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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教室中的客人

「客人」產生的原因

（一）訊息接收與溝通的困難

（二）教材教法與學習能力的差距

（三）學習動機與態度的問題

（四）師生互動不佳的問題



關於「客人」

學習困難是「客人」出現的原因

然而，這是惟一的來源嗎? 

學習超前，也是「客人」出現的原因



Differential Education in a Mixed Classroom



Bringing all students to 

higher levels of learning



If we always do what we’ve always done

We’ll always get what we’ve always had



學生異質，教師如何做？

 適異（區分）性課程的理念是教師依課程與教材，
允許學生進行不同的學習。

 教師可以運用不同學習資源—例如不同作業、多
層次的補充教材、不同的電腦程式或同儕助教。

 也可使用單一作業但允許某些學生快速完成，或
安排不同活動，在學生瞭解作業主要意義之下依
自己速度進行。

 重要的是要找出學生學習的準備度和起始點。



學生異質，教師資優

(一) 適異性教學 / 區分性教學 / 差異化教學
（Differentiated Education）

(二) 適性化教學（Adaptive Instruction）

(三) 個別化教育（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學習者起始能力的評量

 在實施適異性教學的課堂中，教師要能細心體貼
地將學生與班級的需要融為一體。

 既然要適性化，學習準備度的了解及學習需求的
評估是不可免的。

 評估的內涵包括：學習能力、學習需求、學習型
態 (learning styles) 、 認 知 風 格 (cognitive

styles)、優弱勢能力及情意需求等各方面的評
估。



適異（區分）性課程的實施歷程
（郭靜姿，2013）



起點能力評量：評估學習者的差異及需求

 在實施適性教學的課堂中，教師要能細心體貼地
將學生與班級的需要融為一體，並且追求深度的
理解、敏覺學生的反應，藉助對於學生深刻的了
解，精緻地設計適性化的課程與教學。既然要適
性化，學習準備度的了解及學習需求的評估是不
可免的。評估的內涵包括：學習能力、學習需
求、學習方式、認知風格、優弱勢能力、情意需
求等，在彙整資料診斷學習差異後，教師即可依
據學習者的需求進行適異性課程設計。



核心課程檢視

 實施適異性課程，教學者應充分檢視學習者在核心課程的
能力表現，當學生能力表現與核心教學目標及基本能力指
標有2個標準差以上的落差時（超前或落後），適異性學
習的需求便應被考慮。

 教學者可以運用學校課程本位評量方式了解學生能力所
在。一般言之，資優學生在未學習課程前，考試成績已達
教師設定的精熟水準，便可以進級評量學習成就。若學生
在某一個年級考試成績在該年級百分等級50-85間，代表
其學習能力落在該年段，可以做為學習起點能力。

 教師可以運用起點能力水準了解班級中的個別差異情形，
它可以做為分組學習的依據，更可以運用做為教材向上、
向下延伸的依據。



提供適異（區分）性學習機會

 適異（區分）性課程的實施不容易，尤以在普通班中實施更
難。很多教師反映在大班中推行適異（區分）性教學窒礙難
行。

 如果班級中僅有個別學生能力特殊，教師或可運用較簡單的調
整方式，例如：不同的作業、多層次的補充教材、電腦輔助學
習等。也可以使用單一作業但允許某些學生快速完成，或安排
不同活動，在學生瞭解作業主要意義之下依自己速度進行。

 簡單的作法如：選擇適合學生的書、選擇不同的家庭作業、選
擇能力相當的閱讀伙伴、閱讀適合的刊物、不同的學習速度、
進行獨立研究活動、分桌工作、電腦化學習、不同的考題、運
用合作學習的做法、興趣分組、良師典範制、縮短修業方式的
運用等。



因材施教如何做？

(一) 學習進度的調整：
縮短修業或/延長年限，加快/放慢。

(二) 學習內容的調整：
教材加深/變淺，抽象/具體，複雜/單純，
陌生/熟悉，推論多/推論少，證據多/證據少。

(三) 學習方式的調整：
文本多/文本少，原則先教/例子先教，建構
多/建構少，合作多/合作少，獨立高/獨立低。



因材施教如何做？

(四) 引導程度的調整：
舉例多/舉例少，引導多/引導少，鷹架多/

鷹架少，內誘多/外誘多。

(五) 學習環境的調整：
非結構/結構，彈性/固定，多變動/少變動，
複雜/單純，有聲/安靜。

(六) 成果要求的調整：
精緻/粗略，高層次/低層次。



適異性
課程

教師區分

內容 產品過程

根據學生的

準備度 學習優弱勢興趣

經由幾種教學和管理的策略，例如：

‧ 多元智慧 ‧ 階梯課程 ‧ 4MAT

‧ 拼圖 ‧ 階梯中心 ‧ 多元問題策略
‧ 影音教材 ‧ 階梯產品 ‧ 興趣中心
‧ 錨式活動 ‧ 學習合約 ‧ 興趣小組
‧ 變換組員 ‧ 小組教學 ‧ 多元作業
‧ 多元內容 ‧ 團體研究 ‧ 緊密的
‧ 多樣補充教材 ‧ 多軌 ‧ 多種提醒日誌
‧ 文獻圈 ‧ 獨立研究 ‧ 複合式教學



簡單的作法

 選擇適合學生的書、選擇不
同的家庭作業、選擇能力相
當的閱讀伙伴、閱讀適合的
刊物、電腦化學習、不同的
考題、興趣分組、良師典範
制度的運用、縮短修業方式
運用、混合年級分組等。



分組學習

區分什麼：
區分內容和歷程，藉由持續評量學生能力為依
據提供適合其程度的活動。

如何分組：
依學生的準備度將相同程度的學生安排在相似
難度的層次。

座位安排：

以較不明顯的方式安排分組環境，並以「新鮮」
的隊名區分活動組別。



合約學習

 作業合約是記載了個別的學生必須利用特殊時
間完成的作業。老師通常會在一份應辦事項上
列載一位學生在2-3週需完成的事。如果先前
的工作完成了，老師可再發展及指定新的應辦
事項。

 當學生進行應辦事項時，老師可以自由的監控
個別學生以瞭解他們的進步情形。老師也可利
用應辦事項時段，將需要直接指導特別概念或
技能的學生組成小組進行教學。



多元智能組合

 系統化的辨識學生個別的優
勢，然後依據不同學生的能
力合作學習。

 教師最重要的角色在於發掘
學生優勢的智能並安排適當
的工作任務。



獨立研究

 學生根據興趣，選擇自己的主
題，依據老師的引導發展更專
精的主題，在歷程中成為一名
獨立的探究者。

 獨立研究可依學生能力選擇深
度不同的主題，本身便具適異
（區分）性。



最具挑戰性的工作

普通班如何分組教學?

~四個實施案例



蔡碩穎老師

 以國小四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虹吸現
象的認識與應用」為主題，將學生分為
科學生、科學人、科學家三組進行學習。

 ..\蔡碩穎\區分性課程之設計與應用(碩
穎).ppt

../蔡碩穎/區分性課程之設計與應用(碩穎).ppt


設計架構

普通班的區分性教學
能兼顧不同能力的學生

普通班的一般性教學
無法兼顧個別學生需求

資優班的區分性教學
給予不同能力學生加深加廣

採用傳統的教學方式，
無法兼顧能力較優異或
較落後的學生。但可由
反覆練習盡量讓所有學
生精熟教材

採用分組的教學方式(依
能力分組)，能顧及不能
動機、能力、興趣的學
生。透過多元的方式讓
學生熱愛學習

普通教育的延伸。使能
力優異者能有加深加廣
的學習機會，並依學生
性向、能力分組，進行
個別化教學設計

國小四年級下學期
自然與生活科技

虹吸現象

教學內涵的基本核心不變，透
過「內容」、「過程」、「成
果」的調整，讓教學更符合不
同學生的需求

針對基本教學內涵進行延伸，透過
「內容」、「過程」、「成果」的
調整，讓教學符合不同學生的需求。
能力指標調整為高年段所適用之



以普通班為例

週次 科學生 科學人 科學家

W1

虹吸現
象實驗

1. 教師說明虹吸
現象產生的條
件與狀況

2. 教師協助完成
虹吸現象的實
驗並記錄

1.學生討論後教師
說明虹吸現象產
生的條件與狀況

2.依據教師給予之
步驟完成虹吸現
象的實驗並記錄

1.學生討論後教師
說明虹吸現象產
生的條件與狀況

2.自行設計虹吸現
象的實驗並記錄

W2

虹吸現
象應用

1.教師說明虹吸
現象的應用

2.課本與習作之
閱讀、講解與
練習

1.藉由操作、討論
發現虹吸現象的
應用

2.課本與習作之閱
讀、講解與練習

1.藉由資料收集、
觀察操作、討論
發現虹吸現象的
應用

2.課本與習作之閱
讀、講解與練習



黃惠瑄老師

 以國民小學五年級『柱體與錐體』為主
題，將學生分為數學研究員、數學偵探、
數學達人進行學習。

 ..\黃惠瑄\區分性課程設計.ppt

../黃惠瑄/區分性課程設計.ppt


調整 數學研究員 數學偵探 數學達人

內容

了解各種柱體
與錐體的特性，
並認識它的特
徵。

了解柱體與錐體
的特徵，並延伸
多角柱、多角錐
的特性。

了解各種形體的特
徵，並擴散思考出
發現出其它的特性。

過程

由觀察和操作
的過程中，歸
納出柱體與錐
體的特性。

由觀察和實際操
作中歸納出各種
形體的特性，並
提出結論。

自行設計柱體或錐
體的變形，並從實
際操弄中找出特徵
與提出結論。

成果

了解柱體與錐
體的各種現象
和應用。

藉由實際操作了
解柱體與錐體的
延伸應用。

藉由操作了解柱體
與錐體的各種創意
運用。



宋雅筠老師

 以國民小學三年級乘法與除法教學為例，
將學生分為神算高手、精算達人、解碼
大師三組，讓學生依據能力進行數學學
習。

 ..\宋雅筠\換個方式更有趣ppt (宋雅筠)\

換個方式更有趣.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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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異（區分）性課程之調整

調整 神算專家 精算達人 解碼大師

內容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
乘除互逆。(能力指標
A-1-05)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
乘除互逆，並解釋乘法
與除法是相反的算式。
(能力指標 A-1-05) 

能在具體情境中，認識
乘除互逆，並解釋乘法
與除法是相反的算式。
(能力指標 A-1-05 ) 

過程 能了解數學問題可有不
同的解法，並嘗試不同
的解法。(能力指標 C-

S-5) 

能了解數學問題可有不
同的解法，並嘗試不同
的解法，彈性運用計算
符號。(能力指標 C-S-

5) 

能了解數學問題可有不
同的解法，並嘗試不同
的解法，進而歸納不同
解法之間的相關性。(能
力指標 C-S-5)

結果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
關的情境。(能力指標
C-R-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
關的情境。(能力指標
C-R-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
關的情境，養成主動探
索未知數學領域。(能力
指標 C-R-1) 



張書豪老師

 以國民小學六年級下學期第一單元『多元化的
社會生活』進行教學，將不同興趣學生分為記
者、學者、外交代表三組，讓學生由世界看臺
灣、看台北，以了解自己在世界上的定位和未
來性。

 主題： 『Think Global,

Act Local!』



訪談普通班導師和社會老師，

藉此了解學生能力分佈，將其分為三組：

低興趣組：學生對社會課較少興趣和思考，課外也
沒有涉獵社會相關資訊的習慣。

中興趣組：學生能根據講述的內容作回應和發問，
但較少主動深入去思考或行動。

高興趣組：學生對社會相關內容很有興趣，並且有
自發性的思考和行動。

教師分組依據為課堂表現、問答、
習作的文字表達還有成績



課程 情境經營：一封來自聯合國的信

今年在WHA的會議上，我再次聽到Taipei的名字，感
到非常好奇。好奇它是一個什麼城市，好奇為什麼不常
在國際組織看到它的名字，更好奇這個城市的市民了解
整個世界嗎？聽完了該代表在會議上的發言，發現台北
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地方，這讓我們更想要了解它的面貌
了！所以希望透過此信，邀請你們來幫我們介紹台北，
也讓你們來了解我們的文化，相信身為台北人的你們，
一定可以做得很好的！

此致

聯合國代表2009年6月8日



課程 情境經營：區別性能力分組

為了符合課程情境，也不讓學生們認為教師根據能力
貼標籤，所以用角色扮演的方式將其分成三組。

特派記者5人（低興趣組）－主要讓學生觀察和紀錄
社會探討的內容，並藉由召開記者會發問和回答的
方式來釐清對議題的疑惑，教師全程指導。

專家學者13人（中興趣組）－讓學生分析討論社會
議題引起思考，教師不定時給予協助。

外交代表4人（高興趣組）－藉由其自發性思考和行
動的特性，分配外交代表的角色讓學生更有動機為
台北發想而行動。



生物的命名與分類

三峽國中
葉辰楨 老師



單元教學活動設計流程

•選取適切的單元／主題挑選原則

•訂定教學目標多元智慧、基本能力

•單元概念分析

•區分性學習任務設計

•多元評量



主題課程大綱：校園裡的介殼蟲

• 校園中共同的生活問題情境---微生態佈置：
– 由生活問題出發→體驗真實的科學

– 由共同的觀察活動出發→兼顧基本能力及適性發展

– 藉腦力激盪形成初步的次主題→增加學生的參與感

• 兼顧認知與探究技能的教學設計
– 第一階段(概念認知教學活動) ：生態、生殖、分類認知單元

– 第二階段(開放性探究教學活動) ：科展作品、小論文寫作

• 單元統整課程主題：
– 生態、生殖、分類單元統整

– 動手做之真實科學學習活動

– 簡報、小論文及科展作品之適性化課程

http://mail.yejh.tc.edu.tw/~bioteacher/webquest/94scifair/iceryinstitute.htm
http://mail.yejh.tc.edu.tw/~bioteacher/webquest/94scifair/index.htm


生物單元概念分析

校園裡的介殼蟲

生態 生殖分類

食物鏈 消長

s1

s2 s3
s4

s5 s6

s7

孤雌生殖



適異(區分)性學習任務

• Station1：「校園危機事件簿」情境介紹與問題引入

• Station2：「專家現場重建」微生態觀察活動

• Station3：「生態系的消長」探索活動

• Station4：「真相調查委員會」偵探組任務

• Station5：「猜猜我是誰？」專家組任務

• Station6：「生殖全都錄寫真集」導演組任務

• Station7：科學探究小主題



臺灣推動適異性教學現況

 特殊教育因重視個別化教育，在身心障礙教育
部分，特殊教育法明文要求教師為學生撰寫
IEP，提供個別化教學；資優教育部分，主講
者於2004年在國科會補助下開始推動區分性
教學。因此，目前特殊教育教師均能接受與推
動適異性教學。

 普通教育部分，教育部因應國教十二年「適性
揚才」的教育理念，近年來大力推動「差異化
教學」，做法與區分性教學相同。



推動適異性教學的阻礙

 目前普通教育教師應愈來愈能接納「差異化教學
」的理念。不過，仍有部分教師未能配合。

 準備多層次教材較為費時，教師必須充分備課。

 教師能接受學習困難學生需要課程調整的概念，
但對於提供資優學生超前或差異的教學則質疑公
平性的問題。



成功推動適異性教學的條件

 教師能夠肯定「高品質教學即是能提供每位學生
適性學習機會」的理念。

 團隊合作發展多層次教材/作業/活動。

 提供足夠的培訓及成功的示例。

 提供多樣化的選擇，讓教師選擇自己能勝任的方
式。

 行政單位能夠持續提供激勵的措施。



謝謝聆聽！

•敬請您提供

–建議

–回饋

–點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