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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緣起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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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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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人員及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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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編碼及分析 

QSR Nv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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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果與討論 

 

一、高中資優教育經驗的影響 

(一)高中資優教育對自我概念的影響 

1. 正向的影響 
Leukhardt (1984)

s13

接觸到不同

領域，了解自己，也了解外面的世界這樣

(s13mmlsn93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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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2 「可能就是讓我多知道一些面

向吧，因為以前的資優班就是會加深，加

廣，加速，讓我就會覺得說原來我也可以

做到這樣子的 (s12mmlmn921120)。 

 

m11

可是因為有進過音樂班，然後有一些競

爭跟壓力，讓我多了一些自信，所以我比

較有機會可以站在舞台上。我覺得會帶給

我生命裡面比較不一樣的改變 (m11ml- 

wmn93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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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只滿足現狀，認為還有更高深的知

識或經驗必須追求，並且有『我也許可以

做到』的自信 (v01llwsn921101)  

「資優教育中的開明與自由學風，對

我而言，影響我至深。同樣也影響我的其

他受過資優教育的好友至深。它讓我相信

自己的潛能，尊重自己的想法，正視自己

的價值。我還是喜歡思想、文化與文學，

所以我會一直朝這個方向發展，就算轉業

也不離這個領域」(v11mlwsn930303)  

我覺得資優生進去之後，就是，學

校會特別注意我們，教授們會特別照

顧。……我覺得最大的幫助是，如果沒有、

如果在我那個時候沒有這個選拔的話，我

不太可能有現在的發展。因為，如果我用

我的成績去考大學聯考，而且我是那種考

試會緊張的人，今天可能我唸的學校的資

源可能就沒有我唸的大學那麼地豐富。然

後，因為我這個人也不太喜歡競爭，那可

能，老師們說不定也就，不會特別地給我

一些栽培，所以我覺得，這影響蠻大的，

因為可以讓我的生命有一點不一樣，而

且，也是自信吧！因為，一般大家都會重

視理工、重視你的英文，對於中國文學這

方面的能力都不會重視，可是因為這個，

讓我覺得，也是自信吧！嗯，我覺得這個

能力，也是我的自信來源！ (v07mmlmn- 

930110)  

s07 我覺得還不

錯，個性變開朗了，而且也變樂觀了吧。

變樂觀之後變得很多事情不會很悲觀的去

想。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動力就是你可以去

面對更多的壓力」(s07smlsn930210)。 

s10

d02

 

最大的影響還是那個班級聚集了這

麼一群人，這群人對我有很大的影響。如

果在普通的班級中，影響不會這麼大。因

為我覺得你在一個團體中，一定有你存在

的意義。你會因為其他人扮演的角色而改

變你的角色，然後你會找到你這個角色的

意義在哪裡。我覺得我之前在那個班就是

這樣子。我在那個班找到自己的價值。我

擅長的部分你們不會，我們就互補。然後

我們相處得很好。……所以這三年對我影

響很大，可是並不是學校教育對我的影

響，而是那個班級對我的影響 (s10ml- 
wsn930216)  

助力上，我覺得舞蹈其實是蠻辛苦

的，在體力上、精神上，其實是蠻壓榨的。

那種苦是讓我到現在覺得，再怎麼苦都沒

有像以前那麼苦了，我以前都可以撐過

來，這一定沒問題！就會有這種信念，我

覺得蠻好的 (d02mlwsn921101)  

s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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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呃！或許心理上會被貼標籤，

你會不會就變的更有自信？也許是有對不

對？就是說它可能沒有這麼具體的影響，

可是會不會在我的潛意識裡，我會覺得自

己在這一方面有比別人比較強對不對？你

可能會這樣告訴自己，我真的可能更適合

往這方面走，那會不會可能也是一個肯

定？」「後來是發現說，一些老師確是很注

意。比如說以前我在大學唸書的時候，那

些老師可能會覺得你就是資優生，他會因

此給我更多的機會。……就是會不會是說

其實這個還是提供了你機會？像是別人在

看的時候，他會不會覺得你可能有比較

好，然後提供一些機會給你 (s17lmwmm- 

930331)  

2. 負向的影響 
(1)  

a18

我認為我不是一個藝術天份很好的

人，因為你永遠沒有辦法把石膏像畫的跟

全班最會畫的人一樣，也是有很大的壓

力，老師他為了要激勵你，要你畫的更好，

他會給你 60 分，譬如你在普通班人家覺得

你畫得很好，一旦你進入美術班，你是畫

最差的人。那種考試會讓你很焦慮，為什

麼我沒有辦法畫得很好？能不能畫到

70、80 分，不管是國畫、素描、水彩，如果

你每一樣都沒有一樣高分，那三年你會覺得

很難過。……還有就是美術班的師資，有的

老師就是你一定要畫我這套方法你才考得

進去，我覺得有時候在那麼特殊的班級裡，

不見得是快樂的 (a18lmwmn930131)  

 

a09 d01

 

老師他，我覺得因為我們的升學

啦！那時候的美術是以升學為主要，那我

們學得不外乎就是素描、水彩、國畫、書

法，我們素描就是要在一定的時間內完

成，為了要應付聯考，所以在那種壓力下，

不再覺得畫畫是一件快樂的事情，所以老

師他們給我的影響，就是越來越不喜歡畫

畫。……比如說，水彩就是要怎麼樣沾多

少水，怎麼樣沾多少顏料，在紙上要怎麼

樣去動你的手，那個圖才會漂亮，變成說

那樣才算是厲害，所以我會覺得我那個時

候壓力很大，我覺得我自己很笨都不會畫

畫。……那老師也很拼，我是覺得說畫畫

應該是很快樂很自在的一件事，怎麼會搞

得這麼僵硬，老師這麼生氣，畫畫為什麼

要生氣呢？頂多是你告訴我哪裡不好？哪

裡要加油嘛！不要這麼生氣。老師還會砸

桌子呀！丟畫筆。所以你會覺得說拿起筆

是會有恐懼感的。……自尊......自信…...
他在高中美術班已經把你的自信全部都倒

會了，完全沒有自信可言。……我不知道

別人怎麼想耶？以我來講，我是完全失去

自信 (a09mlwmn921120)  
『憑什麼你分數比我高？我覺得我

才厲害。』我覺得比這些外在的東西很無

聊。但是學藝術就是老師喜歡就是喜歡，

沒有原因。他不像國文、英文，有標準答

案在，藝術類就是沒有。你就要合老師的

style，不合就零分。……過去資優教育經

驗對現在的影響。我覺得還是嚴師出高徒

耶，我覺得學專業，要嚴格的教，要學徒

制，但是不能太誇張…… (d01mmwsn- 

92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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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5  

那時候真的覺得唸不來耶！就是有

一些，例如說物理，老師都教得比較難的

東西，就覺得挫折感很大，那時候啦！就

會覺得唸不來，數學化學也是。 ……我連

上大學的時候還夢見我的物理老師是惡

魔，好可怕喔！……好想扁他，打擊我的

自信 (s05sllsn921225)  

s02  

你是說我進入高中資優班這個環境

對我以後的影響，應該是我心裏常常會想

說希望自己做得跟別人不一樣。如果我真

的是資優的話，父母把我生得比別人好，

我應該表現得比別人出色，我會自己在內

心對自己不斷的提醒，當我跟別人表現得

差不多，或者稍微遜色一點，其實我會蠻

挫折的 (s02llwsn930302)  

(2)  

 

老實說我在潛意識裡面會有自我優

越感，講難聽一點有時候還會瞧不起別

人，會比較自以為是，可是這反而會阻礙

你跟人之間的互動。……可是在求學過程

長期的讓人洗腦，你就會覺得自己真的很

優越，別人提出的看法或理論，你會覺得

沒甚麼。……你就是覺得自己是對的，你

反而會沒有辦法放下身段去認可別人，或

者是看到別人好的地方，會阻礙你 (s02ll- 

wsn930302)  

 

(二)高中資優教育對思考及情意發展的影

響 

s03

 

……過去的資優教育經驗，對我現

在的主要影響，我覺得還是邏輯判斷啦！

我覺得是精神面比較多，因為你受的訓練

的內容，然後教你怎麼樣去做一個思路的

判斷，到現在還是蠻有幫忙的……。整個

邏輯的判斷，一個思路應該是怎麼樣的，

自然腦袋在每次做什麼事情時就會有老師

教到你的那種概念－流程圖就跑出來，

YES 怎麼跑，NO 怎麼跑，這裡誰跟誰應

該相對應，然後誰跟誰講的話要去求一個

驗證，OK，你接下來都可以了，你就往下

跑，然後你的思路會比別人快，所以你的

肯定會比別人快，那是我對它最大的一個

肯定 (s031mwmm92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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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2 s10 s08

 

那我覺得我以前唸自然組現在來唸

教育，也是有一些幫助，好像跟其他同學

比起來，老師會覺得我的邏輯比較清楚。

如果正式課程的訓練的話，因為我當初的

同學都是唸文組的，他們碰到跟科學相關

的議題時，比如說統計他們會覺得害怕，

我是覺得還好…… (s12mmlmn921120)  

比如說那時候大二去修統計學，因

為我是轉系嘛，去補修，所以跟學弟妹一

起上。我就看大家沒有很認真去唸書，我

也沒有很認真去唸書。到考試的時候大家

就一起去考，考出來後就覺得奇怪，我分

數怎麼比大家高很多。我自己也搞不清

楚，因為我自己也沒怎麼在唸書。其實我

那時候並沒有聯想到我是唸數理資優班

的 (s10mlwsn930216)  

我大一的時候成績比較差，可是到

大二因為有統計學的課，對數學方面很有

興趣就會去算，然後隨便一考都九十幾

分，大家都嚇一跳，成績這麼好。我自己

也覺得很奇怪，唸一唸就這麼好，就比較

有自信。所以我覺得自己是可以做到，可

以唸得不錯，才繼續唸下去 (s08smwsn- 

930204)  

 

因為我們在資優教育中，老師會去

引導你來跟你討論，跟你說你要怎麼講，

那你要很流暢的表達你想到什麼、你要怎

麼做，那個對我有沒有幫忙？有啊！有幫

忙！現在會學到怎麼去跟主管溝通，很清

楚地表達我的思路，有啊！有幫忙！怎麼

會沒有幫忙，有啊 (s031mwmm921107)  

 

我覺得最重大的影響就是…...就是

關於眼光這一方面。因為之前在接觸真正

的美術之前，我就是只有看漫畫，就以為

漫畫是最好，最好的東西這樣子。但接觸

美術教育之後，就是說其實有很多東西都

很值得去欣賞。比方說攝影啊、雕塑啊，

甚至不是美術的東西都可以，去當作美

術…...就是說一種就是用在藝術裡頭的東

西，這樣子。然後也比較知道藝術是什麼，

對，不一定是美的才是藝術這樣子。我覺

得最…...就是......眼光…...就是審美的眼

光，是蠻重要的一點，除非是接受到一些

教育的話，不然是蠻難接觸到的。對，就

像一般就是說，素人畫家比較難得到這些

東西。就是說如果是技巧的話，勤勞一點

一定會得到的 (a12mmwsn930130)  

我覺得比較有感情，因為舞蹈，可

以去欣賞美的事物，可以去接觸到美術、

因為我覺得舞蹈的人要充實藝術的各領

域。我覺得學舞蹈也要去跟各領域的人多

接觸，開開自己的眼界 (d05mlwsn930- 

222)  

我自己是覺得蠻榮幸自己在這個領

域裡面。因為自己是喜歡跳舞，這樣一路

跳上來，是自己最快樂的地方，其他的部

分，我覺得有很多觸類旁通的，有很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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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處事呀，或是團體合作，對於美育、對

於鑑賞，就是從美育擴大到德育，或是群

育的方面，我覺得都不錯。……群育就是

你跟同學的配合呀，那些都是一定要學的

應對進退也都是群育的一部份。我覺得真

的受益還蠻多的！而且我覺得就是情感會

變得蠻豐富的，就是你可能覺得，『哇！今

天太陽好大！』或者是『世界多美好！』

那種感覺，可能因為一點小事，就比較容

易多愁善感。但是還是有理性的部分。……

人、事、物，更能體會這樣子。就會覺得

世界上不是只有考試、升學，或是功利

(d13sllsn93030)  

 

(三)高中資優教育對生涯抉擇的影響 

1. 了解自己，確立發展方向 
我覺得還滿好的，有受到這樣教育

的栽培，就是早一步知道自己有這方面的

能力，可以早一步確立以後可以往這個方

向發展。像我認識很多朋友，在大學畢業

時候，就像遇到人生的交叉口，不知道自

己要幹嘛，變成他要往很多方面去嘗試。

我覺得我有受過這樣的栽培，比較知道自

己的方面在哪裡，就是比較早熟吧。另外，

我覺得小孩子早些開發其富有的特質，早

些培育，潛能才可以發揮更多 (m03smlsn- 

9304082)  

m03

 

 

 

 

其實對我來說，我可以接觸到蠻多

不一樣的東西，然後就是我對數學物理方

面有比較高的領悟力跟興趣這樣。發揮，

我覺得還好，這些經驗對我來說，像我在

當時要選二類還是三類組，或是後來選科

的時候有幫助，因為參加過那些之後，我

知道我有哪方面比較擅長、哪方面比較不

擅長，然後我在做抉擇的時候，該考慮什

麼？有經歷過我知道我能力在哪裡的話，

就是比較好選擇 (s13mmlsn930203)  

 

對，只是老師教得比較快，範圍比

較廣而已。那時候真的覺得唸不來耶！就

是有一些，例如說物理，老師都教得比較

難的東西，就覺得挫折感很大，那時候啦！

就會覺得唸不來，數學化學也是。……高

中的時候，就只是把定義告訴你，然後把

很難的問題丟給你，讓你配合以前的基礎

去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就會忽然間會變得



   99  

 

比較難，並不是循序漸進的，所以我覺得

我們對第二類組的知識就會吸收不

良。……所以我覺得高中老師的影響蠻大

的。因為我覺得我的數學還不錯，可是數

學老師很兇，物理老師也很兇，生物老師

比較好，所以生物我唸得很高興。因為老

師很和善，所以會在這方面下工夫，填科

系的時候也會先考慮這個 (s05sllsn921- 
225)  
2. 專注於專長發展，學習及人際範圍窄化 

 

音樂班是一個很奇怪的制度，我必

須承認的是他有很完善的專業課程設計，

這些設計對於音樂本身來講會有重大的影

響，當然相對的因為你花很多時間在上

面，其他東西你就會缺乏了。你說資優教

育好還是不好，我覺得他對我有非常大的

影響，它讓我在音樂上面的概念非常清

楚，尤其是我上大學之後感觸更深刻，會

覺得很多基本概念怎麼同學都不知道。因

為他們有些是社團或者是國樂班出身的，

畢竟跟音樂班還是不一樣的。我高中三年

在那方面非常認真，上了大學之後就覺得

真的有差。不過其他方面還是會被剝奪

掉，所以你說好還是不好我不敢說耶！我

覺得我是有受惠啦 (m02smlsn9301092)  

如果說這麼小就在音樂班成長上來

的話，你越是從小到大幾乎都是學音樂的

朋友，如果你從小開始學，你很少還會再

改變你的印象啦，所以你念音樂念到一半

去唸常態班，很奇怪呀。所以你幾乎碰到

的朋友，他都是學音樂的，那我覺得自然

而然跟其他外界的、其他科系的同學就比

較少接觸，自然而然的話就是會，就是你

的視野會變的比較狹隘。因為你每天接觸

到的都是一些音樂，那音樂以外的東西

呢？在哪裡？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m05slwsn9302212)  
老師也會這樣，在○○或○○，會覺得

舞蹈班的學生不用教太多，像數學就教的

很簡單，也放了很多水，那時候我會覺得

不太平衡，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待遇？

如果有機會，很多東西其實也蠻想試的，

很多時候其實我們頭腦還蠻好的，只是老

師都覺得不太重要，所以我們就只好在舞

蹈上多做一些創作和發揮。這是我覺得失

望的部分 (d02mlwsn921101)  

 

不過反正一定有好有壞，可能高中

三年都專注在理工科的培養，其他像社團

活動比較沒辦法參加吧。……所以資優班

的缺點是什麼呢?就是其他潛能比較沒有

機會去開發，去發揮。搞不好我音樂也有

潛能，可是我沒有時間好好去學一下樂

器，或許是這個缺點吧！不過反正一定有

好有壞，可能高中三年都專注在理工科的

培養，其他像社團活動比較沒辦法參加吧

(s15llwsn930220)  

(四)高中資優班中的學習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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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班不管男生女生都很優秀，後

來上了大學我才發現，因為我在高中的時

候一直覺得我很平凡，覺得同學都很優

秀，自己很平凡。可是上了大學之後，我

才發現我無形中已學到他們的一些優點。

在大學的時候，有些同學和學弟學妹會覺

得我很優秀，我才發現我把以前高中同學

的優點學起來了，我也會用理性辯論的方

式去解釋、解決一些事情。所以唸數理資

優班還是有那個影響在 (s10mlwsn930- 

216)  

 

對對對！還有認識很多好人。……

那些人都是資優生，他們現在都很有成

就，可能是都比我有成就吧，有事就打電

話問一問，就覺得比較有用。……還好以

前有努力唸書，才有這資源。（我）都知道

他們各個領域在做什麼，這些都是我的人

脈，你如果要問什麼廣告人你就可以問他

們，對啊！而且那些人可能在他的領域上

也都表現相當不錯，所以我覺得蠻好的

(s031mwmm921107)  

因為○○○老師他是一個還蠻open的一

個教授，所以他會替他的學生設想，他會

把好的學生介紹到好的學校去。……要不

然妳能力再好，像美國也是這樣子，就算

妳多有能力，妳上頭的人，不提拔妳的話，

妳會很辛苦 (m17llwmm930113)  

 

你看到那些資優的人他們是這個樣

子的，自己就要求儘量去做，去學習他們

的優點，我學到不懂就去問人，沒有甚麼

好丟臉的，本來就是有這麼聰明的人。可

能對現在的教學課程有影響，因為我可以

跟學生分享說，我不是很聰明的人，可是

可以靠努力獲得很多事情。我覺得那時候

的資優教育給我的經驗就是，那邊老師的

教學態度、培育資優教育的一些活動，可

以讓我有一些啟發。……老師的教法也很

活潑，也學到了很多東西 (s14llwmn930- 

224)  

像○○○老師，她是我的小喇叭老

師，她到現在還沒有結婚啦，可是我覺得

在主修方面，她讓我看到完全不一樣的演

奏方法，我一度很懷疑要不要整個改過

來，跟我以前學的完全不一樣，我那時候

的鋼琴老師也一樣，你會覺得要跟他們

學，你要把以前的整個東西完全打掉，完

全重來，像我的鋼琴老師，是要整個從頭

來，從 DoReMiFaSo 重來，你已經高中了

哩，而且你已經學了九年的鋼琴，完全沒

用，你要重頭來，因為那個老師是留德的，

他們就是很注重你要有很紮實的基本

功，……但是後來我發現那樣學之後，要

學什麼都很快，對，就是我鋼琴啊，要跟

那個鋼琴老師學都很快，所以她給我的影

響真的很大很大，但是她的學費真的很

貴，……我覺得她帶給我的想法，我覺得

跟我以後做事情都有關係。……她讓我知

道，不論做什麼事，不用怕說一切從頭來，

你從一些基本的東西學會了最重要，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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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自己在教學上或是我自己在學習，

我都有這種感覺，就是說什麼事，你基本

學會了就好了，你以後要學什麼都很快

(m07mmwsn9212202)  
(五)高中資優教育對激發潛能的影響 

雖然

也是遇到壓力，可是可以在學生時代學習

面對壓力和情緒，其實也是蠻好的

(s15llwsn930220)。 

我覺得壓力當然有，但是我很感謝

我高中的學習環境，我覺得就是讓我一直

想要更努力 (m12mlwsn921220)  

我覺得人的潛能必須要有環境來激

發，所以高中那一段的資優教育應該是蠻

不錯的激發潛能，可以好好努力的一個環

境，覺得蠻大的幫助。因為如果沒有那個

環境，就不會用功唸書，也不會到某種程

度的發揮。因為我覺得生命是互相激勵

的，如果你身邊有那種很厲害的人，你當

然會被他激勵而自己也努力。高中資優班

同學對我的激勵其實是很大的，大家可以

互相討論，兩方面都有進步，你幫我，我

幫你。這樣的進步比你單打獨鬥還快。我

覺得如果我在普通班級的話，一來環境的

push 力量沒那麼大，同學互相交流和成長

的機會也沒那麼多。我覺得一個人天生下

來的天賦潛能是一定的，但是因為環境而

被激發出來的程度會有差，甚至超過你原

來有的能力，這都是可能的。所以就某種

程度來講，我覺得還是需要有那種環境來

讓你潛能開發吧。所以我覺得高中那個環

境對我來說是蠻大的幫助。雖然也是遇到

壓力，可是可以在學生時代學習面對壓力

和情緒，其實也是蠻好的 (s15llwsn- 

930220)  

 

(1989)

 

二、對就讀高中資優班學妹的建議 

 

（一）了解自己，選擇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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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想清楚自己的人生目標。在符合

家人的期待以外，要考量到自己的興趣

(s09mllsn930119)  

如果是在面臨這種選擇的時候，不

管是面臨選系、選校或任何選擇，我覺得

還是自己要去了解之後，自己做決定，我

覺得了解自己的興趣、性向，考慮再做選

擇，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一點。我唸到後

來面臨到低潮啊、挫折，可是因為當時是

自己選擇的，所以我覺得還比較容易調適

過來，雖然我第一次遇到挫折，我也花蠻

多時間才調整過來。可是畢竟是自己選擇

的，比較有堅持下去的那種力量，這是我

目前想的到的 (s13mmlsn930203)  

什麼樣的建議哦？就是要勇敢面對

自己內心的渴望吧。就是要知道自己真的

要什麼、然後夢想的是什麼，然後一定要

趁年輕的時候，就是很努力的，只要看到

機會就要抓住它，不要讓以後遺憾這樣

子。就是，趁年輕的時候去闖一闖，勇敢

的去試這樣子。對啊，就是不要怕東怕西

的，不然這樣會損失很多東西 (v03smwsn- 

921205)  

我覺得要瞭解自己啊，就，看到很

多家庭啊，或是師長方面會給你很多的影

響，可能是家庭因素不是很 support 你，

那，就是，大概就是這些因素，是你沒有

辦法避免的。可是你要瞭解你自己，什麼

是你目前可以做的？就努力去做！對。

那，瞭解自己還有包括瞭解自己的性向是

什麼？你的興趣是什麼？天分是什麼？

那，可以朝這方面發展。既然你有這方面

的天分，那，就是可以努力朝這方面繼續

這樣子。那，就是瞭解自己吧，我覺得最

大的重點就是這個 (v08sllsn930224)  

（二）多方探索，腳踏實地 

 

給他們的建議，應該是說可以去接

觸更多元化的東西，不要單單是在學術這

方面。我覺得會覺得說她碰到之後，會不

知道畢業出來之後，不知道要做什麼？因

為現在連老師都很難找嘛！對啊！她可能

出來之後，因為考不上老師，就跑去打工

啊！總不能再......可是你學了將近有可能

是十年藝術這方面，這樣太可惜了。如果

說在藝術這方面天份可以運用在......可以

去讀廣告，多了很多路可以走。那時候其

實蠻羨慕復興美工的學生，因為他們可以

接觸到的東西更多，那像我在大學來講其

實也蠻羨慕復興美工。因為他們在麥克筆

方面圖畫技巧接觸到的，我們都沒有接觸

到。我們只能自修，我們都沒有接觸到，

蠻羨慕的。所以如果說給學弟妹他們的建

議就是可以朝多元化的學習，不要只是單

單圖畫啦！素描啦！水彩啦 (a02slwsn- 

921219)  

高中喔……我覺得眼光要放遠一

點，就是說……希望他們在高中的時候，

努力上學，學一些東西，因為人生大概就

是大學以前這一段時間可以學習，對，那

可能就要好好把握，不要去打工之類的，

然後……可能講的像一些爸爸媽媽在講，

但的確是這樣沒錯，對，那再來就是對於

生涯的選擇啊，嗯……我覺得應該要趁高

中的時候，多方嘗試一些你自己喜歡的東

西，比如說畫畫，甚至是寫小說之類，你

覺得自己的潛能開發或者是跟人家人際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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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特別好，就找到自己喜歡的事情然後可

以滿足自己的事情去做，不一定你現在是

美術班就一定要畫畫，對，不一定啊

(a12mmwsn930130)  

 

其實我覺得，比較重要的還是認真

的把你現在每一件事情做好，那其他成功

這部分其實是可以水到渠成的，就是說如

果可以抓到根本的話，有些外在的一些東

西其實是自然而然地會伴隨而至的。雖然

有些東西是沒辦法控制，可是有些東西是

你可以控制的，比如說你認真地去把每一

件事情做好，慢慢累積，慢慢累積，其實

自然而然成功會到來，就比較不希望學妹

們捨本逐末這樣子！也不希望短視近利！

畢竟認真才是最可貴的資產、往後成功的

基礎 (s15llwsn930220)  

(三)理性面對「資優」標記，抱持合理期

望 

 

以我自己的經驗，我會覺得，不要

讓這兩個字變成是一個壓力吧！……就

是，我覺得有一個觀念就是，雖然你是資

優生，可是你還是一般人啊！不要覺得你

是超人啊，真的是這樣啊。我覺得是這樣。

也許你，在某些地方你比別人優秀，但是，

一般人要經歷過的人生，你也要經歷。那

些過程，也許你會比她們少一點點，那也

只有一點點。我不曉得別人怎麼樣，但是

我是這樣，可能因為我沒有在這個領域，

有很傑出表現的人吧。可是也許別人他就

會覺得，你應該要發揮你的優勢怎樣怎

樣。應該有些人也會這樣吧 (v04slwsn- 

921227)  

我覺得就資優方面來說，不要狂

妄，我們覺得我們很容易站在一種很驕

傲，不可一世的感覺，其實對自己來說沒

什麼好處。我看到有些人的態度就是這

樣，總覺得自己很聰明，別人總是聽不懂

自己說的話。我覺得有時候是你講話的能

力有問題，表達能力有問題，或者是別人

不清楚，要接受別人的不一樣 (s06sllsn- 

930204)  

 

很重要！不要太早交男朋友，這是

沒有用的，還有，不要以為男朋友，就是

以後你的老公，……我覺得高中生，不用

太早說看到別人有男朋友，就一定要去交

(a17lmwmm921121)  

 

掌握生命中最看重或最想實踐的部

分。不用把學位、功名這種事情看得太沉

重，不要侷限在世俗社會的價值觀裡。生

命裡難免會遇到逆境，要學會多元性的思

考，從不同的角度看事情，懂得在生命的

轉彎處尋找到美麗的花朵 (a08mlwsn- 

930201)  

（四）提早規劃生涯，跳脫性別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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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就是說，做計畫要趁早啦，

因為基本上我以前都會覺得說這個人世間

變動的事情太多，你不要去做什麼計畫，

因為我覺得做計畫到後來都沒有辦法達

成，所以基本上我以前是個很討厭做計畫

的人，可是我覺得就是因為這樣，我可能

會錯過一些事情，就是說你的計畫是可以

有彈性的，然後是可以隨著時間去變動，

可是我覺得你要想一想自己的未來，這樣

子的話才不會，我覺得我自己就有一點走

一步算一步。還沒生小孩、小孩還沒出生

之前我就可能完全沒有考慮到說他出生以

後我的生活會變怎樣，那我是碰到之後我

再去接受、我再去解決。可是我覺得說學

妹她們有那樣聰明的腦袋的話，我覺得妳

可以稍微先想一想妳接下來的路要怎麼

走，我會建議她們說可能稍微有一點計

畫，妳會走得更順暢、更好一點 (s16lm- 

wmm930220)  

我覺得，如果是學妹，應該不用太

考慮性別這因素，不用把他看得很重要。

我覺得現在社會對這件事情的觀念其實已

經越來越模糊了。就是傳統上，女性就必

須要照顧家裡，男生就一定是養家，其實

現在社會上已經越來越來越淡泊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遇到一個挫折，你把這

個（性別）當做一個藉口，或是你自己在

努力追求的這個過程中，你覺得這些努力

是白費的，其實這些考量應該是多餘的，

你應該順著自己的興趣或能力，其實你心

裡會想要得到一些成就的渴望，就順著他

去做，你後來遇到的困難就會有辦法自己

解決 (s17lmwmm930331)  

這種所謂的資優班就是會培養你走

向某一個領域，但是你是不是真的適合走

向這個領域，你要自己靜下心來去想。像

我很多同學真的都很優秀，可是他們都不

喜歡，我覺得這樣很悲慘。我自己給他們

的建議是你要自己找到你最喜歡的東西，

不是說你唸音樂班或舞蹈班就一定要這個

樣子 (m02smlsn930109)  

我會希望她，我會問她說，她是不

是真的很喜歡音樂，有那一股熱誠呀！因

為你有那一股熱誠你才有辦法做下去。不

然就像我剛說的，就是會遇到很多孤獨、

很多寂寞，比如說自己覺得，就自己走在

這條路上的那種感覺。那如果說這些問題

都是 OK 的話，那你再決定要不要繼續走

下去 (m05slwsn9302212)  

有沒有什麼建議要給他們的…...

嗯！嗯！這範圍很廣，其實我覺得教書這

條路，你要喜歡這個工作啦！如果是因為

它是個穩定的工作，所以你選擇它，可是

你就不喜歡它的話，你會覺得很痛苦。因

為教書它的職場是人跟人之間的互動，你

如果去公司上班，你面對的是事情，那教

書是面對人，所以你要真的喜歡教書而去

教書，不要為了它是個穩定的工作而去教

書 (a10mmwsn930130)  

 



   105  

 

如果在一般的音樂師範體系，你下

一個目標就是考教師甄選，但是如果唸的

是一般其他大學的話，我覺得就是往音樂

繼續進修，我覺得那才是有辦法能繼續實

現夢想。……就是比較那個、比較專精，

就是比較深入那個領域裡面 (m04slwmn- 

930223)  

其實我一直都跟我的學生講，妳除

非非常非常熱愛音樂，妳就繼續走下去，

那至於妳到了大學，妳要留在台灣還是出

國，我會勸她留在台灣，因為以現在年輕

一輩的師資，已經不比國外的差，我們那

個時候還有差，現在我們自認為不會教的

比國外的差，因為很多外國人來，其實有

些演奏能力也沒有比我們強到哪裡去，所

以這方面倒不必說為了在師資上面，師資

我覺得我對我們台灣這一批訓練出來的有

信心，只是我們沒有那樣的市場讓我們發

揮，那另一方面，她留下來可以建立她的

人脈。……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我也建

議她大學畢業後可以先工作，妳先去了解

現在社會狀況是怎樣一回事，那妳真的想

要出國，妳再出去，妳去唸，再回來就不

用到處遊走 (m17llwmm930113)  

 

好好享受高中三年。我覺得高中三

年的重要性並不是因為你三年唸了多少

書，而是我覺得唸數理資優班是一個很難

得的經驗，有這麼多優秀的人，有男生有

女生，而且通通在一起，我覺得要好好把

握對你的影響。去想想看你跟這群人在一

起，對你有哪些意義在。我覺得可以從中

學到很多東西，學到很多你在課本上學不

到的 (s10mlwsn930216)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84

 

 

 

 

(1) (2)

(3)

(4)  

二、建議 

（一）在資優教育的實施方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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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二）資優教育工作者 
1. 

 

2. 

 

3. 

 

（三）在未來研究方面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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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explore how high school gifted education influenced students in the 

past and what suggestions those students had for future gifted females. Face-to-face interviews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Participants included gifted females who received gifted education dur-

ing high school or passed the admission via recommendation and screening during 1986 to 1998 

in Taiwan; their majors separately were talented in science, language art, music, visual arts, and 

dance. Now the ages of these interviewees are 22 to 35. Nearly 85 % of the interviewees are at 

work; whereas 26% of the interviewees were married and 14% had children. Five dimensions 

were raised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s of gifted education at senior high school; they were: 

self-recognition, thinking and appreciation, career choices, model of learning, and potential 

stimulation. Most of the interviewees showed positive attitudes for the gifted education in senior 

high schools; but there were some interviewees described that their experiences in gifted classes 

brought them much pressure, frustration, and loss of self-confidence. This study conclud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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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fundamental suggestions proposed by the interviewees for younger gifted female students, 

such as: understanding oneself to the full, learning with an open mind and enthusiasm, realizing 

one’s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 under the label of “the gifted,” and making career planning in 

advance regardless of gender. 

Key words: gifted education, gifted fema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