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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09 年度新化國小區域資優教育方案 

「創客小木工」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及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二、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三、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辦理多元資優教育方案獎勵補助要

點。 

貳、目的： 

一、提供本市資賦優異學生多元學習及互相觀摩的機會。 

二、結合在地學術資源，均衡推展共享區域資優教育。 

三、透過傳統木工實務技巧的學習，培養專注力、自信心及動手做的能力，並

提供更多元的想像與創意。 

四、激發資賦優異學生成為「小創客」，培養具有發現問題、思考問題、分析

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等重要能力。 

参、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南市新化區新化國民小學。 

三、協辦單位：臺南市各國小、臺南市新化區新化國民中學。 

肆、計畫名稱：創客小木工。 

伍、參加對象： 

    就讀本市國小四~六年級，且經各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薦舉及對生活科技

有興趣並檢附「創造能力優異特質檢核表」(附表二)的學生，共錄取 25 名。 

陸、實施時間：109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二)至 109 年 7 月 22 日(星期三)共 2 天。 

柒、報名及錄取標準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9年 7月 1日(三)為止。 

  二、報名方式：請填妥推薦報名表（附表一）與「創造能力優異特質檢核表」

(附表二)，於報名期間，現場繳交或傳真至新化國小輔導室報名。 

    註：請於傳真後撥打電話確認是否有收到報名資料。 

        新化國小輔導室電話：(06)5902035 轉 731、730   傳真：(06)5900700 

        新化國小地址：712 臺南市新化區中山路 173 號。 

三、 錄取順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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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順位一：本市國小四~六年級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及文化社經地位不利資賦

優異學生提出證明文件者，或經各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推薦並檢附「創

造能力優異特質檢核表」(附表二)之學生。以六年級生優先錄取，其他依序

為五年級、四年級。 

(二) 順位二：本市國小四~六年級通過資優鑑定之資賦優異學生，或經各校特殊

教育推行委員會推薦並檢附「創造能力優異特質檢核表」(附表二)之學生。

以六年級生優先錄取，其他依序為五年級、四年級。 

(三) 順位三：本市國小四~六年級一般學生，或經各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推薦

並檢附「創造能力優異特質檢核表」(附表二)之學生。以六年級生優先錄取，

其他依序為五年級、四年級。 

  四、錄取名單：109 年 7 月 3 日(五)公告於新化國小首頁輔導室訊息公告，網

址：http://163.26.179.1/xoops/ 

  五、報名費共計 1200 元，請錄取學員於 109 年 7 月 6 日(一)到 109 年 7 月 8 日

(三)前至新化國小輔導室繳交完畢，逾期未繳交者視同放棄，由備取人員遞補之

(持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者、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之學生免

繳，證明正本驗畢歸還，影本留存)。 

  六、備取名單於 109年 7月 10日(五)公告在新化國小網站首頁/輔導室訊息，

請備取學員於 109年 7月 15日(三)前至新化國小輔導室繳交報名費用 1200 元。 

捌、課程活動與師資 

 一、課程活動安排 

   【創客小木工】課程表 

課程時間 
第一天 

(7/21) 

第二天 

(7/22) 

08:40~09:00 報到 報到 

09:00~09:50 

美麗邂逅--木工車床 
安全知識與基本操作 

外聘講師：李韋樹 

協同講師：蘇佳柔、汪正明、 嚴文廷 

當榫卯與車床相遇 
認識榫卯、用車床做榫 
外聘講師：李韋樹 

協同講師：蘇佳柔、汪正明、 嚴文廷 

10:00~10:50 

美麗邂逅--木工車床 
認識木工車床及作品 
外聘講師：李韋樹 

協同講師：蘇佳柔、汪正明、 嚴文廷 

當榫卯與車床相遇 
製作『杯架』  
外聘講師：李韋樹 

協同講師：蘇佳柔、汪正明、 嚴文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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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1:50 

美麗邂逅--木工車床 
製作『MEMO 夾』、『球棒吊飾』 

外聘講師：李韋樹 

協同講師：蘇佳柔、汪正明、 嚴文廷 

當榫卯與車床相遇 
製作『鑰匙架』  
外聘講師：李韋樹 

協同講師：蘇佳柔、汪正明、 嚴文廷 

11:50~13:00 午餐休息 

13:00~13:50 

美麗邂逅--木工車床 
製作『陀螺』 

外聘講師：李韋樹 

協同講師：蘇佳柔、汪正明、 嚴文廷 

當榫卯與車床相遇 
製作『圓板凳』--木頭鑽鑿、切割 
外聘講師：李韋樹 

協同講師：蘇佳柔、汪正明、 嚴文廷 

14:00~14:50 

美麗邂逅--木工車床 
製作『雞蛋』、『香菇』 

外聘講師：李韋樹 

協同講師：蘇佳柔、汪正明、 嚴文廷 

當榫卯與車床相遇 
製作『圓板凳』--砂磨細修、組裝 
外聘講師：李韋樹 

協同講師：蘇佳柔、汪正明、 嚴文廷 

15:00~15:50 

美麗邂逅--木工車床 

拼接木頭：為隔天的作品做準備 

外聘講師：李韋樹 

協同講師：蘇佳柔、汪正明、 嚴文廷 

社區成果展覽推廣資優教育 

外聘講師：李韋樹 
講師：蘇佳柔、汪正明、 嚴文廷 

15:50~16:00 收拾材料與環境 

16:00~ ~收穫滿滿，快樂賦歸~ 

【備註】協同講師為校內資優班教師。在活動期間帶領學生進行分組操作。 

        並帶領各組學生進行反思與回饋。 

二、師資一覽表 

姓名 學經歷 現職 專長 

李韋樹 

(外聘講師) 

南台科技大學學士 大目降親子故事館之拾木傢俱
工作坊講師 

木工車床 

實木家具 

漂流木家具 

嚴文廷 

成功大學碩士 新化國中數學教師 

新化國中木工社團教師 

新化國中暑期兒童木工夏令營
教師 

新化國中科技自造中心主任 

新化高工教師增能木工講師 

大目降親子故事館之拾木傢俱
工作坊講師 

木工車床 

鄉村風家具 

親子木工童玩 

實木家具 

細木作 

汪正明 

國立臺南大學數學科教學
碩士班碩士 
國立嘉義大學資優師資班 
國立臺南師院數理教育學
系學士 

新化國小資優班教師兼任資優
組長 資優課程設計 

數學、專題研究 
資訊、情意發展 

蘇佳柔 

國立臺南大學科技管理研
究所碩士 
國立臺中師範學院特殊教
育學系 

新化國小資優班教師 資優課程設計 
獨立研究指導 
字音字形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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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辦理經費 

    本計畫經費向臺南市政府教育局申請部分補助金額，由參與學員部分負擔，

每人需繳交 1200 元，不足由承辦單位自籌。 

拾、預期效益 

一、學會傳統木工實務技巧，產出多樣木工物品。 

二、結合在地資源，均衡推展共享區域資優教育。 

三、提升專注力、自信心及動手操作的能力。 

四、激發資賦優異學生成為「小創客」，培養具有發現問題、思考問題、分析

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等重要能力。 

拾壹、其他 

一、全程參與課程活動，且作品成果發表優良之學生，頒發獎品，以茲鼓勵。 

二、請學員於參與課程活動後，填寫「區域資優教育方案參與學生問卷調查表」

(附表三)，以利爾後辦理相關課程活動之參考。 

三、身心障礙及社經地位不利之智優學生如有特殊需求，於報名時向學校提出

需求，協助其調整課程或活動內容。 

拾貳、附表 

   一、109 年度臺南市新化國小區域性資優教育方案推薦報名表。 

   二、創造能力優異特質檢核表。 

   三、區域資優教育方案參與學生問卷調查表。 

拾參、獎勵：依據本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作業規定辦理。 

 
 

承辦：                   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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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09年度新化國小區域資優教育方案-「創客小木工」推薦報名表 

壹、就讀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  
學校聯絡人/職稱 

 

學校電話  

貳、學生基本資料 

姓名  就讀班級 年     班 生日 年   月   日 

照片一張 

性別 □男   □女 身份證字號  E-mail  

家長

姓名 
 家長聯絡電話 

（O） 

（H） 

（手機）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同上 

參、推薦資料 

一、成績紀錄 

科目（學習領域） （  ）年級 （  ）年級 
上學期 

（  ）年級 
下學期 

名次/ 
全年級人數 百分等級 

      

      

      

二、

教師

觀察

紀錄 

（含特殊學習表現與學習反應行為、學科(學習領域)或學藝競賽成績、同儕團體互動情形、教師觀察評語及建議

等具體事項） 

 

 

 

三、 

特殊 

表現 

紀錄 

（含參加國際性或全國性有關競賽或展覽活動、學術研究機構長期輔導或獨立研究成果之表現等具體事項，請檢

附具體證明資料。） 

(一)□為本市鑑輔會鑑定通過之資優學生（若學生為鑑定通過之學生，請在□打勾）， 

鑑定文號：                     。 

(二)特殊表現紀錄： 

 

※推薦教師簽名：                       填寫日期：109 年   月  日 

承辦單位簽章：                                              日期：109 年     月     日 

肆、家長同意書 

    茲同意本人子弟           參加 貴校辦理之區域性資優教育方案【小木工創客營】，願自行

維護子弟上下學之安全，並遵守學校及指導老師之規定參與課程活動。如有因不接受輔導而發生違

規情事及意外事件者，將由本人自行負責。 

                                                      家長簽章：                       

                                                                  109 年     月     日 

校內優先順序 

（本欄由送件學

校填寫） 

順序欄 甄選小組審核 

（本欄由承辦學

校審核後填寫） 

□錄取 

 

□不錄取 

說明 

 

 

 

備註：請報名學校於 109年 7月 1日（三）前將報名表傳真至新化國小輔導室收。 

附表一

=

=

\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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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能力優異特質檢核表 

推薦學校：___________  班級： 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 

※請老師針對學生特質，於下列觀察量表中，勾選符合學生之特質。 

（本量表乃參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教中心編印之「特殊需求學生特質檢核表」） 

『檢核表資料來源：郭靜姿、胡純、吳淑敏、蔡明富及蘇芳柳（民 92）：特殊需求學生特質檢核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印行』 

一、觀察項目 

專長領域 特質敘述 是 否 

創造能力

優異 

好奇心強，喜歡發掘問題、追根究底經常詢問：『為什麼？』 □  □ 

善於變通，能以創新的方式解決問題。 □  □ 

想像力豐富，經常思考改善周圍事物的途徑。 □  □ 

思維流暢，主意和點子很多，是他人眼中的『智多星』 □  □ 

批評富有建設性，不受權威意見侷限。 □  □ 

二、推薦之具體說明 

 

推薦教師：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附表二

=

=

\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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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資優教育方案參與學生問卷調查表 

一、基本資料 

1.性別：□男  □女 

2.就學階段：□國小（年級：______ ）  

二、請你依參與課程的實際感受填寫下列表格 

 題號                        選項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1.課程時間長短適中      

2.課程內容規劃符合我的能力      

3.我很喜歡課程的進行方式      

4.我喜歡與不同學校的資優生互動      

5.我覺得課程整體氣氛輕鬆且愉快      

6.我喜歡授課老師帶領課程的方式      

7.我覺得授課老師帶領課程認真投入      

8.我覺得授課老師對班上同學尊重且支持      

9.我覺得課程豐富又有趣      

10.我喜歡專題演講課程      

11.我喜歡實作課程      

12.我喜歡課程的辦理地點      

13.我覺得課程規劃的內容對我未來的學習

有幫助 
     

14.我會再想參加類似的區域資優方案      

15.其他具體建議： 

 

 

 

 

 

附表三

=

=

\

\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