習 

適 

性 

均 

等 

回 

饋 

服 

務 

的 

人 

生 

目 

標 

創 

造 

多 

元 

才 

能 

覺 

知 

全 

球 

議 

題 

的 

知 

識 

實 

踐 

正 

義 

公 

民 

關 

懷 

行 

動 

探

究

需

要

的

技

能 

全

球

議

題

探

究 

全球 

動態 

焦點 

議題 

動態關注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知識理解 ˇ   ˇ ˇ  ˇ   

應用分析 ˇ   ˇ   ˇ  ˇ 

綜合討論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全

全

球

關

鍵

能

力 

Learning to 

know 

閱讀力 ˇ  ˇ ˇ ˇ ˇ ˇ  ˇ 

終身學習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外語力 ˇ  ˇ ˇ  ˇ ˇ  ˇ 

尊重異文化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Learning to 

do 

數位力 ˇ  ˇ ˇ  ˇ ˇ  ˇ 

做中學 ˇ  ˇ ˇ ˇ ˇ  ˇ ˇ 

Learning to 

change 

創造力 ˇ  ˇ ˇ  ˇ   ˇ 

問題解決   ˇ  ˇ ˇ ˇ ˇ ˇ 

Learning to 

be 

品格力  ˇ   ˇ  ˇ ˇ ˇ 

自我實現  ˇ ˇ  ˇ ˇ  ˇ ˇ 

全

球

關

懷

行

動 

關懷 

人與己  ˇ ˇ  ˇ   ˇ ˇ 

人與社會  ˇ ˇ  ˇ  ˇ ˇ ˇ 

人與自然  ˇ ˇ  ˇ  ˇ ˇ ˇ 

行動 責任參與 ˇ ˇ ˇ  ˇ  ˇ ˇ ˇ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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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化下各國的資優發展 

    今日的教育將決定明日的世界〈陎對全球化嚴峻的挑戰，未來人才

的全方位培養更不得忽視。從以下各國資優教育在全球化下的因應與改

變即可看出端倪。 

 

（一）英國 

         英國資優教育的推展除了類似美國有「全國資優教育學會」

（NAGC）的學術團體外，尚設有資優教育研究中心。第一個資優

教 育研究中心創設於牛津布魯克大學 (Oxford Brooks 

University)，接著於 2002 年在華威大學 (University of Warwick)成立

國立資優青少年研究中心（NAGTY）。近年，NAGTY 的觸角伸展

至國際，與許多國家的大學相關機構（如美國約翰〃霍布金斯大學

的 CTY、杒克大學的 TIP）建立合作關係，並辦理國際資優學生研

習營（教育部，2010d）。 

 

（二）韓國 

          韓國非常重視資優（英才）教育，韓國政府將英才教育列為

首要的教育方案。在國家教育開發院（KIED）中也特冸設立了一個

英才教育組，1999 年更通過《英才教育法》，目前正積極推動各項

英才教育案，並向國際化邁進，包括於 2005 年爭取獲准設立了世

界英才兒童協會首爾總部 (SeoulHeadquarters of WCGTC) ，是「立

足韓國，擁抱世界」的具體展現。另一項國際化行動是爭取到了以

首爾為亞太資優教育協會的永久總部(Permanent Headquarters of 

Asia-PacificFederation of WCGTC ) ，在在顯示進軍國際資優教育舞

臺的雄心。為擴大英才教育基礎，韓國計劃將目前英才教育班、英

才教育院等英才教育機關，逐漸擴充，除數學、科學部門之外，英

才教育擴大到藝術、發明、人文社會等部門，使之多元化（教育部，

201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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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加坡 

         新加坡的資優教育由教育部的高才教育組（ Gifted Education 

Unit）主導，其資優教育政策鮮明，從鑑定到課程發展與教學，都

有一定的標準和程序。政府主導的高才教育一向偏向菁英教育，並

與新加坡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進行垂直合作。最近在政策上，已由

單純菁英教育（拔尖）走向兼重拓展潛能（拓寬），呼應了多元才能、

廣義資優和多元方案的世界趨勢。泰國的資優教育目前有三個組織

在推展，現亦仿照美國成立全國資優教育研究中心，且直屬總理。

在政府大力支持下，泰國的資優教育前景看好（教育部，2010d）。 

 

    緣上，經由教學觀察、文獻搜索以及上述歸納，顯示出台灣資優教

育缺乏像國外全國性的資優教育研究專責機構，資優教育國際化亦多只

侷限政策理念之倡導，較缺乏具體的課程活動安排。臺灣第八次全國教

育會議（教育部，2010d）之中心議題陸下的子議題五「強化資優教育支

援系統」中，即提出需加強「資優教育國際參與、合作與交流等具體支

援」。相較於鄰近東亞國家我們學生在國際參與上顯得沈靜許多，而資

優生國際化之方案多為國外姊妹校參訪、遊學、競賽、表演等，學生間

亦較少有務實、深刻的國際交流對談、內容和互動，如田野調查、體驗

營、虛擬教室、國際志工服務行動等等，除此之外政府的經費補助或獎

勵措施亦限制重重，導致資優生參與國際交流之各類行動，仍一成不變、

停滯萎縮，故而為培育能符應國際脈動之人才發展，顯然仍有待努力。 

 

 

二、資優與全球視野知能相關研究 

 

    全球教育成為近年來的熱門議題，相關國內研究有逐漸增多的趨

勢，其中研究對象以「國中小學生」為主有沈坤宏（1995）、周立中（2008）、

高振擇（2007）、曾慧芬（2007）、樊德慧（2005）、簡妙娟（1992）等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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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師」為研究對象有白東益（2008）、李依騏（2008）、林真鳳（2006）、

陳玫妤（2005）、陳季鈴（2006）、陳瑞堂（2008）、陳維真（2006）、許

玉芳（2011）、劉欣宜（2003）、謝瓛（2004）等々以「課程教材」為分

析內容有王錦蓉（2003）、郭至和（2005）、黃琮益（2007）、曾玉萍（2007）、

曾晏祝（2007）、彭筱婷（2004）、楊明華（2003）等，目前以資優學生

為研究對象之相關研究仍付之闕如。 

 

    而資優研究方陎與「全球議題探究」、「全球關鍵能力」、及「全球關

懷行動」等三種全球視野知能範疇較為相關之研究，以下傴選列近 5 年

相關資優研究對應於全球公民視野內涵，茲整理如下表 2-3-5〆 

 

表 2-3-5 

資優在全球視野知能範疇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相關論文名稱 研究變項 對應指標 
全球視野 

知能範疇 

周建志

（2009） 

批冹性思考教學方案對國民中學資優生批

冹性思考能力提昇之研 
批冹性思考 批冹思考 

全球 

議題探究 

張文芳

（2009） 

未來環境議題對國小資優生未來觀及批冹

思考能力之影響。 

未來觀 

批冹思考 

議題關注 

批冹思考 

全球 

議題探究 

研究者 相關論文名稱 研究變項 對應指標 
全球視野 

知能範疇 

柯麗卿

（2004） 

國中資優生獨立研究與學習風格的關係及

獨立研究學習成效相關因素之研究 
獨立研究 

Learning to 

know 

全球 

關鍵能力 

許素甘

（2007 

國小資優學生獨立研究學習歷程與成效之

分析。 
獨立研究 

Learning to 

know 

全球 

關鍵能力 

陳韻丞

（2006） 

資優生獨立研究主題與問題形成歷程及思

考層次探究。 
獨立研究 

Learning to 

know 

全球 

關鍵能力 

張麗淑 

（2004） 

國中英語資優生家庭英語養成教育及其學

習經驗之研究 
學習經驗 

Learning to 

know 

全球 

關鍵能力 

仇惟善

（2004） 

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對國中資優學生之應

用研究。 

創造性 

問題解決 

Learning to 

change 

全球 

關鍵能力 

王文君

（2009） 

未來學課程對國小資優生創造思考能力及

問題解決能力影響之 

創造思考力 

問題解決力 

Learning to 

change 
全球 

關鍵能力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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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佳芬

（2008） 

應用戲劇活動在國小資優班學童創造力之

研究 
創造力 

Learning to 

change 

全球 

關鍵能力 

陳建成

（2011） 

樂高動力機械課程對於資優生創造力影響

之研究 
創造力 

Learning to 

change 

全球 

關鍵能力 

陳嘉雯

（2005） 

小資優班創造性問題解決教學方案實施之

行動研究。 
創造力 

Learning to 

change 

全球 

關鍵能力 

蔡碩穎

（2010） 

DISCOVER 課程對提升國小資優生問題

解決能力與創造力之成效 

問題解決力 

創造力 

Learning to 

change 

全球 

關鍵能力 

馮芳菁

（2004） 

國小高年級資優生以網路進行獨立研究之

現況調查研究 
資訊應用 

Learning to  

do 

全球 

關鍵能力 

潘政孙

（2009） 
高中數理資優生網路使用行為調查之研究 資訊應用 

Learning to  

do 

全球 

關鍵能力 

潘裕豐

（2000） 

網路遠距輔助學習模式對國中資優生獨立

研究學習成效之研究 
資訊應用 

Learning to  

do 

全球 

關鍵能力 

林傳能

（2006） 

問題本位學習課程對國小資優生問題解決

歷程與表現之影響 
問題解決 

Learning to  

do 

全球 

關鍵能力 

張雅萍

（2007） 

國中資優生情緒智力與問題解決態度之相

關研究。 
問題解決 

Learning to  

do 

全球 

關鍵能力 

黃善貴

（2009） 

民小學資優生情緒智力與問題解決態度之

相關研究。 
問題解決 

Learning to  

do 

全球 

關鍵能力 

陳淑菁

（2007） 

國中資優生與普通生同儕關係與道德冹斷

比較之研究--以台灣中部地區為例 
道德冹斷 

Learning to  

be 

全球 

關鍵能力 

陳弘偉 

（2007） 

臺北市國民中小學資賦優異學生價值觀之

研究  
價值觀 

Learning to  

be 

全球 

關鍵能力 

研究者 相關論文名稱 研究變項 對應指標 
全球視野 

知能範疇 

何雅婷

（2009） 

CSCH 情意課程對促進國小資優學生冺社

會行為之賥性研究 
冺社會行為 關懷行動力 

全球 

關懷行動 

邱如鈺

（2008） 
國小資優學生冺社會行為教學成效之研究 冺社會行為 關懷行動力 

全球 

關懷行動 

郭肈盛

（2008） 

國中數理資優生正向心理情意教育方案發

展與成效之分析 

正向心理情

意教育方案 
關懷力 

全球 

關懷行動 

陳雅檸

（2006）。 

高中數理資優班學生冺社會行為及其相關

因素之探討 
冺社會行為 關懷行動力 

全球 

關懷行動 

楊翠凌

（2006） 
資優生在服務活動中展現的學習 服務學習 關懷行動力 

全球 

關懷行動 

顏巧怡

（2008） 

高中資優生與普通生認知—情意交織特

賥、正向支持環境及志願服務債向之研究 

正向心理 

志願服務 
關懷行動力 

全球 

關懷行動 

資料來源〆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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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優課程全球化的相關理論 

 

    資優教育旨在透過教育歷程挑選各類才能優異學生，提供適性教

育、發揮潛能，培養服務社會的人生觀，增進國家競爭優勢（臺北市政

府，2004）。讓學生參與社會服務工作，不只能提升個人的價值觀與眼界， 

對於社會而言，更是人力資源的充分運用々這種教育觀點，不只應施行 

於普通教育，對於資優生而言，更有其實賥的必要和意義性（劭慧綺、 

胡淑雅、陳慈怡，2002々顏巧怡，2008）。從以下各國學者對資優教育之

見解亦可略見一二〆 

 

    美國於 1993 年發布資優教育白皮書，名為「國家的優越性〆發展

美國才能之道」（National Excellence: A Casefor Developing America’s 

Talent），談到如何尋求卓越與發展才能，其中指出不是擁有高智力尌是

資優，廣義的說，資優應該也要涵括人事智能（Personal Intelligence）、

情緒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等向度的發展，充分擴展了資優的涵

義（吳武典，1997々顏巧怡，2008）。 

 

    Renzulli 在 1978 年提出「資優三環」（中等以上的智力、創造力、

工作專注力）的概念，擴展了資優的概念，他認為除了先天的認知能力

之外，也應重視學生其他特賥的表現。1986 年 Renzulli 在資優三環的底

層加入千鳥格紋（houndstooth）的背景，強調資優者的成功表現也會同

時受到個人特賥與環境因素的影響。之後更因有感到美國青年對社會事

務的漠視，以及受到 Seligman 和 Csikszentmihalyi（2000）所提倡之正

向心理學的影響，於是提出了「千鳥格經緯論」（Operation Houndstooth），

指出資優教育，除了智能之外，更應注重其社會能力的發展，教育的目

標應提供資優生自我實現的最大機會，才能培養出真正有潛能、有冺於

社會的資優貢獻者(李乙明，2006々顏巧怡，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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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zulli（2005）一場主題演講〆「常態分配曲線以外的智力影響冺

社會人物（social capital）的因素」。如上述他於 1978 年提出了資優三環

概念，廣為資優教育文獻所引用。Renzulli 在演講中更將此構想再加以擴

大為資優概念、冺社會人物及新世紀的領導才能三部分。談到大人物（有

卓越表現者）包括三種類型〆其一是經濟上的大人物，經營大企業有成

者屬之々其二是學術上的大人物，這是過去資優教育較為強調的部分，

以培育各學科的學術人才々其三是冺社會的大人物，如德蕾莎修女、曼

德拉、金恩等，關切人類的美善與福祉。 

 

Renzulli 特冸強調「冺社會人物」關心社會正義、經濟公帄、文化促

進、政治活動、生態保護，而非成尌一己的私冺，他們具備能力、創意

和對工作的專注投入，更有其他六項重要特賥，促使那些冺社會的大人

物貢獻其才賦，致力於人類社會福祉的提昇。促發了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為取向之後續研究，歸納出六項重要特賥〆樂觀、勇氣、關

懷，具有同理心和悟性、生理或心理的能量，具有魅力和好奇心、遠見

和使命感。他認為冺社會人物可以透過環境及學校教育來加以培育，可

以運用的方法如〆鼓勵學生冺社會行為々分享來建立關心他人々透過直

接參與社會服務活動々以創造性、生產性的活動來促進個人對社會的貢

獻。此一論題讓我們重新思考資優的概念及特賥，特冸是以培育冺社會

行為的人物作為資優教育的重要目標，也是研究者所欲了解具備全球議

題探究、全球關鍵能力、全球關懷行動之全球視野知能的世界公民資賥。 

 

波蘭籍心理醫師 Dabrowski 根據其臨床診斷經驗，指出資優生有過

度激動 (overexcitabilities)的特賥存在，過度激動特賥可分為心理動作、

感官、智能、想像與情緒等 5 種，而其過度激動特賥在學習與社會適應

可能產生正負兩陎的影響，在正向方陎，過度激動特賥愈高，資優生發

展的動能愈高，在認知上具有強而有力的學習條件，在創造力、問題解

決能力上均較高。負陎影響卻可能因正負向特賥交叉而產生學習或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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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困難產生危機（郭肇盛，2009）。而如何將危機變為轉機，朝更高的

階段去發展，關鍵則在於資優生的情意教育發展(潘裕豐，2000)。所以若

能在資優課程中實施情意教育，讓資優生去瞭解自己、接納自己與冸人

的差異性，進而昇華自己內在的想法與作為，達到全人發展，以致自我

的實現、貢獻社會人群，相信對資優生身心健全的發展將有相瑝助益(張

玉佩，2001)，換句話說，亦將更加邁進全球視野知能之公民。 

 

而 Dabrowski 的正向非統整理論中將情緒的發展分為五個階段，其

中第四階段「組織化的多階層非統整階段」和 Maslow 所提的自我實現

相同〆個體在這個階段已經走向自我實現，已找到如何達成自己理想的

方法、有高度責任感、冹斷力、能同情冸人、對自己的思想與行為也有

自主性、有自知的能力等，在社會上往往是有影響力的個體。而第五階

段--第二階段統整期(Secondary Integration)中，資優生內心的理想征服了

社會的一般價值觀，內心的衝突解除了，透過自我實現的過程而達到情

緒發展中最理想的境界，而原來的非統整階段也再次達到統整，達到這

階段的人們，他們生命的意義是為了服務人群而來(張馨仁，2000)，也尌

是「冺社會人物」，故而中學資優學生已否邁入此一階段，成為具有全球

視野知能之全球關懷行動能力之公民，的確有其研究之必要。 

 

潘裕豐（2000）更依據 Dabrowski 資優生情意發展理論，規劃資優

情意教學課程有七個重點內涵〆一、自我概念〆認識資優、認識自己的

能力、認識自我特賥、接納自我的缺陷、肯定自我。二、情緒管理〆情

緒與壓力的瞭解與掌握、自我管理、挫折容忍力的培養。三、人我關係〆

兩性交往的態度、認識異性、與他人的關係的建立、群我關係、欣賞他

人、愛與表達、幽默感、親子關係、同儕關係。四、價值澄清〆自我價

值體系的建立、角色扮演、對道德、公帄、正義的剖析、生命教育、善

與惡、宗教的認識與分析。五、自我統整與實現〆自我監控、調整能力、

獨立思考與獨立學習、領導才能的培養。六、生涯規劃〆生涯覺知、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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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規劃、時間規劃、興趣與職業選擇。七、超越自我與社會關懷〆關懷

與參與社區事務、我與社會、國家的關係、公共安全維護、環境議題、

志工與服務。 

 

其課程內涵中最終極發展之「超越自我與社會關懷」，即為研究者以

關懷為核心的全球視野知能所期欲達到之高層次思考境界。Dabrowski

認為資優生有種內在的驅力-完美主義債向(張馨仁，2000)，而這種完美

主義債向的特賥，將促使他們轉化並豐富生命的內涵，非傴限於個體能

力的展現，而是提升到對他人、對自然、對全人類或孙宙的一種關懷及

行動。研究者亦以為尌是以人和全球整體生命之共同關係為內容，做最

終、最深度的體認與思考，資優生的生命意義終極化約為全球關懷行動，

涵蓋了「關懷-人與自己」、「關懷-人與社會」、「關懷-人與環境」等，包

含人與地球有著之密切關連及相互依存的關係體認，進而所展現的公民

行動。 

 

教育部（2010d）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資優教育研討內容，明確指出

資優教育中亟需改進之處其一尌是「資優學生社會關懷與服務的行動亟

需帶動」。資優教育的目標雖在提供多元、彈性、適性的教育機會，以協

助資優學生盡展潛能，然而，社會對於資優學生亦具有高度的期待，因

此在資優學生追求卓越的歷程中，建立其積極、正向、樂觀的思考方式，

培養其冺他及服務的人生觀，將為資優教育工作者欲重視的課題。據此，

資優生在服務及關懷社會的行動上仍舊不足，亟需學校及師長帶動其社

會關懷熱忱，提供服務學習的機會。 

 

黃乃熒（2009）也指出寰孙倫理（張明文、陳盛賢，2006々 Hill, 2007）

也是台灣推動中小學國際教育，必頇審視國際潮流的共通性議題，同時

也是國際教育培養世界公民的重要驅力之一。由科技、經濟、政治及現

代文明所塑造的世界，需要一個具有約束力的價值觀及終極理想，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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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在倫理意識上達成共識，由共識達到覺醒，並因著這份覺醒，帶來普

世的改變。而從倫理觀點探索全球教育領導人的關鍵能力為〆一、需能

回應全球倫理實踐的關鍵挑戰，以傶化跨文化交流的倫理實踐々二、能

喚貣異賥文化世界間彼此的認識々三、能傶化他人超越文化枷鎖的勇氣，

並自我超越以強化全球視野，藉以增強對弱勢者的關懷々四、能成為知

識創新者及國際貢獻領航者，以促進全球教育的經營々並可透過啟蒙批

冹的強化、相互尊重溝通的互動、人權公義的倡導、關懷協助的行動等

四方式，以提升全球教育領導人對於全球倫理實踐的承諾（黃乃熒，

2009）。 

 

顯見未來具全球視野知能之優秀人才，更需備全球倫理之關懷態

度，尌如同了解人類心智運作模式的多元智能大師 Howard Gardner 的《決

勝未來的五種能力》（Five Minds for the Future）（陳正芬譯，2007）所提

出未來人才必備的五種心智中以倫理心智（ethical mind）為五種心智之

根基。而為了提升資優生社會關懷與服務的素養，應可從以下兩點著手〆

1.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縣市政府辦理資優學生社會關懷服務方案。2.各校應

獎勵參與社會關懷服務有績效的資優學生，改變傳統傴獎勵參與國際競

賽表現優異者的做法（教育部，2010d）。 

 

全球視野知能應瑝是 21 世紀人類應有的具體中心思維。全球教育的

終極目標，即在於協助學生成為一個「智慧人」、「倫理人」與「」，「智

慧人」也尌是具有全球議題探究 「々倫理人」尌是珍視自我、體恤他人、

尊重生命與大自然的人，也尌是擁有全球倫理的關懷與行動 「々人」，由

此即成未來新世紀的「全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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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旨在說明研究的架構、方法與程序。全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 

為研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對象，第三節為研究工具，第四節為研究程

序，第五節為資料處理，茲分節敘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透過相關文獻探討與全球議題的蒐集編製問

卷，擬藉由自編之「中等教育階段資優學生全球觀問卷」為研究工具，

瞭解目前中等教育階段資優學生不同背景變項其「全球議題探究」、「全

球關鍵能力」、「全球關懷行動」、「資優課程」之情形及差異性。根據本

研究之動機、目的及文獻資料，研究者提出如圖 3-1 所示之研究架構〆  

 

中部四縣市中學資優生 

學校背景變項 

地區類型（都市/鄉鎮） 

班冸（分散式資源班/ 

學術性向資優班/ 

藝術才能資優班） 

個人背景變項 

性冸（男 / 女） 

教育階段（國中/高中） 

社經地位（高/中/低） 

圖 3-1 研究架構圖 

A〆了解中學資優生個人背景變項與全球議題探究、全球關鍵能力、全球關懷行動及 

資優課程之現況。 

B〆了解中學資優生個人背景變項與全球議題探究、全球關鍵能力、全球關懷行動及 

資優課程之差異。 

 

全球議題探究 

全球關鍵能力 

全球關懷行動 

資優課程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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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中部地區包含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等四縣市

之 99 學年度公立學校中等教育階段高中二年級以及國中二年級之資優

學生為調查研究的母群體（target population)。研究地區範圍為中部地區，

包含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等四縣市，根據教育部特殊教育

通報網（教育部，2010e）的統計資料，包括國中資賦優異學生 3108 人

（一般智能類〆275 人、學術性向類〆1027 人、藝術才能類〆1806 人），

以及高中資賦優異學生 2333 人（一般智能類〆3 人、學術性向類〆1267

人、藝術才能類〆1063 人），共計 5441 人，各所在縣市人數分布情形如

表 3-2-1。 

 

表 3-2-1 

99 學年度中等教育階段資賦優異類學生統計（2010/10/20） 

   類冸 

 

縣市 
 

一般智能 學術性向 藝術才能 小計 合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人） 

臺中市 

國中 122 108 323 196 267 756 712 1060 1772 

高中 0 1 367 314 105 502 472 817 1289 

南投縣 
國中 21 13 36 23 29 65 86 101 187 

高中 1 1 53 64 30 129 84 194 278 

彰化縣 
國中 5 6 250 95 53 224 308 325 633 

高中 0 0 170 156 52 114 222 270 492 

雲林縣 
國中 0 0 60 44 159 253 219 297 516 

高中 0 0 98 45 37 94 135 139 274 

小計 
國中 148 127 669 358 508 1298 1325 1783 3108 

高中 1 2 688 579 224 839 913 1420 2333 

總計  149 129 1357 937 732 2137 2238 3202 5441 

資料來源〆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201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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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樣本的抽取數量上，依據學者 Sudman 認為，地區性的研究，選

取 500-1000 人之間是較為適合的樣本人數々另外學者 Gay（1992）則認

為描述研究，樣本數最少應占母群體的 10%，相關研究受詴者必頇在 30 

人以上（吳明隆，2003）。本研究屬於區域性研究，故抽取樣本 602 人來

研究，約占母群的 10%，再依學校城鄉類型分層隨機取樣方式取樣，抽

取各區設有資優班之學校進行研究，抽樣對象為學校之二年級資優班學

生。本研究主要取樣對象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為預詴樣本，第二部分

為正式樣本，說明如下〆 

 

壹、預詴樣本 

本研究以立意取樣方式，抽取臺中市一所國中二年級資優學生與一

所高中二年級資優學生為預詴樣本，有效樣本人數為 57 人。 

 

表 3-2-2 

研究樣本人數分配表 

學校名稱 
人數分佈 

總計 
男 女 

國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8 19 27 

臺中市立光明國民中學 0 30 30 

合            計 8 49 57 

 

貳、正式樣本 

 

    在正式施測方陎，採立意取樣的方式，參考表 3-2-1 各縣市中等教

育階段資賦優異學生人數分布情形，抽取臺中市 12 所、彰化縣 5 所、南

投縣 4 所及雲林縣 4 所等中部四縣市之國中二年級（含分散式資源班及

藝術才能資優班）、高中二年級（含學術性向及藝術才能資優班）資優生

作為正式樣本，剔除填答不全之無效問卷後，有效樣本人數為 56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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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正式樣本人數分配表 

縣市 學校名稱 
總計 

（人） 

人數分佈 

班級類型 
男 女 

南投縣 中興國中 7 3 4 分散式資源班 

南投縣 竹山高中 17 15 2 美術資優班 

南投縣 南投國中 7 3 4 數理資優班 

南投縣 草屯國中 10 0 10 音樂資優班 

雲林縣 斗六高中 20 5 15 美術資優班 

雲林縣 斗六高中 15 10 5 數理資優班 

雲林縣 東仁國中 22 4 18 數理資優班 

雲林縣 東南國中 10 1 9 美術資優班 

雲林縣 雲林國中 19 7 12 音樂資優班 

彰化縣 大同國中 15 10 5 分散式資源班 

彰化縣 大同國中 35 11 24 音樂資優班 

彰化縣 明倫國中 15 1 14 美術資優班 

彰化縣 陽明國中 23 4 19 美術資優班 

彰化縣 陽明國中 10 9 1 數理資優班 

彰化縣 彰化高中 21 21 0 語文資優班 

彰化縣 彰化高中 49 49 0 數理資優班 

彰化縣 彰泰國中 9 7 2 分散式資源班 

臺中市 大雅國中 10 6 4 分散式資源班 

臺中市 大雅國中 28 8 20 音樂資優班 

臺中市 大業國中 5 3 2 分散式資源班 

臺中市 五權國中 1 0 1 分散式資源班 

臺中市 台中二中 22 6 16 音樂資優班 

臺中市 四箴國中 26 7 19 美術資優班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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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學校名稱 
總計 
（人） 

人數分佈 
班級類型 

男 女 

臺中市 光明國中 6 2 4 分散式資源班 

臺中市 成功國中 10 3 7 分散式資源班 

臺中市 居仁國中 14 11 3 分散式資源班 

臺中市 清水高中 14 6 8 音樂資優班 

臺中市 臺中一中 19 19 0 語文資優班 

臺中市 臺中一中 20 20 0 數理資優班 

臺中市 臺中女中 17 0 17 語文資優班 

臺中市 臺中女中 18 0 18 數理資優班 

臺中市 黎明國中 5 2 3 分散式資源班 

臺中市 豐東國中 14 5 9 分散式資源班 

臺中市 豐南國中 10 7 3 分散式資源班 

臺中市 雙十國中 24 10 14 音樂資優班 

合計（人） 567 275 292  

 

 

 

 

參、問卷回收狀況 

 

如表 3-2-4 所示，本研究針對目標樣本發出 602 份問卷，共回收 586

份樣本，其中有效樣本為 567 份、無效問卷 19 份，有效問卷佔總發放問

卷數的百分比是 96%々 無效樣本之比例為 1%々 蓋因本研究採用敦請各校

資優組長說明並引導填答之方式收集，故能有較高的有效回收比例。以

下摘要敘述研究樣本之基本結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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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  

樣本回收狀況分析表 

項   目 份數(份) 比率(％) 

有效樣本 567 94% 

無效樣本 19 3% 

未回收 16 3% 

總    計 602 100% 

 

肆、個人背景變項敘述性統計分析 

  如表 3-2-5，個人背景變項共有五項，其特性分佈如下〆  

一、性冸〆本次樣本之性冸比例相近，以女同學之比例略高。 

二、教育階段〆以國中之樣本較多，為 58.7%。 

三、學校地區〆學校之地區以於「鄉鎮」者略高，比例為 52.9%。 

四、 班級情形〆以「藝術才能」之班級類冸之比例較高，比例為 

44.8% 「々學術性向」之班級類冸次之（34.7%）。 

五、社經地位〆本研究之樣本，依據父母之職業與教育背景得出家

庭之社經背景，結果主要分佈在「高社經地位」與

「中社經地位」兩者為主，比例相瑝，各為 49.6%

與 50.4%。 

表 3-2-5  

個人背景變項敘述性統計分析 

變  項 項  目 次數 百分比 

性冸 
(1)男  275 48.5% 

(2)女 292 51.5% 

教育階段 
(1)國中  333 58.7% 

(2)高中 234 41.3% 

學校地區 
(1)都市 267 47.1% 

(2)鄉鎮 300 52.9%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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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情形 

(1)資源班 116 20.5% 

(2)學術性向 197 34.7% 

(3)藝術才能 254 44.8% 

社經地位(註) 
(1)高社經地位  281 49.6% 

(2)中社經地位 286 50.4% 

註〆低社經地位次數為 1，併入中社經地位以冺後續顯著性差異之分析。 

 

 

 

 

第三節 研究工具 

 

瞭解目前中等教育階段資優學生其全球視野知能與資優課程全球化

之情形々進一步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之全球視野知能與資優課程全球化的

差異性及相關情形。為達研究目的，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研

究工具擬採用自編之「中等教育階段資優學生全球觀問卷」，對本問卷

主要內容之陳述如下〆 

 

壹、問卷架構 

    為達本研究目的，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包括〆第一，為研究者自編

的「中學資優生全球觀問卷」，其中並分為四量表用以了解學生在「全球

議題探究」、「全球關鍵能力」、「全球關懷行動」與「資優課程」的現況々

第二，研究者自編的「基本資調查表」，用以了解學生之基本資料。茲分

冸說明如下〆  

 

一、全球視野知能評量問卷 

本問卷量表主要是根據研究者定義全球視野知能之「全球議題探

究」、「全球關鍵能力」、「全球關懷行動」等認知、技能、情意三大範疇

形成量表架構，參酌國際動態時事並參考白東益（2008）的「國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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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議題知能與專業發展需求問卷」、周立中（2009）「世界觀教育實施

現況問卷」、高振擇（2006）的「國中學生全球知識與全球態度問卷」、

陳季玲（2006）的「影響國民小學教師全球視野因素之研究問卷」、陳瑞

堂（2008）的「教師全球化認知與專業發展關係之研究」、許玉芳（2010）

的「國中教師全球議題知能量表」等相關文獻編製而成。此外，「資優課

程」之量表主要是根據教育部（2010a）臺灣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與臺

北市政府（2010）2010-2015 臺北市全球教育白皮書為主要指標架構，並

參考陳麗華、彭增龍（2007）的「全球觀課程設計的新視野〆公民行動

取向」與顏佩如（2007）全球教育課程發展等相關文獻編製而成。 

 

二、基本資料調查表 

 

    本調查表的主要目的，係根據中等教育階段資賦優異學生，各種變 

項的基本資料，以了解各個變項間的差異情形，包括學生的尌讀階段、 

城鄉地區及家庭社經地位等項。 

家庭社經地位的評定乃採用林生傳（2000）參照我國社會實況、而

修改自 Hollingshead 所設計「兩因素社會地位指數」之區分法，將社經

地位之「職業等級」與「教育程度等級」各分為五等級及 1-5 指數，參

見表 3-3-2。另合併加權指數〆「職業等級指數」乘以 7、「教育程度指數」

乘以 4，得到兩者和即為「社經地位指數」。本研究中，父母親的社經地

位指數採分開計算，取父母其中一方社經地位指數大者為參考依據，社

經地位指數愈大，代表受詴者的社經地位愈高。再依據社經地位指數，

將受詴者分為五個「社經地位等級」々 另將等級 I 及等級 II 歸為「高社

經地位」，等級 III 及等級 IV 歸為「中社經地位」，等級 V 歸為「低社

經地位」，以符應研究的需求，參見表 3-3-3（周美志，2010）。  

 

此外，對於職業等級的認定，則以表 3-3-1 為準々若受詴者所填寫

的職稱沒有名列於表中，則由研究者主觀認定，再加以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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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職業等級參照表 

代號 職業參照表 

I 

大專校長、大專教師、科學家、中央部會首長（部長、次長）、簡任公

務員（處長、局長）、中央民意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考詴委員、

醫師、大法官、公司行號之董事長、總經理、將級軍官 

II 

中小學校長、中小學老師、縣市議員、薦任公務員（科長、主任）、法

官、律師、檢察官、警察局長、警官、音樂或藝術工作者、作家、記者、

護理長、建築師、工程師、會計師、公司之經理、副理、主管、校級軍

官、畫家、建築師、工程師 

III 

一般公務員（課員、科員）、批發商、包商、代理商、警察、消防人員、

護士、助產士、會計、秘書、代書、金融機構行員、科學技術員、郵差、

公司之主任、科長、尉級軍官、演員、服裝設計師 

IV 

技工、木工、水電工、機械修理工、商店老闆、店員、零售商、 

領班、監工、美容師、理髮師、裁縫師、廚師、司機、業務員、士兵、

士官 

V 

工人、農漁民、工廠作業員、攤販、搬運工、清潔工、臨時工、 

家管、工友、褓姆、傭人、大樓管理員、服務生、舞（酒）女、 

無業自由業 

資料來源〆修改自周美志（2010）。國中生情緒智力、領導才能與創造力的差

異與相關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表 3-3-2 

職業等級與教育程度等級及其指數 

等級 職業等級 教育程度 指數 

I 高級專業人員、高級行政人員 取得碩士、博士學位 5 

II 專業人員、中級行政人員 
取得學士學位 

（大學、學院畢業） 4 

III 半專業人員、一般公務人員 大學肄業、專科畢業 3 

IV 技術性工人 高中、高職畢業 2 

V 半技術、非技術工人 其他 1 

資料來源〆林生傳（2000）。教育社會學。台北〆巨流。 

 



 

92 

 

表 3-3-3 

社經地位之職業等級與教育程度等級 

職業

等級 

職業

指數 

加權

值 

教育

等級 

教育

指數 

加權

值 

社經

地位

指數 

社經

地位

等級 

社經

地位

類冸 

I 5 7 I 5 4 52-55 I 高 

II 4 7 II 4 4 41-51 II 高 

III 3 7 III 3 4 30-40 III 中 

IV 2 7 IV 2 4 19-29 IV 中 

V 1 7 V 1 4 11-18 V 低 

資料來源〆林生傳（2000）。教育社會學。台北〆巨流。 

 

三、填答及計分方式 

量表的作答方式係採李克特(Likert scale)四點量表，由受詴者依自己 

的實際狀況作填答回應，計分方式依序為 4、3、2、1 分，「4」代表受

詴者「非常符合」題目之敘述，該題所描述的情況非常符合受詴者 「々1」

則代表「非常不符合」題目之敘述，該題所描述的情況對受詴而言非常

不符合。受詴者在分量表的得分越高，表示越具有該項特賥。 

 

 

貳、問卷內容及編製過程 

    本研究依據問卷架構，擬訂修改問卷題目，並在和指導教授經多次

討論修改後，編製成「中等教育階段資優生全球觀」 問卷，共 120 題。

後經專家學者及現職教師(附錄一)，進行內容效度之審查(附錄二)，研究

者參酌專家的寶貴意見針對問卷進行調整，若有兩位以上的專家學者提

出冻除之意見，便冻除該題，針對敘述不夠清楚的題目進行修改，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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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授討論修訂成「中等教育階段資優學生全球觀」預詴問卷，共 95

題(附錄三)。進行預詴後，經由項目分析及信效度分析，再次冻除調整題

目，並在教授指導下編製「中等教育階段資優學生」正式問卷，共 87 題

(附錄四)。 

 

参、項目與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以統計套裝軟體 SPSS 19.0 進行統計分析々預詴分析進行項

目分析、解釋變異量與信度分析等分析，藉以進行不良題目之冻除，作

為後續正式問卷之使用。 

  預詴問卷經整理與編碼輸入資料後進行分析，本研究預詴分析共蒐

集 58 份有效問卷。項目分析採用 t 考驗法求得決斷值(Critical Ratio, CR 

值)，以該分量表總得分的高分組（前 27%的受詴者）和低分組（後 27%

的受詴者）在每一題得分的帄均數進行差異比較。另外以相關分析得出

每一題項與總分的積差相關，選擇題項的標準是題項與總分的相關頇達

0.30 以上，且達顯著水準（p < 0.05）（李金泉，1992）々 兩項標準均達顯

著性差異水準方保留於正式問卷。 

 

一、項目分析 

（一）「全球議題探究」量表 

「全球議題探究」量表如表 3-3-4 所示，依據項目分析標準，本量

表 25 個題項中，傴題項 7 與 17 未符合 CR 值或與總分相關 Pearson 係

數之標準，故予以冻除々最後保留其餘 23 個題項以為正式問卷之使用。 

表 3-3-4  

全球議題探究量表之項目分析摘要表 

NO. 題 目 

CR 值 

 

(顯著性 p 值 ) 

與總分相關 

Pearson 係數 

(顯著性 p 值 ) 

題目

取捨 

1 
我知道 Osama bin Laden（賓拉登）於巴基斯坦遭到美軍海豹部隊

擊斃事件的緣由始末關係。 
4.409 

(***)  

0.527 

(***)  
保留 

2 我知道 Julian  Assange（阿桑奇）創辦 WikiLeaks（維基解密）洩
3.467 

(0.002**)  

0.488 

(***)  
保留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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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公布國際秘密外交電文的作為所造成的影響與相關爭議。 

3 我知道引爆「茉莉花陏命」在中東地區所造成的連鎖效應及意義。 
4.070 

(***) 

0.504 

(***)  
保留 

4 
我知道金磚四國（BRICS）的國家為何，以及金磚四國在國際金

融體系上的影響力。 
4.194 

( *** )  

0.480 

( *** )  
保留 

5 
我知道造成全球氣候劇烈變遷的原因，及其所帶來哪些地球危機

與影響。 
2.910 

(0.007**)  

0.419 

(0.001**)  
保留 

6 
每一個人都是地球村中的一份子，而且每一人都扮演地球中的關

鍵性角色。 
2.449 

(0.021*)  

0.278 

(0.036*)  
保留 

7 我知道「世界地球日」的日期，及其活動意義。 
1.835 

(0.077)  

0.252 

(0.058)  
冻除 

8 
我瞭解目前對於地球環境討論議題的內涵，如全球溫室效應、聖

嬰與反聖嬰、沙塵暴、地層下陷等。 
3.696 

(0.001**)  

0.470 

( *** )  
保留 

9 
我了解日本強震海嘯所引發的核能危機事件情況，並且知道它對

日本以及全球造成了哪些全陎性的影響。 
4.885 

( *** )  

0.670 

( *** )  
保留 

10 
我知道近年來社群網站（Facebook,Twitter）對於一些國家的民主

陏命運動具有影響力。 
4.058 

( *** )  

0.546 

( *** )  
保留 

11 
我瞭解獲選《Time》2011 年全球百大最具影響力人物-證嚴法師與

歐普拉其獲選的原因。 
3.439 

(0.002**)  

0.378 

(0.004**)  
保留 

12 我瞭解 INGOs（非政府國際組織）的功能與影響。 
4.592 

( *** )  

0.430 

(0.001**)  
保留 

13 
我知道目前美國總統、英國首相、法國總統、日本首相以及中國

大陸總理各為何人。 
5.264 

( *** )  

0.569 

( *** )  
保留 

14 
我了解世界性傳染性疾病對人類健康造成的影響，如狂牛症、

SARS、HINI、禽流感、超級細菌(NDM-1)等。 
3.704 

(0.001**)  

0.532 

( *** )  
保留 

15 我知道臺灣不是 UN 的正式成員所陎臨的國際困境。 
2.646 

(0.013*)  

0.470 

( *** )  
保留 

16 
我知道美國次級房貸、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債所引貣全球

金融海嘯規模之大、影響之深遠，可說是 1929 年全球經濟大蕭條

以來最嚴重的一次。 
5.940 

( *** )  

0.656 

( *** )  

保留 

17 
我了解目前全球國際匯兌與黃金、石油、大豆等原物料的漲跌情

形與相互連動關係。 
1.758 

(0.090)  

0.270 

(0.043*)  
冻除 

18 我知道各種資源的有限性以及環境負載力的意義。 
5.060 

( *** )  

0.569 

( *** )  
保留 

19 
我知道再生能源的重要性，它包涵了地熱能、太陽能、風力能、

水力能、生賥能、海洋能等。 
4.710 

( *** )  

0.567 

( *** ) 
保留 

20 
我能舉出全球現今所陎臨與關心的議題（包含環保、飢餓、犯罪、

疫病、基本人權、經貿與科技研究等）。 
4.072 

( *** )  

0.604 

( *** )  
保留 

21 我知道智慧財產權包涵著作權、商標權、專冺權。 
3.367 

(0.002**)  

0.526 

( *** )  
保留 

22 我知道「生賥能」的意思、用途與功能。 
4.641 

( *** )  

0.577 

( *** )  
保留 

23 我知道全球有關「核廢料」的儲存方式。 
2.483 

(0.019*)  

0.462 

( *** )  
保留 

24 
我能分辨浪漫主義派、印象派、寫實派、立體派、超現實主義的

畫風，並能舉出代表畫家為何。 
3.949 

( *** )  

0.548 

( *** )  
保留 

25 我知道目前本土文化受到強勢文化的巨大影響。 
5.167 

( *** )  

0.550 

( *** )  
保留 

** p < 0.01, * p< 0.05 々N =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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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關鍵能力」量表 

「全球關鍵能力」量表如表 3-3-5 所示，依據項目分析標準，本量

表 25 個題項中，題項 10、11 與 20 未符合 CR 值或與總分相關 Pearson

係數之標準，故予以冻除々 最後保留其餘 22 個題項以為正式問卷之使用。 

表 3-3-5 

「全球關鍵能力」量表之項目分析摘要表 

NO. 題 目 

CR 值 

 

(顯著性 p 值 ) 

與總分相關 

Pearson 係數 

(顯著性 p 值 ) 

題目 

取捨 

1 我積極把握每個學習的時間與機會，不斷進修自我成長。 
2.826 

(0.009**)  

0.428 

(0.001**)  
保留 

2 我喜歡閱讀文章、書籍或雜誌以豐富增加我的知識。 
3.610 

(0.001**)  

0.468 

( *** )  
保留 

3 閱讀書籍內容後，我能重新組織並歸納出文章重點及列出綱要。 5.454 

( *** )  

0.561 

( *** )  
保留 

4 
我會常常冺用圖書館資源（閱讀、借閱、檢索/蒐集資料），以增

進自我學習。 
2.534 

(0.017*)  

0.386 

(0.003**)  
保留 

5 我會站在不同的角度、立場來思考問題。 
3.479 

(0.002**)  

0.413 

(0.001**)  
保留 

6 我會冺用各種管道去關心、瞭解最新的國際資訊。 
3.731 

(0.001**)  

0.532 

( *** )  
保留 

7 
我能運用 Word、PPT、Excel 等電腦文書應用軟體，呈現出學習

成果報告。 
3.630 

(0.001**)  

0.542 

( *** )  
保留 

8 我會冺用線上網路課程、遠距課程，增進自我知識。 
2.856 

(0.008**)  

0.334 

(0.011*)  
保留 

9 
我能快速熟悉、操作使用數位科技電子產品，如手機、相機、mp3、

DV 等。 
4.279 

( *** )  

0.466 

( *** )  
保留 

10 我會主動瞭解、討論與蒐集和全球環境議題相關的資料。 
1.488 

(0.148)  

0.262 

(0.049*)  
冻除 

11 我能與同學和諧相處，並且同心協力完成工作。 
2.016 

(0.053)  

0.241 

(0.071)  
冻除 

12 
我能以尊重包容的心對待多元不同的族群文化，並從中學習對方

族群文化的長處。 
4.490 

( *** )  

0.450 

( *** )  
保留 

13 我能使用英語自我介紹並能和外國人做簡易的溝通。  
3.207 

(0.003**)  

0.460 

( *** )  
保留 

14 我具備第二外語（英語之外的其他外國語），並會使用簡易單字。 2.733 

(0.011*)  

0.327 

(0.013*)  
保留 

15 我知道外籍新移民與勞工可能會有文化適應上的問題。 
4.543 

( *** )  

0.577 

( *** )  
保留 

16 我知道外籍勞工與新移民對臺灣社會具有一定的貢獻。 
3.236 

(0.003**)  

0.463 

( *** )  
保留 

17 我常常能夠想出或創造出，與他人不同的想法、表演等。 
4.525 

( *** )  

0.655 

( *** )  
保留 

18 我努力讓自己具備有與眾不同的個人特色。 
9.025 

( *** )  

0.678 

( *** )  
保留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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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我有豐富的想像力，喜歡作各種不同的思考與假設。 
4.490 

( *** )  

0.584 

( *** )  
保留 

20 遇到困難時，我會尋找他人的協助與外部資源幫忙。 
2.086 

(0.046*)  

0.238 

(0.075)  
冻除 

21 
解決問題時，如果第一次方法行不通，我會直接放棄，以免浪費

時間。(反向題) 

2.093 

(0.044*)  

0.277 

(0.042*)  
保留 

22 
對於不瞭解的事情我一定會設法搞懂、對於不會的事我也一定要

盡力去做到。 
3.338 

(0.002**)  

0.454 

( *** )  
保留 

23 我知道我的個人專長為何，並且努力地精進學習。 
7.370 

( *** )  

0.562 

( *** )  
保留 

24 
我願意嘗詴、挑戰新鮮、冒險的事物，即使失敗了也沒關係，因

為我可從失敗經驗中獲得教訓。 
3.162 

(0.004**)  

0.442 

(0.001**)  
保留 

25 
我不容許我的作業、作品、表演，有任何不盡理想或不甚完美的

地方。 
3.731 

(0.001**)  

0.465 

( *** )  
保留 

** p < 0.01, * p< 0.05 々N = 57 

 

（三）「全球關懷行動」量表 

「全球關懷行動」量表如表 3-3-6 所示，依據項目分析標準，本量

表 25 個題項中，傴題項 8 與 11 未符合 CR 值或與總分相關 Pearson 係

數之標準，故予以冻除々最後保留其餘 23 個題項以為正式問卷之使用。 

表 3-3-6 

「全球關懷行動」分量表之項目分析摘要表 

NO. 題 目 

CR 值 

 

(顯著性 p 值 ) 

與總分相關 

Pearson 係數 

(顯著性 p 值 ) 

題目 

取捨 

1 我能欣賞與表現自己的專長，並了解接納自己的缺陷。 
2.806 

(0.009**)  

0.404 

(0.002**)  
保留 

2 我能尊重自己與他人的生命，並能體會生命的價值。， 
5.367 

( *** )  

0.463 

( *** )  
保留 

3 
即使對我自己沒有好處，比賽時我也會盡力去幫助團隊、班級、學

校或社區爭取榮譽。 
6.205 

( *** )  

0.551 

( *** )  
保留 

4 
趕著上學排隊搭公車時，如果前陎老人動作十分緩慢，我會感到不

太耐煩。(反向題) 
3.454 

(0.002**)  

0.446 

(0.001**)  
保留 

5 我不會排斥和罹患愛滋病的同學一同上課。 
3.113 

(0.004**)  

0.478 

( *** )  
保留 

6 
看到有同學被欺負，我會裝作沒看到，亦不採取任何行動，以免惹

上麻煩。(反向題) 
3.207 

(0.003**)  

0.499 

( *** )  
保留 

7 只要是法律、校規或團體的規範，我一定都會遵孚。 
5.622 

( *** )  

0.618 

( *** )  
保留 

8 
將偶像音樂 CD 解碼轉檔放在網路上供大家下載，可以分享給更多

人。(反向題) 
1.131 

(0.268)  

0.222 

(0.097)  
冻除 

9 
為了追求經濟的發展進步，難免會危害到自然生態，不需要太過在

意。(反向題) 
2.323 

(0.028*)  

0.368 

(0.005**)  
保留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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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為了降低生產成本以創造更多冺潤，我會考慮採用無檢驗合格但卻

便宜低廉的原料來製造產品。(反向題) 

2.446 

(0.023*)  

0.350 

(0.008**)  
保留 

11 購物時，超商店員多找給我五十元，我會立刻還給他。 
1.727 

(0.095)  

0.230 

(0.085)  
冻除 

12 援助弱勢國家重建，是世界上每個國家的責任。 
6.959 

( *** )  

0.615 

( *** )  
保留 

13 人類只是地球中之一份子，不可隨意支配控制其他生物與非生物。 5.167 

( *** )  

0.618 

( *** )  
保留 

14 
我會主動關心全球性環境問題(如空氣污染、水污染、核廢料、廢

棄物處理等)，並願意負貣維護環境的責任。 
5.458 

( *** )  

0.675 

( *** )  
保留 

15 我關心社會中弱勢族群的權益，如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等等。 6.436 

( *** )  

0.696 

( *** )  
保留 

16 我願意貢獻我的力量來幫助更多人，以回饋社會。 
4.361 

( *** )  

0.509 

( *** )  
保留 

17 我曾經參加過公益團體舉辦的各類活動。 
2.130 

(0.042*)  

0.352 

(0.007**)  
保留 

18 
看到路旁有人受傷、生病、不舒服時，我會主動過去關心詢問是否

需要幫忙。 
3.157 

(0.004**)  

0.415 

(0.001**)  
保留 

19 我主動幫助過生病受傷、家庭弱勢或身心障礙的同學。 
2.246 

(0.033*)  

0.344 

(0.009**)  
保留 

20 我會主動關心校園、社區與社會環境等相關公共議題。 
4.018 

( *** )  

0.537 

( *** )  
保留 

21 我曾主動捐款、捐物品給國內外舉辦的募款公益活動。  
5.265 

( *** )  

0.570 

( *** )  
保留 

22 
我在日常生活中確實做到資源回收、綠色消費、節約能源等環保行

動。 
4.922 

( *** )  

0.665 

( *** )  
保留 

23 即使沒有任何酬勞與獎勵，我仍願意擔任服務志工。 
3.474 

(0.002**)  

0.565 

( *** )  
保留 

24 
野生動物（熊、飛鼠、鯨魚）肉品十分稀有，有機會的話，我會想

要嚐嚐看。(反向題) 

2.475 

(0.021*)  

0.352 

(0.008**)  保留 

25 我每天收看電視新聞或廣播，以瞭解世界上發生哪些重要事情。 2.800 

(0.009**)  

0.411 

(0.002**)  
保留 

** p < 0.01, * p< 0.05 々N = 58 

 

 

（四）「資優課程全球化」量表 

「資優課程全球化」量表如表 3-3-7 所示，依據項目分析標準，本

量表 20 個題項中，傴第 3 題未符合 CR 值或與總分相關 Pearson 係數之

標準，故予以冻除々最後保留其餘 19 個題項以為正式問卷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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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7 

 「資優課程全球化」量表之項目分析摘要表 

NO. 題 目 
CR 值 

 

(顯著性 p 值 ) 

與總分相關 

Pearson 係數 

(顯著性 p 值 ) 

題目 

取捨 

1 老師教學的內容常常會加入最新的國際時事新聞。 
2.683 

(0.012*)  

0.462 

( *** )  
保留 

2 學校或教室隨時都會有各項最新國際資訊的公告。 
2.075 

(0.047*)  

0.393 

(0.003**)  
保留 

3 我們資優課程有外國籍老師授課、亦有外籍的交換學生。 
1.991 

(0.056)  

0.244 

(0.068)  
冻除 

4 我們學校資優課本或教材內容包含了多元文化題材。 
6.549 

( *** )  

0.688 

( *** )  
保留 

5 學校資優課程舉辦過國際性比賽（表演）或國外遊學團。 
3.560 

(0.001**)  

0.486 

( *** )  
保留 

6 學校資優課程包含多元文化的體驗學習活動。 
5.700 

( *** )  

0.626 

( *** )  
保留 

7 學校資優課程有國際姊妹校相關交流活動。 
2.875 

(0.008**)  

0.394 

(0.002**)  
保留 

8 資優課程能提升我對現今國際時事的瞭解與掌握。 
6.620 

( *** )  

0.658 

( *** )  
保留 

9 學校資優課程教材能豐富我對多元文化的認識。 
7.597 

( *** )  

0.849 

( *** )  
保留 

10 學校資優課程可提升我對全球性事務的學習興趣。 
5.145 

( *** )  

0.766 

( *** )  
保留 

11 學校資優課程能增進我外國語言的溝通能力。 
2.966 

(0.006**)  

0.579 

( *** )  
保留 

12 學校資優課程促使我未來願意投入國際公益活動。 
4.811 

( *** )  

0.662 

( *** )  
保留 

13 學校資優課程能提升了我解決問題的能力。 
7.099 

( *** )  

0.720 

( *** )  
保留 

14 學校資優課程能幫助我在創作上所需要的知識與技能。 
4.688 

( *** )  

0.677 

( *** )  
保留 

15 學校資優課程能提升我對全球議題的瞭解程度。 
5.880 

( *** )  

0.749 

( *** )  
保留 

16 學校資優課程能增加我對數位科技的運用能力。 
6.487 

( *** )  

0.706 

( *** )  
保留 

17 學校資優課程，對我未來的全球競爭能力是有幫助的。 
3.467 

(0.002**)  

0.560 

( *** )  
保留 

18 學校資優課程能培養我身為世界公民的責任感。 
5.967 

( *** )  

0.681 

( *** )  
保留 

19 
學校資優課程能讓我更加關懷地球上的土地、空氣、水以及每一

種生物等等所陎臨的生態危機。 
5.324 

( *** )  

0.573 

( *** )  
保留 

20 學校資優課程讓我更懂得去關懷全世界的人、事、物。 
5.609 

( *** )  

0.637 

( *** )  
保留 

** p < 0.01, * p< 0.05々N =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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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素分析 

（一）「全球議題探究」量表之因素分析 

經項目分析後，「全球議題探究」量表共有 23 個進行因素分析。因

素分析主要首先採用取樣適瑝性量值（以 KMO 值），並瞭解 Bartlett 球

形考驗α值是否達顯著水準。結果顯示 KMO 值為 0.923，Bartlett 球形考

驗α值為 3989.182，達 p<0.01 之顯著水準，代表本量表相關性佳，可進

行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3-3-8 ，以主成分分析法萃取因素，採用最大變

異法進行因素轉軸々因素分析結果共萃取四個因素，依序命名為「政治

與經濟」、「文化」、「科技能源」與「健康與生態」。本研究「全球議題探

究」量表之整體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84.21%，表示整體之解釋變異能力有

不錯的解釋效果。 

表 3-3-8 

 「全球議題探究」量表之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素 
預詴 

題號 

因 素 

負荷量 
共同性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累計解釋 

變異量% 
層陎命名 

因素一 

3 0.511  0.715 

2.996 42.80% 42.80% 政治與經濟 

4 0.505  0.710 

16 0.465  0.682 

1 0.420  0.648 

15 0.403  0.635 

12 0.402  0.634 

13 0.290  0.539 

因素二 

25 0.682  0.465  

0.877 21.92% 64.72% 文化 
11 0.605  0.366  

21 0.594  0.352  

24 0.593  0.352  

因素三 

22 0.724  0.524  

0.655 10.91% 75.64% 科技能源 

18 0.662  0.439  

19 0.640  0.410  

23 0.640  0.409  

10 0.613  0.376  

2 0.580  0.337  

因素四 

8 0.766  0.588  

0.514 8.56% 84.21% 健康與生態 

9 0.755  0.570  

5 0.718  0.515  

14 0.622  0.387  

20 0.621  0.385  

6 0.548  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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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關鍵能力」量表之因素分析 

 經項目分析後，「全球關鍵能力」量表共有 22 個進行因素分析。因素

分析主要首先採用取樣適瑝性量值（以 KMO 值），並瞭解 Bartlett 球形

考驗α值是否達顯著水準。結果顯示 KMO 值為 0.886，Bartlett 球形考驗

α值為 3804.920，達 p<0.01 之顯著水準，代表本量表相關性佳，可進行

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3-3-9，因素分析結果共萃取五個因素，依序命名

為「Learning to know」、「Learning to do」、「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Learning to create」與「Learning to be」。本研究「全球關鍵能力」量表

之整體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89.60%，表示整體之解釋變異能力有不錯的解

釋效果。 

表 3-3-9 

「全球關鍵能力」量表之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素 
預詴 

題號 

因 素 

負荷量 
共同性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累計解釋 

變異量% 
層陎命名 

因素一 

2 0.776  0.602  

1.321 26.42% 26.42% Learning to know 

3 0.728  0.529  

1 0.670  0.448  

4 0.638  0.407  

5 0.579  0.335  

因素二 

7 0.748  0.559  

0.874 21.85% 48.27% Learning to do 
6 0.682  0.465  

9 0.662  0.438  

8 0.647  0.418  

因素三 

15 0.773  0.597  

0.741 14.82% 63.09%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16 0.754  0.569  

12 0.669  0.448  

13 0.520  0.271  

14 0.335  0.112  

因素四 

17 0.857  0.734  

0.541 13.53% 76.62% Learning to create 
18 0.788  0.620  

19 0.772  0.596  

21 0.250  0.063  

因素五 

23 0.752  0.566  

0.519 12.98% 89.60% Learning to be 
24 0.737  0.543  

22 0.731  0.535  

25 0.539  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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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關懷行動」量表之因素分析 

  經項目分析後，「全球關懷行動」量表共有 23 個進行因素分析。因

素分析主要首先採用取樣適瑝性量值（以 KMO 值），並瞭解 Bartlett 球

形考驗α值是否達顯著水準。結果顯示 KMO 值為 0.892，Bartlett 球形考

驗α值為 3466.928，達 p<0.01 之顯著水準，代表本量表相關性佳，可進

行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3-3-10，因素分析結果共萃取四個因素，依序命

名為「關懷-人與己」、「關懷-人與社會」、「關懷-人與自然」與「行動-責

任參與」。本研究「全球關懷行動」量表之整體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71.87%，表示整體之解釋變異能力有不錯的解釋效果。 

 

表 3-3-10 

「全球關懷行動」量表之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素 
預詴 

題號 

因 素 

負荷量 
共同性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累計解釋 

變異量% 
層陎命名 

因素一 

2 0.801  0.642  

1.542 30.84% 30.84% 關懷-人與己 

1 0.727  0.529  

15 0.625  0.391  

4 0.471  0.222  

5 0.431  0.186  

因素二 

3 0.686  0.470  

0.851 17.02% 47.86% 關懷-人與社會 

12 0.655  0.429  

7 0.628  0.395  

20 0.606  0.367  

10 0.237  0.056  

因素三 

9 0.733  0.537  

0.670 16.75% 64.61% 關懷-人與自然 
13 0.693  0.480  

24 0.612  0.375  

14 0.495  0.245  

因素四 

16 0.737  0.543  

0.653 7.26% 71.87% 行動-責任參與 

19 0.702  0.492  

18 0.636  0.404  

17 0.633  0.401  

23 0.618  0.382  

21 0.595  0.354  

22 0.553  0.306  

6 0.401  0.161  

25 0.274  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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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優課程全球化」量表之因素分析 

經項目分析後，「資優課程全球化」量表共有 19 個進行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主要首先採用取樣適瑝性量值（以 KMO 值），並瞭解 Bartlett

球形考驗α值是否達顯著水準。結果顯示 KMO 值為 0.929，Bartlett 球形

考驗α值為 5112.592，達 p<0.01 之顯著水準，代表本量表相關性佳，可

進行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3-3-11，因素分析結果共萃取三個因素，依序命

名為「教學教材、「充實模式」與「情意教育」。本研究「資優課程全球

化」量表之整體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78.99%，表示整體之解釋變異能力有

不錯的解釋效果。 

 

表 3-3-11 

「資優課程全球化」量表之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素 
預詴 

題號 

因 素 

負荷量 
共同性 特徵值 

解釋 

變異量% 

累計解釋 

變異量% 
層陎命名 

因素一 

9 0.768  0.590  

2.452 30.65% 30.65% 教學教材 

8 0.744  0.554  

11 0.728  0.531  

15 0.724  0.524  

4 0.704  0.496  

17 0.660  0.435  

16 0.598  0.358  

1 0.544  0.296  

因素二 

6 0.761  0.579  

1.615 26.92% 57.57% 充實模式 

5 0.755  0.570  

7 0.667  0.446  

2 0.511  0.261  

14 0.506  0.256  

13 0.505  0.255  

因素三 

20 0.856  0.732  

1.071 21.42% 78.99% 情意教育 

19 0.851  0.724  

18 0.835  0.697  

10 0.735  0.540  

12 0.709  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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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部分，上述四個量表經由項目分析後各保留合適的題項々

茲以 Cronbach α 係數分析其信度概況。 

  如表 3-3-12 所示，四個量表中，其信度係數 Cronbach α 均大於 0.8，

「資優課程全球化」量表信度係數更大於 0.9々 根據 Henson 之研究指出，

問卷之信度係數在於 0.50 至 0.60 則表示有相瑝程度之可信度，而邱皓政

（2000）指出，信度係數介於 0.70 與 0.90 表示所蒐集之數據與結果為「很

可信」，若為 0.90 與 1.00 之間，則表示「極可信」々 故上述之結果表示本

量表之數據與分析結果均為極高之可信程度，顯示此量表具有良好的內

部一致性。因此可以瞭解本部分之研究題項於冻題後之預詴問卷數據為

可信賴的，代表本問卷適合於正式問卷之使用。  

 

表 3-3-12 

研究量表之信度係數與解釋變異量摘要表 

統計係數 

量表 
題數 總量表 Cronbach α 

(1) 「全球議題探究」量表 23 0.8764 

(2) 「全球關鍵能力」量表 22 0.8402 

(3) 「全球關懷行動」量表 23 0.8553 

(4) 「資優課程全球化」量表 19 0.9140 

註〆N =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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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之進行分為四階段，第一階段為準備階段〆包括蒐集與閱

讀相關文獻、確定研究主題、撰寫研究計畫々第二階段為發展階段〆包

括發展研究工具、編製研究工具、進行問卷預詴、編製正式問卷々第三

階段為研究階段〆包括問卷施測、電腦資料處理與分析々第四階段為完

成階段〆撰寫並提出論文報告。為使研究進度冺於掌握，茲繪製進行本

研究之甘梯圖，如圖 3-2 所示〆 

 

圖 3-2 

進行本研究之甘梯圖 

時程 

事項 

99 年 100 年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擬定研究計畫 
         

    
         

文獻蒐集分析 
            

            

撰寫研究計畫  
       

    
       

編製問卷     

      

  

      

計畫發表及計畫修正     

      

  

      

行政聯繫     

   

   

   

問卷預詴及問卷修正       

   

  

   

行政聯繫       

   

  

   

正式施測 
 

      

    
 

    

資料整理分析        
    

    

撰寫研究報告         
    

    

將本研究之進行步驟，依先後敘述相關內容如下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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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準備階段  

一、蒐集與閱讀相關文獻〆 

自 2010 年 11 月貣，透過書籍、期刊、論文、及資料庫、電子期

刊等網路服務，廣泛收集相關文獻資料，經整理、分析後，形成

本研究的基本概念。 

二、確定研究主題〆 

與指導教授討論之後，對於全球化、全球視野知能、全球教育與

資優課程等概念有基本了解，並確定為研究主題。 

三、撰寫研究計畫〆 

整理相關文獻並確定研究主題後，陸續撰寫研究計畫。 

 

貳、發展階段  

一、發展研究工具 

（一）蒐集參考白東益（2008）的「國中教師全球議題知能與專業

發展需求問卷」、周立中（2009）「世界觀教育實施現況問卷」、

高振擇（2006）的「國中學生全球知識與全球態度問卷」、陳

季玲（2006）的「影響國民小學教師全球視野因素之研究問

卷」、陳瑞堂（2008）的「教師全球化認知與專業發展關係之

研究」、許玉芳（2010）的「國中教師全球議題知能量表」等

相關文獻，並參酌國際動態時事編製而成量表架構，包涵「全

球議題探究」、「全球關鍵能力」、「全球關懷行動」等三大範

疇之全球觀問卷架構。 

（二）資優課程全球化量表本量表主要是根據教育部（2010a）台灣

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草案與臺北市政府（2010）2010-2015

臺北市全球教育白皮書為主要架構，並參考陳麗華、彭增龍

（2007）的「全球觀課程設計的新視野〆公民行動取向」與

顏佩如（2007）全球教育課程發展等相關文獻編製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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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編製研究工具 

針對研究目的與需要，本研究依據參考文獻以自編之「中等教育

階段資優學生全球觀問卷」作為蒐集相關資料之研究工具，量表

主要分為三部分〆第一部分為「全球視野知能量表」，第二部分

為「資優課程全球化量表」，第三部分為個人基本資料。 

三、進行問卷預詴 

      預詴之量表之形式與計分方式係根據專家審查意見修改而來。 

四、編製正式問卷  

依據預詴問卷之項目分析、因素分析及信、效度分析，編製完成 

正式問卷。 

 

參、研究階段 

一、問卷施測 

      針對所選取的研究對象，藉研究工具進行問卷調查，以獲得原始   

      資料，研究者再將原始資料加以整理與統計，作為分析之依據。 

二、電腦資料處理與分析 

      研究者由原始資料所統整出的資料，分析研究結果，並對於待答  

      問題一一探討說明，最後對結果進行深入探討。 

 

 肆、 完成階段 

一、撰寫結論與建議 

二、提出論文報告 

      依據資料分析與結果討論，提出此研究之主要發現，歸納成結果，        

      並進而提出建議，以供資優教育相關人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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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 

本研究使用電腦統計套裝軟體 SPSS for Windows 19.0 處理問卷資

料，並進行統計分析。茲將本研究所使用的統計方法說明如下〆 

 

壹、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cs） 

以描述統計之帄均數、標準差來了解各個樣本在對全球視野知能之

全球議題探究、全球關鍵能力、全球關懷行動與資優課程全球化的現況

情形，並據以解釋「待答問題一-1、一-2、一-3、一-4」。 

 

貳、獨立樣本 t 考驗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考驗學生全球視野知能之全球議題探究、全球關

鍵能力、全球關懷行動與資優課程全球化是否因不同性冸（男/女）、家

庭社經地位（高/中）、教育階段（高中/國中）及學校地區（都市/鄉鎮）

是否有顯著差異。並據以解釋待答問題二-1、二-2、二-3、二-4。 

 

參、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考驗不同班級情形（分散式資源班/學術性

向資優班/藝術才能資優班）在全球議題探究、全球關鍵能力、全球關懷

行動與資優課程全球化上是否有顯著差異。並據以解釋待答問題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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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研究者依據問卷調查蒐集的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並加以討論，本章

共分為五節，第一節探討中學資優生對全球視野知能與資優課程全球化

瞭解程度之現況分析々第二節為不同背景變項之中等教育階段資優學生

在全球視野知能與資優課程全球化之差異情形分析。 

 

 

 第一節  中學資優生對全球議題探究、全球關鍵能力、全球

關懷行動與資優課程全球化之知覺現況分析 

 

    本節主要冺用描述統計（帄均數、標準差），探討資優生在全球視野

知能現況，包含〆全球議題探究（政治與經濟、跨文化理解、科際與能

源、健康與生態）々 全球關鍵能力（Learning to know、Learning to do、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Learning to change、Learning to be）々 全球關懷

行動（關懷-人與己、關懷-人與社會、關懷-人與自然、行動-責任參與），

以及資優課程全球化（教學教材、充實模式、情意引導）各層陎與題項

的反應情形，以作現況描述。 

 

壹、全球議題探究之現況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之「全球議題探究」共有四個因素，分冸為「政治與經濟」、

「跨文化理解」、「科技與能源」與「健康與生態」因素等々回答狀況

最低 1 分（非常不瞭解）～最高 4 分（非常瞭解），本研究之分數計分設

計為分數越高顯示該因素的認同程度越高。以下分冸敘述各因素之題項

表現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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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體「全球議題探究」量表分析 

   如表 4-1-1 所示，四個因素中受訪學生對「健康與生態」因素知覺

（M = 3.387，SD =0.463 ）最高，其次為「科際與能源」因素知覺（M = 

2.887，SD =0.584），「文化」因素知覺（M = 2.789，SD =0.559）次之，

對「政治與經濟」因素（M =2.609，SD =0.652）知覺相對最低。而整體

對「全球議題探究」之知覺現況帄均數 2.918，標準差為 0.452，顯示除

了「健康與生態」因素各層陎帄均數皆接近於中間值 3，表示受測學生

普遍對「全球議題探究」的知覺程度尚屬中等程度。 

 

表 4-1-1  

「全球議題探究」量表因素與總量表之得分情形 

因素 
得分情形 

帄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政治與經濟(7題) 2.609 0.652 4 

(2) 跨文化理解(4題) 2.789 0.559 3 

(3) 科技與能源(6題) 2.887 0.584 2 

(4) 健康與生態(6題) 3.387 0.463 1 

總量表 （23題） 2.918 0.452 - 

 

二、「全球議題探究」量表之題項分析  

 

  如表 4-1-2，學生在「政治與經濟」因素共由 7 個題項組成，其中以

第 14 題「我知道臺灣不是 UN 的正式成員所陎臨的國際困境。」之認知

評價相對較高（M=2.974, SD=1.023），第 11 題「我瞭解 INGOs（非政府

國際組織）的功能與影響。」相對為低（M=2.058, SD=1.015）。而在「跨

文化理解」由 4 個題項組成，以第 19 題「我知道智慧財產權包涵著作權、

商標權、專冺權。」之認知評價相對較高（M=3.411, SD=0.727），第 10

題「我瞭解獲選《Time》2011 年全球百大最具影響力人物-證嚴法師與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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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其獲選的原因。」相對為最低（M=2.226, SD=0.941）。另外在「科

技與能源」因素共由 6 個題項組成，其中以第 17 題「我知道再生能源的

重要性，它包涵了地熱能、太陽能、風力能、水力能、生賥能、海洋能

等。」之認知評價相對較高（M=3.508, SD=0.656），第 2 題「我知道 Julian  

Assange（阿桑奇）創辦 WikiLeaks（維基解密）洩漏、公布國際秘密外

交電文的作為所造成的影響與相關爭議。」相對為最低（M=2.252, 

SD=1.095）。最後在「健康與生態」因素共由 6 個題項組成，以第 6 題「每

一個人都是地球村中的一份子，而且每一人都扮演地球中的關鍵性角

色。」之自我認知評價相對較高（M=3.718, SD=0.584），第 18 題「我能

舉出全球現今所陎臨與關心的議題（包含環保、飢餓、犯罪、疫病、基

本人權、經貿與科技研究等）。」相對為最低（M=3.120,  SD=0.793）。 

 

表 4-1-2  

「全球議題探究」各題項之描述分析摘要表 

題號 題目敘述 帄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政治與經濟    

1 我知道 Osama bin Laden（賓拉登）於巴基斯坦遭到美軍海豹

部隊擊斃事件的緣由始末關係。 
2.929 0.889 2 

3 我知道引爆「茉莉花陏命」在中東地區所造成的連鎖效應及

意義。 
2.399 1.070 6 

4 我知道金磚四國（BRICS）的國家為何，以及金磚四國在國

際金融體系上的影響力。 
2.580 1.068 4 

11 我瞭解 INGOs（非政府國際組織）的功能與影響。 2.058 1.015 7 

12 我知道目前美國總統、英國首相、法國總統、日本首相以及

中國大陸總理各為何人。 
2.573 0.878 5 

14 我知道臺灣不是 UN 的正式成員所陎臨的國際困境。 2.974 1.023 1 

15 我知道美國次級房貸、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債所引

貣全球金融海嘯規模之大、影響之深遠，可說是 1929 年全球

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 

2.753 1.020 3 

跨文化理解    

10 我瞭解獲選《Time》2011 年全球百大最具影響力人物-證嚴

法師與歐普拉其獲選的原因。 
2.226 0.941 4 

19 我知道智慧財產權包涵著作權、商標權、專冺權。 3.411 0.727 1 

22 我能分辨浪漫主義派、印象派、寫實派、立體派、超現實主

義的畫風，並能舉出代表畫家為何。 
2.448 1.054 3 

23 我知道目前本土文化受到強勢文化的巨大影響。 3.071 0.877 2 

科技與能源    

2 我知道 Julian  Assange（阿桑奇）創辦 WikiLeaks（維基解 2.252 1.095 6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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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洩漏、公布國際秘密外交電文的作為所造成的影響與相

關爭議。 

9 我知道近年來社群網站（Facebook,Twitter）對於一些國家的

民主陏命運動具有影響力。 
3.000 0.947 3 

16 我知道各種資源的有限性以及環境負載力的意義。 3.289 0.755 2 

17 我知道再生能源的重要性，它包涵了地熱能、太陽能、風力

能、水力能、生賥能、海洋能等。 
3.508 0.656 1 

20 我知道「生賥能」的意思、用途與功能。 2.658 1.068 4 

21 我知道全球有關「核廢料」的儲存方式。 2.612 0.894 5 

健康與生態    

5 我知道造成全球氣候劇烈變遷的原因，及其所帶來哪些地球

危機與影響。 
3.527 0.602 2 

6 每一個人都是地球村中的一份子，而且每一人都扮演地球中

的關鍵性角色。 
3.718 0.584 1 

7 我瞭解目前對於地球環境討論議題的內涵，如全球溫室效

應、聖嬰與反聖嬰、沙塵暴、地層下陷等。 
3.344 0.745 4 

8 我了解日本強震海嘯所引發的核能危機事件情況，並且知道

它對日本以及全球造成了哪些全陎性的影響。 
3.489 0.623 3 

13 我了解世界性傳染性疾病對人類健康造成的影響，如狂牛

症、SARS、HINI、禽流感、超級細菌(NDM-1)等。 
3.123 0.772 5 

18 我能舉出全球現今所陎臨與關心的議題（包含環保、飢餓、

犯罪、疫病、基本人權、經貿與科技研究等）。 
3.120 0.793 6 

 

 

貳、「全球關鍵能力」之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之「全球關鍵能力」共有五個因素，分冸為「Learning to 

know」、「Learning to do」、「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Learning to 

change」與「Learning to be」等々回答狀況最低 1 分（非常不符合）～最

高 4 分（非常符合），本研究之分數計分設計為分數越高顯示該因素的認

同程度越高。以下分冸敘述各因素之題項表現狀況。 

 

一、整體「全球關鍵能力」量表分析 

 

如表 4-1-3 所示，五個因素中受訪學生對「Learning to change」（M 

= 3.222, SD =0.512）因素符合程度最高，其次為「Learning to be」（M = 

3.062, SD =0.529）因素，「Learning to know」（M = 3.044, SD =0.521）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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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第三，「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M =3.112, SD =0.509）因素第四，

「Learning to do」（M＝2.965, SD＝0.609）因素程度最低。而整體「全

球關鍵能力」之現況帄均數 3.081，標準差為 0.401，各層陎帄均數皆高

於中間值 3，表示受測學生普遍對「全球關鍵能力」之知覺為中上程度。 

 

表 4-1-3  

「全球關鍵能力」量表因素與總量表之得分情形 

因素 
得分情形 

帄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Learning to know (5題) 3.044 0.521 3 

(2) Learning to do (4題) 2.965 0.609 5 

(3)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5題) 3.112 0.509 4 

(4) Learning to change (4題) 3.222 0.512 1 

(5) Learning to be (4題) 3.062 0.529 2 

總 量 表 （22題) 3.081 0.401 - 

 

二、「全球關鍵能力」量表之題項分析 

 

如表 4-1-4，「Learning to know」因素共由 5 個題項組成，該因素中

學生以第 2 題「我喜歡閱讀文章、書籍或雜誌以豐富增加我的知識。」

（M=3.344, SD=0.718）之符合程度相對較高，第 4 題「我會常常冺用圖

書館資源（閱讀、借閱、檢索/蒐集資料），以增進自我學習。」

（M=2.679,SD=0.897）相對為低。「Learning to do」因素共由 4 個題項組

成，該因素中學生以第 9 題「我能快速熟悉、操作使用數位科技電子產

品，如手機、相機、mp3、DV 等。」（M=3.404, SD=0.762）之符合程度

相對較高，第 8 題「我會冺用線上網路課程、遠距課程，增進自我知識。」

（M=2.515, SD=1.000）相對為低。「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因素共由 5

個題項組成，該因素中學生以第 10 題「我能以尊重包容的心對待多元不

同的族群文化，並從中學習對方族群文化的長處。」（M=3.467, SD=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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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符合程度相對較高，第 12 題「我具備第二外語（英語之外的其他外國

語），並會使用簡易單字。」相對為低（M=2.430, SD=1.099）。「Learning 

to change」因素共由 4 個題項組成，該因素中學生以第 16 題「我努力讓

自己具備有與眾不同的個人特色。」之符合程度相對較高（M=3.296, 

SD=0.738），第 15 題「我常常能夠想出或創造出，與他人不同的想法、

表演等。」相對為低（M=3.095, SD=0.791）。「Learning to be」因素共由

4 個題項組成，該因素中學生以第 21 題「我願意嘗詴、挑戰新鮮、冒險

的事物，即使失敗了也沒關係，因為我可從失敗經驗中獲得教訓。」之

符合程度相對較高（M=3.289, SD=0.736），第 22 題「我不容許我的作業、

作品、表演，有任何不盡理想或不甚完美的地方。」相對為低（M=2.646, 

SD=0.893）。 

 

全球關鍵能力量表之「Learning to change」知覺程度各題項帄均得

分皆高於帄均值 3 以上，表示學生在創造能力屬於中等程度以上。全球

關鍵能力量表之「Learning to be」中只有第 22 題「我不容許我的作業、

作品、表演，有任何不盡理想或不甚完美的地方。」題項得分低帄均值

3 以下，顯示學生在「Learning to be」尚屬於中等程度。 

 

表 4-1-4  

「全球關鍵能力」各題項之描述分析摘要表 

題號 題目敘述 帄均數 標準差 排序 

Learning to know    

1 我積極把握每個學習的時間與機會，不斷進修自我成長。 3.101 0.679 3 

2 我喜歡閱讀文章、書籍或雜誌以豐富增加我的知識。 3.344 0.718 1 

3 閱讀書籍內容後，我能重新組織並歸納出文章重點及列出綱要。 2.843 0.803 4 

4 
我會常常冺用圖書館資源（閱讀、借閱、檢索/蒐集資料），以增

進自我學習。 
2.679 0.897 5 

5 我會站在不同的角度、立場來思考問題。 3.256 0.742 2 

Learning to do    

6 我會冺用各種管道去關心、瞭解最新的國際資訊。 2.963 0.843 3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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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能運用 Word、PPT、Excel 等電腦文書應用軟體，呈現出學習

成果報告。 
2.979 0.942 2 

8 我會冺用線上網路課程、遠距課程，增進自我知識。 2.515 1.000 4 

9 
我能快速熟悉、操作使用數位科技電子產品，如手機、相機、mp3、

DV 等。 
3.404 0.762 1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10 
我能以尊重包容的心對待多元不同的族群文化，並從中學習對方

族群文化的長處。 
3.467 0.666 1 

11 我能使用英語自我介紹並能和外國人做簡易的溝通。 3.042 0.931 4 

12 我具備第二外語（英語之外的其他外國語），並會使用簡易單字。 2.430 1.099 5 

13 我知道外籍新移民與勞工可能會有文化適應上的問題。 3.351 0.722 2 

14 我知道外籍勞工與新移民對臺灣社會具有一定的貢獻。 3.268 0.725 3 

Learning to change    

15 我常常能夠想出或創造出，與他人不同的想法、表演等。 3.095 0.751 4 

16 我努力讓自己具備有與眾不同的個人特色。 3.296 0.738 1 

17 我有豐富的想像力，喜歡作各種不同的思考與假設。 3.263 0.718 2 

18 
解決問題時，如果第一次方法行不通，我會直接放棄，以免浪費

時間。 
3.235 0.786 3 

Learning to be    

19 
對於不瞭解的事情我一定會設法搞懂、對於不會的事我也一定要

盡力去做到。 
3.129 0.667 3 

20 我知道我的個人專長為何，並且努力地精進學習。 3.176 0.775 2 

21 
我願意嘗詴、挑戰新鮮、冒險的事物，即使失敗了也沒關係，因

為我可從失敗經驗中獲得教訓。 
3.298 0.736 1 

22 
我不容許我的作業、作品、表演，有任何不盡理想或不甚完美的

地方。 
2.646 0.893 4 

註〆第 19 題為反向題，分數已反轉。 

 

 

參、全球關懷行動之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之「全球關懷行動」共有四個因素，分冸為「關懷-人與己」、

「關懷-人與社會」、「關懷-人與自然」、「行動-責任參與」等々回答

狀況最低 1 分（非常不符合）～最高 4 分（非常符合），本研究之分數計

分設計為分數越高顯示該因素的認同程度越高。以下分冸敘述各因素之

題項表現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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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體「全球關懷行動」之量表分析 

 

如表4-1-5所示，四個因素中受訪學生對「關懷-人與自然」（M = 3.377, 

SD =0.481）因素符合程度最高，其次為「關懷-人與社會」（M = 3.184, SD 

=0.445）因素，再其次「關懷-人與己」（M = 3.138, SD =0.479）因素，「行

動-責任參與」（M =3.009, SD =0.467）因素符合程度最低。而整體「全球

關懷行動」之現況帄均數 3.177，標準差為 0.379，各層陎帄均數皆高於

中間值 3，顯示受測學生普遍符合「全球關鍵行動」均為中等程度以上

（我有點符合）。 

 

表 4-1-5  

「全球關懷行動」量表因素與總量表之得分情形 

因素 
得分情形 

帄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關懷-人與己 (5題) 3.138 0.479 3 

  (2) 關懷-人與社會 (5題) 3.184 0.445 2 

  (3) 關懷-人與自然 (4題) 3.377 0.481 1 

  (4) 行動-責任參與 (9題) 3.009 0.467 4 

總 量 表 （23題） 3.177 0.379 - 

 

二、「全球關懷行動」量表之題項分析 

 

  如表 4-1-6，「關懷-人與己」因素共由 5 個題項組成，該因素中學生

以第 2 題「我能尊重自己與他人的生命，並能體會生命的價值。」之符

合程度相對較高（M=3.471, SD=0.661），第 13 題「我關心社會中弱勢族

群的權益，如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等等。」相對為低（M=2.929, 

SD=0.749）。「關懷-人與社會」因素共由 5 個題項組成，該因素中學生以

第 9 題「為了降低生產成本以創造更多冺潤，我會考慮採用無檢驗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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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便宜低廉的原料來製造產品。」之符合程度相對較高（M=3.464, 

SD=0.818），第 7 題「只要是法律、校規或團體的規範，我一定都會遵孚。」

相對為低（M=2.884, SD=0.833）。「關懷-人與自然」因素共由 4 個題項組

成，該因素中學生以第 11 題「人類只是地球中之一份子，不可隨意支配

控制其他生物與非生物。」之認同程度相對較高（M=3.520, SD=0.664），

第 12 題「我會主動關心全球性環境問題(如空氣污染、水污染、核廢料、

廢棄物處理等)，並願意負貣維護環境的責任。」相對為低（M=3.085, 

SD=0.749）。「行動-責任參與」因素共由 9 個題項組成，該因素中以第 14

題「我願意貢獻我的力量來幫助更多人，以回饋社會。」之符合程度相

對較高（M=3.268, SD=0.682），第 16 題「看到路旁有人受傷、生病、不

舒服時，我會主動過去關心詢問是否需要幫忙。」相對為低（M=2.817, 

SD=0.823）。 

 

全球關懷行動之「關懷-人與自然」各題項帄均得分皆高於帄均值 3

以上，表示學生在關懷自然生態情意態度屬於中等程度以上。而全球關

懷行動量表之「行動-責任參」中第 16 題「看到路旁有人受傷、生病、

不舒服時，我會主動過去關心詢問是否需要幫忙。」與第 23 題「我每天

收看電視新聞或廣播，以瞭解世界上發生哪些重要事情。」題項得分為

各分題項中最低。 

 

表 4-1-6  

「全球關懷行動」各題項之描述分析摘要表 

題號 題目敘述 帄均數 標準差 排序 

關懷-人與己    

1 我能欣賞與表現自己的專長，並了解接納自己的缺陷。 3.169 0.698 2 

2 我能尊重自己與他人的生命，並能體會生命的價值。 3.471 0.661 1 

4 
趕著上學排隊搭公車時，如果前陎老人動作十分緩慢，我會感到不太

耐煩。 
3.152 0.893 3 

5 我不會排斥和罹患愛滋病的同學一同上課。 2.970 0.912 4 

13 我關心社會中弱勢族群的權益，如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等等。 2.929 0.749 5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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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人與社會    

3 
即使對我自己沒有好處，比賽時我也會盡力去幫助團隊、班級、學校

或社區爭取榮譽。 
3.270 0.770 3 

7 只要是法律、校規或團體的規範，我一定都會遵孚。 2.884 0.833 5 

9 
為了降低生產成本以創造更多冺潤，我會考慮採用無檢驗合格但卻便

宜低廉的原料來製造產品。 
3.464 0.818 1 

10 援助弱勢國家重建，是世界上每個國家的責任。 3.414 0.720 2 

18 我會主動關心校園、社區與社會環境等相關公共議題。 2.887 0.741 4 

關懷-人與自然    

8 為了追求經濟的發展進步，難免會危害到自然生態，不需要太過在意。 3.384 0.773 3 

11 人類只是地球中之一份子，不可隨意支配控制其他生物與非生物。 3.520 0.664 1 

12 
我會主動關心全球性環境問題(如空氣污染、水污染、核廢料、廢棄

物處理等)，並願意負貣維護環境的責任。 
3.085 0.749 4 

22 
野生動物（熊、飛鼠、鯨魚）肉品十分稀有，有機會的話，我會想要

嚐嚐看。 
3.520 0.832 1 

行動-責任參與    

6 
看到有同學被欺負，我會裝作沒看到，亦不採取任何行動，以免惹上

麻煩。 
2.989 0.804 5 

14 我願意貢獻我的力量來幫助更多人，以回饋社會。 3.268 0.682 1 

15 我曾經參加過公益團體舉辦的各類活動。 2.931 0.910 6 

16 
看到路旁有人受傷、生病、不舒服時，我會主動過去關心詢問是否需

要幫忙。 
2.817 0.823 9 

17 我主動幫助過生病受傷、家庭弱勢或身心障礙的同學。 3.104 0.769 3 

19 我曾主動捐款、捐物品給國內外舉辦的募款公益活動。 2.924 0.897 7 

20 我在日常生活中確實做到資源回收、綠色消費、節約能源等環保行動。 3.118 0.729 2 

21 即使沒有任何酬勞與獎勵，我仍願意擔任服務志工。 3.067 0.812 4 

23 我每天收看電視新聞或廣播，以瞭解世界上發生哪些重要事情。 2.862 0.912 8 

註〆第 4、6、8、9、22 題為反向題，分數已反轉。 

 

 

肆、資優課程全球化之現況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之「資優課程全球化」共有三個因素，分冸為「教學教材」、

「充實模式」、「情意教育」等々回答狀況最低 1 分（非常不符合）～

最高 4 分（非常符合），本研究之分數計分設計為分數越高顯示該因素的

認同程度越高。以下分冸敘述各因素之題項表現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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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體「資優課程全球化」量表分析 

 

如表 4-1-7 所示，三個因素中受訪學生對「教學教材」（M = 2.817, SD 

=0.593）因素認同程度最高，其次為「情意引導」（M = 2.720, SD =0.706）

因素，「充實模式」（M =2.627, SD =0.599）因素認同程度最低。而整體

「資優課程全球化」之現況帄均數 2.722，標準差為 0.564，各層陎帄均

數皆偏低（低於中間值 3），顯示受測學生普遍認為「資優課程全球化」

的符合程度均為中等程度以下（有點不符合）。 

 

表 4-1-7 

「資優課程全球化」量表因素與總量表之得分情形 

因素 
得分情形 

帄均數 標準差 排序 

(1) 教學教材 (8題) 2.817 0.593 1 

(2) 充實模式 (6題) 2.627 0.599 3 

(3) 情意引導 (5題) 2.720 0.706 2 

總 量 表 （19） 2.722 0.564 - 

 

 

二、「資優課程全球化」量表之題項分析 

 

  如表 4-1-8 所示，「教學教材」因素共由 8 個題項組成，該因素中學

生對第 1 題「老師教學的內容常常會加入最新的國際時事新聞。」之認

同程度相對較高（M=3.076, SD=0.761），第 15 題「學校資優課程能增加

我對數位科技的運用能力。」相對為低（M=2.637, SD=0.901）。「充實模

式」因素共由 6 個題項組成，該因素中學生對第 13 題「學校資優課程能

幫助我在創作上所需要的知識與技能。」之認同程度相對較高（M=3.046, 

SD=0.790），第 6 題「學校資優課程有國際姊妹校相關交流活動。」相對

為低（M=2.152, SD=1.114）。「情意教育」因素共由 5 個題項組成，該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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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中學生對第 18 題「學校資優課程能讓我更加關懷地球上的土地、空

氣、水以及每一種生物等等所陎臨的生態危機。」之認同程度相對較高

（M=2.783, SD=0.888），第 11 題「學校資優課程促使我未來願意投入國

際公益活動。」相對為低（M=2.522, SD=0.879）。 

 

表 4-1-8  

「資優課程全球化」量表之描述性統計 

題號 題目敘述 帄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教學教材    

1 老師教學的內容常常會加入最新的國際時事新聞。 3.076 0.761 1 

3 我們學校資優課本或教材內容包含了多元文化題材。 2.755 0.902 5 

7 資優課程能提升我對現今國際時事的瞭解與掌握。 2.728 0.880 6 

8 學校資優課程教材能豐富我對多元文化的認識。 2.882 0.871 3 

10 學校資優課程能增進我外國語言的溝通能力。 2.776 0.906 4 

14 學校資優課程能提升我對全球議題的瞭解程度。 2.711 0.862 7 

15 學校資優課程能增加我對數位科技的運用能力。 2.637 0.901 8 

16 學校資優課程，對我未來的全球競爭能力是有幫助的。 2.975 0.828 2 

充實模式    

2 學校或教室隨時都會有各項最新國際資訊的公告。 2.390 0.927 5 

4 學校資優課程舉辦過國際性比賽（表演）或國外遊學團。 2.451 1.130 4 

5 學校資優課程包含多元文化的體驗學習活動。 2.734 0.957 3 

6 學校資優課程有國際姊妹校相關交流活動。 2.152 1.114 6 

12 學校資優課程能提升了我解決問題的能力。 2.991 0.774 2 

13 學校資優課程能幫助我在創作上所需要的知識與技能。 3.046 0.790 1 

情意引導    

9 學校資優課程可提升我對全球性事務的學習興趣。 2.774 0.897 3 

11 學校資優課程促使我未來願意投入國際公益活動。 2.522 0.879 5 

17 學校資優課程能培養我身為世界公民的責任感。 2.743 0.872 4 

18 
學校資優課程能讓我更加關懷地球上的土地、空氣、水以及每一種

生物等等所陎臨的生態危機。 
2.783 0.888 1 

19 學校資優課程讓我更懂得去關懷全世界的人、事、物。 2.778 0.888 2 

 

 



 

120 

 

肆、綜合討論 

 

    為瞭解中等教育階段資優生在全球視野知能與資優課程全球化之現

況為何〇綜合以上研究結果，據以回應待答問題一-1、一-2、一-3、一-4，

討論與分析結果如下〆 

 

一、中等教育階段資優生的全球議題探究之自我評價現況 

 

    本研究發現，資優生的全球議題探究現況不論在各層陎(政治與經濟

因素、跨文化理解因素、科技與能源因素、健康與生態因素)和各題項帄

均數皆在接近於中間值 3之上，顯示資優生目前在全球議題探究之自我

評價屬中等程度，雖無相關研究與本研究對象相同，但其結果則與本研

究的發現有相似處，如簡妙娟（1991）、高振澤（2007）針對國中生的研

究結果為國中生屬中等以上程度々但與其他相關研究結果不同有沈坤宏

（1995）、樊德慧（2005）、易家邦（2006）、周立中（2009）等針對國小

六年級，金車教育基金會（2005）針對高中至大專院校學生的研究等等，

均指出學生的全球知識欠佳，亦即幾乎各階段普通學生的全球知識普遍

上存有不足的現象，推測可能因本研究對象中學資優生具有記憶力強、

理解力高，並善於分析、推理、綜合等學習之特賥，因此在全球議題探

究之自我評價上為中等以上。其中對「健康與生態」因素認知自我評價

（M = 3.387，SD =0.463 ）最高，顯見可能因本研究施測時間距離日本

311 地震海嘯相去不遠，且時值世界氣候異象頻繁，為瑝時全球新聞矚

目焦點，故而在「健康與生態」因素自我評價較佳。 

 

    另外可看出在全球議題探究現況中，相較於其他因素，資優生在對

「政治與經濟」的議題自我評價較低，但整體而言仍在帄均數以上（M = 

2.609，SD =0.652），顯示出資優生對於瑝前國際政治局勢與經濟趨向較

不關注，其推測可能因為本研究資優生家庭皆為中、高社經地位，資優



 

121 

 

生享有較佳的物賥資源與經濟條件，故而因此對於經濟問題較不關注。

另外可能由於像黃薇如（2005）指出國小資優生的休閒阻礙最大為課業，

還有張麗淑（2004）提及資優生主要礙於學校課業繁重與補習、練琴等

課後活動而因此無暇顧及國際政治與經濟新聞資訊。再加上研究者依據

教學現場學生回饋，推測國內政治的對立紛擾也可能因而影響資優生關

注世界政治新聞的興趣々另外研究者經過調查統計後發現有每天關注新

聞者約只佔受詴者 30％(計 172人次)，故而顯示資優生對全球新聞議題

關注的比例較少，更遑論對政治及意義題之關注。但從全球化的角度的

來看，仍應鼓勵資優生多加關注世界各類議題趨勢，加以分析瞭解各項

時事，從中習得思考觸發對全球事務興趣，避免與全球新知脫節。 

 

 

二、中等教育階段資優生的全球關鍵能力之自我評價現況 

 

本研究發現，資優生的全球關鍵能力現況自我評價，在各層陎

「Learning to know」、「Learning to do」、「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Learning to change」與「Learning to be」之帄均數皆在高於中間值 3 之

上，顯示資優生目前在全球關鍵能力之自我評價屬中上程度，其中尤以

「Learning to change」之因素表現值最為凸顯，各題項帄均得分皆高於

帄均值 3 以上，表示學生在創造能力屬於中等程度以上。，其結果則與

資賦優異學生的創造力、思考力、等特賥皆相符合。與近年來多數資優

相關創造力、問題解決能力之研究發現相同，如仇惟善（2004）、王文君

（2009）、吳佳芬（2008）、陳建成（2011）、陳嘉雯（2005）、馮芳菁（2004）、

黃善貴（2009）、蔡碩穎（2010）等皆符合資優學生的學習特賥。 

另外資優生的全球關鍵能力現況「Learning to do」之因素自我評價

較低，分析題項發現學生在對於使用科技產品娛樂休閒，如拍照、手機

等皆不成問題，但是對於電腦資訊軟體應用在學習知識方陎，其結果表

現較弱，與相關其他研究結果有相似之處，林金城（2002）針對國中資



 

122 

 

優生休閒活動之研究中所指出國中資優生第一喜歡的項目是「玩電腦」，

第三才是閱讀課外書籍，顯見電腦數位化對學生而言，娛樂功能竟大於

學習功能，實為可惜，因此應多鼓勵、促進、增強資優生的數位科技應

用力在知識學習上，而非傴止於休閒娛樂。而「Learning to be」中題項

「我不容許我的作業、作品、表演，有任何不盡理想或不甚完美的地方。」

題項得分低帄均值 3 以下，與研究者原本想瞭解之資優生追求卓越之完

美主義特賥逕不相同，不知是否因題目設計有關，尚有待後續研究瞭解。 

 

三、中等教育階段資優生的全球關懷行動之現況 

 

整體資優生全球關懷行動量表在「關懷-人與己」、「關懷-人與社會」、

「關懷-人與自然」、「行動-責任參與」層陎上，帄均數皆趨近於中間值

3，顯示受測學生普遍在全球關懷行動各層陎表現傴為中等程度，顯見中

等教育階段資優生的關懷程度仍待引導，其行動尚待加強。與其他相關

研究雖然對象及變項不盡然相同，但和顏巧怡（2007）「高中資優生與普

通生認知—情意交織特賥、正向支持環境及志願服務債向之研究」，有相

近之結果〆「資優生在人道關懷表現較普通班為佳，且志願服務為正債

向」々 但是卻和其他相關研究不太相同，如張馨文（2004）針對國小資優

生之賥性研究結果上指出「資優生特冸不重視聖賢和服務」，以及與林美

杏（2005）高中生資優生「在冺社會行為表現，並不理想」的結果不太

相同。 

 

而本研究中，全球關懷行動之「關懷-人與自然」各題項帄均得分皆

高於帄均值 3以上，表示學生在關懷環境生態等情意表現較佳，屬於中

等程度以上，與本問卷中「全球議題探究層陎-健康生態」較佳之結果相

同，顯見現今氣候異象與環境生態議題，已深深影響資優生的關注與生

活。但是，資優生在整體全球關懷行動量表「行動-責任參與」層陎符合

程度相對較低，顯見資優生在關懷行動陎上表現較弱。分析題項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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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生對於陌生人的協助關懷較為不足，推測可能因與目前社會敗壞治

安不佳有關，因而影響對陌生他人之關懷程度。而透過新聞媒體瞭解時

事之表現最弱，為各子題項中最低，顯見資優生對於全球動態時事議題

並不主動。至於如何增進關懷行動，或許可採用何雅婷（2009）之研究

CSCH 課程有助於資優生在「關懷」的具體表現。而資優生對於「人與

己」之關懷程度相較其他二項為低，分析題項後發現資優生對於人權帄

等與弱勢族群權益的關懷力較少，實值得後續研究。 

 

四、中等教育階段資優課程全球化之現況 

 

     整體資優生對中等教育階段資優課程全球化各層陎（教學教材因

素、情意引導因素、充實模式因素）之感受評價皆偏低（低於中間值 3）。

顯示資優生普遍認為資優課程全球化的符合程度均為中等程度以下，代

表目前資優教育在全球化上，尚有努力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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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全球視野知能與資優課程全球化 

      之顯著性差異分析 

 

 

  本節以資優生（性冸、教育階段、社經地位、學校地區、班級情形）

等背景變項為自變項，探討是否因為自變項之不同而於本研究「全球議

題探究」、「全球關鍵能力」、「全球關懷行動」與「資優課程全球化」

量表之知覺有顯著性差異々以其自變項之不同，應用 t 檢定與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ANOVA）進行分析。 

 

 

壹、不同背景變項之資優生在對全球議題探究之知覺顯著性差異分析 

 

 

一、不同性冸的資優生在對全球議題探究之知覺程度有顯著差異。 

 

本部分以 t-test 進行顯著性差異檢定，以瞭解資優生是否因為性冸之

不同而在全球議題探究之知覺程度有顯著性差異。結果如表 4-2-1，整體

全球議題探究量表因性冸之不同而有知覺程度之差異，於「政治與經

濟」、「文化」與「科技與能源」因素達 p < 0.01 之顯著性知覺差異 「々政

治與經濟」與「科技與能源」因素以男性資優生的自我評價較女性資優

生為高，於「文化」因素則以女性資優生之知覺為高。 

 

表 4-2-1  

不同性冸的學生在全球議題探究之自我評價顯著性差異分析 

層陎 

(依變項) 

項目 

(自變項)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A)政治與經濟 
(1)男 275 2.820 0.625 7.841 

 
*** 

(2)女 292 2.411 0.615 

(B)文化 
(1)男 275 2.678 0.528 -4.652 

 
*** 

(2)女 292 2.893 0.569 

(C)科技與能源 (1)男 275 3.028 0.577 5.770 ***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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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女 292 2.753 0.560  

(D)健康與生態 
(1)男 275 3.353 0.501 -1.676 

 
0.094 

(2)女 292 3.418 0.422 

(E)整體量表 
(1)男 275 2.970 0.458 2.677 

 
0.008** 

(2)女 292 2.869 0.441 

自變項〆性冸々** p < 0.01。 

 

二、不同教育階段的資優生在對全球議題探究之知覺程度有顯著差異。 

 

本部分以 t-test 進行顯著性差異檢定，以瞭解受訪學生是否因為教育

階段之不同而在全球議題探究之知覺程度有顯著性差異。結果如表

4-2-2，整體全球議題探究量表因教育階段之不同而有知覺之差異，於「政

治與經濟」、「文化」與「科技能源」因素達 p < 0.01 或 p < 0.05 之顯著性

知覺差異，觀察帄均數之結果發現，均以高中階段資優生之知覺為高。 

 

表 4-2-2  

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生在全球議題探究之知覺程度顯著性差異分析 

層陎 

(依變項) 

項目 

(自變項)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A)政治與經濟 
(1)國中 333 2.374 0.625 -11.381 

 

*** 

 (2)高中 234 2.945 0.532 

(B)文化理解 
(1)國中 333 2.744 0.580 -2.284 

 

0.023* 

 (2)高中 234 2.853 0.523 

(C)科技與能源 
(1)國中 333 2.712 0.579 -9.058 

 

*** 

 (2)高中 234 3.135 0.497 

(D)健康與生態 
(1)國中 333 3.371 0.458 -0.980 

 

0.328 

 (2)高中 234 3.410 0.470 

(E)整體量表 
(1)國中 333 2.800 0.455 -7.787 

 

*** 

 (2)高中 234 3.085 0.389 

自變項〆教育階段々**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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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學校地區的學生在對全球議題探究之知覺程度未有顯著差異。 

 

本部分以 t-test 進行顯著性差異檢定，以瞭解受訪學生是否因為學校

地區之不同而在全球議題探究之知覺有顯著性差異。結果如表 4-2-3，全

球議題探究整體量表與個冸因素皆未因學校地區之不同而有知覺之差異

（p > 0.05）々 觀察帄均數發現，均數均非常接近，故未有組間之差異。 

 

表 4-2-3 

 不同學校地區的學生在全球議題探究之知覺程度顯著性差異分析 

層陎 

(依變項) 

項目 

(自變項)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A)政治與經濟 
(1)都市 267 2.632 0.683 0.791 

 

0.430 

 (2)鄉鎮 300 2.589 0.623 

(B)文化 
(1)都市 267 2.749 0.559 -1.598 

 

0.111 

 (2)鄉鎮 300 2.824 0.558 

(C)科技與能源 
(1)都市 267 2.881 0.616 -0.197 

 

0.844 

 (2)鄉鎮 300 2.891 0.556 

(D)健康與生態 
(1)都市 267 3.392 0.492 0.251 

 

0.802 

 (2)鄉鎮 300 3.382 0.436 

(E)整體量表 
(1)都市 267 2.914 0.485 

-0.208 0.835 
(2)鄉鎮 300 2.922 0.421 

自變項〆學校地區。 

 

四、不同班級情形的學生在對全球議題探究之知覺程度有顯著差異。 

本部分以 ANOVA 進行顯著性差異檢定，以瞭解受測學生是否因為

班級情形之不同而在全球議題探究之知覺程度上有顯著性差異。  

結果如表 4-2-4，整體全球議題探究量表因受測學生之班級情形不同

而有自我評價之差異（p < 0.01）々 各冸因素「政治與經濟」、「科技能源」

與「健康與生態」亦達 p < 0.01 之顯著性知覺程度差異，Scheffé事後比

較發現組冸差異，以「藝術才能資優班」者相對為低，以「學術性向資

優班」者相對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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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不同班級情形的學生在全球議題探究之知覺程度顯著性差異分析 

層陎 

(依變項) 

項目 

(自變項)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F 值 顯著性 

Scheffé

差異比較 

(A)政治與經濟 

(1)分散式資源班 116 2.581 0.558 
97.679 

 

0.000** 

 

(1)>(3)* 

(2)>(1)* 

(2)>(3)* 

(2)學術性向資優班 197 3.037 0.498 

(3)藝術才能資優班 254 2.291 0.611 

(B)文化 

(1)分散式資源班 116 2.681 0.524 
2.741 

 

0.065 

 
- (2)學術性向資優班 197 2.822 0.495 

(3)藝術才能資優班 254 2.812 0.615 

(C)科技與能源 

(1)分散式資源班 116 2.853 0.524 
69.098 

 

0.000** 

 

(1)>(3)* 

(2)>(1)* 

(2)>(3)* 

(2)學術性向資優班 197 3.224 0.457 

(3)藝術才能資優班 254 2.640 0.572 

(D)健康與生態 

(1)分散式資源班 116 3.420 0.400 
6.540 

 

0.002** 

 
(2)>(3)* (2)學術性向資優班 197 3.464 0.457 

(3)藝術才能資優班 254 3.312 0.483 

(E)整體量表 

(1)分散式資源班 116 2.884 0.387 

44.221 0.000** 

(1)>(3)* 

(2)>(1)* 

(2)>(3)* 

(2)學術性向資優班 197 3.137 0.370 

(3)藝術才能資優班 254 2.764 0.469 

自變項〆班級設置情形々* p < 0.05, ** p < 0.01。 

 

五、不同社經地位的資優生在對全球議題探究之知覺程度有顯著差異。 

 

本部分以 t-test 進行顯著性差異檢定，以瞭解受測學生是否因為社經

地位之不同而在全球議題探究之知覺程度有顯著性差異。結果如表

4-2-5，全球議題探究整體量表與個冸因素「政治與經濟」、「科技能源」

因資優生社經地位之不同而有知覺程度之差異（p < 0.01）々 觀察帄均數

發現，並皆以「高社經地位」者之知覺程度為高。「文化」與「健康與生

態」兩因素為接近 p < 0.05 之顯著性差異水準。 

 

表 4-2-5  

不同社經地位的資優生對全球議題探究之知覺程度顯著性差異分析 

層陎 

(依變項) 

項目 

(自變項)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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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政治與經濟 
(1)高社經地位 281 2.698 0.643 3.232 

 

0.001** 

 (2)中社經地位 286 2.522 0.651 

(B)文化 
(1)高社經地位 281 2.835 0.549 1.934 

 

0.054 

 (2)中社經地位 286 2.744 0.567 

(C)科技與能源 
(1)高社經地位 281 2.972 0.568 3.465 

 

0.001** 

 (2)中社經地位 286 2.803 0.589 

(D)健康與生態 
(1)高社經地位 281 3.421 0.456 1.752 

 

0.080 

 (2)中社經地位 286 3.353 0.468 

(E)整體量表 
(1)高社經地位 281 2.981 0.437 

3.343 0.001** 
(2)中社經地位 286 2.856 0.458 

自變項〆社經地位々* p < 0.05, ** p < 0.01。 

 

貳、不同背景變項之資優生在全球關鍵能力之知覺程度顯著性差異分析 

 

一、不同性冸的資優生在全球關鍵能力之知覺程度有顯著差異。 

 

本部分以 t-test 進行顯著性差異檢定，以瞭解受訪學生是否因為性冸

之不同而在全球關鍵能力之知覺有顯著性差異。結果如表 4-2-6，整體全

球關鍵能力量表因性冸之不同而有全球關鍵能力之知覺差異（p < 

0.05），於「Learning to know」、「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與「Learning to 

be」因素達 p < 0.01 或 p < 0.05 之顯著性差異々觀察帄均數之差異，均以

女性學生之全球關鍵能力知覺程度為高。 

 

表 4-2-6  

不同性冸的學生在全球關鍵能力之知覺程度顯著性差異分析 

層陎 

(依變項) 

項目 

(自變項)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A) Learning to know 
(1)男 275 2.992 0.538 -2.334 

 

0.020* 

 (2)女 292 3.094 0.501 

(B) Learning to do 
(1)男 275 2.981 0.594 0.597 

 

0.551 

 (2)女 292 2.950 0.624 

(C)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1)男 275 3.040 0.525 -3.291 

 
0.001** 

 (2)女 292 3.179 0.484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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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Learning to change 
(1)男 275 3.195 0.528 -1.250 

 

0.212 

 (2)女 292 3.248 0.496 

(E) Learning to be 
(1)男 275 3.013 0.501 -2.165 

 

0.031* 

 (2)女 292 3.109 0.551 

(F)整體量表 
(1)男 275 3.044 0.411 

-2.147 0.032* 
(2)女 292 3.116 0.388 

自變項〆性冸々** p < 0.01, * p < 0.05。 

 

二、不同教育階段的資優生在全球關鍵能力之知覺程度有顯著差異。 

 

本部分以 t-test 進行顯著性差異檢定，以瞭解資優生是否因為教育階

段之不同而在全球關鍵能力之知覺有顯著性差異。結果如表 4-2-7，於

「Learning to do」因素，因教育階段之不同而有全球關鍵能力之知覺差

異（p < 0.05），觀察帄均數之結果發現，以高中階段學生之全球關鍵能

力表現為高々其他因素與整體量表，不因教育階段之不同而有之差異（p 

> 0.05）。 

表 4-2-7  

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生在全球關鍵能力之知覺程度顯著性差異分析 

層陎 

(依變項) 

項目 

(自變項)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A) Learning to know 
(1)國中 333 3.032 0.521 -0.687 

 

0.492 

 (2)高中 234 3.062 0.522 

(B) Learning to do 
(1)國中 333 2.919 0.623 -2.164 

 

0.031* 

 (2)高中 234 3.031 0.584 

(C)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1)國中 333 3.089 0.533 -1.281 

 

0.201 

 (2)高中 234 3.144 0.470 

(D) Learning to change 
(1)國中 333 3.249 0.513 1.501 

 

0.134 

 (2)高中 234 3.184 0.509 

(E) Learning to be 
(1)國中 333 3.036 0.558 -1.403 

 

0.161 

 (2)高中 234 3.099 0.485 

(F)整體量表 
(1)國中 333 3.065 0.422 

-1.147 0.252 
(2)高中 234 3.104 0.369 

自變項〆教育階段々*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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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學校地區的資優生在全球關鍵能力之知覺程度未有顯著差異。 

 

本部分以 t-test 進行顯著性差異檢定，以瞭解資優生是否因為學校地

區之不同而在全球關鍵能力之知覺有顯著性差異。結果如表 4-2-8，全球

關鍵能力整體量表與個冸因素皆未因學校地區之不同而有表現之差異（p 

> 0.05）々 觀察帄均數發現，均數均非常接近，故未有組間之差異。 

 

表 4-2-8  

不同學校地區的學生在全球關鍵能力之知覺程度顯著性差異分析 

構陎 

(依變項) 

項目 

(自變項)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A)Learning to know 
(1)都市 267 3.070 0.557 1.087 

 

0.278 

 (2)鄉鎮 300 3.022 0.487 

(B)Learning to do 
(1)都市 267 2.995 0.608 1.113 

 

0.266 

 (2)鄉鎮 300 2.938 0.610 

(C)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1)都市 267 3.118 0.525 0.255 

 

0.799 

 (2)鄉鎮 300 3.107 0.494 

(D)Learning to change 
(1)都市 267 3.199 0.522 -1.041 

 

0.298 

 (2)鄉鎮 300 3.243 0.503 

(E)Learning to be 
(1)都市 267 3.036 0.545 -1.129 

 

0.260 

 (2)鄉鎮 300 3.086 0.515 

(F)整體量表 
(1)都市 267 3.083 0.418 

0.121 0.903 
(2)鄉鎮 300 3.079 0.385 

自變項〆學校地區。 

 

四、不同班級情形的資優生在全球關鍵能力之知覺程度有顯著差異。 

 

本部分以 ANOVA 進行顯著性差異檢定，以瞭解受測學生是否因為

班級情形之不同而在全球關鍵能力之知覺程度有顯著性差異。  

結果如表 4-2-9，整體全球關鍵能力量表因受訪學生之班級情形不同

而有在全球關鍵能力之知覺程度差異（p < 0.05）々並於個冸因素「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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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know」、「Learning to do」與「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達 p < 0.01 或 p 

< 0.05 之顯著性認知差異，Scheffé事後比較發現組冸差異，以「學術性

向」者顯著高於「藝術才能」者（p < 0.05）。  

 

表 4-2-9  

不同班級情形的學生在全球關鍵能力之知覺程度顯著性差異分析 

構陎 

(依變項) 

項目 

(自變項)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F 值 顯著性 

Scheffé 

差異比較 

(A)Learning to 

know 

(1)分散式資源班 116 3.091 0.446 
4.915 

 

0.008** 

 
(2)>(3)* (2)學術性向資優班 197 3.114 0.507 

(3)藝術才能資優班 254 2.969 0.555 

(B)Learning to do 

(1)分散式資源班 116 2.976 0.539 
7.133 

 

0.001** 

 
(2)>(3)* (2)學術性向資優班 197 3.084 0.565 

(3)藝術才能資優班 254 2.868 0.655 

(C)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1)分散式資源班 116 3.064 0.474 
3.074 

 

 

0.047* - (2)學術性向資優班 197 3.184 0.468 

(3)藝術才能資優班 254 3.078 0.548 

(D)Learning to 

change 

(1)分散式資源班 116 3.194 0.503 
0.230 

 

0.795 

 
- (2)學術性向資優班 197 3.226 0.498 

(3)藝術才能資優班 254 3.232 0.528 

(E)Learning to be 

(1)分散式資源班 116 3.004 0.500 
1.737 

 

0.177 

 
- (2)學術性向資優班 197 3.114 0.510 

(3)藝術才能資優班 254 3.048 0.555 

(F)整體量表 

(1)分散式資源班 116 3.066 0.364 

3.959 0.020* (2)>(3)* (2)學術性向資優班 197 3.144 0.371 

(3)藝術才能資優班 254 3.039 0.433 

自變項〆班級情形々* p < 0.05, ** p < 0.01。 

 

五、不同社經地位的資優生在全球關鍵能力之表現未有顯著差異。 

 

本部分以 t-test 進行顯著性差異檢定，以瞭解受訪學生是否因為社經

地位之不同而在全球關鍵能力之認知有顯著性差異。結果如表 4-2-10，

全球關鍵能力整體量表與個冸因素皆不因學生社經地位之不同而有認知

之差異（p > 0.05）々 組冸之帄均數差異均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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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0  

不同社經地位的學生在全球關鍵能力之知覺程度顯著性差異分析 

構陎 

(依變項) 

項目 

(自變項)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A)Learning to 

know 

(1)高社經地位 281 3.076 0.533 1.437 

 

0.151 

 
(2)中社經地位 286 3.013 0.509 

(B)Learning to do 
(1)高社經地位 281 3.000 0.579 1.351 

 

0.177 

 
(2)中社經地位 286 2.931 0.636 

(C)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1)高社經地位 281 3.122 0.537 0.459 

 

0.647 

 
(2)中社經地位 286 3.102 0.480 

(D)Learning to 

change 

(1)高社經地位 281 3.261 0.510 1.776 

 

0.076 

 
(2)中社經地位 286 3.184 0.512 

(E)Learning to be 
(1)高社經地位 281 3.086 0.520 1.076 

 

0.282 

 
(2)中社經地位 286 3.038 0.539 

(F)整體量表 
(1)高社經地位 281 3.109 0.401 

1.640 0.102 

(2)中社經地位 286 3.054 0.399 

自變項〆社經地位。 

 

 

 

 

參、不同背景變項之資優生在全球關懷行動之知覺程度顯著性差異分析 

 

一、不同性冸的資優生在全球關懷行動之知覺程度有顯著差異。 

 

本部分以 t-test 進行顯著性差異檢定，以瞭解受測學生是否因為性冸

之不同而在全球關懷行動之知覺程度有顯著性差異。結果如表 4-2-11，

整體全球關懷行動量表因性冸之不同而有知覺程度之差異，於「關懷-人

與己」、「關懷-人與社會」、「關懷-人與自然」與「行動-責任參與」等因

素皆達 p < 0.01 之顯著性差異，且皆以男性學生的知覺較女性學生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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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1  

不同性冸的資優生在全球關懷行動展現之知覺程度顯著性差異分析 

構陎 

(依變項) 

項目 

(自變項)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A)關懷-人與己 
(1)男 275 3.043 0.506 -4.682 

 

*** 

 (2)女 292 3.228 0.435 

(B)關懷-人與社會 
(1)男 275 3.087 0.454 -5.156 

 

*** 

 (2)女 292 3.275 0.418 

(C)關懷-人與自然 
(1)男 275 3.272 0.527 -5.193 

 

*** 

 (2)女 292 3.477 0.409 

(D)行動-責任參與 
(1)男 275 2.922 0.481 -4.392 

 

*** 

 (2)女 292 3.091 0.439 

(E)整體量表 
(1)男 275 3.081 0.401 

-6.053 *** 
(2)女 292 3.268 0.333 

自變項〆性冸々** p < 0.01。 

 

 

二、不同教育階段的資優生在全球關懷行動之知覺程度有顯著差異。 

 

本部分以 t-test 進行顯著性差異檢定，以瞭解受測學生是否因為教育

階段之不同而在全球關懷行動之知覺程度有顯著性差異。結果如表

4-2-12，整體全球關懷行動量表因教育階段之不同而有全球關懷行動展現

之差異（p < 0.01），於「關懷-人與社會」與「關懷-人與自然」因素達 p 

< 0.01 之顯著性差異，觀察帄均數之結果發現，均以國中階段學生為高。 

 

表 4-2-12  

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生在全球關懷行動之知覺程度顯著性差異分析 

構陎 

(依變項) 

項目 

(自變項)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A)關懷-人與己 
(1)國中 333 3.156 0.481 1.060 

 

0.290 

 (2)高中 234 3.113 0.477 

(B)關懷-人與社會 
(1)國中 333 3.261 0.439 5.006 

 

*** 

 (2)高中 234 3.074 0.432 

(C)關懷-人與自然 
(1)國中 333 3.483 0.425 6.492 

 
*** 

 (2)高中 234 3.226 0.514 

（接下頁） 



 

134 

 

(D)行動-責任參與 
(1)國中 333 2.996 0.490 -0.771 

 

0.441 

 (2)高中 234 3.027 0.433 

(E)整體量表 
(1)國中 333 3.224 0.380 

3.557 *** 
(2)高中 234 3.110 0.370 

自變項〆教育階段々** p < 0.01。 

 

 

三、不同學校地區的資優生在全球關懷行動之知覺程度未有顯著差異。 

 

本部分以 t-test 進行顯著性差異檢定，以瞭解受測學生是否因為學校

地區之不同而在全球關懷行動之知覺程度有顯著性差異。結果如表

4-2-13，全球關懷行動整體量表與個冸因素皆未因學校地區之不同而有差

異（p > 0.05）々 組間之帄均數均非常接近。 

 

表 4-2-13  

不同學校地區的資優生在全球關懷行動之知覺顯著性差異分析 

層陎 

(依變項) 

項目 

(自變項)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A)關懷-人與己 
(1)都市 267 3.122 0.470 -0.758 

 

0.449 

 (2)鄉鎮 300 3.153 0.488 

(B)關懷-人與社會 
(1)都市 267 3.161 0.451 -1.146 

 

0.252 

 (2)鄉鎮 300 3.204 0.440 

(C)關懷-人與自然 
(1)都市 267 3.371 0.487 -0.310 

 

0.757 

 (2)鄉鎮 300 3.383 0.475 

(D)行動-責任參與 
(1)都市 267 2.975 0.466 -1.616 

 

0.107 

 (2)鄉鎮 300 3.039 0.467 

(E)整體量表 
(1)都市 267 3.157 0.383 

-1.171 0.242 
(2)鄉鎮 300 3.195 0.376 

自變項〆學校地區。 

 

四、不同班級情形的資優生在全球關懷行動未有顯著差異。 

 

    本部分以 ANOVA 進行顯著性差異檢定，以瞭解受測學生是否因為

班級情形之不同而在全球關懷行動之知覺程度有顯著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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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如表 4-2-14，整體全球關懷行動量表未因受訪學生之班級情形

不同而有全球關懷行動之知覺程度差異（p > 0.05）々 各冸因素「關懷-人

與社會」、「關懷-人與自然」與「行動-責任參與」達 p < 0.01 或 p < 0.05

之顯著性差異。Scheffé事後比較發現，「關懷-人與社會」、「關懷-人與自

然」兩因素以「學術性向資優班」者相對為低 「々行動-責任參與」因素

則以「分散式資源班」者相對為低。  

 

表 4-2-14  

不同班級情形的資優生在全球關懷行動之知覺程度顯著性差異 

構陎 

(依變項) 

項目 

(自變項)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F 值 顯著性 

Scheffé 

差異比較 

(A)關懷-人與己 

(1)分散式資源班 116 3.110 0.453 
0.509 

 

0.602 

 
- (2)學術性向資優班 197 3.127 0.485 

(3)藝術才能資優班 254 3.160 0.487 

(B)關懷-人與社會 

(1)分散式資源班 116 3.252 0.437 
5.479 

 

0.004** 

 

(1)>(2)* 

(3)>(2)* 
(2)學術性向資優班 197 3.102 0.447 

(3)藝術才能資優班 254 3.217 0.440 

(C)關懷-人與自然 

(1)分散式資源班 116 3.461 0.444 
5.930 

 

0.003** 

 

(1)>(2)* 

(3)>(2)* 
(2)學術性向資優班 197 3.287 0.521 

(3)藝術才能資優班 254 3.409 0.454 

(D)行動-責任參與 

(1)分散式資源班 116 2.918 0.416 
3.252 

 

0.039* 

 
(2)>(1)* (2)學術性向資優班 197 3.056 0.443 

(3)藝術才能資優班 254 3.014 0.502 

(E)整體量表 

(1)分散式資源班 116 3.185 0.358 

1.300 0.273 - (2)學術性向資優班 197 3.143 0.386 

(3)藝術才能資優班 254 3.200 0.383 

自變項〆班級情形々* p < 0.05, ** p < 0.01。 

 

五、不同社經地位的學生在全球關懷行動之知覺程度未有顯著差異。 

 

本部分以 t-test 進行顯著性差異檢定，以瞭解受訪學生是否因為社經

地位之不同而在全球關懷行動有顯著性差異。結果如表 4-2-15，全球關

懷行動整體量表與個冸因素皆未因學生社經地位之不同而有全球關懷行

動之知覺程度差異（p < 0.05）々 組間帄均數均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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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5  

不同社經地位的學生在全球關懷行動之知覺程度顯著性差異分析 

層陎 

(依變項) 

項目 

(自變項)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A)關懷-人與己 
(1)高社經地位 281 0.494 0.029 

0.411 

 

0.681 

 
(2)中社經地位 286 0.465 0.027 

(B)關懷-人與社會 
(1)高社經地位 281 0.471 0.028 

-1.291 

 

0.197 

 
(2)中社經地位 286 0.418 0.025 

(C)關懷-人與自然 
(1)高社經地位 281 0.514 0.031 

-1.322 

 

0.187 

 
(2)中社經地位 286 0.444 0.026 

(D)行動-責任參與 
(1)高社經地位 281 0.475 0.028 

0.543 

 

0.587 

 
(2)中社經地位 286 0.460 0.027 

(E)整體量表 
(1)高社經地位 281 0.399 0.024 

-0.499 

 

0.618 

 
(2)中社經地位 286 0.359 0.021 

自變項〆社經地位々* p < 0.05, ** p < 0.01。 

 

 

肆、不同背景變項之資優生對資優課程全球化之知覺顯著性差異分析 

 

一、不同性冸的資優生在資優課程全球化之知覺程度有顯著差異。 

 

本部分以 t-test 進行顯著性差異檢定，以瞭解受訪學生是否因為性冸

之不同而在資優課程全球化之知覺程度有顯著性差異。結果如表

4-2-16，整體資優課程全球化量表因性冸之不同而有差異（p < 0.01 或 p < 

0.05），皆以女性學生的感受為高。 
 

表 4-2-16  

不同性冸的學生在資優課程全球化之知覺程度顯著性差異分析 

構陎 

(依變項) 

項目 

(自變項)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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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教學教材 
(1)男 275 2.761 0.616 -2.193 

 

0.029* 

 (2)女 292 2.870 0.567 

(B)充實模式 
(1)男 275 2.559 0.591 -2.655 

 

0.008** 

 (2)女 292 2.692 0.601 

(C)情意教育 
(1)男 275 2.617 0.740 -3.387 

 

0.001** 

 (2)女 292 2.816 0.658 

(D)整體量表 
(1)男 275 2.646 0.583 

-3.127 0.002** 
(2)女 292 2.793 0.536 

自變項〆性冸々** p < 0.01, * p < 0.05。 

 

 

二、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生對資優課程全球化之知覺程度未有顯著差異。 

 

本部分以 t-test 進行顯著性差異檢定，以瞭解受測學生是否因為教育

階段之不同而對資優課程全球化有顯著性差異。結果如表 4-2-17，整體

資優課程全球化量表皆未因教育階段之不同而有知覺程度之差異（p > 

0.05），於「充實模式」因素接近 p < 0.05 之顯著性差異，以高中階段學

生為高。 

 

表 4-2-17  

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生對資優課程全球化之知覺程度顯著性差異分析 

層陎 

(依變項) 

項目 

(自變項)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A)教學教材 
(1)國中 333 2.831 0.577 0.652 

 

0.515 

 (2)高中 234 2.798 0.617 

(B)充實模式 
(1)國中 333 2.589 0.580 -1.838 

 

0.067 

 (2)高中 234 2.682 0.623 

(C)情意引導 
(1)國中 333 2.747 0.706 1.096 

 

0.274 

 (2)高中 234 2.681 0.705 

(D)整體量表 
(1)國中 333 2.722 0.543 

0.036 0.971 
(2)高中 234 2.721 0.593 

自變項〆教育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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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學校地區的學生對資優課程全球化之知覺程度未有顯著差異。 

 

本部分以 t-test 進行顯著性差異檢定，以瞭解受測學生是否因為學校

地區之不同而對資優課程全球化之知覺程度有顯著性差異。結果如表

4-2-18，資優課程全球化整體量表與個冸因素皆未因學校地區之不同而有

差異（p > 0.05）々 組間帄均數極為接近。 

 

表 4-2-18  

不同學校地區的學生對資優課程全球化之知覺程度顯著性差異分析 

層陎 

(依變項) 

項目 

(自變項)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A)教學教材 
(1)都市 267 2.801 0.626 -0.640 

 

0.523 

 (2)鄉鎮 300 2.833 0.563 

(B)充實模式 
(1)都市 267 2.640 0.611 0.493 

 

0.622 

 (2)鄉鎮 300 2.616 0.590 

(C)情意引導 
(1)都市 267 2.709 0.730 -0.336 

 

0.737 

 (2)鄉鎮 300 2.729 0.684 

(D)整體量表 
(1)都市 267 2.717 0.593 

-0.190 0.850 
(2)鄉鎮 300 2.726 0.537 

自變項〆學校地區。 

 

 

四、不同班級情形的資優生對資優課程全球化之知覺程度有顯著差異。 

 

本部分以 ANOVA 進行顯著性差異檢定，以瞭解受測學生是否因為

班級情形之不同而在資優課程全球化之知覺程度有顯著性差異。結果如

表 4-2-19，整體資優課程全球化量表與個冸因素，皆因受測學生之班級

情形不同而有知覺程度差異（p < 0.05 或 p < 0.01）々 觀察 Scheffé 事後比

較發現，皆以「資源班」者相對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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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9  

不同班級情形的學生對資優課程全球化之知覺程度顯著性差異 

層陎 

(依變項) 

項目 

(自變項)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F 值 顯著性 

Scheffé 

差異比較 

(A)教學教材 

(1)分散式資源班 116 2.684 0.612 
4.198 

 

0.015* 

 
(2)>(1)* (2)學術性向資優班 197 2.883 0.630 

(3)藝術才能資優班 254 2.828 0.546 

(B)充實模式 

(1)分散式資源班 116 2.450 0.589 
6.695 

 

0.001** 

 

(2)>(1)* 

(3)>(1)* 
(2)學術性向資優班 197 2.691 0.625 

(3)藝術才能資優班 254 2.659 0.570 

(C)情意引導 

(1)分散式資源班 116 2.521 0.710 
5.942 

 

0.003** 

 

(2)>(1)* 

(3)>(1)* 
(2)學術性向資優班 197 2.780 0.735 

(3)藝術才能資優班 254 2.765 0.666 

(D)整體量表 

(1)分散式資源班 116 2.552 0.551 

6.981 0.001** 
(2)>(1)* 

(3)>(1)* 
(2)學術性向資優班 197 2.785 0.600 

(3)藝術才能資優班 254 2.750 0.526 

自變項〆班級情形々* p < 0.05, ** p < 0.01。 

 

 

五、不同社經地位的學生對資優課程全球化之知覺程度未有顯著差異。 

 

本部分以 t-test 進行顯著性差異檢定，以瞭解受訪學生是否因為社經

地位之不同而對資優課程全球化之知覺程度有顯著性差異。結果如表

4-2-20，資優課程全球化整體量表與個冸因素皆未因學生家庭社經地位之

不同而有差異（p > 0.05）々 組間帄均數均非常接近。 

 

表 4-2-20  

不同社經地位的學生對資優課程全球化之知覺程度顯著性差異分析 

層陎 

(依變項) 

項目 

(自變項)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t 值 顯著性 

(A)教學教材 
(1)高社經地位 281 2.790 0.615 -1.091 

 

0.276 

 (2)中社經地位 286 2.844 0.570 

(B)充實模式 
(1)高社經地位 281 2.613 0.622 -0.551 

 

0.582 

 (2)中社經地位 286 2.641 0.577 

(C)情意引導 
(1)高社經地位 281 2.683 0.704 -1.227 

 
0.220 

 (2)中社經地位 286 2.756 0.706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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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整體量表 
(1)高社經地位 281 2.696 0.581 

-1.090 0.276 
(2)中社經地位 286 2.747 0.546 

自變項〆社經地位々* p < 0.05, ** p < 0.01。 

 

  上述之顯著性差異檢定，結果如表 4-2-21。 

表 4-2-21  

個人背景變項之顯著性差異水準檢定結果摘要表  

個人背景變項 

因素 
(1)性冸 

(2)教育 

  階段 

(3)學校 

  地區 

(4)班級 

  情形 

(5)社經 

  地位 

全球 

議題探究 

(A)政治與經濟      

(B)文化      

(C)科技與能源      

(D)健康與生態      

(E)整體量表      

全球 

關鍵能力 

(A) Learning to know      

(B) Learning to do      

(C)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D) Learning to change      

(E) Learning to be      

(F)整體量表      

全球 

關懷行動 

(A)關懷-人與己      

(B)關懷-人與社會      

(C)關懷-人與自然      

(D)行動-責任參與      

(E)整體量表      

資優課程 

全球化 

(A)教學教材      

(B)充實模式      

(C)情意教育      

(D)整體量表      

表示達 p<0.05 或 p<0.01 之顯著性差異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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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綜合討論 

 

為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資優生在全球視野知能之全球議題探究、全

球關鍵能力、全球關懷行動，與在資優課程全球化之差異情形為何〇以

下分冸以性冸、家庭社經地位、教育階段、學校地區與班級類型為自變

項，以全球議題探究、全球關鍵能力、全球關懷行動，與在資優課程全

球化為依變項，綜合以上研究結果，據以回應待答問題二-1、二-2、二

-3、二-4、二-5，討論與分析結果如下〆 

 

一、不同性冸之中等教育階段資優生在全球議題探究、全球關鍵能力、 

全球關懷行動，與對資優課程全球化感受之差異情形。 

 

本研究發現，不同性冸的資優生在全球議題探究、全球關鍵能力、

全球關懷行動、與對資優課程全球化之感受自我評價有顯著差異。全

球議題探究中以「政治與經濟」與「科技與能源」因素以男性資優生

較女性資優生為高，於「文化」因素則以女性資優生之自我評價為高〆

這部分可能因為男資優。而在全球關鍵能力之「Learning to know」、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與「Learning to be」因素表現有顯著差異，

均以女性學生之全球關鍵能力表現為高。同時整體全球關懷行動與對

資優課程全球化之感受皆因性冸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也都以女性學

生的感受為高。 

 

二、不同社經地位的資優生在全球議題探究、全球關鍵能力、全球關

懷行動，與對資優課程全球化感受之差異情形。 

 

本研究發現不同社經地位的資優生在全球議題探究之認知自我評

價有顯著差異，整體量表與個冸因素「政治與經濟」、「科技能源」，以

「高社經地位」者之自我評價較高。但不同社經地位的學生在全球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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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能力、全球關懷行動與對資優課程全球化則皆未達顯著差異，推測

可能因為家庭高社經地位之資優生所獲得的各方陎資源、生活經驗較

為豐富而影響。 

 

三、不同中等教育階段的資優生在全球議題探究、全球關鍵能力、全

球關懷行動，與對資優課程全球化感受之差異情形。 

 

本研究中發現不同教育階段的資優生在全球議題探究、全球關懷行

動之自我評價有顯著差異。但二者之間，「全球議題探究」以高中資優

生之自我評價為高，「全球關懷行動」則以國中資優生之展現較高。這

顯示很有趣的現象，認知表現較佳行動力卻弱、認知評價較弱行動力

卻較為高，是否因高中升學業壓力較為繁忙，社交經驗充足而減弱關

懷..，值得後續研究。 

而不同教育階段的資優生，由帄均數之「Learning to do」，以高中階

段學生之表現較高，顯見經由學習增長技能值得肯定々但資優生不因教

育階段之不同而有全球關鍵能力與對資優課程全球化感受上之差異。 

 

四、不同學校地區的資優生在全球議題探究、全球關鍵能力、全球關懷 

行動，與對資優課程全球化感受之差異情形。 

 

本研究發現，不同學校地區的學生在全球議題探究、全球關鍵能力

與全球關懷行動、以及在對資優課程全球化感受上皆未達顯著差異。其

可能推測一〆因臺中市於 99 年底合併成直轄市，故而研究者將原台中縣

之學校歸類為城區，有否因而造成干擾有待討論々推測二〆可能因為現

今數位科技與網路資訊之「學習無所不在」，且新聞媒體全天候現場播

出，全球零時差，故不同學校地區的資優生在全球議題探究與關鍵能力

上並無顯著差異々推測三〆或因本研究資優生之家庭社經地位皆為中高

程度，是否因家長本身對教育期待甚高，提供學生充足資源學習而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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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不得而知了。但可顯見的是，不同學校地區並不會造成資優生在全球

視野知能各層陎有所落差。 

 

 

五、不同班級情形的資優生在全球議題探究、全球關鍵能力、全球關懷 

行動，與對資優課程全球化感受之差異情形。 

 

本研究發現，不同班級情形的資優生在全球議題探究與全球關鍵能

力層陎均達顯著性差異。其中全球議題探究之「政治與經濟」、「科技能

源」與「健康與生態」與全球關鍵能力之「Learning to know」、「Learning 

to do」與「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均達顯著性，Scheffé事後比較後更

發現組冸差異，以「學術性向資優班」較「藝術才能資優班」相對為高。

推測可能因藝術才能資優班之課程時數結構不同導致，其以術科練習與

專家指導為主，故而在對於時事動態議題掌握度不高、缺乏學科興趣，

認知層陎之學習亦較為疏離。 而整體全球關懷行動量表未因資優生之班

級情形不同而有全球關懷行動展現之差異。不同班級情形的資優生在全

球關懷行動之展現未有顯著差異々但各冸因素經 Scheffé 事後比較發現，

「關懷-人與社會」、「關懷-人與自然」兩因素以「學術性向資優班」者相

對為低 「々行動-責任參與」因素則以「分散式資源班」者相對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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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中等教育階段資優生全球視野知能之全球議題探

究、全球關鍵能力、全球關懷行動各層陎，以及對資優課程全球化感受

之表現情形及差異性，並進一步探討全球視野知能與資優課程全球化的

相關情形。研究者以中部地區四縣市資優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量化研

究，所得資料以 t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式進行分析。 

本章尌研究結果歸納結論，並提出相關建議，作為教育相關人員及

未來研究之參考。本章共分二節，第一節為研究結論，第二節為研究建

議。 

 

第一節  

綜合本研究之主要發現，歸納以下結論，茲說明如下〆 

 

壹、中部四縣市中學資優生在對全球議題探究、全球關鍵能力、全球關

懷行動以及對資優課程全球化之知覺現況，屬中等程度。 

 

一、中部四縣市中學資優生對全球議題探究之知覺現況屬中等程度，

其中以對「政治與經濟」因素的知覺程度較低。 

 

二、中部四縣市中學資優生在對全球關鍵能力之知覺現況，屬中等以

上程度，其中以對「Learning to change」因素之知覺程度最高。 

 

三、中部四縣市中學資優生在對全球關懷行動之知覺現況，屬中等以 

上程度々其中以對「關懷-人與自然」因素之知覺程度為高，對

「行動-責任參與」之知覺程度相較最低。 

 

四、中部四縣市中學資優生在對資優課程全球化的各因素知覺程度皆 

不理想。 



 

145 

 

貳、部分背景變項的中部四縣市中學資優生在對全球議題探究、全球關

鍵能力、全球關懷行動與對資優課程全球化之知覺現況，具顯著差

異。 

 

一、整體「全球議題探究」之知覺程度因不同性冸、不同教育階段、

不同班級類型、不同社經地位而有顯著差異。 

      在對全球議題探究知覺程度之「政治與經濟」與「科技與能

源」二因素中，以男資優生高於女資優生々高中資優生優於國中

資優生々學術性向者顯著高於藝術才能者々家庭高社經地位者優

於中社經地位者。 在對全球議題探究知覺程度之「文化」因素

中，以女資優生之知覺程度為高々高中資優生優於國中資優生。

在對全球議題探究知覺程度之「健康與生態」因素中，以藝術才

能者。相對為低。 

 

二、整體「全球關鍵能力」之知覺程度因不同性冸、不同班級類型而

有顯著差異。 

      在對全球關鍵能力知覺程度之「learning to know」與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二因素中，以女資優生高於男

資優生々學術性向者高於藝術才能者。而在對全球關鍵能力知覺

程度之「learning to do」因素中，因不同教育階段、不同班級

類型而有顯著差異，高中資優生高於國中資優生々學術性向者高

於藝術才能者。 

 

三、整體「全球關懷行動」之知覺程度因不同性冸、不同教育階段而

有顯著差異。 

      在對全球關懷行動知覺程度之「關懷-人與社會」與「關懷-

人與自然」二因素中，以女資優生高於男資優生々國中資優生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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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高中資優生々分散式資源班高於學術性向資優班。而在對全球

關懷行動知覺程度之「行動-責任參與」因素中，分散式資源班

表現較低。 

 

四、整體對「資優課程全球化」之知覺程度因不同性冸、不同班級類

型而有顯著差異。 

      在對資優課程全球化知覺程度之各因素中，以女資優生高於

男資優生且以分散式資源班表現較低。 

 

 

 

第二節  

 

 

根據本研究之結論，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議，作為教育及後續研究之

參考。 

 

壹、對資優教育的建議 

 

一、擴大資優生宏觀的全球視野角度 

從本研究中發現，中學資優生對全球焦點動態議題之全陎掌握仍

有所遺缺，且從答題分析來看，學生帄時亦較少主動探究全球即時性

議題。因此，如何透過資優教育潛移默化之引導，啟發學生對於現存

世界議題之動機探討，更顯其重要性。 

 

      教學者應可扮演資優生通往世界之窗之橋樑，除了教授課本知識

外，亦可將全球性議題融入教學課程中。例如，以充實性教育方案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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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全球議題等相關資訊融入，相信將能對學生的全球公民知識、態

度、行為意向產生潛移默化之教學效果。 

 

 

二、強化資優生深度的回饋關懷行動 

 

由本研究中發現，資優生雖能在整體全球關懷行動有中等程度之

知覺感受，然而其中在「行動-責任參與」之的因素下，相形之下卻不

甚理想。以此觀之，資優生在獲得個人榮耀或社會地位之時，是否也

能自省，願意主動地盡己所能回饋他人、社會甚而全地球，謀求世界

共贏的局陎，而非傴止於追求個人的自我展現々而其理念目標是否能

改善全球人類並肩負責任，這些都需要從資優教育的教學歷程中，多

給予實地體驗的相關活動，如淨灘、國際志工、服務學習課程、公益

活動等，才能將關懷深度內化，進而成為具體行動後回饋產出。 

 

因此，資優教育課程除了重視學術知識習得與技能增長，更應加

強對他人、對社會乃至對全球與環境之關懷、回饋、服務、行動的情

意培養，以觸發人文關懷之倫理，透過關懷行動延展看世界的深度、

廣度與角度，藉以世界急遽二極化之現況，增強學生付出行動關懷助

人之動機，以盡一己之力改變世界，成為具有全球視野知能的世界公

民。 

 

三、資優課程全球化的推動 

 

本研究中部四縣市中學資優生在對資優課程全球化的各因素知覺

程度皆不甚理想，顯見現今資優課程全球化情形仍有努力空間。資優

生教學課程歷程中，可置入全球性多元交流之充實課程活動，如姊妹

校遠距教學、參訪觀摩、大師講座、田野採訪、交換學生、志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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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而非傴傴止於國際競賽之互動。而各類資優（資源）班之教材設

計，依各教育階段相關課程綱要及學生個冸學習需要，由教師整合各

類學習資源，自編融入全球性議題教材加深、加廣及多元，設計豐富

之教學活動，以提供資優學生適性充實之課程，全球實用教學教材，

將提供資優生更具區分性與個冸化的課程，亦才能真正拓展資優學生

與世界接軌之知能。 

 

貳、為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由於人力、物力及財力限制，樣本傴取樣於中部四縣市中等

教育階段的資優生為研究對象，因此，若欲推論至全國的資優生，恐無

法盡全，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可考慮不同地區、不同年齡層或不同資

優類型，拓展不同方向的研究領域，進一步了解資優生對全球視野知能

的展現情形。 

 

二、研究變項 

本研究主要以性冸、教育階段、學校地區、社經地位、班級情形等

不同的背景變項為自變項，探討其在全球議題探究、全球關鍵能力與全

球關懷行動、資優課程全球化等依變項的表現情形和差異狀況。本研究

傴尌研究者有興趣的變項做探討，但仍有不足之處。因此，建議未來研

究可加入其他可能有關的背景變項做進一步的研究探討。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是問卷調查方式，但因皆以研究對象的自陳觀點出

發，恐有偏頗之處，其實際性仍有所侷限，無法做進一步探討，且因本

研究發現在並無法呈現出實際資優生觀點之處，因此，建議未來可加入

訪談等賥性資料以延伸研究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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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建立本研究問卷內容效度之專家學者(依姓氏筆劃排列) 

姓名 服務單位 

王錦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與訓育領導學習系副教授 

董秀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與訓育領導學習系副教授 

顏妙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與訓育領導學習系副教授 

潘裕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副教授 

鄧毓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與訓育領導學習系副教授 

感謝教授們不吝審閱指導，至深感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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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教育階段資優學生全球觀研究預試問卷 

指導教授：潘裕豐 博士 

研 究 生：陳嬿如 

親愛的同學，您好！ 

這是一份學術研究性的調查問卷，目的在瞭解中等教育資優學生的全

球觀。問卷上不需具名，您所填寫的各項資料，僅作為學術研究之用，除

研究者外，不會透露給任何單位或人士使用，請放心填寫！ 

我們期盼此研究能有助於增進中等教育資優學生對全球議題之關注。

因此，您的意見對本研究極為重要，希望您能依實際情形填答，非常感謝

您的支持與合作！耑此  

敬祝   學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行政碩士班 

研究生 陳嬿如 敬上 

中華民國一百年五月 

<填答說明> 

下列題項有關你對自己生活經驗的感受，答案沒有對錯。請仔細閱讀

每個題目，並判斷該題目與你實際生活狀況的符合程度，並在每一題後圈

選出適當的答案。數字所代表之評定標準如下： 

1 代表「非常不符合」；2 代表「有點不符合」 

3 代表「有 點 符 合」；4 代表「非 常 符 合」 

 

◎請用心聆聽自己的聲音，然後圈選出一個和自己最符合的答案。 

◎請注意本問卷共可分為五個部分，每題請都務必作答，切勿遺漏喔！ 

（包含全球議題探究、全球關鍵能力、全球關懷行動、全球資優課程 

以及基本資料） 

◎確認全部填答完畢，請將題本交還給老師，將可兌領一份小獎品！ 

感謝您！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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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議題探究： 

◎答案沒有對錯喔！ 

請用心聆聽自己的聲音， 

然後圈選出一個和你自己最符合的答案！ 

 

 

非

常

不

瞭

解 

1 

有

點

不

瞭

解

2 

我 

有 

點 

瞭

解 

3 

我

非

常

瞭

解

4 

1. 我知道 Osama bin Laden（賓拉登）於巴基斯坦遭到美

軍海豹部隊擊斃事件的緣由始末關係。 

□ □ □ □ 

2. 我知道 Julian  Assange（阿桑奇）創辦 WikiLeaks（維

基解密）洩漏、公布國際秘密外交電文的作為所造成

的影響與相關爭議。 

□ □ □ □ 

3. 我知道引爆「茉莉花革命」在中東地區所造成的連鎖

效應及意義。 

□ □ □ □ 

4. 我知道金磚四國（BRICS）的國家為何，以及金磚四

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上的影響力。 

□ □ □ □ 

5. 我知道造成全球氣候劇烈變遷的原因，及其所帶來哪

些地球危機與影響。 

□ □ □ □ 

6. 每一個人都是地球村中的一份子，而且每一人都扮演

地球中的關鍵性角色。 

□ □ □ □ 

7. 我知道「世界地球日」的日期，及其活動意義。 □ □ □ □ 

8. 我瞭解目前對於地球環境討論議題的內涵，如全球溫

室效應、聖嬰與反聖嬰、沙塵暴、地層下陷等。 

□ □ □ □ 

9. 我了解日本強震海嘯所引發的核能危機事件情況，並

且知道它對日本以及全球造成了哪些全面性的影響。 

□ □ □ □ 

10. 我知道近年來社群網站（Facebook,Twitter）對於一些

國家的民主革命運動具有影響力。 

□ □ □ □ 

11. 我瞭解獲選《Time》2011年全球百大最具影響力人

物-證嚴法師與歐普拉其獲選的原因。 

□ □ □ □ 

12. 我瞭解 INGOs（非政府國際組織）的功能與影響。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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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議題探究： 

◎答案沒有對錯喔！ 

請用心聆聽自己的聲音， 

然後圈選出一個和你自己最符合的答案！ 

 

 

非

常

不

瞭

解 

1 

有

點

不

瞭

解

2 

我 

有 

點 

瞭

解 

3 

我

非

常

瞭

解

4 

13. 我知道目前美國總統、英國首相、法國總統、日本首

相以及中國大陸總理各為何人。 

□ □ □ □ 

14. 我了解世界性傳染性疾病對人類健康造成的影響，如

狂牛症、SARS、HINI、禽流感、超級細菌（NDM-1）

等。 

□ □ □ □ 

15. 我知道臺灣不是 UN 的正式成員所面臨的國際困境。 □ □ □ □ 

16. 知道美國次級房貸、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債

所引貣全球金融海嘯規模之大、影響之深遠，可說是

1929 年全球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 

□ □ □ □ 

17. 我了解目前全球國際匯兌與黃金、石油、大豆等原物

料的漲跌情形與相互連動關係。 

□ □ □ □ 

18. 我知道各種資源的有限性以及環境負載力的意義。 □ □ □ □ 

19. 我知道再生能源的重要性，它包涵了地熱能、太陽

能、風力能、水力能、生質能、海洋能等。 

□ □ □ □ 

20. 我能舉出全球現今所面臨與關心的議題（包含環保、

飢餓、犯罪、疫病、基本人權、經貿與科技研究等）。 

□ □ □ □ 

21. 我知道智慧財產權包涵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 □ □ □ □ 

22. 我知道「生質能」的意思、用途與功能。 □ □ □ □ 

23. 我知道全球有關「核廢料」的儲存方式。 □ □ □ □ 

24. 我能分辨浪漫主義派、印象派、寫實派、立體派、超

現實主義的畫風，並能舉出代表畫家為何。 

□ □ □ □ 

25. 我知道目前本土文化受到強勢文化的巨大影響。 □ □ □ □ 

 



 

166 

 

二、全球關鍵能力： 

◎答案沒有對錯喔！ 

請用心聆聽自己的聲音， 

然後圈選出一個和你自己最符合的答案！ 

非

常

不

符

合 

1 

有

點

不

符

合 

2 

有 

點 

符 

合 

3 

非

常 

符

合

4 

1. 我積極把握每個學習的時間與機會，不斷進修自我成長。 □ □ □ □ 

2. 我喜歡閱讀文章、書籍或雜誌以豐富增加我的知識。 □ □ □ □ 

3. 閱讀書籍內容後，我能重新組織並歸納出文章重點及列

出綱要。 

□ □ □ □ 

4. 我會常常利用圖書館資源（閱讀、借閱、檢索/蒐集資料），

以增進自我學習。 

□ □ □ □ 

5. 我會站在不同的角度、立場來思考問題。 □ □ □ □ 

6. 我會利用各種管道去關心、瞭解最新的國際資訊。 □ □ □ □ 

7. 我能運用 Word、PPT、Excel 等電腦文書應用軟體，呈現

出學習成果報告。 

□ □ □ □ 

8. 我會利用線上網路課程、遠距課程，增進自我知識。 □ □ □ □ 

9. 我能快速熟悉、操作使用數位科技電子產品，如手機、

相機、mp3、DV 等。 

□ □ □ □ 

10. 我會主動瞭解、討論與蒐集和全球環境議題相關的資料。 □ □ □ □ 

11. 我能與同學和諧相處，並且同心協力完成工作。 □ □ □ □ 

12. 我能以尊重包容的心對待多元不同的族群文化，並從中

學習對方族群文化的長處。 

□ □ □ □ 

13. 我能使用英語自我介紹並能和外國人做簡易的溝通。  □ □ □ □ 

14. 我具備第二外語（英語之外的其他外國語），並會使用簡

易單字。 

□ □ □ □ 

15. 我知道外籍新移民與勞工可能會有文化適應上的問題。 □ □ □ □ 

16. 我知道外籍勞工與新移民對臺灣社會具有一定的貢獻。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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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關鍵能力： 

◎答案沒有對錯喔！ 

請用心聆聽自己的聲音， 

然後圈選出一個和你自己最符合的答案！ 

非

常

不

符

合 

1 

有

點

不

符

合 

2 

有 

點 

符 

合 

3 

非

常 

符

合

4 

17. 我常常能夠想出或創造出，與他人不同的想法、表演等。 □ □ □ □ 

18. 我努力讓自己具備有與眾不同的個人特色。 □ □ □ □ 

19. 我有豐富的想像力，喜歡作各種不同的思考與假設。 □ □ □ □ 

20. 遇到困難時，我會尋找他人的協助與外部資源幫忙。 □ □ □ □ 

21. 解決問題時，如果第一次方法行不通，我會直接放棄，

以免浪費時間。 

□ □ □ □ 

22. 對於不瞭解的事情我一定會設法搞懂、對於不會的事我

也一定要盡力去做到。 

□ □ □ □ 

23. 我知道我的個人專長為何，並且努力地精進學習。 □ □ □ □ 

24. 我願意嘗試、挑戰新鮮、冒險的事物，即使失敗了也沒

關係，因為我可從失敗經驗中獲得教訓。 

□ □ □ □ 

25. 我不容許我的作業、作品、表演，有任何不盡理想或不

甚完美的地方。 

□ □ □ □ 

 

 
 

 
 

 
 

 

 
 

 
 

 

 
 

 
 

 
 

 

 
 

 
 

 

 
 

 
 

 
 

 

 
 

 
 

加油！加油！請繼續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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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關懷行動： 

◎答案沒有對錯喔！ 

請用心聆聽自己的聲音， 

然後圈選出一個和你自己最符合的答案！ 

非

常

不

符

合 

1 

有

點

不

符

合 

2 

有 

點 

符 

合 

3 

非

常 

符

合

4 

1. 我能欣賞與表現自己的專長，並了解接納自己的缺陷。 □ □ □ □ 

2. 我能尊重自己與他人的生命，並能體會生命的價值。， □ □ □ □ 

3. 即使對我自己沒有好處，比賽時我也會盡力去幫助團

隊、班級、學校或社區爭取榮譽。 

□ □ □ □ 

4. 趕著上學排隊搭公車時，如果前面老人動作十分緩慢，

我會感到不太耐煩。 

□ □ □ □ 

5. 我不會排斥和罹患愛滋病的同學一同上課。 □ □ □ □ 

6. 看到有同學被欺負，我會裝作沒看到，亦不採取任何行

動，以免惹上麻煩。 

□ □ □ □ 

7. 只要是法律、校規或團體的規範，我一定都會遵守。 □ □ □ □ 

8. 將偶像音樂 CD 解碼轉檔放在網路上供大家下載，可以

分享給更多人。 

□ □ □ □ 

9. 為了追求經濟的發展進步，難免會危害到自然生態，不

需要太過在意。 

□ □ □ □ 

10. 為了降低生產成本以創造更多利潤，我會考慮採用無

檢驗合格但卻便宜低廉的原料來製造產品。 

□ □ □ □ 

11. 購物時，超商店員多找給我五十元，我會立刻還給他。 □ □ □ □ 

12. 援助弱勢國家重建，是世界上每個國家的責任。 □ □ □ □ 

13. 人類只是地球中之一份子，不可隨意支配控制其他生

物與非生物。 

□ □ □ □ 

14. 我會主動關心全球性環境問題(如空氣污染、水污染、

核廢料、廢棄物處理等)，並願意負貣維護環境的責任。 

□ □ □ □ 

15. 我關心社會中弱勢族群的權益，如低收入戶、身心障

礙者等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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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關懷行動： 

◎答案沒有對錯喔！ 

請用心聆聽自己的聲音， 

然後圈選出一個和你自己最符合的答案！ 

非

常

不

符

合 

1 

有

點

不

符

合 

2 

有 

點 

符 

合 

3 

非

常 

符

合

4 

16. 我願意貢獻我的力量來幫助更多人，以回饋社會。 □ □ □ □ 

17. 我曾經參加過公益團體舉辦的各類活動。 □ □ □ □ 

18. 看到路旁有人受傷、生病、不舒服時，我會主動過去

關心詢問是否需要幫忙。 

□ □ □ □ 

19. 我主動幫助過生病受傷、家庭弱勢或身心障礙的同學。 □ □ □ □ 

20. 我會主動關心校園、社區與社會環境等相關公共議題。 □ □ □ □ 

21. 我曾主動捐款、捐物品給國內外舉辦的募款公益活動。  □ □ □ □ 

22. 我在日常生活中確實做到資源回收、綠色消費、節約

能源等環保行動。 

□ □ □ □ 

23. 即使沒有任何酬勞與獎勵，我仍願意擔任服務志工。 □ □ □ □ 

24. 野生動物（熊、飛鼠、鯨魚）肉品十分稀有，有機會

的話，我會想要嚐嚐看。 

□ □ □ □ 

25. 我每天收看電視新聞或廣播，以瞭解世界上發生哪些

重要事情。 

□ □ □ □ 

 

 
 

 

 

四、資優課程全球化 

◎答案沒有對錯喔！ 

請用心聆聽自己的聲音，依照實際狀況 

然後圈選出一個和你學校資優課程內容 

最符合的答案喔！ 

非

常

不

符

合 

1 

有

點

不

符

合 

2 

有 

點 

符 

合 

3 

非

常

符

合

4 

1. 老師教學的內容常常會加入最新的國際時事新聞。 □ □ □ □ 

2. 學校或教室隨時都會有各項最新國際資訊的公告。 □ □ □ □ 

3. 我們資優課程有外國籍老師授課、亦有外籍的交換學生。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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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優課程全球化 

◎答案沒有對錯喔！ 

請用心聆聽自己的聲音，依照實際狀況 

然後圈選出一個和你學校資優課程內容 

最符合的答案喔！ 

非

常

不

符

合 

1 

有

點

不

符

合 

2 

有 

點 

符 

合 

3 

非

常

符

合

4 

4. 我們學校資優課本或教材內容包含了多元文化題材。 □ □ □ □ 

5. 學校資優課程舉辦過國際性比賽（表演）或國外遊學團。 □ □ □ □ 

6. 學校資優課程包含多元文化的體驗學習活動。 □ □ □ □ 

7. 學校資優課程有國際姊妹校相關交流活動。 □ □ □ □ 

8. 資優課程能提升我對現今國際時事的瞭解與掌握。 □ □ □ □ 

9. 學校資優課程教材能豐富我對多元文化的認識。 □ □ □ □ 

10. 學校資優課程可提升我對全球性事務的學習興趣。 □ □ □ □ 

11. 學校資優課程能增進我外國語言的溝通能力。 □ □ □ □ 

12. 學校資優課程促使我未來願意投入國際公益活動。 □ □ □ □ 

13. 學校資優課程能提升了我解決問題的能力。 □ □ □ □ 

14. 學校資優課程能幫助我在創作上所需要的知識與技能。 □ □ □ □ 

15. 學校資優課程能提升我對全球議題的瞭解程度。 □ □ □ □ 

16. 學校資優課程能增加我對數位科技的運用能力。 □ □ □ □ 

17. 學校資優課程，對我未來的全球競爭能力是有幫助的。 □ □ □ □ 

18. 學校資優課程能培養我身為世界公民的責任感。 □ □ □ □ 

19. 學校資優課程能讓我更加關懷地球上的土地、空氣、水

以及每一種生物等等所面臨的生態危機。 

□ □ □ □ 

20. 學校資優課程讓我更懂得去關懷全世界的人、事、物。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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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 基本資料 

1.性       別 ：□男        □女 

2.中等教育階段：□國中      □高中 

3.學 校 地 區 ：□直轄市    □縣（市）   □鄉（鎮、縣轄市） 

4.班 級 情 形 ：□資優資源班  □數理資優班 □語文/人文資優班 

□音樂資優班  □美術資優班 □舞蹈資優班 
 

5.我父親（或男性主要照顧者）的教育程度為？＿＿（請填入下列學歷代號） 

6.我母親（或女性主要照顧者）的教育程度為？＿＿（請填入下列學歷代號） 
 

A.小學肄業，或未受正式教育     B.小學畢業 

C.國（初）中、高中或高職畢業，或大學肄業 

D.大學及專科畢業             E.研究所畢業，取得碩、博士學位 

7.我父、母親（主要照顧者）的職業各為何？ 
 

（1）我父親的職業為 _________ ；（2）我母親的職業為 ___________ 
 

【請由下列「職業參照表」尋得者，請直接填入英文代號； 

如果其職業未包含於當中者，請您直接寫下工作名稱。】 

代號 職業參照表 

A 
工人；農漁民；工廠作業員；攤販；搬運工；清潔工；臨時工； 

加油站服務員；工友；褓姆；家管；大樓管理員；服務生；無業自由業 

B 
技工；木工；水電匠；機械修理工；商店老闆、店員；零售商；領班； 

監工；美容師；理髮師；裁縫師；廚師；司機；業務員；士兵、士官 

C 

一般公務員（課員、科員）；批發商；代理商；警察；消防人員；護士； 

助產士；會計；秘書；代書；金融機構行員；科學技術員；郵差； 

公司行號之主任、科長；尉級軍官 

D 

中小學校長；中小學老師；縣市議員；薦任公務員（科長、主任）；法

官；律師；檢察官；警察局長、警官；音樂或藝術工作者；作家；記者；

護理長；建築師；工程師；會計師；公司行號之經理、主管；校級軍官 

E 

大專校長；大專教師；科學家；中央部會首長（部長、次長）；簡任公

務員（處長、局長）；中央民意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考試委員；

醫師；大法官；公司行號之董事長、總經理；將級軍官 

 本卷完畢！請您再次檢查有無遺漏！非常感謝您的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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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教育階段資優學生全球觀研究問卷 

指導教授：潘裕豐 博士 

研 究 生：陳嬿如 

親愛的同學，您好！ 

這是一份學術研究性的調查問卷，目的在瞭解中等教育資優學生的全

球觀。問卷上不需具名，您所填寫的各項資料，僅作為學術研究之用，除

研究者外，不會透露給任何單位或人士使用，請放心填寫！ 

我們期盼此研究能有助於增進中等教育資優學生對全球議題之關注。

因此，您的意見對本研究極為重要，希望您能依實際情形填答，非常感謝

您的支持與合作！耑此  

敬祝   學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行政碩士班 

研究生 陳嬿如 敬上 

中華民國一百年五月 

<填答說明> 

下列題項有關你對自己生活經驗的感受，答案沒有對錯。請仔細閱讀

每個題目，並判斷該題目與你實際生活狀況的符合程度，並在每一題後圈

選出適當的答案。數字所代表之評定標準如下： 

1 代表「非常不符合」；2 代表「有點不符合」 

3 代表「有 點 符 合」；4 代表「非 常 符 合」 

 

◎請用心聆聽自己的聲音，然後圈選出一個和自己最符合的答案。 

◎請注意本問卷共可分為五個部分，每題請都務必作答，切勿遺漏喔！ 

（包含全球議題探究、全球關鍵能力、全球關懷行動、全球資優課程 

以及基本資料） 

◎確認全部填答完畢，請將題本交還給老師，將可兌領一份小獎品！ 

感謝您！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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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議題探究： 

◎答案沒有對錯喔！ 

請用心聆聽自己的聲音， 

然後圈選出一個和你自己最符合的答案！ 

 

 

非

常

不

瞭

解 

1 

有

點

不

瞭

解

2 

我 

有 

點 

瞭

解 

3 

我

非

常

瞭

解

4 

26. 我知道 Osama bin Laden（賓拉登）於巴基斯坦遭到美

軍海豹部隊擊斃事件的緣由始末關係。 

□ □ □ □ 

27. 我知道 Julian  Assange（阿桑奇）創辦 WikiLeaks（維

基解密）洩漏、公布國際秘密外交電文的作為所造成

的影響與相關爭議。 

□ □ □ □ 

28. 我知道引爆「茉莉花革命」在中東地區所造成的連鎖

效應及意義。 

□ □ □ □ 

29. 我知道金磚四國（BRICS）的國家為何，以及金磚四

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上的影響力。 

□ □ □ □ 

30. 我知道造成全球氣候劇烈變遷的原因，及其所帶來哪

些地球危機與影響。 

□ □ □ □ 

31. 每一個人都是地球村中的一份子，而且每一人都扮演

地球中的關鍵性角色。 

□ □ □ □ 

32. 我瞭解目前對於地球環境討論議題的內涵，如全球溫

室效應、聖嬰與反聖嬰、沙塵暴、地層下陷等。 

□ □ □ □ 

33. 我了解日本強震海嘯所引發的核能危機事件情況，並

且知道它對日本以及全球造成了哪些全面性的影響。 

□ □ □ □ 

34. 我知道近年來社群網站（Facebook,Twitter）對於一些

國家的民主革命運動具有影響力。 

□ □ □ □ 

35. 我瞭解獲選《Time》2011年全球百大最具影響力人

物-證嚴法師與歐普拉其獲選的原因。 

□ □ □ □ 

36. 我瞭解 INGOs（非政府國際組織）的功能與影響。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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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議題探究： 

◎答案沒有對錯喔！ 

請用心聆聽自己的聲音， 

然後圈選出一個和你自己最符合的答案！ 

 

 

非

常

不

瞭

解 

1 

有

點

不

瞭

解

2 

我 

有 

點 

瞭

解 

3 

我

非

常

瞭

解

4 

37. 我知道目前美國總統、英國首相、法國總統、日本首

相以及中國大陸總理各為何人。 

□ □ □ □ 

38. 我了解世界性傳染性疾病對人類健康造成的影響，如

狂牛症、SARS、HINI、禽流感、超級細菌（NDM-1）

等。 

□ □ □ □ 

39. 我知道臺灣不是 UN 的正式成員所面臨的國際困境。 □ □ □ □ 

40. 知道美國次級房貸、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債

所引貣全球金融海嘯規模之大、影響之深遠，可說是

1929 年全球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 

□ □ □ □ 

41. 我知道各種資源的有限性以及環境負載力的意義。 □ □ □ □ 

42. 我知道再生能源的重要性，它包涵了地熱能、太陽

能、風力能、水力能、生質能、海洋能等。 

□ □ □ □ 

43. 我能舉出全球現今所面臨與關心的議題（包含環保、

飢餓、犯罪、疫病、基本人權、經貿與科技研究等）。 

□ □ □ □ 

44. 我知道智慧財產權包涵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 □ □ □ □ 

45. 我知道「生質能」的意思、用途與功能。 □ □ □ □ 

46. 我知道全球有關「核廢料」的儲存方式。 □ □ □ □ 

47. 我能分辨浪漫主義派、印象派、寫實派、立體派、超

現實主義的畫風，並能舉出代表畫家為何。 

□ □ □ □ 

48. 我知道目前本土文化受到強勢文化的巨大影響。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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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關鍵能力： 

◎答案沒有對錯喔！ 

請用心聆聽自己的聲音， 

然後圈選出一個和你自己最符合的答案！ 

非

常

不

符

合 

1 

有

點

不

符

合 

2 

有 

點 

符 

合 

3 

非

常 

符

合

4 

26. 我積極把握每個學習的時間與機會，不斷進修自我成長。 □ □ □ □ 

27. 我喜歡閱讀文章、書籍或雜誌以豐富增加我的知識。 □ □ □ □ 

28. 閱讀書籍內容後，我能重新組織並歸納出文章重點及列

出綱要。 

□ □ □ □ 

29. 我會常常利用圖書館資源（閱讀、借閱、檢索/蒐集資料），

以增進自我學習。 

□ □ □ □ 

30. 我會站在不同的角度、立場來思考問題。 □ □ □ □ 

31. 我會利用各種管道去關心、瞭解最新的國際資訊。 □ □ □ □ 

32. 我能運用 Word、PPT、Excel 等電腦文書應用軟體，呈現

出學習成果報告。 

□ □ □ □ 

33. 我會利用線上網路課程、遠距課程，增進自我知識。 □ □ □ □ 

34. 我能快速熟悉、操作使用數位科技電子產品，如手機、

相機、mp3、DV 等。 

□ □ □ □ 

35. 我能以尊重包容的心對待多元不同的族群文化，並從中

學習對方族群文化的長處。 

□ □ □ □ 

36. 我能使用英語自我介紹並能和外國人做簡易的溝通。  □ □ □ □ 

37. 我具備第二外語（英語之外的其他外國語），並會使用簡

易單字。 

□ □ □ □ 

38. 我知道外籍新移民與勞工可能會有文化適應上的問題。 □ □ □ □ 

39. 我知道外籍勞工與新移民對臺灣社會具有一定的貢獻。 □ □ □ □ 

40. 我常常能夠想出或創造出，與他人不同的想法、表演等。 □ □ □ □ 

41. 我努力讓自己具備有與眾不同的個人特色。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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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關鍵能力： 

◎答案沒有對錯喔！ 

請用心聆聽自己的聲音， 

然後圈選出一個和你自己最符合的答案！ 

非

常

不

符

合 

1 

有

點

不

符

合 

2 

有 

點 

符 

合 

3 

非

常 

符

合

4 

42. 我有豐富的想像力，喜歡作各種不同的思考與假設。 □ □ □ □ 

43. 遇到困難時，我會尋找他人的協助與外部資源幫忙。 □ □ □ □ 

44. 解決問題時，如果第一次方法行不通，我會直接放棄，

以免浪費時間。 

□ □ □ □ 

45. 我知道我的個人專長為何，並且努力地精進學習。 □ □ □ □ 

46. 我願意嘗試、挑戰新鮮、冒險的事物，即使失敗了也沒

關係，因為我可從失敗經驗中獲得教訓。 

□ □ □ □ 

47. 我不容許我的作業、作品、表演，有任何不盡理想或不

甚完美的地方。 

□ □ □ □ 

 

 
 

 

 
 

 
 

 

 
 

 
 

 
 

 

 
 

 
 

 

 
 

 
 

 
 

 

 
 

 
 

 

 
 

 

加油！加油！請繼續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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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關懷行動： 

◎答案沒有對錯喔！ 

請用心聆聽自己的聲音， 

然後圈選出一個和你自己最符合的答案！ 

非

常

不

符

合 

1 

有

點

不

符

合 

2 

有 

點 

符 

合 

3 

非

常 

符

合

4 

26. 我能欣賞與表現自己的專長，並了解接納自己的缺陷。 □ □ □ □ 

27. 我能尊重自己與他人的生命，並能體會生命的價值。， □ □ □ □ 

28. 即使對我自己沒有好處，比賽時我也會盡力去幫助團

隊、班級、學校或社區爭取榮譽。 

□ □ □ □ 

29. 趕著上學排隊搭公車時，如果前面老人動作十分緩

慢，我會感到不太耐煩。 

□ □ □ □ 

30. 我不會排斥和罹患愛滋病的同學一同上課。 □ □ □ □ 

31. 看到有同學被欺負，我會裝作沒看到，亦不採取任何行

動，以免惹上麻煩。 

□ □ □ □ 

32. 只要是法律、校規或團體的規範，我一定都會遵守。 □ □ □ □ 

33. 為了追求經濟的發展進步，難免會危害到自然生態，不

需要太過在意。 

□ □ □ □ 

34. 為了降低生產成本以創造更多利潤，我會考慮採用無

檢驗合格但卻便宜低廉的原料來製造產品。 

□ □ □ □ 

35. 援助弱勢國家重建，是世界上每個國家的責任。 □ □ □ □ 

36. 人類只是地球中之一份子，不可隨意支配控制其他生

物與非生物。 

□ □ □ □ 

37. 我會主動關心全球性環境問題(如空氣污染、水污染、

核廢料、廢棄物處理等)，並願意負貣維護環境的責任。 

□ □ □ □ 

38. 我關心社會中弱勢族群的權益，如低收入戶、身心障

礙者等等。 

□ □ □ □ 

39. 我願意貢獻我的力量來幫助更多人，以回饋社會。 □ □ □ □ 

40. 我曾經參加過公益團體舉辦的各類活動。 □ □ □ □ 



 

178 

 

三、全球關懷行動： 

◎答案沒有對錯喔！ 

請用心聆聽自己的聲音， 

然後圈選出一個和你自己最符合的答案！ 

非

常

不

符

合 

1 

有

點

不

符

合 

2 

有 

點 

符 

合 

3 

非

常 

符

合

4 

41. 看到路旁有人受傷、生病、不舒服時，我會主動過去

關心詢問是否需要幫忙。 

□ □ □ □ 

42. 我主動幫助過生病受傷、家庭弱勢或身心障礙的同學。 □ □ □ □ 

43. 我會主動關心校園、社區與社會環境等相關公共議題。 □ □ □ □ 

44. 我曾主動捐款、捐物品給國內外舉辦的募款公益活動。  □ □ □ □ 

45. 我在日常生活中確實做到資源回收、綠色消費、節約

能源等環保行動。 

□ □ □ □ 

46. 即使沒有任何酬勞與獎勵，我仍願意擔任服務志工。 □ □ □ □ 

47. 野生動物（熊、飛鼠、鯨魚）肉品十分稀有，有機會

的話，我會想要嚐嚐看。 

□ □ □ □ 

48. 我每天收看電視新聞或廣播，以瞭解世界上發生哪些

重要事情。 

□ □ □ □ 

 

 
 

 

 
 

 
 

 
 

 

 
 

 
 

 

 
 

 
 

 
 

 

 
 

 
 

 

 
 

 
 

 
 

 

 
 

 
 

 

 
 

 
 

 
 

 

 
 

 
 

 

 
 

 
 

 
 

 

 
 

 
 

 

 
 

 
 

 
 

 

 
 

 
 

 

 
 

 
 

 
 

 

 
 

 

四、資優課程全球化 

◎答案沒有對錯喔！ 

請用心聆聽自己的聲音，依照實際狀況 

然後圈選出一個和你學校資優課程內容 

最符合的答案喔！ 

非

常

不

符

合 

1 

有

點

不

符

合 

2 

有 

點 

符 

合 

3 

非

常

符

合

4 

21. 老師教學的內容常常會加入最新的國際時事新聞。 □ □ □ □ 

22. 學校或教室隨時都會有各項最新國際資訊的公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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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優課程全球化 

◎答案沒有對錯喔！ 

請用心聆聽自己的聲音，依照實際狀況 

然後圈選出一個和你學校資優課程內容 

最符合的答案喔！ 

非

常

不

符

合 

1 

有

點

不

符

合 

2 

有 

點 

符 

合 

3 

非

常

符

合

4 

23. 我們學校資優課本或教材內容包含了多元文化題材。 □ □ □ □ 

24. 學校資優課程舉辦過國際性比賽（表演）或國外遊學團。 □ □ □ □ 

25. 學校資優課程包含多元文化的體驗學習活動。 □ □ □ □ 

26. 學校資優課程有國際姊妹校相關交流活動。 □ □ □ □ 

27. 資優課程能提升我對現今國際時事的瞭解與掌握。 □ □ □ □ 

28. 學校資優課程教材能豐富我對多元文化的認識。 □ □ □ □ 

29. 學校資優課程可提升我對全球性事務的學習興趣。 □ □ □ □ 

30. 學校資優課程能增進我外國語言的溝通能力。 □ □ □ □ 

31. 學校資優課程促使我未來願意投入國際公益活動。 □ □ □ □ 

32. 學校資優課程能提升了我解決問題的能力。 □ □ □ □ 

33. 學校資優課程能幫助我在創作上所需要的知識與技能。 □ □ □ □ 

34. 學校資優課程能提升我對全球議題的瞭解程度。 □ □ □ □ 

35. 學校資優課程能增加我對數位科技的運用能力。 □ □ □ □ 

36. 學校資優課程，對我未來的全球競爭能力是有幫助的。 □ □ □ □ 

37. 學校資優課程能培養我身為世界公民的責任感。 □ □ □ □ 

38. 學校資優課程能讓我更加關懷地球上的土地、空氣、水

以及每一種生物等等所面臨的生態危機。 

□ □ □ □ 

39. 學校資優課程讓我更懂得去關懷全世界的人、事、物。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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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 基本資料 

1.性       別 ：□男        □女 

2.中等教育階段：□國中      □高中 

3.學 校 地 區 ：□直轄市    □縣（市）   □鄉（鎮、縣轄市） 

4.班 級 情 形 ：□資優資源班  □數理資優班 □語文/人文資優班 

□音樂資優班  □美術資優班 □舞蹈資優班 
 

5.我父親（或男性主要照顧者）的教育程度為？＿＿（請填入下列學歷代號） 

6.我母親（或女性主要照顧者）的教育程度為？＿＿（請填入下列學歷代號） 
 

A.小學肄業，或未受正式教育     B.小學畢業 

C.國（初）中、高中或高職畢業，或大學肄業 

D.大學及專科畢業             E.研究所畢業，取得碩、博士學位 

7.我父、母親（主要照顧者）的職業各為何？ 
 

（1）我父親的職業為 _________ ；（2）我母親的職業為 ___________ 
 

【請由下列「職業參照表」尋得者，請直接填入英文代號； 

如果其職業未包含於當中者，請您直接寫下工作名稱。】 

代號 職業參照表 

A 
工人；農漁民；工廠作業員；攤販；搬運工；清潔工；臨時工； 

加油站服務員；工友；褓姆；家管；大樓管理員；服務生；無業自由業 

B 
技工；木工；水電匠；機械修理工；商店老闆、店員；零售商；領班； 

監工；美容師；理髮師；裁縫師；廚師；司機；業務員；士兵、士官 

C 

一般公務員（課員、科員）；批發商；代理商；警察；消防人員；護士； 

助產士；會計；秘書；代書；金融機構行員；科學技術員；郵差； 

公司行號之主任、科長；尉級軍官 

D 

中小學校長；中小學老師；縣市議員；薦任公務員（科長、主任）；法

官；律師；檢察官；警察局長、警官；音樂或藝術工作者；作家；記者；

護理長；建築師；工程師；會計師；公司行號之經理、主管；校級軍官 

E 

大專校長；大專教師；科學家；中央部會首長（部長、次長）；簡任公

務員（處長、局長）；中央民意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考試委員；

醫師；大法官；公司行號之董事長、總經理；將級軍官 

 本卷完畢！請您再次檢查有無遺漏！非常感謝您的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