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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附中能 K 能玩 

師大附中資優教育的現況與發展 

 

賴易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邱信富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為國內推動各級各項教育政策的重要推手，而其附屬的國

立師大附中亦不可能置身事外，各種實驗性質的班級、試行的教育政策，都可以在

師大附中的校史之中找到其蹤跡。特殊教育的一環─資優教育，是提升國內競爭力

的重要環節，師大附中肩負著培育國內菁英人才的重大責任，凡舉音樂、美術、數

理、語文與科學等領域的資優教育，師大附中都有相對應的資優班來服務這些資賦

優異的潛力學子，師大附中開辦資優班約有二十五年的歷史，已孕育許多國內外優

秀的人才，至今仍是現在進行式，本篇文章將針對師大附中資優教育的學風、課程

與軟硬體進行介紹，藉以了解師大附中資優班的辦學特色與優點，以提供給各高中

參考與學習。 

 

 

關鍵字：師大附中、特殊教育、資優班

中華資優教育學會 

資優教育論壇，17 卷 第一期，20-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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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以下簡稱師大附中、附中）歷史悠

久，其資優教育辦學績效受社會大眾肯

定，拜訪師大附中後，更是令人為之一

亮，自由的學風與廣闊的校園帶給附中

師生愉悅的學習環境，獨具特色的辦學

理念培養學生各種能力，欣欣設備的建

置與國內外的資源整合更成為學子邁向

未來的強力後盾。與教師訪談後，發現

教師間的氣氛更是融洽，以「維持優

勢、扭轉劣勢、創造機會、排除威脅

（SWOT 分析）」為目標，共同努力於

學校的發展，筆者此次參訪，附中更是

大方分享不藏私，提供其辦學經驗與成

果、欣欣設施設備照片與各項資料，給

各個教育單位參考。本文將針對筆者於

師大附中參訪交流的心得進行分享，提

供讀者參考。 

貳、淺談師大附中 

師大附中建於日據時期，民國 34

年光復後，主要以照顧留滯在臺的日籍

學生為主，前後因應時空背景，經歷了

增班、改革與調整，於民國 68 年更名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既為現今中的「師大附中、附中」，自

民國 26 年建校起，迄今已八十餘年（取

自師大附中網站）。在現今少子化的時

代，師大附中位於競爭激烈的臺北市，

如此具有深遠歷史的師大附中至今仍然

受到地區家長的肯定而屹立不搖，且在

北部地區的中學生中，也有多數是以師

大附中作為升學的第一志願，希望能披

上師大附中的制服。 

若要用一個字來形容師大附中，得

到的答案通常是「狂」字，細究其原

因，除了「北樓狂沙」(取自師大附中網

站)之外，外界普遍覺得師大附中的學生

愛玩、敢衝、狂傲不羈，所以才有「附

中狂」的名號，這也是由於師大附中的

校長自創校至 105 學年度止，都是由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的校長派任，在教授的引

領下，所樹立的學風與辦學理念純樸自

由、課程多元且豐富、設備完善且扎

實、社團蓬勃發展，儼然就是一個大學

的縮影，在這樣的校風之下，學生能

玩、能念書，在這樣的環境中，附中培

育了無數的社會人才與精英份子，使每

一位踏出師大附中校門的學生，無不以

師大附中為榮，師大附中的精神值得我

們學習。 

參、學校辦學與特色 

師大附中位於臺北市大安區，高

中部學生約三千人，教師約兩百名，職

員一百名，是臺灣首屈一指的優質高中

之一，以「人道、健康、科學、民主、

愛國」為校訓，校地面積約 8.39 公頃，

使得校園充滿綠意盎然的生機，廣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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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地與舒適的藍天提供給全校師生教

學、休憩與品德陶治的最佳場所，因擁

有如此廣大的藍天，附中學生及校友常

以「藍天之子」自居（引自附中網

站）。附中以培養社會中堅及領袖人才

為宗旨，辦學至今，已孕育許多優秀的

專業人才，在教育界、企業界、政治

界、宗教界與軍警界等，都有附中校友

的身影，包含前總統連戰、多名中研院

院士、台北 101 主建築師、法鼓山果東方

丈、NASA 第一位華裔科學家以及第一位

登上太空的華人，皆是出自附中的作育

英才。另外，藝能界以及音樂界也有附

中校友的身影，如五月天、蘇打綠與強

辯樂團等知名樂團的成員以及著名的

YouTuber HowHow（陳孜昊）等等。附

中在數理及語文的人才培育大放異彩，

藝術才能類的資優教育亦有一定水準與

實力，其成功的辦學理念與精神，孕育

出許多各行各業的菁英（引自附中校友

列表）。 

附中的班號制度在國內也是相當

少見的，在 39 學年度的時候，由黃澂校

長所創立的。每一個班級都有自己的班

號，不會與其他班級重複，不論是數

理、語文專長的資優班，或是音樂、美

術專長的資優班，都是跟著編入普通班

級的班號之中，因此校友們在會面的時

候都會互報班號，瞬間拉近彼此之間的

的距離，也常常有畢業的校友回來找比

自己多 100 班、或是 1000 班、甚至是 10

倍班號的學弟妹。在附中源遠流長的校

史中，班號制始終是記錄各種歷史的最

佳見證書，也使每位附子能在漫長的時

空中清楚的找到自己的定位，對於附中

精神的維繫有著無可取代的功勞（引自

附中網站）。 

肆、資優教育沿革 

臺灣的資優教育起源於民國 51 年

的第 4 次全國教育會議提案呼籲重視發展

資優教育；並在民國 62 年正式創設國小

資優班，當時各個教育階段先後開始籌

備資賦優異學生的實驗教育（吳武典，

2013）。附中於民國 67 年設立「科學教

育實驗班」與「音樂教育實驗班」，開

始著手進行發展資優教育，培育各項資

賦優異專長的學子，當時的實驗班即為

現在資優班的前身。民國 75 年，改「科

學教育實驗班」為「數學及自然學科實

驗班」；民國 78 年設立「美術教育實驗

班」；民國 93 年設立「語文資優班」

（以下簡稱語資班），並改「數學及自

然學科實驗班」為「數理資優班」（以

下簡稱數資班）。附中原招收數資班 3 班，

因應科技發展與時代潮流，於民國 105 年

起，數資班減為 2 班，同時新設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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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特色班」，提供資訊科學專長的學

子一展長才的空間（取自附中網站）。

附中提供地區具備深厚潛能的資賦優異

人才，多元的選擇以及學習環境，發展

至今，其資優教育已是相當完善、扎實，

現今(107 學年度)資優教育共招收「音樂

班」1 班、「美術班」1 班、「語資班」1

班、「數資班」2 班、「資訊科學特色班」

1 班。 

伍、資優班簡介與課程 

一、數理資優班 

附中數資班的數理類課程以加

深、加廣進行，建立完善輔導制度留意

學生的學生狀況，並安排優秀輔導團隊

協助諮詢服務、規劃心理測驗以及生涯

規劃等。為探索學生個人的數理才能，

進入附中的數資班學生會利用六週的輔

導機制，分別針對數學、物理、化學、

生物、地科以及資訊六大數理領域進行

探索，希望學生不要過早對自己的才能

產生先入為主的定位，同時，積極推動

數資班的專題研究發表，給予學生展現

成果的機會。另外，附中更提供多元的

學習方式，幫助學生於課程及活動中發

掘個人潛能，包含各種專題研究課程以

及科學專題講座等等，希望數資班的學

生不只能發揮數理專長的學科表現，更

希望透過專題研究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

與團體合作的能力。另外，為了積極培

養數資班的多元發展，在情意教育的學

習，附中亦不馬虎，為數資班學生安排

了許多服務學習的機會，如新北市萬里

區大鵬國小的課業輔導等等，希望藉此

培養數資班學生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

會的感恩心。 

二、語文資優班 

語資班以培育語文資優人才為

主，並予以適當教育，以啟發語文潛

能，堅定學習興趣，進一步培養人文社

會學科之人才，為達此目的，附中語資

班安排國文與英語專題研究等課程，並

積極培養學生的第二外語，學生必須全

力參與、盡心投入，以通過檢核。國文

與英語專題採用分組教學模式進行教

學，學生透過小組合作等形式，培養獨

立思考、創意發想以及人際溝通等才

能；第二外語要求學生針對個人興趣至

少選修一種第二外語（日、西、德、

法），聘請校內外專業師資，提供扎實

的基礎訓練以及進階的口語訓練，時間

至少一年，培養學生具配多種語言能

力。另外，專題成果發表是語資班一項

大型的精彩活動，師生積極投入，將兩

年所學發揮其中，透過各種形式進行展

演，在這過程中，我們不只看到學生的

才能表現，還看到了學生的成長與進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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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科學特色班 

附中資訊科學班成立於民國 105 年，

前身為數資班，以培養資訊科學類人才

為成班宗旨。依循漸進的資訊課程提供

學生完整的專業培育，透過開設「計算

機概論」與「程式設計」兩門基礎課程，

期望資訊才能的學生對計算機科學的基

礎概念有全面的認識，並藉由程式設計

的解題實作，訓練邏輯思考能力。接著

透過開設「資訊管理系統與應用」與

「資訊工程技術」兩門進階課程，希望

將現今資訊產業的發展現況與相關技術

導入課程，提早認識欣欣科技，接軌國

際。另外，更邀請了大學相關系所教授

來校授課，同時，不定期辦理專題座談，

藉以培養學生多元才能的發展。甚至透

過與大學端的合作支援，開設資訊相關

的 AP 課程，供學生選修，與未來專業知

識與實作接軌。 

 

四、藝術才能班（以下簡稱藝才班） 

附中高中部設有美術班與音樂

班。美術班以招收美術資優學生為主要

目標，實施計劃性美術教學，充分發揮

學生的美術潛能。透過美術教學增進學

生的美術專業能力，奠定研究專門知能

及高深學術之基礎，術科加強美術專業

課程之學習，包含素描、水彩、水墨、

書法等基礎課程，以及版畫、數位多媒

體設計、雕塑、裝置、複合媒材等多元

課程。為適應個別差異，術科課程採分

組教學，另聘請校外專業師資，結合校

內外資源對同學進行深度指導。附中設

有美術班專用的展覽室，一整年展覽活

動不斷，充分展現學生的學習成果。 

附中音樂班，除了一般教學課程

外，另開設各種多元選修課程，提供學

生自我探索的機會，附中更積極建設一

座完善的教學大學－樂教館，五層樓的

建築，有普通班音樂教室、練琴室、綜

合教室、理論教室、合奏教室、音樂圖

書室及演奏廳，各項設施設備齊全，提

供完整的硬體支援。主、副修科目授課

採一對一個別方式，音樂基礎教育採能

力分組教學方式；其他專業科目則分班

上課。就學期間參加多項校內外表演，

包含校慶音樂會、管弦樂之夜、新年音

樂會、畢業演奏會、巡迴公演以及赴各

國進行演出，訓練學生表演能力，展現

教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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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資優教育特色與亮點 

一、環境設施與設備 

附中在特殊教育的發展顯著，培

育多種人才回饋於社會，近年來附中更

在國教署的資優教育經費投入之下，重

新整備不少教學環境以及硬體設施，以

提供學子更優質的學習空間，包括各科

實驗室（物理、化學、生物各有 3 間、地

球科學 2 間），提供資優班學生進行各項

專題研究；5 間教學研究室（國、英、數、

自、社），提供學生一個獨立學習與討

論的空間，學生亦在此處激發許多靈感

與特色，效果顯著；另外，還設有多媒

體教室、視聽教室（如圖一、二）、數

位學習教室（以下簡稱 iLab 教室）、寰

宇教室、博雅教室、綜合教室、科學自

造教室、附製工坊等，提供學生更多元

的學習空間與環境，其中 iLab 教室與附

製工坊更是受到學生的喜愛。  

 

  

 

  

 

 

 

 

 

 

 

 

圖 2   高一、二數資班於視聽教室（一）

合班上數學專題課 

 

（一）iLab 教室 

iLab 教室的 i 可以是 internet、inter-

active、information、interest、idea 等

圖 1  視聽教室（一） 一隅 

圖二：高一、二數資班於視聽教室（一）合班

上數學專題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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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iLab 教室提供師生多元學習的環

境，搭配科技與資訊融入教學，學生的

專題研究與多元發展，可以透過科技的

協助，得以更加完善地發揮，iLab 教室

不只幫助學生進行科技融入的整合性學

習，另外，附中所有包含資訊程式或是

互動教學等多元教學方式，都可能在此

產生化學變化。 

 

 

（二）附製工坊 

附製工坊提供師生多元的 3D 列

印、雷射切割機等設施設備，附製工坊

創造很多附中的回憶，學生的專題研究

模型、創造力展現以及各式各樣的作品

都虧功於附製工坊的手藝，學生利用很

多課餘的時間在附製工坊進行學習，也

因此學習到自動自發與自治的態度。雖

然也因而失去很多娛樂的時間與機會，

但是學生卻樂在其中，附製工坊教導學

生課本外的知識，使得「做中學、學中

做」的精神無形出現在附製工坊當中。 

除了 iLab 教室與附製工坊之外，

各學科專科教室結合各種新科技，包含

多功能短焦投影機、互動式短焦距電子

白板等等，提供師生不同以往的學習環

境，增加師生互動，給予學生討論以及

專題研究等學習環境。附中提供優質的

學習環境與設施設備，幫助附中不斷的

向前邁進，也成為了師生背後一股強力

的後盾。 

二、國際教育 

附中在國際教育的課程設計，投入

大量的經費以及人力資源，舉辦校內各

項英語文競、外交小尖兵校隊集訓以及

各項提升英語文能力的活動，以提升英

語表達能力與拓展國際視野，如異國文

化在附中、英語聊天室等，藉以拓展學

生視野，發掘並培育具潛力之英語文人

才。另外，安排學生與在台國際人士對

談，或透過視訊方式與外國學生交流，

利用現今科技互助，整合國內外資源，

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的機會。 

附中近期與大陸東北師大附中簽

訂互惠協定，並與日本名明法中學、宮

城縣仙台第三高等中學、山形縣米澤興

圖 4  利用 3D 列印機自製碳 60 模型 

圖 3  時常辦理自造研習的附製工坊

每次都是座無虛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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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高等學校、關西大學高等部以及秋田

縣仙北市角館高校簽訂姐妹校，附中努

力地在國際路上為學生開拓視野，積極

幫助學子接軌世界。附中更辦理藍天大

使培訓活動，提升學生國際禮儀素養與

接待來賓的能力，展現世界公民素養，

透過國際交流活動，讓學生堅定自我文

化價值的同時，又能尊重欣賞多元文

化。此外，附中每學年約進行 20 次的國

際交流，其中，與日本東京麻布高校、

金澤大學高校、新加坡德明中學等校的

師生互訪交流，是附中數資班與語資班

一項重大的活動，學生走出校園，透過

國際的互動交流，帶給學生接軌國際的

世界觀，藉此獲得不一樣的學習效益。 

柒、學校推動優勢及困境與挑戰 

附中歷史悠久，具有舒適的校園

環境，學生素質亦是台北市的頂尖學

子，經驗豐富的師資與人力推動附中不

斷提升，多元的課程與教學孕育出許多

優秀的人才，但是附中仍有許多可以進

步的空間，以下將針對附中的校園環

境、學生素質、人力資源以及課程教學

進行強弱危機（SWOT）分析。 

一、優勢分析 

附中位於台北市，鄰近有臺灣大

學、臺灣師範大學、台灣科技大學等優

良大學可進行校際合作與交流，提供學

生豐富的校外資源，透過校內外資源，

促進資優生的專業成長。附中處於台北

市文教區，地區國中生素質優秀，高中

學生能力在 PR97 以上，音樂班、美術班

等藝才班更是全國首屈一指。校內教職

員工普遍具備碩士以上的學歷，更有許

多年輕教師為附中的教師群注入熱血與

活力，即便如此教師積極參予進修研習

以及相關專業長的活動，教師專業素養

高，不論是普通班、資優班或是藝術才

能班等等，在課程上的設計具備多元、

彈性，給予學生多元發展的舞台。 

二、劣勢分析 

附中秉持著資源共享的理念，開

放校園與社區共同使用，到校運動的社

區民眾比例高，學校資源的消耗，包含

水、電等，校內必須付出一定的經費維

護，開放的校園易造成潛在的安全危

機。另外附中給予學生自由開放的學

風，提供學生絕對自主，但學生進入附

中後，不免因為渴望豐富多彩之社團生

活，乃至青春奔放的高中生活，以至於

部分同學入學之後，投入社團過深，未

能有所平衡，影響其學業學習。專業師

資的部分，因為資深教師逐漸退休，可

能導致教學經驗上的傳承偶有斷層。另

外現行跨領域課程與教學的實施，需仰

賴各學科教學研究會的溝通，橫向交流

能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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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會 

附中位於都市叢林台北市，除了

交通與地利之便外，還擁有環境寬闊以

及充滿綠地的美麗校園，實屬難得，正

因這樣開闊的校園，附中的學生總是充

滿活力與精神。充滿潛力的學子，加上

積極開朗的心境，稍加啟發引導，即能

在各種競賽與活動中，發揮優秀的表

現，多元的教學方式，能培養出具思

辨、有見解以及獨立自主的學生。附中

擁有豐富多樣的社團活動蓬勃發展，發

揮其組織運作的效能，因此能培養出團

隊合作、領導統御等多方面能力的學

生。學生的興趣才能，得以充分的發

展。因為交通便利，資訊充裕，教職員

進修方便，有利於教職員專業成長與素

質提升，同時配合鄰近大學與學術機構

的合作關係，引進優良教學資源，針對

不同資質與性向的學生進行差異化教學

及多元評量，達到適性楊才的教學目

標。 

四、威脅 

附中隸屬國教署，所獲得資優與經

費，相比台北市立高中甚有落差，加上

學校位處於北市精華地帶，物價及修繕

維修較為昂貴，經費經營受到一定的限

制，亦可能影響到學生各項業務與活動

的推動。自由開放的學風形成一把雙面

刃，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下，協助學生學

習自我管理與獨立自主，了解個人的志

趣，規劃其生涯，而能兼顧學業、品

德、生活能力與社團參與，成為附中致

力規劃與努力的目標。學校歷史悠久，

許多政策推行與改善受到傳統觀念的影

響，家長過度保護子女或傳統升學的觀

念，使得附中推動五育均衡的全人教育

時，容易受到衝突與挑戰。 

此外，在資優班的成班方面，附

中面臨報考人數逐年減少的威脅，而這

個威脅在語資班的方面更是明顯，雖說

附中語資班的課程設計、升學表現都十

分亮眼，但是在社會整體氛圍是重數理

輕人文的狀況之下，選考語資班的人數

逐年下降是個不爭的事實，如表一所

示。此外在數資班方面，雖然都還尚能

維持 30 人滿招的狀態，但有許多國中就

讀數資班的學生進入附中之後，並不願

意報考附中的數資班，校內資深數資班

老師指出，其可能原因之一是窄化的入

學管道，使家長、學生對數資班專題研

究課程抱有質疑與抗拒的態度，認為數

資班的外務過多，會影響學生的升學。

因此良善的親師溝通與輔導機制將會應

是未來的重點工作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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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近三年附中資優班人數變化 
 

語資班 數資班 1 數資班 2 

高

三 

1426

班 

22

人 

1427

班 

30

人 

1428

班 

29

人 

高

二 

1453

班 

24

人 

1454

班 

29

人 

1455

班 

30

人 

高

一 

1480

班 

21

人 

1481

班 

30

人 

1482

班 

30

人 

合

計 
67 人 178 

 

 

捌、結語 

師大附中是臺北市頂尖高中之一，

具備多項特色班級與多元的教學課程，

在資優教育發展有著良好的成效，培育

了許多優秀的人才，在學生的生涯探索

上，提供各種多元的學習機會，並整合

校內外資源，幫助學生找到個人學習的

定位，同時積極推動成果發表，給予學

生一展長才的舞台，另外，在科技飛快

進步的這個世代，附中也因應現今社會

需求，提供多種新興科技輔助教師的教

學與學生的學習，甚至安排許多國際交

流活動，以提升資優學生的國際觀，讓

就讀附中的資優生能具備寬廣的視野，

努力精進個人的專業能力，發揮所長接

軌國際，自由的學風培養了資優生獨立

自主的學習態度，多元的學習環境幫助

學生五育養成，讓學生在各方面得以均

衡發展，成為能K能玩的附中人。在這樣

教育之下，學生們對於附中有著很深的

情誼，這樣的情誼可以從附中校友、詩

人羅智成先生的詩句「原先只是一所中

學，最後卻成為故鄉」，以及學生們在

畢業典禮時高喊「人生很短，只夠一次

附中」中就可略窺一二。 

時代變遷快速，學生可以接觸到的

訊息越來越多，這樣的環境下，附中努

力做好親師與師生溝通，將正確的觀念

帶給學生，並且傾聽家長的聲音，不斷

地在設備與環境做出提升，同時提供各

種特色課程幫助資優生進行深化研究，

也幫助附中的學生進行生涯探索。少子

化現象與科技的發達衝擊著各個教育現

場，一成不變的教學方式不利於學校發

展，附中創造了優質與多元的學習環境，

其優秀團隊讓我們看到改變的發生，附

中的努力受到地區家長的認同與肯定，

我們期待附中能夠繼續教育出更多優秀

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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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has been the important promoter of ed-

ucation policies at all levels in Taiwan. HSNU, the affiliated senior high school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undoubted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ll kinds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al reform,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various experi-

mental classes and pilot educational policies. Nowadays, speci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in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 nation. As the target school of 

special education, HSNU shoulders the responsibility of cultivating gifted students 

of various fields, such as music, art, science and languages. HSNU has set up re-

spective gifted classes for those highly potential gifted students for more than 25 

years. The whole educational system of HSNU has hit it big and is still in progress 

currently. This article aims to introduce the teaching styl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resources of HSNU. By doing so, it help us to shed some light on the features and 

advantages of the gifted classes in HSNU and can also be taken for reference for 

other senior high school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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