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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雅齡：看見資優生的特殊需求
——與現場協作翻轉資優即績優的迷思
採訪／李宛芝、林威辰　撰文／李宛芝

　　提到特殊教育，普羅大眾的既定印象會

聚焦在身心障礙學生的教育需求。但是臺灣

在特殊教育實施的特色是「優、障並重」，

不僅關注身心障礙學生，同時也關注資賦優

異學生的教育需求。「資賦優異」這個標

籤，並不是為了滿足學生與家長的榮耀感，

而是，提醒教育應該因應資優學生的特殊

性，給予適合的教學服務與調整，許多人誤

以為資優學生就是學業成績好，讓資優與績

優畫上等號，不僅扭曲資優教育的實施，往

往也會限制資優學生潛能的開展。此次來訪

中心的國內訪問學者，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侯雅齡特聘教授，研究專長有資優

教育、測驗統計、學習動機，擅長從資優教學現場發現問題，再用個人學術專業來解

決現場問題，對於資優教育議題深耕已久。

資優生的情意教育與鑑定測驗發展

　　2007年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

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簡稱TIMSS）的資料顯示，臺灣學生的成就表現良

好，但學生卻相對沒有自信。此調查結果引起侯雅齡的好奇，開始關注資優生在學習

成就與學習自信之間的不一致現象。她透過縱貫研究了解資優學生在學業成就表現與

學業自我概念兩者的長期發展，並運用擅長的統計模型，深入分析兩者的關係。研究

結果顯示，學習自信好的學生其學業表現能有顯著的進步，而學業表現好的學生其學

習自信的成長卻不如預期高。因此鼓勵資優教育不能僅是狹隘的關注如何提升學業成

就，而應該看見學生的個別性，給予其深入自我探索、理解人我關係，甚至面對挫折

培養勇氣的「情意教育」－－這也是108課綱中，資優學生的特殊需求之一。

　　因為華人社會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態，侯雅齡也注意到資優生甄別測驗的一些

亂象：看準商機的補教業者，千方百計地在每一次甄別考試後獲取考題。資優生鑑定

的測驗題目是標準化測驗，一旦試題外洩，就會造成每年檢測結果起伏不定。

　　侯雅齡雖然可以理解家長的心情，但也認為若無穩定、可信、有效的測驗機制，

不僅無法找到真正需要服務的學生，也會造成測驗成本與資優教育成本浪費，衍伸更

多問題。因此從2015年教育部推動資優教育中程計畫開始，侯雅齡運用測驗相關專

業，建議重新規劃資優鑑定測驗，希望將考題題庫化，讓測驗題目不易被猜測，鑑定

測驗更具甄別度。

108課綱的實施與師培大學社會責任

　　十二年國教總綱於2014年公布，揭示臺灣朝向融合教育，所有學生以安置在普

通班為主，有特殊需求再接受特教服務。身心障礙學生的需求相對明確，學生的個別

性比較可以被理解，但是資賦優異學生常會被概括地認定應該是全才，他們的殊異性

及需求反而較不容易被理解。若從師資培育端來看，臺灣的普通教師與特教教師分別

由不同的學系來做職前培育，是採取雙軌制。但在國中與國小教學現場的資優教育卻

是採用融合教育，以分散式資源班的方式提供學生加深加廣課程，學生主要是在普通

班，部分時間到資源班接受服務，如何讓教學能以學生為中心，讓兩邊的學習能相互

配合而非各自獨立，一直考驗著特教教師的教學設計能力。

　　我們常在現場中可以看到的迷思是：資優教師的教學設計常常無限的發散，在一

個主題之下，可能把學生未來二、三年的學習內容都上完了，但是，忽略了學習經驗

的連續性，老師教得多不見得學生學得多，再者，教師的課程設計往往依著教師的喜

好，舉例來說，如果老師擅長數學，可能學生在邏輯判斷、符號表徵上會有相對多的

機會學習，但是在人文關懷、美感經驗上就相對欠缺。或者，如果老師自認為不擅長

數學，就刻意規避開設數學方面的課程。

　　2016年侯雅齡受教育部聘任為特殊類型教育課程綱要及實施規範研修小組委

員，參與108課綱有關特殊教育需求領域課程綱要的研訂，以及資賦優異學生特殊需

求領域課程與課程調整作法示例。2017赴美UCLA進行一年訪學，了解國外資優教育

的發展狀況，希望協助臺灣資優教育執行方式更為完善。回臺後，卻發現特教教師們

在轉化課綱條目為課程時產生了困難，再者課綱統一的內容如何與一向強調個別化教

育的特殊教育相輔相成，也讓許多教師困擾，甚至反應課綱打亂了教學步調。因曾擔

任過普通班教師，後來攻讀特殊教育博士，侯雅齡所學本就融合普通教育與特殊教

育，大學任教期間也與教學基層密切互動，了解普特兩方的教學狀況及困難。侯雅齡

認為108課綱強調普教與特教之間的融通，而資賦優異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

的提出，也就是希望教師在課程設計時能有參考依據，一方面把時間拉長看，看到學

生能力的發展進程，另一方面也把面向拉廣，看到如何與普教課程或跨領域學科的統

整。為了能充分協助基層教師解決問題，她走到第一線，開始帶領教師團隊規劃資優

課程與設計教材。

　　侯雅齡談到進入大學任教的初衷，就是希望培育更多未來的優秀教師，讓更多學

生獲益。而優化教學現場，協助解決教學現場問題，應該也是師資培育大學社會責任

的一環。她希望將本身在教學及研究中累積的經驗與養分回饋給現場教師，帶領基層

教師共同成長，讓教學現場成為培育優良學子的沃土。

引導資優學生透過獨立研究成為知識的生產者

　　在特殊類型教育課程綱要中，獨立研究、領導才能、情意與創造力是資優學生的

特殊需求科目，其中，透過獨立研究不僅可以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激發學生的潛

能，資優生對資料的整理及邏輯分析相對快速，若能善加引導，培養學生問題、假

設、驗證的思維模式，對學生各方面學習皆有助益。因此，是許多學生個別輔導計畫

（Individual Guidance Plan, IGP）中所規劃的重要課程；在修正後的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中，指導資優學生進行獨立研究，也是資優教師培育過程的必要課程之一。因

此，侯雅齡除了帶領基層教師優化獨立研究課程，另方面也構思撰寫獨立研究教學指

引專書。

　　專書撰寫目的有二：一是希望引領教師了解獨立研究本質在於培養思維模式的過

程，而非要求競賽得獎的結果。當教師要指導資優學生做獨立研究時，必須具備這樣

的思維，才能讓學生的獨立研究不僅只是具有完美的形式架構，更重要的是能協助資

優生自在地使用習得的研究方法，以成為知識的生產者。

　　二是許多教師對於研究方法並不熟悉，透過專書系統說明研究方法，為教師提供

教學方向。侯雅齡也會於專書中，將之前於國外訪學的經驗，以及預計在中心收集國

外資優教育資料整理、分析後，提供現場教師一窺國際發展狀況。

　　除專書外，侯雅齡也受國教署委託編纂獨立研究的國小教材，提供資優班教師教

學使用。原本專書應先於教材完成，但因應今年9月的國小三年級學生即將開始新課

綱（資優生為國小二年級鑑定，三年級開始接受特教服務），因此她先一步完成三年

級的獨立研究教材。提供現場教師了解因應課綱的獨立研究教學方向，三年級教材可

與普通班自然科教師合作，未來四年級則可與普通班社會科教師合作，侯雅齡希望出

版的教材與專書能成為促進普通及特殊教師合作與對話的開端，也能引導資優學生透

過獨立研究成為知識的生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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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特殊教育，普羅大眾的既定印象會

聚焦在身心障礙學生的教育需求。但是臺灣

在特殊教育實施的特色是「優、障並重」，

不僅關注身心障礙學生，同時也關注資賦優

異學生的教育需求。「資賦優異」這個標

籤，並不是為了滿足學生與家長的榮耀感，

而是，提醒教育應該因應資優學生的特殊

性，給予適合的教學服務與調整，許多人誤

以為資優學生就是學業成績好，讓資優與績

優畫上等號，不僅扭曲資優教育的實施，往

往也會限制資優學生潛能的開展。此次來訪

中心的國內訪問學者，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侯雅齡特聘教授，研究專長有資優

教育、測驗統計、學習動機，擅長從資優教學現場發現問題，再用個人學術專業來解

決現場問題，對於資優教育議題深耕已久。

資優生的情意教育與鑑定測驗發展

　　2007年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

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簡稱TIMSS）的資料顯示，臺灣學生的成就表現良

好，但學生卻相對沒有自信。此調查結果引起侯雅齡的好奇，開始關注資優生在學習

成就與學習自信之間的不一致現象。她透過縱貫研究了解資優學生在學業成就表現與

學業自我概念兩者的長期發展，並運用擅長的統計模型，深入分析兩者的關係。研究

結果顯示，學習自信好的學生其學業表現能有顯著的進步，而學業表現好的學生其學

習自信的成長卻不如預期高。因此鼓勵資優教育不能僅是狹隘的關注如何提升學業成

就，而應該看見學生的個別性，給予其深入自我探索、理解人我關係，甚至面對挫折

培養勇氣的「情意教育」－－這也是108課綱中，資優學生的特殊需求之一。

　　因為華人社會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態，侯雅齡也注意到資優生甄別測驗的一些

亂象：看準商機的補教業者，千方百計地在每一次甄別考試後獲取考題。資優生鑑定

的測驗題目是標準化測驗，一旦試題外洩，就會造成每年檢測結果起伏不定。

　　侯雅齡雖然可以理解家長的心情，但也認為若無穩定、可信、有效的測驗機制，

不僅無法找到真正需要服務的學生，也會造成測驗成本與資優教育成本浪費，衍伸更

多問題。因此從2015年教育部推動資優教育中程計畫開始，侯雅齡運用測驗相關專

業，建議重新規劃資優鑑定測驗，希望將考題題庫化，讓測驗題目不易被猜測，鑑定

測驗更具甄別度。

108課綱的實施與師培大學社會責任

　　十二年國教總綱於2014年公布，揭示臺灣朝向融合教育，所有學生以安置在普

通班為主，有特殊需求再接受特教服務。身心障礙學生的需求相對明確，學生的個別

性比較可以被理解，但是資賦優異學生常會被概括地認定應該是全才，他們的殊異性

及需求反而較不容易被理解。若從師資培育端來看，臺灣的普通教師與特教教師分別

由不同的學系來做職前培育，是採取雙軌制。但在國中與國小教學現場的資優教育卻

是採用融合教育，以分散式資源班的方式提供學生加深加廣課程，學生主要是在普通

班，部分時間到資源班接受服務，如何讓教學能以學生為中心，讓兩邊的學習能相互

配合而非各自獨立，一直考驗著特教教師的教學設計能力。

　　我們常在現場中可以看到的迷思是：資優教師的教學設計常常無限的發散，在一

個主題之下，可能把學生未來二、三年的學習內容都上完了，但是，忽略了學習經驗

的連續性，老師教得多不見得學生學得多，再者，教師的課程設計往往依著教師的喜

好，舉例來說，如果老師擅長數學，可能學生在邏輯判斷、符號表徵上會有相對多的

機會學習，但是在人文關懷、美感經驗上就相對欠缺。或者，如果老師自認為不擅長

數學，就刻意規避開設數學方面的課程。

　　2016年侯雅齡受教育部聘任為特殊類型教育課程綱要及實施規範研修小組委

員，參與108課綱有關特殊教育需求領域課程綱要的研訂，以及資賦優異學生特殊需

求領域課程與課程調整作法示例。2017赴美UCLA進行一年訪學，了解國外資優教育

的發展狀況，希望協助臺灣資優教育執行方式更為完善。回臺後，卻發現特教教師們

在轉化課綱條目為課程時產生了困難，再者課綱統一的內容如何與一向強調個別化教

育的特殊教育相輔相成，也讓許多教師困擾，甚至反應課綱打亂了教學步調。因曾擔

任過普通班教師，後來攻讀特殊教育博士，侯雅齡所學本就融合普通教育與特殊教

育，大學任教期間也與教學基層密切互動，了解普特兩方的教學狀況及困難。侯雅齡

認為108課綱強調普教與特教之間的融通，而資賦優異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

的提出，也就是希望教師在課程設計時能有參考依據，一方面把時間拉長看，看到學

生能力的發展進程，另一方面也把面向拉廣，看到如何與普教課程或跨領域學科的統

整。為了能充分協助基層教師解決問題，她走到第一線，開始帶領教師團隊規劃資優

課程與設計教材。

　　侯雅齡談到進入大學任教的初衷，就是希望培育更多未來的優秀教師，讓更多學

生獲益。而優化教學現場，協助解決教學現場問題，應該也是師資培育大學社會責任

的一環。她希望將本身在教學及研究中累積的經驗與養分回饋給現場教師，帶領基層

教師共同成長，讓教學現場成為培育優良學子的沃土。

引導資優學生透過獨立研究成為知識的生產者

　　在特殊類型教育課程綱要中，獨立研究、領導才能、情意與創造力是資優學生的

特殊需求科目，其中，透過獨立研究不僅可以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激發學生的潛

能，資優生對資料的整理及邏輯分析相對快速，若能善加引導，培養學生問題、假

設、驗證的思維模式，對學生各方面學習皆有助益。因此，是許多學生個別輔導計畫

（Individual Guidance Plan, IGP）中所規劃的重要課程；在修正後的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中，指導資優學生進行獨立研究，也是資優教師培育過程的必要課程之一。因

此，侯雅齡除了帶領基層教師優化獨立研究課程，另方面也構思撰寫獨立研究教學指

引專書。

　　專書撰寫目的有二：一是希望引領教師了解獨立研究本質在於培養思維模式的過

程，而非要求競賽得獎的結果。當教師要指導資優學生做獨立研究時，必須具備這樣

的思維，才能讓學生的獨立研究不僅只是具有完美的形式架構，更重要的是能協助資

優生自在地使用習得的研究方法，以成為知識的生產者。

　　二是許多教師對於研究方法並不熟悉，透過專書系統說明研究方法，為教師提供

教學方向。侯雅齡也會於專書中，將之前於國外訪學的經驗，以及預計在中心收集國

外資優教育資料整理、分析後，提供現場教師一窺國際發展狀況。

　　除專書外，侯雅齡也受國教署委託編纂獨立研究的國小教材，提供資優班教師教

學使用。原本專書應先於教材完成，但因應今年9月的國小三年級學生即將開始新課

綱（資優生為國小二年級鑑定，三年級開始接受特教服務），因此她先一步完成三年

級的獨立研究教材。提供現場教師了解因應課綱的獨立研究教學方向，三年級教材可

與普通班自然科教師合作，未來四年級則可與普通班社會科教師合作，侯雅齡希望出

版的教材與專書能成為促進普通及特殊教師合作與對話的開端，也能引導資優學生透

過獨立研究成為知識的生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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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到特殊教育，普羅大眾的既定印象會

聚焦在身心障礙學生的教育需求。但是臺灣

在特殊教育實施的特色是「優、障並重」，

不僅關注身心障礙學生，同時也關注資賦優

異學生的教育需求。「資賦優異」這個標

籤，並不是為了滿足學生與家長的榮耀感，

而是，提醒教育應該因應資優學生的特殊

性，給予適合的教學服務與調整，許多人誤

以為資優學生就是學業成績好，讓資優與績

優畫上等號，不僅扭曲資優教育的實施，往

往也會限制資優學生潛能的開展。此次來訪

中心的國內訪問學者，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侯雅齡特聘教授，研究專長有資優

教育、測驗統計、學習動機，擅長從資優教學現場發現問題，再用個人學術專業來解

決現場問題，對於資優教育議題深耕已久。

資優生的情意教育與鑑定測驗發展

　　2007年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

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簡稱TIMSS）的資料顯示，臺灣學生的成就表現良

好，但學生卻相對沒有自信。此調查結果引起侯雅齡的好奇，開始關注資優生在學習

成就與學習自信之間的不一致現象。她透過縱貫研究了解資優學生在學業成就表現與

學業自我概念兩者的長期發展，並運用擅長的統計模型，深入分析兩者的關係。研究

結果顯示，學習自信好的學生其學業表現能有顯著的進步，而學業表現好的學生其學

習自信的成長卻不如預期高。因此鼓勵資優教育不能僅是狹隘的關注如何提升學業成

就，而應該看見學生的個別性，給予其深入自我探索、理解人我關係，甚至面對挫折

培養勇氣的「情意教育」－－這也是108課綱中，資優學生的特殊需求之一。

　　因為華人社會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態，侯雅齡也注意到資優生甄別測驗的一些

亂象：看準商機的補教業者，千方百計地在每一次甄別考試後獲取考題。資優生鑑定

的測驗題目是標準化測驗，一旦試題外洩，就會造成每年檢測結果起伏不定。

　　侯雅齡雖然可以理解家長的心情，但也認為若無穩定、可信、有效的測驗機制，

不僅無法找到真正需要服務的學生，也會造成測驗成本與資優教育成本浪費，衍伸更

多問題。因此從2015年教育部推動資優教育中程計畫開始，侯雅齡運用測驗相關專

業，建議重新規劃資優鑑定測驗，希望將考題題庫化，讓測驗題目不易被猜測，鑑定

測驗更具甄別度。

108課綱的實施與師培大學社會責任

　　十二年國教總綱於2014年公布，揭示臺灣朝向融合教育，所有學生以安置在普

通班為主，有特殊需求再接受特教服務。身心障礙學生的需求相對明確，學生的個別

性比較可以被理解，但是資賦優異學生常會被概括地認定應該是全才，他們的殊異性

及需求反而較不容易被理解。若從師資培育端來看，臺灣的普通教師與特教教師分別

由不同的學系來做職前培育，是採取雙軌制。但在國中與國小教學現場的資優教育卻

是採用融合教育，以分散式資源班的方式提供學生加深加廣課程，學生主要是在普通

班，部分時間到資源班接受服務，如何讓教學能以學生為中心，讓兩邊的學習能相互

配合而非各自獨立，一直考驗著特教教師的教學設計能力。

　　我們常在現場中可以看到的迷思是：資優教師的教學設計常常無限的發散，在一

個主題之下，可能把學生未來二、三年的學習內容都上完了，但是，忽略了學習經驗

的連續性，老師教得多不見得學生學得多，再者，教師的課程設計往往依著教師的喜

好，舉例來說，如果老師擅長數學，可能學生在邏輯判斷、符號表徵上會有相對多的

機會學習，但是在人文關懷、美感經驗上就相對欠缺。或者，如果老師自認為不擅長

數學，就刻意規避開設數學方面的課程。

　　2016年侯雅齡受教育部聘任為特殊類型教育課程綱要及實施規範研修小組委

員，參與108課綱有關特殊教育需求領域課程綱要的研訂，以及資賦優異學生特殊需

求領域課程與課程調整作法示例。2017赴美UCLA進行一年訪學，了解國外資優教育

的發展狀況，希望協助臺灣資優教育執行方式更為完善。回臺後，卻發現特教教師們

在轉化課綱條目為課程時產生了困難，再者課綱統一的內容如何與一向強調個別化教

育的特殊教育相輔相成，也讓許多教師困擾，甚至反應課綱打亂了教學步調。因曾擔

任過普通班教師，後來攻讀特殊教育博士，侯雅齡所學本就融合普通教育與特殊教

育，大學任教期間也與教學基層密切互動，了解普特兩方的教學狀況及困難。侯雅齡

認為108課綱強調普教與特教之間的融通，而資賦優異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

的提出，也就是希望教師在課程設計時能有參考依據，一方面把時間拉長看，看到學

生能力的發展進程，另一方面也把面向拉廣，看到如何與普教課程或跨領域學科的統

整。為了能充分協助基層教師解決問題，她走到第一線，開始帶領教師團隊規劃資優

課程與設計教材。

　　侯雅齡談到進入大學任教的初衷，就是希望培育更多未來的優秀教師，讓更多學

生獲益。而優化教學現場，協助解決教學現場問題，應該也是師資培育大學社會責任

的一環。她希望將本身在教學及研究中累積的經驗與養分回饋給現場教師，帶領基層

教師共同成長，讓教學現場成為培育優良學子的沃土。

引導資優學生透過獨立研究成為知識的生產者

　　在特殊類型教育課程綱要中，獨立研究、領導才能、情意與創造力是資優學生的

特殊需求科目，其中，透過獨立研究不僅可以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激發學生的潛

能，資優生對資料的整理及邏輯分析相對快速，若能善加引導，培養學生問題、假

設、驗證的思維模式，對學生各方面學習皆有助益。因此，是許多學生個別輔導計畫

（Individual Guidance Plan, IGP）中所規劃的重要課程；在修正後的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中，指導資優學生進行獨立研究，也是資優教師培育過程的必要課程之一。因

此，侯雅齡除了帶領基層教師優化獨立研究課程，另方面也構思撰寫獨立研究教學指

引專書。

　　專書撰寫目的有二：一是希望引領教師了解獨立研究本質在於培養思維模式的過

程，而非要求競賽得獎的結果。當教師要指導資優學生做獨立研究時，必須具備這樣

的思維，才能讓學生的獨立研究不僅只是具有完美的形式架構，更重要的是能協助資

優生自在地使用習得的研究方法，以成為知識的生產者。

　　二是許多教師對於研究方法並不熟悉，透過專書系統說明研究方法，為教師提供

教學方向。侯雅齡也會於專書中，將之前於國外訪學的經驗，以及預計在中心收集國

外資優教育資料整理、分析後，提供現場教師一窺國際發展狀況。

　　除專書外，侯雅齡也受國教署委託編纂獨立研究的國小教材，提供資優班教師教

學使用。原本專書應先於教材完成，但因應今年9月的國小三年級學生即將開始新課

綱（資優生為國小二年級鑑定，三年級開始接受特教服務），因此她先一步完成三年

級的獨立研究教材。提供現場教師了解因應課綱的獨立研究教學方向，三年級教材可

與普通班自然科教師合作，未來四年級則可與普通班社會科教師合作，侯雅齡希望出

版的教材與專書能成為促進普通及特殊教師合作與對話的開端，也能引導資優學生透

過獨立研究成為知識的生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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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特殊教育，普羅大眾的既定印象會

聚焦在身心障礙學生的教育需求。但是臺灣

在特殊教育實施的特色是「優、障並重」，

不僅關注身心障礙學生，同時也關注資賦優

異學生的教育需求。「資賦優異」這個標

籤，並不是為了滿足學生與家長的榮耀感，

而是，提醒教育應該因應資優學生的特殊

性，給予適合的教學服務與調整，許多人誤

以為資優學生就是學業成績好，讓資優與績

優畫上等號，不僅扭曲資優教育的實施，往

往也會限制資優學生潛能的開展。此次來訪

中心的國內訪問學者，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侯雅齡特聘教授，研究專長有資優

教育、測驗統計、學習動機，擅長從資優教學現場發現問題，再用個人學術專業來解

決現場問題，對於資優教育議題深耕已久。

資優生的情意教育與鑑定測驗發展

　　2007年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

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簡稱TIMSS）的資料顯示，臺灣學生的成就表現良

好，但學生卻相對沒有自信。此調查結果引起侯雅齡的好奇，開始關注資優生在學習

成就與學習自信之間的不一致現象。她透過縱貫研究了解資優學生在學業成就表現與

學業自我概念兩者的長期發展，並運用擅長的統計模型，深入分析兩者的關係。研究

結果顯示，學習自信好的學生其學業表現能有顯著的進步，而學業表現好的學生其學

習自信的成長卻不如預期高。因此鼓勵資優教育不能僅是狹隘的關注如何提升學業成

就，而應該看見學生的個別性，給予其深入自我探索、理解人我關係，甚至面對挫折

培養勇氣的「情意教育」－－這也是108課綱中，資優學生的特殊需求之一。

　　因為華人社會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態，侯雅齡也注意到資優生甄別測驗的一些

亂象：看準商機的補教業者，千方百計地在每一次甄別考試後獲取考題。資優生鑑定

的測驗題目是標準化測驗，一旦試題外洩，就會造成每年檢測結果起伏不定。

　　侯雅齡雖然可以理解家長的心情，但也認為若無穩定、可信、有效的測驗機制，

不僅無法找到真正需要服務的學生，也會造成測驗成本與資優教育成本浪費，衍伸更

多問題。因此從2015年教育部推動資優教育中程計畫開始，侯雅齡運用測驗相關專

業，建議重新規劃資優鑑定測驗，希望將考題題庫化，讓測驗題目不易被猜測，鑑定

測驗更具甄別度。

108課綱的實施與師培大學社會責任

　　十二年國教總綱於2014年公布，揭示臺灣朝向融合教育，所有學生以安置在普

通班為主，有特殊需求再接受特教服務。身心障礙學生的需求相對明確，學生的個別

性比較可以被理解，但是資賦優異學生常會被概括地認定應該是全才，他們的殊異性

及需求反而較不容易被理解。若從師資培育端來看，臺灣的普通教師與特教教師分別

由不同的學系來做職前培育，是採取雙軌制。但在國中與國小教學現場的資優教育卻

是採用融合教育，以分散式資源班的方式提供學生加深加廣課程，學生主要是在普通

班，部分時間到資源班接受服務，如何讓教學能以學生為中心，讓兩邊的學習能相互

配合而非各自獨立，一直考驗著特教教師的教學設計能力。

　　我們常在現場中可以看到的迷思是：資優教師的教學設計常常無限的發散，在一

個主題之下，可能把學生未來二、三年的學習內容都上完了，但是，忽略了學習經驗

的連續性，老師教得多不見得學生學得多，再者，教師的課程設計往往依著教師的喜

好，舉例來說，如果老師擅長數學，可能學生在邏輯判斷、符號表徵上會有相對多的

機會學習，但是在人文關懷、美感經驗上就相對欠缺。或者，如果老師自認為不擅長

數學，就刻意規避開設數學方面的課程。

　　2016年侯雅齡受教育部聘任為特殊類型教育課程綱要及實施規範研修小組委

員，參與108課綱有關特殊教育需求領域課程綱要的研訂，以及資賦優異學生特殊需

求領域課程與課程調整作法示例。2017赴美UCLA進行一年訪學，了解國外資優教育

的發展狀況，希望協助臺灣資優教育執行方式更為完善。回臺後，卻發現特教教師們

在轉化課綱條目為課程時產生了困難，再者課綱統一的內容如何與一向強調個別化教

育的特殊教育相輔相成，也讓許多教師困擾，甚至反應課綱打亂了教學步調。因曾擔

任過普通班教師，後來攻讀特殊教育博士，侯雅齡所學本就融合普通教育與特殊教

育，大學任教期間也與教學基層密切互動，了解普特兩方的教學狀況及困難。侯雅齡

認為108課綱強調普教與特教之間的融通，而資賦優異相關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

的提出，也就是希望教師在課程設計時能有參考依據，一方面把時間拉長看，看到學

生能力的發展進程，另一方面也把面向拉廣，看到如何與普教課程或跨領域學科的統

整。為了能充分協助基層教師解決問題，她走到第一線，開始帶領教師團隊規劃資優

課程與設計教材。

　　侯雅齡談到進入大學任教的初衷，就是希望培育更多未來的優秀教師，讓更多學

生獲益。而優化教學現場，協助解決教學現場問題，應該也是師資培育大學社會責任

的一環。她希望將本身在教學及研究中累積的經驗與養分回饋給現場教師，帶領基層

教師共同成長，讓教學現場成為培育優良學子的沃土。

引導資優學生透過獨立研究成為知識的生產者

　　在特殊類型教育課程綱要中，獨立研究、領導才能、情意與創造力是資優學生的

特殊需求科目，其中，透過獨立研究不僅可以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激發學生的潛

能，資優生對資料的整理及邏輯分析相對快速，若能善加引導，培養學生問題、假

設、驗證的思維模式，對學生各方面學習皆有助益。因此，是許多學生個別輔導計畫

（Individual Guidance Plan, IGP）中所規劃的重要課程；在修正後的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中，指導資優學生進行獨立研究，也是資優教師培育過程的必要課程之一。因

此，侯雅齡除了帶領基層教師優化獨立研究課程，另方面也構思撰寫獨立研究教學指

引專書。

　　專書撰寫目的有二：一是希望引領教師了解獨立研究本質在於培養思維模式的過

程，而非要求競賽得獎的結果。當教師要指導資優學生做獨立研究時，必須具備這樣

的思維，才能讓學生的獨立研究不僅只是具有完美的形式架構，更重要的是能協助資

優生自在地使用習得的研究方法，以成為知識的生產者。

　　二是許多教師對於研究方法並不熟悉，透過專書系統說明研究方法，為教師提供

教學方向。侯雅齡也會於專書中，將之前於國外訪學的經驗，以及預計在中心收集國

外資優教育資料整理、分析後，提供現場教師一窺國際發展狀況。

　　除專書外，侯雅齡也受國教署委託編纂獨立研究的國小教材，提供資優班教師教

學使用。原本專書應先於教材完成，但因應今年9月的國小三年級學生即將開始新課

綱（資優生為國小二年級鑑定，三年級開始接受特教服務），因此她先一步完成三年

級的獨立研究教材。提供現場教師了解因應課綱的獨立研究教學方向，三年級教材可

與普通班自然科教師合作，未來四年級則可與普通班社會科教師合作，侯雅齡希望出

版的教材與專書能成為促進普通及特殊教師合作與對話的開端，也能引導資優學生透

過獨立研究成為知識的生產者。

「國內訪問學者」申請受理時間：每年1月、4月、7月、10月

‧詳細資訊可參考：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