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數理資優班學生轉出轉入辦法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及施行細則。 

二、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 

三、本校高中數理資優班實施計畫。 

四、98.04.29本校高中資優鑑定工作小組會議決議。 

貳、目的： 

一、提供因志趣改變或社會適應不良之資優班學生，轉入普通班就讀機會，發

展其潛能。 

二、提供具備數理資優特質之學生，轉入資優班就讀機會，提供適性課程，發

揮其最大學習潛能。 

參、轉出機制： 

一、適用對象： 

（一）已編入數理資優班之學生，如經該班任課教師發現適應不良，或興趣、

性向改變，欲轉社會組或自然組普通班之情況，可由學生向本校教務

處註冊組提出轉出申請，並由本校輔導小組--會同家長、導師、特教

教師、輔導教師、學科教師，評估觀察及介入輔導，經輔導評鑑後辦

理轉出。 

（二）已編入數理資優班之學生，如發現其未達預期學習目標有以下情事任

一項者，可轉介本校輔導小組，會同家長、特教教師、輔導教師、學

科教師，評估觀察進一步介入輔導，作輔導轉出之建議，經輔導評鑑

後，由學生向本校教務處註冊組提出轉出申請辦理轉出： 

1.專題研究課程學期成績不及格者。 

2.數理學科合計有任兩科第一次與第二次段考成績皆不及格，且成績在

班級後 10%（含）以下者。 

二、申請轉出時程： 

依本校轉班轉組實施辦法向註冊組提出申請。 

三、審查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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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轉出條件者，由輔導小組--會同家長、導師、特教教師、輔導教師、

學科教師評估觀察及介入輔導，並經校內「高中資優鑑定工作小組」審核

確認轉出名單，已修學程成績依照普通班學分數計算，不得再轉入資優班。 

四、轉出後安置： 

依本校轉班轉組實施辦法辦理。 

肆、轉入機制： 

一、轉入原則： 

（一）資優班班級人數未達 30 人，得就缺額人數辦理甄選，但若人數尚達

20人以上，可不辦理缺額甄選。 

（二）資優缺額甄選辦理方式，依本校「高中資優鑑定工作小組」決議辦理。 

二、轉入甄選時程： 

高一高二各於第一、第二學期第二次段考後五週內得辦理一次；高三不

辦理轉入甄選。 

三、轉入甄選報名資格（符合下列 1-4項資格之一者，即可報名）：  

（一）入學當年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數學科或自然科測驗分數達百

分等級 97 (含)以上，或高中階段參加標準化性向測驗，數理任一分

測驗得分，達全國常模平均數正 2 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 97 以上，並

檢附具體資料者。 

（二）高中階段曾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有關

數學科或自然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表現特別優異，獲得前三等獎項，

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者。 

（三）高中階段曾參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數學科或自然學科研習活

動，成就特別優異，經主辦單位推薦，並檢附證明文件者。 

（四）高中階段曾參與數理學科獨立研究成果優異，並刊載於學術性刊物，

經專家學者或指導教師推薦，並檢附具體資料者。 

四、轉入甄選方式： 

（一）書面審查。  

（二）面試： 

1.實作評量—包括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科五科。 



2.面試。 

（三）說明： 

1.符合報名資格（一）者，皆需參加面試。 

2.以報名資格（二）（三）（四）項申請者，經本校「高中資優鑑定工作

小組」，依據「臺北市 98學年度高級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班學生鑑

定安置書面審查獎項對照表」（如附件一）之相關規定辦理初審，符

合「直接入班」資格者，直接安置入班；符合「採認」資格者，需參

加面試。 

3.面試評量成績經本校「高中資優鑑定工作小組」審議後擇優錄取。成

績未達 80分，得從缺不予錄取。 

五、審查核定： 

由本校「高中資優鑑定工作小組」評定成績，並將甄選結果呈報「臺北

市高級中學學術性向資優班鑑定安置輔導小組（簡稱高中學術性向資優

班鑑輔小組）」審查核定。 

六、轉入安置：  

(一)凡錄取者於新學期轉入數理資優班。 

(二)必要時由學校開設課業輔導，俾順利銜接資優班課程。 

伍、轉出轉入輔導過程： 

一、於生涯輔導課實施情意輔導：加強實施認識資優、自我期許、尊重他人、

欣賞他人、了解個性差異、人際技能、情緒敏感、壓力調適、家庭互動、

學習習慣、領導才能、生涯探索、利己與利他…等主題輔導。 

二、實施親職教育：透過實施親職教育演講、家長座談會、讀書會等，積極

與家長溝通資優教養觀念。學校並與資優生之家長保持聯絡，使學生得

到最佳之照顧。 

三、提供個別或小組諮商輔導：導師、特教教師、輔導教師、輔導教官及任

課教師將結合為一綜合輔導小組，加強生活輔導。 

四、情意輔導融入學科教學：平日教學時，教師能提供適當語言或行為的引導，

協助學生建立態度。重視學生人生目標的指引、價值觀念的澄清、處世的

方式，並與學生充分互動，針對資優生之特質與需求、日常生活所產生疑

慮加以澄清與引導。 



五、建立支持性輔導網路：由導師、輔導教師及任課教師共同輔導資優學生

--輔導教師利用放學後、午餐、午休……等時間進行個別或小組諮商輔

導；導師進行全人關懷--利用早自習、班級共同時間、課後……等時間

與同學溫馨對話，抒解其在校中遭遇之壓力與生活困擾，並透過週記發

現與關懷學生生活及課業適應問題；任課教師亦提供專業領域的協助，

並協助學生生活適應。相關教師保持聯繫，以全方位之觀察，提供學生

未來適性之發展。對於環境適應不良之個案，積極輔導，必要時舉行個

案研討會，給予學生必要的協助。並且，除本校綜合輔導小組外，各師

大、教育大學特教中心的諮詢專線、資優資源中心及東吳大學心理系、

社工系教授及相關學者專家均可提供學生生活上及學習上的諮詢輔導，

提供學生更多元的輔導管道。 

陸、附則：資優班學生成績考查悉依本校成績考查辦法補充規定處理。 

柒、本辦法經本校「高中資優鑑定工作小組」討論，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附件一】 

臺北市 98學年度高級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班學生鑑定安置「書面審查」獎項對照表 
一、獎項及採認項目 

領域 競賽名稱 獎項內容 處理方式 備註 

語文 

中華 
民國 
全國 
語文 
競賽 

朗讀 

前三等獎 採認 

＊指導：教育部、行政院文建

會、行政院原委會、行

政院客委會 

＊主辦：各縣市政府輪辦 

＊承辦：餘縣市教育局 

作文 

演說（國語） 

全國國中暨高中英語短劇比賽 

（國中組） 

個別獎 

前三等獎 
採認 

＊指導：教育部 

＊主辦：財團法人臺師大英語系

教育基金會、臺師大英

語系、士林扶輪社 

各種外語能力檢定考試 

（如：全民英檢、TOFEL等) 

 

不採認 
＊非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術

研究機構主辦 

英語千字王 

全國 On-Line校際大賽 
不採認 

＊指導：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

畫辦公室 

＊主辦：臺北市、臺北縣、台東

縣、金門縣、宜蘭縣、

南投縣、台南縣、嘉義

縣教育局 

社會 
國家地理知識大競賽 

（全國決賽） 
前三名 採認 

＊指導：教育部國教司 

＊主辦：中國地理學會、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地理系、市

立教育大學社教系 

數理 

國際 

數理 

學科 

奧林 

匹亞 

競賽 

國際國中學生科學奧林

匹亞競賽（IJSO） 

金牌 

銀牌 

銅牌 

採認 
直接入班 

◎我國國家代表選拔 

＊主辦：教育部 

＊承辦：臺師大科教中心 

國際數學奧林匹亞競賽 
金牌 

銀牌 

銅牌 

榮譽獎 

採認 
直接入班 

◎我國國家代表選拔 

＊主辦：教育部「中華民國數理

奧林匹亞委員會」 

＊承辦：臺師大數學系 

中央大學統計研究所 

國際物理奧林匹亞競賽 ＊承辦：臺師大物理系 

國際化學奧林匹亞競賽 ＊承辦：臺師大化學系 

國際生物奧林匹亞競賽 ＊承辦：臺師大生命科學系 

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 

國際資訊奧林匹亞競賽 ＊承辦：臺師大資訊教育研究所 

亞太數學奧林匹亞競賽 

金牌 

銀牌 

歐哈羅蘭獎

(O'Halloran) 

採認 
直接入班 

◎我國國家代表選拔 

＊主辦：教育部「中華民國數理

奧林匹亞委員會」 

＊承辦：臺師大數學系 

中央大學統計研究所 

銅牌 

榮譽獎 
採認 

亞洲物理奧林匹亞競賽 

金牌 

銀牌 

採認 
直接入班 

＊承辦：臺師大物理系 

銅牌 採認 

其他 前三等獎 採認 
＊經教育部認定之國際奧林匹

亞競賽 



領域 競賽名稱 獎項內容 處理方式 備註 

全國

競賽 

網際網路程式設計全國

大賽 
前三等獎 採認 

＊指導：行政院國科會 

＊主辦：臺灣大學 

國際

科展 

美國國際科展 

一等獎 

二等獎 

三等獎 

採認 
直接入班 

 

其他 前三等獎 採認 ＊經教育部認定之國際科展 

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正選代表 採認 ＊國立科學教育館 

全國

科展 
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前三等獎 採認  

北市 

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不採認 ＊非國際性或全國性學科競賽

或展覽活動 

＊主辦：臺北市教育局 
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

獎助 
不採認 

中小學網路競賽 不採認 

生活科技學科競賽 不採認 

科學創意競賽 不採認 

區域性資優教育方案 

（研習課程或活動） 
不採認 

高市 城市盃數學競賽 不採認 ＊主辦：高雄市教育局 

環球城市盃數學競賽 不採認 ＊非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術

研究機構主辦 青少年數學國際城市邀請賽 不採認 

亞洲城市青少年數學奧林匹亞賽 不採認 

珠算協會 數學賽 不採認 

各種檢定考試（如：AMC、澳洲

AMC、TRML等數學能力檢定) 
不採認 

科展之應用科學類 不採認 

國際奧林匹克機器人大賽 不採認 

全國發明展 不採認 

飛行造物全國賽、創意飛行器 不採認 

網界博覽會、網頁製作 不採認 

資策會 電腦資訊比賽 不採認 

網路繪圖、電腦繪圖 不採認 

二、依「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升學優待辦法」之獎

項認定，茲說明如下： 

1.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其獲獎成績以「  」標示者，可採認且

直接入班。 

2.參加國際性或全國性有關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表現優異者（其獲獎成績未以「  」標

示），可採認，但由鑑輔會指定審查單位議決「免初選，逕入複選」或「改採測驗方式」

鑑定。 

3.餘主辦單位非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或非國際性或全國性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者，

不予採認。 

三、其他未明確定義之獎狀，由高中學術性向資優班鑑輔小組認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