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北投國民中學資賦優異班特殊需求領域課程計畫
領域/科目 ■特殊需求（□創造力 □領導才能 ■情意發展 □獨立研究 □專長領域）□其他：
課程名稱

成長團體

課程類別

課程/教學設計者

呂如婷、賴宛余

教學對象

領域核心素養

學習
表現

學習重點

學習
內容

教學目標

議題融入

必修□選修 每週節數

1

數理資優班七年級

特情-J-A1 具備對成功的合宜觀點，有效擬定自我精進計畫，發展優
勢、面對弱勢。具備樂觀思考、並能激發正向情緒，追求精
進、挑戰與心靈成長。
特情-J-A2 具備對壓力的多元觀點，發展應對壓力的多元策略，反思挫
敗的意義，面對並有效調適負面情緒，持續強化生命韌性，
解決問題。
特情-J-A3 具備主動與執行規劃學習的能力，發展對努力與成就關聯的
合宜觀點，透過多元管道試探生涯發展的機會與目標。
特情-J-B1 適切的表達意見與感受，並能以同理的態度，表達意見與溝
通，促進良好的人際關係。
特情-J-C2 了解自己對家人、同儕的影響，具備理解他人立場的能力，
參與各類團體活動，與團隊成員合作及和諧互動。
特情 1a-Ⅲ-1 說明自己各方面的特質。
特情 1b-Ⅳ-2 擬定適合自己能力的學習計畫。
特情 1b-Ⅳ-6 適時調整自我期待水準與目標。
特情 2a-Ⅲ-2 覺察自我壓力過大的警訊，主動向他人發出求助訊息。
特情 2a-Ⅲ-3 探索調適壓力的方法。
特情 2d-Ⅳ-5 依優勢能力與興趣傾向調整自我生涯發展目標。
特情 4c-Ⅳ-4 能與同儕合作學習。
特情 A-Ⅲ-1 影響才能發展的特質。
特情 A-Ⅳ-1 內在發展不均衡可能伴隨的困擾。
特情 A-Ⅳ-6 學習目標與期望設定的影響。
特情 B-Ⅲ-1 壓力的影響、覺察與警訊（生理、情緒、認知、人際
等）。
特情 B-Ⅲ-2 多樣紓壓方法的認識與評估。
特情 B-Ⅴ-3 生涯發展方向與目標評估的考慮因素。
特情 C-Ⅲ-1 人際溝通的態度與技巧。
特情 C-Ⅳ-3 團隊中的角色、衝突與有效運作技巧。
特情 D-Ⅲ-4 學業方面的適應與調整。如：面對不同興趣程度、不同挑
戰程度學習任務的態度與行為。
特情 D-Ⅲ-5 與同儕相處：同儕相處的不同型態、面對觀點不同或敵意
時的覺察與自處、自己對同儕的影響、友誼的經營。
1. 能認識資優特質與行為，並發展適當的角色認同。
2. 能提升學習策略與學習計畫的執行力。
3. 增進人際互動的技巧。
4. 提升壓力調適的能力。
5. 澄清自我價值與自我生涯期許。
□家庭教育 □生命教育 ■品德教育 □人權教育 □性平教育 □法治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資訊教育 □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 □安全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防災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其他

1. 七年級資優生於七下開始外加資優班課程，面臨要同時兼顧普通班及資
優班課業、人際互動的狀況，在時間管理、學習策略及壓力調適上有其
特殊需求；部分資優生也可能因資優特質而出現與普通班同儕的互動困
擾，需要提供人際議題相關課程予以協助。
2. 七年級學生適逢生涯發展的自我探索階段，七上已於普通班的綜合活動
學生能力分析
（區分性教學設計）
領域輔導活動課進行過生涯初探及學習策略等相關課程。在七下資優生
成長團體的課程設計中，將以此為基礎，協助學生繼續深入探討個人的
學習及生涯規劃，為後續的資優學習生涯做好身心調適與準備。
3. 對於兼有其他身心障礙的雙重特教學生，另視其需求結合 IEP 提供個別
化情意課程或諮商輔導。
週次

單元名稱

1

2

資優與我

3

4

5

6

學習力－
學習百寶袋

7

8

1. 自我介紹
2. 特質心臟病：以自我介紹寫下的特
質卡片進行活動，促進學生互相認
識。
1. 資優特質與迷思：以 ppt 進行問答及
說明，澄清學生的資優觀念。
2. 資優生問卷調查：學生填寫問卷自
我檢核資優觀念及個人相關困擾。
1. 多元智慧實話實說：學生填寫多元
智慧檢核表，並以桌遊模式互相回
饋，擴展對自己多元智慧的認識。
1. 時間大拍賣：進行價值澄清活動，
學生檢視自己的時間概念及實際運
用情形。
1. 黃金時間 vs 石頭時間：分組討論小
花案例後，學生練習分析自己課後
的讀書時間與精神狀態。
2. 考前讀書計畫：學生根據強弱科目
與精神指數配對原則，研擬自己段
考前的讀書計畫並記錄執行情形。
1. 專注力 vs 記憶力：透過專注力體驗
活動，及大腦記憶特性的說明，協
助學生理解專注力對於學習與記憶
的重要性。
2. 學習策略一籮筐：學生分享交流擅
長使用的學習策略。
1. 考前 vs 考後：針對段考結果，學生
檢討考前讀書計畫需要改善之處。
2. 搶救學習倦怠大作戰：分組討論正
男案例，學生分享面對學習倦怠情
形的具體因應方法。
1. 學習大哉問-1：學生擬定資優班學
習相關問題，進行直屬學長姊訪
談，並完成書面報告。
1. 學習大哉問-2：訪談直屬學長姊後
的報告分享。

9
10

課程內容說明

人際力－

1. 合作拼圖體驗活動及討論。

備註

人際你我他
11

DISC 測驗，了解自我特質與人際互
動、團隊合作的關聯與影響。
1. 人際困擾 Q 與 A：學生提出自己的
人際互動困擾，透過同儕分享討論
尋求適宜的解決方法。
1. 壓力大小球：引導學生覺察自己的
壓力源及壓力身心反應，並呈現在
人形海報上，進行壓力的正負向影
響討論。
2. 壓力自我檢核：學生填寫生活壓力
評估表，了解目前自己的壓力負荷
狀態。教師依評估表結果提供後續
個別輔導關懷。

12

13

14

抗壓力－
壓力好朋友

15

16

17

18

生涯力－
讓夢想起飛
19

20

教學資源

1. 人際風格測驗及解析：學生填寫

1. 壓力調適策略面面觀：學生分享自
己常用的壓力因應方式，並依壓力
調適策略的四個面向，討論更多元
的壓力因應技巧。
2. 解憂雜貨店：學生寫下自己的壓力
事件並互相交換，練習應用壓力調
適策略四面向，提供他人自助到人
助的策略建議。
1. 身體掃描：引導學生進行腹式呼吸
及身體掃描體驗活動，練習覺察身
體部位的當下狀態。
2. 肌肉放鬆技巧：引導學生練習肌肉
放鬆技巧，嘗試將注意力回到身體
對於心理的影響。
1. 歲月百寶箱裡的秘密：請學生帶自
己的珍視物品來分享，引導學生回
顧成長過程的重要事件與影響。
1. 生涯諾亞方舟：透過生涯價值澄清
活動，學生檢視自己的生涯價值觀
及對生涯發展的可能影響。
1. 夢想 DNA-1（夢想清單）：透過觀看
世界各地少年築夢、追夢的短片，
引發學生探索個人生涯夢想的意
願，並列出目前的夢想清單。
1. 夢想 DNA-2（我的特色與所屬團體期
待）
：引導學生整理自己的能力、興
趣與個性，並將家庭、學校或其他
所屬團體的共同期待納入探索，以
歸納出自己的核心夢想，並思考後
續的實踐計畫。
1. 課程回顧與回饋：藉由成長團體學
習歷程檔案的建置，學生回顧、分
享本課程的學習經驗與心得，並將
彼此的回饋與鼓勵，作為資優班後
續學習生活的養分。

1. 自編教材。
2. 使用資源：多媒體設備、網路資源、心理測驗、桌遊牌卡、圖書資料、

資優班學長姐等。
教學方法

以小組教學方式，進行體驗探索、反思討

教學評量

1. 口頭發表
2. 觀察評量
3. 實際操作
4. 作業單
5. 書面報告
6. 檔案評量

、價值澄清等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