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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國際資優才能發展與卓越表現 

研究學會雙年會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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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學生 

 

國際資優才能發展與卓越表現研究學會雙年會 2017 年在杜拜舉行，此一學會

成立於 2008 年，是個年輕的學會，致力於人才發展，創造力，卓越和創新的研究，

為會員和研究人員提供資料庫，是全球唯一一個為研究人員和現場專業人士設立的

學會。「人才發展的前沿研究」為本屆大會主題，邀請目前資優教育和創造力領域

的專家學者共十五場大會主題演講，與會者可以快速歸納與了解資優教育的研究趨

勢，文化殊異與社經地位不利、女性資優、課程設計、教師風格等，是目前較受青

睞的研究議題。希望透過本文介紹能掀起國內資優教育學者與實務工作者熱烈參加

2019 年 4 月在台北舉行的國際資優才能發展與卓越表現研究學會雙年會。 

 

關鍵詞：資優教育、IRATDE、人才發展的前沿研究 

中華資優教育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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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即將在明（2019）

年 4 月舉辦國際資優才能發展與卓越表

現研究學會雙年會（2019 Biennial Con-

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sso-

ciation for Talent Development and Excel-

lence ,IRATDE），此一國際性學術研討

會相較於亞太資優教育研討會（Asia Pa-

cific Conference on Giftedness,APCG）或

是世界資優教育研討會（World Council 

for Gifted and Talented Children ,WCGTC）

對國內資優教育研究者與第一線的資優

教育教師而言，是個較陌生的資優教育

學術會議。筆者很榮幸獲得科技部研究

生出席國際會議的補助於 2017.10.6 至

10.9 參加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 ）的杜拜（Dubai）舉辦的

2017 國際資優才能發展與卓越表現研究

學會雙年會因此對該學會略知一二，值

此臺灣即將舉辦下一屆年會之際，藉此

介紹該學會與 2017年的年會見聞分享國

內所有資優教育研究者與工作者。 

二、關於 IRATDE 

IRATDE（International Research Associa-

tion for Talent Development and Excel-

lence）於 2008 年成立至今剛滿 10 年，

會 址 設 在 德 國 雷 根 斯 堡 大 學

（Universität Regensburg） 。IRATDE相

對於擁有 30 年以上歷史的 APCG，及超

過 40年歷史的 WCGTC 而言是一個很年

輕的學術團體。該學會主要目標有五項：

（一）、發起、開展和支持人才發展、

創造力、卓越和創新領域的研究；

（二）、聚集所有對這些領域感興趣的

人，進行思想和經驗的交流；（三）、

傳播研究成果；（四）、為會員和研究

人員提供數據資料庫；（五）、協助開

發和評估這些領域的計劃和教育工作。

所以 IRATDE 是一個以人才開發、創意、

卓越和創新領域工作的科學家所組成的

專業組織，同時也是全球唯一為研究人

員與專業人士設立的學會，致力於理論

和實踐之間搭起橋樑，特別是在資優教

育、能力建立和組織發展等領域。為此

IRATDE 不僅為科學家提供正式會員資

格，還為相關的組織和實務工作者提供

附屬會員資格。IRATDE 會員目前至少

200 名，分佈於 48 個國家。不論正式會

員或附屬會員都是免費的，不似其他學

會會員需要繳納入會費或年費，但是會

員入會的資格審核較嚴格，不像其他學

會只要有學會的會員推薦即可入會成為

會員。申請 IRATDE 入會需要提供個人

在資優、創造力、卓越與創新等相關領

域的學術著作做為審核文件，由執行委

員會審核後才能成為正式會員，可見其

對會員學術水準要求之高，而且雙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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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徵 稿 也 以 實 證 性 的 研 究 為 主 。 

   IRATDE 為了達成學會的五項目標，

每年出版〝Talent Talks〞會訊 2 期，會

訊提供各項相關研究領域的雙年會或地

區性研討會的資訊；學會出版線上學術

期刊〝Talent Development and Excellence〞

也是每年出刊 2 期，以學術研究和理論

撰述為主要內容，並免費提供有需要的

研究者自由下載。此一作風有別於其他

資優教育相關的期刊需要購買才能閱讀

的方式，能夠如此大方的免費提供論文

下載主要原因是學會財務運作得力於穩

定的捐贈，因此期刊以免費提供研究者

自網路下載。IRATDE 自成立以來，已

陸續在2009年於中國西安、2012中國北

京、2013 土耳其安塔利亞（Andaliya）、

2015 澳洲布里斯班（Brisbane）等地舉

辦雙年會， 2017 年則在杜拜舉行。

IRATDE 樂與各國政府和組織合作致力

於資優、創造力、卓越和創新的人才推

廣工作。 

        IRATDE 對於雙年會的籌辦工作開

始得很早，大約在會議舉辦三年前開始

進行，由執行委員會邀請預定主辦國家

的資優教育學者提出辦理的構想，該學

者需要爭取該國相關官方單位的祖費補

助，然後在會議舉辦兩年前，也就是前

一屆的雙年會上正式宣布下一屆的主辦

國家或城市，並且由主辦國家的學者率

領代表團進行宣傳。接著在會議舉辦一

年前由至少三位執行委員會成員到該主

辦國家進行所有會議場地與相關事宜的

細部討論，最後才是會議舉辦的當年，

因此能夠成功申辦此一國際性學術研討

會是相當不容易的，對於亟需要國際社

會了解與認同的臺灣而言，這次國際會

議更是重要的學術外交的機會，藉此臺

灣和來自世界的資優教育研究者有一溝

通的平台，也讓臺灣在資優教育方面的

研 究 與 成 果 ， 讓 國 際 友 人 看 見 。 

三、入境問俗--阿聯酋和杜拜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UAE）簡稱阿聯酋。在 1971

年由阿布達比（Abu Dhabi）、沙迦

（Sharjah）、杜拜（Dubai）、阿吉曼

（Ajman）、富吉拉（Fujairah）、歐姆

古溫（Umm Al Quwain）宣告獨立，制

定臨時憲法，組成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簡稱阿聯酋）。到 1972 年哈伊馬角

（Ras al--Khaimah）加入變成七個酋長

國的聯邦制君主國，各部落擁有自主行

政權。各酋長國的政治體制為絕對君主

世襲制，2006年12月由少數精英選民選

舉出聯邦國民議會一半席次的成員，這

只是一個諮詢機構。首都阿布達比，是

境內最大部族的酋長國領地。現任總統



  

為阿布達比酋長國的酋長謝赫·哈利法．

本．扎耶德．本．蘇丹．阿勒納哈揚

（Sheikh Zayed bin Zayed Al- Nahyan），

曾經出資幫助杜拜因金融海嘯導致建築

資 金 困 難 的 哈 里 發 塔 的 興 建 。 

  阿聯酋各國原本是波斯灣區靠漁業

和採集珍珠為主要經濟來源的漁村，

1958年阿布達比發現了第一口油井以來，

成為產油國快速致富。阿布達比石油蘊

藏量佔阿聯酋總產量 90%以上。杜拜酋

長國土地面積和人口都是阿聯酋的第二

位，但杜拜卻是阿聯酋裡最大城市。杜

拜的石油儲藏量相當少，石油收入僅占

6%。杜拜堅信「當第二名會餓死」，

多年來在缺乏天然資源情況下，進行許

多突破性做法，70 年代開運河、80 年

代做貿易、90 年代推廣觀光旅遊。到

21 世紀杜拜王室投資的阿聯航空和阿布

達比王室投資的阿提哈德航空，企圖將

杜拜與阿布達比兩個城市發展成為中東

地區的轉運中心、觀光旅遊購物城、科

技網路城等，全方位且多元化建設發展，

使得杜拜近年來國民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總值成長 230%。

阿聯酋對外資企業採取保守政策，要求

需與該國國民合資，且該國國民至少

50%的股份，無形中對阿聯酋的國民保

障收入，另一方面對經濟自由化是一大

障礙。 

         阿聯酋是虔誠的伊斯蘭信仰國度，

戒律非常嚴格。飲食方面強調清真飲食

（halal diet），不能吃與豬肉有關的肉

製品，所有肉品屠宰前是活的，而且要

被人性對待，需頌唸古可蘭經後才可以

屠宰食用。衣著方面強調要遮羞，男性

以肚臍到兩膝間要遮住，所以寬鬆的長

袍是最好的選擇，頭巾（Turban）被阿

拉伯人民用來抵抗炎熱的天氣，一般來

說平民戴白色頭巾，王公貴族則戴紅色

並在頭巾下方加一頂小白帽，頭巾上方

則套上用駱駝毛做成的黑色頭箍。而穆

斯林女性需要穿罩袍（Abaya）不讓身

體的曲線外露，用頭巾（Hijab）把頭髮

包住，紮法和男性頭巾不同，有些地區

的習俗最後再套上面罩（Al-Niqab）只

露出一雙眼睛。男女有別也呈現在搭乘

大眾交通工具時，公車座位女性坐前面，

男性坐後面。地鐵則有女性專用車廂，

男性不得進入，或車廂的前半是女性後

半是男性。因為地處沙漠室外氣溫非常

高，所以公車的候車亭都有冷氣。官方

語言為阿拉伯語，英語則是商業語言，

還有波斯語、印地語和烏爾都語通行。

伊斯蘭國家的聖日是星期五，聖日全家

大小要到清真寺做禮拜，因此許多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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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或美術館會延遲到下午三、四點才開

館。當地流通貨幣稱阿聯酋迪拉姆

（United Arab Emirates dirham，AED），

或簡稱 Dirham （Dh）。 

四、2017 IRATDE 

        2017 在杜拜舉行的 IRATDE 主辦單

位為成立於 2001 年阿聯酋的 Hamdan 

Bin Rashid Al Maktoum Award For Dis-

tinguished Academic Performance，這

是一個屬於阿聯酋國家級學術傑出表現

獎的組織簡稱 Hamdan Award。地點選

在杜拜而不是阿布達比舉行的主要原因

是杜拜為阿聯酋長國中相對較開放的國

度，對外國旅客在衣著上的要求較寬鬆

（除了進入清真寺外），對於舉辦國際

性會議較合適，比較不會引起糾紛。本

年度大會主題是「人才發展的前沿研究」

（Cutting-Edge Research on Talent De-

velopment），大會總共邀請來自美洲、

亞洲、中東、歐洲等國的資優教育、創

造力等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共十五位擔

任大會的主題演講（keynote speech）

及 三 十 七 篇 口 頭 報 告 的 海 報 論 文

（Poster Talks）發表和一場工作坊。本

次會議有幾個特色：  

（一）、大會受到全力支持： 

        一個研討會安排十五場主題演講的

做法，這在一般國際研討會是少見的，

因為要負擔主講者往返的交通費及食宿

費是一筆很大的開銷，若不是阿聯酋的

Hamdan Award 大力支持很難做到。再

者展現主辦單位對於資優人才培育與發

展高度的關切，因為位處沙漠地區，除

了石油以外的天然資源極少，因此人才

（人力資本）就是他們最大的資本，所

以對於此會議全力支持，希望快速汲取

各國資優教育的經驗，作為國家人才培

育的參考重點。 

（二）、最短時間了解世界資優教育研

究的趨勢： 

        一次聆聽世界上十五位專家學者針

對同一主題「資優教育的前沿研究」的

演講，可以從各主講者的講題歸納出目

前世界上資優教育的趨勢與熱門研究向

度，得以一窺資優教育的樣貌，對與會

者而言是很棒的學習經驗，尤其是在尋

找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們很有幫助。 

（三）、口頭報告的海報論文： 

        一般國際研討會為提供給該學術社

群者有彼此交流的機會，以口頭發表和

海報發表兩種形式，口頭發表有議程順

序，海報發表則是開放時間讓與會者自

由與作者討論。但此次徵求稿件時為海

報發表形式，但是錄取後通知發表者除

了需製作海報展示外並做口頭發表。會

場的安排也是以口頭發表的方式，同時



  

段共有四間研討室，每間都有主持人，

也有報告順序的議程和討論。因此大會

給的發表證書標明「Presented a Poster-

Based Verbal Presentation」這是非常特

別之處。 

（四）、發表口頭報告的海報論文者免

收註冊費： 

        一般國際研討會都會對參與者收取

註冊費，通常以會員、非會員和學生做

不同的收費標準，但本次對於發表口頭

報告的海報論文者給予免收費的禮遇，

這在所有國際研討會也是少見的現象，

對於在學的研究生而言是一大福音，因

為可以減輕負擔。 

（五）、e 化報到系統： 

         研討會報到時通常會依不同身份別

（貴賓、主講者、發表者和與會者）報

到，工作人員在分類好的名牌中找到與

會者的名牌。但此次報到則是像航空公

司的自動報到櫃台一樣，與會者在自動

報到機上自己輸入自己的姓名，按下確

認鍵後，連接的印表機就印出與會者的

名牌，充分顯示阿聯酋追求 e 化的程 

度。 

 （六）、亞洲國家僅臺灣代表出席： 

        本次與會者來自美國、英國、德國、

匈牙利、土耳其、加拿大等 11 個國家

的學者專家與研究生，亞洲資優教育社

群僅臺灣參加。在大會受邀的主講者之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郭靜

姿教授領軍下，臺灣資優教育界學者與

研究生共 20 多位出席本次的會議，共

計發表十五篇口頭報告的海報論文，並

且在會議最後一天上台宣傳下一屆會議

在臺灣舉行。 

五、心得與感想 

        本次會議唯一來自亞州的大會主題

演講者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郭靜姿教授，

應邀擔任閉幕前的主題演講，以「特定

領域的創造力、智力和人才發展」

（Domain-Specific Creativity, Intelligence, 

and Talent Development）為題，闡述一

個以自閉症者（Autism Spectrum Disor-

der，ASD ）為對象，總共持續進行六

年的研究計畫，除了原本資優與創造力

領域外，結合大腦神經科學領域。目的

在發掘輕度 ASD 且具特殊優異才能的高

中及大學生，並給予五官及律動體驗、

創意等充實活動以激發他們的創意研究，

結果發現他們的創意及創造力確實提升

且有更多的優秀作品產生，並獲得國內

藝術相關的獎項與聯展或個展的展出機

會。郭教授的研究不但在資優教育界與

國際學者並駕齊驅，而且是跨大腦神經

科學領域的整合性研究。郭教授在資優

教育領域耕耘多年之後，近年來進行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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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的研究需要很大的勇氣與決心，也

讓我國資優教育領域的研究走出另一條

道路，是所有從事資優教育研究的後輩

努力追求的典範。 

 

圖 1 郭靜姿教授擔任大會主體演講者

（王菊生攝） 

         歸納十五個主題演講的講題後發現，

來自不同區域學者所揭示的資優教育研

究趨勢，包括：文化殊異（原住民族群、

少數移民族群）、女性資優（包含科學

優勢與其他向度）、雙重特殊需求等資

優學生的發掘、鑑定與培育，追求鑑定

工具的適性化才能發掘各種文化情境下

的資優人才；透過實體與網際網路良師

典範的實施對資優生的生涯發展助益很

大；符合學生能力充滿挑戰性的課程設

計，對資優生的學習輔導非常重要且意

義重大；擔任資優教育的教師風格對資

優生學習與情意的影響也是研究的重點；

自我調節機制對資優生情意的影響；建

立對資優生的支持網絡，具有重大的影

響；資優生期望從教師的教學獲得支持

與引導等。這些議題同時也是我國資優

教育目前的研究趨勢，可見臺灣的資優

教育研究並沒有遠離世界資優教育社群

研究範疇，乃是因為國內許多位資優教

育教授在長年以來努力推動的結果。 

         筆者在郭靜姿教授指導下和廖釗君

博士生發表「臺灣不同安置類型高中學

生的心理特質研究」（A Study on the 

Psychological Traits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Placements in Tai-

wan）。此一研究結果也呼應了大會主

題演講中有關女性科學資優者的人數偏

少的現象，在高中數理資優班以男生居

多，而人文社會資優班則以女生為多數，

受「男性學數理，女性學文史」的刻板

印象影響頗深，而本次會議的美國學者

Claude M. Steele 也提出相同的看法。因

此發掘女性科學資優生需要再多一些策

略，然後提供她們豐富的學習資源，建

立學習支持網絡，讓女性科學資優人才

得 以 有 發 揮 的 空 間 ， 德 國 Heidrun 

Stoeger 教授、匈牙利的 Csilla Fuszek 主



  

任、阿聯酋的Abdullah Aljughaiman也都

在演講中強調學習資源網絡的重要性。 

 

圖 2 筆者與郭教授及廖釗君博士生（共

同作者）合影 

         能夠與來自世界各地區從事資優教

育教學與研究的學者與教師齊聚一堂是

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透過聆聽主題演

講和論文發表與交流，了解臺灣在資優

教育界研究的方向與能量，臺灣學者的

研究並不亞於其他國家的研究成果。在

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官方語言是英語，在 

口頭報告的海報論文發表時，英語系國

家的發表者英語都能非常流利的表達研 

六、參考資料 

（一）、2017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for Talent Development and Excel-

lence (IRA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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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International Research Asso-

ciation for Talent Development and 

Excellence 

https://www.iratde.org/about 

（三）、UAE 

https://www.thenational.ae/uae 

究結果，臺灣的發表者研究主題都不

錯，但是較難以流利的英文充分表達，

研究成果，因此研究生的英語口說訓練

和英文學術專業寫作課程，是各大專院

校需要開設的課程或組織學習社群讓研

究生有機會接受指導與學習，讓臺灣的

研究能量可以具有更高的能見度。另外

在女性資優科學家和網際網路良師典範

等議題，臺灣還有研究成長的空間，需

要多一些研究者投入這些領域。對於能

出席以歐美資優教育學者為主的研討會

感到非常的高興，收穫豐碩。2019 年 4

月 12 至 16 日在臺灣舉辦的國際資優才

能發展與卓越表現研究學會雙年會，國

內資優教育相關的教授必然會熱烈參

與，呼籲國內資優教育實務工作者，也

能把握不必出國就能和國際資優教育學

者有第一類接觸的機會，我們 2019.4.12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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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for Talent Devel-

opment and Excellence was held in Dubai in 2017. This Society is a professional organiza-

tion of scientists working in the fields of talent development, creativity, excellence and in-

novation and found in 2008.“Cutting-Edge Research on Talent Development” was the theme 

of this conference, and invites 15 keynote speeches. Participants can quickly summarize and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trends of gifted education.I hope that through this article, we can 

bring together domestic gifted education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bi-

ennial conference held in Taipei in Apri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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