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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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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三年期計畫，依文獻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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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實境教室包含一間含有6個座位的國中資源班教室，6名
虛擬人物(兩名為本子計畫設計、四名為整合型計畫下其他子計畫設
計之人物)、6套10分鐘虛擬實境教室VR4SE資優學生情意覺察訓練相
關的腳本。本子計畫第一年以蒐集資料發展腳本、發展資優學生情
意需求觀察表、資優學生情意輔導策略評分系統與兩名虛擬人物的
角色設定為目標。相關結果如下：第一，透過教師課堂錄影與語料
分析，完成共10節（每節約40~45分鐘）資優班教師觀課與師生互動
記錄，並提供資優班課堂常見的師生行為表現腳本設計之參考。第
二，訪問三位教師特定問題類型之資優生常見的行為表徵及教師輔
導策略。第三，透過德懷術針對17位具豐富經驗的資優班教師進行
三次的問卷調查，設計出「資優班課堂行為表現觀察表」，以供第
二年職前資優師資培育進行資優生情意發展課程時，探討資優學生
情意需求觀察指標時使用。第四，完成六套資優學生情意覺察訓練
腳本與評分系統，據以作為第二年規劃虛擬實境教室使用。整體結
果將作為覺察資優學生的情意需求的方法，以便有效輔導，並透過
虛擬實境教室VR4SE之建置與資優教育師資生情意輔導輔助模組之開
發，強化師資培育之工作。

中文關鍵詞： 虛擬實境課程VR4SE、資優學生情意輔導、資優教育師資生培育

英 文 摘 要 ： This three-year study intended to use the virtual reality
curriculum (VR4SE) to enhance the counseling ability of
pre-service training for gifted educators. In the first
year, combining with the viewpoints of differentiated
teaching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it tried to observe and
interview with gifted teachers, and developed the “Gifted
students’ emotional needs” indicator-style scale, in
order to improve pre-service teachers' awareness and
appropriate counseling strategy. It also tried to establish
the virtual reality classroom for pre-service teacher’s
training, and tested the user’s feelings. The VR-based
classroom consisted of a six-seater resource rooms, 6
avatars (2 avatars for the design of the sub-study and 4
avatars for other sub- studies), 6 sets of 10 minutes VR4SE
counseling training.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First, through teacher classroom video and corpus
analysis, a total of 10 sessions (40 to 45 minutes per
session) of gifted class teachers and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records, to be the reference to behavioral
scripting design are provided. Second, we invited and 3



gifted educators to understand the common behavioral
characterization and teacher coaching strategies for the
specific-problem gifted students. Third, through the three
questionnaire surveys conducted by 17 experienced teachers
for gifted students, we designed the “Observation
checklist for the Gifted Classroom” to be the observation
indicators of the gifted students' emotional needs for pre-
service gifted educators. Fourth, the six sets of gifted
students' training scripts and scoring system were
completed, which was used as the training in virtual
reality classrooms in the second year. Finally, the study
would explore the ways to identify the emotional needs of
gifted students so that they could effectively strengthen
the teacher training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VR4SE and
the counseling assistant modules for gifted teachers.

英文關鍵詞： VR-based Curriculum (VR4SE), affective counseling for
gifted students, pre-school training for gifted edu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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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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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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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資優學生因社會情緒特質的獨特性與複雜度，需要教師的輔導，結合

資優學生個別輔導計畫 (IGP) 融入相關的情意目標或情意課程協助之，是職前教師應

具備的能力。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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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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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在資優教育中，具合格中學資優教育教師背景的老師少，以 106 年度特殊教育

年報統計，資優類的合格老師僅 37%，國中合格資優教育教師僅 23%，高中更是低於

10% (教育部，2017a)，而即使小學教師的合格率較高，但因普遍未安排情意課程，也

缺乏對學生情意課程安排或輔導經驗的累積，因此教師普遍對資優學生情意教育的實

施與輔導經驗不足，更遑論是職前未與資優學生接觸過的教師。隨著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的修訂與草案的公佈，將「情意發展」課程納入資優學生的特殊需求領

域，課程主軸為「認識資優與自我發展」、「面對挑戰與生涯發展」、「溝通互動及提升

生活效能與美感」及「適應環境並參與社會」四大主題範疇 (教育部，2019)，以此作

為引導資優班教師規劃情意發展課程之參考，因此老師應深入瞭解並演練，以便具備

進行情意輔導或情意課程規劃的能力。 

此外，師資生因缺乏教學實務經驗，對如何教學感到困擾，在輔導學生、班級經

營與親師溝通所需要的知能及實務經驗，也深感欠缺  (陳易芬，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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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 3D 虛擬實境技術的發展迅速，廣泛地運用於不同領域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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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Billingsley 與 Scheuermann (2014) 蒐集了 14 篇近十年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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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虛擬技術訓練職前特教教師之研究，發現這些研究者使用各種不同的虛擬技術，如

多媒體個案討論 (5 篇)、視訊會議 (2 篇)、立即性聽覺回饋 (4 篇)，以及 2D 或 3D 虛

擬實境 (3 篇)等，讓使用者更有臨場感與沈浸感，也多有所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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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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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能針對學生的個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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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子計畫預計執行三年，第一年研究目的為觀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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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分項目的如下： 

1. 蒐集國內外有關虛擬實境應用在教室情境中教師觀察與輔導資優學生的相關研

究，建構虛擬實境與師生互動的可能情形。 

2. 蒐集資優學生情意輔導常見的問題（完美主義、人際敏感、低成就），撰寫團體

輔導技巧與對話腳本，並討論適切的回應與輔導方式。 

3. 根據訪談與觀課歷程分析與文獻分析結果，設計資優學生情意需求觀察量表。 

4. 建立資優學生情意輔導策略與對話回應表，作為後續虛擬實境課程的評分系統。 

5. 規劃設定包含完美主義與人際敏感等特質之虛擬資優學生人物。 

 

二、文獻探討 

    為強化研究的立論基礎，本研究之文獻探討分別從資優學生的情意發展與需求（包

含資優學生完美主義的輔導、資優學生低成就的輔導）、輔導工作在班級中的實施與相

關技巧（包含觀察與原因診斷、對話與輔導技巧、情意課程之實施）、職前教師培育與

教師效能之探討（包含職前教師培育之現況與困境、師資生提升教師效能之方法）、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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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實境的發展與教育應用（虛擬實境的發展與類型、虛擬實境的教育應用）等四部分

進行探討（精簡報告因頁數限制，暫不呈現）。 

 

三、研究方法、進行步驟及執行進度 

（一）研究設計與步驟 

    本年以質性研究進行蒐集與建立資優學生情意輔導的腳本、輔導回應系統與虛擬

人物開發。上半年先蒐集國內外有關虛擬實境應用在教室情境中教師觀察與輔導資優

學生的相關研究，建構虛擬實境與師生互動的可能情形。第二，藉由幾位資深資優班

教師的訪談與實際入班觀察，了解資優學生在教室情境常出現的問題，另亦觀察教師

進行情意課程時與學生的互動情形，蒐集相關的語料與對話情境，做為資優學生情意

輔導現況與需求的資料，以設計相關的檢核表。下半年邀請三至五位具十年以上輔導

經驗的資優班導師或任課教師，參考所蒐集的資料討論後，撰寫針對資優學生出現完

美主義、人際敏感與低成就等特質之團體互動與對話的腳本共 6 套，並建立資優學生

情意輔導策略與對話回應評分系統，據以作為虛擬實境教室提供資優教育師資生情意

輔導能力訓練之依據。另針對入班觀察與訪談、情意輔導腳本等歷程分析，透過三循

環德懷術 (Delphi)，發展資優學生情意需求觀察量表。 

（二）研究對象 

    參與的研究參與者，依不同研究目的包括： 

 (1)入班觀察與深入訪談：3 位具十年以上輔導經驗的資優班導師或任課教師 

 (2)小組討論與撰寫腳本：5 位具十年以上輔導經驗的資優班導師或任課教師 

 (3)焦點座談：6 位資優領域專家學者與撰寫腳本的資優班老師 

 (4)輔導策略檢核表與評分機制：6 位資優領域專家學者與資優班老師 

 (5)資優學生情意需求觀察量表：15 位資優領域專家學者與資優班老師 

（三）資優班教師情意課程觀課與訪談大綱 

    資優班教師教學中的觀察為本研究資料蒐集的來源之一，上課前將一台錄音機置

於講桌前，用以收集師生間的對話過程；另架設攝影機放置於教室後方，以不影響教

學為原則，同時收集口語和非口語方面的資料。另請教師透過家長座談會向家長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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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其同意，以尊重自主權。透過觀課紀錄表記錄研究者的觀察與疑問，以便後續訪

談可進一步詢問。 

    研究除觀課過程之語料分析外，亦針對資深富教學經驗的資優班老師進行個別訪

談，除徵詢訪談者同意進行錄音之外，現場亦透過訪談筆記，紀錄訪談中的所思所想。

訪談重點與大綱如下： 

1. 你在資優班的教學年資與經歷？什麼原因讓你來到資優班教學？ 

2. 在資優班教學與學生管理時，你最常感到困難的是哪些部份？ 

3. 在資優班教學中，學生常出現的問題包括哪些？哪些是與情意或動機比較有關的？

這些問題如果在你教學中途出現時，你會如何處理或應對？ 

4. 你會如何加強自己在輔導資優學生方面的能力？哪些方法你覺得較為有效？ 

5. 對於初任老師或職前教師，你有什麼關於輔導資優學生的建議？ 

（四）建立資優學生情意輔導之對話腳本與架構 

     有關一般教學情境中資優班師生互動與對話情形如何？其所反應的資優學生情

意需求有哪些？而教師是否覺察資優學生的情意需求而加以輔導與回應？以下根據兩

場實際教學中的錄音與觀察，整理與延伸可能的反應期中可能包括「動作」與「對話」。

另結合輔導回應給分 

（五）資優學生情意需求觀察量表 

    資優教育學者Renzulli曾有系統地整理出資優兒童的身心特質 (Renzulli和 Smith, 

1979)，並據以發展和編製資優學生行為特質評定量表 (Scales for Rating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Superior Students, 簡稱 SRBCSS) ，廣為資優教育使用。然而特質並

不容易輕易覺察，實要透過外顯行為與需求評估等以瞭解其背後的原因、動機與功能。

本研究參考陳美芳 (1996) 所提出的資優學生動機∕情意特質，以及梁仲容、蘇麗雲、

吳昆壽之資優學生行為觀察量表 (2006)，並結合實際觀課與訪談現場教師的回應與感

受，形成第一次德懷術的預試問卷，讓專家學者與資深教師填寫，透過三循環的德懷

術，形成最後的資優學生情意需求觀察量表，作為後續培訓課程與練習使用。 

（六）虛擬人物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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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預計設計兩位虛擬資優學生人物，會根據實際訪談與小組討論後調整，第

二年結合系統進行實際的人物開發。之後結合總計畫與其他子計畫的虛擬學生，成為

6 人的小型資源班教室。兩位虛擬人物的特質包括： 

 Helen：女生，資優學生但實際表現不佳、低成就、學習動機低，常覺得同學排斥他 

 Joe：男生，具有亞斯伯格症的傾向；個性固著，不太容易接受改變，在班上人際關

係不佳，但自己似乎沒有覺察到；數理表現突出，完美主義，介意自己的表現 

（七）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階段第一部份的主要資料來源為語料。在現場觀課與訪談的錄音錄影後，轉謄

為逐字稿，分析整理後供小組討論使用。其中分析語料採用所謂的話語分析，Gee (1996) 

將話語視為一種利用語言所進行的社會建構，Hicks (1995) 則將話語定義為一種溝通，

包含面對面的互動關係及作者、讀者間的文本關係，一種動態、複雜的歷程。在教學

中話語分析可用來瞭解其中知識的傳遞和獲得，甚至是師生間對話、學生間討論等人

際關係與意義化過程中的價值 (Edward & Westgate, 1994)。有關師生互動話語分析的

系統，一般採用 Flanders (1970) 的預先編碼系統與 Mehan (1979) 的互動基本模式二

位學者發展的系統，再加以修改。前者將教室中的「教學行為」分為十大類，包括七

類教師的話語行為，兩類學生的話語行為，最後一類則被歸為缺乏互動行為的「寂靜

或混亂」。其中教師話語行為的「講述」、「提示」、「說理」這三項，Flanders 將其歸類

為「直接影響」，而「接納」、「激勵」、「引申」以及「詢問」等四項，則屬於「間接影

響」；學生話語行為則包括「回應的談話」與「自發的談話」。透過觀察教室所發生的

話語互動行為，計算「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的發生比例。 

    而後者 Mehan 所提出的IRE互動基本模式是常被分析教室互動時的觀察所使用，

I 代表「教師起始」 (initiation)、R 代表「學生回應」 (response)，E 是「教師評量」 

(evaluation)，IRE 的組合稱為「主題相關話組」，分析方式是將言談內容依據語言使用

的目的進行功能分析。此種互動基本模式雖仍為教師所主導，但是並非完全以單一的

I-R-E形式出現，而是由多種的互動序列所組成，是本研究預計使用的主要方式，而後

續的輔導策略運用則會參考前者的分析歸類教師與學生的對話與行為。 

    第二部分針對教師在情意或學科課程中可能出現的對話或團體輔導歷程撰寫成腳



6 

 

本。第三部份將透過焦點團體座談，請專家學者協助檢視此架構之適切性，並發展出

相關的輔導策略運用評分系統。最後根據相關資料發展資優學生情意需求觀察量表，

過三循環的德懷術，其中所設計的五點量表，根據德懷術調查的四項指標：平均數須

在4.0以上、標準差須小於1.0、四分位差須小於1.0以及眾數與平均數差的絕對值須小

於1.0（余民寧，2006），形成最後的資優學生情意需求觀察量表。 

（八）倫理考量 

本研究以人為對象的研究，因此應特別遵守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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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三年研究對象皆為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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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資料整理與分析的方式，以代碼替每一筆資料的身分可以做到匿名的原則。

在結果分析方面，研究者應客觀的將所獲得的有關資料，依據研究設計進行客觀分析，

不可刻意排除負面、非預期的研究資料，使讀者能完整的掌握研究的結果。在結果呈

現方面，研究者會依研究設計的缺失限制詳細條列，使讀者瞭解研究的可信度。 

 

四、研究結果 

（一）資優班教室師生對話與互動情境之語料蒐集與分析 

蒐集七所國小與三所國中資優班實際教學的情境，透過觀察教師進行情意課程時

與學生的互動情形，蒐集相關的語料與對話情境，作為資優學生情意輔導現況與需求

的資料。 

教學現場架設攝影機，同時收集口語和非口語方面的資料，並透過觀課紀錄表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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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個別學生與教師互動的情形。本階段第一部份的主要資料來源為語料，將現場觀課

的錄影資料轉謄為逐字稿，分析整理後供小組討論使用。在教學中話語分析可用來瞭

解其中知識的傳遞和獲得，甚至是師生間對話、學生間討論與互動溝通等人際關係與

意義化過程中的價值與社會建構歷程  (Edward & Westgate, 1994; Gee, 1996; Hicks, 

1995)。 

有關師生互動話語分析的系統，採用 Flanders (1970) 的預先編碼系統與 Mehan 

(1979) 的互動基本模式再加以修改。將教室中的「教學行為」分為十大類、另用運用

Mehan 所提出的 IRE 互動基本模式分析相關話組，分析方式是將言談內容依據語言使

用的目的進行功能分析。編碼形式中第一碼為學校 A~J、第二至五碼為起始分、秒，

對話利用 IRE 模式呈現，如： 

「每次都閉著眼睛，但每次一站上來的時候就(I)＿因為下面觀眾太多了, 因為

壓力啊！(R)＿很好，你講的非常好，底下有很多人盯著你看(I)＿練習的時候

沒有(R)＿練習的時候沒有，你講的非常好，我們來看一下他怎麼講這件事情

（A1132）。」 

「當你專注想要表現更好的時候，反而讓你表現的？(I)＿搞雜(R)＿所以這讓你

知道為什麼在臺下準備好了，為什麼上臺了，會表現的比平常更糟糕(E)

（A1828）。」 

「聽音樂的，還有沒有人用聽的？(I)＿聽媽媽的話(R)＿抒壓(I)＿(學生突然唱起

聽媽媽的話)＿老師比出結束的手勢（A3734）。」 

分析結果可發現，扣除學生練習或實作的時間，資優班教師約有五成的時間 (44%) 

仍為講述（播放影片）、說理或提示，近三成左右 (31.1%) 的時間為詢問，其餘激勵、

引申等比例 (2.4%) 較少，而詢問的過程中學生出現回應談話的比例佔多數 (20%)，

主動提出問題多為與課程相關的問題 (1.3%)，少數學生會做出其他反應，現場老師皆

能憑經驗引導其停止或結束。多數資優學生專心聽講，僅少數學生會出現發呆、托腮

或做自己的事的行為。 

（二）資優班教師訪談與常見的輔導策略分析 

訪問三位具十年以上教學經驗之資優班教師的訪談，了解資優學生在教室情境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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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的問題與教師的處理方式。將訪談錄音主為逐字稿後，根據學生在課堂常出現的

問題、哪些問題教師會處理、教師在教學、班級經營與學生管理最感困難之處、提升

輔導資優學生能力的方法等進行歸納與分析，編碼依教師（A1、A2 為國中老師、B1

為國小老師）、訪談日期（月日 4 碼）與重點序號（2 碼）進行編碼，將重要敘述句加

以群聚並歸類，參考 A. Lieblich（吳芝儀譯，2008）的分析模式，以「整體 vs.類別」

和「內容 vs.形式」來閱讀、分析並詮釋，本研究以「類別－內容」取向為本研究的主

要分析方法，類似「內容分析法」，將原始故事依據關鍵字句、片語或句子，分割成較

小的意義單元，在將具有類似的意義單元聚集在一起，使其隸屬於某一概念類別或主

題，歸納有關教師所提出的資優學生課堂對話與輔導重點如下： 

  (1)雙重殊異學生最難輔導，因學生對自我較不瞭解，優勢能力的展現也會因障礙受

到影響，教師在課堂上應給予部分的彈性。 

  (2)允許學生可與老師討論，但要求學生應先表現出身為學生應有的行為，必要時可

以利用團體力量讓學生了解，但不用與學生爭辯。 

  (3)必要時可以使用忽略，但會視學生是否已干擾教學而處理，處理時能站在學生的

角度輔導學生而不要當眾指責，不要讓學生感到沒有面子。 

  (4)多數的資優學生都可以溝通，也要讓同學感受到老師有在處理上課干擾的問題。 

  (5)不能接受學生無緣無故趴在桌上，會反思自己是教學上的問題或學生學習遇到困

難。 

  (6)拿捏好與學生的關係，應有所堅持且多陪伴有需要的學生，讓學生覺得老師是站

在他這一邊的。    

（三）資優學生課堂行為表現與情意需求觀察量表 

邀請 10 位國小資優班老師與 5 位國中資優班教師參與資優學生課堂行為與情意

特質需求觀察表，透過三循環德懷術（Delphi）不斷修正，作為後續師資生進行情意輔

導課程討論資優學生特質與觀察練習使用。其中資優學生觀察量表包括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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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項，透過 15 位教師所進行三循環德懷術的觀察表修正與勾選結果分

析，選擇平均數須在 4.0 以上、標準差須小於 1.0、四分位差須小於 1.0 以及眾數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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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數差的絕對值須小於 1.0 的原則，共保留正向行為 8 項、負向行為 6 項、完美主義

傾向 4 項、低成就 6 項、人際問題 6 項，共計 30 項（詳見圖 1 至圖 3）。觀察表內容

以低成就為例的觀察項目包括以下 6 項： 

(1) 沈默寡言，當同儕熱烈討論與互動時，不會主動參與或分享，感覺置身事外。 

(2) 學習與完成作業的積極度不夠，不懂的地方不會主動提問。 

(3) 對於難度較高的問題會選擇直接放棄，不願意進行思考、嘗試突破。 

(4) 作業總是無法按時完成，常常用沒有帶來推拖。 

(5) 對老師的指導常沒有積極反應，只是聽而不會再與老師討論，或是胡亂點頭表示

理解，但最後仍是錯誤百出。 

(6) 對於不理想的表現會以許多藉口掩飾，如：忙補習、和爸媽出去沒時間準備、生

病身體不舒服才做不好……。 

 

  
 

圖一  觀察量表第1頁 圖二  觀察量表第2頁 圖三  觀察量表第3頁 

 

（四）資優學生團體輔導技巧與對話腳本與 VR4SE 評分系統 

    邀請五位具十年以上教學經驗的資優班任課教師與一位學者專家進行討論資優學

生輔導腳本的撰寫事宜，結合兩位虛擬人物的特性，針對其餘課堂中出現的完美主義、

人際敏感與低成就等問題，完成六套資優學生團體輔導與對話腳本，並據此建立資優

學生情意輔導策略與對話回應評分系統。虛擬人物開發由協同主持人研發之虛擬教室

團隊支援協助，據以作為 VR4SE 情意輔導培訓課程之依據。透過五次以上的腳本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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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評分系統的討論，結合有關虛擬人物可在 VR4SE 課程中進行所展現的動作樣式，產

出六套包含 4~5 個狀況與約 10 分鐘的腳本，以便兼顧使用者的舒適性與多樣性。每

套腳本包括一般狀況與特殊狀況，給分亦會不同。截取第一套腳本的部分內容如圖四

至圖六。 

   

圖四  第一套腳本第1頁 圖五  第一套腳本第2頁 圖六  第一套腳本第3頁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為虛擬實境特教教師職前訓練課程（VR4SE 課程）資優生情意輔導篇的第

一年，完成有關資優班教師課堂觀察與師生互動分析、資優班教師輔導策略訪談之後，

進而結合相關發現針對資優學生常見的問題（完美主義、人際問題、低成就），透過德

懷術發展資優學生課堂行為表現與情意需求觀察量表共計 30 項。後續邀請相關專家

學者與資優班老師結合所開發之虛擬人物特性，建立六套資優學生輔導技巧腳本與輔

導回應策略評分系統。今年將以發展教師效能量表、建置虛擬實境教室、根據腳本開

發虛擬實境教室課程，並設計測試者調查問卷，以作為日後檢視所開發學習環境之擬

真度、舒適感以及使用意願之調查使用。此外，發展資優學生情意輔導相關課程，透

過觀察量表與輔導技巧的討論，作為第三年實際進行虛擬實境教室課程測試與實驗比

較的依據。 

 

參考資料（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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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MOST 107－2511－H－003－002－ 

計畫名稱 
虛擬實境特教教師職前訓練課程(VR4SE)-資優生情意輔導篇之

課程成效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于曉平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副教授 

會議時間 
108 年 7 月 22 日至

108 年 7 月 25 日 會議地點 日本名古屋 

會議名稱 

(中文) 第三屆教育與多媒體科技國際研討會 

(英文)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y 

發表題目 

(中文) 動手做 STEM 課程對增進資優女生科學學習與生涯自我

效能之成效分析 

(英文) The Hands-On STEM Curriculum Design Promoting 

Science Learning and Career Self-Efficacy for Gifted Girls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全文如附)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differences in scientific learning interest, scientific learning 

motivation, scientific learning difficulties, career self-efficacy and career development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cientific hands-on STEM curriculum for 

gifted girls. The 10-hour curriculum mainly consisted three sets of theoretical and hands-

on activities related to electrical, mechanical and temperature experiments. It also 

explor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tudents in two different types of schools. A total of 32 

gifted girls in the 11th grade participated. It used the pre-post questionnaire to analyze 

the change. After the curriculum,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areer self-efficacy and career development, these students have increased 

their science interest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ifficulty of science understanding and reading and the practical activities were are not 

easy for the students. Teachers, nevertheless, needed to help students to practice.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verbal persuasion which meant that they felt encouraged. 

Moreover, the co-educational student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than that of girls in the 

single-sex school, especially, in the science learning motivation. It also showed that the 

science-related curriculum and hand-on activities were more beneficial to the 

improvement of girls' interest and motivation in co-educational school. 

 

四、建議 

    相較於單純口頭發表，能將論文全文投稿較能增加論文的曝光率。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會議手冊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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