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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how an expert elementary teacher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gifted mathematics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Teaching observation, interviews and
document were used to collect data for one semester, an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mathematics
problems the teacher designed were diverse, life-related, and classified as high cognitive problems. Exploration and discussion were us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order to foster students’ abilities on mathematical thinking, reasoning, communication, connection and representation, and
guide students to conduct independent study for getting more exploration. Mathematics curriculum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teacher was based on her personal teaching ideas, prior
experiences and interests, and in the context of parents’ support and without pressure from specific teaching progression, she integrated the objectives of gifted curriculum, students’ needs and
interests into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thematics curriculum. Thus, her teaching
evoked students’ interest to explore mathematics further. The teacher also used the results of
students’ exploration to attend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in elementary level, and got a good
grade and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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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一位国小专家教师如何设计与实施资优数学课程与教学。以教学观察、访谈和文件等方
式来进行一学期的数据搜集，结果发现个案教师设计多样化、生活性与高认知的数学问题，透过主题式
探索与讨论的教学实施，以培养学生的数学思考、推理、沟通、连结与表征等能力，并引导学生进行探
索性的独立研究。个案教师资优数学课程的设计与实施，是根据她个人的教学理念、先备经验和兴趣，
在没有特定教学进度的压力和家长的支持下，她依据资优课程的目标、学生的需求和喜好，来进行数学
课程的设计与实施，也因此引发学生探索数学的兴趣，并将学生探索的结果参加数学科展竞赛，获得良
好的成绩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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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台湾实施资优教育以来，虽然明定各县市政府办理资优教育时，应依据各级学校课程标准，并考虑
学生个别差异，设计适合学生需要的课程实施之，但是依据专家学者的调查发现，台湾资优课程缺乏统
整的课程架构、教材资料不足、教师的专业素养与能力不足[1]，使得国小资优班教师在发展与设计课程
时，常因为课程架构的缺乏与目标的不明确而产生压力，同时对自己设计的课程感到茫然与怀疑[2]。
数学课程的规划，是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因为其影响着学生数学学习的表现。但资优生不同
于一般学生，记忆力强、学习反应快、抽象思考及语文反应力佳、富好奇心与想象力、偏好复杂而具挑
战性的作业的特质[3]，因此，资优生的数学课程和普通班级的数学课程应有所不同，教师必须要配合学
生优异的潜能及兴趣，安排多元加深、加广活动，以满足资优生学习需求[4]，使资优生的身心得到适性
的发展[5]。根据上述，本研究决定选择一位资深的资优资源班数学教师为对象，针对其数学课程的设计
与实施，来达成以下的目的：1) 了解个案教师数学课程设计的理念与过程；2) 探讨个案教师实施数学课
程的模式。

2. 文献探讨与启发
2.1. 资优教育课程目标与内涵
资优教育的目标在提供多元、弹性、适性的教育机会，以协助资优学生尽展潜能。国外资优教育学
者也指出资优生的教育目标应该包含：达到人类努力而有真实价值目标的卓越表现、自我成就感、自我
独立、自我实现等目标[6]。资优教育的方向和目标虽然明确，但是资优教育的“课程目标”并不明确，
缺乏课程纲要或标准当作指引，使得资优资源班教师在课程设计时常感到茫然、不安全感与压力[2]。
有学者指出，提供给资优学生的资优课程应考虑挑战性(challenge)、选择性(choice)、兴趣性(interest)、
乐趣性(enjoyment)、及个人意义性(personal meaning)等五个向度。所谓的“有挑战性”系指藉由高层次的
内容与高层次思考技能的课程及方案增加挑战性；提供学科及问题研究让学生“有选择性”，这些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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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研究问题应是学生“有兴趣性”的，以增加其动机；“有乐趣性”是指允许学生做他们喜欢的事情，
让这些有挑战性的工作引发他们的成就感；当学生专注于这些自我选择与指导的学习及研究经验时，
“个
人的意义性”就会增加，学生也将会为达成上述的这些目的而一同努力[7]。

2.2. 资优教育课程的模式
资优教育的课程模式有：1) 主动学习模式。指在最少的外界辅助下，自己运用扩散性及聚敛性的思
考能力來解决问题或提出新的理念；2) 充实模式。系指透过不同类型的充实课程活动及学习经验，引领
学生进行创造性及生产性的学习；3) 自我引导模式。以渐进的方法，引导学生获得自我引导的学习技能；
4) 多种才能模式。多种才能包含学术能力、创造力、计划、沟通、预测、与作决定的能力。教师可根据
学生不同的才能作课程计划的基础，分别设计活动与作业[8]，每个模式发展的背景、目的不尽相同，而
且都有其优点与限制，教师应要根据学生的特性与学习环境进行评估，采取合适的模式进行课程与教学，
以提供资优学生另一种不同的资优方案，并使学生在学习中充分的发挥其潜能[9]。

2.3. 资优教育数学课程的设计与实施
台湾资优教育学者认为资优课程的安排应有多样性、系统性、挑战性，同时重视学生个别兴趣和需
求，允许学生在自己感兴趣的領域上，做更深入更广的学习，提供扩散性思考学习及评量，鼓勵学生自
主学习，重视研究能力的培养，进行实际问题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发表[4]。而台湾九年一贯课程的设计
理念，强调统整课程与主题探索，和资优课程的设计理念十分类似[10]，因此九年一贯课程加以调整后，
可以适用于资优班，为学生带來加深、加广的学习。
国外资优教育学者提出资优课程发展与实施的流程，包括以下的八个阶段。1) 计划阶段：其重点在
探究课程哲学、确定课程内涵、选取适当的目标、建构各核心课程领域的技能与概念等；2) 需求评量阶
段：教师需要确认资优教育的普遍需求、资优学生在课程上的特定需求；3) 决定课程小组和工作范围阶
段：由资优教育工作者、学科专家、心理学专家及相关人员组成课程设计小组，共同规划，包括时间进
度表的拟定、资源的取得与分配，并考虑部分人员是否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来接新课程所带来的改变等；
4) 课程发展方法阶段：课程设计第一步要搜集有关资优教育的资料，第二步将现行课程加以调整，第三
步是编写课程或教学单元；5) 现场试验阶段：因为教师对课程的想象和实作之间经常有很大的鸿沟，现
场试验阶段可以让教师系统化的监控新课程的使用，让课程设计者有机会获得重要的回馈，进而修订或
与调整；6) 课程实施阶段：资优课程经过试用、修改后，便可供实地应用，并且在实施时发现任何缺点
即予以调整或修正，并评估试用结果；7) 课程评鉴阶段：包括对课程目标与活动、教师的课程设计的程
序、与学生的学习结果进行评鉴；8) 课程校订阶段：评鉴后亦不断保持修订课程内容，这是一个不断循
环的步骤[6]。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方法与对象
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法，以一位资深的国小资优资源班教师为对象，探讨其数学课程设计的理念与
过程，以及实施的模式。由于数学课程的设计与实施，是一个高度个人化、复杂、且受到所处情境脉络
的影响，因此适合以个案研究的方法来进行探讨，以了解事件的情境脉络与意义。参与研究的教师是台
南市花花国小资优资源班的安安老师(学校及人名均为化名)，安安老师大学主修特殊教育，研究所主修数
学教育，对资优教育及数学方面学有专精，曾任国小资优资源班教师 24 年、特教组长 2 年半、数学领域
辅导员及教育部深耕计划数学领域种子教师，曾获特殊优良教师奖及师铎奖。此外，安安还曾获全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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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展览国小组数学科第一名 3 次、第二名 1 次、第三名 2 次、最佳创意奖、GreaTeach 创意教学奖、信息
科技应用于教学创新教学模式典范团队、特教评鉴特优等殊荣，并指导学生荣获世界青少年发明展台湾
区选拔赛特优。最重要的是，安安老师还不断地在进行课程的设计，在教材教法上求新求变。安安老师
的丰富经验与专业表现，使得她成为本研究对象的首选。

3.2. 资料的搜集
本研究的搜集时间是 2010 年 9 月至 12 月，透过教学观察录像和访谈、文件数据等方式来搜集数据。
教室观察的重点在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课程实施的方式，包括：采用的教学方法，学习环境与气氛、教
材的运用、与学生的互动、学生的学习反应等。每一次结束观察后，将录像或录音进行转化为文字记录，
与观察时所做田野笔记做相互的比对与校正，来提升整个研究资料的完整性与可信度；而访谈分为“非
正式访谈”与“正式访谈”两种。非正式访谈在进行观察后，于下课时间或是课余时间进行会话式的访
谈，而正式访谈则是研究者与教师约定时间作正式的谈话录音或录像，以研究者所列出的大纲进行提问，
让个案教师充分陈述自己心中的想法以及理念，并使用录音笔录下访谈的内容；而文件搜集包括与课程、
教学相关之书面、图片与实物数据，包括教师的个人背景档案、心得分享简报、教学进度表或计划表、
教材、学习单、学生作业、科展作品、及学生的评量表等，以便检核和增强其他数据源的证据，以提高
研究的可信度。

3.3. 资料的分析与检核
3.3.1. 资料的分析
观察与访谈的影音数据，将转译成文本并进行初步的编码工作，编码采“搜集方式-年月日”方式进
行，编码完毕后之数据，逐项进行分类、比较，将内容相近的归为同一类，据此以发展核心类别，再分
析核心类别项目之间的脉络，找出相互之间的关系，将属性相同的类别再加以合并，经过统整的过程形
成数个概念主题架构，以回答本研究的目的。而在文件资料搜集后，将所搜集到的资料经过筛选与整理，
将适用的资料依研究目的，配合文本数据的编译码进行分析，作为验证文本数据的左证。
3.1.2. 资料的检核
为了提高资料分析的可靠性与可信性，本研究透过三角校正来进行数据的检核：透过不同的数据，
包括教学观察、访谈和文件等数据来交叉验证同一现象的真实性；在每次访谈完后或观察完后，即将访
谈、观察内容的整理交给个案教师确认，以求资料的正确性；研究过程中观察到的现象及搜集的资料，
两位研究者进行意见讨论与交流，从不同的理论来检视个案教师的资料；此外，研究者还写下省思札记，
记录当日观察后自己的发现、感受，或者是疑惑之处，让研究者更清楚的看见观察现场每一发生事件背
后的真正意义。意即，在本研究中，除了进行长期、持续的现场观察与多方深度访谈及多种文件资料呈
现，也以不同的数据、人员、方法等方式，来进行三角校正的数据检核，以提高研究的可信赖度。

4. 研究结果
4.1. 发展资优数学的理念与目标
从观察、访谈和文件的数据分析中，得知安安老师对资优数学课程设计的目标与理念为：1) 开发学
生潜能，把学生的能力引导出来；2) 提升学习动机及对数学的喜好；3) 激发学生创意及培养创造力；4)
培养学生会说、会沟通、会讨论的能力；5) 培养独立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6) 培养学生积极主动的学
习态度；7) 让学生有创作与发表的机会。其中，第 1, 3, 4, 5, 6 项理念，和台湾九年一贯课程的十大基本
能力里的“了解自我与发展潜能”、“欣赏、表现与创新”、“表达、沟通与分享”、“主动探索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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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独立思考与解决问题”是相同的。

4.2. 资优数学课程设计的步骤与过程
4.2.1. 明了资优学生的特性及课程需求
包括掌握资优生的特质及能力、设计具挑战性的课程两部分。在设计课程时，安安老师会先了解资
优生在数学方面具备哪些能力，及对课程上有哪些需求，并与普通班老师充分的沟通。安安老师认为资
优生需要具有挑战性的数学课程，尤其是对新奇的情境及困难的问题特别感到兴趣，让学生有自我挑战
的机会，学生上起课来会特别感到兴趣。
4.2.2. 确定课程目标与主题
包含依据教育理念、参考九年一贯课程纲要、选取适当的课程主题、寻求支持等四部分。安安老师
设计数学课程之前会事先进行规划，尤其在教学主题的确定上，会依据自己的资优教育的理念来进行选
取与规划，订定课程主题时是参考九年一贯数学领域课程纲要“连结”的部份，然后转化成课程目标，
训练学生逻辑推理的能力，也参考普通班的课程，内容再加深、加广，并考虑到学生的兴趣与生活化的
题材，来作为课程设计的依据。此外，安安老师还会询问普通班老师上过哪些课程，以及和四年级资优
班老师开会了解学生的先备知识，以便在设计课程时减少重复的机会。
4.2.3. 教材的准备与搜集
安安老师透过不断参加研习，与辅导团伙伴讨论，参考普通班课程及数学相关书籍，甚至从国内外
的网站上搜寻最新的信息，从中获取课程设计的灵感与数据，改编成适合学生之多元、新颖及激发思考
的教材。教材偏向以主题为主的数学游戏方式呈现，养成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安安老师也藉由学习单的
精心设计，来评量学生的学习情况并留下学习纪录。此外，安安老师为了培养学生喜欢数学、主动找寻
答案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搜集了许多益智游戏，大约 5、6 百种，放在教室的一角，名为“益智工坊”，
学生可以利用时间来玩这些益智玩具，甚至可以借回家去研究。学习角是数学活动的延伸，营造同侪之
间互相竞争、互相激励，不断思考的环境，学习角的活动是出自于学生自己的意愿与课余的时间，主动
去寻找答案，而不是老师所强迫的。
4.2.4. 课程设计与试用
包含教学时间、课程设计的内涵、课程设计的模式、课程试用等四项。目前花花国小资优班为分布
式资优班，采抽离方式上课，五年级资优班上数学课的时间，一学期有十周共二十节，安安老师课程设
计理念为内容的多元化、有挑战性、激发学生的创造思考能力、观念间的连结与应用，课程设计采用充
实模式为基础，以充实、认知、研究问题为导向，最后以培养其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目标。课程试用方面，
安安老师所任教的五年级资优资源班分成四个梯次上课，因此安安老师相同的课程会上四次，所以每次
当安安老师设计出新的课程时，便试用在第一梯次上课的学生身上，并摄影记录上课的情形及学生的反
应，于课后立即修正教学的方式或课程的内容。
4.2.5. 课程评鉴与修正
包含根据评量结果评鉴课程、不断的纪录与修正。安安老师对于课程是否适用于学生的评鉴方式，
是根据对学生的评量结果而定，包括口头发表、讨论、学习单书写、独立研究、发明展及科展研究成果
等，而评量的标准就是依据他自己的教育理念与课程目标。安安老师从上课时学生的反应及摄影机的记
录去发现课程需调整与修改的地方，并随时修正，如此反复试用、修正，使得课程更适用于资优资源班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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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资优数学课程实施的模式
安安老师的课程模式是以充实模式为基础设计的，实施数学课程的模式有三：
4.3.1. 探索活动
例如“益智工坊”。安安老师以通知单来告知学生益智工坊要成立的消息，但是不强迫每个学生都
要参加，只招收对操作益智玩具有兴趣的学生，而这些对操作益智玩具充满兴趣、且愿意接受挑战并能
追根究底发现“破关”的方法与规则的学生，将成为日后参加科学展览的学生，而对益智玩具的研究与
操作所产生的问题，也可能是以后科展或独立研究的题目。除了筛选有兴趣的学生之外，安安老师也为
了培养学生对数学的兴趣，而营造相互竞争的气氛，互相挑战的学习环境，在不服输的情况下，学生会
在良性的竞争中进步，学生不只解出数学题目，甚至做得比老师的期望更好。从“益智工坊”游戏中，
可以看出安安老师将数学活动乐趣化，透过数学游戏与益智玩具让学生喜欢数学，而且都利用午休时间
陪学生一起玩数学，并以照相机、录像机留下纪录，以更了解孩子的特质与能力，同时培养学生思考与
解决问题的能力。
4.3.2. 团体训练活动：教师引导式主题研究
此课程主要培养思考的能力，提供学生有思考的机会。此外，安安老师也重视表达沟通的能力，鼓
励学生“说数学”，他认为会算数学题目，了解如何解题只是第一层而已，能将解题的过程及为什么如
此解题说出来，让其他同学了解，这种表达的能力才是更高一层的能力，也是资优生必须具备的。益智
游戏不仅要思考及动手做，找出规则之后还要学会做纪录，把完成益智玩具的过程及结果记录下来，有
些还必须上色加以说明，所以也重视培养做纪录的能力。班级气氛是既合作又竞争，以益智工坊为例，
分组玩益智玩具时，同组同学一起集思广益思考过关的方法，培养合作学习的精神，但是进行比赛时又
是互相竞争的关系。
4.3.3. 个人或小组对实际问题的探讨：学生自主式主题研究
把科展教材转化成课程，或是把研究题目纳入教材，让学生在课程中体会研究精神。安安老师带领
学生进行科展的研究时，是以引导者的身份来参与，当学生遇到或瓶颈时，安安老师会和学生一起讨论，
但是问题的思考与创意是来自学生。自主研究成果的展示，也就是科展及全国发明展得奖作品的展示，
由学生向评审老师说明研究的过程与结果，此外，在学校方面，是由研究的学生向全校学生说明研究心
得与研究成果，分享研究的结果与方法给想继续研究的学弟妹参考。

5. 结论
本研究以个案研究法，以一位资深的资优资源班教师为对象，探讨其资优数学课程设计的理念、过
程和实施模式。结果发现，个案教师资优数学课程设计的理念，包括开发学生潜能、提升学习动机、激
发创意、培养沟通讨论的能力、培养学生思考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等；在
资优数学课程的设计上，安安老师设计的步骤与过程为：明了资优学生的特性及课程需求、确定课程目
标与主题、教材的搜集与准备、课程设计与试用、课程的设计与试用、课程评鉴与修正；而在数学课程
的实施上，安安老师采用主题式的充实模式，透过益智游戏的探索活动、主题活动课程的团体训练活动、
以及自主式主题研究的活动，来实施资优数学的课程，以期能拓展学童的学习视野，培养其解决问题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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