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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充實模式
在區分性教學的運用

Enrichment Triad Model (Renzulli, 1977)



第一類型活動 (Type I)

• 一般試探性活動 (General 

Exploratory Activities)

• 強調試探興趣及加廣性質充實課程



第二類型活動 (Type II) 

• 團體訓練活動 (Group Training 

Activities) 

• 強調認知、情意與研究方法訓練



第三類型活動 (Type III)

• 個別或小組探討實際問題
(Individual and Small Group 

Investigations of Real 

Problems)

• 強調高層次問題的研究



報告者：王秀觀

三合充實模式運用
於區分性教學
人類性狀的遺傳



• 孟德爾遺傳實驗與棋盤方格法影片教學

• 人類常見的性狀之顯隱性影片教學

• 人類ABO血型影片教學

一般試探性活動：



孟德爾遺傳實驗與棋盤方格法



人類常見的性狀





人類ABO血型



人類ABO血型



• 教導學生使用棋盤方格法應用於人類常見之性狀
遺傳分析，製作輔助工具如：紙牌、黑白圍棋等，
並從中習得各性狀出現的機率

• 完成學習單

團體訓練活動：



• 調查全班同學各種性狀的表現情形，使其了解不
同個體之間，所有性狀完全相同的機率是極小的，
除了同卵雙生子外，不會有人長的一模一樣

• 教導學生蒐集資料的方法如：線上搜尋、科普雜
誌等，練習搜尋ABO血型相關資訊

• 教導如何繪製家族遺傳譜系圖

• 教導如何製作簡報

團體訓練活動：



• 分組製作簡報報告研究結果

• 每組選擇一至數種性狀各自調查家族中父
母兄弟姐妹或其他親人該性狀的表現，繪
製成該性狀的家族遺傳譜系圖，推算出每
個人可能的基因型，或可推論出自己未來
小孩的可能性狀

• 匯集全班各家族的ABO血型資料，計算四
種血型個體在族群中所佔比例，以驗證是
否與已知之資料相符合

個別或小組探討實際問題：



DISCOVER模式
在適異（區分）性教學之運用

郭靜姿

臺灣師大特殊教育學系



問題解決情境類型 (Maker, 2009)

問題

I

II

III

IV

V

VI

方法 答案
呈現者 解决者

確知 已知 未知已知已知已知

確知 已知 已知 未知已知未知

確知 範圍

呈現者 解决者 呈現者 解决者

已知

已知 已知

已知 已知

未知

範圍 未知

未知 未知

已知 未知

範圍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未知 未知未知 未知



DISCOVER之問題類型
郭靜姿 (2011，頁13)

類型 問題 解題方法 答案

提問者 解題者 提問者 解題者 提問者 解題者

I

明確 知道

知道 知道
知道

未知

II

未知
III 範圍

IV 範圍

V 未知 未知

VI 未知 未知



TYPE I：
問題是封閉的，提問者和解決者都知道問題和途徑，但最後答案要解決
者找出。

1.

2. 

問題 方法 解答

Type 提問者 解決者 提問者 解決者 提問者 解決者

Ⅰ 確知 已知 已知 已知 已知 未知

S＝明確陳述(Clearly stated)，K＝已知(Known)，U＝未知(Unknown)，R ＝範圍(Range)

資料來源：出自Maker(2009)



TYPE II：
問題是封閉的，提問者知道問題、途徑和解決方法，但解決者
只知道問題。

問題 方法 解答

Type 提問者 解決者 提問者 解決者 提問者 解決者

II 確知 已知 已知 未知 已知 未知



TYPE III：
問題是已知的，有一具體的解答，但解決方法不只一種，提
問者知道所有的解法和答案，而解決者需自行探索。

問題 方法 解答

Type 提問者 解決者 提問者 解決者 提問者 解決者

III 確知 已知 範圍 未知 已知 未知

傑里卡有10個玩具。她給了妹妹5個玩具，
又給了弟弟3個玩具。傑里卡現在還有幾
個玩具？



TYPE IV：
問題是已知的，但更為開放、複雜，可能有多種正確途徑和解決方法，提
問者曉得途徑和方法，但解決者需自行探索。

問題 方法 解答

Type 提問者 解決者 提問者 解決者 提問者 解決者

IV 已知 已知 範圍 未知 範圍 未知



TYPE V：
問題已知，提問者和解決者都不知道解決途徑和方法，這類行問題有一個清
楚的目標，但未必有一個正確的答案，解決者需要蒐集大量訊息，並分析可
能的途徑和方法。

問題 方法 解答

Type 提問者 解決者 提問者 解決者 提問者 解決者

V 已知 已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TYPE VI：
對提問者和解決者而言，問題、解決途徑和方法都未被清楚定義，而且問題是
開放的、複雜的。先有特定的問題才能評估途徑和方法的可行性，過程中容許
開放地解釋，最後的結果也因提問者、解決者的觀點、先見、分析、目的而有
不同的答案。

問題 方法 解答

Type 提問者 解決者 提問者 解決者 提問者 解決者

VI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選擇一個數字，一個動作，或任何數學想法，以你
能夠用的方法表現出來。





1. 北港豆花位在師大路幾巷?

2. 請說出到師大夜市可搭乘的交通工具，以及路線?

3. 請規劃以最便宜價格買齊珍奶、雞排、滷味的路線會怎
麼走?要去哪些店家?

4. 請大致將師大夜市美食的店家作分類，表現方式不拘。

5. 現在你有500元，請在此價錢以內讓你吃到最多的東西取
最大飽食感。

6. 師大夜市可能碰到的危機，請找出解決辦法。

問題?



語文學習角 教學內容

Type 觀察活動 教學活動

Ⅰ 活動一：我的活字印刷

活動二：成語新解

請學生從字典中找出，自己姓名中每一個字的意義。

請學生從字典中找出「以毒攻毒」的意思。

Ⅱ 活動一：我的活字印刷

活動二：成語新解

請學生解釋活字印刷的內涵。

寫出「以OOO」，越多越好，第二個字和第四個字必須是一樣
的。

Ⅲ 活動一：我的活字印刷

活動二：成語新解

給學生一塊黏土和牙籤，請學生在上面刻上自己的名字(鏡像字)，
製造自己的印章。

「以毒攻毒」是現代的何種醫藥技術？

Ⅳ 活動一：我的活字印刷

活動二：成語新解

說文解字中，對於字之演進有其說明，請為你名字的每一個字的
演進製作一個表。

「以毒攻毒」在生活中有哪些應用。

Ⅴ 活動一：我的活字印刷

活動二：成語新解

創作一首詩，裡面必須包含你姓名中的每一個字(諧音亦可) 。

用「以毒攻毒」創作一個故事、寓言或短文。

Ⅵ 活動一：我的活字印刷

活動二：成語新解

請以300字說明保存繁體字的重要性為何。

論證「以毒攻毒」(形式不拘) 。



數學學習角 教學內容

Type 觀察活動 教學活動

Ⅰ 活動一：計數器

活動二：數字遊戲

老師說明算盤的使用方式。學生用算盤撥出「8」、「18」、
「180」。

請算出101至109的總和。

Ⅱ 活動一：計數器

活動二：數字遊戲

用算盤撥出「8+25」、「116+34」。

請在下表填出1-9，讓直行、橫列的總和都一樣。



Type 觀察活動 教學活動

Ⅲ 活動一：計數器

活動二：數字遊戲

提起60進位制，我們總是想到一小時60分鐘 ，一分鐘
60秒，這些時間量的換算，或是一度60分的旋轉量(角
度)的換算。至今仍在使用的天干地支，就是60進位制。
東漢建武三十年，開始按60干支的次序記年，這就是
干支紀年法。每一循環必須從「甲子」開始，滿60年
稱做「一甲子」或「一花甲子」。請找出一甲子中，
天干地支的排列規則。

請在下表填出1-8，讓A+A’=B+B’=C+C’+c+c’ 。

C C’ B

c c’ B’

A A’

數學學習角 教學內容



Type 觀察活動 教學活動

Ⅳ 活動一：計數器

活動二：數字遊戲

比較二進位、十進位、六十進位的數字規則。

一個常見的數學遊戲：「將一至九這九個數字排成三列，不論縱橫斜角，
每三字相加都是十五，如何排法？」其實在古代早有解法：「九宮之義，
法以靈龜，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
請你利用上述的規則，設計一個邊長至少有四個數字的數學遊戲。

Ⅴ 活動一：計數器

活動二：數字遊戲

自創一種計數方式。

自創一個數字遊戲。

Ⅵ 活動一：計數器

活動二：數字遊戲

以計數器進行獨立研究。

以數字遊戲進行獨立研究。

數學學習角 教學內容



Type 觀察活動 教學活動

Ⅰ 活動一：我的GPS

活動二：蔡侯再現

請用指南針，標示出教室的方位(東西南北) 。

紙是由什麼作成的？

Ⅱ 活動一：我的GPS

活動二：蔡侯再現

請依照教師指示，找到老師藏的寶藏。(請站在講台上，面向南
方→往南走2M→往西南走3M→往西走1M→往西北走2M→往南
走1M→往東南走1M→面向西南→面前有三個抽屜，請任選一
個開啟)

依據以下步驟，自製一張紙。

(將紙、布剪碎→加入水以果汁機攪拌→打成紙漿→撈到自製網
上鋪平→把多餘的水壓出→曬乾)

Ⅲ 活動一：我的GPS

活動二：蔡侯再現

請寫出校園內「至善廳」和資優班教室的相對位置。

用紙搭一座可以橫越兩張桌子的橋。

自然學習角 教學內容



Type 觀察活動 教學活動

Ⅳ 活動一：我的GPS

活動二：蔡侯再現

請比較指南針、指北針、星象盤的功能與使用方式。

用紙搭一座可以橫越兩張桌子的橋，且可負重五公斤。

Ⅴ 活動一：我的GPS

活動二：蔡侯再現

自製一個可以辨認方位的設備。

如何減少紙張對環境產生污染。

Ⅵ 活動一：我的GPS

活動二：蔡侯再現

找出一個任何時間都可行的辨認方位方式，並測試其可靠性與實用性，
以獨立研究進行之。

用紙進行任何創作。

自然學習角 教學內容





The Parallel Curriculum
(Tomlinson et al., 2001)

平行課程模式
在適異（區分）性教學的運用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Core

核心課程
Connections

聯結課程
Practice

實務課程
Identity

認同課程



AID概念

每一位學習者的智力發展程度、興趣及喜歡的
模式都不同。有研究和理論指出，當課程或是
教學與學生的特殊需求結合時，學生會學習得
更好。因此，大部分的學習者都有一個共同的
需求-需要高層次(high level)、意義焦點
(meaning-focused)的課程或教學。

 參考資料: The parallel curriculum BY Carol Ann



AID概念

 Vygosky的近側發展區理論。

給學生的任務必須要比學生的能力還高，隨著能力
的趨於成熟，任務難度和深度也會相繼提高。

學生能力與任務的相互配合情形就是AID。
(Ascending intellectual demand)

 參考資料: The parallel curriculum BY Carol Ann



一、核心課程 (Core Parallel)

建立每一個學科領域的知識基礎、
理解與基本能力。

幫助學生了解科目的核心。



二、聯結課程 (Connections Parallel)

延伸核心課程的資訊與技能。

強調如何將基本觀念與不同領域或科
目的知識做聯結。

聯結課程可以彌補科目間的分散性。



三、實務課程 (Practice Parallel)

使用概念和原則的課程。

學生使用關鍵資訊、觀念、技能等方法
來處理議題，然後找到問題的答案。

此課程聯結了真實問題，它讓學生有自
我學習的經驗，讓學生變成參與者或是
問題解決者。



四、認同課程 (Identity Parallel)

幫助學生探索和投入一個學科領域

強調個體的自我發展

為自我探索提供了機會

自我承諾、邁向自我實現



平行課程設計表格

核心課程 連結課程 實務課程 自我認同課程





生物圈的組成

 核心課程

1. 生命的起源

2. 生命生存的環境

3. 生物圈

 聯結課程

 藝文領域的視覺藝術課程

七上自然科



生物圈的組成

 實務課程

1. 小範圍校園踏察，了解自身所在的生活環境，
進行各樣環境中動植物標本採集。

2. 生物基本觀察與繪製：對於最熟悉的陌生蟲-

蟑螂，進行點描法課程。

 自我認同課程

 以不同角度觀察自身所處的生活環境，拋開舊
有固著的成見認知，以開放有趣的心態重新體
驗生活的種種。



細胞的構造與功能

 核心課程

1. 細胞型態、構造及功能

2. 細胞的物質運輸

3. 生物的組成層次

4. 顯微鏡的使用與觀察

 聯結課程

1. 藝文領域的視覺藝術課程

2. 社會領域的公民課程



細胞的構造與功能

 實務課程
1. 繪製細胞課程內容心智圖

2. 將採集到的植物標本及自身簡單組織製成玻
片。

3. 利用顯微鏡觀察並以點描法繪製不同細胞組
織觀察圖。

4. 影片教學：大自然之毒

 自我認同課程
 請學生探討燒燙傷所造成之皮膜組織及皮膚或
其他器官之損傷及相關衍伸之個人及社會適應
問題。



生物體內的能量與代謝

 核心課程
1. 植物的營養器官與功能

2. 酵素

3. 光合作用

4. 消化作用

5. 養分的產生與測定

 聯結課程
1. 數學領域的簡單代數運算課程

2. 綜合領域的家政烹飪課程



生物體內的能量與代謝

 實務課程

1. 繪製細胞課程內容心智圖

2. 影片教學：植物的另類生活(植物生理概論) 

 自我認同課程

1. 請學生找資料並介紹目前台灣前三大消化系
統方面疾病及預防治療相關資料並討論提出
解決方式(KJ法)。

2. 指定閲讀書籍：堅定信念。



動植物的構造與功能

 核心課程

1. 植物體內的物質運輸

2. 人的循環系統

3. 蒸散與循環

 聯結課程

1. 藝文領域的視覺藝術課程

2. 社會領域的公民課程



動植物的構造與功能

 實務課程

1. 觀察不同植物器官組織並以點描法繪製不同
組織觀察圖。

2. 人體循環系統撲克牌遊戲(排七或心臟病)。

 自我認同課程

1. 請學生找資料並介紹目前心血管疾病以及相
關保健並討論提出解決方式(KJ法)。

2. 介紹全吸收式生物血管模架治療方式之介紹。



生物體內的恆定性與調節

 核心課程
1. 刺激與反應

2. 人體的神經系統

3. 人體的內分泌系統

4. 動物行為

5. 植物的感應

6. 人體的刺激與感應

 聯結課程

 社會領域的公民課程



生物體內的恆定性與調節

 實務課程

1. 小組完成教師指定之神經傳導、人體的內分泌
系統、動植物感應等之提問學習單。

2. 人體神經系統撲克牌遊戲(排七)

3. 人體內分泌系統撲克牌遊戲(撿紅點)

4. 閱讀科普文章：為什麼會癢？並提出神經系統
機制及分泌物質。

5. 影片教學：生命脈動 (動物行為)。

 自我認同課程

 學生搜尋資料深入了解人類神經及內分泌系統的
生理機制及相關疾病並討論解決方式(KJ法)。



生物體內的恆定性與調節

 核心課程

1. 體溫的恆定

2. 呼吸與氣體的恆定

3. 排泄作用與水分的恆定

 聯結課程

 社會領域的公民課程



生物體內的恆定性與調節

 實務課程

1. 小組擬定至林口長庚醫院參訪呼吸胸腔科、腎
臟科之事前訪問稿(含相關提問問題)。

2. 完成醫院參訪之觀察記錄心得學習單。

 自我認同課程

 學生搜尋資料深入了解人體各項生理恆定性的調
控機制，及各項相關疾病，如過敏性鼻炎、尿毒
症及洗腎等相關疾病並討論解決方式(KJ法)。



謝謝聆聽!新年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