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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鑑定的目的



使學校對學習能力優異或具潛能的資優
學生，提供適性教育的機會，使其在彈
性化的教材教法下，充分發揮學習潛能。

一、辦理資優鑑定的目的



資優教育實施方式簡介



根據特殊教育法第35條---

國民教育階段 (國中、國小 )資優教育
實施方式，依「分散式資優資源班」、
「資優教育方案」二種方式辦理，以下
就實施方式說明︰

資優教育實施方式簡介



資優教育實施方式簡介

1. 分散式資優資源班 (以下稱資優班 ) 

安置於學校普通班就讀之資優生，大部
分時間在普通班上課學習。
依其學習能力與需求安排部分時間到特
殊教育班 (即分散式資優資源班 )接受資
優教育課程與服務。



資優教育實施方式簡介

2. 資優教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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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教育方案）。



桃園市資優資源班類別簡介



桃園市資優班類別簡介

一般智能與創造能力資優班的差異?

班型 資優生定義 鑑定基準(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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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章內容

詳參本市112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暨創造能力資賦優
異學生鑑定簡章，下載處如下：

1.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網頁
2.桃園市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報名系統
3.桃園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網頁
4.本市各國小網站



鑑定期程(一般智能)
項目 期程 時間 地點

初選報名 2/13(一) 9:00 ~ 2/15(三)~16:00 線上報名系統或可至義興國小、西門國小、新埔
國小及大華國小之現場由學校人員提供報名諮詢
及協助

初選鑑定 3/11(六) 8:30報到 義興國小

初選結果公告 3/22(三) 17:00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桃
園市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報名系統及義興
國小網站

複選報名 3/27(一) 9:00 ~ 3/29(三)16:00 線上報名系統或可至義興國小、西門國小、新埔
國小及大華國小之現場由學校人員提供報名諮詢
及協助

複選鑑定 4/8(六) 義興國小

複選結果公告 4/18(二) 17:00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桃
園市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報名系統及義興
國小網站

安置學校報到 4/28(五)前 9:00~16:00 義興國小



鑑定期程(創造能力)
項目 期程 時間 地點

初選報名 2/13(一) 9:00 ~ 2/15(三)~16:00 線上報名系統或可至山豐國小及青溪國小之現
場由學校人員提供報名諮詢及協助

【管道一】
初選鑑定

3/12(日) 9:30 山豐國小

初選結果公告 3/22(三) 17:00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桃園市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報名系統及
山豐國小網站

複選報名 3/27(一) 9:00 ~ 3/29(三)16:00 線上報名系統或可至山豐國小及青溪國小之現
場由學校人員提供報名諮詢及協助

【管道一】
複選鑑定

4/9(日) 9:30 山豐國小

複選結果公告 4/18(二) 17:00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桃園市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報名系統及
山豐國小網站

安置學校報到 4/28(五)前 9:00~16:00 山豐國小



一般智能資優學生鑑定



桃園市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優學生鑑定

112學年度一般智能資優鑑定採初選團體測驗
及複選個別智能測驗兩階段方式辦理。



申請資格

就讀桃園市之111學年度公私立國民小學二年級學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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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定流程

未通過

未通過

通過

通過

符合報名資格之學生

初選報名時間：112年2月13日(一)9：00至112年2月15日(三)16：00止

初選
團體
測驗

複選
個別
智力
測驗

於原學籍學校接受國民教育

公布通過鑑定名單：112年4月18日(二)下午5點，
通過鑑定學生得申請接受桃園市政府核定之一般
智能資賦優異資源班或資優教育方案服務。



一般智能資優鑑定重要日程

請留意報名時間

報名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





報名表件填寫說明



初選
1. 鑑定費用：新臺幣800元整
2. 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戶免繳報名費(須先上傳區公所核發有效期間之證明及戶口名

簿電子檔)
3. 申請特殊試場服務者，於線上報名後，須於112 年2月16 日 (四 ) 9:00 至16:00

繳驗審查資料正本至義興國小。
4. 繳費方式及時間：請於 112 年2月15日 (三 )23：00前以下列方式擇一完成繳費
(1) 自動提款機 (ATM)
(2) 線上轉帳
(3) 列印繳費單至超商或銀行臨櫃繳交

考生填寫報名資料及上傳相關文件資料，繳交報名費後，始完成報名作業。

郵局繳費也可以喔！



複選

1. 鑑定費用：新臺幣1,200元整
2.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免繳報名費(經初選審查相關資料由系統自動代入)

3. 繳費方式及時間：請於 112 年3月29日 (三 )23：00前以下列方式擇一完
成繳費

(1) 自動提款機 (ATM)
(2) 線上轉帳
(3) 列印繳費單至超商或銀行臨櫃繳交

考生填寫報名資料及上傳相關文件資料，繳交報名費後，始完成報名作業。

郵局繳費也可以喔！





推薦表
專家學者、教師、學生家長或學生自我推薦



鑑定報名表
2吋照片

依序排列繳交資料，無則免附、有需上傳



2吋照片



特殊鑑定試場服務需求
身心障礙學生：
1.IEP中與需求相關
資料影本
2.鑑輔會安置建議書

112年2月16日(四)上午9點至下午4點親自或委
託繳驗相關資料至義興國小



健康聲明切結書

請自行於報名系統下載列印並填
寫，於鑑定當日攜帶至試場



防疫措施應繳交下列文件注意事項

階段 本表填寫及下載時間

初選 112年3月7日(二)9：00至3月11日(六) 9：00

複選 112年年4月4日(二) 9：00至4月8日(六)13：00

請至桃園市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報名系統下載列印
https://www.elemgiftedness.tyc.edu.tw

學生應據實切結個人健康狀況並於下列時間下載列印填寫健康聲明切結書(簡章附件十)



鑑定證

請自行下載列印

請記得鑑定測驗日期、
時間及地點



複選報到時間將於4月7日(五)下午5時前公告



鑑定注意事項



附則

一、在鑑定過程中，如發生任何爭議事項，由鑑定小組審議。
二、如遇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而導致報名、初選、複選日程及地點需更改，將公告

於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義興國小網站及桃園市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
鑑定報名系統，考生不得提出任何異議。

三、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考生應於桃園市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報名系統下載並填
寫「健康聲明切結書」(附件十)，於應試當日繳交健康聲明切結書。

四、測驗當日學生如突遇緊急狀況或疾病，承辦學校得視情況調整考程或安排特殊試場。
五、申復方式：學生或其監護人、法定代理人對於鑑定結果不服者，應於鑑定結果公告之次日起20

日內（含例假日），填具「桃園市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申復書」，以限時掛號郵寄
或親送至「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收」（330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樓），信封上註
明「申復書」字樣，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申復書請至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公務檔案專
區下載）

六、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由鑑定小組決議辦理。



創造能力資優學生鑑定



桃園市國民小學創造能力資優學生鑑定

112學年度創造能力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採管道一
(測驗方式)及管道二(書面審查)兩階段方式辦理。



申請資格

就讀於桃園市之111學年度公私立國民小學二
年級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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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者專家、指導教師、學生家長長期觀
察（觀察期間至少一學期）或學生自我推薦者。







鑑定流程

【管道二(書面審查)】未通過者，
可報名【管道一(測驗方式)】初
選鑑定，112年3月7日(二)9：00

至3月12日(日)9：30前逕至桃園
市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報
名系統下載健康聲明書及鑑定證，
直接參加【管道一】之初選鑑定



管道一測驗方式
採初選及複選兩階段
測驗地點：山豐國小

鑑定費用：初選新臺幣800元整；複選新臺幣1,200元整



管道二書面審查

近三年(109年2月16日

至112年2月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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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前三等獎項者



書面審查創造發明作品
貢獻說明表

申請管道二者，請將「書面審查創造發明作
品貢獻說明表」及查驗相關佐證資料正本，
於112年2月16日(四)9：00至16：00親自或
委託繳交至山豐國小



創造能力資優鑑定
重要日程

請留意報名時間

報名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



請留意測驗時間



請留意報名時間及測驗時間

報名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



鑑定報名表

2吋照片



2吋照片



特質檢核表

創造能力優異能力觀察量表請由專家
學者、教師或學生家長勾選
創造能力表現具體事蹟請由推薦人以
簡明文字描寫並簽名



特殊試場服務需求

身心障礙學生：
1.IEP中與需求相關
資料影本
2.鑑輔會安置建議書

112年2月16日(四)上午9點至下午4點親自或委
託繳驗相關資料至山豐國小



健康聲明切結書

請自行於報名系統下載列印並填
寫，於鑑定當日攜帶至試場



防疫措施應繳交下列文件注意事項

階段 本表填寫及下載時間

初選 112年3月7日(二)9：00至3月12日(日)9：30

複選 112年年4月4日(二) 9：00至4月9日(日) 9：30

請至桃園市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報名系統下載列印
https://www.elemgiftedness.tyc.edu.tw

學生應據實切結個人健康狀況並於下列時間下載列印填寫健康聲明切結書(簡章附件十)



鑑定證

請自行下載列印

請記得鑑定測驗日期、
時間及地點



請自行下載列印

請記得鑑定測驗日期、時
間及地點



112學年度國民小學
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均採線上報報名
報名系統網址：https://www.elemgiftedness.tyc.edu.tw



學生安置報到或資優服務申請



方案一、安置分散式資優資源班

選擇方案一者，請於112年4月28日(五)前9：00至16：00持複選鑑定證、複選結
果通知書及安置申請書向各安置學校(一般智能為義興國小、西門國小、大華國小
或新埔國小；創造能力為山豐國小及青溪國小)辦理報到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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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教育
方案)。

(1)就讀原學校，學生不用轉學，由原學校安排資優輔導服務。

(2)課程內容、上課方式、時間、地點等，由原學校統籌規劃。

PS：選擇資優教育方案者，請將複選鑑定證(影本)、複選結果通知單(影本)及安置申
請書於112年4月28日(星期五)前寄(繳)回承辦學校(一般智能為義興國小輔導室；創
造能力為山豐國小輔導室)。



方案三、放棄安置 (放棄鑑定通過及安置資格)

(1)不接受分散式資優資源班安置及資優教育方案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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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時請審慎考量。

PS：放棄安置者，請將複選鑑定證(影本)、複選結果通知單(影本)及安置申請書於
112年4月28日(星期五)前寄(繳)回承辦學校(一般智能為義興國小輔導室；創造能
力為山豐國小輔導室) 。



Q&A



ㄧ、認識資優生
Q：我可以透過哪些管道來增加對資優孩子的瞭解？
A：除了坊間有許多資優教育相關的書籍，桃園市資優教育資源

中心(武陵高中)亦會定期舉辦資優親職講座，提供家長增能、
了解資優生特質的機會。若想了解資優相關問題可致電至桃
園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武陵高中)(03-3698170分機150)詢
問。

Q：資優學生有哪些特質需要注意呢？
A：(1)認知的特質：學習快、記憶強、觀察微、善理解、知識豐、

思想奇、疑問多、策略靈。
(2)情意的特質：理想多、期望高、自信強、要完美、喜冒險、

易堅持、樂獨立、少順從。
(3)生理的特質：精力旺、作息繁、感覺銳、風格異。具有豐

厚的學習潛能，要求完美的傾向與旺盛的精力。

Q & A ---



二、資優鑑定報名
Q：非本國籍的學生是否可報考？
A：目前需符合就讀桃園市之111學年度公私立國民小學二年級

學生才可報考。

Q：請問參加資優鑑定，事前需要準備或補習嗎？該如何準備？
A：資優鑑定評量的是孩子的潛在能力或平常的學習表現，所以

事前並不需要特別準備；家長和孩子只要抱持平常心參加即
可。

Q：是否可以要求瞭解孩子參加國小資優鑑定之測驗工具、測驗
成績及施測人員？

A：為確保鑑定評量之公正、客觀性及保密原則，不公布測驗工
具、答案、成績及施測人員資料。

Q & A ---



三、通過資優鑑定與安置

Q：如果通過資優鑑定，一定要轉學到有資優班的學校就讀嗎？
A：除轉學至有資優班之學校就讀，也可以由原校根據校內師

資專長提供「校本資優教育方案」或參加全市各資優班辦
理之「區域資優方案」。

Q：小學資優生到國中還要重新鑑定嗎？
A：需要，資優生身分於跨階段皆須重新鑑定。

Q & A ---



感謝聆聽
敬祝貴子弟順利通過鑑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