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 1學年度一般智能
資賦優異學生
鑑定說明會

時間： 1 1 1年 1月 1 4日

報告人：西門國小輔導室、資優班教學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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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理資優鑑定的目的



資賦優異教育之適性課程，除學生
專長領域之加深、加廣或加速學習
外，應加強培養批判思考、創造思
考、問題解決、獨立研究及領導等
能力。

一、辦理資優鑑定的目的



資優生必須成為一位主動、獨立的學
習者，才能在未來成為對社會有長期
貢獻的人。成為獨立自主的學習者
對資優生至為重要，在教育方面，一
則使資優生學會「如何學習的方法」，
一則讓資優生有機會磨練其待人處事
的技能（毛連塭，民84）。

一、辦理資優鑑定的目的



二、桃園市資優班類別簡介

桃園市設置的分散式資優資源班可分成下列三種類
型，招收具有該特質的學生：

1. 國小一般智能資優班

2. 創造能力資優班(國中、國小)

3. 國中學術性向資優班

(分成數理、英語及自然科學三種學術性向)



二、桃園市資優班類別簡介

階
段

班型 資優生定義 鑑定基準(摘錄)

國
小

一般智能
資優班

在記憶、理解、分析、綜合、推理、

評鑑等方面，較同年齡具有卓越潛能
或傑出表現者。

個別智力測驗評量結果

在平均數正2個標準差或百分等
級97以上。

創造能力
資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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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能力測驗或創造性特質量
表得分

在平均數正2個標準差或百分等
級97以上。

國
中

學術性向
資優班

在語文、數學、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等學術
領域，
較同年齡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者。

任一領域學術性向或成就測驗
得分

在平均數正2個標準差或百分等
級97以上。

創造能力
資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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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造能力測驗或創造性特質量
表得分

在平均數正2個標準差或百分等
級97以上。



二、桃園市資優班類別簡介

階
段

班型 鑑定內容
簡章
公告
時間

鑑定時間 服務對象

國
小

一般智能
資優班

初選：團體測驗

複選：個別智力測驗
每年
1月

小學二年級
下學期

通過資優鑑定
3～6年級學生

創造能力
資優班

初選：創造力評量(1)

複選：創造力評量(2)

國
中

學術性向
資優班

性向測驗、成就測驗

每年
1月

小學六年級
下學期

通過資優鑑定
7～9年級學生

創造能力
資優班

初選：創造力評量(1)

複選：創造力評量(2)



二、桃園市資優班類別簡介

Ｑ：國小資優生欲就讀國中資優班需重新鑑定嗎？

Ａ：需要重新鑑定。

因為資優班類型不同或是就學階段不同都要重
新鑑定。例：國小一般智能→國中學術性向(資優班
類型不同)；國小創造能力→國中創造能力(就學階
段不同)。



二、桃園市資優班類別簡介

Ｑ：資優生可以改安置(轉學)至其他類型資優班就
讀嗎？

Ａ：不可以。

因為資優班類型不同、鑑定方式不同，所以不
能改安置(轉學)其他類型資優班。例：國小創造力
資優生不能改安置(轉學)至國小一般智能資優班就
讀。



三、鑑定簡章摘要內容

詳細資訊請參閱簡章，簡章可至西門國小網站下載，並
確認下載之簡章為「桃園市111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
優異學生鑑定簡章」



三、鑑定簡章摘要內容

簡章摘要內容說明的部分，分別是：

1. 提出初選申請、鑑定：簡章第2-3頁

2. 提出複選申請、鑑定：簡章第3-4頁

3. 辦理報到：簡章第4頁

4. 資優生安置同意書（附件九）：簡章第16頁



三、鑑定簡章摘要內容

1. 提出初選申請：簡章第2頁

(1)申請時間：2/16(三)、2/17(四)、2/18(五) 9：00~15：00

(2)申請地點：西門國小一樓視聽教室 (若有異動將於校門口公告)

(3)繳交資料：推薦表、
初選申請表(請貼2吋脫帽半身照片)

初選鑑定證(請貼2吋脫帽半身照片)

戶口名簿或 3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影本各1份)

學生在學證明正本(可向原學校教務處註冊組申請)

限掛回郵信封(請貼妥郵資35元，並正楷書寫學生姓名、

郵遞區號、收件地址、家長手機號碼)

報名費800元

上述資料請單面列印、依序排列，並檢查資料是否已填寫完整，以節省
報名時間，避免來回奔波。



三、鑑定簡章摘要內容

2.初選鑑定：簡章第3頁

(1) 鑑定日期、時間: 3/12(六) 8:30報到 9:00施測

(2) 鑑定地點:西門國小

(3) 施測方式:團體測驗

(4) 攜帶用具: 鑑定證、2B鉛筆、橡皮擦

有關鑑定初選詳細內容請依據
「111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優鑑定簡章」規定辦理



三、鑑定簡章摘要內容

3. 提出複選申請：簡章第3頁

(1) 適用對象：通過資優鑑定初選者

(2) 申請時間：3/30(三) 9：00~15：00

(3) 申請地點：西門國小 視聽教室(若有異動將於校門口公告)

(4) 繳交資料：複選申請表(請貼2吋脫帽半身照片)

複選鑑定證(請貼2吋脫帽半身照片)

初選結果通知單、
限掛回郵信封(貼妥郵資35元，並正楷書寫學生姓名、

郵遞區號、收件地址、家長手機號碼)

報名費1200元

健康聲明切結書



三、鑑定簡章摘要內容

4.複選鑑定：簡章第4頁

(1) 適用對象：通過資優鑑定初選並完成複選申請者

(2) 鑑定日期、時間：4/9 (六) 8：30~至測驗結束報到時間另行公告

(3) 申請地點：西門國小

(4) 攜帶資料：複選鑑定證

有關鑑定複選詳細內容請依據
「111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優鑑定簡章」規定辦理



三、鑑定簡章摘要內容

5. 辦理報到：簡章第4頁

(1) 適用對象：通過鑑定複選者

(2) 報到時間：公告錄取後至 4/29(五) 前

(3) 報到地點：西門國小輔導室

(4) 繳交資料：複選鑑定證、
複選結果通知單、
安置同意書（簡章附件九）



三、鑑定簡章摘要內容

6. 資優生安置同意書(附件九)：簡章第16頁

通過鑑定後，家長有三種方案可以選擇，以下就三種方案說明:

方案一、接受分散式資優資源班安置，就讀西門國小普通班

(1)每週部分時數到資優班接受資優教育服務，
其餘時間在普通班上課。

以本校資優生為例，每週約有6~8節課(含早自習)在資優資源班接受
資優教育服務，其餘時間在普通班接受教育。

(2)非西門國小學生請在規定時間內辦理轉入手續，
學生之手足亦可申請轉入本校就讀，直接辦理轉學手續不需遷移戶籍。
(桃園市國民中小學學生轉入實施要點第12條)

(3)資優生能接受較完整的資優服務且能與其他資優同儕共同學習。



三、鑑定簡章摘要內容

6. 資優生安置同意書(附件九)：簡章第16頁

方案二、接受資優教育方案服務。

（原學校未設該類資優班，於原學校部分時間接受資優教育方案）
(1) 就讀原學校，學生不用轉學，由原學校擬訂資優教育方案，向教育局提出

申請。

(2) 依據學生的適應情況與表現提供支持性策略，較無法提供系統化的資優課程，
適合無固定課程需求者。

(3) 課程內容、上課方式、時間、地點等，由原學校視整體資源，
如：師資、學生人數、學習需求、學校課程發展等統籌規劃之。



三、鑑定簡章摘要內容

這兩種實施方式的差異？

實施方式 服務對象
平均每週
服務時數

教師資源 課程內容

分散式資優
資源班

通過鑑定
之資優生

時數固定
且較多

較充足 有系統性

資優教育方案
視方案的
招生對象

視方案規
劃的時間

方案授
課教師

視方案課
程規劃



三、鑑定簡章摘要內容

6. 資優生安置同意書(附件九)：簡章第16頁

方案三、放棄安置

(1)不接受分散式資優資源班安置、不接受資優教育方案服務，
也就是學生就讀原校，不接受資優教育服務。

(2)若選擇「放棄安置」後，則無法再更改成安置方案一或方案二，
選擇時請審慎考量。

針對上述三種方案，建議選擇「方案一」可以享有較完整
的資優教育服務。



四、鑑定期程

項目 期程 時間 地點

初選申請 2/16(三)、2/17(四)、
2/18(五)

9:00~15:00 西門國小

初選鑑定 3/12(六) 8:30報到 西門國小視聽教室

初選結果公告 3/22(二) 17:00 桃園市教育局、桃園
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西門國小網頁

複選申請 3/30(三) 9:00~15:00 西門國小視聽教室

複選鑑定 4/9(六) 報到及評量地點：4/8
17：00前公告。

複選結果公告 4/19(二) 17:00 桃園市教育局、桃園
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西門國小網頁

安置學校報到 4/29(五)前 9:00~15:00 西門國小



五、提問、對話、互動

Ｑ：資優生會不會因資優班課程影響普通班學習成效？

Ａ：視學生個別狀況而定，多數學生都能適應，
不受抽離普通班少數課程影響學習成效。

建議學生:

(1)可以先預習普通班課程，如果有不會的內容，主動
尋求協助、解決問題。

(2)主動詢問同學課堂進度，利用時間完成作業。

(3)調整學習方式，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



五、提問、對話、互動

Ｑ：三年級經過鑑定後，四、五、六年級還需要鑑定
嗎？

Ａ：

不用，資優鑑定是以教育階段來分段，所以
小朋友到了六年級要升國一時，若國中階段
有考慮要上資優班，則還需要再次鑑定，國
小則否。



五、提問、對話、互動

Ｑ：若是資優班的課程抽離了原班的課程，要如何補
課？

Ａ：

1.原則上資優班與普通班的課程是分離的。

2.學生抽離原班的數學課來資優班上數學領
域的課程內容、歷程與評量方式皆不相同。



五、提問、對話、互動

Ｑ：原班的進度怎麼辦？

Ａ：

培養小朋友負責任的態度，想辦法補齊上課
進度與需補交的作業。



五、提問、對話、互動

Ｑ：資優班的成績如何計算？
Ａ：

1.資優班也有學期成績單，老師會依照不同
的課程給與不同的觀察表現向度。

2.但成績單的目的是讓家長與學生了解一學
期的學習狀況，此成績與普通班的成績無關。

3.若是遇到全科抽離的狀況，則會由資優班
彙整學生的課堂表現成績轉換回普通班的分
數。



五、提問、對話、互動

Ｑ：為什麼我的小孩這麼皮、講不聽、意見很多、老
師很頭痛、家長也很頭痛、我該怎麼辦呢?



感謝您的聆聽！
簡章、鑑定疑問諮詢如下：
西門國小 3342351分機61、64
大華國小3232664分機610、223
義興國小4913700分機610、611
新埔國小3162972分機610、615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3322101分機7583、7581
桃園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3698170分機162、163

西門課程諮詢：334-2351分機68 / 資優班辦公室

111學年度鑑定簡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