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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資優學生適應問題與情意課程設計 

蔡明富 
 

壹、前言 
資優學生是國家未來的重要人力資源，在學校應提供適當的教學與輔導，充

份發揮其潛能與才華。根據研究發現學生的壓力會隨著年級增加而提高（王佩玲，

民 86；江承曉，民 80）。國中資優學生正值升學階段，所承受壓力很大，蔡明富、

吳武典（民 89）也發現資優學生學校生活壓力與學校適應有相關，Adams（1994)
更提及如果資優學生面臨學校壓力問題，而沒有調適好，極可能會產生嚴重行為

問題，進而影響認知的發展。資優學者 Clark(1997)指出雖然資優生在認知、情意、

生理與社會之優異特質，但也可能產生不同潛在學習、人際適應問題。另根據

Dabrowski 的資優生情緒發展理論，資優生本身具有五種不同發展動力，包括心理

動作（psychomotor）、感官（sensual）、心智（intellectual）、想像力（imaginational）
與情緒（emotional）等方面的過度激動特質（overexcitabilities），由於這些特質敏

感與強烈的反應，如果沒有經過適當引導，會造成其身心不適應的狀態，因而影

響其情緒發展（引自 Silverman, 1993）。Feldhusen, VanTassel-Baska 與 Seeley(1989)
指出資優學生與普通學生相較下，資優學生的社會情緒需求（social-emotional need）
異於普通生，資優學生更需要異於普通學生之社會情緒需求。 

綜上所述，資優生正處國中升學階段而且具有異於普通學生的情意特質需

求，Roeper(1995)指出除非資優學生得到適當的教育，否則他們將成為學校適應不

佳的高危險群學生（引自 Winner & Karolyi,1998）。因此，編製合宜資優學生情意

課程甚為重要。 
 
貳、國中資優學生學校與家庭適應問題知多少？ 

資優學生要能夠順利成長，學校與家庭系統支持甚為重要。Bickley(2001)指出

資優學生欲發展順利需要有他人協助，其中包括學校教育人員與家長配合是很重

要。Silverman(1993)提出資優學生輔導模式架構中，也特別指出資優學生生態系統

介入（自我、學校、同儕、家庭與社區）的重要性。誠如陳美芳（民 85）指出資

優學生身心特質可能因學生所處環境的差異，對於資優學生的學習與適應造成方

向及程度不一的影響。郭靜姿（民 89）也提及資優學生除學習與心理特質異於一

般學生，所以存有一些獨特的適應問題，如身心發展的不均衡、過度激動特質、

人際差異知覺與自我認定困難、過度期望壓力等，可能導致負向的人際互動，而

影響其自我概念與自我發展。顯示資優學生成長，學校、家庭扮演著重要角色。

筆者發現教師編製情緒課程時常未考慮資優學生特質與心理需求，再加上現有國

中資優生情意教材不足，常以普通班輔導活動課程內容為設計依據，造成未能符

合資優學生的需求（蔡明富，民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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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欲編製合宜資優學生情意課程，有必要了解資優學生學校與家庭

適應問題。因此本文以下試圖探討國中資優學生面臨學校與家庭適應問題為何，

可協助教師與家長多方面了解資優生的適應問題。筆者選取高雄市 9 所國中一般

智能優異資優班（包括鹽埕國中、左營國中、右昌國中、五福國中、小港國中、

獅甲國中、新興國中、鼓山國中與三民國中），共約一至三年級資優學生 552 名參

與，為廣泛蒐集資優學生自陳在學校與家庭適應問題之知覺資料，採用「資優學

生生活狀況問卷」，得到學校與家庭適應問題如下： 
 
一、學校適應問題方面 
    根據蒐集學校適應問題語句資料，國中資優生自陳學校適應問題可分成學習

適應、行為適應、人際適應、知覺適應、學校環境、生理適應與未特定適應問題，

所得資料請見表一。 
 
表一  國中資優學生學校適應問題語句分類表架構說明 

學校生活狀況類別 架構說明 
學科成績 指資優生在學科學習活動的成績或評量的結果或表現的

問題。如: 月考不太好；月考平均不到 95 分。 
學習成績 

未特定學

習成績 
指資優生有提到成績或評量的結果或表現的問題，但並未

特定說明在何種學習結果表現的問題。如: 會有成績的壓

力；課業成績有時不夠理想。 
認知 指在學習活動中，資優生在所需具備的注意力、記憶、理

解、推理、思考等認知的能力或表現的問題。如:考試時常

粗心，讓我很苦惱；做事、上課常常不專心。 
學科 指資優生在學科學習活動中的能力或表現的問題。如: 文

科方面太弱，讓成績下降；在某些科目較弱，如數學、理

化。 
藝能 指資優生在藝能科學習活動中的能力或表現的問題。如: 

美術不好；體育不如人；體育太差。 
領導才能 指資優生因領導才能方面的表現所產生問題。如: 身為班

長，可是一點威嚴都沒有，沒有同學很願意配合我；身為

班級幹部，但不受同學尊敬。 

學習

活動 

學習表現 

未特定 指資優生未特定說明在何種學習活動表現所產生問題。如: 
功課不好；功課跟不上；在資源班程度跟不上；成績不怎

麼理想；成績明顯退步。 
學習興趣 指資優生在學習活動中對學習項目的喜好，造成學習適應

困難的情形。如:上課太無趣；常常上文學史會想睡覺。

學生

學習 

學習

態度 
學習負責 指資優生在學習活動中的自我負責表現，造成學習適應困

難的情形。如: 有時後會太忙而忘記一些事情，包括普通

班、資優班；來不及或不想寫資優班的作業。 
資優班 指資優班教師的教學風格或教學方法導致資優生學習適

應的問題。如:資優班的獨立研究，實在是不了從何下手、

又被老師念；資優班數學課的老師講課根本聽不懂。 

1.
學

習

適

應 

教師

教學 
教學

方法 

普通班 指普通班教師的教學風格或教學方法導致資優生學習適

應的問題。如:班上的老師，每次都會特別叮資優生；上課

時老師都一直講，完全沒有互動（跟老師、同學之間）例：

國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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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生活狀況類別 架構說明 
 未特定 指資優生未特定說明在何種特定班別教師教學風格或教

學方法所造成的問題。如: 無法接受某些老師的上課態

度；老師用不一樣的標準看待；教的太快。 
評量方式 指資優生因面臨評量方式所產生的學習適應問題。如:考試

時，字太小，看得很辛苦。 
評量時間 指資優生因無法配合普通班的評量時間所產生的學習適

應問題。如:要補考的考卷寫不完，很趕；考試沒時間。

教學

評量 

未特定 指資優生未說明所面臨的評量問題。如: 有時後普通班考

試太多；考試太多，壓力太大；考試過多。 

 

參與競賽 指資優生因參加競賽而產生的學習適應問題。如:比賽的選

拔中，每次第一個「中標」，要花不少時間去準備；很多

比賽都派我去，有點煩。 
資優班 指資優生因資優班課業安排份量的而產生的學習適應問

題。如:資優班作業多；資優辦派的功課太多。 
普通班 指資優生因普通班課業安排份量所產生的學習適應問

題。如:國文作業特別多，每天都要寫到十點多。 
普通班與資優班 指資優生因同時存在資優班與普通班課業安排份量所產

生的學習適應問題。如:在普通班的課業有時會很多，再加
上資優班的，有時都會應付不來。 

課業
份量 

未特定 指資優生未說明在特定班別的課業份量問題。如:功課、報
告量增多；功課太多；回家作業很多。 

課程內容 指資優生因資優班課程內容所產生的學習適應問題。如:
資優班課程部分不易懂；資優班的課很無聊，根本不想上。

資優班 

課程時間 指資優生在資優班學習，因課程時間安排不當所產生的學
習適應問題。如:上資優班，就必須放棄早自修與自習課。

課程內容 指資優生因普通班課程內容所產生的學習適應問題。如:
在原班上有些課，因為很簡單，所以想讀更難。 

普通班 

課程時間 指資優生在普通班學習，因為課程時間安排不當所產生的
學習適應問題。如:有些正課時間，如：自然、數學被利用。

課程內容 指未特定說明資優生在何種班別學習，因為課程內容安排
不當所產生的學習適應問題。如:課程不滿意，內容太簡
單，要不就太難。 

課程
規劃 

課程
安排 

未特定 

課程時間 指未特定說明資優生在何種班別學習，因為課程時間安排
不當所產生的學習適應問題。如:上課時間有差異；太晚回
去，趕不上補習時間。 

升學 指資優生因生涯規劃方面所產生的問題。如:擔心是否能考
上好的高中；我不知道未來，一片茫然。 

 

未特定 未特定說明資優生在哪一方面的學習適應所產生的問
題。如: 功課方面會有壓力。 

學習常規 指資優生本身在遵循學習規範的問題，或其他人未遵遁上

課學習規範而造成資優生的困擾。如：上課時會講話；考

試時有同學看我的考卷。 
生活常規 指資優生本身無法遵循班上生活規範的問題或其手足、同

學在學校生活規範問題而造成資優生的困擾。如: 下課

時，班上同學會吵鬧，甚至打球、射紙飛機，讓想讀書的

人不能待在教室安靜地讀書；在普通班讀書時太吵了。 

2.
行

為

適

應 

情緒問題 指資優生本身的情緒適應問題。如：容易緊張，一緊張就

會臉紅；心情起伏變大，易被周遭事物影響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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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生活狀況類別 架構說明 
資優生對同儕 指資優生在與同儕相處、合作、交朋友等一般性互動所表

現出的問題（包括排斥、嘲笑、瞧不起、討厭、嫉妒、凶、

利用…等）。如：常找同學當出氣桶。 
同儕對資優生 指同儕與資優生相處、合作、交朋友等一般性互動所表現

的問題（包括排斥、嘲笑、瞧不起、討厭、嫉妒、凶、利

用…等）。如:同學有時會用資優班的名詞來說我們，感覺

不是很好；被某些同學排擠。 

人際互動 

未特定 指資優生與同儕間相處、合作、交朋友等一般性互動所表

現的問題（包括排斥、嘲笑、瞧不起、討厭、嫉妒、凶、

利用…等），但未說明彼此互動方向。如:有些不好相處的

同學，很難溝通。 
資優生對同儕 指資優生面臨與同儕相處時，所產生的人際衝突問題(包括

打、欺負、爭吵、吵架…等)。如：由於脾氣不好，偶爾會

和同學吵架。 
同儕對資優生 指同儕面臨與資優生相處時，所產生的人際衝突問題(包括

打、欺負、爭吵、吵架…等)。如:被同學煩、打擾。  

與

同

儕

互

動 

人際衝突 

未特定 指資優學生與同儕間相處時，所產生的人際衝突的表現(包
括打、欺負、爭吵、吵架…等)，但未說明互動方向。如: 同
學有時和自己意見不合，易產生爭執。 

資優生對

資優教師

指資優生對資優班教師一般性互動所表現出的問題。如：

不喜歡資優班的黃老師。 
資優生對

教師 
資優生對

普通教師

指資優生對普通班教師一般性互動所表現出的問題。如：

我在普通班裡，有問題都不敢和老師面對面交談。 
資優教師

對資優生

指資優班教師與資優生一般性互動所表現出的問題（包括

排斥、討厭…等）。如：上資優班時，有時被老師罵。 
教師對資

優生 
普通教師

對資優生

指普通班教師與資優生一般性互動所表現出的問題（包括

排斥、討厭…等）。如：原班的老師喜愛挑我的毛病。 

人際互動 

未特定 指未說明資優生與特定班別教師互動所產生的問題。如: 
考不好會被老師羞辱；跟老師意見不合或想法不同。 

與

教

師

互

動 

人際衝突 未特定 指未說明資優生與特定班別教師相處時，所產生的人際衝

突的表現，或未說明互動方向。如：跟老師有爭執。 
人際互動 指未說明特定對象與資優生相處、合作、交朋友等一般因

互動所產生的問題（包括排斥、嘲笑、瞧不起、討厭、嫉

妒、凶、利用…等，有些是屬於負向人際互動表現情形）。

如: 考太好被嫉妒；學測考太高，大家嫉妒我。 

3.
人

際

適

應 

未

特

定 

人際衝突 指未特定對象與資優生相處時，因人際衝突所產生的問

題。如：常被罵。 
自我期望 指資優生對自我的期望所產生的問題。如:對自己的要求比

較大；因為是資優生，會給自己壓力，怕學測考不好。 
學習 指資優生知覺自己的學習情形所產生的問題。如:擔心考試

的成績追不上別人。 
心理 指資優生知覺自己品德、舉止、信仰及意志所產生的問

題。如:常感本身能力之渺小無用。 
人際 指資優生知覺人際交往中和他人相處所產生的感受問

題。如:擔心同學是否真的喜歡自己，怕自己成為一個討人

厭的人。 

4.
知

覺

適

應 

自

我

知

覺 
自我概念 

身體 指資優生知覺自己身體、健康、外表、技能等方面所產生

的看法問題。如:體重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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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生活狀況類別 架構說明 
資優班 期望 指資優生因資優班教師對資優生的期望所產生的問題。如:

資優班老師也會要求我們要有比一般人強的能力。 
期望 指資優生因普通班教師對資優生的期望所產生的問題。

如：班上的導師對我們的期望過高。 
普通班 

刻板印象 指普通班教師因對資優生的共通特質的看法所產生的問

題。如:在班上的考試若考不好，老師們會說：「你連這種

題目都不會，不要丟資優班的臉了。」 
期望 指未特定說明特定班別教師對資優生的期望，如:老師期望

太高。 

教師知覺 

未特定 

刻板印象 指未特定說明特定班別教師對資優生的共通特質的看法

所產生的問題。如:因是資優的學生，所以老師都認為考好

是應該的；老師把我們當作什麼都會。 
普通班 刻板印象 在普通班時，別人都不會理你，因為他們認為資優生都是

看高不看低的。 
期望 指未特定說明特定班別之同儕對資優生的期望所產生的

問題。如：同學會什麼事都要我幫忙，有時會覺得壓力很

大。 

同儕知覺 

未特定 

刻板印象 指未特定說明特定班別之同儕對資優生的共通特質所看

法所產生的問題。如:因為自己是資優生，同學都會覺得「資

優生一定都是好的」；同學有問題會來問我，如果自己也

不會，他們就會說：「資優生作假的喔！」。 
期望 未說明特定對象對資優生的期望所產生的問題。如: 功課

要維持在一定的水準之上；要求較高，標準較高。 

 他

人

知

覺 

未特定 

刻板印象 未說明特定對象對資優生的共通特質的看法所產生的問

題。如:大家好像都覺得你很強，成績很好，所以壓力很大；

大家對資優生的偏見。 
軟體 指對學校軟體設備所知覺的問題。如：圖書室的書太少。

硬體 指資優生對學校硬體設備所產生知覺的問題。如:廁所會漏

水；資優班教室不完善；恨桌子太小。  

環境設備 

未特定 指未指明學校哪一方面的設備問題。如:設備不好。 
午餐供應 指資優生對學校供餐所產生的知覺問題。如: 吃不到午

餐；學校的午餐，米飯很硬，不好吃。 

5.
學

校

環

境 行政處理 

收費 指資優生在學校、班級繳費方面的問題。如：學費太多；

班費好貴；學校午餐費太貴。 
6.生理適應 指資優生本身因生理適應所產生的問題。如：睡眠不足，

上課想睡。 
7.未特定問題 指在未特定說明資優生在某方面的問題。如：事情太多、

太繁雜；壓力太大。 

 
二、家庭適應問題方面 

Clark(1997)指出父母親在子女的成長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不但影響孩子教育

決定，也影響孩子的動機、自我形象及態度的形成。因此資優學生在家庭中深受

父母影響。了解國中資優學生家庭適應問題內容，可供家長知道如何協助資優孩

子的學習與成長。根據蒐集家庭適應問題語句資料，國中資優生自陳家庭適應問

題可分成學習適應、行為適應、人際適應、知覺適應、家長教養、家庭環境、時

間安排、生理適應與未特定適應問題，請見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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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國中資優學生家庭適應問題語句分類表架構說明 
家庭生活狀況類別 架構說明 

學習

成績 
未特定學習成績 指有提到資優生成績或評量的結果表現，但並未特定說明

何種學習活動而造成家庭生活的困擾或問題。如:學習成績

壓力；成績不理想、常常考差；成績不理想；每次成績不

可落差太大。 
認知 指資優生在家庭的學習活動中，因注意力、記憶、理解、

推理、思考等認知的能力或表現而造成的問題，如：唸書

時不會很專心；在家讀書常想東想西的。 

學

生

學

習 

學習

活動 

 
學習

表現 

未特定 指未特定說明資優生因何種學習活動的優勢或劣勢學習

表現而造成的問題，如：必須要在課業上有一定的水準，

有一點壓力。 
學習興趣 指資優生因學習、活動項目的喜好情形，包括課堂內學習

科目與課堂外學習活動的學習興趣而造成的問題，如：一

直讀書，很無趣。 

 學習

態度 

學習負責 指資優生因學習活動的負責情形，包括功課完成品質，而

造成的問題。如：因為課業關係，有時會忘記資優班的作

業。 
資優班 指因資優班教師個人或在教學上處置，而引發資優生在家

庭中適應的問題。如：因為比較資優，所以要寫更多作業。

教

師

教

學 

教學

方法 
普通班 指因普通班教師個人或在教學上處置，而引發資優生在家

庭中適應的問題。如：國文老師「林 」很愛罵人。 

資優班 指資優生因學校資優班的課業份量，而造成資優生在家庭

中適應的問題。如：在家中，不但要準備考試，還要溫習

或做資優班的功課，有時甚會感到壓力更大。 

學校內 

 
普通班與資

優班 

指資優生因學校普通班和資優班的課業份量，而造成資優

生在家庭中適應的問題。如：有時會因為資優班的事和普

通班的事擠在一起忙不過來；除了應付原班作業，準備學

測，還得完成資優班作業。 
坊間 指因參加校外補習班、才藝班、安親班等…坊間學習活動

而增加的課業份量，所造成資優生在家庭中適應的問題。

如：要花雙倍精力來兼顧學校和資優班外加補習班的作

業。 

課

程

規

劃 

課業

份量 

學校外 

家庭 指資優生因家庭學習活動的課業份量，所造成資優生的適

應問題。如：父母會因為資優班而買很多課外的東西給我

們寫。 
  未特定 未說明資優生因學校內、外的課業份量，而引發資優生在

家庭中適應的問題。如：功課量增加；功課量變大；課業

繁多。 
升學  指資優生對自己生涯規劃的問題。如：升學不知道該不哪

間學校；未來已被家人規劃好了。 

1.
學

習

適

應 

未特定 未特定說明資優生在家庭中哪方面的學習適應所造成的

問題。如：課業壓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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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狀況類別 架構說明 
學習常規 指資優生本身在遵循學習規範的問題，或其他人未遵遁學

習規範而造成資優生的困擾。如：每天讀書時間需超過三

小時，沒讀完不能做其他事。 
生活常規 指資優生本身無法遵循生活規範的問題或其手足在生活

規範問題而造成資優生的困擾。如：有時讀書要讀到很

晚，打擾家人休息。 

2.
行

為

適

應 

情緒問題 指資優生因情緒所產生的問題。如：無法讓自己放鬆，有

時會比較累。 

資優生對手足 指資優生表現出對手足相處、合作…等人際互動的問題。

如：常把弟弟當出氣桶。 
手足對資優生 指資優生與手足在家庭生活中相處、合作等一般互動時，

因手足對資優生互動所造成的問題。如:兄弟姊妹容易將責

任推給自己；哥哥有時會說我啟智。 

人際互動 

未特定 指資優生與手足間在家庭生活中互動的表現，所造成的問

題，但未說明彼此互動方向。如：和兄弟相處不融洽；和

弟弟處不合。 
資優生對手足 指資優生與手足相處時，資優生對手足產生的人際衝突問

題。如。跟妹妹吵架。 
手足對資優生 指手足與資優生在家庭生活中，因手足對資優生衝突所造

成的問題。如:哥哥時常欺負我；被妹妹攻擊。 

與手

足互

動 

人際衝突 

未特定 指資優學生與手足間在家庭生活中，因衝突所造成的問

題，但未說明彼此互動方向。如:和兄弟在一起，有時會互

罵；和兄弟姊妹吵架；容易和弟弟吵架 
資優生對家長 指資優生在家庭生活中與家長互動時，因資優生對家長互

動所造成的問題。如：和父母說話時老會不耐煩，明知道

不對，卻又忍不住用不好的口氣和他們說話。 
家長對資優生 指資優生在家庭生活中與家長互動時，因家長對資優生互

動所造成的問題。如:父母會主動關心，不過講多了不免會

覺得煩吧；爸爸有時因為他的情緒，對我有所影響； 

人際互動 

未特定 指資優學生在家庭生活中與家長間因互動所造成的問

題，但未說明彼此互動方向。如:和父母相處的時間很少（因

為覺得他們有時很煩）；與家人溝通不良；我和媽媽相處

不好。 
資優生對家長 指資優生在家庭生活中對家長因衝突所造成的問題。如：

被爸、媽罵時會頂嘴。 
家長對資優生 指家長對資優生衝突的表現（如被打…等），如：爸爸會

打我。 

與家

長互

動 

人際衝突 

未特定 指資優生在家庭生活中與家長因衝突所造成的問題，但未

說明彼此互動方向。如:有些時候我和爸、媽的想法不一致

會起衝突、有時和父母會有衝突；常與爸媽吵架。 
人際互動 指資優生在家庭生活中與家長或手足以外的人，或未說明

特定對象因互動所造成的問題。如:與家人的互動變少；有

時會頂嘴；不習慣與家人討論。 

3.
人

際

適

應 

未特

定 

人際衝突 指資優生在家庭生活中與家長或手足以外的人，或未說明

特定對象因衝突所造成的問題。如:常常覺得媽媽都不瞭解

我，總會和媽媽吵架；有不同意見而發生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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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狀況類別 架構說明 
自我期望 指資優生對自我期望太高或是要求完美所產生的問題。如:

自我要求要很高；一旦失敗，會自責。 
學習 指資優生知覺自己的學習情形所產生的問題。如：壓力太

大（怕成績變差，名次下滑）。 
心理 指資優生知覺自己品德、舉止、信仰及意志所產生的問

題。如：做錯事有罪惡感。  
人際 指資優生知覺自己在人際交往中和他人相處的感受問

題。如：與家人相處不快樂；與家人溝通不良。 

自我

知覺 
自我概念 

 

身體 指資優生知覺自己身體、健康、外表、技能等方面的看法

問題。如:身高、體重、飲食不均勻。 
期望 指家長在家庭生活中因對資優生的期望，而造成資優生的

問題。如:父母期許過高；父母對自己的期望很高；父母對

我期望高，壓力大。 

家長 

刻板印象 指家長在家庭生活中因對資優生共通特質的看法，而造成

資優生的問題。如:父母因為資優生的關係，常要求每件事

都要做到，至少有點「資優樣」。 
手足 刻板印象 指手足在家庭生活中因對資優生共通特質產生的看法，而

造成資優生的問題。如：於弟妹留下「哥哥功課最好」或

「姊姊最聰明」的印象；弟弟認為我是十項全能，時常跑

來問我問題。 
期望 指家長或手足以外的人，或未說明特定對象對資優生的期

望，而造成資優生的問題。如:家人所有的希望都放在我身

上，有時會吃不消；長輩們都給予很大的期待，壓力蠻大

的。 

4.
知

覺

適

應 

他人

知覺 

未特定 

刻板印象 指家長或手足以外的人，或未說明特定對象對資優生共通

特質產生的看法，而造成資優生的問題。如:大人會認為資

優生功課就一定要好；在家人眼中，我一定要是弟弟、妹

妹的好榜樣。 
家長管教 指資優生因父母的管教而產生的問題。如：父母偏心；父

母對功課的要求。 
5.
家

庭

教

養 

未特定 指資優生因父母以外的長輩或未特定人的管教而產生的

問題。如：一休息，便會被罵；功課不好被唸。 

軟體 指資優生對家庭軟體設備所知覺的問題。如：沒有足夠的

課外書可看；家庭能使用的資源有限，要找關於課業方面

資料困難。 

環境設備 

硬體 指資優生對家庭硬體設備所知覺的問題。如：沒有個人電

腦；家住五樓，沒有電梯，腳很酸。 

6.
家

庭

環

境 
家庭經濟 指資優生對家庭經濟狀況所知覺到的問題。如：有些課程

要用到經費，必須跟媽媽要，感覺又多了一項負擔；有時

後會因資優班的一些活動而增加父母經濟的壓力。 
自家 指資優生對自己家庭的情境所知覺的問題。如：家裡很

吵，不能專心唸書；家裡太吵。 
 居家情境 

鄰居 指資優生因鄰居狀況而產生的問題。如：附近鄰居太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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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狀況類別 架構說明 
學習 指資優生在學習方面，因時間安排所產生的問題。如：沒

時間寫功課；有時為了做作業，常做到半夜。 
休閒 資優生在休閒方面，因時間安排所產生的問題。如:休閒時

間問題；休閒時間少到接近沒有。 

7.
時

間

安

排 未特定 指資優生未指明因何種的時間安排所產生的問題，如:比較

沒自己的時間；在家裡時間不夠用。 
8.生理適應 指資優生因生理方面的表現，所產生的問題。如：睡眠不

足；精神比較不好。 
9.未特定問題 未特定說明資優生在某方面的問題。如：壓力太大。 

 
綜上所述，國中資優學生自陳學校與家庭適應問題內容，均出現學習、行為、

人際、知覺、環境、生理等適應方面問題，此外，在家庭情境另出現家長教養與

時間安排的問題，可供教育實務工作者設計資優學生情意課程之參考。 
 
參、國中資優學生情意課程設計原則 
    資優學生雖具備優異特質，但身處學校與家庭情境中易產生不同適應問題，

教師在協助資優學生情意輔導時，學校教師編製國中資優學生情意課程時，應注

意以下幾點原則（蔡明富，民 93）： 
（一）參與對象方面 

    1.在實際進行情意課程時，教師要考量參與資優學生之人數，以決定是採取小

團體輔導或大班教學。 
    2.教師在設計課程時，應考量學生的適用年齡層，所以教材應明列適用對象的

年段。 
（二）教學目標方面 
1.教師在設計每份教材均有其教學目標，每個教學目標應具體、明確。 
2.由於現場實施的教學時間常每週以一節課為限，為便於達成教學目標，因此

教學目標不宜過大或過多。 
（三）教學內容方面 

    1.教師編製每份教材時，應評估校內資優學生所面臨適應問題為何，了解其起

點行為，再針對其需求編製情意課程，如此教學才易奏效。教師可透過實際觀察、

晤談資優學生，或訪問資優學生重要他人，以了解班上資優學生目前面臨共通問

題為何？或是特定困難為何？以利課程設計。 
    2.教師的教學內容要符合教學目標，切忌教學內容超出教學目標範圍。 
    3.為讓教學內容更能引發學生學習興趣與動機，而且又能應用於資優生實際生

活情境，設計教學內容盡量以學生所處生態情境，避免過於引用與教學無關情境，

造成學生學習後不易與實際生活情境相連結。 
4.由於實施情意課程一節課教學時間以 45 分鐘為宜，故教學內容要考量時間

分配得宜，切忌時間安排過於緊湊，避免教學過於趕進度，忽視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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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學習單設計應契合教學內容，不要因為偏重學習單的美觀，忽視教學內容重

點。 
    6.針對實施情意課程後，教師可利用回饋，以了解資優學生學習成效。如果實

施成效有限時，可供未來編製參考。 
 
肆、結語 

在國內升學環境的競爭下，常使教師、家長注重資優學生認知方面的發展，

而忽略其心理及輔導層面的需求。吳武典（民 90）也指出當資優生知性與感性不

能平衡發展而有顯著落差時，其原來資優特質就可能變成極具破壞性。因此，情

意教育與心理輔導對資優生而言非常重要，甚至比一般學生更為重要。本文除提

供國中資優學生面臨學校與家庭適應問題外，另提出編製情意課程幾項原則，可

供教師未來實施國中資優學生情意課程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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