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 107 年度區域性資賦優異教育方案申請書
壹、方案申請表
一、方案名稱

申請學校： 臺北市大同國小

Top Leader & Super Team 臺北好好玩
（一）透過任務執行，增進領導與被領導的技能。

二、目

的

三、辦理單位
四、辦理型態
五、辦理類別
六、參加對象

（二）透過討論省思，了解領導與被領導的意義。
（三）透過團隊活動，培養樂於合作領導的態度。
（四）透過實際走查，促進臺北地方文化的理解。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大同國小

□資優教育課程 ■資優教育活動
□一般智能
□學術性向
□藝術才能
□創造能力
■領導才能
□其他特殊才能
（一）階 段 別：■國小 □國中 □高中職
（二）區域（可複選）：■東區 ■南區 ■西區 ■北區
（三）人
數：30 人
（一）報名標準：
1.臺北市各公私立國小升五、六年級學生。
2.具有擔任一學期以上班級幹部之經驗。

七、甄選標準

3.具自信、負責、人際溝通與問題解決等優異領導能力，經學校推薦者。
（二）錄取標準：
1.符合報名標準者
2.參考報名表學生填寫內容，具體呈現對本主題有積極的學習動機，優
先錄取。

八、辦理期程
九、辦理地點

3.每校可推薦三名學生，備取兩名。每校最多錄取三名，遇有缺額，由
備取名單中遞補，共錄取 30 名，額滿為止。
107 年 7 月 2 日(一)至 6 日(五)9:00-16:00，共 5 天。
臺北市大同區大同國民小學(臺北市大龍街 51 號)

（一）1.原校報名日期：107 年 4 月 9 日(一)至 4 月 20 日(五)
2.收件日期：107 年 4 月 23 日(一)至 4 月 27 日(五)
（二）採學校推薦統一報名。
十、報名方式 （三）報名表(詳見附件一)填寫完畢後，於收件截止日 4 月 27 日(五)前以
聯絡箱(065)或傳真 25850281 送達臺北市大同國小輔導室。
(四)如遇天然災害(如：颱風、地震等)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致活動日期
或地點更動，將於大同國小網站公告。
學 生 收 費：45,000【1500*30】
十一、辦理經費 申請補助經費：50,000
合

計：95,000

十二、參加學員 （一）活動期間全勤，頒給參加證書。
（二）上課表現優良者，頒發獎品以茲鼓勵。
獎勵方式 （三）選拔出各組的 TOP LEADER，以及最佳 SUPER TEAM，頒發獎牌
以茲鼓勵。
- 36 -

貳、課程或活動概述
一、本次活動簡介
（一）主題設計理念：
本校辦理領導才能區域方案已屆九年，每一次設計一個主要情境將領導才能融入之，前
幾次參加方案的學生於回饋表中表達到台北各地學習的強烈喜愛，故本次延續「臺北好好玩」
的主題，讓參與本市區域方案的學生們，「好好」玩臺北，體會臺北「好好玩」之處。
對於這些孩子來說，是一種學習，也是身為臺北人的責任。也從任務之中，好好地體驗
領導與被領導的學問。
（二）方案核心主軸：
本方案，除了讓學生增加對臺北人文及環境的知能，也進而培養領導和合作的技能。本
方案的核心主軸有以下四點：
1.每次都要執行任務，領導者與團隊共同合作，解決實際問題。
2.每人都有領導和被領導的機會
3.每次任務後，大家都要反思剛剛的領導和合作表現
4.每組都有一位教師在旁觀察不介入。待任務結束後，即帶領反思討論
（三）方案實施方式：
每次活動皆以任務導向，希望學生藉由實際任務，體驗領導，並從中了解領導的意涵。
每次任務結束後，由觀察老師和同學彼此討論執行任務時的領導和合作情形，讓領導藉由行
動和反思，真正內化並提升。因此每次活動分為五個階段，如下所示。
1.授課教師介紹活動主題概念，學生學習任務相關知能。
2.各組選拔小組 Leader。
3.各組執行工作任務，隨隊輔導教師在旁觀察但不介入。
4.授課教師公佈小組執行任務的競賽結果。
5.隨隊輔導教師帶領各組省思領導和合作情形。
（四）方案評量方式：
由於每次課程皆有許多跟臺北有關的任務，而任務的執行也有領導和合作的學習，故評
量的方式涵蓋任務競賽，還有任務中的領導合作觀察評量。方案最後再進行總結性的評量，
以下敘述之：
1.進行中的評量：每次活動皆有一項任務做為評量。而隨隊輔導教師也在旁進行觀察，
針對每個學生領導或合作的情形，填寫觀察評量表（見附件二）
2.總結性的評量：方案活動最後一天，依據學員與老師們的意見，在每組選出一位 Top
leader，並依據每次任務勝負，選出一組 Super team。
（五）連結社區學習：
爲了讓學員的學習與環境產生高度的連結，活動第三天將走出校外，帶領學生探訪臺北
市政府內的臺北探索館；還有，活動第四天將學習場域移至臺北各地，讓各組學生進行戶外
的人文走察，藉此對臺北多樣的生活環境有更多的了解與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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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或活動內容
日期 時間 子題

課程、師資、時數
課程/活動內容說明
課堂講師

助理教師

時數

預期成效

7/2 上
(一) 午

領導的 1、什麼是領導：透過影片，瞭解領 劉維哲 張書豪
導的意義，並分享自己的領導經
意義
驗。
2、領導的權力基礎：透過影片觀賞，
認識領導行為產生的基礎。
3、領導風格：從「任務」與「關係」
兩導向去認識不同的領導風格以
及身為領導者應具備的特質。
4、小組任務：以團康活動<棉花糖大
挑戰>，將學生分組並選出領導
者，令領導者帶領組員解決問題。
5、學習省思：討論小組領導及合作
的情形。

3

1. 瞭解領導的意義
與重要性。
2. 能分享自己的領
導經驗。
3. 能瞭解領導的權
力基礎
4. 認識領導風格與
身為領導人的特
質。
5. 透過實作活動增
進領導與被領導
的經驗。

下
午

合作的 1、討論團隊的運作，領導者與被領 張書豪 劉維哲
意義
導者應各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2、觀賞影片：誰是接班人。
3、小組任務:
（1）請預測哪一隊會贏？並提出
兩隊的領導和被領導有哪些問題
（2）請預測哪一人會被淘汰？他

3

1. 能 瞭 解 領 導 者 和
被領導者各扮演
的角色和特質。
2. 能 從 影 片 中 分 析
領導與團隊合作
的模式與問題。
3. 能瞭解團隊應注

在團隊合作中出現了什麼問題。
4、討論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特質和
團隊合作應注意的要點。
5、學習省思：討論小組領導合作。

7/3 上
(二) 午

下
午

臺北 1、臺北小學堂：透過問答遊戲，帶 張書豪 何佩蓉
小學堂
領學生了解臺北的簡介與發展
2、小組任務:以<臺北好『』>為主題，
讓各組完成臺北的介紹，包含：
臺北好紅、好水、好行等。
3、學習省思：討論小組領導合作。
臺北 1、出遊規劃：帶領學生回顧之前的 陳昱潔 何佩蓉
探索館
出遊經驗，歸納一趟好的出遊所
出遊
需注意的事項。
計畫 2、小組任務：各組實際完成臺北探
索館的出遊計畫，包含路線、交
通方式、接洽單位、經費的使
用、午餐等。
3、學習省思：討論小組領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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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要點。

3

1.能了解臺北的概要
資訊並實際運用。
2.小組成員能共同盡
力完成活動。
3.透過活動的省思，
增進領導知能。

3

1.能透過活動，實際
完成出遊計畫。
2.能實際展現溝通
的行為，解決問
題。
3.能建構一個互助
互信的團隊。

7/4 上
(三) 午

臺北 1、臺北探索館大搜查：透過活動與 紀詠齡 王柏鈞
探索館
導覽，了解臺北探索館的樓層配
出發

下
午

3

置，與展出內容。
2、小組任務：完成「過去的臺北」
與「現在的臺北」指定任務，小
組必須根據成員特質分工完成。
3、學習省思：討論小組領導合作。

臺北 1、出遊經驗：帶領學生，檢視臺北 陳昱潔 樓
出遊
探索館的出遊是否符合之前歸
計畫
納，提出建議和鼓勵。
2、小組任務：各組根據台北 12 區域
抽籤，從中決定一個出遊地點。

1.能善用臺北探索館
的資源完成任務。
2.能根據每個人的特
質進行任務分工，
共同完成。

威

3

完成計劃書。
3.學習省思：討論小組領導合作。

1.能透過活動，實際
完成出遊計畫。
2.能實際展現溝通
，解決問題。
3.能實際省思與檢
視之前的表現，並
提出未來策略。

7/5 上
(四) 午

臺北 1.臺北地圖行：透過臺北地圖，了解 張書豪 侯貞伊

下
午

臺北 1、回顧之前兩次出遊的經驗，對臺 紀詠齡 潘浩天
好好玩
北作統整性的了解。
旅遊 2、小組任務：統整之 前完成的任
手冊
務，設計臺北好好玩旅遊手冊。
-構思 3、學習省思：討論小組領導與合作。
討論

3

1.能表達曾出遊的臺
北人文走察與意
義。
2.能活用這幾次的學
習，統整出完整的
旅遊手冊概念。

7/6 上
(五) 午

臺北 1、討論臺北成果報告內容。
紀詠齡 馮理詮
好好玩 2、小組任務：臺北好好玩【運用電
旅遊
腦科技製作小組服務活動成果報

3

1.能統整製作臺北好
好玩旅遊手冊的想
法。

出發

3

臺北各區位置與特色，並實際標出
每組所要去的位置，做初步探索。
2.小組任務：各組到之前決定的地點
進行人文走察，完成人文探究
(包含地理環境、歷史沿革、
人文特色、推薦理由及風貌等)
3.學習省思:討論小組領導與合作。

地理位置與概略特
色。
2.能根據每個人的特
質進行任務分工，共
同完成。

手冊
告】
-實際 3、學習省思:討論今天小組領導與合
製作
作的情形

下
午

陳昱潔 張書豪
休業式 1、 總結活動的宗旨與目的
-活動 2、 頒發參加證書
回顧、 3、 根據五天表現，每組選出一位
頒獎典
TOP LEADER，並依據點數，表
禮
揚點數最多的 SUPER TEAM。
4、 請學員分享本活動的學習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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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瞭解臺北各區的

2.能透過分工合作完
成旅遊手冊。
3

1.能了解活動的意義
2. 能 客 觀 公 正 選 出
Top Leader& Super
team

三、師資背景說明：
※課堂講師介紹：
以維持教學流暢性，由下列講師輪流擔任主講者及協同助理教師（詳細列於上表）
 張書豪老師-臺北市大同國小資優班教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教系博士進修中）
 紀詠齡老師-臺北市大同國小資優班教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教系博士進修中）
 陳昱潔老師-臺北市大同國小資優班教師（臺北市立大學特教系碩士進修中）
 劉維哲老師-臺北市大同國小生教組長（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教系博士進修中）
※隨隊輔導老師介紹：
每一組至少一位，負責觀察紀錄該組每一個學員的表現，並針對學習適時的給予引導。
 馮理詮老師-臺北市碧湖國小資優班教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教系博士進修中）
 潘浩天老師-臺北市碧湖國小資優班教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教系碩士)
 王柏鈞老師-臺北市幸安國小資優班教師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教系碩士)
 何佩蓉老師-臺北市啟聰學校教師兼秘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教系碩士進修中)
 樓 威老師-臺北市啟聰學校教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教系碩士進修中)
 侯貞伊老師-新北市林口國小資優班教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教系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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