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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資優教育四十年（三）：惑與解惑 

吳武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名譽教授 

摘 要 

臺灣自1973年正式推展資優教育實驗計畫以來，歷經40年，正是不惑之齡，雖已

有多元的資優教育方案和頗具規模的資優教育人口，但仍離「鬆綁」和「卓越」的願

景甚遠，許多迷思待解，資優教育師資素質也有待提昇。反思當前問題癥結，在於

「鬆綁」與「卓越」。臺灣資優教育正面臨轉型期，為確保未來的發展是「轉進」，

而不是「轉退」，「適性揚才、優化教育」應是努力的大方向。筆者展望：(1)培養心

腦俱佳的英才，(2)提升資優教育的素質，(3)突破升學主義的魔障，(4)把握十二年國教

的契機。全球的寬廣視野，加上務實的在地行動，方能有所改進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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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ge of the 40th is called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in human life. Although there are 

multiple gifted and talented education (GATE) programs as well as quite a number of gifted 
students served by these programs since 1973, it is way behind the ideal of flexibility and 
excellence. There are myths and confusions required to be clarified, and quality of GATE 
teachers to be improved, too. The GATE in Taiwan marks the stage of transformation, to ensure 
a better future development and the right track of “adaptive and quality education”, it is 
prospected that our gifted and talented students be having both smart brains and tender minds, 
that quality of GATE be kept enhanced, that the examination-oriented mind be replaced by 
adaptive education, that the new system of 12-year national education be a good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ATE. To reach these goals, we should among others develop a global 
vision and take realistic local 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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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資優教育是特殊教育的一環，已

有40年的歷史，雖然採取多類多元模式，但

由於種種原因，獨缺菁英式的資優教育學校

（如科學高中、外語高中）。各界對設立這

樣的學校仍多疑慮，政府更是多所顧忌，此

一情況，至今未變。倒是類似美國磁性學校

或澳洲特選學校的重點學校或特色學校，尚

頗能為社會所接受，惟迄今尚未有具體規

劃。此外，在某些方面（如集中式與分散式

編班，藝才班、體育班與科學班的歸屬、提

早入學等），各縣市做法仍然不一，充實方

案並未落實，追蹤制度仍未建立，升學管道

尚未暢通，大學資優教育方案尚付闕如，即

以最近發布的《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書》

（教育部，2013c）而言，對資優教育竟隻

字未提，顯示在政策與實施上仍有諸多的

「惑」與盲點，有待釐清與改進。值玆臺灣

資優教育40周歲之際，回首前塵往事，也瞻

望未來，本文試就「惑與解惑」，試抒己

見。首先，談談資優教育中的「良師典

範」。 

壹、良師典範：喜悅與隱憂 

資優教育要辦得好，首先要有良好的師

資。資優教育教師除具備普通教育教師資格

外，應兼具豐富的專門學識和良好的專業素

養，既為經師，也為人師，庶幾可在升學主

義的滾滾濁流中，保留教育的清新和元氣，

培養出真正的人才。 

 
一、歷史變革：多元化中兼顧專業 

臺灣在師資培育方面，自1973年以來，

歷經多次變革。1994公布、1995年施行的

《師資培育法》，採取師資培育多元化政

策；因此，不再由師範校院專責師資培育的

工作，而是開放給一般公私立大學來申請；

而特教師資的培育亦在此次開放之中，但資

優教育類迄未核准任何普通大學辦理教育學

程。此外，依據1995年教育部「大學校院教

育學程師資及設立標準」之規定，資優類教

師的認定主要分為一般能力優異與特殊才能

資賦優異兩組；並得修滿各組規定的40個學

分。 

1994年版《師資培育法》施行若干年

後，於2002年進行修正。2003年教育部據此

頒訂「特殊教育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

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雖然規定之學分仍

維持在40學分，但此時資優類之師資認定已

不分組，至今猶然。 

早期資優類師資的主要來源為普通班教

師，以在職研習方式取得特教專業學分為

主；在師資培育多元化後，則以在各師範院

校及各師資培育單位職前培育之師資為大

宗。由於時代的變化，為兼顧專業化與多元

化的要求及考量培訓對象之不同（職前教育

或在職進修），要成為資優類的特教教師，

規定之學分數與科目的要求便有所改變；已

由過去的16學分增加至今日的40學分，雖然

在40學分中有10學分為一般教育專業科目，

但其特教專業學分之要求已明顯提升。 

 
二、最新修正：維護專業與優質 

依據2013年教育部新頒「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

點」（2014學年起正式實施），新制資賦優

異類特殊教育教師之職前教育課程，係根據

資優教育教師專業標準（參見吳武典、張芝

萱，2008）加以修訂，其專業課程科目及學

分如下（共40學分）： 

(一) 一般教育專業課程：至少10學分 

(二) 特殊教育專業課程：至少30學分 

1. 特 殊 教 育 共 同 專 業 課 程 （ 10 學

分）：皆為必修 

2.資賦優異類必修專業課程：10學分 

3.資賦優異類選修課程：至少10學分 

詳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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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資賦優異類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2013) 

性質 科目 學分數 
必修 
(10) 

資賦優異教育概論 2 
資優優異教材教法(1)(2) 4 
資優學生心理輔導與情意教育 2 
創造力教育 2 

選修 
(10) 

領導才能教育 2 
資優學生獨立研究指導 2 
資優教育專題研究 2 
多元智能理論與應用 2 
資優學生生涯輔導 2 
資優學生個別輔導計畫 2 
特殊族群資優教育 2 
資優學生親職教育 2 
高層思考訓練 2 
資優教育模式 2 
資源教室方案與經營 2 
特殊教育行政與法規 2 
區分性課程與教學 2 
資優教育支援與資源 2 
創新教學與教學檔案 2 
資優學生個案研究與追蹤 2 
數學資優教育 2 
科學資優教育 2 
語文資優教育 2 
藝術資優教育 2 

分殊性
專長 
 

學術 
性向 

學術性向資優學生評量與實務 2 
學術性向資優教育課程發展 2 
創造力與學術性向發展 2 

藝術 
才能 

藝術才能優異學生評量與實務 2 
藝術才能優異教育課程發展 2 
創造力與藝術才能發展 2 

註：1. 資優教育師資職前培育課程除上列至少 20 學分之外，須修(1)一般教育專業課程，至少 10
學分，同各類科師資，及(2)特殊教育共同專業課程，10 學分，皆為必修，同身心障礙
類，包括：特殊教育導論（3 學分）、特殊教育學生評量（3 學分）、特殊教育教學實習
（4 學分）。 

2. 資料來源：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2013）。 
 

三、面臨的問題：合格率偏低 

雖然資優類師資的來源由在職研習取得

證照的方式，逐漸轉由職前培育的師資為

主；而學分之要求已由最初的16學分提升至

後來的40學分（包含10學分的一般教育專業

科目）。但這些學生進入校園後，未必就能

真正進入資優班任教；尤其在中學階段或藝

術才能班更為嚴重。對於一般修畢特教學程

或特教系課程的學生而言，要進入小學資優

班的現場，大致能勝任教學，但對於中學階

段的資優師資而言，雖然其專業知能足夠，

形式上資格是符合的，但其專門學科的能力

可能未能符合任教的需求；因而，未必會被

學校安排在資優班級中任教。對於藝術才能

班的術科部分教師而言，雖其專門學科足以

勝任，但其資優的專業知能未必能達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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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此外，師培單位對資優類特教師資的培

育大都僅限於以特教專業學科的培育為主，

相對在專門學科或藝術才能科目專長的培

育，便很缺乏。故而特教系或特教學程學生

畢業後，往往對於國、高中資優班的工作，

可能會因專門學科知能的不足，無法滿足資

優生多元的學習需求，因而倍感壓力。 

目前面臨的最大問題是資優類教師合格

率偏低。依據教育部(2013a)《特殊教育統計

年報》資料所作的分析，以2012學年度而

言，表2顯示，資賦優異教育類各階段特教

合格教師比率則甚為參差，國小階段為64.5

％，中學階段均甚低（國中為16.6％，高中

職為8.1％）（學前未有資優教育班），平

均32.0%。就各種安置型態而言，同樣呈現

參差的現象，集中式特教班合格率僅占

13.6%，分散式資源班稍好（占52.9%），巡

迴輔導教師為數甚少（僅26人），但合格率

達84.6%。整體而言，相較於身心障礙教師

合格率90.1%（國小96.4%，國中83.9%，高

中職85.7%），資優類特教師資合格率實在

是偏低，尤其是在高中職階段，連十分之一

都不到，其潛藏的資優教育品質問題，不容

忽視。 

 

表 2  2012 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優類特殊教育班教師人數統計 

教師資格 
教育階段 
/安置方式 

正式編制教師 代理教師 
教師 
總計 

特教合格
教師比率 特教合

格教師 
一般合
格教師 

小計
特教合
格教師

一般合
格教師

不具教
師資格

小計 

教 
育 
階 
段 

學前 0 0 0 0 0 0 0 0 0 

國小 443 230 673 54 24 19 97 770 64.5% 

國中 73 354 427 1 12 6 19 446 16.6% 

高中職 61 677 738 1 11 11 23 761 8.1% 

安 
置 
方 
式 

集中式特教班 141 884 1,023 4 24 17 45 1,070 13.6％ 

分散式資源班 418 377 795 48 22 16 86 881 52.9％ 

巡迴輔導 18 0 18 4 1 3 8 26 84.6% 

合計 577 1,261 1,838 56 47 36 139 1,977 32％ 

註：1.特教合格教師比率＝正式編制教師之特教合格教師+代理教師特教合格教師）∕教師總計。 
    2.資料來源：教育部 2013 年《特殊教育統計年報》（頁 143-147）。臺北：作者。 

 
四、良師的條件：經師、人師兼備 

就資優教育教師實質條件而言，除了自

我認定之外，教師的本事和素養亦不可或

缺。基本上，教師應扮演下列的角色：示範

者（人師）、寶石鑑賞師（伯樂）、教材重

組者（蜜蜂）、環境經營者（園丁）、活字

典（導遊）、明鏡（良友）、催化員（接生

婆）。要扮演好上述這些角色，不只是要有

學歷（修足學分）和教師證書的形式條件，

更重要的是要具備3K（PK, CK和PCK）的

實質條件：既為經師（有專門學識，Content 

Knowledge; CK），也為人師（有專業素

養，Pedagogical Knowledge; PK），並懂得

教學（有教學方法，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也就是說，專業優質的

資優教育教師要兼備3K，若有不足，便要透

過進修來充實和提升了。建立教師專業標準

本位（ standards-based）的師資培育和進用

系統，目前已成為教育部師資培育政策改革

的主要依據（吳武典， 2005；教育部，

2013b），資優教育師資專業標準之建構亦

已完成（吳武典、張芝萱，2008），如能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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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於資優教育教師養成教育與專業發展，對

提升資優教育品質將大有助益。 

貳、挑戰與因應：當前課題 

根據教育部 (2013a)《特殊教育統計年

報》統計數據及上述資料分析，下列幾點值

得注意： 

 
一、資優教育的量仍有增長空間 

以2012學年而言，在3,919所中小學校

中，中小學辦理資優教育的校數僅有 436

（若干學校不只辦一類），僅占11%，遠低

於辦理身心障礙教育的校數（2,517校，占

66%）。2012學年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接受資

優教育服務的人數比率（0.8%）也遠低於身

心障礙學生（2.5%）。若以資優出現率為

3%~5%（以多元智能和特殊才能的觀點來

看，人數應再向上推估），則接受資優教育

的人數還有相當大的增長空間。 

 
二、國中小藝術才能資優班不見了 

長期以來，藝術才能類資優生占所有接

受資優教育的總人數一半以上，我們是一個

如此重視藝術才能發展的社會嗎？是否為規

避「常態編班」政策下的產物，而有「掛羊

頭，賣狗內」的情形，耐人尋味。如今，國

民中小學藝才類資優班因修正《特殊教育

法》（2009, 2013）限制集中式編班而集體

出走，投入普通教育中的藝術教育懷抱，仍

採集中式編班形式，致在特教統計上國中小

藝才類資優學生人數大減（2012學年降至

30%，預期還會逐年下降），我們不禁要

問；他們消失了嗎？大家心知肚明：他們實

際上仍然存在，只是不歸特教行政管轄，也

因而不受特教法師資、課程、鑑定標準等的

規範和經費支援。是否會因而品質失控，甚

至畸型發展？不無疑慮。這種錯亂和矛盾現

象，亟待釐清和解決。修正特殊教育法第35

條應是撥亂反正、正本清源之道（按，第35

條規範國民教育階段資賦優異教育之實施採

分散式資源班、巡迴輔導班、特殊教育方案

辦理，排除集中式特教班，藝才類資優班亦

不例外）。 

 
三、女生多於男生 

自1982學年以後，中小學接受資優教育

人數，女生皆略多於男生。是否因為一般傳

統的觀念認為女生較適合就讀舞蹈班、美術

班及音樂班，因而造成男女人數分配不均的

現象？由此看來，女性應該不是資優教育中

的「弱勢群體」。然而，長期以來，男主數

理、女主文史的性別差異現象是否反映出社

會期待和發展機會的性別落差？此種刻板印

象值得深思、檢討和改進。 

 
四、區域性的不平衡與城鄉差距大 

教育部(2013a)統計資料顯示，各縣市資

優教育的發展與分布相當不平均，城鄉差距

很大。各教育階段的各類型資優班班級數，

除臺北市、新北市與高雄市超過100班以上

外，其餘皆低於100班，更有掛零者，這不

單純是各縣市人口比例不一的現象，更暴露

出城鄉資優教育機會不均等的問題，有違教

育機會均等及社會公義原則，亟待改善。 

 
五、學前教育階段的資優教育尚待啟動 

根據官方數據，目前接受資優教育的學

前幼兒人數為零，顯示學前教育資優教育尚

未啟動，然而民間五花八門的才藝班到處都

是，其素質令人憂心。近年臺灣師大特殊教

育中心曾積極試辦學前資優教育方案（稱為

「學前資優幼兒多元智能與問題解決能力教

學方案」）（郭靜姿，2003），成效頗受肯

定，期待將來能推廣辦理。 

 
六、資優類教師合格率偏低 

如前所述，資優教育教師合格率偏低

（雖然他們都是合格的普通教育教師）。究

其原因，主要是十餘年來資優教育教師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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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研習班幾乎完全停擺，而師範校院特殊

教育系資優組培育之合格資優類教師人數非

常有限，且往往受制於缺乏學科專長，無法

聘用。而原有合格資優類教師因種種原因，

不斷流失，以致青黃不接現象，愈來愈嚴

重。由於合格資優教育教師缺乏，未受資優

教育專業培訓之「學科名師」紛紛上場，資

優班淪為「升學補習班」之可能性大增，資

優教育之素質堪慮。近年，若干縣市委託特

教培育機構（如臺灣師大、彰化師大）加強

辦理在職教師資優教育學分班，以「亡羊補

牢」，情況稍有改善。長遠之計，宜推動

「強師計畫」，一方面加強職前培育（配以

輔系制度和資優教育教育學程），一方面加

強在職進修（包括在職培訓和儲備師資），

雙管齊下，加速救濟，以竟全助。 

 
七、特教經費配置不當，資優教育經費

比例偏低 

教育部特殊教育經費之編列，極度偏重

身心障礙教育，資優教育的經費與支援，嚴

重不足。至於地方政府，各縣市之資優教育

經費，可謂「既寡又不均」，又完全沒有中

央之補助（身心障礙教育則深受照顧）。新

增之各類資優班，大都以「不增加教師員

額，也不增加經費」為原則，各校辦理資優

教育，大都必須自求多福、自籌財源。這種

「要馬兒好，又要馬兒不吃草」的窮辦法，

實非負責任的態度，亟待改善。 

 
八、對資優教育的愛恨交加情結 

在最近世界性的教育改革運動中，資優

教育似乎很少被論及。人們對資優教育普遍

存在著矛盾的心情：既期待孩子卓絕不凡，

又擔心他們驕傲自大；加速方案最能激勵資

優學生的動機，又害怕他們因此失去童年；

自足式（集中式）的安置便於因材施教，又

惟恐妨害他們社會性的發展。換言之，我們

對資優學生有太多的愛恨情結，使得資優教

育難以走出一條坦蕩大道來。再者，邇來社

會上對於促進弱勢群體福祉的聲浪日益增高

（這原是無可厚非），但常伴隨著一種錯

覺：「資優教育壟斷了太多特殊教育的資

源」、「資優教育是錦上添花」，遂對資優

教育產生排斥心理，以為身心障礙學生不能

受到足夠而適當的照顧，乃是因為我們對於

資優學生照顧太多之故。這當然不是事實，

但在資源有限的時候，卻往往被誤以為真，

使資優教育在爭取政府的資源或支援上，倍

感困難。說穿了，這種感覺其實乃源於「資

源不足」，遂產生了「你贏我輸，你多我

少」的情緒性反應。甚至有人質疑我們有那

麼多資優生嗎﹖我們需要那麼多資優班嗎﹖

更嚴重的指責是：資優班是變形的「超級升

學班」，資優班中充斥著許多「假資優

生」！這些都是資優教育不可承受之重，亟

待釐清。資優教育工作者也要自清、自勵、

自強，以免落人口實，並獲得社會的認同。 

參、反思：問題癥結 
一、教改的罩門 

今日臺灣談教育改革，各界發言盈庭，但

鮮少觸及資優教育，1996年發布的《教育改革

總諮議報告書》，對資優教育也隻字未提，甫

出爐的《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書》（教育部，

2013c），強調我們所培育的人才必須具備國

際競爭力，強調建構優質的教育體系，培育多

元優質的人才，卻未對培育卓越人才的資優教

育有所著墨。但教改的基本訴求「鬆綁」，早

已存在於資優教育；教改的最大罩門「程度沈

淪」，則觸及資優教育的精髓－「卓越」。優

質的教育、正點的教改，能脫離資優教育嗎﹖

也許要檢討的是：資優教育真正鬆綁（彈性、

多元、自主、創新）了嗎？真正卓越（適性學

習、盡展所能）了嗎﹖ 

 
二、當前的課題 

目前臺灣資優教育正面臨轉型期，資優

教育學生人數在政策與法令緊縮下，有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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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趨勢，未來臺灣資優教育是否能掃除政策

的盲點，「轉進」而不是「轉退」，端視以

下的課題是否有解： 

（一）如何導正社會觀念，使資優教育

與升學主義脫鈎？ 

（二）如何暢通升學管道，以主動性、

自主性、開創性的做法，培養學生的實力與

活力？ 

（三）如何實施多元評量，避免過度依

賴標準化的紙筆測驗來篩選資優學生？ 

（四）如何不拒絕那些「不乖」或「怪

異」的潛在資優學生？ 

（五）如何發掘與發展「弱勢族」、

「頑皮族」與「文化殊異族群」的資優？ 

（六）如何解決合格資優教育師資嚴重

不足的問題，以免資優教育發生迷航？ 

（七）如何增強普通教育教師的資優教

育基本知能？ 

（八）如何規劃以學生為主、學校本

位、專業取向的資優教育方案？ 

（九）如何推展「英才全人教育」？ 

（十）如何加強資優學生的生涯規劃與

追蹤輔導，並使其回饋社會？ 

（十一）如何開拓與分享教育資源，避

免非議並提升資優教育品質？ 

（十二）如何規範民間參與資優教育，

以免表面抑制，私下泛濫？ 

（十三）如何成立資優教育專責行政單

位，建立前瞻性的資優教育政策，並有完整

與長期的策略規劃？ 

（十四）如何改變目前限制多於支持的

資優教育政策為「高支持、低管制」的資優

教育政策？ 

（十五）如何規劃辦理前瞻性、突破性

的資優教育方案（如科學高中或資優教育重

點學校），帶動教育實驗與創新，並培養卓

越人才？ 

（十六）如何以創意思維帶動校園革

新？ 

（十七）如何導正迷思，並藉著十二年

國教的契機，發展資優教育？ 

肆、展望：適性揚才，優化教育 

總之，臺灣資優教育的發展已有一些成

果，但仍有不少有待改進與突破之處，展望

未來，「適性揚才、優化教育」應是努力的

大方向。 

筆者（吳武典，2003）在臺灣資優教育

三十年的「資優教育的永續發展」學術研討

會之演講中，曾提出三項展望：一、提昇資

優教育為智慧教育，二、以資優教育帶動教

育革新，三、以資優教育促進社會進步。值

茲臺灣資優教育邁入不惑之齡之際，謹再提

出四項展望，藉以拋磚引玉、互相勉勵。 

 
一、培養心腦俱佳的英才 

筆者還是要強調，當前我們對資優教育

的最大盼望是它能夠提升為「智慧教育」，

培養出「聰明的腦+溫暖的心」的社會菁

英，並促進普通教育優質化，以帶動整體教

育的革新，發展所有學生的優勢潛能，進而

促進社會與國家的健全發展和全人類的福

祉，一如資優教育著名學者Renzulli (2000)

所期許者。 

 
二、提升資優教育的素質 

當前臺灣中小學的資優教育，就量而

言，相當可觀；在質的提昇上，則有待進一

步的努力，以使資優教育的目標及教學效果

能夠充分彰顯。例如：資優的概念有待釐

清，對學生身心特質的理解有待加強，行政

支援體系有待建立，鑑定工具、鑑定效度與

安置方式有待檢討，資優教育的課程、教材

教法亟需發展與改進，資優教育的評鑑制度

有待強化、資優學生的思考及情意教育均需

加強，資優教育的師資培育與資優學生的追

蹤輔導有待改善、資優教育的成效有待系統

評估、身心障礙及文化殊異學生的資優教育

有待重視、學前資優教育有待拓展、資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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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觀念宣導及親職教育有待加強、社會支

援系統亟需發展、國際資優教育學術交流有

待加強等。 
三、突破升學主義的魔障 

在臺灣，如何導正社會觀念，使資優教

育與升學主義脫鈎，一直是難以排解而又必

須面對的課題。無可諱言，「考試領導教

學」、「辦學績效惟升學是問」、「讀名校

名系才能出彩」的升學主義已嚴重扭曲了資

優教育的本質，甚至影響到它存在的價值，

我們必須嚴肅以對，慎思明斷，尋求暫時緩

和，進而根本解決之道。 

 
四、把握十二年國教的契機 

臺灣「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簡稱十

二年國教）將於2014年8月正式上場。消極

方面，希望透過免試升學，舒緩國中升學壓

力，素受批評的區域不平衡與城鄉落差現

象，獲得改善；積極方面，希望學前與大學

資優教育能夠正式啟動，透過課程與教學革

新，做到「適性揚才」，提升競爭力。這項

教改大工程對資優教育的發展，應屬利多，

期盼臺灣的資優教育藉此走出陰霾，邁入新

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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