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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典謨 教授 從制度面談資優生教育

      依據一些研究證明，資優學生在一般班級
內不參與的程度是年級越大參與度越低。因為

資優學生與一般學生的落差越來越大，但還是

要求資優學生在普通班級裡跟著大家按部就

班。這樣的結果是什麼？就是在資優學生在知

識學習方面上沒有效率，且學習優勢空間沒辦

法展現。因為資優學生花了很多的時間在等

待，也覺得不必認真去學習他已經會的內容

了。資優學生逐漸會對學習感到無趣，慢慢的

學習動機就會下降，也會降低學習熱忱。

      如果可採集中安置方式，讓能力同值性高
的學生一起學習，學習效果會較好。能力優異

的資優學生可以較快學會課程內容，把原本的

課程學會後，他就可以再加深學習教材，甚至

他就會騰出一些空間來做專題研究、創意思考

的產出，或者學習更豐富的跨領域的多元課程

內容。

      我們資優教育班採分散安置方式，學生潛
能浪費的問題一直存在，但是這個制度方面一

直沒有能夠突破，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本篇文章截選自111年8月12 日蔡典謨教授採訪稿，完整採
訪內容後續將規劃於書籍出版。

      如果課業方面的學習要有效，應該提供給
資優學生更大的空間! 我們目前在國中小的課
程彈性方面，應該還有空間可以去做檢討的。

現在在國中小，我們都是採用分散式資優資源

班。分散式資優資源班的意思就是資優學生會

有一部分的時間到資源教室去接受所謂適性的

教育，其他的時間就在原班做學習。這樣的話

會面臨兩個很重要的問題。

       一個是資優學生要利用什麼時間到資源教
室去上課? 如果以外加方式，普通班級的課程
內容又沒有調整，資優學生需要花額外的時間

去做適性學習。變成他能支用的時間變少了，

因為他要比一般學生花更多時間去做學習。

     另外一個問題是如果資優學生在他優勢的
領域裡還是在普通班上課的話，會造成浪費的

現象。在普通班級裡，資優的學生與一般學生

一起上標準的課程內容，但資優學生在優勢領

域學習速度比較快、可以學習比較複雜且比較

深的教材。所以在一般班級的學習過程中，資

優學生需要花很多時間等待一般學生。也可能

因教材內容太簡單了，而覺得無趣。這樣的結

果導致資優的學生在普通班的課程參與度降

低，時間浪費潛能未展。

Focus

人物專訪  蔡典謨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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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兼任教師

世界資優兒童協會會長

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 理事長
國立台東大學 校長
高雄師範大學附屬中學 校長
高雄市資優教育發展協會創始人

現職

經歷



透過繪畫充滿未知宇宙的故事，能讓兒童思考更具連結性、探索性與創新，激發

他們創造力和想像力。TTSS計畫辦公室今(111) 年度7月9日(六)至同年8月9日
(二)期間獲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補助，舉辦2022 桃園天文嘉年華活動。TTSS計畫
辦公室特別在該嘉年華活動中舉辦第二屆PICASSO天文繪畫比賽。鼓勵兒童將自
己的想像用紙筆呈現，讓大家見見他們夢想中的奇幻宇宙！

第二屆PICASSO天文繪畫比賽投稿相當踴躍，收到近300件參賽作品。相較去年
只有幾十件投稿，已成長許多，顯示已經逐漸引起家長與孩童的關注與行動。

TTSS計畫辦公室已於111年8月23日召開評選會議，邀請共4位天文及兒童美育
的專家參與評選。評選重點包括作品的創意度、構圖與色彩運用，以及主題關聯

性。最後各組錄取各8件作品。

評選結果請參考臺灣科學特殊人才提升計畫網頁。

TTSS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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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ASSO 繪畫比賽
( PICASSO = Pictures of Astronomy of Solar System Objects )

第二屆PICASSO繪畫比賽
學前組佳作作品

http://ps1tw.astro.ncu.edu.tw/ttss/index.php/2022/08/31/2022picasso/


Special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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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學科一館天文台開放

中央大學科一館天文台目前提供各級教育團

體教學觀摩及導覽，為了讓更多民眾能瞭解

天文台與操作望遠鏡，已開放民眾夜間參觀

與體驗。

目前已舉辦過 7/9、8/5、8/6 等三場活動，
每場次約30人。

活動相關資訊請參考臺灣科學特殊人才提升

計畫網頁。

中央大學科一館天文台在1981年啟用，61
公分望遠鏡為當時臺灣最大的天文望遠鏡，

身負教育及研究的使命。

由於中壢市區急遽發展，光害污染日趨嚴

重，1999 年於鹿林前山設立鹿林天文台，中
大校區天文台在完成階段性任務後，逐漸轉

為展示教學之用途。

http://ps1tw.astro.ncu.edu.tw/ttss/index.php/2022ac_observatory/


Upcoming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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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不同領域的與會者有縱向與橫向的溝通

機會，統整目前國內學校 K-12（學齡前到
12年級）有關宇宙天文知識的教學現況與困
境，並藉由議題對談激盪出適切的解決方

案，進而提升彼此發展能量。

目前規畫的議程包括其他一些國家各階段學

校教育的天文內容，以及我國的情形（課綱

的銜接）。一般民眾在大學分科之前，應該

知道哪些知識？我們目前是學得太多，還是

太少？教師在執行上有哪些困難？有哪些社

會資源可以利用？ 如何在物理、化學、數
學、地理，歷史教材中融入宇宙的知識？

期望在此論壇最後有能產出一份白皮書，提

供教育主管及相關單位參考。

2022 K-12 天文教育論壇

時間：111年10月15日(六)
地點：嘉義市蘭潭國民小學。

對象及人數：學齡前、小學、國中與高中各

級學校教師，各教學階段約50名教師。

請於111年9月19日(一)前至下方連結報名

活動詳情+報名入口請見連結，歡迎各級教
師報名參加

http://ps1tw.astro.ncu.edu.tw/ttss/index.php/2022-k-12-forum/


Upcoming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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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Nancy Y. Kiang 江耀蘭 博士
施如齡 教授
09/17 (六) 上午 9時 (GMT+8)
活動詳情及報名資訊 

講     者：
主 持 人：
日     期：

講者介紹：

江博士是地球系統科學家及天文生物學家。她於

1988年獲得史丹佛大學計算機科學理學學士，於
2002年獲得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生物氣象
學博士，目前於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戈達德

太空研究所任職。

江博士致力研究生物圈與大氣的交互作用，並聚

焦在陸上生命。透過植物葉子中的光合作用及蒸

發散、生長及衰變的季節周期、偶發的大事件如

大火，地球生物圈的熱能、水氣、二氧化碳、甲

烷、氮等轉換成不同的形式及化合物，並控制著

地球的氣候、化學及譜性質。

江博士把這些研究與太空生物學聯繫，特別是光

合作用如何在全球尺度中產生生命跡象，及這些

如何適應系外行星的替代環境，成為其他的生命

印跡，並有可能被太空望遠鏡所偵測。而作為興

趣，江博士享受並喜愛遠足、藝術、影片製作，

她曾製作幾部以探索個人認同的本質為主軸的得

獎短片。

蓋婭科普講座系列15

http://ps1tw.astro.ncu.edu.tw/ttss/index.php/2021gaiastemls/
http://ps1tw.astro.ncu.edu.tw/ttss/index.php/2021gaiastemls/


2022 恐龍與彗星展 

Activity review

恐龍之所以滅絕，原因之一是白堊紀末期隕

石墜落地球，令當時稱霸大地的恐龍走上滅

亡之路。

TTSS計畫藉2022桃園天文嘉年華活動此契機
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合作，展示恐龍化石

及菊石化石，吸引學生對天文科學的興趣，

並透科普演講，培養學生跨領域科學探究的

能力。

本次共展出科博館借來的古生物標本8件，包
括侏儸紀及白堊紀特暴龍、三角龍，以及菊

石化石，開放民眾免費參觀。主辦單位提供

古生物及天文的專業導覽，解說隕石造成物

種滅絕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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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演講海報及活動大合照

另外，於2022桃園天文嘉年華活動中，
TTSS計畫特別安排唯一一場實體科普演講。
邀請到國立中央大學天文所林忠義博士，分

享「流星與它們的產地」。藉由這個活動帶

領民眾領受天文新知與奧妙，並提供講者與

民眾直接互動與交流的機會



為了鼓勵優秀學生投入地球科學領域(包含地球科
學、大氣科學、海洋科學、太空科學等)之學習與
研究，並推動地球科學教師之專業發展。TTSS於
今年暑假期間在中央大學舉辦第三屆戴運軌地球

科學營，並邀請李家維、劉正彥、饒瑞鈞、林依

依及陳啟祥等大師學者蒞臨演講。特別感謝教育

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許簡任視察陣興及劉建巖先

生蒞臨指導，使這個科學教育活動更加有意義。

此次活動雖受疫情影響縮小規模，報名人數稍

減。參加的高中生計有28人、參加的高中老師計
有9人。但參與的高中學生及老師仍熱情不減，
彼此教學相長、互相切磋琢磨，一同在地球科學

領域學習成長。高中老師們及教授也積極的提出

對地科教學的想法及意見，希望能藉此優化教學

並讓同學們的學習品質更加精進。

希望藉由參加這次營隊活動能讓同學們對地科研

究更加了解，也能引發同學們對地科領域發展繼

續前進的興趣。

2022 戴運軌地球科學營 

Activity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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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戴運軌地球科學營活動照片



Activity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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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維奧博士是一位國際知名的天文物理學家、暢銷

書作家及著名的演講者。他是美國科學促進會會

士，並已發表了超過五百份科學論文，主題涵蓋黑

暗物質、宇宙學、黑洞、系外行星、宇宙生命等。

他同時是七本暢銷科學專書的作者，其中包括《黃

金比例： 1.618…世界上最美的數字》 (‘The
Golden Ratio’)、《上帝是數學家？》(‘Is God a
Mathematician?’)、《伽利略與否定科學者》
(“Galileo and the Science Deniers”)等，而且屢
獲殊榮。

《好奇心 : 從達文西、費曼等天才身上尋找好奇心
的運作機制, 其實你我都擁有無限潛能》(‘Why?
What Makes Us Curious’)一書亦獲選為亞馬遜
平台上的編輯精選。

在本次演講中，他解說了不同種類的好奇心、好

奇心與知識的關係，他也列舉了一些與好奇心相

關的研究與實驗，讓觀眾一起看看及體驗「好奇

心」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精彩的講座內容，歡迎大家上Youtube回顧講座
影片。【影片連結】

好奇心 (Human Curiosity)
馬里奧‧利維奧 博士 (Dr. Mario Livio)
6/25(六) 上午九時 (GMT+8)

主     題： 
講     者：
日     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ky0WnGzkss


Activity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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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誘導發光：材料及生物醫學應用 
（Aggregation-Induced Emission: Materials and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劉斌 教授
施如齡 教授
06/18(六) 上午9時 (GMT+8)

主     題：
 
講     者：
主 持 人：
日     期：

精彩的講座內容，歡迎大家上Youtube回顧講座影片。
【影片連結】

近年具聚集誘導發光特性的螢光素(AIEgens)在生物醫學研究上發展迅速。
聚集誘導發光特性螢光素作為具弱發射性的分子物種及作為具亮發光性的

奈米級聚集體，讓它們可以由一般的有機發光團及非有機奈米粒子中分辨

出來，使它們適合使用在許多高科技應用中。

在這次講座中，劉斌博士講述到她及其團隊近期的聚集誘導發光的研究，

開發新的螢光生物探針用於在生物感測及成像。這種的生物探計比傳統的

有更高的敏銳度及更為準確，並在非入侵性癌細胞偵測、長期的細胞追蹤

及血管成像有更好效果。在此之外，更發現一種具有高亮度及高效活性氧

的聚集誘導發光特性螢光素可以擴充其應用範疇至癌症圖像引導手術及治

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6xdYQY-4XE


Activity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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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的講座內容，歡迎大家上Youtube回顧講座影片。
【影片連結】

譚惠玲教授是牛津大學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大腦網絡動力學研究員，她在

2017年獲得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創新研究員研究補助金，並成立她的研究
團隊。作為其團隊其中一部份的研究項目，他們正在以自腦部深處收集之

資料，開發創新的腦機介面，並希望成為下一代治療人類運動障礙之方

法。

譚教授在講座中解釋不同形式的腦機介面，及其在治療的臨床實驗上已有

的成果及限制，並從此引發大家思考未來的發展方向。在愈趨成熟的科技

中，譚教授也不忘提醒從事與人有關的科研更需思考以人為本，才能發展

出更體貼入微的治療方法。

譚惠玲 教授
施如齡 教授
07/16(六) 下午4時 (GMT+8)

主     題：
 
講     者：
主 持 人：
日     期：

治療用的腦機介面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s (BCI) for Therapy)

https://youtu.be/9MwdXhi2iC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