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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在竹園— 

從優秀邁向卓越的臺南一中 

 

 

歐陽佩婷 

國立台南第一高級中學 

 

施慶芳 

鷺江國中 

 

本文旨在介紹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資優教育之推行概況與亮點。透過實地

參訪臺南一中、訪問資優班導師、任課老師、以及學生，來了解資優班任課老師眼

中的資優生，以及資優生如何看待學校為他們規劃的資優教育服務。本文後半分析

該校資優教育優勢、與當今面臨之挑戰，最後提出建言，盼在政策面與學校執行面

皆能有完善的配套措施，共同提升資優教育服務的品質，培養為國家社稷服務之傑

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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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學校概況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以下

簡稱臺南一中）成立於 1922 年。位於

臺南市東區，緊鄰成功大學與臺南火

車站，地處府城核心，交通便利。主

要招收男學生。2009 年，與成功大學

合作，創辦科學班，招收國內青少年

菁英學生，男女兼收，厚植國家高素

質科技人才基礎，每班 30 人。 

臺南一中校園地勢較高，清領時

期舊稱西竹圍、日治改屬竹園町，故

別稱「竹園岡」。日治時期施行市區

改正計畫，開闢勝利路，將校園分為

本部教學區和二部體技區；現本部與

二部間以地下道連結。 

臺南一中校地面積 8.3057 公頃，

校內多處古蹟、文物、大型藝術雕塑

以及老樹林立，校園優美，如詩如畫。

設有校史室與竹園岡文物館，校園文

化保留完整，為學生營造出人文、歷

史、藝術豐富之校園環境。 

臺南一中跨領域結合推出「縱覽

博觀、學究古今」博物館課程，於

2018 年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金質獎。

103 學年度起由跨領域學科規劃，結合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奇美博物館等

在地博物館資源，推出博物館課程，

104 學年度就以竹園岡文物館為實務，

帶領學生從文物修護保存與典藏，引

導學生從做中學。一中學子在這樣的

教育氛圍成長，在精進學科知識的過

程中，還能深度涵養出人文胸懷。 

校園設有國際會議廳、視聽教

室、論壇教室及大小禮堂，作為文藝

展覽、校園講座、學生專題研究討論、

學術交流發表之場地。 

學校分別在綜合教育大樓以及

人文教育大樓分別設置寬敞舒適的自

習空間，提供高一與高二、高三之學

生於平日夜間、週末假日溫書自習；

另為便利外縣市優秀學子就學，臺南

一中設有竹園岡男生宿舍提供住宿。 

臺南一中師資結構完整，具有

博士學位教師佔 6.1%，碩士學位教師

佔 75%，兩者占全體教職員之 80%以

上，另有 9%也受過研究所 40學分班的

訓練。全校有 2,169 位學生，每個年級

十九個班，除了十六個普通班以外，

設有數理資優班（以下簡稱數資班）、

語文資優班（以下簡稱語資班）、科

學班各一班；普通班每班 40至 42人，

數理資優班、語資班及科學班每班招

收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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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優班成立背景 

民國71年台灣開始落實推動資優

教育、為國作育英才的潮流；臺南一

中於民國76年成立數理資優班。接著

為因應世界趨勢，放眼國際，搭上世

界脈動，於民國93年成立語文資優班。

盼透過語文、數理並重的教學課程，

培養能力出眾且具備國際視野的卓越

人才。 

貳、推動概況：從優秀到卓越 – 加深、

加廣、加速  

臺南一中的教育理念為『科學為

經、人文為緯』。除了校內環境優美

具人文氣息。府城古蹟豐富，緊鄰成

功大學，有豐沛的學術人文資源可共

享運用。 

臺南一中資優教育之推動分為以

下四方面來說明。 

一、數理資優教育：加深、加廣學習 

與成功大學合作，結合科學教育

與科技產業，整合高中、大學教育與

產業實力，厚植國家高科技人才基礎，

聘請大學教授及研究員，設計特色課

程，拓展學生視野。例如，與工業衛

生學科暨環境醫學研究所毛彬旭博士

候選人合作協助學生進行科學實驗，

如圖一所示。 

數理專題課程方面：培養邏輯思

考、科學及資訊之運用理解、文化涵

養、組織領導等能力，啟發科學潛能。

科學實驗課程方面：建置科學教育大

樓，提供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

學最先進的實驗場所。為落實實驗課

程，讓學

生在動手

實作中實

踐科學理

論，厚植

科學學養。

設立創發教

室，培養學生設計創作工藝機械的能

力；建置天文台與星象館，使學生能

學習、領略天文之美。 

二、語文資優教育、社會人文教育：

加深、加廣學習 

英語文課程部分，內容以聽、說、

讀、寫為主軸，指導學生以英文為工

具，鑽研各領域學門，輔以卓越的數

理、自然科學課程。另外聘請外籍教

師進行協同教學，加強語言表達能力

及文化涵養，深化英語學習， 

文學探索教育方面，除規劃課程

帶領學生參訪文學館及作家史蹟，使

學生更加瞭解台灣文學特色。藉由走

圖 1 學生進成功大學實
驗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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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在地鄉土，並讓學生實際創作，將

文字創作與生活經驗緊密結合。 

而在人文社會課程方面，參與

高級中等學校人文及社會科學基礎人

才培育計畫，與成功大學合作，高一、

高二每學期由成大人社計畫辦理人文

社會為主題之校外教學，並安排人文

社會學院各科系教授於專題時間開設

講座課程。 

三、加速學習 

針對數理與語文等特殊性向學

生規劃適性課程，擬定『免修課程鑑

定計畫』、『縮短休業年限鑑定作

業』。學生在學期初可透過以下流程，

申請各科免修鑑定，鑑定內容則由申

請免修學生的任課老師共同命題。通

過免修鑑定的學生，需撰寫自學計畫

紀錄表，繳交給該科任課教師與特教

組審核。 

四、數理暨語文資優班升學樣貌 

近三年升學數據顯示無論是數

資班或語資班學生，科系選擇皆以二、

三類組科系為主，穩定維持在八成左

右。值得注意的是，申請到國外大學

就讀的比例由 106 學年度的 1.7%，到

107 學年度升高至 5.6%，顯示國內人

才開始外流的趨勢。 

參、特色與亮點 – 全方的展現 

臺南一中身為歷史悠久的名校，

學風自由、鼓勵學生探索自我潛能，

盼能建立『人文社會與數理科技生機

對話的全台首學，藝術生活與健康生

命盎然活出的經典杏壇』。臺南一中

資優教育的特色與亮點可分為以下幾

個面向來說明： 

一、竹園學術講座 

為充分發展學校及友校學生潛

能、提升學生研習數理及英文學科的

興趣，增進數理及英文學科學識水準，

以厚植做學問的基礎，並充分落實多

元智慧教育的成效。增廣學生各科學

習方式、空間，培養發掘、解決問題

的能力，營造一個有助於科學探究的

學習環境，並輔導社區數理及英文學

科成就優異學生，透過專家指導開闊

知識領域。並採不定期方式邀請各領

域專家學者進行座談、與學生對話，

例如：邀請高科技經營者與藝術工作

者暢談人文價值、邀請生態保育學者

與社會學學者探討台灣未來發展等，

使學生接觸第一手科學新知，與時代

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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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題課程與人才培訓、參與奧林

匹亞科學競賽 

資優班在高一與高二每週皆安排

專題課程，學生可根據自己性向興趣

選擇各科專題，進行獨立研究，由資

優班任課老師指導，高二下學期進行

專題發表。以語文資優班為例，國文

專題的學生

在指導老

師與國文

科團隊的

指導下，

用高一上、

下學期的

時間，共同編輯『含英咀華教材』，

如圖二所示，作為全校學生專屬的文

學補充教材，除文本外，還提供『作

者簡介』、『文章賞析』及『激盪問

答』和『寫作擂台』，引發學生深層

理解並與寫作進行結合。 

 

人才培訓方面，擔任資優班之各

科任課老師均鼓勵學生參加各項校內

外學科競試、科學、社會人文營隊等。

獲選為代表選手之優秀學生，由該科

老師組成培訓團隊，進行為期數月之

選手培訓。 

此外，學生參加各項國際奧林匹

亞競賽皆有優異的表現，近五年

（2013 至 2018）在數學、生物、地球

科學、化學、地理等項目，多次榮獲

金牌、銀牌與榮譽牌等獎項，顯示資

優學生在教師團隊用心指導之下，發

揮潛能，為國爭光的合作成果。 

以數學奧林匹亞為例，在分區競

賽前，數學科教師組成培訓團隊，分

工輪值選手培訓時間，於每天上午七

點至八點培訓校內正取、備取選手，

全國賽選手出線後，再由該選手之數

學任課教師進行重點密集培訓。 

語文資優方面，以全國高中英語

辯論賽為例，每年年初甄選出三至六

位選，由英文科組成培訓團隊，進行

為期數月之培訓，利用每日午休或第

八節時間，指導學生思辨技巧、英語

表達能力、以英語練習交叉質詢、團

圖 3 全國高中英語辯論比賽 

全國冠軍 

圖 2 含英咀華書籍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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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合作，深入進行辯題正（反）方研

究、準備英文辯論稿。賽前辦理分區

校際友誼賽，與友校辯論選手於賽前

實戰演練，由參賽學校指導老師跨校

合作指導，鍛鍊選手在辯論場上議題

論戰之深度與辯論技巧。 

2017 年臺南一中首次參賽，即獲

得全國高中辯論賽南區冠軍，參賽同

學六位當中有三位獲得個人最佳、優

良辯士獎；2018 年第二次參賽，除了

蟬聯南區冠軍，六位選手亦有三位榮

獲個人最佳、優良辯士獎，晉級全國

賽之後，更進一步獲得全國冠軍。在

英語全方位人才的培訓方面獲得亮眼

的成績。  

三、社團：創意、領導力發揮的極致 

除了投入學術領域的探究以外，

社團經營是最容易讓資優班學生展現

運用資優能力、發揮創意與領導力的

舞台，因此在社團經營上也時有突出

的表現。以青年社與社團活動組為新

生製作社團特刊「竹筍」，並設計

「一中大辭典」，傳承學生間流傳的

用詞，生活及趣味兼具，讓一年級新

鮮人進入學校的第一天，就能迅速融

入校園文化。青年社每年亦出版一本

校刊，以民國 107年為例，『時跡（竹

園岡 171）』內容除了探討時下年輕人

有興趣的主題外，還有科普新知、社

團、學校老師專訪，以及『竹園』文

藝獎的得獎作品。內容圖文並茂，是

本用心結合高中生活與社會觀察並兼

顧文學性的學生刊物。 

模擬聯合國社團更是充滿了英語

文表達能力優異的各類資優學生，幹

部能自行規劃每學期社團課程，指導

新進社員，每年辦理不同規模之模擬

聯合國活動，與全台各高中進行交流。

現在更向下紮根至國中，從 2018 年起

校內模擬聯合國社團開始辦理給國中

生認識模擬聯合國的營隊，讓國中學

生亦能學習國際現況、培養思辨能力，

開拓國際視野。 

肆、資優生眼中的資優教育 

臺南一中資優班的同學普遍都表

示蠻喜歡學校目前規畫給資優班學生

的各種課程與活動、講座等安排，亦

感謝有此制度能讓他們有加深、加速

與加廣之學習，能激發他們的潛能，

投入喜歡的領域學習與研究，會持續

推薦優秀的學弟來報考臺南一中資優

班。 

高二語資班的吳同學表示：「語

資班比普通班多了成大教授講授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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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方面為主題的講座以及英文課的

外籍教師協同教學。雖然語資班在學

校的課程規劃中是自然組，表面上，

人文社會的課程安排看來衝突，學生

們反而認為這是接觸多元領域的好機

會。可藉此了解非擅長領域的知識，

學習由不同觀點切入來作學問的見解、

能啟發個人視野。」 

高二數資班的蔡同學分享：「數

資班比普通班多出每週三節的專題研

究課，可以讓學生自由選擇喜歡的科

目和主題進行深入、長期的課外探討，

給學生充分鑽研感興趣的領域，可培

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此外，多數同

學的學習態度積極，較能刺激同儕之

間的競爭意識與潛能，營造在學術上

良性競爭的環境。」 

伍、臺南一中在資優教育發展上的優

勢 

一、傳統名校 — 選才無虞 

臺南一中身為傳統國立高中名校，

是各區域優秀學生想踴躍報考進入的

學校，尤其每年科學班、資優班之報

考狀況，錄取率低、競爭激烈，因此

能挑出臺南甚至高雄地區優秀之人才

前來就讀。辦學績效佳，升學成果亮

眼。以 2018年為例，學測有 10人滿級

分，70 級分以上的學生有 150 名，全

校均標是 63 級分，因此臺南一中學生

逾半數學生成績超越全國頂標。 

二、府城古都即教室 

臺南一中地處臺南市中心，緊鄰

成功大學、臺南火車站、成大醫院以

及市區內各古蹟、博物館（例如知事

官邸、孔廟、赤崁樓、臺灣文學館、

美術館等），皆為步行可達之距離，

除了校內硬體設施，校外社區與學術

產業資源豐富。 

三、校友協助學校課程發展與規劃 

臺南一中孕育出政治、學術，藝

文、傳統產業、新創產業等各領域傑

出校友。奧斯卡最佳導演李安、立法

院長王金平、總統陳水扁、中研院院

長翁啟惠、台北醫學院創辦人徐千田、

統一超商總經理徐重仁、知名作家侯

文詠醫師、新創產業 Pinkoi 創辦人顏

君庭、多位中研院院士及各大學及醫

學院院長、校長，大學教授，在臺南

地區行醫、從事教育行業者，更是無

法計數。校友挹注學校硬體資源及獎

學金，不遺餘力。校友會力量強大，

各地校友都非常願意為母校服務，回

校演講、指導學弟妹專題、模擬面試，

提供工作見習、參訪機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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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資優教育面臨的挑戰 

一、資優班老師眼中的資優生 

1.資優教育在男校 

由於數理與語資班與普通班一樣，

都招收男生。資深的資優班任課老師

長期觀察下來，發現男同學普遍較喜

歡參與個人型競賽，例如各科奧林匹

亞競賽、數學能力競試一向競爭激烈，

但願意長時間投入做與同學合作做科

展、小論文的學生相對少，需要老師

們循循善誘才願意投入。但因資優班

的發展重點項目之一就是專題研究，

若學生興趣缺缺，老師在課程推動上

會頗感滯礙。 

2.資優亦或是績優？ 

資優班導師觀察到班上學生成績

表現優異者，往往是從小在家長的栽

培下，一路超前補習、甚至重複補習

各個學科而得來的，儘管導師或任課

老師能判斷出真的具有資優特質的學

生，希望能在高中階段引導學生培養

自主規劃學習之能力，避免將時間耗

費在補習上，但學生往往會覺得不補

習就失去安全感，加上許多家長也認

同孩子「需要補習」，因此資優班老

師想推動資優學生放下補習，培養自

主規劃學習目標的構想，還有很長的

路要走。 

筆者以及同仁亦觀察到，若想破

除績優或假資優之問題，必須從招生

方式開始做起，在各項檢定、考試、

實作評量等鑑定流程中，就必須有測

出資優能力的專業設計，才能招收到

具有主動思考、主動學習能力，真正

資優而非績優的學生。 

3.因應資優生特質 — 耐心陪伴、謹慎

引導 

資優學生的高敏感特質、過度激

動特質、完美主義傾向，能幫助其在

學習上展現優異的表現，但一旦在生

活中遇到無法控制的挫折或失敗時，

則更難加以輔導。筆者訪談幾位任課

資優班的同仁，普遍感受到男學生多

不擅言詞表達問題根源或內心糾結、

甚至傾向壓抑情緒，或者採用過激的

防衛機制態度與他人產生衝突。資優

班的任課老師必須要了解資優學生特

質以及運用耐性與專業，才能適切引

導學生解決核心問題。 

二、語資班當第三類組、引入人社計

畫資源 — 四不像之疑慮？ 

語資班規劃為第三類組之配課方

式，為因應臺南一中學生特性，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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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行之有年。歷屆語資班學生在

導師與任課老師的用心指導之下，學

生在各個學科表現都頗為優異，因此

在選擇大學校系時，學生在校系的選

擇上彈性很大，也因為選系比例上還

是以二、三類組居絕對多數，課程規

劃就一直以這個方式進行。 

語資班學生若明確決定要選擇就

讀社會組的科系，通常會在高二下或

升上高三時選擇轉出語資班，而進入

社會組普通班。轉組過程，親、師、

生三方皆會充分之溝通與輔導，使學

生能盡快適應融入新班級。 

教育部於 104年起，為提前養成人

文及社會科學人才扎根，培育學生人

文暨社會關懷素養，推動高級中等學

校人文及社會科學基礎人才培育計畫，

開放由設有人文及社會科學（含語文

類）資優班或實驗班之公私立高級中

等學校提出申請，臺南一中語資班即

在當時申請加入該培育計畫。南區由

成功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負責執行此計

畫，高一上、下學期、以及高二上學

期，安排人文社會主題講座，由成大

教授授課。高一、高二每學期辦理校

外教學，由成功大學歷史系李匡悌教

授與其助教團隊帶隊。導師或任課老

師也能利用此計畫資源，為學生規劃

探索性向、開拓學習視野之校外參訪

或講座。此計畫使語資班原本偏第三

類組之學習內容，增加了社會人文科

學領域的學習。 

筆者在資優教育學分班進修期間，

時有機會與教授與老師們在課堂上探

討臺南一中語資班以上所述之執行概

況，因為不像多數傳統語資班的課程

規劃與人才培育方式，乍聽之下有許

多不妥之處，但因應現代社會潮流，

加上歷屆學生親身體驗分享，其實這

樣的安排反而讓一中語資班的「自然

組」學生能接受不同領域知識的刺激，

將來在選擇研究路線、大學科系、甚

至就業時，能夠具備有別於一般語資

學生的涵養與視野。 

但目前因應 108課綱上路，各校陸

續調整課程規劃之際，語資班的課程

規劃有必要再重新檢視，做出對未來

臺南一中學生更有助益的安排。 

三、人才外流 — 資優教育僅能在臺灣

走到高中？ 

近年世界各地名校大學來到臺南

一中招生的頻率越來越高，中國、香

港、日本等地之名校尤其踴躍。優秀

學生被海外大學強勢的招生宣傳與優

渥的條件吸引，競爭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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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臺南一中，臺灣許多高中優

秀學生認為，到海外就讀能獲得比在

臺灣更寬闊的視野，能更具備國際競

爭力，這股人才外流的情況會愈嚴重，

國內高教應警惕。 

往年臺南一中申請赴大陸的學生，

每年原本只有一、兩人，到了 2018 年

增加到 12 人，申請的學生成績優異，

申請大陸一流的大學像是北大、清華、

交大等。這個學期筆者就已幫高三資

優班學生寫了三至四封申請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的推薦信。 

臺灣目前少子化之趨勢，菁英人

才更加寶貴，這股海外就讀大學的風

潮雖然不至於做出菁英人才完全外流

的偏頗結論，卻也顯示臺灣資優教育

培養出來的菁英人才已獲得國際認可。

盼資優教育服務到高等教育階段，能

提供更具國際競爭力的品質教學、與

豐沛的研究資源與環境，留住菁英人

才充分學習、發揮才能，使我國人才

在各領域都能有傑出的貢獻。 

四、師資 — 資優師資合格率低 

在臺南一中任教的老師皆為一時

之選，尤其以當代教師甄選競爭之激

烈，以英文科為例，錄取率不到百分

之一，能在一中任教的老師必具備優

異的教學專業，因此投入資優教育應

該不是難題。但實務上，雖然得天下

英才而教之樂也，但這是在英才能為

老師所引導和教育的前提下。因為資

優生有些有桀驁不遜的特質，或是本

身具有雙重特殊需求學生（資優和亞

斯伯格症），要教導這樣的學生，除

了本身專業得不斷精進，才能應付學

生天馬行空，五花八門的研究興趣及

問題，針對資優生之教學方案設計、

情意輔導、專題指導、比賽培訓等，

亦是老師須具備的能力。 

儘管專業能力足夠，校內資優教

師合格率卻是零，其實相較於國中、

國小，目前全臺各高中有合格立案資

優班之任課老師具備資優教師證的比

例相當低，因此筆者在 2017 年年末被

學校薦派至臺灣師範大學特教系辦理

之中等教育在職進修資優教育學分班

進修，進修後才對資優教育的各種面

向有正式的學習、體驗與運用。並且

透過一同進修的同學無私地分享、參

訪介紹，認識與觀摩國、高中各級學

校辦理資優教育的現況，有密切的交

流、產生見賢思齊的成效。 

在教學工作如此龐大的壓力下，

資優班老師的折損率頗高，可能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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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因素或個人生活規劃無法配合，

所以資優班的教學工作往往落在少數

人的身上，這需耗損極大的精力，但

在現行制度尚未完備下，任教資優班

老師責任重大，卻往往沒有得到相對

應的報酬或光榮感，因此教育現場需

要更多具備資優資格的各科老師來輪

替、合理分配工作、讓資優班永續經

營。政策配套也須到位，要提升合格

率就必須要有足夠的誘因與良好的配

套，例如課務安排、合理的交通與住

宿補助，以及取得認證後，合理的晉

級或津貼計算方式，才能真正吸引到

優秀的老師願意犧牲寶貴的休息時間，

利用週末、寒暑假時光出來進修學習，

取得證照。 

柒、結論與建議 

教師的教育理念和專業素養是資

優教育的根本，即使有再好的設備，

再厲害的課程，沒有優秀的老師引導，

學生的學習成效是有限的，『如入善

覆蔽，黑暗障室內，縱然有眾色，具

眼亦莫見』，學問如萬仞高牆，無師

不得其門而入。所以優秀的資優教師

群，是資優教育最重要的資產。 

如何提供更多的實質資源，例如

加班實報實銷、跨校共備群組的建立，

資優班老師彼此之間的橫向、縱向溝

通，有效建立老師間的情感支持系統，

有些需要政府法規修改或資源的挹注，

有些則需要校內建立共識，讓所有同

仁能意識到這是為國家培養人才的必

要之舉，也是為人師應有的共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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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gifted education in National Tai-

nan First Senior High School (TNFSH). TNFSH has all male language gifted class 

and mathematically gifted class. Through field study and survey, and interviews with 

teachers, gifted students, and school administrators in charge of gifted education, 

the authors look into the implementation, the highlights, the advantages as well as 

the challenges that TNFSH’s gifted education is faced with amidst this transitional 

phase of national curriculum reform despite its already outstanding reputation in 

gifted education nationwide. The interviews include discussions on how teachers of 

the gifted class view their students and how gifted students perceive gifted programs 

provided by the school. At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with a view to tackling the chal-

lenges and upgrading the overall quality of gifted education in Taiwan, the authors 

propose several suggestions in terms of gifted education practice in school and in 

policy so that talents will be properly discovered and developed under the profes-

sional guidance of certified educators in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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