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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屆亞太資優教育會議於 2018 年在泰國曼谷舉行，本會議每兩年由亞太資

優教育聯盟輪流在各會員國舉辦，提供亞洲與太平洋地區資優教育社群，研究成果

發表、教學分享與資優教育理念推廣的機會。本屆會議的主題「靈感、動機、創造：

引領資優之路」，著重於資優生的培育與才能的發展，期待教師能激發資優生動機，

使其在專業領域中持續不斷的精進。本文介紹會議辦理情形、主題演講的內容摘要

與省思，作為未來研究與舉辦會議時的參考。 

 

關鍵詞：亞太資優教育會議、亞太資優教育聯盟、資優教育、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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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亞太資優教育聯盟（Asia-Pacific 

Federation on Giftedness, APFG）是亞洲

與泛太平洋地區，在實務教學與研究合

作最具規模的跨國資優教育學會，其前

身為 1990 年於馬尼拉（Manila）成立之

亞 太 聯 盟 （ Asia-Pacific Federation, 

APF），並於 1994 年成為世界資優兒童

協會（World Council for Gifted and Tal-

ented Children, WCGTC）下的分會，直

到 2010年亞太聯盟成為獨立運作的學會

組織，並更名為亞太資優教育聯盟。 

亞太資優教育聯盟每兩年定期於七

月或八月舉辦亞太資優教育會議（Asia-

Pacific Conference on Giftedness, APCG），

會議內容包含專題演講、學術研究發表、

工作坊與實務教學分享，在會議期間亦

同時舉辦青少年領袖營活動（Youth 

camp），以便讓各國研究人員、行政人

員、教師和家長進行學術討論與交流，

也提供資優學生多元學習的管道與國際

交流的機會。臺灣為亞太資優教育聯盟

的創始會員，除了積極參與歷屆會議外，

並曾在 1992 年和 2006 年於臺北舉辦第

二屆與第九屆的會議。 

第十五屆 2018 年亞太資優會議為 8

月 20 日至 24 日於曼谷詩麗吉王后國家

展覽中心（Queen Sirikit National Con-

vention Center, QSNCC）舉行，本年度

研討會的主題為「靈感、動機、創造：

引領資優之路」（Inspiration, Motivation, 

and Creativity: Leading the Way to Gifted-

ness），其下包含八大主題，分別為：

教師訓練與課程發展；資優生神經科學、

心理學與諮商輔導議題；親職教育；資

優生鑑定、測驗與評量議題；21 世紀資

優教育趨勢探討；資優教育行政與政策

規劃；特殊族群資優課程；科技在資優

教育的應用，並含括2場工作坊、7場次

專題討論會，11 場次主題演講，口頭論

文發表 71 場，海報論文發表 29 篇，吸

引超過 19個國家及地區的資優教育學者

專家、教師、家長與門薩組織（Mensa 

International）成員的參與，一起就資優

教育發展趨勢、研究與實務課程進行分

享與討論，並從中了解不同國家資優教

育研究與發展的重點方向。 

我國本次的會議則由中華資優教育

學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教系郭靜姿

教授協調與組織，以及教育部國教署補

助部分經費下組團參與，合計口頭論文

發表 14 場次，海報論文發表 14 場次，

並由郭靜姿教授主持「雙重特殊需求學

生鑑定培育的挑戰」專題討論，顯示我

國資優教育的發展不僅紮根擴展至雙重



  

特殊需求學生領域，實務教師與資優教

育的研究能量穩健的成長。 

以下就會議辦理情形、主題演講內

容摘錄說明，以及就兩位作者親身經歷

及會後討論心得進行整理，將所得見聞

予以簡要分享。 

（一）、開幕式 

本次會議首先由泰國民俗舞蹈的蠟

燭舞拉開序幕，舞者均穿著泰國傳統服

飾盛裝打扮，手持典雅的白色蠟燭，舞

者用頭、手與腿部的優雅動作來呈現內

容與主題，舞姿緩慢與抽象，組合勾勒

出不同的圖案，所以泰國的舞蹈素有

「指尖上的藝術」之名，其後樂音一變

融合了泰國的宮廷舞蹈，並將泰拳巧妙

的安排在表演中，極具特色的典雅表演，

讓與會人員大開眼界。開幕式致詞則是

由泰國科技部 Suvit Maesince 博士致詞，

提及本次會議由泰國科技發展委員會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

velopment Agency, NSTDA）與泰國科技

部共同主辦，希望能藉由此次會議彼此

討論、分享資優教育研究與經驗，提供

政策、研究人員與教師課程規劃的參考，

並匯集泰國教育部、基礎教育辦公室等

與泰國銀行的合作與贊助。而這些跨部

門合作的成果，可以從場地、設備與人

員安排的細節，以及每場論文發表都有

實務教師負責紀錄與心得分享中，可以

推知泰國不僅希望藉由此次會議提供人

才交流與培育的溝通平臺，也希望現場

老師能將研討會中的研究能量與課程分

享帶回不同的校園，藉此活化、充實現

行課程。 

（二）、主題演講 

1.激發資優生的學習-科學博物館所能提

供的挑戰（Engaging gifted and high-

ability learners: The challenges that a 

science museum could provide） 

開幕式的專題講者是臺灣大學物理

系暨臺中自然科學博物館館長孫維新教

授，分享如何提供一個持續挑戰的環境，

以維持學生積極思考與學習的態度。孫

教授介紹臺中科博館的設施以及運用博

物館激發資優生學習的方法，同時說明

自然科學的學習，是藉由探索來形成知

識，並建構對於科學的理解。 

而科學博物館在學生學習的歷程中，

肩負三個主要的任務：第一，促進學習

的動機；第二，提供持續的刺激及挑戰；

最後，則是引發個體對自然及人文的深

度關懷。孫教授認為興趣是啟發及激勵

資優生的重要因素，教師善用資優生與

生俱來好奇心，並提供適當的挑戰，將

可以引發足夠的動力去解決問題，有助

於達成此一目標。因此，教師若採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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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的理論與教學方式，難以讓學生持

續地探究，並保持學習的動力，教師應

該是創造學習情境的營造者，而學生扮

演積極主動與思考的角色，透過興趣引

發好奇心，學生才能熱衷於學習、樂於

展現自己的所學。 

最後，孫教授認為學生應盡量學習

已知的現象與真理，再運用科學的方法

實際驗證這些真理與現象，才能真切的

了解自然理論，使得學生在自然中看見

科學，用科學來理解自然，藉由對大自

然現象的好奇與檢證，才能進一步培養

人文關懷的情操。 

2.運用加速制或特殊活動來培育資優生

（Acceleration or special activities for 

nurturing gifted minds） 

泰國 Mahidol 大學任教的 David 

Ruffolo 教授從自身經驗出發，分享加速

及培育資優生的特殊活動及方法。

David Ruffolo 教授為美國人，在就學階

段經美國的資優鑑定後跳級了五個年級，

並在二十三歲時從芝加哥大學博士班畢

業。他指出資優生通常在學習的速度很

快，但資優生的心智年齡則可能與學習

速度不相稱，因此最困難的是資優生如

何在學習時與同儕互動，以及如何引領

資優生的心靈，他認為以好奇心為導向

的創造力活動將有助於引領資優生的心

智發展。 

接著 David Ruffolo 教授話鋒一轉，

表示他到泰國任教並成為一位資優生的

家長後，發現泰國大學入學測驗的特色，

在於測驗的題目設計過多，在正常答題

下，題目的數量多到讓學生無暇思考，

唯有掌握快速答題的技巧才能得到高分，

因此坊間許多的補習班教導如何猜測答

案以得到高分。但實際上資優生樂於學

習的原因在於他們認為學習像是遊戲，

他們喜歡它、甚至想要挑戰它。普通教

育對他們往往不具有挑戰，因此資優生

常覺得自己「不合情境」，他們對於為

什麼必須在教室中緩慢地學習，或被迫

記憶事實及重點而感到相當困惑。教育

應該是教導如何學習，以強記為導向的

測驗，將使學生在考試後忘記所學習的

內容，這樣的學校對所有學生來說可能

是失敗的，這樣的學校對資優生來說也

可能是失敗的，資優生會發現學習的內

容過於簡單，他們無法學習到如何學習

更困難概念的方法。 

所以教師應該重新思考學習是如何

進行，依照學生的特質學習，運用加速

（挑戰更高的年級、跳級等）以及特殊

的活動，讓資優學生能在自己的學習速 



  

度中學習。此外，許多資優生可能並未

在早期就被鑑定出來，但在參與獎學金、

資格等決定時，應避免偏袒「資優」這

個標記下的群體，學生在每個不同的階

段都應該進行公平的競爭與評量。而在

高等教育階段，應該要能驅動資優生的

好奇心進行研究，才得以使學生在興趣

領域中持續前進。 

3.如何引導資優生進行研究（How to 

lead talented students to research? ） 

來自日本的 Jin Akiyama 教授認為

資優不意味著擁有高智商和大量知識，

也不認為藉由測驗可以找到資優學生。

他以數學與科學領域的人才培育作為例

子，認為才能優異者必須充滿好奇心，

並對於某件事物非常感興趣，在探究的

過程中擁有一種奇特的感覺，最重要的

是專注於感興趣的主題並持續學習，才

能成為一名偉大的研究者。 

他認為好的研究者需要許多「關鍵

能力」，這些能力包括：追求嚴謹的證

明方法和邏輯思維（有能力的數學家必

須通過培訓來掌握這些能力）；能夠找

到「有趣的問題」和「新穎且具基礎性

的方法」；某種奇特的感覺，如：直覺、

洞察力、想像力、堅持不懈、熱情；好

奇心；以及對數學的喜愛，這些能力對

於人才培養及其在領域的專業發展具有

重要性。 

他認為教師應從教授基礎的知識出

發，並鼓勵學生深入思考，這樣才能點

燃學生學習的熱情，並善用日常生活的

情境，因真實生活的情境可能是啟發的

重要關鍵，再透過討論、遊戲等方式，

能讓具有優異特質的孩子展現自己的才

能。 

4.現在即是未來：超越 2020 的資優教

育（The future is now: Gifted educa-

tion beyond 2020） 

Mr. Alan D. Thompson 是澳洲私人

師資培訓與課程規劃機構的講師。他從

近代人類在智力測驗商數的改變過程出

發，再更詳細的分類資優生的智商，進

而說明世界各地幾個專屬於資優學生的

機構或學院。例如：Dara、Ad Astra、

Davidson Academy、Mensa Gymnazium

等專門的培訓資優生的機構，這些機構

多採用加速制來進行教學，其主要共同

點 為 ： 兒 童 為 本 位 的 課 程 （ child-

driven）、學生沒有回家作業（no home-

work worksheets）、職員與老師過去曾

是資優生、聘請大學教授教導與教材有

關的課程、星期五安排選修課供學生選

修（Davison 機構為即興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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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岩、機器人課程；Dara 機構則安排第

二外語選修），其他則包含正向心理學

與高層次提問的訓練（higher order ques-

tioning）。最後Mr. Alan D. Thompson認

為資優的孩子需要得到充分的支持，並

協助他們了解自己有能力挑戰與創造嶄

新的事物。 

5.稜鏡學習理論：鑑定與培育資優的新

理論（The prism of learning: A new the-

ory for recognizing and nurturing gifted-

ness） 

美國 Arizona 大學的 June Maker 在

與泰國 Usanee Anuruthwong 教授的合作

研究中，於會議中首次提出了一項新理

論—稜鏡學習理論（The prism of learn-

ing），此稜鏡包含三個構面，分別為環

境、學習者的能力或展現成果（ the 

competencies or outcomes we expect from 

learners）以及學習歷程 (learning pro-

cess），而三個構面所形成的軸心，則

為人類能力（human abilities）。該理論

將學習視為一道白光，而透過稜鏡得以

折射出許多不同的色光，這些色光意味

著人類擁有各種的能力，這些能力再經

由熱情與興趣的驅動，可以克服差異、

解決重大的問題。 

Maker and Anuruthwong（2003）認

為問題解決是智力（intelligence）與創

造力的關鍵，為了解決問題，人們必須

運用五種一般能力（general abilities）和

九種形式的人類能力（human abilities），

這五種具普遍性的一般能力包含：創造

力（creativity）、記憶（memory）、直

覺 （ intuition ） 、 後 設 認 知

（metacognition）、推理（ reasoning）

及邏輯（logic）；而九種形式的人類能

力為：社交能力（social abilities）、情

緒能力（emotional abilities）、數學能力

（mathematical abilities）、軀體/身體能

力（somatic/bodily abilities）、視覺/空

間能力（visual/spatial abilities）、聽覺

能力（ auditory abilities）、語言能力

（linguistic abilities）、機械/科技能力

（mechanical/technical abilities）、科學

能力（ scientific abilities）及精神能力

（spiritual abilities）。而這些能力的差

異 可 以 透 過 以 下 幾 種 方 法 識 別

（recognize）與培育，這些方法為：提

供適當的物理性（physical）與動態性

（dynamic）環境，物理性環境可以小

至顏色、聲音、掛圖，或大至教室、遊

樂場、校舍等，教師或學校所安排設備

與場所，動態性環境為教師的教學方法、

教師與學生互動的方式、提問、班級規

範等；提供適當的挑戰，挑戰係指教師

運用多樣化的領域、從封閉性至開放性



  

的問題來引導學生，使其在不同領域、

不同結構的問題中展現自己的才能；協

助學生發展廣域的能力（broad compe-

tency），廣域能力係指教師或家長希望

學生在學校或生活中習得的經驗，例如

希望幼兒園到二年級的學生學會互相溝

通、合作與互動；在學習歷程中讓學生

經 歷 意 識 （ conscious ） 與 潛 意 識

（subconscious）學習經驗（潛在學習的

概念），學習歷程包含解碼、想像、作

曲、創作、複製、象徵化等，而這些歷

程都與意識及潛意識下的學習有關

（Maker, 2018; Maker, & Anuruthwong, 

2003）。 

最後，June Maker 教授以她在亞利

桑那州 (Arizona）五所高中所推動的

STEM（為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

ing, Mathematics 四個學科領域的首字英

文縮寫）課程，以及在澳洲、沙烏地阿

拉伯和多個亞洲、太平洋地區國家合作

推動的「深度參與性問題解決模式」

（ Real Engagement in Active Problem 

Solving, REAPS）作為例子，說明如何

運用不同的問題類型評量不同領域的表

現，並運用適當的問題作為刺激，以便

引導學生才能的發展。若讀者欲進一步

了解 REAPS 模式，可參閱 Maker, Zim-

merman, Alhusaini, & Pease (2015)的期刊

文章。 

6.與資優生同行：如何推廣培育資優的

成功經驗（Work with talented: How to 

spread successful practices） 

來自俄羅斯的 Mr. Aleksey Gorba-

chev主要分享俄羅斯教育中心「Sirius」

的人才培育方式，該中心服務的對象為

俄羅斯不同區域的菁英學生（來自國家

級或參與國際奧林匹亞競賽的青少年），

提供科學、藝術與運動領域密集的訓練

（Gorbachev, 2018）。並由不同區域的

最佳老師（科學家），併用數位學習

（e-Learning）與遠距教學的方式指導

學生，在人才培育上有豐碩的成果，因

此俄國政府希望藉由「Sirius」中心成功

的經驗，來推動俄羅斯其他 86區才能發

展中心的人才培育工作。 

7.好奇心：投身科學研究與教學的強大

動力（Curiosity: A powerful driver for 

science teaching and research） 

美國奧瑞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

egon）的 Geraldine Richmond 教授介紹

了一位獲得諾貝爾獎得主 Agnes Pockels

的故事。在十八世紀並沒有女性接受科

學的訓練，但 Agnes Pockels 卻透過觀察

及實際動手操作來習得知識，成為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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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領域的先驅。接著她再以故事做為

媒介，說明如何透過具體的提問，引導

學生思考表面張力、表面張力上的不同

現象，並示範如何將表面張力現象與生

活進行連結。 

Geraldine Richmond 教授認為教師

應該帶領學生學習，同時不斷的將創造

力放入學習活動中，使學生有機會將學

科領域知識與創意結合，才能激發學生

展現才能，這些展現才能的學生將成為

同儕的楷模，引領更多的學習者在科學

領域中產出創造性的成果。 

8.自然而然的通往成功之路（A natural 

path to success） 

來自泰國的 Vararom Pachimsawat

是一位知名的舞蹈家，她從兒童時期的

經驗出發，娓娓道出從小對於學習舞蹈

的原因。她表示許多的亞洲父母希望女

孩能文靜的坐在座位上，但是她卻熱衷

於身體知覺的展現，在幼稚園時的一次

舞蹈體驗，啟發了她對跳舞的熱情，因

此要求父母讓她加入舞團，從而開始了

她的舞蹈生涯。 

她認為在舞蹈生涯中最快樂的事情

便是跳舞，即便舞蹈造成全身傷痕累累，

但也無法澆熄她對跳舞的熱情。所以回

國後，她致力於將舞蹈知識與自身經歷

分享給泰國的民眾，希望未來的家長能

多陪伴孩子，並尊重孩子的選擇，讓這

些孩子在他們喜愛的領域持之以恆的發

展，日後才有機會在這些領域展現傑出

的表現。 

9.創造力教育的禮讚（The gift of crea-

tive education） 

Mechai Viravaidya 是泰國 Mechai 

Bamboo School 的創辦人，該校成立於

2008 年，旨在重新設計農村教育，使學

校成為每個人的終身學習中心，以及周

圍社區的社會和經濟發展中心。這所學

校在課程設計上強調公民參與，因此學

生不只是學習生活的技能，也必須學習

職業的技能、STEM 課程、服務學習、

體驗具公民意義的自治活動，並參與每

年 400小時的社區服務(Viravaidya, 2018)。

因此 Mechai Bamboo School 學校成為公

立學校的典範，將推廣至泰國其他省份，

以便藉由教育促進農村的發展與提升競

爭力。 

10.激勵我們進行創造的原因（What in-

spires and motivates us to create?） 

拉丁文中靈感意味著呼吸其中的意

義，美國喬治亞大學(University of Geor-

gia)的 Bonnie Cramond 教授則認為創意

靈感像是精神的禮物，但光有靈感是不

夠的，必須仰賴動機驅使個體產生行動，

以便進行實踐，老師可以透過給予學生



  

適合的挑戰、引導學生發現屬於自己適

當與系統化的挑戰，使學生可以藉由這

些挑戰學習成功及失敗。 

Bonnie Cramond 教授亦指出如果個

體更具有自主、精熟及目標導向的態度，

將會使個體更有動機，而這種態度可透

過讓個體選擇如何控制、學習如何學習，

並在工作上獲得真實及重要的回饋中培

養（Cramond, 2018）。因此，她建議教

師提供學生一個可以選擇內容及形式的

表格，採用問題本位的課程來解決真實

性的問題(例如：未來問題解決)。 

此外，她認為教師應了解引發不同

學生動機的方式，幫助他們意識到自己

的動機，並搭設鷹架讓學生有機會達成

目標。最後，她以 Torrance 給學生的建

議進行總結：選擇你喜愛的，愛你所選

擇的，勇往直前地完成目標。 

11.創造力資優：如何找出與培育創造力

（Creative giftedness: How to find it and 

how to develop it） 

閉幕式的主題演講則是邀請法國

Paris Descartes 大學的 Todd Lubart 教授

進行專題演講。他以兩億年前古石器時

代的巧人（Homo habilis）為例，強調創

意不僅能解決眼前的問題，更是二十一

世紀視為重要的能力。並在會議中提出

創造力潛能評量工具 EPoC （The Evalu-

ation of Potential Creativity），該測驗是

用 來 評 估 擴 散 性 - 試 探 （ divergent-

exploratory）和聚斂性 -統整（ conver-

gent-integrative）兩種重要的創造思考歷

程。EPoC 測驗於 2000 至 2010 年間發展，

於 2011年在法國開始使用，用以評量幼

稚園到六年級階段學生（K-6th）在圖形

（graphic）和語文（verbal）領域的創

造力，在 2013年發展出英文、阿拉伯文、

土耳其文、中文、德文、斯洛維尼亞文、

葡萄牙文、波蘭文等不同語言的版本，

並在 2015 年擴展至社會性問題解決

（social problem-solving ）、數學、科學

和音樂領域。 

其擴散性-試探思維係指在創造性

問題解決中，個體廣泛思考不同答案歷

程，概念上包含變通力、擴散性思考、

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e）和意動特

質（conative components），其中意動

特質包含對事物的開放態度與內在動機。

聚斂性-統整思維係指將不同元素合併

（combining）、統整（ integrating）和

綜合（synthesizing）成不同的創新產品，

其 包 含 的 認 知 能 力 為 聯 想 思 考

（associative thinking）、選擇性比較與

結合（selective comparison and combina-

tion）與意動特質（例如：容忍曖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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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願意冒險與成就動機）。在測驗形

式上，EPoC 由八個分測驗組成，並產

生四個不同的指標，分別為擴散性圖形

（Divergent Graphic, DG）、擴散性語

文（Divergent Verbal, DV）、統整性圖

形（Integrative Graphic, IG）與統整性語

文（Integrative Verbal, IV），用以代表

學生在特定作業評估下，其思考歷程

（Thinking Process-Domain unit）的優勢

與弱勢能力。而其測驗的詳細因素分析

資訊、部分試題內容，可參閱 Barbot, 

Besancon, and Lubart （2016）所發表的

期刊研究。 

在如何培養學生的創造力的策略上，

Todd Lubart 教授認為有以下四個途徑，

分別為：訓練活動、普通學校的課程、

訓練創意技能、教師展現創造力行為以

作為角色楷模。總括來說，他認為創造

力是一種複雜的概念，但透過擴散思考

及聚斂思考的教學，將有助於創造提升

創造力。 

（三）、參與會議的省思與展望 

1.資優一詞的內涵未臻一致，但強調動

機與堅持的重要性 

不同國家學者、老師對於資優一詞

涵蓋的範圍與概念看法各異，而不同國

家對於資優生的看法與培育方式也有所

不同，例如：俄羅斯較趨向集中式、菁

英主義的方式；泰國與日本較偏向在普

通教育中進行人才培育。雖然各國資優

教育推動的方式各異，但從大會邀請的

專題演講中，可以發現在人才培育的議

題上，多數講者均強調以下幾點：教師

如何引發資優生的學習動機、問題與生

活結合以及資優生在領域中持續堅持的

重要性。 

從不同演講者在人才培育議題上的

共通脈絡來看，或許對資優班教師而言，

傳遞大量的知識並非教學的主軸，而是

運用生活情境和學生與生俱來的好奇心

來引發學習的動機。換言之，知識是潛

藏在教師精心操弄的問題下，而這些問

題使得學生難以從過往的知識中提出合

理的解釋，這樣的不和諧將激發資優生

探究的動機，資優生再由探究過程中習

得更深一層的知識與研究技巧，體悟探

究與學習的樂趣，進而產生足夠的熱情

在某一領域持續下去。 

此外，再從不同學者強調激發學生

動機與領域堅持的重要性來看，似乎隱

含了將資優視為發展概念觀點。這是否

意味著早期的發展階段，資優強調的是

潛能發展與產生動機的重要性？但在後

期的發展階段，則需轉而強調某一領域

的動機與持續不斷的堅持，顯示在發展

階段的後期，資優定義在成就表現的產



  

出。然而資優概念的重新定義、是否可

透過發展或階段進行劃分？仍需要重新

建立新的理論模式並進行驗證。 

2.臺灣的資優教育研究以實務教學為主，

較少大規模與持續性跨國研究 

從論文發表的主題和與會人士提問

的議題來看，可以發現臺灣在資優教育

已擺脫早期菁英教育的迷思，而著重才

能的發展、課程規劃與學生動機的激發

等層面，在研究實務上貼近目前的研究

趨勢，也有利於教師實務教學的應用，

可知臺灣資優教育的研究與發展在此一

領域上是走得相當的前面，當前的研究

取向也以實務教學與課程應用為主。 

但由大會所邀請的專題演講中，可

知目前資優教育的研究似乎走向多年期、

跨國性的大規模合作研究，而這樣的趨

勢反映在法國、德國的研究者持續推對

跨國良師典範合作、資優生鑑定工具研

發、創造力潛能評估工具發展的基礎性

研究中。筆者認為唯有透過多年期、大

規模的跨國研究才能了解不同國家、地

區間學生特質與創造潛能的優、弱勢差

異，也才能從大數據分析中，比較不同

國家學生成就表現的差異，可能是受到

哪些因素的影響，同時藉由長期的追蹤

也更容易確認各國課綱規劃脈絡及其產

生的影響。 

雖然大規模的基礎研究與教學現場

的實務研究彼此相輔相成，但從我國本

屆發表主題與筆者參與資優相關研究的

實務經驗來看，我國資優教育研究並未

有足夠的經費支持，因此研究上少有整

合性、多年期的跨國研究計畫，多屬 1-

2 年的研究計畫、碩（博）士論文或教

師實務教學的應用與分享。由於短期、

小型的研究計畫與方案，難以一窺人才

培育的整體脈絡，特別是強調跨界整合

與多領域合作的現在，唯有足夠研究經

費的投入才得以支持跨國性基礎研究，

因此期待未來政府能投入更多的資源，

讓我國資優教育研究與教學實務能持續

精進發展，除為國育才外，也能厚植研

究能量於教育場域中。 

3.主辦單位對於深化研究於教學的用心 

主辦單位對於展場規劃、動線的安

排與研究成果的吸收和轉化別具用心。

首先，泰國科技發展委員會與科技部統

合相關教育單位，選擇寬敞又別具泰國

民族特色的場地作為會議中心。其次，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泰國參與的實務教師

由全國各省選拔後，免費給予公假、交

通與食宿的安排，但要求參與教師必須

選定指定場次進行會議記錄、並省思該

研究於教學的應用。因此，在整個會議

過程中，可以看到許多來自不同省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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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教師配戴翻譯耳機，即時紀錄演講

者的報告並進行提問，以便將研究結果

適當的轉化、應用於教學之中。 

過往筆者參與的會議，大會記錄人

員多填寫制式的表格，除簡要的條列式

說明外，並兼具會後報告與經費核銷的

目的，但此次泰國教育部給予參與實務

教師全額交通、食宿補助，並針對不同

的報告主題，編擬不同的記錄表格，再

要求參與教師省思該報告內容，對於研

究與實務教學的調整有哪些幫助，可知

主辦單位不僅僅是希望透過學術的交流，

提升研究與實務教學的能量，更希望透

過研討會的舉行，能將研究與交流成果

透過教師的轉化，實際應用於教學當中。 

四、結語 

本屆大會在專題演講的內容與主題

選擇相當豐富，吸引了許多資優領域外

的家長與協會共同參與，可知議題的選

擇與專題演講的講者邀請，將影響不同

領域專業人士的參與程度，而藉由不同

領域人士的交流與議題的充分討論，也

才能激盪出更多的想法，豐富整個專業

社群。 

因此，筆者認為參與國際會議不僅

僅是研究成果的展現，也能提高國家的

能見度，更是了解各國資優教育發展與

研究趨勢的好方法，唯有與更多的國家

進行交流，才更容易以多角度理解並思

索不同時空脈絡下，人才培育與研究發

展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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