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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仁愛國民中學資優教育之推展 

 

李美惠、洪啟軒              何于蝶 

臺北市仁愛國中          臺北市介壽國中 

 

  民國 70 年代，位處臺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中學的數理資優班，在過去輝煌燦

爛的歲月中，吸引無數的學生慕名而來，名噪一時！但是，因為僧多粥少，競爭激

烈，在教育政策調整之下，而讓仁愛數理資優班沉寂了好長一段時間，至 105 學年

度才又重新啟動、招募數理資優學生，以分散式資優班的班級經營方式服務此些特

殊教育需求之學生。 

仁愛國中數理資優班在數理教師積極引入外部資源、統籌規劃學生基礎課程與

加深加廣的課堂活動規劃，學習活動豐富多元，隨著 107 學年度臺北市仁愛自造教

育及科技中心的設置，讓仁愛國中的數理資優班教學軟硬實力更是如虎添翼，讓資

優班學生的專家學習之路，更為扎實。 

 

 

關鍵詞：資優教育、資優生、課程、學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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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回顧 

臺北市立仁愛國中的前身為臺北市

立仁愛初級中學，於民國五十二年三月

成立。民國 57 年，政府實施九年國民

義務教育之後，改制為臺北市立仁愛國

民中學。民國 58 年，被指定為國民中

學電視教學實驗學校，名盛一時，吸引

很多跨區就讀的學生，班級數也增至一

百一十班，為數相當可觀。 

在民國 51 年的第四次全國教育會

議之後，國內資賦優異教育開始受到重

視。民國 62 年，教育部訂定「國民小

學資賦優異兒童教育研究實驗計畫」，

資賦優異教育開始大規模展開，實驗計

畫從民國 62 年開始總共三階段，分別

為期 6-3-6 年。 

民國 71 年起，第三階段實驗計畫

開始，除了大量增設國中小語文或數理

資優班，並開辦高中數理資優班，而臺

北市立仁愛國中的數理資優班，就是在

民國 72 年成立的，有了資優班的加

持，仁愛國中的校運更是昌隆，學生源

源不絕，大量慕名跨區而來，由於學生

實在太多，教育部終於裁撤了仁愛國中

的數理資優班。 

睽違了多年的仁愛國中數理資優

班，在仁愛國中積極準備與爭取之下，

終於在 104 年 10 月 27 日確定通過設置

數理資優班，105 學年度仁愛國中數理

資優班終於再度啟航。 

貳、資賦優異教育方案實施現況 

 一、學校辦理資優教育現況 

自 105 學年度到 107 學年度，共服

務數理資優班學生 91 位（如下表 1），

八、九年級學生各分成三組進行數學和

理化課程，兩間資優數學教室以及兩間

資優學生的理化實驗室，供學生分組進

行基礎及特需課程。隨著自造教育及科

技中心的建置，能配合學生的學習需

求，設計適切的課程。有興趣接受資優

教育服務的學生於每年 10 月報名，10

月底或 11 月初由北市統一進行數學性

向測驗、自然性向測驗，通過第一階段

評量者可以進入複選，進行數學科實作

評量、自然科實作評量，依實作評量標

準分數總分（標準分數總分＝數學標準

分數*50％+自然標準分數*50％）排序，

擇優安置 3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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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資優班學生人數 

學

年 
105 106 107 

年

級 
七 八 九 七 八 九 七 八 九 

人

數 
31 0 0 30 31 0 30 30 31 

 

二、學校辦理資優教育的背景 

(一) 地處大安區中心，屬於大型學校，

但親師生彼此互動熱絡且密切，且

享有國家與民間藝文機構等豐沛的

社區資源。 

(二) 學區家長大部分屬於高知識階層，

社經地位較高，因此學生素質高且

多才多藝，雖然其自我意識也較

高，但若能讓每位孩子覺察其專

才，引導與激發其潛能，相信每一

位學生未來將會有一片很精采的天

空與具備帶著走的能力。 

三、學校班級與學生人數 

(一) 107 學年度班級數：70 班，包括普

通班 59 班、體育班 3 班、音樂班

3 班、不分類資源班 2 班、視障資

源班 1 班、學困班 1 班和數理資優

班 1 班。 

(二) 107 學年度學生人數：1491 人 

(三) 107 學年度教師人數：162 人（詳

見表 2） 

 

 

 

 

 

 

 

 

圖 1 資優課程設計理念 

 

表 2  

仁愛國中 107 學年度教師人數 

類別 教師人數（人） 

正式編制

內教師人

數 

148(含校長、處室主任) 

代理代課

教師人數 
14 

任教特教

教師人數 
16 

任教資源班

特教教師人

數 

7 

任教資優班

特教教師人

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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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優班的角色與服務 

(一) 銜接大安區十二年一段數理資優政

策與制度，提供國中優質數理學習

環境及多樣化教學內容，充分發展

資優潛能與因材施教。 

(二) 配合學生學習需求，設計適切資優

學生個別需求之資優課程、教材教

法，強化精緻化的適性教學。 

 

(三) 加強學生創造、思考、分析、歸納

等能力，並培養學生獨立研究能

力，提供相

互觀摩與分

享的機會，

以提升學生研究數理興趣。 

 

(四) 整合多項資源提供學生良好資優教

育環境，並能積極、主動進行加

速、加深、加廣的學習。 

 

(五) 培養資賦優異學生之健全人格，重

視全人發展。 

 

參、課程教學 

一、資優課程設計理念  

校本課程的目的在培養學生 5C 的能

力「創造力、溝通能力、團隊合作能

力、反思能力與解決複雜問題能力」，

正好與數理資優班獨立研究課程的精神

相同。在資優課程規劃中，以「自我啟

發、積極進取」、「潛能激發、創造無

窮」、「關懷鄉土、永續發展」與「卓

越成就、生涯銜接」為理念，培養學生

服務學習與全人教育。 

 

圖 2  仁愛國中數理資優班以培養兼

具數學及科學手作人才為宗旨 

 

二、資優班課程執行情形 

(一) 評估學生學習需求、適性適才課

程選擇 

透過 IGP 分析學生學習優弱勢，

邀請校內團隊如專輔教師發展情意發

展教育，視學生學習性向及興趣，邀

請校內數學、科學包括生物、地科、

物理和化學等專科教師進行獨立研究

分組教學等。持續推動資優前導計

畫，於課程內容融入探究與實作，並

與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合作，開發新

興科技融入科學學習、推動科普教

育。 

(二) 資優學生未來發展、專長學習升

學輔導 

學習歷程陪伴與分析，畢業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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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座談與安排專家大師講座有助個管

老師協助數理資優班學生探索未來發

展升學發展方向，高中科學班或數理

資優班皆是本校數理資優班的選項，

數理資優班教師群能適時適切提供資

源與輔導。 

(三) 多元文化國際交流、接軌世界科學

同好 

仁愛數理資優班與新加坡花菲衛

理中學姐妹校交流已成慣例，因為學

制上的些許差異，資優班學生在姐妹

校入班學習交流部分符合國際課程試

探教育。此外，參加東協+3 國際科

學營隊選手選拔、亞太資優論壇科學

資優學生營隊選手選拔等活動，讓學

生科學與世界接軌、為國際合作發展

奠下跨國情誼之基。 

(四) 社區服務橫向學習、資優發展縱向

銜接 

資優學生與友校資優班學生如內

湖國中、介壽國中合作營隊共學課

程、參與科學日或智慧教育展、科學

展覽擺攤活動，橫向學習擴展。此

外，與社區內高中、國小資優班合

作，進行資優班課程交流、參與高中

資優班成果發表有效銜接資優教育。 

 

 

三、仁愛資優教育的特色與亮點 

(一) 學校資優班教師，態度積極增能動

能強大，參與法國動手做基金會辦

理探究實作教師工作坊以增能，結

合跨校夥伴進行自然素養導向課

程，規劃適合學生獨立研究及專題

探究的課程，辦理公開觀課議課，

務實的教學經驗分享，進而影響校

內其他數理教師，推廣到普教學生

亦能體驗的實驗活動課程。(如圖

3)。 

圖 3  教師增能研習 

 

(二) 多年發展資訊典範學校，教學設備

及教學方法多元而滿足Ｅ世代學習

需求。學校自 2000 年起，推廣資

訊融入的課程創新，新成立之資優

班師生皆能充分發揮資訊科技的便

利，活用平板的行動學習，兼以虛

實整合的探究工具應用，譬如虛擬

實驗室、擴增實境的化學反應及宇

宙星體運轉、虛擬實境的人體器官

認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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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優課程設計 

   仁愛國中數理資優班的課程，考量基

礎課程教學與資優生的特質，透過激發

好奇心、觀察力，提升學習及創意，啟

發學生的創造、思考、分析與歸納能

力，進而提升學生獨立研究之能力。課

程規劃包括數學課程、理化課程、獨立

研究、情意發展課程、競賽指導、多元

活動等部分。 

仁愛資優課程規劃之課程節數與配

置如下： 

  

圖 4  多元資優課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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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名稱 
類型 

每週

節數 
內容簡介 

數學七

(下) 
必修 4 

1. 核心課程：依十二年國教九年一貫課程標準進行，

基本概念和重組課程教材做內容加速、加廣的補

充。 

2. 獨立研究：於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歷屆學長姐的科展

作品引導賞析；八下依興趣形成小組，進行獨立研

究進而完成科展作品之歷程和以幾何繪圖軟體做幾

何問題之個人探討，完成作品發表。 

3. 統整課程：七下至八年級，各學期以參與數學和科

學競賽目標，小組合作或自我實現的數學學習；九

年級課程，亦進行抽離式課程，並加入深化概念補

充。 

數學八 必修 4 

數學九 必修 4 

理化八   必修 3 

1. 核心課程：依十二年國教九年一貫課程標準進行，

基本概念和重組課程教材做內容加速、加廣的補

充。 

2. 獨立研究：引導科展作品賞析，並依學生興趣分

組，經歷實驗歷程，完成獨立研究作品發表，並進

而參與科展。 

3. 統整課程：八年級做好基礎知識打底，至九年級則

進行原課程之外的加深、加廣補充。 

4. 實驗課程：安排多樣自然實驗，使學生從實驗的樂

趣學習到科學探索的歷程，同時引導學生進行深入

思考。 

理化九 必修 3 

獨立 

研究 
必修 2 

據資優生之個別差異做興趣分組，提供適才適性的指

導，並從歷程中培養學生對研究的興趣及自我學習的探

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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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從一個實驗作品的完成及競賽，訓練學生從做中學

習及修正技巧，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情意發展

教育 
必修 1 

知情意並重之情意課程：包括學校班會課安排資優相關

專題講座，讓師生更能體驗認識資優教育，此外，安排

小團體課程，讓學生了解每個人自身能力、接納自己也

接納別人，設計單元活動讓資優學生進行壓力的來源認

識及調適方法的探討。 

競賽 

指導 
選修 1 

各學期均依學生興趣選修，以各類競賽所需之能力作單

元的討論，採老師講述及學生小組討論方式進行。 

多元 

活動 
選修 

學 

校 

支 

援 

隨 

時 

進 

行 

1. 引發創意之專家演講：讓學生學習不同科學領域新

知。如關於奈米的演講或實驗演示、發展學生創造

力及潛能的表演活動。 

2. 展翅翱翔之校外教學：每學期視情況辦一次的校外

教學，如參觀中研院、博物館、科教館…等。 

3. 學習傳承之迎新活動：分享在資優班的學習經驗。 

4. 激發潛能之專家暑期和周末營隊(定期和不定期)：邀

請大學院校教授設計給全校學生可以參加專業充實

和加速課程課程。(每學期對全校開放) 

5. 提升自我價值之戶外體驗活動：安排生態導覽，讓

學生親身感受大自然對生命之重要性，體悟地球環

境與自身的密切。 

6. 資優生共同交流平台：邀請各高中資優班的學長姐

進行經驗交流，並依據資優生情意發展的特質需求

安排成果發表，將成果與同質性的學校一起共享，

藉此建立彼此友好的交流平台。 

7. 獨立研究成果發表(個人和團體組)：七年級舉辦銜接

國小資優生專題研究分享和交流、八、九年級研究

成果發表和銜接高中資優班專題研究成果分享和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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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數學課程 

1.課程理念: 

(1) 數學科運用 Tomlinson 的平行課

程模式。核心課程是以國中課程綱要內

容為基礎課程，提供核心知識的學習。

聯結課程則是搭配探索活動，讓學生了

解知識間的關聯性，帶領學生跨領域學

習，讓學生能夠思考如何應用核心課程

於各領域。實務課程是強化學生數學領

域的技能與自信，透過搭配學校「自造

教育及科技中心」辦理的創意課程，培

養學生專家的能力。認同課程提供學生

透過課程了解自己的興趣，促進自我發

展與實現。七下至八年級更以參與數學

和科學競賽目標，做小組合作或自我實

現的數學學習。 

(2) 九年級的外加課程，內容廣泛，

讓每位資優生以國中課程為基礎，進行

加深加廣的學習，再依據學生不同的程

度，給予適性的加速學習，本著全人教

育的精神，讓每位資優學生適性、適所

學習。 

2.辦理方式：以抽離的方式在資優班進

行資優課程。 

3.課程目標 

(1) 讓學生明白學習數學的核心價值。 

(2) 培養表達和溝通和的能力。 

(3) 從算術能力進化到代數能力。 

(4) 讓學生能以高層次的方式解決生活

中的問題。 

(5) 藉由小組討論，培養學生解決問題

的能力。 

(二) 理化課程 

1.課程理念 

(1) 理化科運用 Renzulli 的三合充實模

式，包括一般探索活動、團體訓練

活動與個人或小組對實際問題之探

討，以國中課程進度為基礎進行課

程教學，帶領學生經由實作，搭配

學校「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辦理

的創意課程，使學生從實驗的樂趣

學習科學探索的歷程，同時引導學

生做深入思考，培養學生探究的研

究精神。 

(2) 一般探索活動的實施，可以分為

「實作活動」、「專書閱讀」、「參觀

活動」、與「專家講座」等四個類

型，利用多元的探索內容，例如邀

請鄰近國小資優班發表專題研究成

果，周六邀請激發潛能之專家、高

中大學教授開設暑期和周末營隊，

引發學生的好奇心與動機。 

(3) 透過抽離課程的方式，讓學生除了

學習普通班的基礎課程之外，還能

夠加深加廣，探索更深入的科學，

進而養成能主動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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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理化課程結合理論與實作，結合資

訊數據處理，驗證實驗現象 

(5) 以課程內容為主，協助學生自行規

劃設計實驗 

2.辦理方式：學生抽離至資優班實驗室

上課。 

3 課程目標 

(1) 運用彈性的教材教法，啟發學生探

究學習的能力。 

(2)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高層次思考與

解決問題的能力。 

(3) 進行因材施教的資優教育。 

(4) 培養學生溝通、分享的能力。 

(5) 藉由探究與實作的探索活動，讓學

生對科學具備好奇心與想像力。  

(三) 獨立研究課程 

1. 數學科獨立研究課程，進行幾何概

念初探，Geogebra 操作體驗以及

GSP 幾何畫板體驗。針對學長姐的

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歷屆科展作品賞

析；小組進行獨立研究，八下依完

成作品發表。 

2. 理化科獨立研究課程：依學生興趣

分組，提供適才適性的指導，引導

學生完成獨立研究，並且參與校內

科展進行發表，並進而參與科展。 

3. 獨立研究課程於每星期五社團課及

自習課時間抽離至資優班上課。 

4. 七、八年級的獨立研究課程，學習

如何進行科學筆記摘要並記錄，結

合 AR 技術，學習如何製作 AR 告示

牌，運用在認識校園植物。課程目

的在於讓學生理解知識的價值，進

而激發學生對科學的好奇心與主動

學習的意願，讓學生分組報告進行

獨立研究並於學年結束前舉辦成果

發表。 

5. 依學生興趣專長，指導進行獨立研

究。 

 

圖 5  媒體採訪浮空投影課程 

 

圖 6  風力發電課程體驗 

  

(四) 情意發展課程 

除了學校會安排資優相關專題講

座，讓師生更能體驗認識資優之外，

在資優特需課程中，每學期加入約兩

週的資優生情意發展課程，包括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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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人際關係的處理與技巧、團體

中的合作模式、生涯試探與規劃、人

際關係互動小團體、正向看待完美的

意義與自我價值澄清、溝通表達能力

培養等課程，幫助資優生自我成長，

了解自己與他人，適當的調整自己來

面對壓力。 

(五) 專題研究與競賽指導 

1. 利用思維及邏輯辯證法，訓練學生能

對各種議題有多面向，多層次的看法

和包容。 

2. 訓練學生解說有爭議的議題，從新聞

或網路搜尋實例，再運用所學的科學

方法釐清知識真偽。 

3. 學生依興趣選定研究之專題，由個人

或小組參與各類發表，老師從旁指

導。 

(六) 多元活動 

1. 專家演講：例如關於奈米的演講或

實驗演示，邀請太空中心 X 博士蕭

俊傑老師演講福爾摩沙衛星的故

事，讓學生吸收新知。 

2. 校外教學：參觀中研院、博物館、

科教館…等，拓展學生的視野。 

 

 

 

圖 7  參訪台大物理實驗室，踏入物理最

高殿堂的學習之 

 

3. 迎新活動：透過學長姐學習經驗分

享，新進學弟妹可以更了解資優

班。 

4. 暑期和周末營隊：每學期邀請大學

教授設計給全校學生可以參加的課

程，全校學生均可受惠。 

5. 戶外體驗活動：安排生態導覽，例

如東北角、八里、藍色公路、大稻

埕、國家公園等，讓學生體會了解

生物與環境之間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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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校外教學，龍門造筏實作體驗 

   

6. 邀請各高中資優班的學長姐進行經

驗交流。 

7. 獨立研究成果發表：七年級舉辦銜

接國小資優生專題研究分享和交

流，八、九年級研究成果發表和銜

接高中資優班專題研究成果分享和

交流。 

8. 資優學生發表舞台延伸至學校之

外，諸如參與台北科學日，與來訪

遊客進行科學對話、參與國中小資

優生對話，擔任小老師讓學弟妹體

驗課程活動、參與台北雜學校科學

設攤，讓學生直接與遊客互動，體

驗科學課程、於校慶辦理科學挑戰

賽，與全校師生分享資優課程學習

成果。 

9. 積極參與國際交流，例如參加東協

+3 科學營隊、參與亞太資優學生論

壇，以臺灣對主人翁與國際資優學

生團隊合作學習。 

 

圖 9  國小課程服務 

 

圖 10  國中小資優活動 

 

五、評量 

(一) 課程實作：專題發表、實作評

量、科學筆記本、實驗記錄本 

(二) 心理需求：自我期許、能力素

質、投入程度 

(三) 行為表現：學習表現、自我管

理、社會關係 

(四) 期末辦理實作評量，檢視學生動

手實驗執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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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資優教師眼中的資優教育 

仁愛資優班的資深任教老師對仁愛

國中資優教育提出一些看法: 

 

一、行政與普通班教師的支援 

(一) 校長會關懷、傾聽且廣納資優班

的意見 

(二) 校長或行政主管重視與資優班之

間的溝通協調 

(三) 行政主管能尊重資優班教師的專

業自主權 

(四) 資優班教師與普通班教師間相處

融洽、關係和諧 

(五) 資優班教師與普通班教師常彼此

交換教學經驗 

 

二、資優班教師看資優生 

(一) 班上的資優生真的很資優，不只

是績優而已 

(二) 有獨特意見及解難方法 

(三) 並非每位同學都會主動學習，還

是有學生只是為了成績而學習 

(四) 會看不起成績不好的同學 

(五) 獨立，會自己安排活動 

 

 

 

 

三、資優班教師看資優班 

(一) 資優班的家長很在意學生的成績 

(二) 本校資優班教師認為，集中式資

優班比分散式資優班好，希望以後可

以成為集中式資優班。 

 

伍、資優生眼中的資優教育 

一、 以問卷形式，了解學生對於自我的

情意需求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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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訪時接受訪問的同學，對於師

長們提出的問題，均能侃侃而談，連平

日教導他們的師長都非常驚訝，感覺他

們跟暑假時比起來，又成長不少，無不

讚嘆學校資優教育對他們的啟發。在資

優班學生的眼中，學校提供的資優課程

豐富而多元，可以滿足他們學科與情意

各方面的需求，在問到他們若可以重新

選擇，是否還願意進資優班，他們的眼

神充滿自信與堅定的回答，是的，他們

熱愛學校的資優班。 

陸、資優教育的困境與挑戰 

仁愛國中資優班的資深老師也提出

了平日面對的困境與挑戰: 

一、希望以後可以設置成為集中式資優

班 

 因為分散式資優班的學生，僅部分

課程抽離，特需課程難以進行，抽離分

組又讓普教班課表嚴重受限制，讓資優

生成了教師課表難看的原因。 

 

二、在資優班任教時，遇到的困難 

 九年級理化課程時數與普通班相

同，難以由淺而深的規劃課程，且普通

班學生可以因為彈性時數而多加強數理

練習，反而資優班學生因彈性時數不能

抽離而學習理化時數反而比普通班學生

更低，所幸學生資質優異，學三節課的

效果考試成績亦比普通班學五節課效果

佳。 

 

三、普通班老師對資優生的看法是另一

項挑戰，既期待學生有好表現，又限制

學生在資優班有過多的學習活動，若資

優班學生的一般學科表現不佳，普通班

教師就會抱怨。 

柒、結論與建議 

 仁愛國中資優班秉持著精緻化、區

分性的教學，再加上大量優質教師的投

入，讓學生的課程以及專題研究各方

面，均能依照學生的需求，得到充分的

發展，學生也非常喜歡資優班的課程。 

     資優班教師也提出建議，對於在資

優班學習落後的同學，可以跟家長或班

導師溝通，讓他們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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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優班不是升學班，資優教育的目

的是為了幫助學生找到他們擅長的優

勢 

2.資優生可能認知、思考很強，可是

並不一定「會考試」 

3.有些資優生只對自己感興趣的東西

全心投入，其他就不理會。 

  鼓勵家長多看看學生的長處，同時

輔導學生，讓學生能在自己興趣專長的

領域，繼續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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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fted Education in Taipei Municipal RenAi 

Junior High School 

  

Mei-Huei Li, Chi-hsuan Hun 

Taipei Municipal RenAi Junior High 

School 

Yu-Tieh Ho 

Taipei Municipal Jieshou Junior High 

School 

 

 Taipei Municipal Ren-Ai Junior High School is a famous public school located in 

Daan District, Taipei City. In the 1970s, it was well-known that Mathematics and Sci-

ence Gifted Class in Ren-Ai Junior High School attracted many students in the past 

splendid years. Under the adjustment of education policy,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Gifted Class in Ren-Ai Junior High School had stopped enrollment, but in 2016, it re-

cruited students again, operated in a decentralized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Gifted 

Class. There are more than 90 gifted students studying both mathematics and sci-

ence in the gifted classes now. 

 The learning activities for the gifted students are rich and diverse. Teachers not 

only facilitate the gifted students to learn about the general subjects but also intro-

duce external resources such as mathematics, numeracy and scientific activities han-

dled by the Science Education Center. With the setting of the Taipei Ren-Ai Maker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Center in the 107th academic year, The teaching facility 

and learning resources of gifted classes in Ren-Ai are even more abundant. 

 

Keywords: gifted education, gifted students, curriculum, school highl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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