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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教師： 張靜嚳

科目名稱： 數理資優教育專論

英文譯名： Special Topics in Science/Mathematics Gifted Education

學分時數： 3 學分/ 3 小時

必選修別： □必修 ■選修

全英文授課： □是 ■否(僅 □講授□課程設計、教材□課堂討論□評量作業 部份)

教學意見反應問卷類型：(8)

1.講述 2.討論 3.實習（教育商管類） 4.實習（理工類） 5.實驗 6.體能 8.一般課程
9.實習（驗）課程 10.體能課程

教學型態：(8)

0.課堂教學 1.實習工場 2.遠距教學（同步） 3.遠距教學（非同步） 4.課堂教學＋小
組討論 8.課堂教學＋遠距輔助教學（同步、非同步） 9.其他（如體育、教育實習或實
驗課程…等）

＜註: 課堂教學+小組討論 定義:每學期小組討論的授課時數佔總授課數的三分之一(含)以上＞

本課程學習融入議題或具有內容：

(none)

教學目標：

介紹數理資優的定義, 鑑定, 特性, 需要, 教學, 課程, 資優教育師資培育

教學大綱：

何謂數理資優？ 有何特性？ 有何教育上的特殊需要？ 如何鑑定？ 如何設計課程？ 如
何教學？ 如何評估教學？ 如何培育師資？ 數理資優課程哲學為何？如何針對數理資優
學生的特性和需設計課程和發展課程,設計教學和進行教學？ 如何站在學生的立場進行
數理資優教育？,何謂領導課程和建模課程？

必讀經典或名著：

☆ 主要教材：

1.Van Tassel－Baska, J., ＆ Stambaugh, T.（2006）. Comprehensive curriculum
for gifted learners （3rd Ed.）
2.Lesh, R. ＆ Doerr, H. M. Beyond constructivism： models and modeling
perspectives on mathematics problem solving, learning, and teaching.

☆ 參考教材：

＜註: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不得非法影印＞

☆ 必修先導課程：

☆ 建議先導課程： 無

教材上網：



教學方法：

講述

示範

習作

個案研究

對話教學

※ 教學方法備註：
講述，PCDC，遠距教學，專題研究。

評量方式：

評量方式項目 百分比

隨堂考（小考） 20%

課堂參與 20%

書面報告 40%

課堂上實作演練 20%

※ 評量方式備註：
1.平時 （20％）：出席，課室表現，作業，日誌，遠距表現。
2.期中 （40％）：期中報告。
3.期末 （40％）：專題研究報告。

課程對核心能力的幫助：

核心能力項目 關聯性

(博士班) 具備基本語文能力 4

(博士班) 具備相關資訊能力 3

(博士班) 具備數理專業知識 3

(博士班) 具備數理教育專業知識 8

(博士班) 具備數理教學設計能力 9

(博士班) 具備創新思考能力 6

(博士班) 具備良好數理教育研究能力 8

(博士班) 具備自我專業成長的能力 8

(博士班) 具備良好的領導能力 5

(博士班) 具備服務人群的態度 7

(博士班) 具備國際觀與尊重多元文化 8



教 學 計 畫 表
(留白)

任課教師： 張靜嚳

電子郵件信箱： ckuchang@gmail.com

研究室電話： 系辦公室電話： 3105

開課班級： 科碩博

科目名稱： 數理資優教育專論

學分/時數： 3/3

上課時間與日期： (一) 06-08 教室二

教學內容與進度：

週次 上課日期 教學單元與進度 學生應預習之章節 作業評量與檢討

1 02/26 課程簡介 無 無

2 03/05 哲學：為何需要資優教育？ c1 日誌

3 03/12 數理資優生的特性 c2， b11 日誌

4 03/19 數學資優生的需要 c2 日誌

5 03/26 課程設計 c3， b17 日誌

6 04/02 課程發展1 c4 日誌

7 04/09 課程發展2 c4， b18 日誌

8 04/16 課程產出1 c5 日誌

9 04/23 課程產出2 c5 期中考

（Mid－term）日誌

10 04/30 分化1 c6， b19 日誌

11 05/07 分化2 c6 日誌

12 05/14 數學課程1 c10， b23 日誌

13 05/21 數學課程2 c10， b24 日誌

14 05/28 科學課程1 c9， b25 日誌

15 06/04 科學課程2 c9， b26 日誌

16 06/11 領導1，口頭報告 c15， b27 日誌

17 06/18 領導2，口頭報告 c15， b28 期末心得

18 06/25 無 無 期末考（Final

exam）

※ 教學內容備註：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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