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市110學年度國民中學
創造能力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國小暨國中承辦人說明會

報告人
經國中輔導主任 潘俊宏



淺談創造能力
創造能力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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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能力
優異

學術性向
優異

創造能力
優異

領導才能
優異

視覺及表
演藝術能
力優異

美國的資優分類
1975 年將資優教育對象
界定為五類：
1988 年頒布之資優教育
法案以「特殊才能」
(exceptional talent)
一詞代替「資優」

(giftedness)，期望改變
傳統以高智商鑑定資優的
觀念，重視兒童在各領域
的實際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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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學者資優理論

任汝理資優三環理論
(Renzulli, 1978)

中上的智能
Above Average Ability

創造能力
Creativity

學習熱忱
Task 

Commitment

資賦
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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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能力資優相關法規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 (民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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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經鑑定後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標
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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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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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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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能力資優相關法規
•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實施辦法
• 第七條 學校實施特殊教育，得以下列方式實施之: 

一、分組方式: 

（一）個別指導。 （二）班級內小組教學。

（三）跨班級、年級或學校之分組教學。

二、人力或資源運用方式: 

（一）個別指導或師徒制。 （二）協同或合作教學。

（三）同儕教學。 （四）科技及資訊輔具輔助教學。

（五）社區資源運用。

三、其他適合之特殊教育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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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能力-五大層面I CAN

敏覺力

1.一個人能夠敏於覺察事物，

具有發現缺漏、需求、不尋
常及未完成部分的能力。
2.對問題或事務的敏感。

流暢力

變通力

獨創力

精進力

敏覺力 流暢力 變通力 獨創力 精進力

1.能想出很多可能性答案的能力。

2.點子的源源不斷。

擴大思考類別，突破思

考限制的能力。

1.能想出與眾不同、新穎、獨特的能力。

2.能想出不尋常的答案。

在原來的構想中，
增加新觀念和組成
相關概念群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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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能力-四大特質I WANT

想像力

指善用直覺推測，能夠在腦
中將各種意象構思出來，並
加以具體化，便具有超越感
官及現實的能力。

挑戰心

好奇心

冒險心

想像力 挑戰心 好奇心 冒險心

從混亂中理出頭緒，在複雜
混亂的情境中，尋求各種可
能性，找出問題的頭緒。

面對問題樂於追根究底，
把握特徵以求徹底了解其
結果。好奇心就是對事物
感到懷疑。

指面對失敗及批評，還能鼓起
勇氣，再接再勵，全力以赴，
堅持己見以應付未知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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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110學年度國中
創造能力之②

創造能力資賦優異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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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能力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一、目的

發掘具創造能力資賦優異潛質學生，以提供創造能力資賦優異學
生適性教育，促進本市多元資優教育發展。

二、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單位：桃園市立經國國民中學。

三、申請資格
(一)設籍本市，現就讀公私立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
(二)具有創造能力資賦優異特質 （如：敏覺、流暢、變通、獨創、

精密、想像、挑戰、好奇、冒險等），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
學生家長長期觀察(觀察期間至少一學期)推薦，檢附創造能力
優異特質之具體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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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能力資賦優異學生鑑定申請流程圖

110年4月20日（二）公布通過鑑定名單
通過鑑定學生於本市公立國民中學普通班就讀者，於新生報到時至110年4月30日(五)前繳驗鑑定結果通知單正本予就讀國中，
由學校依既有之資源給予創造能力資優資源班或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定之區域性創造能力資優教育方案等之特殊教育服務。

通過 通過

未通過

需經進一步評估

公告【管道一】審查結果日期：110年2月26日(一) 

鑑定小組綜合研判

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六年級學生，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學生家長推薦具有創造能力資賦優異特質之學生

報名時間：110年2月19日(五)~2月20日(六)，報名地點：經國國中輔導室

【管道二】初選（創造能力評量1）
初選評量日期：3月7日(日)；通過名單公告：3月15日(一)

【管道二】複選（創造能力評量2）
報名時間：3月19日(五)～3月20日(六)；複選評量日期：3月28日(日)

【管道一】書面資料審查

通過通過

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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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安置家

長說明會

申請初選報名

管道一、二

管道一書面

審查結果公

告

公告初選

考場位置

初選：創造

能力評量1

公告初選

通過名單

創造能力資賦優異學生鑑定重要日程表

複選報名

公告複選

考場位置

複選：創造

能力評量2

公告

鑑定結果

複查

複選結果

安置服務

(各國中)

1/13(三)

2/19(五)～
2/20(六)

2/26(五)

3/5(五)

3/7(日)

3/15(一)

3/27(六)
3/19(五)~
3/20(六)

3/28(日)

4/20(二)

4/23(五)
110學年度

初選結果

複查

3/17(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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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國中資優學生鑑定家長說明會

時間：110年1月13日(星期三)

•鑑定家長說明事宜

•時間：19：00～20：30。

•地點：經國國中4F大師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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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學生家長觀察及推薦

1.申請管道一鑑定流程:

申請資格 審查結果公告日期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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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2月26日(五)

1.由鑑定小組參照書面審查標準說明審議（如簡章附件一-1)。
2.書面審查結果說明：
（1）書面審查通過者，進入綜合研判。
（2）書面審查需進一步評估者，可直接申請複選鑑定。
（3）書面審查未通過者，可參加【管道二】之初選鑑定。

【管道一】採書面審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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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學生家長觀察及推薦

1.申請管道二鑑定流程 : 
由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學生家長填寫「特殊需求學生
特質檢核表－創造能力資賦優異學生」，推薦具備創造
能力資賦優異特質之國小六年級學生，個別報名參加初
選鑑定，初選通過者得申請複選鑑定。

鑑定流程 鑑定時間 評 量 項 目
初選 110年3月7日（星期日） 創造能力評量(1)

複選 110年3月28日（星期日） 創造能力評量(2)

【管道二】採測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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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鑑定、初選報名（管道一）

報名時間：2/19(五)～2/20(六)

【管道一】採書面審查方式進行

(一) 適用對象：

符合申請資格且於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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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報名方式：

1.報名時間：110/2/19(五)至2/20(六)8:30～16:00(逾期不受理)。

2.報名地點：桃園市立經國國民中學輔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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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鑑定、初選報名（管道一）
報名時間：2/19(五)～2/20(六)
【管道一】採書面審查方式進行

(三)繳驗相關申請文件：

1.「書面審查競賽表現優異佐證資料表」

2.「初選報名表」貼妥最近3個月內脫帽正面半身2吋照片，及相關佐證文件。

3.「創造能力優異特殊需求學生特質檢核表」。

4. 初選鑑定證，請貼妥三個月內之二吋脫帽半身正面照片一張，須與「初選報

名表」的照片相同。

5.「特殊考場服務需求申請表」，因身心狀況需申請特殊考場服務，無則免附。

6.報名費用：報名管道一者需同時報名管道二初選，每人繳交新台幣1,400元(含管

道一600元，管道二初選800元)，低、中低收入戶子女檢附區公所核發有效期間

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非清寒證明)及戶口名簿影本。(免繳報名費)。

※管道一書面審查通過後退還$800元，未通過可直接參加管道二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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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一審查結果公告
書面審查通過公告時間:110/2/26(星期五)17:00公告於桃
園市政府教育局、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及經國國中網站
公告，並以書面個別通知學生。

書面審查結果
1.通過者，進入綜合研判。
2.需進一步評估者，可憑「審查結果通知」，向承辦學校報名
【管道二】複選鑑定；報名日期程序同【管道二】複選報名

3.未通過，可參加【管道二】之初選鑑定，請於
110/3/4(四)~3/5(五) 至經國國中領取「初選鑑定證」，直
接參加【管道二】之初選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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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鑑定、初選報名（管道二）

【管道一】採初選、複選二階段進行
（一）初選：適用申請管道二之學生或書面審查未通過者。

1.觀察、推薦
(1)由專家學者、指導教師、學生家長或學生自我推薦，

具有創造能力資賦優異特質者，填寫「初選報名表」
及「創造能力優異特殊需求學生特質檢核表」，並
檢附相關佐證文件影本。

(2)各校對於身心障礙或社經文化地位不利之資賦優異
學生應主動進行觀察與積極發掘，並提供必要之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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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鑑定、初選報名（管道二）
2.報名方式：

(1)報名時間：
110/2/19（星期五）至2/20（星期六）8:30～16:00（逾期不受理）

(2)報名地點：桃園市立經國國民中學。
3.繳驗相關申請文件：

(1)「初選報名表」貼妥最近3個月內脫帽正面半身2吋照片。

(2)「創造能力優異特殊需求學生特質檢核表」。
(3) 「初選鑑定證」。
(4)「特殊鑑定場服務需求申請表」。(無需求則免附)

(5)繳交初選報名費，每人800元整。低、中低收入戶子女檢附區公所核發有效期間之低

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非清寒證明)及戶口名簿影本。(免繳報名費)。

(6)「戶口名簿正本、影本」就讀桃園市外國小者繳交，正本驗畢後歸還 

※領取「初選鑑定證」，完成初選報名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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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發評量測驗結果通知單

初選結果公告：110年3月15日(星期一)17：00時公布於桃
園市政府教育局、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及經國國中網站公
告，就讀本市國小之學生初選結果通知單由原就讀國小轉發；
設籍本市就讀外縣市國小之學生初選結果郵寄至通訊地址。

初選結果複查
初選結果複查：學生對評量結果若有疑問時，請於110/3/17

（星期三）9:00～12:00，憑「初選結果通知單」或「初選鑑定

證」及「成績複查申請表」、複查費100元，向經國國中申請複

查，逾時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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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選：創造能力評量(1)
時間： 110/3/7(日)
創造能力評量(1)

桃園市110學年度國民中學創造能力資優學生鑑定【初選鑑定證】

國小
就讀學校 鑑定證號碼： 號﹙請勿填寫﹚

姓 名 測驗日期
109年3月7日

(星期日)

貼照片處
注意

1.報名表與鑑定證請用相同之相片。
2.請貼妥最近3個月內二吋脫帽半身正面
相片。

測驗地點 經國國中

進場時間 09：20 ~ 09：30

測驗時間 09：30 ~ 11：30

測驗科目 創造能力評量(1)

監試人員簽章

注意：1. 報名時請填寫粗黑框線內之內容。
2. 學生必須攜帶鑑定證應考，考試時請將此證放在課桌左上角。

3.以2B鉛筆作答，橡皮擦自備。
4. 預估評量約需2小時(統一結束離場），實際結束時間依施測情況調整。
5. 學生應遵守鑑定場規定，實際測驗情形，請學生於測驗時仔細聆聽監試人員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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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選報名
【管道一】通過【管道二】初選學生或經【管道一】進一步評估者
1.複選報名：

(1)報名時間：110/3/19(五)至3/20(六)8：30～16：00（不接受通訊報
名）。

(2)報名地點：桃園市立經國國民中學。
2.檢附以下報名資料：

(1)「複選報名表」，貼妥2吋照片。

(2)「複選鑑定證」，貼妥2照片。（報名表與鑑定證須和初選鑑定證相同之照片）

(3)繳驗「初選結果通知單」（需為初選通過者）或「書面審查通知單」。

(4)繳交報名費，每人新台幣1200元整。低、中低收入戶子女檢附區公所核

發有效期間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非清寒證明)及戶口名簿影

本。(免繳報名費)。

(5)領取「複選鑑定證」，完成複選報名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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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選：創造能力評量(2)
時間:110/3/28(日)
創造能力評量(2)

國小
就讀學校

鑑定證號碼： 號﹙請勿填寫﹚

姓 名 測驗日期 110年 3月 28日 (星期日)

貼照片處
注意

1.報名表與鑑定證請用與初選相同之相片。
2.請貼妥最近3個月內二吋脫帽半身正面相片。

測驗地點 經國國中

進場時間 09：20～09：30

測驗時間 09：30～11：30
測驗科目 創造能力評量(2)

監試人員簽章

注意：1. 報名時請填寫黑框線內之內容。
2. 學生必須攜帶鑑定證應考，請自備藍、黑筆及修正帶。
3. 考試時請將此證放在課桌左上角。
4. 預估評量約需2小時（統一結束離場），實際結束時間依施測情況調整。
5. 學生應遵守試場規則。

桃園市110學年度國民中學創造能力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複選鑑定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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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結果公告
鑑定結果公告：110/4/20(星期二)17：00，於桃園市政府
教育局、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及經國國中網站公告，就
讀本市國小之學生鑑定結果通知單由原就讀國小轉發；設
籍本市就讀外縣市國小之學生鑑定結果郵寄至通訊地址。

複選結果複查
複選結果複查：學生對評量結果若有疑問時，請於110/4/23

（星期五）9:00～12:00，憑「複選結果通知單」或「複選鑑定

證」及「成績複查申請表」、複查費100元，向經國國中申請複

查，逾時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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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服務

通過鑑定之學生通過鑑定之學生於公立國民中學普
通班就讀者，於新生報到日至110年4月30日(五)前
繳驗鑑定結果通知單正本予就讀國中，由學校依既
有資源給予創造能力資優資源班或桃園市政府教育
局核定之區域性創造能力資優教育方案等特殊教育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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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能力
資優班
課程圖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