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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運用虛擬實境VR4SE課程作為提升資優教育師資生在資源教室
中針對資優學生情意需求進行團體輔導的能力，結合區分性教學與
功能分析的觀點，提升教師能針對學生的情意需求覺察並運用適當
的輔導策略回應，透過有實務經驗的資優班教師的觀課、訪談、資
優學生情意需求觀察指標建立，到虛擬實境教室之建置與測試，訓
練成效分析與教師效能的了解，提供完善的資優學生發展性（預防
性）輔導機制。目前執行之計畫已針對六所國小與三所國中資優班
老師進行情意課程的現況與師生互動情形進行觀課與錄影，並訪談
兩位資優班老師在ㄧ般教學情境中如何覺察學生的問題並用適當的
輔導策略與之互動進行訪談，亦針對擬定情意需求觀察指標，將依
此作為腳本請資優班老師於下半年擬定六套10~15分鐘的腳本，作為
虛擬實境情意輔導職前課程的訓練內容，並透過焦點會議進行討論
並建立資優學生情意輔導策略評分系統。今年除針對觀察量表透過
焦點座談討論運用情形，主要為建置一間虛擬實境教室（含有6個座
位的國中資源班教室，邀請6位資優生扮演腳本人物、進行拍攝並轉
檔為影片，進而測試擬實度、舒適度與使用者意願調查，並實際進
行資優教育師資生使用虛擬實境教室VR4SE後資優學生情意需求覺察
與輔導回應策略之比較，並以在職教師為對照組，進行資優學生情
意需求覺察、輔導策略運用之比較。研究結果顯示，虛擬實境影片
擬真度、舒適度等達尚可至非常符合程度，透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VR影片與VR4SE訓練對提升資優學生情意輔導較一般文字回應有更
佳的效果(p<.05)，有助於師資生判斷資優學生情意輔導需求與策略
運用。此外，與實際在資優班教學之現職老師與尚未進入現場的師
資生有差異，但透過VR4SE訓練能增進對資優學生情意需求覺察、輔
導策略運用等能力，強化師資培育之工作。後續以發展更為精緻的
VR影片，並進行量化之資優學生課堂行為表現與情意需求觀察量表
的量尺與適宜的截斷標準為發展方向。

中文關鍵詞： 虛擬實境VR4SE課程、資優學生情意輔導、資優師資培育

英 文 摘 要 ： This study intends to use the virtual reality curriculum
(VR4SE) to enhance the counseling ability of pre-service
training for gifted educators. Combining with the
viewpoints of differentiated teaching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it tries to observe and interview with gifted
teachers, and develop the “Gifted students’ emotional
needs” indicator-style scale, in order to improve pre-
service teachers' awareness and appropriate counseling
strategy. First, the study tries to establish the virtual
reality classroom for pre-service teacher’s training, and
test the user’s feelings. The VR-based classroom consists
of a six-seater resource rooms, 6 gifted students, 6 sets
of 10-15 minutes VR4SE counseling training. And, it also
compar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VR-based training and
general teaching to provide the preventive counseling
mechanism for gifted students. Then, it tries to analyze
the observation checklist of gifted students’ classroom
behavior performance and affective needs, and provide the



training to pre-service gifted educators. Then, the study
also analyzes the teacher effectiveness and conducted in-
service teachers for the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e level of simulation and
comfort of VR videos is acceptable to very consistent. VR
videos have a better effect on improving pre-service
teachers to counsel for gifted students than those who use
general text responses (p<.05), which helps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judge gifted students' affective counseling
needs and use related strategies. In addition, there are
still differences  (p<.05) how to guide gifted students
between the actual teachers in the gifted class and the
pre-service students. However, through VR4SE training,
their ability of perceiving the affective needs of gifted
students and applying counseling strategies can be
enhanced, and this training can strengthen training of
gifted teacher.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follow-up is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refined VR videos, and quantification of the scale and
appropriate cut-off standards of the observation checklist
of gifted students’ classroom behavior performance and
affective needs.

英文關鍵詞： VR-based Curriculum (VR4SE), Affective counseling for
gifted students, Gifted educator's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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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資優學生因傑出的認知表現，在學校學習常受到關注，然也因獨特的身心特質，有的個

體會出現人際適應的問題，而資優學生的獨特身心特質，往往受到其社會情緒發展的影響，

然而這些特質相對也會造成與所處環境的衝突。在教學與師生互動情境中，傳統一體化的

教學情境常使具有獨創力及想像力的孩子受到壓抑，在團體中常常不能自在的表現，除了

常來找老師訴苦或尋求協助，正向地尋找情緒的抒發管道，反之社交與情緒問題就容易產

生。因此，教師與家長都應特別留意孩子這些情意特質的發展，引導其發展良好的社交技巧

及情緒調適能力，也需要了解哪些問題的出現可能會對學校或家庭造成影響。 

如何加強教師在團體或班級中輔導學生，用以培養其應對技能、增強其人際交往的能

力，對學校運作與教育理念的推展有很大的幫助 (Jacobs & Schimmel, 2005; Sears, 2005)。

學生在學校，與之關係最密切的就是老師，老師對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表現造成某種程度的

影響。如果教師給予正面的支持，會讓學生有較正面的態度；如果師生互動好時，他們也

比較願意持續參與其中 (Cavallo & Laubach, 2001) 。因此，提升職前教師與在職教師輔導

相關能力將有助於教師有效教學與學生學習。 

    然而真實情境難尋，模擬教學又無法切合需要，虛擬實境成為解決此問題的方法之一。    

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 VR) 是利用電腦繪圖、影像呈現於相關儀器，應用視聽覺等各種

感官模擬，產生虛擬的 3D 空間情境，讓參與者沉浸於類似實際的真實世界中，加上近年透

過高科技的電腦動畫，將影像更立體化或透過動態模擬，產生身歷其境的感受 (Benno, 1998)。

有關虛擬技術用於提升特殊教育學生相關技能之研究近來陸續出現，包括提升身心障礙學

生的空間記憶能力、程序性知識、肢體操作與行動能力，其效果甚至比真實情境更好 (林靖

凱，2008；Billingsley & Scheuermann, 2014; Brook & Rose, 2003; Holden, 2005)。而 3D 虛擬

實境的科技運用在師資培育上，不僅可以讓師資生在進入教育現場前有大量練習的機會，

且可透過練習情境難易度的調整控制，讓個別學生依自己的需求與進度學習，也可以看到

自己的進展，給予更多學習信心。此外，虛擬實境的大量練習既不會傷害到學生，不會影響

學生的學習權利，再加上虛擬學習環境十分接近真實的情境，不用像過去教學演示模擬時

對著空氣說話，可以提高師資生的內在動機和參與程度，在師資培育中可以廣加利用。 

    本研究擬運用虛擬實境課程 VR4SE 作為提升資優教育師資生在資源教室中能針對資

優學生的情意需求進行團體輔導的能力，結合區分性教學與功能分析的觀點，提升教師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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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個別需求能予以覺察並運用適當的輔導策略回應，透過有實務經驗的資優班教師之

觀課、訪談、資優學生情意需求觀察指標建立，到虛擬實境教室之建置與測試，訓練成效分

析與教師效能的了解，提供完善的資優學生發展性（預防性）輔導機制。本計畫目前已執行

一年，藉由觀察資優班教師在進行情意課程或將情意教育融入學科教學時，如何針對資優

學生常見的問題（完美主義、人際問題、低成就）進行輔導，進而建立輔導技巧腳本、輔導

回應策略評分、開發虛擬人物與發展資優學生情意需求觀察量表。 

    第二期一年計畫，重點放在虛擬實境教室之建置、測試、訓練成效分析與教師效能的

了解，提供完善的資優學生發展性（預防性）輔導機制。研究目的為： 

(1) 探討資優學生課堂行為表現與情意需求觀察量表運用之情形。 

(2) 進行虛擬實境教室 VR4SE 之建置、測試，以及擬真度、操作舒適度與使用意願調查。 

(3) 比較虛擬實境教室 VR4SE訓練對提升資優教育師資生情意輔導策略運用適切性之成

效分析。 

(4) 比較資優教育師資生與在職資優班教師在輔導資優學生策略運用適切性之差異情形。 

 

貳、文獻探討 

一、資優學生的情意發展與人際需求 

    許多研究比較資優學生與普通學生的心理適應情形，結果發現，資優學生在國小時有

較好的情緒適應 (Cornell, Delcourt, Bland, Goldberg, & Oram, 1994)。但是，部分社會與情緒

發展不利其適應，高智商的資優學生常可以感受到自己與他人的不同而出現心理上的困擾，

容易感到寂寞與孤獨，到了青春期，凡事要求完美和高期待的心理狀態下，比其他同儕承受

更大的壓力，此外，在高成就與友好人際關係的需求下也常感到困擾，青少年同儕間的次文

化對學業成就表現佳的學生來說並不友善，因此，部分資優青少年為了減少同儕的排擠，會

否認自己的能力，甚至為了取得同儕的認同而壓抑自己的表現 (Clasen & Clasen, 1995)。 

二、輔導工作在班級中的實施與相關技巧 

    在教師的影響部分，學生在學校，與之關係最密切的就是老師，老師對學生的學習動

機與表現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如果教師給予正面的支持，會讓學生有較正面的態度；如

果師生互動好時，他們也比較願意持續參與其中 (Cavallo & Laubach, 2001) 。 

    從班級為本位的功能介入模式 (Class-Wide Function-Related Intervention Teams, 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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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 分析，教師若能辨識學生的適當行為，將可改善學生執行任務時的行為表現，其以

團體或班級為主的課程教學為現場，引導和強化學生展現適當的行為，如：引起老師的注

意、遵循指導、忽視同伴的不當行為。相關實驗研究皆發現，教師如能增加學生適當行為

的讚揚和關注，減少譴責，對學生任務的執行有正向幫助。其中，情緒行為障礙高危險群

學生的平均課堂專注行為提升、破壞行為減少，教師的行為也有所改變，無論是針對普通

班學生或是針對高危險群學生皆能發揮作用(Kamps, Wills, Bannister, Heitzman-Powell, 

Kottwitz, Hansen, & Fleming, 2015; Hansen, Caldarella, Williams, & Wills, 2017)。 

三、職前教師培育與教師效能之探討 

    然目前師資培育課程對職前教師來說卻太偏重理論而缺少實務，所學的知識在實際進

入教學現場時的應用性並不大，加上實習時間太短、太少，大學四年的學習只是學習如何

教學生的理論方法而已 (楊筑雅，2005) 。陳易芬 (2009) 針對 11 位大四職前教師進行訪

談，探究其對師資培育課程與教學之看法發現，相較於傳統的講述法，職前教師認為實作

的教學方式較有幫助；而輔導相關的課程在職前教師眼中是可以自助和助人的課程，生活

輔導與行為改變技術可以在日常生活與教學中實際運用，以了解學生、改變其不良行為，

而對沒有修習輔導相關課程的職前教師而言，覺得輔導學生、與親師之間的互動很困難。 

四、虛擬實境的發展與教育應用 

    為促進教師的有效教學，相關的教學方法與輔助科技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其中虛擬的

情境即為一例，在資優教育中，為提供學生特定的知識，可建置虛擬的學習環境，刺激學生

的高層思考能力，滿足區分性教學的理念，亦可促進多元文化教育與滿足雙重殊異學生的

需求 (Mulrine, 2007)。 

    虛擬實境在教育上的應用十分多元，包括：學生學習、行為管理與行為塑造、教師訓練、

教育評鑑等 (Welsh, 2011)。Siegle (2019) 指出虛擬和擴增實境應用程式可以讓資優學生透

過新奇和令人興奮的形式探索學習，學生不僅可以使用該技術創造有趣的互動產品，可以

展示學習成果，也能有效促進其學習。過去的技術藉由真實的探索提供資優學生更多的學

習機會，而現今透過虛擬實境，資優學生不僅只是透過網路獲得大部分的知識，而且內容不

限於閱讀文本和查看圖像，他們可以以新的方式積極地與想學的事物或內容進行互動，無

論是探索遙遠的博物館或透過擴增實境解剖青蛙。虛擬實境的設計讓學生可以探索 36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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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D 世界，學生雖不在現場卻能沉浸其中，透過特殊的視頻耳機來觀看 3D 的虛擬環境，

更可利用手機等行動載具觀看 3D 視頻。 

       

參、研究方法、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 

    依前一年文獻探討、入班觀察、教師訪談，作為虛擬實境課程對資優教育教師情意輔導

能力訓練之基礎，根據事先規劃之腳本，產出一系列共六套各 10-15 分鐘經實景拍攝再轉為

360 度的虛擬實境影片與評分系統，影片所建置之教室包含一間含有 6 個座位的國中資優

資源班教室，六名國中資優學生(兩名為本計畫預設有相關問題行為之資優學生)。過程中邀

請體驗者進行測試與擬真度、操作舒適度等與使用者意願之調查，並實際進行資優教育師

資生使用虛擬實境教室 VR4SE 後資優學生情意需求覺察與輔導回應策略之比較。此外，亦

與實際在資優班教學之現職老師進行資優學生課堂行為表現與情意需求觀察量表的討論，

並進行與師生生進行虛擬實境教室 VR4SE 訓練前的比較，用以探討其對資優學生情意需求

覺察、輔導策略運用與教師效能之差異。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第一年研究所需要的研究參與者如下： 

  1. 資優學生課堂行為表現與情意需求觀察量表運用：30 位資優班現職教師。 

2. 測試與使用者調查：邀請 10~15 位資優教育師資生與在職資優班教師進行測試與使用

者擬真感/真實感、操作舒適性/存在感與喜好度等意願調查。 

  3. 準實驗研究：25 位資優教育師資生進行虛擬實境教室 VR4SE 訓練，另挑選 29 位資優

教育師資生與 23 位資優班現職老師進行資優生課堂行為表現的文字反應作答為對照

組，以作為與虛擬實境教室 VR4SE 訓練成果的差異比較。其中有關準實驗研究的對象

組別與相關背景分布如表 1。 

    表 1  參與學生組別與背景 

組別 身分 人數 觀察 VR-based 影片 資優班實務經驗 

組別 1 (實驗組) 資優教育師資生 25 是 無 

組別 2 (對照組 1) 資優教育師資生 29 否 無 

組別 3 (對照組 2) 資優班現職老師 23 否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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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優學生課堂行為表現與情意需求觀察量表運用 

    將第一年所規畫設計之資優學生課堂行為表現與情意需求觀察量表與 30位資優班現職

老師進行焦點座談與討論，藉以蒐集對資優班教師班級經營之助益。 

三、VR-based 影片製作與相關設備說明 

1. 規劃相關之師資培育情境。配合研究所需規劃包含：教室情境、學生人物、師資生反

應、師資生反應與事件互動、以及事件反應之記錄等五個項目。考量成本與實際情境

（包含教室、人物等），因而選擇現有國中資優資源班做為場景，並保有教室內的設備

與布置。 

2. 腳本提供給資優班學生拍攝成影片。研發團隊邀請現就讀於國中資優資源班的 6 位學

生，經家長與本人同意後根據腳本協助影片的拍攝，選用的相機為 360 度攝影機。 

3. 轉化為 360 度虛擬實境 (VR) 影片。考量研究成本，因此選擇拍攝實景影片再轉換為

360 度虛擬實境影片，並與香港中文大學、國北教育大學團隊合作進行。 

4. 購置與運用 VR 相關設備。購置 VR-based 影片搭配之硬體設備，包含：VR 設備與高

效能筆記型電腦。其中 VR 設備包含下面三項：頭戴顯示器裝置（含內建耳罩式耳機）、

手遙控 Touch 控制器和感應器。該頭戴式顯示具備器具有高更新率、低反應時間、以

及立體音效等優點，有助於使用者的沈浸感，進而達到身歷其境的效果。為便於蒐集

資優教育師資生與現職教師測試的數據，執行時搭配市售簡易型 VR 眼鏡觀看影片。 

四、執行信實度、舒適度使用者調查 

    計畫將發展 VR4SE 執行信實度檢核表、使用者行為評量與使用者問卷。執行信實度

檢核表是用來確認參與者是否有按照設計的步驟進行 (Smith, Daunic, & Taylor, 2007)。所

謂的信實度 (Treatment fidelity) 指的是實施介入時與原本計畫的相符程度 (Mowbray, 

Holter, Teague, & Bybee, 2003)，根據實際的觀察進行評估，並搭配開放式題項讓使用者進

行補充說明。 

五、準實驗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立意抽樣，針對 60 位進行資優學生心理輔導與情意教育課程之資優教育師

資生進行施測，前九週課程進行資優學生身心特質與輔導之學習，後分為兩組，一組為實

驗組，安排虛擬實境 VR4SE 影片施測並說明輔導策略，另一組為對照組，進行一般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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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測試。其中包括六段（每套 10-15 分鐘）影片的觀測與回應，練習完皆進行後續的輔導

策略討論與立即回饋。 

六、資料處理與分析 

1. 蒐集焦點座談中資優班教師針對資優學生課堂行為表現與情意需求觀察量表運用之

結果分享經驗，將會議記錄轉為逐字稿，蒐集運用後的建議與後續研發方向。 

2. 透過問卷調查蒐集 VR 影片體驗測試者對擬真度、舒適度與使用者調查之想法，作為

後續修正的建議。 

3. 透過 VR4SE 訓練、虛擬實境影片評分系統統計，將三組研究對象的得分情形（30 位

VR4SE 訓練與虛擬實境影片測試之師資生為實驗組，30 位一般講解與文字測試之師

資生、30 位在職資優班教師為對照組），透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事後比較，分析其

在資優學生情意輔導策略適切性之差異情形。 

七、倫理考量 

本研究以人為對象的研究，因此應特別遵守規範並通過研究倫理審查，包括尊重個人

的意願、確保個人的隱私、不危害研究對象的身心、遵守誠信原則、以及客觀分析及報告等

項。所幸本計畫研究對象皆為成人，不需涉及其家長或監護人的意願。 

在尊重個人意願準則下，應注意做到下列三項：第一是避免蒐集非必要性的意見或個

人資料；第二是個人反應及意見如牽涉隱私，則不予紀錄；第三是必須尊重當事人或其家長

（監護人）的意願，如缺乏參與意願，則不勉強。在確保個人隱私準則下，為保障同意接受

研究者的興趣及特質，進行教育研究時要遵守匿名 (anonymity) 及私密性 (confidentiality) 

原則，前一項原則是指研究者無法從所蒐集到的資料判斷出提供資料的個人身分，後一項

原則是指外界無法探悉某一特定對象所提供的資料 (林天祐，2005)。 

 

肆、研究結果 

一、資優學生課堂行為表現與情意需求觀察量表之運用 

    針對計畫第一年研發之資優學生觀察量表，其向度包括正、負向行為，以及完美主義、

低成就與有人際問題之資優學生常出現的行為表現/特徵與言語反應等五大部分，共計 30 項，

故邀請 30 位在職資優班教師透過焦點座談與其討論資優學生特質與觀察的情形。彙整資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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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教師的意見可發現，其有助掌握團體中的資優學生可能會出現的行為表現，更能明確觀

察出可能有問題的資優學生。其中，部分資優班教師反應，若後續能發展為有量化統計且有

截斷標準之觀察量表，更能幫助老師或家長判斷。 

二、虛擬實境教室 VR4SE 之建置、測試，以及擬真度、操作舒適度與使用意願調查 

    體驗者在使用後擬真度、操作舒適度與使用意願調查的量化統計在五點量表中介於

3.2~4.9 之間，達尚可、符合至非常符合之間，在擬真度上，除了少部份受測者認為其中一

段 VR 影片有點模糊，大部份認為還能還原教學現場的真實樣貌，有身歷其境的感覺，更能

加深印象。後續調整其中一套 VR 影片的清晰度。 

    在舒適度上，大部份受測者會覺得眼鏡太重，觀看起來久了會暈不舒服，但也有體驗者

反應不會有暈眩問題，但有些影片用 VR 會跑掉，需要轉一個角度方向才看得到。也因需填

寫紙本問題，得常將 VR 眼鏡拿下，造成操作上較為不便。 

    此外，多數體驗者認為比起一般影片，VR 影片確實能協助職前教師體驗教學現場，透

過可動視角訓練教師掌握班級狀況，可讓老師體驗不同風格的學生，亦可看到完整的教室

佈置，環景看到學生上課狀況，能引導師資生思考如何應對進行模擬練習，也比較能沉浸其

中，幫助幫助學生學習不易接觸的內容。但 VR 設備建議再加強。     

三、虛擬實境教室 VR4SE 訓練對提升資優教育師資生情意輔導策略運用適切性之成效分析 

    透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三組研究對象進行資優生情意輔導策略運用適切性的比較，

首先透過 Levene 統計量同質性檢定發現，三組學生未達顯著性差異 (p>.05)，屬同質。針

對進行 VR4SE 虛擬實境影片觀察與檢測之實驗組學生與一般文字檢測師資生的比較可發

現，其平均值分別為 41.76 與 39.48（表 2），實驗組略高於對照組 1，三組研究對象之事後

比較亦可發現（表 4），兩組達顯著差異(p<.05)。結果說明，透過 VR4SE 虛擬實境課程與測

試結果比一般文字或講解效果佳。 

表 2  三組研究對象在情意輔導策略運用之描述性統計 

 N 平均值 標準差 標準誤 

平均值的95%信賴區間 

最小值 最大值 下限 上限 

實驗組 (師資生VR) 25 41.76 2.296 .459 40.811 42.708 38.00 47.00 

對照組1 (師資生一般) 29 39.48 3.112 .578 38.299 40.667 31.00 43.00 

對照組2 (在職教師) 23 41.96 2.868 .598 40.716 43.197 33.00 47.00 

總計 77 40.96 2.993 .341 40.282 41.640 31.00 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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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三組研究對象在情意輔導策略運用之差異比較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群組之間 102.125 2 51.063 6.529 .002 

群組內 578.758 74 7.821   

總計 680.883 76    

 

表 4  三組研究對象在情意輔導策略運用之事後比較 

(I) group (J) group 

平均值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95% 信賴區間 

下限 上限 

實驗組 對照組1 2.277* .763 .015 .371 4.184 

對照組2 -.197 .808 .971 -2.215 1.822 

對照組1 實驗組 -2.277* .763 .015 -4.184 -.371 

對照組2 -2.474* .781 .009 -4.425 -.523 

對照組2 實驗組 .197 .808 .971 -1.822 2.215 

對照組1 2.474* .781 .009 .523 4.425 

*. 平均值差異在 0.05 層級顯著。 

 

四、資優教育師資生與在職資優班教師在進行資優學生情意輔導策略運用適切性之比較 

    透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三組研究對象進行資優生情意輔導策略運用適切性的比較

結果中，進行一般教學與文字檢視之資優教育師資生 (對照組 1)與在職資優班教師的比較

結果發現，兩者在資優學生情意輔導策略運用的平均值分別為 39.48 與 41.96（表 2），事後

比較亦可發現兩者有顯著差異(p<.05)。顯示資優教育師資生與在職資優班老師在輔導資優

學生仍有差異。 

    然透過 VR4SE 虛擬實境影片觀察與檢測後，資優教育師資生在情意輔導之平均值雖略

低於在職教師（M=41.76 與 M=41.96，見表 2），但已接近在職資優班教師的表現，且無顯

著差異。 

 

伍、結論與建議 

    根據前一年文獻探討、入班觀察、教師訪談，作為虛擬實境課程對資優教育教師情意輔

導能力訓練之基礎，利用焦點座談，與現職教師討論對資優學生觀察之效益。另產出一系列

共六套 10-15 分鐘經實景拍攝再轉為 360 度的虛擬實境影片與評分系統，影片所建置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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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包含一間含有 6 個座位的國中資優資源班教室，六名國中資優學生(兩名為本計畫預設有

相關問題行為之資優學生)。過程中，透過體驗者測試虛擬實境影片，進行測試與擬真度、

操作舒適度等與使用者意願調查，並實際進行資優教育師資生使用虛擬實境教室 VR4SE 後

資優學生情意需求覺察與輔導回應策略之比較。 

    結果顯示虛擬實境影片擬真度、舒適度等達尚可至非常符合程度，VR 影片較一般文字

回應有更佳的效果(p<.05)，有助於師資生判斷資優學生情意輔導需求與策略運用。此外，與

實際在資優班教學之現職老師與尚未進入現場的師資生有差異，但透過 VR4SE 訓練能增進

對資優學生情意需求覺察、輔導策略運用等能力，後續以發展更為精緻的 VR 影片，並進行

量化之資優學生課堂行為表現與情意需求觀察量表的量尺與適宜的截斷標準為發展方向。 

 

參考資料(略)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109 年 8 月 28 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此次會議於 7 月 19 日於線上舉辦，吸引自己參與此次會議的是此項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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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0 篇

國
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1

投稿於第五屆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y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本國籍

大專生 50

人次

資優教育師資生陪育

碩士生 5 體驗與培育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1 兼任助理(台大師培中心支援教師)

專任人員 0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六套資優學生情意輔導腳本、VR影片；資優學生行為觀察
量表為觀察量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