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侯雅齡 職 級 專任教授 

最高學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博士 

學術及教育專長 資賦優異、創造力、教育統計、心理測驗、學習動機 

（一）近三年國科會研究計畫  

年度 計畫名稱 委託機構 起訖年月 

107 

107-110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委託「國中及高中學生自然科性向測驗

題庫試題研發計畫」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 
107.08.01-110.07.31 

106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資優學生夏

令營活動-國小組南區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 
106/01/01-106/09/30 

105 
數學及科學資賦優異學生學習成果之

長期追蹤研究 
科技部 105/08/01~109/07/31 

105 
國教署委辦發展資優教育創新教學模

組-領導才能課程之教學模組研發計畫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 
105/08/01-107/02/28 

105 
屏東縣 105 年度學習輔助犬種子學校

及教師培訓計畫 
屏東縣政府 105/01/01-107/12/31 

105 

粵台教師教育協同創新發展中心委辦

如何在偏鄉中拔尖-屏東資優教育的改

革與創新。 

廣東省協同創

新平台，粵台

教師教育協同

創新發展中

心。 

105/01/01-105/12/31 

105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規劃辦

理「105年度資優學生夏冬令營活動計

畫」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 
105/01/01-105/12/31 

105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綱要：特教、藝教

分組領綱擬訂計畫。子計畫七：學習功

能優異學生的課程調整。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 
105/01/01-105/12/31 

104 
資優學生夏令營活動計畫-國小組南

區。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 
104/05/01-104/09/30 

104 
研訂編製國高中自然科性向測驗題庫

計畫 
教育部 104/05/01-107/04/30 

（二）學術著作 

 學術期刊論文： 

侯雅齡、陳淑慧(2017)。在偏鄉中拔尖-屏東資優教育的再地化實踐。資優教育論壇，

15，69-88。 

侯雅齡、陳淑慧(2016)。海洋議題融入資優夏令營之實踐-以 2016「Fun 游屏東與海共

舞」方案為例。屏南特殊教育，7，53-68。 



 專書及專書論文： 

侯雅齡、張萬烽(2017)。透過 CIPP 模式評鑑”短期特教師資培育課程”的執行成效。台

灣教育研究，271-297。 

 學術研討會論文： 

侯雅齡（2015）。科際整合導向問題本位學習模式在國小資優數學課程之應用。海峽兩

岸特殊教育高峰論壇。2015/11/21-22。中國湛江。 

Hou, Y. L. (2015, August).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concept oriented 

mathematics curriculum toward the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motivation of gifted student. 

The 21st World Conference for Gifted and Talented Children, Odense, Denmark. 

 技術報告及其他： 

侯雅齡、洪振方、吳裕益、古源光(2018)。研訂編製題庫化資優鑑定工具規範暨建立

國高中自然科性向測驗題庫。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之研究成果報告。(編號：

C10430)，未出版。 

（三）近三年相關教育專業服務情形 

1-1.擔任校內專業服務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109 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特聘教授 

108 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特聘教授 

107 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特聘教授 

107 國立屏東大教育學院 教育學院院務會議委員 

107 國立屏東大學研究發展處 研究發展會議委員 

107 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107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院 教育學院課程委員 

105 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系主任 

104 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系主任 

1-2. 近三年擔任校外專業服務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107 
台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

導會 
委員 

107 
台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

導會 

資優鑑定工作小組

委員 



107 中華資優學會 理事長 

106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 
小組委員 

106 中華資優學會 理事長 

106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類型較預課程綱要研

修小組 
研究工作委員 

105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 
南分區小組委員 

105 中華資優學會 理事長 

105 
105年度學前即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特殊教育

評鑑小組 
評分委員 

    2.近三年校內外教育相關演講與指導 

日期 邀請單位 活 動 或 研 習 名 稱 演講 指導 

107/09/13 文藻外語大學 文藻外語大學 ISP 會議 1  

107/09/14 文藻外語大學 文藻外語大學 ISP 會議 1  

107/09/28 高雄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高雄資優行動學校工作坊 1  

107/10/19 高雄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高雄資優行動學校工作坊 1  

107/11/09 高雄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高雄資優行動學校工作坊 1  

107/12/21 高雄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高雄資優行動學校工作坊 1  

107/12/25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仁愛國小資優前導訪視  1 

107/12/26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中正國中資優前導訪視  1 

107/12/28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莊敬國小資優前導訪視  1 

108/01/10 文藻外語大學 文藻外語大學 ISP 會議 1  

3.近三年參與校內外教育專業研習或研討會 

日期 辦理單位 研 習 名 稱 

主

持

人 

引

言

人 

與

談

人 

評

論

人 

參

加

人 

107.11.16-1

7 
科技部人文司 

106 年度「科學教育」暨「多

元族群科教」學門專題研究計

畫成果討論會 

    1 

107.7.12 
中華資優教育學

會 

2018年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

會：資優 20，放眼國際 
1    1 

107.04.13-1

7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2018 Annual Meeting 

Registration Confirmation 
    1 



106.05.20 
中華資優教育學

會 

2017年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

會：資優教育的翻轉與創新教

學 

1    1 

105.11.19~1

05.11.20 

國立屏東大學特

殊教育學系 

第三屆海峽兩岸特殊教育高峰

論壇 
1    1 

    4.榮譽事項 

年度 獎勵單位 榮 譽 事 蹟 

107 國立屏東大學 特聘教授 

107 科技部 107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獎勵 

106 科技部 106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獎勵 

105 
科技部 科技部 105年度特殊優秀人才獎 

科技部 105年度行政院科技部學術補助獎勵計劃 

104 科技部 科技部 104年度特殊優秀人才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