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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第十六屆歐洲高能力會議之見聞 

  

李家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博士班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國民小學教師兼特教組長 

 

2018 年歐洲高能力會議於 8 月 8 日至 11 日於愛爾蘭都柏林克羅克公園舉行，

將近千位關心資優教育的專家學者、教師與學生參與，今年度的主題為「和 21

世紀的資優學生合作」（Working with gifted students in the 21th Century）。本次

會議包括工作坊、座談會、口頭發表及海報發表，提供許多機會讓與會者就才

能發展等議題，進行實務的分享及研究的討論，本文摘錄會議中幾個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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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 、前言 

歐洲高能力協會（European Council 

for High Ability, ECHA）是歐洲地區資

優教育領域最富盛名的社群，2018 年 8

月 8 日至 8 月 11 日的第十六屆歐洲高能

力會議，主題為「Working with gifted 

students in the 21th Century」，共有近千

名來自世界各國（包括歐洲各國、美國、

沙烏地阿拉伯、臺灣、澳大利亞等國家）

的學者專家、現場教師及關心資優教育

的社會人士，聚集在愛爾蘭的首都都柏

林克羅克公園（Croke Park），進行分

享、研討與交流。承辦此次大會的是都

柏林城市大學（Dublin City University）

的愛爾蘭才能青年中心（Irish Centre for 

Talented Youth, CTYI），該中心是目前

愛爾蘭唯一的資優學生教學中心，提供

不同的課程給 6-16 歲具有才能的學生，

每年約有超過 5000名學生參與中心舉辦

的課程。 

       為了迎接此次的盛會，在開幕式時，

CTYI 安排了愛爾蘭的踢踏舞，讓與會

的學者專家及教師們大開眼界，博得滿

堂彩。CTYI 的主任 Colm O’Reilly 博士

特別在開幕致詞時提及，在場的每一位

與會者，皆是各國人才的重要人物，透

過這次的會議，邀請世界各國的夥伴共

同分享才能培育的經驗。 

本次參與歐洲高能力會議的臺灣人

雖然不多，也都在不同的場次進行口頭

發表（郭靜姿教授、鄭聖敏副研究員、

曾燕君助理）與海報發表（高振耀教

授）。不過，「發表」在此會議當中，

倒不是一個最重要的事情，我發現「交

流與分享」才是重要的，來自各國的資

優教育學者專家聚在一起時，會進行

「閒聊」的互動，或就一個主題或議題

進行討論，是一個建立「人脈」的好時

機。過去在參加國際研討會議時，我自

己都較為關注自己的「口頭發表」，主

要是因為語言的不熟悉，所以擔憂自己

無法回應聽眾的問題，所以在「口頭發

表」結束後，便覺得此次參與會議的任

務已經完成，也鮮少與其他國家的專家

學者或是教師進行討論，不過，要建立

「人脈」最好的方式應該是研究上的合

作，故，未來應該好好把握每個合作的

機會，例如：我國目前為 ETSN 在亞洲

地區唯一的據點，或許應該多多善用這

個據點的機會，與其他歐洲國家進行交

流，除了分享我國資優教育的活動，更

能透過不同的平台或是網路社群等，激

盪與討論資優教育的相關議題。 

本次的會議共舉辦20場工作坊、14場座

談會、130 場口頭發表及 30 篇海報發表，

提供許多機會讓與會者就才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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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等議題，進行實務的分享及研究的討

論，以下摘錄幾個本次歐洲高能力會議

的重要議題，並提出自己參與會議的心

得與反思。 

二、重要議題 

（一）、關注資優學生才能發展的關鍵

要素 

開幕式專題講者為 Françoys Gagné

教授，報告的主題為「Talent develop-

ment: from DNA to outstanding achieve-

ments」，Gagné 教授提出三個重要的假

設，分別為「潛能不等於成就」、「潛

能可以評量」及「潛能對成就有直接的

貢獻」，他特別強調天賦與才能區分模

式（ Differentiated Model of Giftedness 

and Talent, DMGT）的關鍵在於「區分」

的概念，並提出 DMGT 的三個基礎，分

別為結構（外型）表型（Anatomical 

(exo) phenotypes）、生理（內型）表型

（Physiological (endo) phenotypes）及基

因型基礎（Genotypic foundations），

並呼籲資優教育工作者應從神經科學的

角度探討智力的相關內涵，除此之外，

更提醒在場的與會者，為了培育學生的

才能，應有充實的K-12課程、系統化且

每日的充實課程、全時的能力分組學習、

客製化/加速的課程、個人的卓越目標

及早期的介入等要素。 

（二）、發展跨國才能支持網絡延展資

優學生的學習 

本次在愛爾蘭的會議是歐洲才能支

持 網 絡 （ European Talent Support 

Network, ETSN）首次的報告，該座談

會的主持人為德國的 Albert Ziegler 教授，

並由不同國家的與會者分享 ETSN 的概

念、歷史、運作方式及學生交流平台等。 

歐洲才能支持網絡概念的出現，主

要是 2011年於布達佩斯的一場會議中，

現任的歐洲高能力協會會長 Péter Cser-

mely 介紹匈牙利才能支持網絡的發展歷

程，並檢視其過去四年的成效，追蹤學

生的學習狀況。2015 年 ETSN 正式在

ECHA 的網站上成立，當時從 19 個國家

中，共有 28個合格的申請據點。直至目

前為止，ETSN 共有 20 個才能中心以及

300 個才能據點（Talent Points），共分

散在全世界 38個國家中，而且，我國亦

是 ETSN 在亞洲地區唯一的據點，此據

點設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由鄭聖敏副研究員主持。因歐洲文化的

多元性，ETSN 希冀透過資源共享的概

念，能提供高能力學生更多元的學習機

會，或許，未來我國的資優學生能透過

ETSN 此網絡能有更多的交流機會，也

能讓現場的資優教師有不同的學習視野。 

（三）、關注創造力的研究議題 



  

主講者為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Johnathan Plucker 教授，主題為「幫助

學生更有創意：創造力的研究與未知」

（Helping students become more creative: 

surprising research and major unknown）。

Plucker 教授提及創造力引領我們解決許

多不同的問題，包括疾病、貿易、全球

危機等大問題，稱為大 C；工作時遇到

的塞車問題、個人的困難及當你不會使

用該語言時，卻出現迷路的狀況等小問

題，稱為小 c。 

他整理了幾個重要的研究內涵，包

括生產率（Productivity）、團隊工作

（Group Work）、限制（Constraints）

等，並建議許多未來值得參考的研究等，

Plucker 教授更提出幾個未知的議題，包

括倫理與道德發展和創造力的關係

（Ethic and moral development and crea-

tivity）、介入的研究（ Intervention re-

search）、大規模的評量（Large Scale 

assessments）及傑出差異成就與創造力

（Excellence Gaps）的關係。 

（四）、自我調整學習技巧的研究與實

務應用 

自 我 調 整 學 習 （ Self Regulated 

Learning, SRL）在此次會議中有幾場很

重要的分享，第一場為德國 Heidrun 

Stoeger 教授主講的「自我調整學習是每

一位資優學生需要的：文獻回顧」

（The Self Regulated Learning Skills That 

Every Gifted Student Needs: A Research 

Review），透過文獻梳理自我調整學習

的理論以及曾經做過的研究，並介紹該

理論的教學模式，且提供幾個案例供現

場與會者參考。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Heidrun Stoeger

教授特別提到 SRL 的模式，包括以下的

步驟：自我評量、目標設定、策略計畫、

策略實施、策略調整及結果評鑑，不過，

在進行 SRL 前，教師必須要進行 2 天至

3 天的 SRL 培訓，包括在普通班級的實

施與教練的討論等，才能進行 SRL 的策

略教學。 

除了 Heidrun Stoeger 教授的這場專

題演講外，另一位德國的教授 Christian 

Fischer 更主持了一場「運用自我調整學

習策略在雙重殊異學生及資優少數族群」

（Self-Regulated Learning Strategies for 

Twice Exceptional Learners and Gifted Mi-

norities）的座談會，他與他的博士班學

生共同分享不同的案例，以資優失語症

的學生為例，提出輔導的模式需要有

「諮商」（資源導向）、「訓練」（解

決導向）及「策略」（學習風格導向）。

除此之外，更提出一個「資優整合模式」

（ Integrative Model of Giftedness and 

Learning），包含幾個重要的要素，如

潛能（能力因素）、表現（學業、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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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等），而從潛能到表現需要有「環

境因素」及「個人因素」的轉化。 

為了讓每一位高能力學生有不同的

學習經驗，且關注學生的才能發展，是

每位資優教育工作者的目標，本文透過

第十六屆歐洲高能力會議的專題演講、

座談會與口頭發表的觀察與參與，發現

歐洲的「資優社群」特別關注學生的

「才能發展」，且有許多關於「自我調

整學習」的研究。除此之外，透過「歐

洲才能網絡」（ETSN）的「社群」運

作，以支持學生才能發展，透過 ETSN

的運作，除了讓教師、研究者及高能力

學生交流，更能激盪社群成員的想法。

臺灣在亞洲地區的資優教育一直都受到

矚目，且目前更為 ETSN 在亞洲地區的

唯一據點，希冀能夠透過 ETSN 社群的

力量，也能與歐洲資優社群分享我國的

經驗，才能有更多的機會與他國交流。 

三、參與本次會議的反思與心得 

除了在會議中較為「知識層面」的

學習之外，還有一些「非正式」的體會

與發現。我在過去曾參加過幾個較大型

的資優會議，包括在丹麥舉辦的 2015年

世界資優會議以及在澳門舉辦的 2016年

的亞太資優會議，不過，這次卻是第一

次參加歐洲高能力會議。 

這次參與歐洲高能力會議，我也以

「大學生領導才能特質及經驗研究」

（A study of the leadership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rience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ai-

wan）做為投稿的主題，在口頭發表場

次裡，介紹我國辦理亞太資優科學論壇

及其中大學生擔任隊輔的領導才能特質

與經驗的分析，讓場內許多來自不同國

家的學者及教師，對於我國資優教育發

展有所理解。然而，對我而言，使用自

己不熟悉的語言進行分享，本就是一個

挑戰，但是，透過這樣的挑戰，才能有

機會行銷臺灣，更能讓更多的人認識臺

灣。 

歐洲各國的文化都有其特色，在人

才培育的基礎上，所關注的焦點或許也

有所不同。本次的會議在愛爾蘭的都柏

林，愛爾蘭，是一個孕育出許多文學家

與藝術家的國度，包括撰寫《格列佛遊

記》的史威夫特（Jonathan Swift）、創



  

作許多劇本及小說的王爾德（Oscar 

Wilde）、劇作家蕭伯納（George Ber-

nard Shaw）、撰寫《等待果陀》的貝克

特（Samuel Barclay Beckett）、詩 

人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及作家

喬伊斯（James Joyce）等人，且愛爾蘭

截至目前為止，共出現四位諾貝爾文學

獎得主，所以在本次會議期間，我也浸

淫在這個豐厚文化底蘊的愛爾蘭，感受

這些文學家與藝術家的生活樣貌。 

這是第一次參與歐洲高能力會議，

讓我看見各國資優教育學者專家研究的

多元性，除了上述的重要議題之外，更

有 專 家 學 者 探 討 資 優 學 生 的 正 念

（mindfulness）議題，或梳理 25 年來的

研究探討資優學生在學校的學習經驗， 

探究污名（stigma）的概念，以及探

討大學如何支持與發展學生的才能

等，都讓我大開眼界。 

除了讓聆聽來自不同國家的資優

學者專家的分享，自己的口頭報告或

是與他國現場老師的交流，讓我體驗

到許多過去沒有體驗到的經驗，出席

一場國際會議雖然是挑戰，但也會看

見「舒適圈」以外那個不同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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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018 ECHA Convention 

 

Chia-Chao Li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he 2018 ECHA was hosted by Irish Centre for Talented Youth, CTYI, Dublin City 

University between August 8 and 11, 2018, in Dublin, Ireland. More than 1000 people par-

ticipated in this event. With the theme “Working with gifted students in the 21th Century”, 

including workshops, symposium, oral sessions, poster sessions. The 2018 ECHA provided 

the platform for participants to share and discuss. Several important topics were summarized 

in this article to share with those who did not attend the conference. 

  

Keywords: European Council for High Ability, talent development, creativity, Self Regu-

lat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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