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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立中興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特殊需求領域教學計畫表 

領域 特殊需求(八上：創造力) 

班型 資優資源班 

每週節數 1節 教學者 陳仕杰 

組別/教學人數  八年級資優 250 / 25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

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重大議題 

□人權教育□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能源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家庭教育□閱讀素養□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原住民族教育□性別平等教育 

主題： 

生命教育：價值思辨 

國際教育：尊重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習重點 

調整後學習表現/學習內容： 

特創 1a-IV-1 深入思索事物的奧妙與不尋常之處。  

特創 1b-IV-2 解釋看似無關聯事物間的關聯性。  

特創 1c-IV-1 展示推論的理由並接受他人質疑。  

特創 2a-IV-3 概述各項事物與自己構想的關連性。  

特創 2b-IV-3 分析各種自相矛盾或對立的現象。  

特創 3a-IV-1 對現象或問題快速連結多元的看法或解答方式。  

特創 3b-IV-4 跳脫慣性思考，以不同角度解決問題。  

特創 3d-IV-2 依創意指標變更構想的執行過程。  

特創 3e-IV-3 依實用性創意指標修訂創造的過程與 成果。  

特創 4b-IV-1 運用幽默詼諧態度面對難題。  

特創 A-IV-2 找出解答問題的關鍵處與重點。  

特創 A-IV-4 批判思考情境演練。  

特創 A-IV-8 內在驅力的作用與影響。  

特創 B-IV-1 六頂思考帽。 

特創 B-IV-2 六雙行動鞋。 

特創 B-IV-3 進階腦力激盪法(21 方格紙法、輪流卡、 三三兩兩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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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特創 B-IV-4 價值澄清。 

特創 C-IV-1 思考改變的途徑。  

特創 C-IV-3 多樣方案的內容、形式與展現方式。  

特創 D-IV-1 創意溝通說服的方法。  

學習目標 

轉化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後之課程學習目標： 

1. 能將日常現象與所學連結。 

2. 能概述各項事物與自己構想的關聯性。。 

3. 能利用資料製作成視覺化圖表。 

4. 利用善用各種創意技法，並且進行成果發表並且執行之。 

教學與評量說明 

1.教材編輯與資源 
□教科書（     版本，第    冊） 

□圖書繪本 □學術研究 報章雜誌 

影片資源 網路  新聞  自編教材 

□其他：                  

2.教學方法 
□直接教學法□工作分析教學法□多層次教學法 □結構式教學法 

□交互教學法□圖片交換系統 □識字教學法 □社會故事教學

法 

講述法 討論法  □觀察法  □問思教學法 

發表法 □自學輔導法 □探究教學法 □編序教學法 

合作學習法價值澄清法 □角色扮演法  

問題解決教學法□其他：                  

3.教學調整 

□簡化 □減量 □分解 □替代 □重整 
□加深 □加廣 □加速 □濃縮 □其他：                  

4.教學評量 

□紙筆測驗 口頭測驗 □指認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檔案評量 同儕互評 □自我評量 

5.其他 

第一學期 

週次 單元名稱 單元目標 

1-3 何謂創造力 

1. 講解創造力的定義、內涵與技法，並輔以實作活動。 

2. 講解技法第二部分，並輔以實作活動。 

3. 請學生運用所學創造力在 10 個圈圈內做圖。老師講解並總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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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腦力激盪法 

1. 講解創造力思考策略—腦力激盪法，並請學生以此技法討論

筆除了書寫外，還有哪些用途。並發表。 

2. 學生以此技法設計一項物品，可以運送到月球上並行走

500m。 

3. 學生發表創意成果，教師進行總評。 

8-10 KJ法 

1. 講解創造力思考策略—KJ法，並給學生 12樣物品，請學生

以畫圖或文字描述將 12項物品組合創造。並發表。 

2. 學生以 KJ法進行組合創造。 

3. 學生發表創意成果，教師進行總評。 

11-14 創意書包 

1. 藉由簡報與影片，教師分享始自於人性的各項發明與改造；

教師提出本次改造課題─書包。 

2. 學生運用創意技法將書包改良成符合人體工學的書包。 

3. 學生發表創意成果，教師進行總評。 

15-17 創造力大考驗 

1. 學生分組進行設計(一)。 

2. 學生分組進行設計(二)。 

3. 學生分組進行設計(三)。 

18-21 創造力成果發表 

1. 學生分組進行簡報製作(一)。 

2. 學生分組進行簡報製作(二)。 

3. 學生分組進行簡報製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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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特殊需求(八下：領導才能) 

班型 資優資源班 

每週節數 1節 教學者 陳仕杰 

組別/教學人數  八年級資優 250/ 25 

核心素養 

A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

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重大議題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法治教育 □科技教育 □資訊教育 □能源教育 □安全教育 

□防災教育 □家庭教育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原住民族教育□性別平等教育 

主題： 

人權教育：人權與生活實踐 

戶外教育：有意義的學習、尊重與關懷他人 

學習重點 

調整後學習表現/學習內容： 

特領 1a-Ⅳ-2設定比任務要求更高遠的目標。 

特領 1b-Ⅳ-2針對計畫內容分派適當的負責人。 

特領 1c-Ⅳ-3 執行任務時能與成員討論各種可能造成影響的突發狀

況。 

特領 3a-Ⅳ-1檢視團隊計畫中可能隱含的價值觀或偏見。 

特領 3b-Ⅳ-3與成員共同擬定達成目標所需的行動。 

特領 A-Ⅳ-3整合資訊以執行行動的方法。 

特領 A-Ⅳ-4任務的啟動與維持策略。 

特領 B-Ⅳ-4 以同理心為基礎的團隊溝通方式。 

特領 B-Ⅳ-5 價值澄清的方法與技巧。 

特領 C-Ⅳ-3 團隊運作成功或失敗的關鍵要素。 

學習目標 

轉化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後之課程學習目標： 

1. 概述中興新村的背景，指出目前的發展與困境。 

2. 製作多媒體，與同儕分享中興新村的美。 

3. 以 SWOT分析中興新村，提出具體之改善計畫，並進行實際行動。 

能根據成員之特質，擬定分工表，並以互評表評估成員之貢獻。 

教學與評量說明 

1.教材編輯與資源 
□教科書（     版本，第    冊） 

□圖書繪本 □學術研究 報章雜誌 

影片資源 網路  新聞  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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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2.教學方法 
□直接教學法□工作分析教學法□多層次教學法 □結構式教學法 

□交互教學法□圖片交換系統 □識字教學法 □社會故事教學

法 

講述法 討論法  □觀察法  □問思教學法 

發表法 □自學輔導法 探究教學法 □編序教學法 

合作學習法價值澄清法 □角色扮演法  

問題解決教學法□其他：                  

3.教學調整 

□簡化 □減量 □分解 □替代 □重整 
□加深 □加廣 □加速 □濃縮 □其他：                  

4.教學評量 

□紙筆測驗 口頭測驗 □指認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檔案評量 □同儕互評 □自我評量 

5.其他 

獨立研究成果發表 

第二學期 

週次 單元名稱 單元目標 

1-3 【你我皆凡人】 

以影片方式，介紹窮人銀行、盲人磁力手錶、越南語路牌等例

子。引導以小組為單位對上述影片進行討論，並嘗試釐清「慈

善」、「公益」的定義。 

4-7 
能力越大，責任

越重 I 

1. 以學校技藝課程為例，小組討論可以如何以己之力，對技藝

學程有所助益。 

2. 小組分享並票選最具可行性之方案，教師回饋與總結。 

3. 全班以小組為單位執行最可行方案。 

4. 分組進行心得分享與任務回饋。 

8-10 
能力越大，責任

越重 II 

1. 進行中興新村導覽 

2. 認識中興新村在地資源 

3. 認識中興新村歷史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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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中興新村之美

麗與哀愁】 

引導學生以小組為單位，思考如何拓展未來在地文化創新的成

功機會。 

 

15-17 
能力越大，責任

越重 III 

1.各小組擬定計畫書 

2.各小組報告計畫書，並互相給予回饋作修正 

18-21 
能力越大，責任

越重 IV 

1. 各小組執行計畫。 

2. 各小組任務活動發表與回饋。 

3. 學期反思與回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