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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概念簡介



早期概念

Intelligence Quotient (IQ)
智力商數



統計學原理



IQ Assessment 智力評估

Wechsler Intelligence Scale for Children – Fourth 

Edition (Hong Kong)

WISC-IV(HK)

For ages 6-16

韋氏兒童智力量表 –第四版 (中文香港版)

對象: 6-16歲

Wechsler Preschool and Primary Scale of 

Intelligence – Fourth Edition (Hong Kong)

WPPSI-IV(HK)
韋氏幼兒智力量表 –第四版 (中文香港版)

對象: 4-6歲



Renzulli’s Three-ring Conception of Giftedness 
任汝理「資優三環」概念 (1978, 2005)

創造力

學習的熱忱

中上程度
的能力

Source: http://www.gifted.uconn.edu/sem/semart13.html

資優行為



Gardner’s Multiple Intelligences 多元智能
(2006)

Source:http://forenglishteachers.co
m/wp-
content/uploads/2010/05/mult-
intelligences.gif

語文 空間

人際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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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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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çoys Gagné’s Differentiated Model of 
Giftedness and Talent 天資與才能的區分理論 (2008)



香港的資優定義

教育統籌委員會「第四號報告書」(1990)引用美
國聯邦教育局對資優的定義肯定了資優特質應朝
向多元化的界定。

香港教育局參考美國對資優的定義，標取了較宏
觀及多元化的指標。

香港教育局資優教育組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4156&langno=2#defintion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4156&langno=2


教統會第四號報告書(1990)
資優兒童是指那些在以下一方面或
多方面有突出成就或潛能的兒童：

1. 智力經測定屬高水平；

2. 對某一學科有特強的資質；

3. 有獨創性思考，能夠提出創新的意見；

4. 在繪畫、戲劇、舞蹈、音樂等視覺及表演藝術方面
特具天分；

5. 有領導同輩的天賦才能。在推動他人完成目標方面
有極高能力；

6. 在競技、機械技能或體能的協調方面有突出天分。



識別資優的途徑

觀察

作品

成績

表現

學習檔案

智能測驗



1. 觀察敏銳
2. 學習能力高，能很快掌握新知識，並加以靈活運用
3. 能理解抽象及複雜的概念
4. 常識豐富
5. 能記憶大量事實性資料
6. 富抽象及邏輯思考能力
7. 能有效地分析問題，並運用多種想法、方法解決問題
8. 能有效地組織資料並將知識分類
9. 喜愛新奇事物
10.想像力豐富，富創意
11.會主動學習感興趣的事物，並能作深入研究，有堅持不懈、尋根究底的精神
12.對社會問題(例如：政治、宗教、道德等問題)感興趣
13.對不公義的事，會憤憤不平
14.有獨特見解，不隨便附和他人的意見或跟從常規
15.自我要求很高，或力求完美
16.喜愛與年齡較長者結伴
17.有多種興趣或嗜好

資優學生的特質
以下是資優學生在認知及行為方面的一般特質。資優學生並非都表現出相同
的特質，當中可能有很大的差異。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
edu/gifted/guidelines-on-school-based-gifted-development-
programmes/appendices.html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gifted/guidelines-on-school-based-gifted-development-programmes/appendices.html


迷思@資優

1. 一般而言，資優生的學業成績都很不錯。

2. 懷疑孩子是資優生時，必須要做智力評估。

3. 資優生的 IQ 高，EQ 就低。

4. 資優生是不需要特別支援，因為他們會自學。

5. 資優生能成為其他同學的榜樣。

6. 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就不可能是資優的。



資優兒童常遇到的適應問題/壓力

• 不同步發展

• 過度激動

• 過度追求完美和理想

• 多元才能難以取捨

• 學校課程欠挑戰性/要求欠彈性

• 同輩關係欠佳

• 父母過高的期望



不同步發展

➢ 動作技能發展追不上認知發展

➢ 情緒上的接納追不上認知發展

➢ 内部認知發展不同步



内部認知發展不同步

韋氏兒童智力量表 –第四版 (中文- 香港版)

言語理解 言語概念，言語理解，生活知識

知覺推理 在非言語視覺上，領悟、組織及運用推理去解決問題

工作記憶 短暫記憶儲存能力，並進行運算及操作

處理速度 腦力的處理速度，書寫動作恊調速度

總智商 一般智力水平



➢ 内部認知發展不同步

➢ 學校課程欠挑戰性/要求欠彈性

➢ 同輩關係欠佳



過度激動
Over-excitabilities

• 心理肌動 (Psychomotor)
- 顯現過剩的精力、不停說話且說話速度快、衝動行為、
容易興奮

• 感官 (Sensual)

- 對聽覺、視覺、嗅覺、味覺等的感覺敏銳

• 情緒 (Emotional)
- 表現出極端的正負面情緒反應，包括同理心強
- 罪疚感、焦慮、抑鬱、抑制、強烈的正義感等

• 智能 (Intellectual)

- 渴求知識、好奇、持久、專注、追求真理及知識、

契而不捨地解決疑問

• 想像 (Imaginational)
- 豐富想像力、愛幻想、發(白日)夢



Table from "Identifying Gifted Adolescents Using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Dabrowski's Overexcitabilities" by Cheryl M. Ackerman, Roeper Review –
A Journal on Gifted Education, Volume 19, No. 4, June 1997.



完美主義

✓所做的事有質素保證
✓追求卓越 (真善美)

✓做事專注
✓有毅力
✓能成為某範疇獨當一面的
表表者

欠效率/欠時間管理/拖延態度
未達完美→沮喪
要求自己「做好啲」→壓力大
為人執著→ 挑剔別人的缺點
拒絕嘗試/冒險、限制自己的選擇



資優兒童家長需要注意的地方

• 認識資優兒的特質，明白子女獨特的需要及他們行為
背後的原因，與他們同行

• 為子女提供個別化而富挑戰性的學習機會/環境

• 鼓勵子女積極參與各類活動，以促進他們的全面發展
與成長

• 教導子女欣賞學習的過程，而非只著重結果

• 關注子女的情感需要及發展

• 學習壓力及情緒管理技巧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gifted/resources_and_support/

進一步了解資優生的特質及本港資優教育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諮詢及評估中心

免費基本服務

以電話及電郵為家長解答疑難

• 支援熱線: 3940 0101 (選擇語言後，按「5」字)

• 電郵: consultation@hkage.org.hk

收費專項服務

• 資優生情意(情緒社交) 發展評估

• 諮詢及輔導服務

mailto:consultation@hkage.org.hk


開放日
培育資優兒情意發展專業諮詢服務

名額有限 先到先得

時間：11:00-12:30; 14:15-17:15

地點：206 - 208室

由本苑臨床心理學家、註冊社工和輔導主任提供免
費即場個別諮詢服務，每節15分鐘。

並派發有關培育資優兒情意發展的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