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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的考量與議題

◆ 根據廣義的資優概念

◆ 避免只用單一切截分數

◆ 智力是多向度的

◆ 接受資優的多面向

◆ 採用多元的替代標準，根據多元資料

來源，但不是樹立多種要求。



◆ 不同資優領域採用不同工具或程序

◆ 促進融合而非異化。

◆ 採用真實評量和實作本位的程序

◆ 來自不同社經地位和文化群體的人，會

有不同形式的資優表現。

◆ 鑑定的基礎建立在學生的教育需求上，

而不是方案的配額、人數和缺額等。



◆ 持續進行評量，以發掘其他資優學生。

◆ 應用鑑定資料以增加對學生的了解。

◆ 確保鑑定與教學之間具有強力的連結。

◆ 促進教師、行政人員與社區資源的合作。



國內外教育界流傳的話……

◆ 測驗測什麼內容學生就得到什麼內容

(what you test is what you get)

◆ 有什麼樣的測驗就有甚麼樣的教學

(what is tested is what gets taught)

◆ 考試領導教學



◆ 有鑑於此，歐美各國自1990年代以降，在教

學評量方面，由於對傳統注重選擇式的標準

化測驗的不滿，逐漸尋求其他的評量方式來

取代。

◆ 這些新式評量的名稱包括：

1.實作評量（performance assessment）

2.變通性評量（alternative assessment）

3.真實評量（authentic assessment）

4.檔案評量（portfolio assessment）

5.動態評量（dynamic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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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資優教育鑑定趨勢

◆ 資優的概念及鑑定朝向多元化發展
◆ 資優教育對象不再侷限於少數類別
◆ 重視每位兒童潛能的發現與培育
◆ 資優的鑑定由鑑別「誰是資優」、「誰

不是資優」移轉到重視每位兒童能力中
「資優面」的發展。



資優鑑定方式應提供的資訊
(Smith etc., 1990 )

◆ 證明該學生相較於同年齡的同儕，的確能

展現超常的能力。

◆ 有關學生能力與需求範圍的證據。

◆ 能夠兼顧潛能與成就的評量程序。

◆ 能鑑定出不同語言、經濟、文化背景，與

特殊族群學生的方式。

◆ 鑑定結果有助於教育規劃。



對資優鑑定程序的建議
(Abeel, Callahan, & Hunsaker, 1994 )

◆ 鑑定前必須針對資優概念做清楚的界定，

以確保進入方案就讀的資優生能夠接受

適當的服務。

◆ 必須包含多重指標，包括標準化與非標

準化的工具和程序，以及學生表現的成

果，並包含多種來源的資料。



對資優鑑定程序的建議─續
◆ 所使用的鑑定策略和工具，必須符合方

案所強調的資優領域，以及方案的服務
宗旨。

◆ 所選用的工具必須具有一定的信效度，
並能反應預計要測量的構念。

◆ 在鑑定程序中使用單一測驗分數，或若
干測驗得分的總合時，必須認清其限制，
並以更統整的方式，選擇運用評量資料。



對資優鑑定程序的建議─續
◆ 鑑定與安置必須以學生的需求為基礎，

而非限定某一方案只能招收多少人數，

或多少百分比的學生。

◆ 鑑定弱勢族群學生時，必須選用適當的

工具與策略，並注意不同文化群體中，

學生展現資優的方式，會涉及不同的行

為層面。



民95修訂之條文: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

– 中華民國95年9月29日教育部台參字第

0950141561C號令修正發布第2、14～19條文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教育部臺參字第

1010173092C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24 條；

並自發布日施行（原名稱：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

生鑑定標準）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九月二日教育部臺教學（四）

字第 1020125519B號令修正發布第 8～14  條條文；

並增訂第 7-1  條條文（腦性麻痺）



第二條 第二款

◆ 資賦優異學生之鑑定，應以標準化評量

工具，採多元及多階段評量，除一般智

能及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之鑑定外，

其他各類資賦優異學生之鑑定，均不得

施以學科（領域）成就測驗。



修訂鑑定標準及鑑定程序

◆ 提高資優學生鑑定標準:

由＋1.5個標準差提高至＋2個標準差

◆ 國民中小學一般智能優異及學術性向優異

學生採分散安置方式

◆ 除藝術才能類採入學前鑑定，其它採入學

後鑑定方式



鑑定時程

• 97年3月11日資優教育實務運作會議決議：

國民中學一般智能及學術性向資優新生鑑

定時程，以入學後鑑定為原則。各縣市若

因資源分配或其他特殊需求得於入學前辦

理鑑定，惟入學前鑑定實施計畫、簡章及

相關配套措施應函報教育部備查。



入學前辦理鑑定應注意事項
◆ 應將鑑定與安置工作脫勾，資優生於國民小學階

段以分區方式辦理鑑定工作，鑑定後由縣市鑑輔
會安置資優學生。

◆ 縣市鑑輔會應訂定長期觀察期程及各校推薦比例
，且國小教師觀察後所推薦之學生，須經由學校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查後送縣市鑑輔會鑑定。

◆ 縣市辦理資優學生鑑定工作，通過鑑定標準者即
認定為資賦優異學生，不應受資優資源班成班人
數限制而限定通過名額；通過鑑定者，縣市鑑輔
會應給予適當之安置，並給予適性化教育。



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



-4δ -3δ -2δ -1δ 0        +1δ + 2δ + 3δ + 4δ

0.13﹪ 2.14 ﹪ 13.59 ﹪ 34.13 ﹪ 34.13 ﹪ 13.59 ﹪ 2.14 ﹪ 0.13﹪

55        70         85          100       115       130       145

常 態 分 配 曲 線 圖

離差智商

百分等級

常態分配曲線
人數百分比

50         85   93  97 99     

標準差



█ 一般智能優異 第15條

本法第四條第一款所稱一般智能資賦優異，指
在記憶、理解、分析、綜合、推理及評鑑等方
面，較同年齡者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者。

前項所定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其鑑定基準依下
列各款規定：
(一) 個別智力測驗評量結果在平均數正二個標準差或

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

(二) 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並檢附

學習特質與表現卓越或傑出等之具體資料。



█ 學術性向優異 第16條

本法第四條第二款所稱學術性向資賦優異，指在
語文、數學、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等學術領域，
較同年齡者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者。

前項所定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其鑑定基準依下列
各款規定之一：

(一) 前述任一領域學術性向或成就測驗得分在平

均數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

並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

及檢附專長學科學習特質與表現卓越或傑出

等之具體資料。



(二) 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

全國性有關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表現特別優異，

獲前三等獎項。

(三) 參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有關學科研習活

動，成就特別優異，經主辦單位推薦。

(四) 獨立研究成果優異並刊載於學術性刊物，經專

家學者或指導教師推薦，並檢附具體資料。



█ 藝術才能優異 第17條

本法第四條第三款所稱藝術才能資賦優異，指
在視覺或表演藝術方面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
現者。

前項所定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
定之一：

(一) 前述任一領域藝術性向測驗得分在平均數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

等級九十七以上者，或術科測驗表現優異，並經專家學者、指

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及檢附藝術才能特質與表現卓越或傑

出等之具體資料。

(二) 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各該類科

競賽表現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



█ 創造能力優異 第18條

本法第四條第四款所稱創造能力資賦優異，指運
用心智能力產生創新及建設性之作品、發明或解
決問題，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者。

前項所定創造能力資賦優異，其鑑定基準依下列
各款規定之一：
(一) 創造能力測驗或創造性特質量表得分在平均數正二個標準差或

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並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

薦，及檢附創造才能特質與表現卓越或傑出等之具體資料。

(二) 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創造發明

競賽表現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



█ 領導能力優異 第19條

本法第四條第五款所稱領導能力資賦優異，指具
有優異之計畫、組織、溝通、協調、決策、評鑑
等能力，而在處理團體事務上有傑出表現者。
前項所定領導能力資賦優異，其鑑定基準依下列
各款規定：
(一) 領導才能測驗或領導特質量表得分在平均數正二個標準差或

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

(二) 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家長或同儕觀察推薦，並檢附領導

才能特質與表現傑出等之具體資料。



█ 其他特殊才能 第20條

本法第四條第六款所稱其他特殊才能資賦優異，
指在肢體動作、工具運用、資訊、棋藝、牌藝
等能力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者。

前項所定其他特殊才能資賦優異，其鑑定基準
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 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技藝競

賽表現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

(二) 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並檢附專長才能特

質與表現卓越或傑出等之具體資料。



問題與對策

• 合乎標準的人數降低？
– 運用區間估計方式，允許標準誤的考量。

以WISC-Ⅲ FIQ=130, 95% 信賴區間而言，若考量標

準誤，則落在123-134即屬符合

– 發掘不同類別學生，提供多類學生的服務，以
單科專長鑑定學術性向優異的學生。

– 落實多元智能的教育理念。



不分類的服務

◆找出各類專長合乎鑑定標準的學生

◆以區塊排課方式，同一類專長學生抽離時

間安排在同一區塊。

◆以「talent pools」的觀點提供各種專長發展

課程。

◆普通班師資與資優班師資的交流



資優學生鑑定及安置程序

國民教育階段資優生鑑定安置流程

國民教育階段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流程.pdf


學術性向優異鑑定─入學前
流程：

觀察、推薦、初審（相關競賽）、初選（性向測

驗、成就測驗）、複選及綜合研判（實作評量、

觀察評量＋初複選資料）。

安置：

國民教育階段採分散式（資源教室）上課方式，

高中採集中式。



學術性向優異鑑定─入學後
流程：

觀察、推薦、初審（相關競賽）、初選（性
向測驗、成就測驗）、複選及綜合研判
（實作評量、觀察評量＋初複選資料）。



鑑定資料的統整
◼ 加權方式：將各種測驗轉換成標準分數，再給

予固定的比重，求加權總分。

◼ 多元截斷標準：

對於各種測驗先定一個標準，挑選合乎各個標

準的學生。

◼ 矩陣方式：將測驗結果化為等第後相加。

◼ 多元迴歸方式：求各個測驗對於成就分數的迴
歸預測值，以迴歸係數作為訂定各種測驗比重的
依據，求加權總分。



Baldwin鑑定矩陣

華騰禾楓，版權所有，僅供教學使用，
不得複製

S102-34



華騰禾楓，版權所有，僅供教學使用，
不得複製

S102-35



華騰禾楓，版權所有，僅供教學使用，
不得複製

S102-36



多元評量方法的運用

1.智力測驗：團體智力測驗、個別化智力測驗。

2.特殊性向測驗：數學、科學、語文、美術、
音樂性向測驗等。

3.成就測驗：標準化、教師自編、術科測驗等。
4.實作評量：數學實作評量、自然科學實作評量、

英語實作評量、國語文實作評量。
5.創造力測驗：圖形式、語文式創造力測驗。



學術性向優異相關性向測驗

• 國民中學數學性向測驗（題庫）

• 國民中學自然性向測驗（題庫）

• 國中語文學習性向測驗

• 國中語文性向測驗



1.強調將知識轉換成具體的行動歷程，而非僅靜
態知識的評量。

2.以真實世界或生活中可能遭遇的事件做為評量
的題材，學生須從相關的問題情境脈絡中，使
用學習過的知識或技能去解決問題。（著重較
高層次的思考與解決問題技巧）

3.由學生反應中可以觀察到學生對於問題情境建
構解決途徑，及以行動解決問題的技巧。 （講
求評分、標準與人員的多元化）

實作評量



實作評量＝弱結構任務＋評分標準

實作評量≠動手操作(hands on)



擬定題目內容 及 評分向度

試驗ㄧ

修正題目內容調整評分向度

試驗二
確認題目內容及評分向度

準備器材及設備

施測
討論評分標準

完成評分

實作評量流程



評分標準
⚫ 觀察的仔細程度
0分：未能觀察適當的物體／事件
1分：粗略觀察物體／事件但未注意到細節
2分：觀察仔細能注意到細節
⚫ 使用適當的方式記錄觀察結果
0分：未能將觀察結果記錄下來
1分：記錄與物體／事件大致符合
2分：記錄與物體／事件相符
⚫ 記錄的方式能清楚表達概念
0分：未指明概念部分
1分：指明概念或原理，但與物體／事件不相符
2分：指明概念和原理，且與物體／事件相符



多元評量方法之運用
6.日常學習觀察：資優特質觀察量表(一般學習能

力、數學能力、語文能力、人文社會能力、自
然科學能力、音樂能力、美術能力、肢體動

作能力、創造能力、領導才能)、資優學生社會
適應評量表。

7.教師推薦評語
8.口試
9.結構式觀察評量：短期的觀察課程設計
10.競賽紀錄
11.檔案評量
12.動態評量



數學能力優異方面
1.對研究數學方面的問題有強烈的動機和興趣，

願意自動花時間鑽研。
2.常主動詢問周遭與數學有關的問題。
3.數學領悟力強，學習數學的速度快。
4.數字概念良好，計算能力優異。
5.抽象思考能力優異，運用符號思考的能力強。
6.喜歡運用圖形、符號等代表或簡化複雜的訊息
7.能用多元方式解題，思考靈活。
8.分析能力強，邏輯推理能力優異。
9.願意嘗試超乎年齡水準的數學題目。
10.參與數學競賽表現優異。



語文能力優異方面
1. 詞彙能力優秀，能夠運用超乎年齡水準的字詞。
2. 語言表達流暢，善於描述事件、說故事等。
3. 經常閱讀超乎年齡水準的書籍，閱讀理解能力佳。
4. 對於文字的意義掌握良好，善用比喻或成語典故。
5. 語文推理能力良好，擅長辯論演說。
6. 寫作能夠把握重點，具有高度組織能力。
7. 語文聯想能力豐富，對於文字的敏感度高。
8.文學作品風格獨特。
9. 學習語言快速。
10.參與語文競賽表現優異。



自然科學能力優異方面
1.對自然界的事物有濃厚的興趣。
2.到戶外活動，能夠細心觀察自然景物，且提出問題。
3.經常閱讀或觀看與自然界事物有關的書籍、雜誌、電視節

目或相關網站。
4.能主動發現、探索及研究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科學問題。
5.照顧動物或種植花草樹木的能力良好。
6.經常觀察天文、星象、雲層等的變化，並加以記錄分析。
7.喜歡動手做自然科學方面的實驗，驗證或求證心中的疑問
8.善於運用科學儀器或工具進行研究。
9.積極參與保護野生動物、水資源及有關環境保護的活動。
10.參與自然科學競賽表現優異。



1.學生個人的成長及心理評量資料
2.系統的學習觀察紀錄（教師與家長對學
生的觀察）：學習契約書、學習日記或
日誌、筆記。

3.優良作業或作品的蒐集。
4.老師、同學和家長的評鑑與回饋、自我
評鑑和省思。

5.特殊表現或競賽紀錄、學習成績紀錄、
追蹤轉銜資料或其他軼事資料等。

檔案評量



優良作業或作品的蒐集

1.舉凡可以代表個人努力和成長的作品和

紀錄，都可以放入學習檔案。

2.具代表性的。

• 不同問題解決類型的作品

• 不同時期的作品



選擇代表性作品的指標
（引自郭靜姿，民94）
1.那一件作品最能代表你一年來的學習成果？

2.這件作品為何讓你覺得有代表性？

3.這件作品和你其他的作品的差異何在？

4.這件作品如何實現你在某領域學習的進步？

5.那一份是自己認為最需要改進的作業？

6.那一份是自己認為改進最好的作業？

7.那一份作業是你覺得最難學習的部分？

8.那一份作業是你覺得開始得到靈感的部分？

9.那一份作業對自己而言是新知識？

10.那一份作業是自己找到解決方法的地方？



不同問題解決類型的作品

1. Type Ⅲ畫出教室內的百合花

2. Type Ⅳ幫馬諦斯設計新的房間與壁紙圖案

3. Type Ⅴ想像一個「彩虹王國」並畫出



敏
銳
的
觀
察
力

精
緻
的
表
現
力
（
穿
透
）

完
整
的
立
體
概
念

（重點特徵：花瓣數、花瓣顏色

、花瓣上的斑點、葉子形狀）



國文科的學習檔案目錄（林怜秀提供）

一、我的文學因緣（兼談投稿經驗）
二、我最得意的一篇作文
三、我最喜歡的一位作家
四、我最喜歡的一本書
五、這學期的閱讀札記

1.                 3.

2.                 4.

六、回顧與省思
1.本學期國文科我學到了什麼、怎麼學的？
2.對於下學期的國文科學習，我要如何調整？

作品集

北投國小雙重特殊需求學生作品集.ppt


1.動態評量是一種診斷性的程序，進行評量時必須

同時考量環境因素、測驗情境，以及學生從環

境中學習新事物的能力。

2.動態評量遵循「前測─教學介入─後測」的程序，

教師在評量學生時，不是中立的觀察者，而是

協助學生學習的教學者。

3.適合用來評量文化殊異的學生。

動態評量



➢客觀化測驗容易低估文化殊異或不利兒童的潛能。

➢國外作法：採用或編製適用於文化殊異學生的鑑

定工具、運用多元的鑑定工具、改變施測的程序、

調整鑑定的標準。

➢我國特殊教育法亦明訂各級學校對於身心障礙學

生、及社經地位文化不利之資賦優異學生，應加

強鑑定與輔導。



還有……

➢來自專業的觀察與推薦，也是篩選過程中很好的

補充資料。

➢同儕提名的資料也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繪本小點點？老師問教室裡的孩子們，有誰愛

畫圖？幼稚園和小學一年級的小朋友幾乎全部

舉手。但是到了四、五年級，大部分的人都不

舉手了，或是全都指向班上的某一位小畫家)。



多元評量的方式(教育部)
依各學科活動性質，教育部提供下列十五種
評量方式選擇辦理

1.紙筆測驗：就學生經由教師依教學目標、
教材內容所編定之測驗考查之。

2.口試：就學生之口頭問答結果考查之。
3.表演：就學生之表演活動考查之。



多元評量的方式(教育部)

4.實作：就學生之實際操作及解決問題等行
為表現考查之。

5.作業：就學生各種習作考查之。
6.設計製作：就學生之創造過程及實際表現

考查之。
7.報告：就學生閱讀、觀察、實驗、調查等

所得結果之書面或口頭報告考查之。



多元評量的方式(教育部)

8.資料蒐集整理：就學生對資料蒐集、整理、

分析及應用等活動考查之。

9.鑑賞：就學生由資料或活動中之鑑賞領悟

情形考查之。

10.晤談：就學生與教師晤談過程，了解學

生反應情形考查之。



多元評量的方式(教育部)

11.自我評量：學生就自己學習情形、成果及
行為表現，作自我評量與比較。

12.同儕互評：學生之間就行為或作品相互評
量。

13.校外實習：就學生之校外參觀、訪問等學
習活動考查之。

14.實踐：就學生日常行為表現考查之。
15.其他。



教育部特殊教育評量工具
銷售與借用

• 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http://web.spc.ntnu.edu.tw/GoWeb2/include/index.php

• 評量工具借用流程圖

http://web.spc.ntnu.edu.tw/GoWeb2/include/index.php
12類流程.pdf


重新評估 第23條

◆經鑑輔會鑑定安置之身心障礙學生或資賦優異
學生，遇障礙情形改變、優弱勢能力改變、適
應不良或其他特殊需求時，得由教師、家長或
學生本人向學校或主管機關提出重新評估之申
請；其鑑定程序，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辦
理。主管機關並得視需要主動辦理重新評估。

◆前項重新評估，應註明重新評估之原因；身心
障礙學生應檢附個別化教育（支持）計畫，資
賦優異學生應檢附個別輔導計畫。



簡報結束，謝謝大家！

Q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