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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論我國教育部國教署資優教育
優質發展中程計畫

摘　要

本文旨在析論我國教育部國教署資優教育優質發展中程計畫之內涵，分別以

我國《資優教育白皮書》及《特殊教育法》進行分析，並進行綜合討論，希望能

藉此分析與討論，對臺灣資優教育的政策與發展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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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was to examine the concept of Optimal Development 

Planning for Gifted and Talented Education developed by K-12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aiwan. The author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the White Book of Gifted Education and the Special Education Act, and expected that 
this study could contribute to future work in Taiwan’s gifte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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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臺灣資優教育的發展自 1973 年正式推展

資優教育實驗計畫，至今已屆滿 40 年，在發

展的過程中，受到法令、政策、教師專業、

縣市政府與學校生態等因素的影響，展現出

多元的樣貌。

一、我國資優教育發展簡要回顧

回顧我國資優教育的發展，根據吳武典

（2013）的分析可知，1973年以前為萌芽期，

以局部試辦「優秀兒童教育實驗班」，提供

資優兒童接受特教服務；1973 年至 1983 年為

實驗期，由教育部開始實施第一階段資優教

育實驗研究；1984 年至 1994 年為發展期，

此期間特殊教育法頒布，使資優教育發展與

運作具備法定基礎；1995 年至 2005 年為穩

定期，各級主管機關開始各項資優教育政策

討論、制定與開展，且 1998 年由資優教育學

者專家與現場之實務教師及關心資優教育發

展之家長成立中華資優教育學會，讓臺灣資

優教育的發展更為穩定；2006 年因中部四縣

市資優班聯招，引起社會非議，教育部遂對

資優教育採取緊縮政策，更影響後續的法定

與鑑定標準的修訂（陳偉仁、黃楷茹、陳美

芳、陳長益，2013），至此資優教育發展階

段進入重整期，進行資優教育政策的檢討與

修訂。資優教育的發展引起媒體及社會大眾

高度的關注，因此，教育部於 2006 年 7 月召

開「全國資優教育發展會議」，針對資優教

育之實施現況及問題，研商發展策略（教育

部，2008），並在會議結束後，委託中華資

優教育學會參考會議之建議，邀請專家學者、

行政代表、實務工作教師共同編撰《資優教

育白皮書》，作為我國推動資優教育的依據。

在頒布資優教育白皮書後，教育部隨即

委託中華資優教育學會開展「資優教育行動

方案」，期待能使資優教育推展工作落實，

達成「打造適性揚才、優質卓越、創新和樂

的國家」願景，透過「提供適性均等的教育

機會」、「營造區分學習的教育環境」、「創

造多元才能的發展空間」及「引導回饋服務

的人生目標」四個理念，培育我國資優學生

成為人格健全、有愛心、能奉獻、樂服務，

智慧兼備的「資優人」。

二、�國教署資優教育優質發展中程計畫

概述

在 2008 年頒布《資優教育白皮書》至今，

已經過 8 年時間，各行動方案亦在 2013 年告

一段落。為接續推展我國資優教育，教育部國

教署規劃我國資優教育中程計畫，並結合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及國家人才培育的政策，開展

為期 5 年的中程計畫，由國教署及各級主管

機關分層負責，致力於支持系統、鑑定安置、

課程教學、學生輔導與師資培育方面，採多元

強化、資源整合及逐步推動的方式，期許提升

我國資優學生學習成效，促進資優教育優質化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5）。

國教署資優教育優質發展中程計畫（以

下簡稱中程計畫）先從國際與我國資優教育

發展現況談起，並從現況中分析我國資優教

育推展所面臨之問題，提出中程計畫的目標

與實施策略，希冀從 2015 年開始至 2019 年

能逐步推展我國資優教育朝向優質化發展。

貳、�中程計畫與我國中央資優
教育政策之比較

國教署資優教育中程計畫為我國資優教

育未來 5 年之發展藍圖，除了承接過去資優

教育政策推展的結果，更是縣市政府發展資

優教育政策的重要參照，正如 Passow（1993）
所言「政策」是行動指引的規劃，資優教育

政策的良窳可以促進或限制資優教育的發展。

為了分析與比較國教署資優教育優質發

展中程計畫的內涵，筆者透過文件分析之方

式，將中程計畫對照《教育部資優教育白皮

書》、《特殊教育法》，以期能更釐清我國

資優教育的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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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教育部資優教育白皮書之比較

我國資優教育的發展在《資優教育白皮

書》的頒布後，讓國內資優教育的推展有了

清晰的圖像得以參照，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在推動資優教育時，皆能透過其中所提出之

發展策略進行思考與規劃符應各地方需求之

資優教育政策。然而，自《資優教育白皮書》

公告後，迄今已滿 7 年的時間，國教署於

2015 年在此基礎之上，邀集國內資優教育專

家學者我國資優教育未來五年之中程計畫。 
在中程計畫（國教署，2015）的現況與

問題分析，分別由行政支持、鑑定安置、師

資培育、課程教學與學生輔導等五方面進行

分析與論述，對應《資優教育白皮書》（教

育部，2008）之問題分析（參見表 1）。

表 1　教育部《資優教育白皮書》與中程計畫之比較

比較
項度

教育部資優教育白皮書
（2008）

國教署資優教育優質發展中程計畫
（2015）

行政

支持

行政人才 ◎

資優法令 ◎ ◎

資優經費 ◎

社區資源 ◎

家長參與 ◎

支援系統 ◎ ◎

鑑定

安置

資優理念 ◎

多元多階 ◎

鑑定工具不足 ◎ ◎

適性安置 ◎ ◎

階段銜接 ◎

縮短修業 ◎

三類發掘 ◎

師資

培育

教學現場落差 ◎ ◎

資優教師合格率 ◎

專業成長 ◎

課程

教學

團隊支援 ◎

區分性課程 ◎ ◎

校本方案 ◎ ◎

環境缺乏彈性 ◎

三類方案缺乏 ◎

課程偏重學科 ◎

教材流通 ◎

學前資優 ◎

學生

輔導

情意與心理輔導 ◎ ◎

追蹤研究 ◎

弱勢群體資優 ◎ ◎

適性鑑定工具 ◎

支援系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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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表的對照與比較，可以總結歸納

為以下九點為教育部《資優教育白皮書》與

國教署資優教育中程計畫共同的問題：

一、 資優教育支援系統有待建置，包括全國

資優教育研究中心與各縣市資優教育資

源中心。

二、 特教相關法規未符合資優教育之發展。

三、 資優鑑定工具不足，安置欠缺多元性與

彈性。

四、中等教育階段資優教師合格率低。

五、師資培育與教學現場的需求有落差。

六、資優教育之區分性教學有待落實。

七、 校本資優方案與區域資優方案未能積極

推動。

八、資優學生的情意與心理輔導需加強。

九、特殊族群資優的發掘與輔導待加強。

二、與特殊教育法之比較

依據上述之我國資優教育發展脈絡發現，

資優教育發展自 1962 年萌芽後，開辦「優秀

兒童教育實驗班」，在 1968 年明定資優生須

有特教服務的政策修訂於《九年國民教育實

施條例》，後續有三個階段進行資優兒童實

驗教育計畫，皆為 1984 年《特殊教育法》的

制定提供良好的根基，而後特教法的修訂更

深刻影響資優教育的發展（王昭傑，2012；
陳偉仁等人，2013）。

1984 年《特殊教育法》的頒布，我國資

優教育從實驗階段進入法制階段，《特殊教

育法》成為臺灣辦理資優教育的主要依歸，

我國資優教育政策與制定大體確定，在學制

與課程的彈性、師資培育的強化、社會資源

的運用及研究發展等，都有法定的基礎。至

1997 年，《特殊教育法》大幅修正，修法擴

大服務對象並納入照顧弱勢資優，顯示已擴

充資優教育概念的範圍（吳武典，2003；吳

武典，2013；陳偉仁等人，2013）。

不過，2006 年中部四縣市資優班聯招事

件引發譁然，引起社會諸多討論，教育部遂

對資優教育採取緊縮政策，更影響後續的法

令與鑑定標準的修訂（王昭傑，2012；陳偉

仁等人，2013），在 2014 年新修訂之《特

殊教育法》第三十五條中明定在國民教育階

段，資優教育之實施以「分散式資源班、巡

迴輔導班、特殊教育方案辦理」，並於 2013
年修訂《身心障礙學生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標準》，提高資優學生鑑定標準為平均數正 2
個標準差，此舉無疑限縮資優教育的發展。

除此之外，2009 年《特殊教育法》修正頒布

後，藝術才能資優教育改以《藝術教育法》

的規定做為集中編班的依據，不受特教法對

資優教育辦理型態的限制。

《特殊教育法》的修訂，為資優教育實

務現場投下一顆震撼彈（王昭傑，2012），

造成我國資優學生出現率偏低，故接受特殊

教育服務的比率亦偏低。在國教署中程計畫

中，行政支持方面的問題分析其中兩項，分

別為「特殊教育相關法規未能符合資優教育

發展」、「資優學生接受特殊教育服務比率

偏低」，即是上述筆者所梳理之脈絡。

回顧我國資優教育的發展在 1984 年進入

法制化階段，為資優教育的發展期，在此期

間資優教育因立法而逐漸進入完備階段，明

訂資優教育服務對象由「一般智能」、「學

術性向」、「特殊才能」三類，擴大為「一

般智能」、「學術性向」、「藝術才能」、「創

造力」、「領導才能」、「其他特殊才能」

六類。然而 2009 年《特殊教育法》的修訂，

讓我國資優教育發展受到限縮，鑑定與安置

缺乏彈性與多元，是故資優教育「成也立法，

敗也立法」（郭靜姿，2014），法令政策成

為資優教育實施最重要之關鍵。國教署中程

計畫的問題分析首要即是放在行政支持方面，

現行《特殊教育法》有關資優教育之規定需

要重新檢討，以符合實務現場的狀況，讓資

優生的鑑定、安置與輔導更符應資優學生的

特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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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綜合討論

一、我國資優教育發展的下一階段？

我國資優教育的發展至 2013 年已滿 40
年，在當年度由中華資優教育學會舉辦之年

會暨學術研討會即以「臺灣資優四十而不惑」

為題進行探討。四十年的資優教育發展，歷

經實驗期、發展期、穩定期和重整期後，我

國資優教育發展的下一個階段在哪裡？

郭靜姿（2014）在由中華資優教育學會

辦理之「新世紀華人資優教育論壇」的專題

演講中，延續吳武典（2003）對於臺灣資優

教育發展階段的看法，重新歸納臺灣資優教

育的發展階段為萌芽期（1973 年以前）、實

驗期（1973 年至 1983 年）、穩定期（1984
年至 1996年）、擴展期（1997年至 2005年）、

戒嚴期（2006 年至 2008 年）、震盪期（2009
年以後），並指出現各階段資優學生安置方

式與出現率不合理 , 以及中央的資優教育政策

銜接不良，皆因資優教育行動方案在 2012 年

中央改組後而中斷。

然而，陳錫鴻（2014）提及 2013 年以後

我國因中央組織改造，教育部成立主管 K-12
機關國教署，史無前例的將資優教育業務區

分於特殊教育主管科外，另成立專門負責我

國資優教育政策規劃與執行的業務科，主政

我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資優教育，而大專

院校資優教育業務則由教育部學生事務與特

殊教育司負責，故將資優教育的下一發展階

段稱為「精進期」，期待我國資優教育能更

蓬勃發展。

筆者在梳理上述的資優教育發展的脈

絡後，郭靜姿（2014）從資優教育專家學者

的角度歸納資優教育發展的脈絡，與陳錫鴻

（2014）從教育部國教署承辦資優教育業務

科科長的角度論述。筆者認為，不論是中央

政府的改組或是資優教育專家學者對資優教

育脈動的觀察，資優教育在現階段的確面臨

一個新的局面與轉機，是故筆者認為現階段

為台灣資優教育的「轉機期」。

資優教育的下一階段，即是現在這個當

下，關心資優教育發展的專家學者、現場實

務的教學工作者、資優學生或其家長，都是

資優教育的夥伴，我們皆在此發展的洪流中，

探尋自身的位置，並希冀從需求的角度，讓

資優教育的發展更能關注學習者的需求。

二、是「穩定」抑或「停滯」？

在筆者將中程計畫與《資優教育白皮書》

對照後，中程計畫的問題分析流於表面，在

目標與實施策略上，與 2008 年教育部所頒布

之《資優教育白皮書》內涵相去不遠，究竟

意謂著資優教育的發展從 2008 年至 2015 年

經過 7 年的時間，是「穩定」發展又抑或是

處於「停滯」狀態呢？

2008 年《資優教育白皮書》頒布後，委

託中華資優教育學會及大學特教系開展 32 件

資優教育行動方案（2008 年至 2012 年）（郭

靜姿，2014），重點包括「資優學生鑑定評

量與安置要點訂定」、「校本資優教育適才服

務行動方案研究」、「資優教育師資及設備、

設施標準訂定」、「資優教育師資專業標準之

建構」、「身心障礙及社經地位不利資優生之

鑑定與安置流程」、「其他特殊才能優異學生

之發掘與輔導行動方案」等行動方案，引導資

優教學現場重視資優生的情意發展、發掘弱勢

群體資優及重視資優學生之社會服務。

然而，在《資優教育白皮書》頒布的 7
年之後，主管全國資優教育業務之國教署頒

布資優教育優質發展之中程計畫，從中發現

其撰述之資優教育問題仍為《資優教育白皮

書》行動方案所研究的內涵，據此，我國資

優教育的發展果真裹足不前？

三、如何「優質」發展？

陳錫鴻（2014）提及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的理念與資優教育理念有契合之處，適

性揚才為基本理念，以促進資優教育優質化

（optimizing）發展為目的，故我國國教署

於 2015 年擘畫資優教育優質發展中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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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現況問題的探討及相關內容的規劃，提

出未來五年資優教育發展的 5 大策略、25 項

實施項目及 50 個執行工作內容（王勛民，

2014），並提出「建構全方位資優教育支持

系統」、「訂定完善鑑定模式與多元安置」、

「精進資優教育課程教學與師資培訓」、「提

升各類資優學生之培育人數」、「增加學生

國際交流與多元展能的機會」五項預期效益，

透此達到資優教育的「優質發展」。

不過資優教育的「優質」發展，必須建

立在「不斷建構與反思的行動歷程」（王昭

傑，2012），在每個法令政策制定期間，皆

需要回顧前一段的內涵進行反思，然而，在

國教署所擘畫之中程計畫，卻無顯現其回顧

資優教育行動方案的成果，在「國內現況概

述」與「問題分析」上，竟與《資優教育白

皮書》內容如出一轍，如此的中程計畫究竟

該如何引導我國資優教育朝向「優質」發展？

肆、結論

本文主要在於分析國教署之資優教育優

質發展中程計畫，透過與教育部 2008 年頒布

之《資優教育白皮書》、我國《特殊教育法》

進行比較與分析，並從我國資優教育的 40 年

發展歷程中進行評論。綜合上述發現，筆者

提出以下的結論：

一、�資優教育資優發展中程計畫要系統

性且全面性的檢視問題

由中程計畫與《資優教育白皮書》對照

比較後，發現資優教育的問題仍在，包括中

等教育階段資優教師合格率偏低、弱勢與文

化殊異群體資優學生鑑定與輔導尚待落實、

資優教育區分性教學有待落實等，然而這些

問題與解決方式皆需要「系統性」且「全面

性」的檢視。根據吳武典（2013）深究中等

教育階段資優教師合格率偏低的原因為十多

年來資優教師專業學分研習班幾乎停擺，而

師範校院特殊教育系資優組培育之合格資優

類人數非常有限，且往往缺乏學科專長。郭

靜姿（2014）認為中等教育階段資優師資欠

缺，主要是因資優教學本身負擔大，而學科

專長教師有意願自費進修的意願不高，加以

高中各校採用輪流教資優班的方式，教師更

無意願參加師資培訓（潘宏倫，2013）。資

優教育問題的背後是一連串的背景因素，更

非一日之寒，從中程計畫的問題分析中得以

發現，「問題」總是存在，而挖掘問題的脈絡，

才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二、�資優教育「優質發展」的關鍵在於

「人」

資優教育優質發展的關鍵在於「人」，

包括教學現場的第一線教師與擔任資優教育

行政工作的人，正所謂「事在人為」，許多

事情的關鍵皆在於是否有合適的人在進行。

要讓資優教育優質化，教學現場第一線的教

師素質便是其關鍵角色，要有優質的教師，

才能確保資優教育的優質發展。除此之外，

資優教育行政人員是推動資優教育政策與方

向的先鋒，其對於資優教育相關理念與概念

更會影響資優教育的發展，而規劃資優教育

政策的人，更是促進或限制的關鍵人物，故

「合適的人」是資優教育推動是否能達到優

質發展的關鍵。

三、資優教育相關法令的調整

1984 年《特殊教育法》開啟資優教育的

大門，奠定資優教育的發展，然而，2009 年

《特殊教育法》的修法卻也限制了資優教育

的發展，正所謂郭靜姿（2014）所言，「成

也立法，敗也立法」，《特殊教育法》是資

優教育能否優質發展的關鍵，緊縮與限制的

法令，讓資優學生的鑑定、安置與輔導受到

阻礙與限制重重，國教署資優教育優質發展

中程計畫中亦發現此關鍵，希冀能透過資優

教育主管機關，統籌各方力量爭取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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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優教育發展的「轉機期」，需要

社會的支持系統

國教署現為國內資優教育主管機關，透

過資優教育優質發展中程計畫的開展，且計

畫總經費為 8 億（王勛民，2014），正是發

展資優教育的「轉機」，自 2015 年開始，國

教署即積極開展各項計畫，包括「2015 亞太

科學資優學生論壇」、「國中小資優學生夏

令營」、「青少年學者培育計畫」等計畫（王

曼娜、王勛民、劉雅欣，2015）除此，更積

極委託師資培育機構開設資優教育學分班，

更積極補助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專業社群，以

及資優教師與行政人員的增能研習等，不過，

資優教育的發展需要更多的夥伴協助，才能

讓資優教育的發展更為穩定。

我國國教署資優教育優質發展中程計畫

於 2015年開始實施第一年，透過五年的計畫，

期許能讓國內資優教育發展優質化，而優質

的發展更需要全面性的思考問題，筆者忝為

資優教育基層工作者，我國中央的資優教育

政策或計畫直接影響縣市政府教育局的資優

教育政策，更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基層教師的

教學工作，也影響了資優學生的學習，倘若，

資優教育政策是為了符應資優學生的學習需

求，如此才是真正的資優教育的優質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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