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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為資優生設計的獨立研究？ 

獨立研究是 Betts在 1985年提出的自主學習者模式
1
（Autonomous Learner Model）其中一部

分。該模式旨在培育獨立自主的學習者，發展他們的技能、概念及積極態度。這一點對資優生很

重要，因一般課堂學習似乎往往未能滿足他們的學習需要，他們或許感到課堂欠挑戰性。 

 

資優生往往對他們感興趣的物事或課題，能長期專注地進行深入探究，以滿足其求知慾及對知識

的渴求。以學生主導學習的獨立研究正好能配合資優生這些方面的需要。設計教學活動時，教師

可以參考 Renzulli (1977)「三合充實模式」中所指的第三類型活動：「個人或小組探討實際問

題」為基礎，並配合其他相關的模式進行施教，例如 Betts（1985）的自主學習者模式

（Autonomous Learner Model）或「問題為本」（Problem-based Learning）學習模式等。

根據學生的實際學習能力、興趣及學習風格而靈活運用，從而幫助資優學生找出自己的研習興趣

及方向，再配合多元化學習策略和相關技巧培訓，並以實際問題為導向，讓他們自擬題目作深入

探討與研究 (教育局，2003) 。 

 

為何需要獨立研究？ 

自主學習模式標準（Betts， 2003）可作為教師指導學生進行獨立研究的參考，亦是優化學生能

力的基礎原則。其宗旨為： 

 發展學生的正面自尊感與自我概念 

 增進學生在不同範疇的知識，培養對個別範疇的學習興趣 

 培養學生的批判與創意思維，發展解難技巧 

 使學生了解個人能力和在社會生活的能力 

 培養學生有效與同儕、兄弟姊妹、家長與其他成年人溝通交流的能力 

 融合改善學生認知、情緒、社交、體育發展的活動 

 使學生最終成為有責任感、具創造力和獨立的終身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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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實踐獨立研究？ 

教師可靈活運用分組學習方式，例如以「彈性分組」將學習需要、能力和興趣相近的學生編排一

起學習，讓他們自行選擇共同感興趣的主題，進行小組研習或創作活動。 

教師可參考下列適用於適異性教學的三種「獨立研究」的例子介紹，以供同工參考 (教育局，

2003)。它們分別為： 

(1) 主題研究：是一探索性的研究，旨在使學生能擴闊知識領域，依據個人興趣作起點，進行探  

索性研究； 

(2) 創作與發明研究：旨在為學生提供自由創作的機會，發揮創意； 

(3) 真實問題研究：是指對現實生活的問題進行深入探究，找出解決方案。研究步驟及方法較為 

嚴謹，可以為資優生提供一個富挑戰性的學習機會。 

 

進行獨立研究的建議步驟： 

1. 確定 / 選擇主題、議題、問題 

2. 計劃獨立研究進行過程（時間表、初始資源、提示） 

3. 發掘資料：資料搜集 

4. 綜合資料：研究結果與學習成果（可選擇不同報告形式） 

5. 分享或匯報獨立研究（可選擇不同展示研習成果方式） 

6. 評鑑 

 

教師在引導資優生進行個人 / 小組研習時，需要留意自己應擔任促進者(facilitator)的角色，由初期

較主導角色逐漸地轉 從旁引導角色。 

 

學生選擇的學習成果報告方式 

社論       調查         個人 / 小組報告            話劇           網頁          播客           雕塑           書面報告   

詩歌           歌曲         海報          傳單             一系列書籤                其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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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Betts（1985）提出的自主學習者模式（Autonomous Learner Model）包含以下五個度向： 

 定向輔導 (Orientation); 

 個別發展 (Individual development); 

 增潤活動 (Enrichment); 

 專題研討會 (Seminars); 

 深入研究 (In-depth study) 



 

香   港   資   優   教   育   學   苑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Gifted Education 

P. 4 of 5 

 
T: (852) 3940 0101 F: (852) 3940 0201 E: academy@hkage.org.hk W: www.hkage.org.hk 

 
Copyright ©  HKAGE. All rights reserved. 

 

例子 

小學常識 / 初中通識 
 

主題：瀕危動物 

課時：一個雙教節 

 

學習目標: 

知識：了解動物絕種原因 

技能：研究技巧：提出探究問題並理解資料 

協作能力、溝通能力、批判思考能力 

價值與態度：愛護動物，尤其是瀕危物種 
 

時間 學習活動 

(不多於 5分鐘) 
1. 簡介：展示瀕危動物圖片，要求學生說出那群稱作「瀕危動物」的動物名

字。 

 

  (5分鐘) 2. 要求學生着手展開研究某瀕危物種前，先制定探究問題。 

 

(5分鐘) 

 

3.  確定探究問題，例如： 

- 有關物種的棲息地？ 

- 該物種族群數量發生何事？ 

- 為何該物種瀕臨絕種？ 

- 政府與市民有否盡力拯救該瀕危物種？ 

 

(多於 15 分鐘) 

4.  組合閱讀 

7 組學生分別閱讀有關不同瀕危動物的資料：美洲鱷、黑臉琵鷺、藍鯨、黑

犀牛、熊貓、北極熊及中華白海豚 

5 分鐘閱讀+10 分鐘討論 

（這環節可因應學生能力而延長） 

 

  

為特別資優生提供適異性課程： 

以「過度捕獵 / 過度捕漁」為題進行獨立研究。 

 
  

(6分鐘) 5. 使者交換 

 
共兩輪：每組使者到下一組發表報告並回答問題。 

  
(5分鐘) 6. 對 3 個瀕危物種有所了解後（聽取 2 組報告+本組討論），學生須製作心智

獨立研究 



 

香   港   資   優   教   育   學   苑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Gifted Education 

P. 5 of 5 

 
T: (852) 3940 0101 F: (852) 3940 0201 E: academy@hkage.org.hk W: www.hkage.org.hk 

 
Copyright ©  HKAGE. All rights reserved. 

 

圖，解釋物種絕種原因。 

 
  

(5分鐘) 7.  評估：「學生擬定的測驗問題」 

  

學生須將至少一條問題連答案寫在 A5 紙上，問題要有關課堂上學到的最

有挑戰性和有意義的東西。問答紙將放入一個盒，以便於（1）了解他們學

習了甚麼；（2）下一堂以「抽獎」方式要求同學回答問題，重溫學習重

點，並激發學生繼續探究。 
  

 

  

8.  延伸活動：繼續就探究問題：「瀕危動物」搜集資料，以便深入了解某一

個物種。主題單元結束時，學生須評估目前保育措施，撰寫一份保護瀕危

物種的報告書，或可讓學生選擇研習成果展示的方式。 

 

    

  

結語：發表資優生的獨立研究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