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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故納新――大學如何因應「特殊選才」

學生之學習、適應與支援

林佩錡*

摘要

教育部於2015年開始試辦「特殊選才」至今已招收五屆學生，許多

高等教育行政與教學人員都在關注這些「特殊選才」學生的學習需求是

否能在入學後對應到學校的體制與系統。本研究以國立清華大學2015至

2017年入學之54名「特殊選才」學生為例，透過9個月的參與觀察和訪

談蒐集資料，分析出學生在課業、活動參與、專才提升上的表現，並整

理出因制度延伸出對群體和自我感到混淆的「認同感」困難、因現存學

習與評量方式的局限所產生之「學習適應」困難、因校內行政資源與支

援制度未能跟上需求所導致之「專才提升」困難，提供臺灣高等教育未

來發展之參考。

關鍵詞：未來大學、拾穗計畫、特殊選才、實驗教育、學習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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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臺灣大學聯合招生考試制度於1954年開始實施至今，從只依靠單

一一次入學考試分數決定能否進入大學就讀，幾經變革至2002年「大

學多元入學方案」實施，將大學入學管道分為「考試分發」、「學校

推薦」與「個人申請」三種（駱明慶，2018）。根據劉正與紀金山

（2006：1）在其針對多元入學之研究中提到，「多元入學」的「多

元」意指：「公平認知的多元、入學方式的多元、評量尺度的多元、招

生對象的多元、自主彈性的多元。」雖然多元入學之立意良善，看似學

子們有越來越多不同進入大學的管道選項，但事實上「個人申請」與

「考試分發」皆仍與學測和指考成績成正相關（駱明慶，2018），而如

繁星之「學校推薦」，亦相當注重學生之在校成績。因此多元入學僅是

開闢了不同的升學管道，而指考、學測或平時在校「成績」仍然是衡量

學生是否能進入大學就讀的唯一或主要指標。

為落實「多元」於大學入學標準之中，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2019a）為「舒緩現況問題」而透過「現況微調、兼行試辦」之方

式，於2015至2017試辦「特殊選才招生計畫」。2015年教育部共開放12

所大專院校、53個名額；2016年則為21所大專院校、151個名額；2017

年有30校、292個名額；2018年為34校、555個名額（許稚維，2018）。

顯見大學選才制度或入學標準正順應時代潮流變化而調整，逐步擺脫以

考試或學科成績為唯一衡量尺度的狀況。

大學多元入學變革帶來的不只是入學管道與標準的改變，亦不只直

接影響國、高中甚至國小之教育內容，以「特殊選才」為例，當學生透

過不以成績為唯一衡量標準的創新管道入學後，他們是否能適應現行大

學教育，或反過來應詢問的是，現行大學教育是否適合他們。同樣是大

學入學制度創新，2006年時為拉近城鄉差距，由各高中推薦校內前1%成

績之學生的「繁星計畫」在試辦與正式開辦之初，繁星學生其學習適應

狀況同樣引起教育界的關注。蘇鈺茵（2014）針對兩所國立、兩所私立

大學之繁星學生入學後的學習適應以訪談的方式做研究，發現包含繁星

生基本能力不足，且大學並未給予繁星生特殊輔導措施的問題。由此可

知，仍有高中校內成績做為升學參考依據之繁星學生在進入大學後尚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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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習適應問題，而不看校內、學測或指考成績之「特殊選才」學生在

進入大學後，其學習適應狀況將更引人關注。

國立清華大學於2015年提出「特殊選才」大學入學管道並開始試

辦，試辦的目的在於以小規模的方式透過與考試不同的篩選途徑作為進

入大學的鑑別標準。清大作為首創並第一批試辦「特殊選才」的學校，

就透過「特殊選才」進入清華學院學士班的招生簡章內文來看（國立清

華大學招生策略中心，2019），至今仍為少數在篩選條件中並未明訂與

學業或比賽成績相關標準之學校。這批未以成績審核之學生入學後，是

否能在過去六十年來以成績為入學標準之學生所形成的環境中學習、適

應並對同儕發揮影響力，而學校又將會如何調整並提供學生各方面支援

等相關議題，非但成為全臺高等教育機構觀望與評斷是否跟進的依據，

亦是臺灣未來大學育才的實驗先驅。因此本研究欲藉由參與觀察與訪談

首三批透過「特殊選才」管道進入大學之學生，整合並分析受訪者觀

點，提供臺灣大學未來發展方向之資訊與建議。

貳、文獻探討

高等教育機構是培育人才的殿堂，英國大學重視博雅教育、德國大

學強調學術研究、美國大學朝向多元發展（楊朝祥，2009），不同的培

育人才方向造就各國優勢實力，因此大學的遴選機制與入學管道對國家

發展與競爭力相當重要（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12）。然而

因應時代，遴選機制也須不斷調整與創新，使之能為國家培育領導發展

人才。

臺灣自1954年對大學升學管道建置制度後，歷經「創立期」、「規

劃期」、「新制期」到現在的「多元期」（丘愛鈴，1998），至今朝向

開放並考量學生性向、能力與興趣之設計，因此「特殊選才」於2017年

被教育部認可為正式大學入學管道之一（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17）。

但所謂高等教育人才培育並非僅止步於遴選機制，如同「繁星推薦」學

生進入大學後，部分繁星生在學習適應與校內課業表現上經歷困難一般

（蘇鈺茵，2014）。相較繁星，「特殊選才」學生與學測或指考錄取生

於學習興趣和表現上乍看有更大的差異，因此高等教育機構是否能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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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體制培育不同類型之人才，成為各校的挑戰。

以下將分述「臺灣大學入學機制的演變」和「學習支援與輔導機

制」，說明臺灣高等教育人才培育方針與大學該如何因材施教。

一、臺灣大學入學管道演變

臺灣的大學入學管道，由國立臺灣大學和其他三所學校於1954年共

組「聯合招生委員會」開始，歷經1976年之「大學入學考試委員會」、

1988年之「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幾經轉變（劉源俊，1998）。但大

學聯招最為人詬病的是「一試定終身」所導致學生龐大的升學壓力及對

教育機會公平性的懷疑（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12）。為了

促進大學入學制度的完善，教育部於1989年設置「中華民國大學入學考

試中心」研究改善方式，並將其建議寫在「我國大學入學制度改革建議

書――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報告中。這份研究指出，若將聯合招生考試

作為升學唯一管道，其缺失包括造成高中教育只偏重學科、迫使學生拘

泥於考試分數而忽略生活教育，且考試所要求的制式作答削弱了學生對

於資料蒐集、分析思考與創造力的培養（劉源俊，1998）。此後，大學

升學趨勢走向多元入學，例如2004年確立「甄選入學」與「考試分發入

學」兩大管道、2007年新增縮短城鄉差距之「繁星計畫」（2011年修改

為「繁星推薦」）（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12）。至此，大

學入學人才甄選從只注重智育表現到現在兼顧學生興趣、性向、特殊才

能與各方面表現（簡茂發、洪冬桂，2009），形成現有多元入學方案分

為「大學繁星推薦入學」、「大學個人申請入學」與「大學考試入學」

三大途徑（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2019a）。

根據教育部（2019）「108學年度大學多元入學升學網」所揭示之

大學多元入學「落實高中均質、區域均衡及大學之社會責任」、「避免

以智育作為單一升學標準」、「考生可以評估自己所具備的條件，考量

性向、能力和興趣，選擇適合自己的升學管道」三項理念可知，學生

應將學習投注在自己有興趣和有能力的項目上，這些項目不只是考試科

目、亦不僅關於智育成績，當每個人都能依照性向展現其對學習的熱

情、毅力並被適切的標準衡量成果時，如此的升學制度將成為國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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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與社會階層流動的優良機制。

根據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2019b）針對「特殊選才」（單獨招

生）的說明：

為改善現行多元入學制度較難鑑別部分具有特殊才能、經歷或成就

之學生，並利大學錄取該類真正具有潛力與才能學生。以漸進改

變、重視大學自主為精神，由大學提供少量名額，於104～106學
年度間以單獨招生方式進行小規模試辦，以招收不同教育資歷之學

生。

可知「特殊選才」招生管道的出現是為了因應現有入學制度中無法

鑑別出具有特殊才能、經歷或成就的學生，因此這些在學測、指考、繁

星或甚至個人申請都無法展露頭角的人才得以因新增「特殊選才」入學

管道而沒有被遺漏，並且此舉亦符合大學多元入學方案的理念。

國立清華大學「特殊選才」（「拾穗計畫」）由2015年開辦迄今

已入學四屆、共93名學生（表1）。相較於大多學校直接將學生放入專

業科系，清華大學為首間開放以不分系招收「特殊選才」學生入學之學

校，這些學生大學一年級時為清華學院學士班（不分系）學生，二年級

則依照學生學習興趣分流至校內各科系。

表1 

2015～2018年「特殊選才」不分系招生專長分布
 特殊才能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學科專長 5名 6名 8名 11名

 藝能專長 3名 5名 7名 11名

特殊優良行為／逆境向上特質 2名 4名 15名 16名

 人數統計 10名 15名 30名 38名

資料來源：國立清華大學招生策略中心（2017）。107學年度「清大特
殊選才招生（拾穗計畫）暨清華學院學士班招生說明會」。

國立清華大學，新竹市。

吐故納新――大學如何因應「特殊選才」
學生之學習、適應與支援



40

清華教育學報     第三十五卷第二期

根據國立清華大學招生策略中心（2018a）對外宣傳簡報內容，該

校執行「特殊選才」的目的之一在於增加校園多樣性（diversity），此

舉將降低校內學生背景的一致性，因此同儕間得以因各自不同成長背景

而獲取多元思考、提升學子畢業後面對多元社會的能力。為達成此目

的，「拾穗計畫」在清華學院學士班（不分系）招生時於審查條件上不

但未設成績門檻，亦盡可能開放，藉此吸引多元背景之學生報名。推動

「特殊選才」的國立清華大學前招生策略中心主任陳榮順教授在接受採

訪時指出（盧諭緯，2016），清華「拾穗計畫」的目的在於：

主要是跳出考試框架，不看學測成績。我們認為考試成績不等於能

力，一個人是否有強烈的學習動機，不是考試能展現的。我們也注

意到，透過考試入學，學生同質化程度太高，社經地位高的家庭的

確占有優勢。校園同質化是危險的事，會讓學生誤以為外面的世界

就是這樣。所以我們希望透過不一樣的選才方式，達到校園多元化

的目的。

在校園中，所謂多樣性指的是學生與教職員其背景（如性別、年

齡、經歷、生理能力、區域等）的異質程度，一所學校的多樣性與其

優勢、產能和知識分子數量呈正比，因為這些多樣性可以擴展每個一位

校內成員在規範、認知、思考上的廣度，而形成一個活躍的智識社群

（dynamic intellectual community）（Fine & Handelsman, 2010），並甚

至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表現（Chen, 2017）；缺乏多樣性的大學，不但其

能夠提供給學生的教育經驗有限、教育者發展的空間亦會受阻，甚至

最終無法達成身為學校的教育目標（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2000; Chen, 2017）。由此

可知，大學多樣性對大學發展與國家人才培育至關重要，而如何透過大

學升學管道制度的改變，招募具多樣背景與經歷之學生，以提升校園多

樣性，成為高等教育機構應省思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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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支援與輔導機制

高度的大學多樣性讓學生得以浸淫在接近真實社會的同儕之間，

使他們更能理解不同背景的人解讀事情的觀點與思考方式，藉此拓展視

野、增加生命的豐富程度。但是在突破成績作為唯一評量標準限制後所

錄取具有多樣背景的學生，進入大學後是否真的能順利適應這原本並非

為他們設計的學習環境，是值得關注與探討的議題。

在不需要考試、校內成績，端看專業表現即可獲得進入大學機會

的免試入學管道，除「特殊選才」外，尚有保送制度。所謂保送是申請

者在體育、數理等領域之比賽中獲得佳績者，得獲取免試進入大學的機

會。這些保送生靠著專業領域中的佳績進入大學，但由於經歷與學習背

景和大部分透過考試進入大學之同儕相異，因此部分學生在學習適應上

感到困難。如曾逸誠（2005）對體保生於大學的生活適應和生涯發展研

究中指出，體保生在學業適應上低於非體保生，類似的結論亦出現在其

他研究當中，如李慶生（1994）透過運動資優生的自述發現，這些學生

因為過去花較多時間在專長上，因此學科多半無法跟上授課進度，即使

花更多時間在課業上並放棄專長及訓練，卻仍然還會處於被退學的擔心

與焦慮之中；張宏亮（1995）、莊翠玉（1996）以及謝佳男（2001）在

其各自針對體育績優或是保送生進入大學後的學習適應研究上，亦獲得

相同結果。體育績優生和一般生相較，不但高中學科基礎不足，加上參

加運動比賽時會中斷課程學習，因此進入大學後學科成績較差、對學習

容易產生挫敗感（黃楗翔，2002），尤其大學課程常使用到原文書，增

加這類學生在學習上的困難（詹偉新，2015）。不只體育績優或保送生

在課業上有壓力，數理資優生也有類似的狀況，張殷榮（2000）針對高

中數學及自然科學資賦優異學生的追蹤調查研究發現，約50%的受訪者

會因「資優生」頭銜感受到壓力、約40%的受訪者則對就讀大學時的生

活輔導感到不滿。

負責監督各項考試的適切性與科技充足性（technical adequacy）的

美國國家教育測驗與公共政策委員會（The National Board on Educational 

Testing and Public Policy），在2001年邀請Marguerite Clarke與Arnold 

Shore兩位學者研究並出版關於考試與多樣性在大學入學中之角色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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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之學習、適應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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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s of Testing and Diversity in College Admissions一書，當中內容提到
許多大學都苦惱於如何達到學業表現與多樣性之間的平衡，對此他們提

出三項建議：1. 對程度無法趕上大學學習內容的學生，提供學業上的支

援，例如補救課程與課外輔導，亦有可能延長這些學生的修業年限與經

濟補助，使其能以每學期修較少的學分來減輕壓力與負擔；2. 提供非學

業上的支援，包括經濟補助、同儕督導與輔導、創造使所有不同背景的

學生都能感到自在與受歡迎的多元生活與學習環境，因此不只是金錢，

還得在社會與文化上製造友善的氛圍，使學生不因自己的不同而感到不

自在；3. 以不同的方式來衡量「成功」，也就是說，有些學生或許因為

背景不同而較難在學業成績上展現優勢，但一個良好與友善的學習環境

應讓學生能在不同的尺規下找到適合衡量自己的方式（Clarke & Shore, 

2001）。根據Brittain與Landy（2014）的研究中指出，當降低使用考試

評定學生能力的依賴程度時，學生在學習上的表現、成績與畢業比例極

少或甚至不會受到影響，由此可知，具有信賴度的學習與評定有許多不

同的形態，而考試只是其中之一。整體而言，Clarke與Shore（2001）認

為學業輔導的確能降低一些在學習上較為弱勢的學生休學或被退學的機

率，而配合上非學業支援，尤其是同儕支持或擁有視為學習典範（role 

model）的師長，更能反應出整體支援與輔導配套的成效。

創新招生管道與未來大學教育有突破以成績為唯一衡量標準及歸還

學生學習自主權的發展趨勢（李建興，2018），Ferreira、Vidal與Vieira

（2014）曾就歐洲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協會（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所屬的會員機構之高教品質

定義，整理出九項重點：學校與組織規劃、教職員、學生需求、招生訊

息、服務與資源、學業引導與輔助、職涯輔導、個人輔導、其他（如心

理）。面對校園中多樣的學生，該如何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便成為重要

的議題（蘇錦麗，2010），例如在學習成果的背後，學校是否建立足夠

的機制協助學生在學習與社會情緒（social emotional）上成長（Eccles & 

Roeser, 2003）。在臺灣，ㄧ般家長對於高等教育的期望包含課程教學、

職涯輔導與學習支援三大構面（湯堯、蘇建洲，2013），其中細項如課

程規劃、課業學習、心理諮商與生活輔導等。潘瑛如（2013）比較英國

與美國大學制度，前者以專人的方式將內容區分為生活（品德導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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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課業導師）兩方面；美國則透過教師與行政人員共同分攤課業、

生活、職業與生涯輔導四大面向。整體來說，高等教育不脫課程與輔導

兩大方向，如今創新的招生制度引進新型態學生，引發本研究中對大學

兩大基本方向的提問：

（一）「特殊選才」學生入學後的學習與適應狀況為何？

（二）學校現行教學與輔導制度使否有調整的需要？

由於「特殊選才」學生入學後的學習與適應和與大學現行制度之間

的接合程度皆處於未知的狀態，而扎根理論（Glaser & Strauss, 1967）適

用於探索未被廣泛研究的領域（王守玉、Windsor、Yates，2012）。因

此本研究透過扎根理論的角度，由闡釋與釐清資料的意義來回應研究問

題。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國立清華大學於2015至2017年入學之54位「特殊選才」學

生為案例，歷時九個月以參與觀察為主、訪談為輔作為蒐集資料之研究

方法，深度瞭解該校「特殊選才」學生在入學1至3年間，於學習環境中

所經歷的困難和問題。

一、研究對象

國立清華大學在臺灣推動多元入學已持續多年，從2006年的「繁星

甄選」模糊明星高中的招生優勢，為社區高中與非都會區學生提供了不

同的入學管道；2013年推出「旭日計畫」，扶助經濟弱勢的學生，使學

生與其家庭有透過教育獲得階層流動的機會；2015年則再度以「特殊選

才」提供了多元入學的創新升學管道。由於清華長久以來對推出多元入

學方案續有貢獻、對以創新制度招收之學生有豐富經驗，因此選擇清華

作為蒐集「特殊選才」學生的研究場域。

清華推出「特殊選才」至今，已錄取五屆學生、其中四屆已入學就

讀。這些與學測、指考通過考試成績，或參考校內成績而入學的繁星學

生不同，非以學科成績入學之「特殊選才」學生在入學後的學習適應為

吐故納新――大學如何因應「特殊選才」
學生之學習、適應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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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查與回應的重點，因此以2015年至2017年入學的前三屆、共54

位在籍學生為研究樣本（表2）。

表2 

研究樣本年級、人數與特質分佈

 特殊才能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學科專長 4名 6名 8名

 藝能專長 3名 5名 7名

特殊優良行為／逆境向上特質 2名 4名 15名

 人數統計 9名 15名 30名

二、參與觀察法與訪談法

為瞭解清華「特殊選才」學生入學後的學習適應，本研究透過參與

觀察和訪談法蒐集資料，使研究者與被觀察對象於各種活動的情境中共

享經驗，藉此瞭解「特殊選才」的學習環境、體制、作息和遭遇到的困

難。訪談法則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於參與觀察的同時，透過與被

觀察者／受訪者對談，理解他們對事情發生當下的反應與想法，第二種

類型則是與自願之受訪者展開非結構性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

Schensul、Schensul與LeCompte（1999：91）將參與觀察法定義為

「在研究情境中透過探索或參與受眾的生活或日常活動」。Schmuck

（1997）認為參與觀察法的好處在於提供研究者從觀察中得知受眾的情

緒、互動、溝通等非語言方式之表達，並能知道受眾花了多久的時間從

事各式活動。除此之外，相較於問卷調查或訪談著重在受訪者的文字或

語言表達，觀察法則讓研究者可以發現被觀察者透過非語言所有意或無

意對事與情境表達之意見，因此也可藉此觀察出某些受眾不願意言明的

意圖或行為等資訊（Marshall & Rossman, 1995）。研究者透過融入被

觀察團體、與被觀察者互動之第一手資料作為全面性瞭解清華「特殊選

才」學生在現有學習體制中的適應狀況。

以訪談作為研究方法，多半在於研究主題的前期，用來針對研究

主題做深入的瞭解，以作為後續研究的基礎（Qu & Duma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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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是透過對話的形式達到蒐集受訪者觀點的目的」（Kvale, 1996: 

174）。由於以紮根理論的角度切入「特殊選才」學生入學後學習適應

狀況，除有鑑於「特殊選才」在臺灣為創新大學入學機制，加上「特

殊選才」學生入學後尚無直接相關研究可供參考，而相較於結構式訪

談，非結構式訪談對研究者與受訪者皆給予較大的自由與調整空間

（Alshenqeeti, 2014），適合開創性或初始性研究。因此，本研究採用非

結構式訪談，綜合了一對一深度訪談、小團體訪談等形式來因應學生不

同的狀況（如情緒諮商）或各種活動情境（如主題會議）而使用不同訪

談形式。

參與觀察法與訪談法結合之優勢在於分析資料時能以被觀察者（此

研究中為「特殊選才」學生）的角度闡釋出最接近他們原有的本意，避

免了以研究者觀點自行解讀所造成的缺失。

三、資料蒐集

資料蒐集期間自2017年10月至2018年7月，共歷時9個月；觀察與訪

談對象為2015年至2017年間、共55位透過「特殊選才」管道進入清華學

院學士班之學生，其中一位學生（編號1-4）於訪談前轉學，因此觀察對

象為仍有學籍之54位學生。54位學生依照校方所提供的名單順序，依序

編號如表3。

表3 

受訪者編號表

 受訪者編號

2015入學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1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2-10
2016入學
 2-11 2-12 2-13 2-14 2-15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3-10

2017入學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吐故納新――大學如何因應「特殊選才」
學生之學習、適應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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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料採多管道蒐集方式，如除研究者與「特殊選才」學生透過

email與即時通訊軟體雙向聯繫外，主要藉由「拾穗聚會」、「個別訪

談」、「活動參與」與「其他」四種方式參加學生活動並觀察其需求：

（一） 「拾穗聚會」為一學期2次、一學年4次的團體聚會，聚會時間

平均為2.5小時，平均出席率為27%至40%，人數在15人至22人之

間，其中以大一（2017年入學）出席率最高，約占整體平均人數

的9成。

（二） 106學年度共有20次拾穗同學的「個別訪談」，每次約平均1.5小

時，歸納主題包含以學業規畫、各式原因造成的壓力、人際關係

與其他四大類型（表4）。

表4 

「特殊選才」學生個別需求主題

主題 常見問題 主題 常見問題

 二年級分流意見參考  學業
  壓力
 跨領域學為學程  情緒

 客製化學程  拾穗同儕相處
學業  人際
 實驗教育  未來科系同儕相處
規劃
 交換學生  家庭問題

 選課 其他 經濟問題

 期中退選  

（三）「活動參與」的部分，除「特殊選才」學生所參與之校內活動，

如校慶、清華科系博覽會與首屆「多元人才教育營」外，亦參加

學生於蒐集資料期間所籌創的「第N大道」社團。社團每兩週開

會一次，106學年度由籌劃到成立社團共開過16次會議，每次會

議平均2小時。

（四）其他活動如學生之個人公開表演、代表學校競賽、各自科系、社

團或其他活動。

使用質性研究方法（參與觀察與訪談）蒐集資料，相較於較常被討

論信度與效度的量化研究方法，質性研究亦有其評量方式（王文科、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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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弘，2000）。就質化研究方法的信實度來說，關注的是所蒐集資料的

準確性與綜合性（Bogdan & Biklen, 2007）。根據Dey（1993）建議研究

者保持質性研究信度與效度的六個問題（資料是否根據自己觀察而得？

資料是否有進一步確證？資料蒐集時的情境是否適當？資料提供者是否

可靠？資料提供者參與動機？研究者是否有偏見？）來看，此次研究皆

由研究者參與觀察或訪談得來之第一手資料，並且在歷時9個月的長時

間、共於四種以上不同方式參與蒐集下，得以反覆檢視與印證不同「特

殊選才」學生所提供的資訊。由於被觀察者／受訪者在知道研究者是針

對「特殊選才」學生學習適應與困難作為主題，雖然在長時間與研究者

相處下來，雙方關係已由陌生到信任，但也可能因此將研究者視為遭遇

困難時的抒發者，造成被觀察者／受訪者在對研究者表述時會凸顯其不

適應的狀況，也因此研究者觀點可能被影響，但幸而觀察時間較長，因

此或能校正被影響之觀點使之趨於中庸。

在研究倫理上，研究者採取三種方式來維護被觀察者與受訪者之意

願及隱私。首先，研究者在研究前期與觀察者接觸時，皆主動告知研究

者存在的用意在於觀察與蒐集「特殊選才」學生在入學後所可能遭遇到

的學習適應問題與困難；其次，在被觀察者瞭解研究目的的前提下，所

有研究者參與之活動，都獲得被觀察者的知悉與同意；第三，由於研究

者參與觀察的時間較長、參與活動次數較多，且採用非結構性訪談，因

此除匿名被觀察者／受訪者外，為確保被觀察者／受訪者有揭露其意見

於研究中的意願，在使用其意見於本研究中前，皆先取得該被觀察者／

受訪者之意願。

肆、研究結果

根據參與觀察和訪談資料，「特殊選才」學生之共通問題可分為

「認同感」、「學習適應」與「專才提升」三方面。

首先，就「認同感」來看。清華學院學士班的學習規劃為一年級探

索、二年級分流（或申請客製化學程、實驗教育方案），因此可將進入

清華學院學士班之「特殊選才」學生的學習以大一升大二決定是否走進

專業科系作為分水嶺來看，換句話說，「特殊選才」學生入學後第一年

吐故納新――大學如何因應「特殊選才」
學生之學習、適應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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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入清華學院學士班，根據第一年在各種課程探索的經驗，於二年級

時分流至校內現有的各個科系或跨領域學位學程（國立清華大學招生策

略中心，2018a）；如校內目前所提供之選擇未能符合「特殊選才」學

生的需求，則能申請客製化學位學程或實驗教育方案。這種源於制度上

所形成學生對群體認同的矛盾，例如受訪者3-13在大二時打算分流至M

系，因此會跟M系的同屆學生一起於系館上課或做實驗，但是卻在許多

日常經驗中常常被提醒身分劃分所帶來的困擾：

我和修課的同學一起做實驗，但卻因為我不是那個學院的學生，所

以遇到門禁時間還得請同學幫忙開門。（受訪者3-13）

能否在門禁時間之後還能藉由學生證自由進出系館，成為學校劃分

該生是否為本系或外系生的實際界線。

有一件事情其實滿困擾我的，像我未來打算分流進E系、現在也跟
著他們修課，但是我能感覺到我不是那個班級裡面的人、想主動跟

他們聊天也聊不太起來，幸好分組時候還有些外系的人可以一起。

（受訪者3-5）

「特殊選才」學生入學第一年與第二年除科系分流的差別外，還有

住宿環境。2017入學「特殊選才」學生首度被安排入住住宿書院，使這

群同學在同一個具有較多公共空間之宿舍環境中生活；學生可自由選擇

申請為書院院生與否，若未申請成院生，則第二年隨著分流會回歸到非

住宿書院的其他宿舍區域。這項起始於2017年度新生入住住宿書院的制

度，就2015至2017的三屆學生相較，同住住宿書院的2017年入學之學生

相較於未有如此安排的2015與2016年入學學生，對於不分系或拾穗有較

高的向心力與認同感，

因為拾穗大家的課不一樣，所以如果它沒有把我們分在這兩個齋

（學生宿舍）……，其實大家就是陌生人，我們都不會聚在一起。

（受訪者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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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因客觀制度因素造成群體認同問題外，創新入學方式使這一批

「特殊選才」學生與大部分同儕亦互相覺得格格不入。「什麼樣的人是

拾穗人？」這個疑惑常出現在與學生個別相處或訪談的內容當中，有些

是源自於團體內的比較，例如：

在「拾穗」團體裡面，有時候我會覺得很心虛，覺得為什麼他們都

這麼厲害，而我自己比較起來卻一無所長，所以我會對自己有更高

的期許，有時候覺得壓力很大。（受訪者3-19）

跟「拾穗人」在一起，一方面可以認識不同領域的佼佼者，這是很

棒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會常常對照自己的狀況，希望自己不

要落後他們太多、希望自己跟他們一樣與眾不同。（受訪者3-23）

除了內團體的比較，有些則來自團體外的人對於「特殊選才」的

刻板印象。「特殊選才」的目的在於彌補僅以考試分數做為衡量人才

的標準，就案例學校而言，「特殊選才」是透過「全方位審查（holistic 

review）」發掘出具有求學熱忱、學習動機／熱情、力爭上游、關心他

人與貢獻家庭特質的人才，並同時促進校園多樣性的程度（國立清華大

學招生策略中心，2018a）。不過表現突出或事蹟顯眼的同學常使得外

界對「特殊選才」產生「全能」或「頂尖」的刻板印象，因此他們無

論在面對內或外的同儕時難免被問到：「你的專長是什麼？」，「他們

總是認為特殊選才的同學就應該什麼都很厲害」（受訪者2-12）、「我

不喜歡在自我介紹的時候提到我的專長，因為我不想被定型」（受訪者

3-20）。

其次，在「學習適應」與「專才提升」兩項議題上，根據參與觀察

及訪談資料，學生學習適應的困難多為「適應大學授課形式與內容」、

「時間管理」、「對未來分流科系選擇茫然」以及「不分系與未來分流

科系認同感之困惑」四大主題，但這些困擾普遍會隨著時間逐漸適應學

習制度而降低。但是較令人關注的是特別為「特殊選才」同學所設立的

「客製化學程」申請狀況，目前已進入客製化學程的學生為3人（2015

年入學學生2名、2016年入學學生1名），而2017年入學學生申請客製化

吐故納新――大學如何因應「特殊選才」
學生之學習、適應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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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學程之人數為零，對此，「特殊選才」同學認為「上學期探索科系

課程後仍感到遲疑，希望能有更多的探索時間」（受訪者3-7）與「希

望可以有比客製化學程更加開放的學習方式」（受訪者3-23）是主要原

因。對此，清華於2018年開設更加開放的「實驗教育方案」學習制度

（馮靖惠，2018），其施行原則是在教育部所訂定大學畢業最低學分之

128學分中，除校定必修28~30學分外，其餘100學分開放讓申請者自行

尋找能符合其學習需求之校內外教師或業師，共同訂定一般課堂學習、

非典型課堂學習，亦可以專題研究、國內外交換或實習之多元方式學習

（國立清華大學清華學院學士班，2019）。此方案在籌備的過程中已吸

引2017年入學的8位拾穗同學（藝能專長5位、特殊優良行為／逆境向

上特質3位，其中3位先前為體制外教育學生）的關注，其中6位（藝能

專長3位、社會公益與逆境向上3位，其中2位先前為體制外教育學生）

有強烈申請意願，目前已有7位學生申請通過（國立清華大學秘書處，

2019）。

若欲更進一步分析「特殊選才」學生在「學習適應」與「專才提

升」上的狀況，須先瞭解學生個別不同的背景。國立清華大學招生策略

中心於招生時，藉由學生報考的專長或特質將之分為三大類（國立清華

大學招生策略中心，2017）：「1. 學科」、「2. 藝能」與「3. 特殊優

良、逆境向上與其他」，根據觀察與訪談所得資料發現第三類的學生特

質之間有較大差異，因此研究者將第三類再區分為兩類，分別為「3. 特

殊優良、逆境向上」與「4. 創新領導」。本研究中將以四個類別呈現並

分析其學習與適應狀況。

深入檢視「學習適應」，則可再將之分為「課業」與「活動參

與」，加上「專才提升」議題，研究者根據參與觀察資料與學生自述，

以學習表現、課外活動活躍度及入學後之自我專才提升評量，做出以下

三項、四類型學生之粗略分析比較：「課業」：學科＞特殊優良、逆境

向上＞藝能＞創新領導；「活動參與」：創新領導＞藝能＞學科＞特殊

優良、逆境向上；「專才提升」：學科＞藝能＞創新領導＞特殊優良、

逆境向上（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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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課業」來說，此處評判標準為學習表現與面對課業之壓力程

度。學科類同學其能力與興趣對應到校內既定科系之比例較高，除與其

專業無關聯之科目（如中文、英文、微積分、普通物理等），通常這類

同學的專業知識比同屆同學為高，甚至出現跳級修課才能符合他們對知

識學習需求的現象；

我們一群P系的學生在聊天，那他們對（P系專業）的話題比較沒興
趣，對團購衣服、團購什麼一些東西、出去玩這些都還是比較有興

趣。這裡還是沒有到那種大家都是……只是想要讀（P系專業）的
風潮。不是來讀書的、是來過生活。我覺得最好應該是就是可以一

直讀書。（受訪者3-20）

有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就是為了幫同學慶生，隔天（睡過頭）

期中考不小心遲到，但還是考了班上第二名！我比別人少寫將近半

個小時，但是我的成績卻沒有意外的糟，這真的令我印象非常深

刻。（受訪者3-9）

特殊優良、逆境向上同學雖然在專業課程表現不如學科類同學，但

是他們對於學習保持高度熱情，且大多視學習為一種責任，

對於Q系有興趣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家裡的經濟一直不
好，……這個學歷拿出去，當然是薪資不低的工作。（受訪者

3-26）

表5 

「特殊選才」專長分類之學習適應表現比較表

 課業 活動參與 專才提升 總評

1.學科專長 ★★★★ ★★ ★★★★ 10★

2.藝能專長 ★★ ★★★ ★★★ 8★

3.特殊優良、逆境向上 ★★★ ★ ★ 5★

4.創新領導 ★ ★★★★ ★★ 7★

吐故納新――大學如何因應「特殊選才」
學生之學習、適應與支援



52

清華教育學報     第三十五卷第二期

因此課業的優先順序高於活動參與和專才提升，有些同學亦會選

擇縮短參與活動的時間以求在課業上有更多的學習；藝能同學最困擾的

問題在於時間上無法平衡練習、比賽和課業，如遇國際比賽則動輒一至

二週無法上課，因此若以學期成績來看，此類學生因時間不足而於學習

表現較為弱勢（國立清華大學學習評鑑中心，2018），例如當詢問到平

均一年會參加幾場比賽時，「12乘4，48場。……有時候一個禮拜會有

兩場比賽」（受訪者3-28）。創新領導類型同學雖然在課業表現並不出

色，透過觀察與訪談可得知此類同學之學習動力來自於認同學習該科目

之理由，所以若無法認同學習理由，則學習動機驟降，相反地，若是學

習內容與方式能對應到其需求，則成效較佳，

像我在E系修課，A課程上的是E系專業的基礎理論，這些很難應用
在實務上；另外一堂B課程的老師，雖然也是教理論，但是跟我現
在在做的事情相關，因此老師上的內容我大部分都可以立刻想到我

曾經經歷過的實際狀況和困難上，容易理解很多。（受訪者3-23）

但由於在課業表現相對不穩定，因此在比較時稍落後於其他類型學

生而位居第四。

於「課業」項目排序在其他三類之後的創新領導學生，在「活動參

與」項目則最為活躍，不但參加校內外各式課外活動、政府專案，亦會

主動舉辦活動、成立組織或創業，展現高度的動能與成果；其次為藝能

學生，他們對於活動參與的表現是綜合校內社團等課外活動與校外之受

訓與比賽，因此活躍程度相當高；學科類學生除參與和自己專才相關之

社團，如自動車社團、文學獎籌辦等之外，亦多方嘗試不同屬性的社團

及活動；特殊優良、逆境向上同學參與社團人數或頻率相對地未如前三

類同學踴躍，若有參加課外活動則多屬校內社團，其原因在於課業對這

類學生來說，其重要性優於課外活動，把書唸好之後，若在時間和經濟

上行有餘力才會適度地參與社團。

「專才提升」的表現仍以學科類學生為首，其原因在於專長與校內

既有科系或課程之相關度較高；其次為藝能類學生，他們的專長提升大

多歸因於學生們在課餘或假日時間對專長透過訓練或比賽的方式累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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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成，與校內或課內學習無關；排名第三的為創新領導類型學生，如

上述所提，這類學生對於有興趣的項目會自發性舉辦活動或組織團體，

當興趣較為廣泛時則分散時間於不同的活動當中，因此若以入學時之專

長項目來看，其提升程度約略低於藝能類學生，但其涉略之幅度較為寬

廣；特殊優良、逆境向上類雖然亦有持續發展專才的學生，但在專才上

的執著程度較前三類學生為低、對於課業的重視程度較高，因此位居第

四。

總結來說，「特殊選才」學生在大一與大二之間無論在學習或生活

環境上都會有所變動，這些變動給予他們探索自我的空間，但同時也一

體兩面地帶來了不確定性，對自我認同與群體認同都產生了困惑。就學

習適應和專才提升方面，除了學科專長學生較易在校內對應到其所擅長

的項目並較能兼顧專才提升與享受課外活動外，特殊優良行為／逆境向

上特質學生則因視學習為責任，因而花較多時間在課業上精進，藝能專

長學生須投入較多時間在專才練習上，以致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感受到

較大的課業壓力，創新領導類學生對自己學習方向較有主導性，端看他

們是否能在校內找到適合自己的天地，若無，則會快速地向校外發展。

綜觀來看，特殊優良行為／逆境向上特質學生在整體評價中得分最少，

但事實上卻是最符合現有學習體制的一群，而學科、藝能和創新領導，

則各因不同原因需要學校調整現有模式以符合他們的需求。

伍、結論與建議

歷時9個月參與觀察所獲得的紀錄、訪談與經驗，透過描述現狀與

分析整理「特殊選才」在學習適應上所遭遇之困難，雖然四類學生各有

其在學習適應上的優劣勢，但整體而言，「認同感」、「學業適應」與

「專才提升」為特殊選才學生共同經歷之問題，因此提出「內外凝聚，

共創友善」、「加強宣傳，善用工具」與「整合資訊，匯入資源」三點

建議。

吐故納新――大學如何因應「特殊選才」
學生之學習、適應與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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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外凝聚，共創友善」

整體來說，「特殊選才」的認同感困擾來自內部學生們對自我的

質疑與外部不熟悉「特殊選才」的大眾對招生精神的誤解，造成學生

對於自我認同和群體認同上的混亂。因此，一方面需對「特殊選才」學

生因入學第一年「清華學院學士班」的暫時性身分及需至學士班以外的

「外系」修課的狀況產生何謂本系與外系之間的認同困難加以注意外，

當「特殊選才」學生面臨連串的課業壓力進而對自我能力產生懷疑時，

學校應著重於學生輔導，協助其度過衝擊的第一年；另一方面除對校外

宣傳，亦應增加向校內行政與教學單位解釋「特殊選才」招生管道與招

生精神的宣導，讓校內教職員與其他管道入學的學生瞭解招收「特殊選

才」學生的原因在於拓展校園多樣性，讓不同背景的學生一同學習、思

考，避免因同質性太高而產生思考或思想上的侷限（國立清華大學招生

策略中心，2018b）。在校內教職員與學生「特殊選才」之招生精神，

並與「特殊選才」學生增加互動後，自然能夠破除大眾認為「特殊選才 

= 全才」的偏見，並跨越以成績為唯一標準的學習評鑑之刻板印象。

Pittman與Richmond（2008）針對剛進入大學之學生適應的研究指

出，學生在校內的歸屬感能夠協助學生強化其自我認知，並降低內在問

題行為，提高學生入學適應的狀況。因此，當「特殊選才」學生能同時

對內（「特殊選才」自我認同）與對外（他人對「特殊選才」之認同）

之認同問題加以改善，這兩者則可形成良性循環，加速全校對於「特殊

選才」的接納，共創友善校園。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認同感」是四類「特殊選才」學生共同面

臨的問題，但有趣的是因各類學生特質不同，因此除建議學校透過一連

串有主軸、有規劃的宣傳活動，一方面針對清華學院學士班的「特殊選

才」學生凝聚其「一日拾穗、終身拾穗」的跨越科系限制之群體身分認

同，另一方面，在日常自然相處與交流外，或許能主動辦理「特殊選

才」相關活動讓校內師生能更瞭解多元入學與大學多樣性的意義，藉由

瞭解產生接納，也讓「特殊選才」學生更能適應與融入學習環境，亦能

在上述宣傳活動中讓四類學生自主與合作，不但解決「認同感」問題，

還能以非學業成績的方式為學生創造學習經驗與成就感。舉例來說，創



55

新領導類學生如研究結果中所陳述，雖在沒有興趣的學習科目上較難有

突出的表現，但其特質在帶領群體上能發揮跨類別的感染力，讓學科、

藝能甚至對課外活動動力較低的特殊優良行為／逆境向上特質學生能進

入「特殊選才」群體，而向心力與認同感便能透過這樣的合作與互動經

驗建立起來，自然而然形成「一日拾穗、終身拾穗」的效應。

二、「加強宣傳，善用工具」

為符合提高校園多樣性的「特殊選才」招生精神，成績並非入學

的必要標準，也因為如此，即使在「特殊選才」四類評比於「學習適

應」項目較占優勢的學科類學生，對於與專才不相關的課程亦容易感到

苦惱，更遑論其他三類學生多少都會因課業而感受壓力，以藝能學生來

說，

……我原本成績並沒有到清大那麼好，那就是進到清大選C系，目
前考試什麼覺得還OK，就是不會說墊底這樣……就是還可以跟得
上進度，我覺得就已經很欣慰了。（受訪者3-15）

目前案例學校可利用之學習資源豐富，例如教學發展中心提供專

業課程輔導、磨課師線上課程等，另外對於「特殊選才」同學亦制定了

「客製化學程」與「免雙二一退學申請」制度；基礎學科輔導則有「高

三放心學雲端教室」線上課程與其他小班課輔機制（國立清華大學招生

策略中心，2017）。此外，2018年8月案例學校亦提出開創性的「實驗

教育方案」（馮靖惠，2018）。

由上述資訊可知，「特殊選才」學生在學習適應上的需求都已有可

提供協助的方案，但實際上「特殊選才」學生的使用率卻不高，根據本

研究所蒐集之資料顯示，原因有二：不清楚學校的課業輔導方案與時間

無法配合；後者可能因學生需兼顧上課與課外專才練習而無法切合，但

前者卻可透過宣傳管道與頻率的改善，讓學生能夠清楚目前校內有哪些

相關資源可輔助學習。

四類「特殊選才」學生在學業上的表現不一，例如學科與特殊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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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行為／逆境向上特質學生狀況較穩定、藝能學生則因時間有限難以兼

顧、創新領導學生端看其對該學科之學習動機是否足夠，但如回歸多元

入學精神在於適性發展，則依照Clarke與Shore（2001）在其針對大學多

樣性所做的研究與三點建議中提到，學校應以多樣的方式衡量學生的學

習表現。因此對於以提升校園多樣性為精神而設計的「特殊選才」，其

所招收之學生與大部分同校透過學測、指考、繁星入學的同儕來說，擁

有較不同的成長背景和學習經驗。目前已施行半年、打破課程的制式學

習與評鑑規範的「實驗教育方案」，除由學校與教授手中釋放學習主導

權給學生共同參與設計，更提供給「特殊選才」學生與全校同學一個彈

性的學習方式與開放衡量學習表現的機會，可能會是不適應現有學習體

制之「特殊選才」學生的困境解決之道。

三、「整合資訊，匯入資源」

特殊優良、逆境向上學生視學習為責任，而學科學生的專長較能對

應校內既定課程，因此四類學生當中，藝能與創新領導學生較有學校支

援專才發展的需要。然而根據學生自述，這兩類學生雖然在申請時已知

自己的專才在案例學校無法有完全切合需求的培育機制，並清楚入學動

機在於跨領域學習或轉換跑道，但面對入學後專長與學業的兼顧仍感困

難重重；不只藝能專長學生因練習場地等狀況面臨資源問題，學科專長

學生亦會因為已有獨立研究與發表之能力，卻未能如同研究所學生在常

規上獲得研究資源與補助，而落於自費或逐次尋求協助的狀況。此外，

清華在2018年8月提出「實驗教育方案」，雖在自主學習與學習成果評

鑑上大幅創新，但因宣傳不足，因此校內教師、行政人員與學生對此一

方案不甚瞭解或配套措施不完全，「在尋找主責老師時，他們對這個方

案都不熟悉」（受訪者3-28）。

對此，除建議學校考慮將相關提供個人申請之練習場地、協調提

供訓練建議之師資與可申請之費用、獎學金、姊妹校交流等相關規定，

清楚地將資訊整合在共通平台上外，終究須讓校內師生與行政單位更加

瞭解「特殊選才」或甚至「實驗教育」的精神與施行方式，例如目前連

結較深的行政單位為清華學院、教務處、學務處與各科系辦公室（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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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未來能增加全球處（如出國交換訊息）與研發處（如研討會補

助訊息）之涉入（如圖2），將有助於「特殊選才」學生或「實驗教

育」申請者尋求資源與支援時，能夠更簡易且有效率地獲得協助。

在實際操作上，建議創造一以「特殊選才」為主軸之網路平台，將

「特殊選才」學生從報名、面試、錄取後至開學前、入學後、資源及補

助（如場地借用、參加國外研討會補助、交換學生申請等）之資訊，不

單透過資訊圖像化之簡潔表達方式，且能增加過去「特殊選才」學生申

請狀況與使用心得，讓學生容易取得並瞭解學校實際運作模式。若由四

類「特殊選才」學生個別需求來看，則可考慮讓學科、藝能、特殊優良

行為／逆境向上特質和創新領導學生各跨年級組成互助與交流團體，讓

各類學生能於內部互相分享學習、技能、補助或課外活動安排之經驗與

心得，並搭配統一行政窗口（如「拾穗導師」），讓各類學生在遇到結

構或程序上無法解決之問題時，能有與校方連繫和接觸的負責人員。

圖1 「特殊選才」學生與行政資源關聯圖——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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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集結研究者與54位「特殊選才」學生9個月密集相處的參與

觀察和訪談所得之資料，整理出「特殊選才」學生學習適應現狀與面臨

之困難，亦因參與觀察法能獲得問卷或訪談無法察覺受訪者不願言明的

資訊（Marshall & Rossman, 1995），因此得以「特殊選才」學生當事者

的角度解讀現狀與困難，並看見數據或資料背後所代表的真實意義。

案例學校之「拾穗計畫」為達到多元人才與提升校園多樣性的目的

（國立清華大學招生策略中心，2018b），透過「特殊選才」招收學科

專長、藝能專長、特殊優良行為／逆境向上特質、創新領導四類學生。

這些學生共同在認同感方面遇到困難，所對應之處理方式為建議學校建

立向心力，並宣傳「特殊選才」招生方式與精神，藉以導正造成「特殊

選才」學生壓力之刻板印象；行政資源方面，清華不管在學業輔導或生

活輔導上為學生提供充足之資源，但隨著「特殊選才」學生人數增加，

不同於以往的需求也逐一浮現，因此如何整合行政資源，亦是學校為因

應此類學生所需做的考量。

圖2 「特殊選才」學生與行政資源關聯圖——建議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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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學校在衡量學生表現時，常以量化之數據，例如學期成績、

二一比例、退學比例等作為依據。若將這樣的指標套用在不同學習與成

長背景之「特殊選才」學生身上，則可能發現成果不如預期。但如思考

到多元入學之選才關鍵為使學生依照自己性向及能力有多元發展之可能

時，或許高等教育機構亦應調整其對學生學科表現的期待，開放更多衡

量所謂成功的指標（Clarke & Shore, 2001），使人才得以在適切的學習

環境中成長。因此清華於2018年所推出開創性之「實驗教育方案」，或

可能是開啟臺灣教育朝向多元入學目的一大步。

綜上所述，經由「特殊選才」入學之學生，在學習、適應與學校支

援方面面臨了「認同感」、「學業適應」與「專才提升」的困難，經由

透過對特殊選才學生之觀察與訪談資料蒐集與分析後，提出以改善學生

內部與外部認同感、著重學習輔導資源宣傳以提高使用率、建構資訊整

合平台並邀請更多行政單位合作的三點建議。在創新招生管道與翻轉評

判標準的前期，勢必遇到許多阻礙與質疑，本篇研究提供「特殊選才」

學生發展現況，更呈現「特殊選才」學生觀點之學習需求。期待這份研

究結果能讓高教行政或教學人員在朝「未來大學」人才培育的發展上，

提供規劃和改善的參考。

本研究的限制在於僅以單一學校作為分析案例，且9個月的追蹤時

間並無法比較學生由入學至畢業的成長變化。由於2018年開始，教育

部「特殊選才」定為正式大學入學管道之一，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考慮

比較不同大學的招生標準與入學輔導制度，或進行長期追蹤研究，檢

視「特殊選才」學生由入學至畢業之成長與變化。礙於研究限制使此研

究結論或無法以一概全，但仍希望此初探研究之結果能提供給有意發展

「特殊選才」招生之學校一些經驗與參考。另外，對「特殊選才」學生

學習適應議題在以質性研究方法輔助下獲得初探性結果後，未來對此方

面有興趣的研究者可考慮配合量化研究方法做不同角度的勘察。最後，

開放多元學習與評量的「實驗教育方案」是否為「特殊選才」學生進入

高等教育體系學習的解決之道，尚須進行相關研究加以追蹤、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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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ng the Future: Learning, Adjustment, 
and Support System for the “Early Admission 
without GSAT” Program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Pei-Chih Lin*

Abstrac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aiwan ran a pilot project named “Early 

Admission without GSAT” program at th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in 2015 and tried to break the myth that academic performance is the 

only criterion for admission to higher education. This program has been 

considered one of channels for formal university admission in 2018. Since 

the program is novel and innovative, not only in Taiwan but also in Asia, 

there has been constant curiosity evinced by education officers, university 

administrators, and professors about such students’ learning, adjustment, 

and support system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s a case study has 

been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ounded Theory.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 were applied, and 54 

students who joined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hrough the Early 

Admission without GSAT program from 2015 to 2017 were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study. According to the data, four kinds of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strengths (academic, skill, passion and perseverance, and leadership) were 

identified and their performance in coursework,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and 

skill/profession were analyzed. Overall, these students experienced three 

major difficulties in (a) identification, due to the design of the enrollment, 

(b) learning adjustment, due to the assessment method employed, and 

(c) advancement in skill/profession, ow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system 

structure. The research concluded with three suggestions to build a frie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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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raise the visibility of the program, and integrate the support 

systems to relieve the burden on the students of the Early Admission without 

GSAT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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