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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才能發展模式探討社經文化
殊異資優生的潛能發掘與培育

摘　要

資優教育學者以才能發展的觀點，重新思考資優概念及資優教育的成果，成

為近期資優教育界討論的焦點。本文首先陳述 Subotnik、Olszewski-Kubilius 和
Worrell（2011）提出的才能發展模式，其主張資優概念為一個具有可塑性及領域

特定性的發展歷程。接著，探討低社經、多元族群的資優生才能發展方案實例的

做法。透過校本資優教育方案，資優教育教師的服務範圍擴大，從抽離式的課程

服務模式轉變成與普通教育教師的合作模式，協助普通教育教師進行挑戰性課

程，運用多元化評量，發現每位學生的優勢能力。另有許多高等教育機構提供暑

期方案給社經文化殊異資優生，以提升他們潛能的發掘與培育。最後，針對我國

資優教育方案辦理情形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才能發展模式、社經文化殊異資優生、社會心理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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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長期以來，人們將資優概念（giftedness）
視為個人特質。藉由個人在智能或認知相關測

驗分數的表現，以辨識出哪些人符合資優特

質 （Robinson, Zigler, & Gallagher, 2000）。

一般智能（general intelligence）係認知或學

科所需要的能力，其作為判別個人能力的高

低，具有方便性及可靠性，所以過去的資優

概念，常以高度的一般智能，作為界定個人

是否為資優的重要依據。

自從 Renzulli（1977）主張心理特質（如

工作熱忱和動機）對於資優行為的影響力等

同於智能或學業能力後，心理特質對於資

優概念的影響性大幅提升（Gottfried, Cook, 
Gottfried, & Morris, 2005）。諸多研究證實有

些心理因素與傑出成就具有高度相關，有助

於資優行為的展現，包含創造力、成就動機、

自我決定、自我效能、歸因型態、成長心態、

工作熱誠等（Bandura, 1997; Csikszentmihalyi 
& Wolfe, 2000; Fredricks, Alfeld, & Eccles, 
2010; Subotnik, Olszewski-Kubilius, & Worrell, 
2011; Weiner, 2010）。

除了認知與心理因素之外，練習與機會

是促成個人傑出表現的重要因素（Ericsson, 
Prietula, & Cokely, 2007; Shenk, 2010）。 在

《異數：超凡與平凡的界線在哪裡 ?》一書中，

Gladwell（廖月娟譯，2009）從歷史人物、當

代成功者故事作引證，其強調「要成為某領域

的專家，需耗上一萬小時的勤奮練習與專研」

的重要性。實際上，對於資優生而言，同樣需

要大量的練習與積極的學習心態，才能夠產出

卓越的作品，或是成為領域中的專家。但對於

少數族群、文化殊異或清寒家庭的學生來說，

他們的優異潛能卻容易被輕忽，以致參與資優

教育方案的機會相當的缺乏。若這群弱勢族群

或社經文化殊異的學生，能有更多參與資優教

育方案的機會，教師會發現他們對領域有高度

興趣或動機，並且在悉心的栽培之下，有朝一

日，也能夠一展長才。

近 年 來， 學 者 們 以 才 能 發 展（talent 
development）的角度，重新思索資優概念

和資優教育的成果 （Dai, 2010; Dai & Chen, 
2014）。即便才能發展的觀點，在先前已

有 學 者 提 出， 譬 如：Gagné 的 DMGT（the 
differentiating model of giftedness and talent，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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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DMGT）、Tannenbaum的「talent-development 
model」、Renzul l i 的「enrichment  t r iad 
model」、Subotnik 和 Jarvin 的「the scholarly 
productivity/artistry（簡稱 SP/A）model」等。

這些學者們認為資優是個人受到環境、學習與

經驗交互作用後的成果，也意謂個人的成就表

現受到教育影響的層面相當大。本文首先以

Subotnik 等人（2011）提出一套全面性的才能

發展模式，促進個人的卓越潛能與傑出表現的

連結。繼以，筆者整理國外社經文化殊異資優

生才能發展方案實例，並提出相關建議。

貳、才能發展模式的觀點

Subotnik 等人（2011）主張個人的才能

發展是一具有可塑性的發展歷程，其強調所

謂的資優在於如何達成（doing），表示個人

之所以稱為資優，在於練習、機會與學習經

驗的條件下所達成的。筆者將其才能發展模

式的重要觀點，彙整如下。

一、著重領域特定的能力之栽培

一般智能和領域特定的能力（domain-
specific ability）是傑出表現的先決條件。

一般智能意指個人在 IQ 測驗或認知相關測

驗分數上的表現。領域特定的能力會依據領

域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例如：1. 數學能力、

空間能力在科學、科技、工程、數學領域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簡稱 STEM）上具有影響力；2. 音感、聽覺敏

銳度對於音樂領域的重要性；3. 動作記憶和柔

軟度在舞蹈方面具關鍵性。個人在年幼階段時，

以一般智能做為學業成就常用的預測指標，但

隨著個人成長，領域特定的能力的知識與技能

之學習愈加重要，並期待將來展現創意產能或

卓越成就。相對於，過去的資優概念強調一般

智能的先天條件，才能發展模式則注重領域特

定的能力之栽培。

二、社會心理技能有助於傑出表現

才能發展觀點認為個人標記為資優，是

其受到後天環境、學習與經驗等交互作用後

的成果，不僅以個人先天特質來定論。因後

天環境因素的影響，個人才能發展會經歷一

連串發展階段的轉化（transitions）—從潛能

（ability）轉變成為能力（competence），能

力再轉換成為專業（expertise），專業再轉變

成為卓越（emience）。每一發展階段的轉化，

都需經歷挫折與險阻，個人勢必要有良好的

社會心理技能來幫助他們突破現有的能力狀

態。Subotnik 等人（2011）認為社會心理技

能對於個人才能發展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諸多研究證實，社會心理技能具有可教導性，

教師能教導學生習得這些社會心理技能，幫

助他們突破挑戰，使他們持續保有學習的熱

忱與動機，促成卓越行為的展現。

以 Dweck（2006）使用心態（mindset）
一詞為例，她強調個人成功與否與心態息息

相關。這是因為心態會影響人們面對挑戰、

獎賞、挫折事件的反應，以及個人的目標與

抱負。那些抱持固化心態（fixed mindset）者，

會從他人身上尋求認可與增強，並且用「高

能力的標記」來持續證明他們自己。相反地，

抱持成長心態（growth mindset）者在面對阻

礙時，則解放自身想法，接受現況只是個人

成長途徑的一部分，並堅定地朝更高層的方

向學習與成長。總而言之，人們採取什麼樣

的心態，往往決定了自身會變成什麼樣的人。

個人成功與否不再只是能力問題，關鍵在於

個人抱持何種心態。

三、�練習和機會是才能發展的重要影響

因素

機會和練習是促成個人傑出表現的重

要 影 響 因 素（Ericsson et al., 2007; Shenk, 
2010）。機會指的是學生能否獲得校內或校

外方案（如：充實制、加速制）。練習的重要

性如同 Gladwell（廖月娟譯，2009）所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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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某領域的專家，需一萬小時的勤奮練習

與專研」。然而，在資優教育服務的對象中，

VanTassel-Baska（1998）認為低收入、弱勢族

群資優生可以獲得資優教育方案的機會相當

缺乏，他們潛能的發掘與培育應更加重視。因

此，對於提升社經文化殊異資優生能有參與方

案的練習和機會具有急迫性。

四、卓越或創意生產力是資優教育的目標

關於資優概念的看法，有些人認為資

優是個人特質，將焦點放在如何辨識個人是

否具有資優特質；另一些人則主張資優與成

就表現關係密切，重視個人是否對社會產

生貢獻，乃決定誰是資優者。Subotnik 等人

（2011）認為卓越表現或創意生產力（creative 
productivity）應是資優教育所要達成的目標

和成果。也就是說，個人在年幼階段鑑定出有

高潛能。在青少年及成人時，則需把高潛能

轉化成為傑出表現、具有創意生產力或對社

會有實質貢獻，此時才能標誌為資優（Brody, 
2006）。

參、方案的實例做法

近年來，國外幾許針對低代表性（under-
represented）、 低 社 經 地 位、 多 元 族 群 學

生設計的才能發展方案，如 Young Scholars 
Program、Project Promise 等，其做法可供我

國學習與借鏡。筆者整理方案的重點如下：

一、推動長期的校本資優教育方案

推動校本資優教育方案時，校長領導

能力是成功關鍵因素之一。在青年學者方案

（Young Scholars Program）中，校長對於每

位學生能力與需求的開展，抱持著強烈的倡

議，並組織推行委員會帶領全校教師共同合

作與行動，建立以校為本的資優教育服務模

式。Horn（2015）指出校本資優教育方案之

所以能成功，在於有很強的學校領導者和資

深教師所共同組成的委員會，並且研發區分

性、發展性的課程來滿足不同能力需求、興

趣和文化的學生。對於低社經地位、少數族

群的學生們而言，他們的生活或經濟條件較

不穩定，在考量校本方案的資金、願景、持

續時間時，以提供長期的方案作為考量。因

為提供他們長期的方案服務，方能提升他們

更多參與方案的機會，並能持續發現社經文

化殊異學生的長才。當長期的校本方案證實

有成效時，可以獲得更多家長及學校的信任，

爾後會有更多的學校願意複製及運用此校本

資優教育方案模式。

二、�建立普通教育教師與資優教育教師

的共同合作關係�

校本資優教育方案建立在資優教育教師

與普通教育教師的合作模式。為能增進普通

教育教師發現每位學生的興趣、優弱勢的機

會，尤其是社經文化殊異資優生的潛能發現。

資優教育教師協助普通教育教師調整現有的

課程內容，設計滿足與反映學生能力的課程。

普通教育教師進行富挑戰性的課程，不間斷

地觀察、評量學生的行為表現，並且探查在

進階課程當中，學習表現仍能持續向上成長

的學生，他們可能對此領域有極大的興趣與

優異的能力（Horn, 2015）。因此，普通教育

教師與資優教育教師在溝通、討論和協商之

後，能夠考慮學生的家庭背景、知識、學習

偏好和文化來設計課程，也能將批判、創意

思考等策略融入課程當中，以誘發學生的高

層次思考反應，並且運用多樣化評量方式，

紀錄學生的高能力的展現，如：觀察、平時

紀錄、學習檔案夾等。因此，普通教育教師

在這樣的學習歷程中，也具備了資優教育專

業素養。 

三、提供連續性的多層次服務模式

以青年學者方案為例，其運用 Treffinger
的多層次服務模式（levels of Service Model），

提供幼稚園到高中階段的連續性（continuum）

的課程模式，將學生才能發展的課程模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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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四個層次（Horn, 2015）：

層次一：服務所有學生。教師將問題解

決、批判、創意思考策略，嵌入原有的課程當

中。課程是由資優教育教師設計，教學則由普

通教育教師執行，並且在教學歷程中，普通教

育教師觀察學生的學習表現（如：推理思考

能力）、作品呈現或察覺學生浮現出的才能特

質，當作是否進入下個階段的觀察證據。

層次二：服務多數學生。資優教育教師

將想法、課程內容、教材分享給普通教育教

師，讓普通教育教師配合學生優勢能力，在

單一或多個領域，提供他們加深、加廣的課

程內容。

層次三：提供抽離式課程。進入此層次

的學生，必須是通過學校篩選委員會通過的

學生。資優教育教師會提供他們抽離式課程，

運用平行課程或使用已出版或具有實證成效

的教材資源。譬如：威廉與瑪麗學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資優教育中心出版的刊

物、de Bono 和 Paul 的思考策略書籍等。

層次四：集中式班級。此層次的學生需

經過鑑定確認後的學生，資優教育教師據以

學生能力，提供高挑戰性的課程方案，在深

度、廣度和教學步調上做區分性教學，且強

調批判性、創造性、問題解決及做決定的能

力。在此層次中，學生有充分的機會與能力

優異的同儕，共同討論與分享想法。

由上可知，資優教育的服務型態，由抽

離式課程服務轉化成連續性校本的合作模式。

資優教育教師的角色擴展為全校性的資源 / 支
援角色，亦使得資優教育教師能融入全校教

師的社群當中。

四、調整現有課程及運用多元化評量

長久以來，傳統的評量方式，難以識別

社經文化殊異資優生的長才，以致於他們缺

乏參與充實方案的機會。諸多研究顯示，傳

統的評量不能提升弱勢族群、低社經學生參

與方案的人數（Horn, 2015）。然而，透過多

元化的評量，可以觀察與記錄學生的學習表

現，從中發現學生展現優勢能力的有利證據。

教師可以參考學習檔案（portfolio）、表演、

資優行為評量表、實作評量、非語文測驗等

作為判斷依據。例如：學習檔案詳載學生的

寫作作品、科學實驗紀錄等歷程，益於辨識

學生的興趣與才能，抑或透過資優行為評量

表，辨別學生的資優行為特質。是故，普通

教育教師在資優生發現、篩選、鑑定與評量

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此外，若能愈早辨識出社經文化殊異資

優生的優勢潛能，他們就能愈早與其能力相當

或相似背景的同儕共同學習。彼此相互分享想

法和知識，並獲得相似背景、能力的同儕的

支持。也因他們能夠參與學前資優教育方案，

讓他們才能得汲取學習經驗，充實其知識和技

能，以及保持自信心、動機和意志力。

五、�培育社會心理技能、良師引導與夥

伴關係

才能發展是一系列轉化的歷程，個人需

要良好的心理社會技能來面對和突破生活困

境，以維持自身的動機與堅毅。每一轉化歷

程都需投入相當多的練習與努力，使得能力

逐漸轉化成卓越表現。多數的研究證實社會

心理技能具有可塑性、教導性，教師能教會

學生習得重要的社會心理技能。教師經由與

學生的交流互動，讓學生明白維持良好的心

態的重要性。Dweck（2006）提出一些有效維

持學生成長心態的方式：1. 教師可運用稱讚，

在學生運用好的因應策略、工作表現認真時，

並非稱讚他們的聰明；2. 教師可舉生活中的

兩難問題，讓學生運用創思技巧，提出有趣

的解決方法；3. 教師可利用輕鬆時間（如：

用餐時間），閒談、分享有效的問題解決方

法，以解開學生心中的疑惑。

此 外，White-Hood（1993） 發 現 導 師

（mentor）能夠幫助經濟不佳學生，增進社

會技巧、自我發展、學業進步及未來生涯目

標的擬定。Stambaugh（2007）聲稱良師引

導（mentorship）能正向影響學生的自我效能



資優教育季刊　民 105 年 12 月　第 141 期　第 1-9 頁

資優教育季刊
6

和社會技巧。因此，在資優教育方案中，良

師引導扮演著重要角色。良師引導建立學生

的成長心態與社會心理技能，支撐他們持續

性的高成就，並且幫助社經文化殊異資優生

嚮往高等教育的藍圖。在承諾方案（Project 
Promise）中，學生透過每日省思日誌進行導

生間的對話，以及導師亦有每週的自我省思紀

錄（Kaul, Johnsen, Witte, & Saxon, 2015）。

然而，比起大團體而言，Clasen（2006）建議

將方案的學生分為小團體，導師更能進行學

生的個別化教學，同儕間也能有緊密的夥伴

關係，以逐步建立社群感。

六、參與校外的方案課程

為能擴展社經文化殊異學生獲得資優教

育方案的培育。除了長期的校本資優教育方

案以外，VanTassel-Baska（1984）發現參與

校外的暑期方案的學生，在學業、社會方面

都獲得正向成長。Lee、Olszewski-Kubilius 和
Peternel（2009）亦主張校外的方案課程，可

以減少校內同儕間的緊張關係，以及培養與

其他高能力同儕的夥伴關係。國外許多高等

教育機構，提供充實方案課程給一般學生和

資優生，尤其低收入戶學生是免費的。例如：

西北大學的才能發展中心（Center for Talent 
Development 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威 廉 和 瑪 莉 學 院（College of William & 
Marry）、普渡大學教育學院（Purdue College 
of Education）、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資優

計畫等。校外的方案課程，提供大範圍的主

題，以學生興趣、優勢、生涯發展為設計目

標。課程內容富有挑戰性，且是學生所不知

的領域知識，讓他們能運用思考、推理和問

題解決的能力。學生的表現亦可作為鑑別才

能的有利證據。

肆、建議

綜合前述可知，國外針對社經文化殊異

資優生的方案重點，建立在良好的校本資優

教育方案，透過普通教育教師與資優教育教

師的合作模式，提供具有差異化、挑戰性的

課程，並持續性多樣化評量，以提升每位學

生優勢能力的發現，進而發掘與培育社經文

化殊異資優生潛能的機會。反觀之，我國近

年來資優教育朝融合教育的發展趨勢邁進，

顯現多元化的資優教育方案（如：資優資源

班、校本資優教育方案、區域性資優教育方

案）。以臺北市國中學校而言，已有八成以

上學校辦理資優教育業務。然而，各校辦理

資優教育方案，因師資專業、辦理的發展階

段的不同，學校與教師需要區分性的協助（陳

美芳，黃楷茹，2015）。因此，筆者認為在：

1. 推進各校校本資優教育方案的持續成長；

2. 厚積普通教育教師具足資優教育專業素養；

3. 運用多元文化課程設計取向；4. 建置方案

長期追蹤研究等方面，可推動我國資優教育

方案的成長，進而提升社經文化殊異資優生

潛能的發掘與培育。

一、�推進各校校本資優教育方案的持續

成長

由於各校辦理資優教育方案的現況、面

臨的挑戰和發展需求的不同。為推動校本資

優教育方案的持續成長，事先進行學校整體

系統的診斷，乃提出在不同進步階段的學校

可採取的有效策略。陳美芳和黃楷茹（2015）
參 考 Mourshed、Chijioke 和 Barber（2010）
針對教師專業發展與資源的策略，提出校本

資優教育方案運作模式的四個進程，可作為

各校辦理資優教育專業發展之參考依據。

（一） 直接協助：對初設資優教育方案的學

校，提供結構化資源 / 支援，以利學校

能直接引用和模仿，如到校巡迴輔導、

外部教師直接示範教學。

（二） 建立運作模式：經由結構化資源 / 支援

的學習經驗，逐步建立運作模式或教

師合作模式。

（三） 增加教師專業自主：基本模式穩定後，

應擴大教師的專業自主權，如學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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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所需的專業課程、強化教師社群的

專業對話。

（四） 傳承與創新：為學校發展的最佳階段，

教師需擁有更多的決策權，使得教師

能專注教學相關任務，以利傳承與創

新。例如：形塑學校學習社群等。

二、�厚積普通教育教師具足資優教育專

業素養

陳美芳和黃楷茹（2015）發現 2014 年

臺北市國中階段的資優教育方案類型呈現多

元，但僅有「資源班」和「藝才班」兩類才

有專任教師編制，以及近半數提供三種以上

專長領域的資優教育，表示資優教育方案需

不同領域教師投入，也需要更多普通教育教

師具備資優教育專業素養。為促進普通教師

的資優教育專業素養的培訓，建議可參考：

1. 吳武典和張芝萱（2009）的七項資優教育

師資專業標準；2. 陳昭儀（2012）歸納十項

資優教育教師應具備的專業能力；3. 蔡桂芳

（2007）討論美國資優兒童協會發展的資優

教育標準。普通教育教師亦能透過研究進修、

修習資優教育專業學分、參與演講及研習活

動等方式，厚植他們的資優教育專業素養。

三、運用多元文化課程設計取向

前述的國外方案實例，普通教育教師多

經由挑戰性課程的進行、持續性多元評量來

發現每位學生的潛能，進而提升社經文化殊

異資優生參與後續充實方案的人數。然而，

這群與主流文化相對的弱勢者（如：社經文

化殊異者、原住民、新移民），有著與自身

文化較多的熟悉及認同感。若將被邊緣化族

群的文化融入課程，營造出文化回應式的學

習環境，讓他們能夠投入課程，對課程產生

認同感，沉浸在多元文化的學習氛圍，誘發

其獨特潛能的展現。建議可藉由各校學習領

域小組的會議中，普通教育教師及資優教育

教師共同討論多元文化課程的設計，幫助社

經文化殊異學生之學習行為特質的發現。教

師可參考 Banks（2004）提供多元文化課程設

計取向之思索素材。

（一） 貢獻取向：把不同族群的文化元素（如

節慶、風俗、英雄人物、服飾等）納

入課程內容。

（二） 添加取向：維持既有課程，適時加入

一些新觀念、主題或單元，將族群文

化的概念和價值融入課程。

（三） 轉化取向：從多元民族的文化觀點來

檢視議題與事件，幫助學生探討不同

文化的世界觀。

（四） 社會行動取向：從不同族群的觀點去

關注社會中的重要議題，並做出決定

及採取行動、解決問題。

四、建置方案的長期追蹤研究

近些年，我國為經濟弱勢的優異學生提

供校外的資優教育方案，如：惜才育英資優

學生輔導計畫、青年投資計畫、光風霽月計

畫等（于曉平，2014；李家兆，2014；鄒小蘭，

2014）。2004 年開始的惜才育英資優學生輔

導計畫，為關懷高中職清寒優秀學生，運用

良師引導培育學生的知識與技能。2008 年青

年投資計畫，為發掘新竹縣家境清寒、學業

成績優異的青少年，幫助他們學業、生活和

才能的成長，並藉由公益參與學習如何回饋

社會。而 2013 年光風霽月計畫，幫助受莫拉

克侵襲造成失親的學生發展優勢才能，培養

出學習興趣，繼而建立其自信心，最終對社

會有所貢獻。由此可知，我國對於經濟弱勢

的優異學生的校外資優教育方案，也有相當

貢獻的程度。建議將參與方案的學生建立人

才資料庫，由資料庫進行長期分析，探查對

於參與方案是否對他們在教育、生涯、社會

關係等方面，有助益或長期的正面影響。也

唯有經研究證實方案的有效性，將能吸引更

多學校、機構投入及贊助社經文化殊異優異

學生的才能發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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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本文介紹才能發展模式的理論及方案的

實例做法。大都透過校本資優教育方案的方

式，讓資優教育教師從抽離式資源班教學服

務，轉變成與普通教育教師的全校合作模式，

讓普通教育教師調整課程設計與多元評量的

善用，促發學生表現資優行為，以提升原住

民、社會文化環境不利或經濟狀況不佳等資

優生發現的機會。筆者根據國內的資優教育

環境概況，提出可能的建議方式，期望對於

現階段社經文化殊異資優生的發現與培育有

所助益。

參考文獻

于小萍（2014 年 5 月）：惜才育英計畫的啟動與發

展。發表於中華資優教育學會 2014 年會員大會

暨學術研討會，臺北。

吳武典、張芝萱（2009）：資優教育師資專業標準

之建構。資優教育研究，9(2) , 103-143。
李家兆（2014 年 5 月）：話說《青年投資計畫》的

故事。發表於中華資優教育學會 2014 年會員大

會暨學術研討會，臺北。

陳美芳、黃楷茹（2015）：臺灣資優教育的現況、

挑戰與展望：回應學校需求的論述。資優教育

論壇，13，17-34。
陳昭儀（2012）：資優教育教師之專業能力與專業

成長歷程探析。資優教育季刊，122，1-8。
鄒小蘭（2014 年 5 月）：光風霽月計畫分享。發表

於中華資優教育學會 2014 年會員大會暨學術研

討會，臺北。

廖月娟（譯）（2009）：異數：超凡與平凡的界線

在哪裡？（M. Gladwell 著：Outliers: The story 
of success）。臺北：時報。（原著出版年：

2008）。

蔡桂芳（2007）：從美國資優教育學會新版教師應

備基準談資優教師培育的方向。中華民國特殊

教育學會年刊，2007，203-219。
Bandura, A. (1997).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New York, NY: Freeman.
Banks, J. A. (2004).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5th ed.). 

New York: Wiley.
Brody,  L.  (2006,  September) .  Measu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TEM talent initiatives for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Academies Center 
for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Clasen, D. R. (2006). Project STREAM: A 13-year 
follow-up of a pre-college program for middle-and 
high-school underrepresented gifted. Roeper Review, 
29, 55-63. doi:10.1080/02783190609554385

Csikszentmihalyi, M., & Wolfe, R. (2000). New 
conceptions and research approaches to creativity: 
Implications of a systems perspective for creativity 
in education. In K. A. Heller, F. J. Mönks, R. J. 
Sternberg, & R. F. Subotnik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giftedness and talent (2nd ed.) (pp. 
81-94). New York, NY: Elsevier. doi: 10.1016/
B978-008043796-5/50006-1

Dai, D. Y. (2010). The nature and nurture of giftedness: 
A new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gifted 
education. New York, NY: Teachers College.

Dai, D. Y., & Chen, F. (2014). Paradigms of gifted 
education. Waco, TX: Prufrock.

Dweck, C. S. (2006). Mindsets: The psychology of 
success. New York, NY: Ballantine.

Ericsson, K. A., Prietula, M. J., & Cokely, E. T. (2007). 
The making of an exper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5, 114-121. 

Fredricks, J. A., Alfeld, C., & Eccles, J. S. (2010). 
Developing and fostering passion in academic and 
nonacademic domains. Gifted Child Quarterly, 
54, 18-30. doi:10.1177/0016986209352683

Gottfried, A. W., Cook, C. R., Gottfried, A. E., & 
Morris, P. E. (2005). Educ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adolescents with gifted academic intrinsic 
mot iva t ion:  A longi tudina l  inves t iga t ion 
from school entry through early adulthood. 
G i f t e d  C h i l d  Q u a r t e r l y ,  4 9 ,  1 7 2 - 1 8 6 . 
doi:10.1177/001698620504900206

Horn,  C.  V.  (2015).  Young scholars :  A talent 
development model for finding and nurturing 
p o t e n t i a l  i n  u n d e r s e r v e d  p o p u l a t i o n s . 
G i f t e d  C h i l d  To d a y,  3 8 ( 1 ) ,  1 9 - 3 1 .  d o i : 
10.1177/1076217514556532

Kaul, C. R., Johnsen, S. K., Witte, M. M., & Saxon, 
T. F. (2015). Critical components of a summer 
enrichment program for urban low-income gifted 
students. Gifted Child Today, 38(1), 32-40. doi: 
10.1177/1076217514556533

Lee, S.-Y., Olszewski-Kubilius, P., & Peternel, G. (2009). 
Follow-up with students after 6 years of participation 
in Project EXCITE. Gifted Child Quarterly, 53, 
137-156. doi:10.1177/0016986208330562

Mourshed, M., Chijioke, C., & Barber, M. (2010). 



資優教育季刊　民 105 年 12 月　第 141 期　第 1-9 頁

資優教育季刊
9

How the world´s most improved school systems 
keep getting better. Retrieved from http://
mckinseyonsociety.com/downloads/reports/
Education/How-the-Worlds-Most-Improved-
School-Systems-Keep-Getting-Better_Download-
version_Final.pdf

Renzulli, J. S. (1977). The enrichment triad model: A 
guide for developing defensible programs for the 
gifted and talented. Wethersfield, CT: Creative 
Learning.

Robinson, N. M., Zigler, E., & Gallagher, J. J. (2000). 
Two tails of the normal curv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study of mental retardation and 
giftednes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 1413-1424. 
doi:10.1037/0003-066X.55.12.1413

Shenk, D. (2010). The genius in all of us: Why 
everything you’ve been told about genetics, talent, 
and IQ is wrong. New York, NY: Doubleday.

Stambaugh, T. (2007). Next steps: An impetus for future 
directions in research, policy, and practice for 
low-income promising learners. In J. VanTassel-
Baska & T. Stambuagh (Eds.), Overlooked gems: 
A national perspective on low-income promising 

learners. Proceedings from the national leadership 
conference on low-income promising learner (pp. 
83-88).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Gifted Children.

Subotnik, R. F., Olszewski-Kubilius, P., & Worrell, 
F. C. (2011). Rethinking giftedness and gifted 
educat ion:  A proposed di rec t ion forward 
based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12(1), 3-54. doi: 
10.1177/1529100611418056

VanTassel-Baska, J. (1984). The benefits of summer 
programing for gifted adolescents. Journal 
for the Education of the Gifted, 8,73-82. doi: 
10.1177/016235328400800107

VanTassel-Baska, J. (1998). Excellence in educating 
gifted and talented learners (3rd ed.). Denver, CO: 
Love.

Weiner, B. (2010). The development of an attribution-
based theory of  mot ivat ion:  A his tory of 
ideas.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45, 28-36. 
doi:10.1080/00461520903433596

White-Hood, M. (1993). Taking up the mentoring 
challenge. Educational Leadership, 51(3), 76-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