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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抑制的小「數」苗 低成就資優兒童個案剖析
唐玉芬
成績之外
阮玉山是一個越南小孩，七歲時擊敗所有選手，成為全國小棋王。但是，他在學習的成績卻顯得非常
一般。他的父母說，小孩子三歲時，就喜歡看人下棋，很快就能與成年人一較高下。
個案簡介
當智商高達 145 的偉強的媽媽林蓉得知自己的兒子是個資優兒童時，不僅沒有興奮，反而顯得疑惑地
問道：「他是資優兒童？一點都看不出來哦！」因為這個不聽話的兒子令她身心俱疲，「偉強上了中
學，成績一落千丈，現在只熱衷打扮，追女朋友。愈長大愈令人擔心！」
楊珍是學校資優教育的輔導老師，她第一次見到偉強時，是在他小學四年級的時候。那時，他是因為
遭到許多老師投訴而被送來見輔導老師的。偉強的問題是上課不聽講，打擾其他同學，尤其在上數學
課時最為嚴重。楊珍約見了他的媽媽林蓉，得知該學生小時候的一些情形。
原來，偉強在成長過程中進步得很快，九個月已會行走，一歲多已說複雜的句子，而當他上幼稚園中
班時，已將高班數學的練習全都做完，甚至小學一、二年級的題目都難不倒他。當時，身為母親的林
蓉反而禁止他做那些超前的數學題目，因為四周許多家長都說，孩子如果學得太快，上課時就不專心
聽講了。
被迫停做數學練習的偉強，於是把興趣轉移到電腦上。有一次他爸爸把電腦拆開維修，偉強在一旁觀
看。等過了幾天，趁爸媽不在，偉強竟也依樣畫葫蘆把電腦拆了，並且還能再拼裝回去。在這件事上，
爸爸並沒有責罵他，反而協助他完成。
到了上小學一年級時，偉強已能夠使用電腦光碟做數學題目，並且自學由小學一至四年級的課程。然
而，林蓉發現後，仍是基於同樣怕上課不聽講的理由，立即禁止他繼續學習。
盡管如此，母親所擔心的上課不聽講的情形仍然在小學三年級的時候發生了。此外，偉強在社交上也
出現一些問題。他很少與同班同學一起玩，更喜歡與比他大四、五歲的孩子玩。甚至有一次他說：「媽
媽，我與同班同學玩是委屈了我，因為實在太悶了。」
當輔導老師楊珍聽完偉強的背景情況後，就鼓勵林蓉帶兒子去做個智力測驗，以作參考。結果，測出
的智商是 145。然而，得知這消息的林蓉卻覺得束手無策，她不曉得如何培育這個資優孩子。
至於接受輔導後的偉強，情形並沒有太大的改善。特別是成績平平的他，在校長和老師們心目中，並
沒有什麼特殊之處。雖然他的數學理解力遠遠超過同年齡學生的水平，但他在考試成績上卻始終達不
到 90 分。追究之下得知，因為一來他常因粗心大意而失分，二來是他很快就在腦中算出答案，而不肯
列算式，以致被老師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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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到了小學六年級，申請中學時，成績無驕人之處的偉強四處碰壁。甚至有學校明言，不會相
信智力測驗的評估，只相信學校考試成績。而林蓉就像所有其他香港家長一樣，為孩子四處奔波，希
望讓孩子能夠到一個心目中的好學校就讀。然而，最後還是願望落空。
原本就喜歡駁嘴的偉強，升上中學後反駁的能力更強了。學業成就與其智商更是完全不成正比。林蓉
也一反過去的禁止，而要求偉強多做一點數學題目，但他反而說：「我學這麼多超前的數學做什麼呢？
拿這麼好的成績又有什麼用呢？不如，你教我如何約會吧！」他從此不願意做習作，特意不表現他的
數學才華。
「現在，我如何培育我這個孩子呢？」林蓉望著楊老師，聲音轉為哽咽地說：「我下一步該怎麼教他
呢？」
個案分析
這是一個關於低成就資優兒童的真實個案，但文中人物均為化名。這個個案反映出家長由於壓抑資優
孩子的興趣，從而令其對學習失去熱情並產生模糊和錯誤的自我概念，導致挫折感和缺乏自信，從而
進一步強化了兒童的低成就。
個案中的偉強，在幼稚園時，已顯露出他對數學超常的理解力。當他在中班時已能解答高班和小一的
數學題目，他的媽媽林蓉立刻禁止他再做下去。同樣的情形再度發生在小二至小三的時候。這兩段禁
止的時間，對於偉強早期的數學興趣和能力的發展是一個打擊。
當偉強在數學智力上得不到應有的正向刺激時，就會把精力往其他領域發展。因此，偉強的興趣一度
轉到電腦，甚至也按照爸爸的方法，把電腦拆開，再裝回去。若是在其他家庭，這麼小的年紀就拆電
腦，可能遭來一頓責打，但偉強的爸爸卻不但沒有責備他，反而施以援手，這是正確的做法。
至於偉強的媽媽林蓉，為何禁止他做數學練習呢？她說，這是因為擔心偉強在上課時不專心聽講。其
實這是一般家長很普遍的心態，害怕孩子提前掌握了有關知識，就會在課堂上不認真聽課。事實上，
就現有的教育制度來說，林蓉的擔心並非杞人憂天，因為我們的制度尚未有相應的完善配套來承接偉
強在數學上的超前發展，這是另一個話題。
不論是否禁止偉強超前練習他喜歡的數學，最終林蓉所擔心的事還是發生了。偉強在數學課堂上持續
感到沉悶，不肯安份守紀，從而引發一連串的紀律問題。
問題癥結
這是值得我們反省的低成就資優兒童個案。首先是認識問題，對資優的定義，許多老師，甚至校長的
觀念都未必正確。資優的孩子並不等同於品學兼優、成績科科滿分，能為學校在比賽中得獎爭光的孩
子。
在許多校長和老師眼中，一提到資優生，就不以為然，甚至非常反感，他們以為這些孩子連基本功課
都做不好，談何資優！殊不知，這正是部分資優生的典型特質之一。有些資優的孩子成績平平，又不
守紀律，比普通孩子還不如，因此校內師生避之唯恐不及。其實許多紀律的問題正是緣於對資優孩子
的誤解，不能以適合的培育來配合其發展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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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人生價值教育的迷失。在培育資優孩子上要即時引導他找到人生價值和方向，避免一錯再錯，
啟發其正向學習動機和興趣。如文中的偉強，早期的數學興趣被扼殺，而當他略為懂事時，又不甘做
一個得高分的工具。他上中學後的表現，就是失去人生方向和正向價值觀的寫照。
情意教育有妙方
其實，對資優教育而言，即使像偉強這樣的孩子也並非無藥可救，例如，家長及老師可以嘗試用情意
教育教導這類低成就資優兒童。
『情意教育』(Affective Education) 是屬於「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Personal, Social and Humanities
Education) 學習領域裏「個人與群性發展」(Person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的學習範疇，內容包
括：學生對自己的態度，例如自我概念；學生對別人的態度，例如同儕的相處、與父母和長輩的相處
等；學生的信念、價值觀和對社會的關注。
許多學者皆指出，情意教育對資優學生非常重要，對於低成就資優兒童更加必要。情意教育目的在於
協助學生了解自己的能力、興趣、人格特質，學生從自我了解、自我肯定中，建立積極主動的自我觀
念，因此，情意教育課程和防止低成就資優兒童的出現有莫大關係。
低成就資優兒童在學業上的表現不佳，常常將自己看作失敗者，在學校產生沒有交流和退縮行為，因
此，低成就資優兒童就特別容易產生退縮或攻擊的兩種行為模式，情意教育課程可以幫助他們提升自
我觀念、內省智能及建立良好的人際關係，因為情意教育課程的重點是放在發展自我觀念，即發展內
省能力及人際關係上面。
自我觀念和自尊常常是交互變化使用的心理學的概念。心理學家也把自我觀念區分為生理的自我觀
念、學業的自我觀念，以及社會的自我觀念。對所有人而言，這些自我觀念的發展並不一定是平均的，
對各類型資優兒童而言，這些自我觀念也可能是強弱有別。
資優兒童具有獨特的特質，例如高度敏感和強烈的自我意識，這些特質使得他們在面對情緒刺激（如
批評）時，容易受到傷害。資優兒童的完美主義和自我批判，也會使得他們因為沒有達到自我要求，
容易對自己的能力產生懷疑，形成低自尊和低成就。
資優兒童在這種情況下，有時會因害怕失敗，對自我的要求過低，逐漸形成低成就資優兒童。也有些
資優兒童缺乏社會互動技巧，容易遭到同儕的疏離而倍感孤獨。因此，社會、老師及同學對資優兒童
的看法、課堂參與及學校的成就等，都會影響到他們的社會情緒發展，影響他們積極或消極的自我觀
念。情意教育可以增進資優兒自我價值，發展積極的自我觀念，積極投入學業生涯。
提升自我觀念
事實上，學生的自尊會受到學業成就水準的影響。一般而言，資優學生比普通班學生有較高的自尊（至
少在學業方面）。IQ 愈高，學業上的成就愈容易滿足其自尊﹔不過社會、同儕關係有可能變差，甚至
讓這些資優生想隱藏其資優，因為他們害怕太異類，太孤單。
研究者發現對自我的看法會決定個人成就，並增進或限制個人潛能的發展。我們對自己的看法決定我
P. 3 of 4
T: (852) 3698 4103 F: (852) 3586 3445 E: academy@hkage.org.hk W: www.hkage.org.hk
Copyright © 2009 HKAGE. All rights reserved.

PAN010_c

香
港
資
優
教
育
學
院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Gifted Education
情意需要
們的行動和我們對世界與他人的觀感，我們從這些信念中建構我們自己的現實世界並常以為這是僅有
可能的觀點。
資優兒童如果課業表現不佳，不單只因成績低落、家長與教師排斥而感到挫折，同樣的，他還會覺得
自己在其他方面的學習表現也不行，此種不愉快的經驗一旦滋長，對學校、自我及各方面的學習將產
生消極的態度，而成就動機也因此低落，學習潛能也就不易發揮。因此正確的自我觀念的發展，對資
優兒童成長顯得更加重要。
自我觀念和自尊感絕大部分來自成功的經驗，因此，情意教育課程設計其中一部分就是透過哲學家的
話語，成功經驗的寓言故事以及成功人物的故事，教導低成就的資優兒童。
每個人都有優點和缺點，心理健康的人會發揮自己的優點，創造成功的經驗，尤其是成功完成艱難任
務時，對於自己的能力更有自信，也更能增進自尊﹔即使不成功，也會檢討是否努力不夠，並接受自
己的失敗。但心理欠健康的人，如低成就資優兒童，往往不是努力追求成功，而是盡量避免失敗，因
此常會想到限制自己而放不開，結果更造成挫折經驗，對自我能力產生懷疑，影響自尊。所以，發展
積極的自我觀念是發展資優兒童情意教育的第一步，這更是防止低成就資優兒童的重要開始。
隨著資優教育的繼續推廣和發展，香港社會和學校將會有更多切實可行的支援服務，更多積極有效的
相關課程，幫助低成就資優生擺脫困境，改善低成就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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