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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景興國小自民國 69 年創校迄今已邁入第 37 個年頭，歷經七位校長的帶領

與努力，本於校訓「念舊創新」的精神，立於傳承過去豐碩成果的基礎上，積

極規劃「景慕師承  興會教義~教育專業的淬鍊」專業發展方案。學校積極推動

教師專業發展，在校內落實推動共同備課會議、領域課程會議、社群運作會議、

課程發展會議、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及教學輔導教師成長團等各種專業對話組織

與機制，亦積極申辦爭取各項外部專業發展計畫與資源，以學習型組織的模式

運作，讓教師進行專業對話，增進教育專業知能，提升課程設計能力，精進教

師教學品質，提升學生學習效能。基於此，本方案目標臚列如下：  

目標一：專業健全的發展規畫─發揮教師專業效能，建構健全社群機制。 

目標二：友善溫馨的發展歷程─營造溫馨成長氛圍，啟動全員參與動能。 

目標三：創新卓越的發展成果─開啟專業創新思維，專業績效卓越優質。 

目標四：進步永續的發展評估─落實評估進步改善，專業精進永續發展。 

本校依學校願景與本校中長期教育發展計畫，結合優質學校實施理念，透

過學校背景分析與系統性規劃，以學生需求為主體，經由景興團隊縝密的思考

與對話，同步整合發展學校專業成長特色，規劃專業成長模式，持續推動教師

專業成長方案，積極達成專業景興、友善景興、創新景興、進步景興的學校願

景。 

 

關鍵字：專業發展、優質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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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慕師承 興會教義~教育專業的淬鍊 
壹、 基本現況  

一、設校歷史 

景興國小自民國 69年 8月創校至今，親師群策群力，行政與教師團隊努力

不懈，教學設施齊備，校園氣氛和諧溫馨融洽，在家長間建立一致肯定的口碑，

長久以來廣受社區支持與好評。 

(一)創校奠基期：69年 8月~85年 

    69年 8月創校之初，篳路藍縷，重在「型塑和諧融洽、合作分享的團隊氛 

    圍」。透過學年研究會議，分享班級經營、親師溝通的經驗及要訣，探討 

    教材的編輯選用和教法，提升教學品質，發揮教學效能。 

    85年編纂「鄉土教材研究專輯」，探討鄉土的歷史、地理、自然、語言及 

    藝術，並就鄉土教學活動發展出幼兒園及小學六年級各科教學設計。 

(二)專業發展期：86年~97 年 

    86年李柏佳校長接任，著重教師資訊能力的發展，強調「電腦輔助教學」 

    的重要性，鼓勵教師參與發展性教學輔導系統，精進教學。 

    93年未來之星新大樓啟用，專科教室完備，提供優質教學環境，激勵教師 

    專業進修。95 年起發展校本課程品德教育九大核心價值各年級教案。 

    97年起逐年申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學輔導教師方案迄今。     

(三)優質深耕期：98年~103年 

    98年獲性別平等教育績優與閱讀團體績優學校。98年編纂「魔岩傳奇」 

    發展特色課程，99年建置「魔岩傳奇-仙跡岩綠活導覽系統」網站，101   

    年將「仙岩綠活」列為校本課程，規劃於綜合領域課程實施。 

    99年申辦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整合教室走察、校長觀課等，發展校本教師 

    專業成長模式。在校長系統規劃務實領導下，強調實踐與省思，激勵教師 

    團隊積極專業成長，統整運用各項資源，營造優雅亮麗的校園環境，致力 

    實現教育發展真、善、美的全人方向目標。將工程結合課程，挹注特色課 

    程與藝文元素改造單純實用的硬體設施，獲亮麗圍籬亮麗永續獎。            

    100年獲教育部全國民俗體育發展學校甲等，北市體衛評鑑優等，校務評 

    鑑九個向度全部通過。 

    101年榮登「臺北教育 111」標竿學校，獲優質學校「資源統整」獎項，教 

    育部環境教育計畫百大優良學校，全國創意教學 GreaTeach-KDP 國際認證 

    優選。         

    102年榮獲優質學校「校園營造」、「學生學習」獎項，學校課程計畫審 

    查特優，推動生命教育工作學校評選特優。 

    103年榮獲優質學校「教師教學」、「課程發展」獎項，臺北市交通 

    安全教育評鑑特優，獲頒 2014臺北市卓越科學體驗情境學校，臺北市金 

    輪獎績優學校。 

(四) 精進創新期：104年至今 

    104年藝文領域及自然領域榮獲臺北市教學卓越獎評選優勝，自然領域教 

    學團隊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評選金質奬、校際交流互訪活動成果 

    評選特優，臺北市中小學學生每週在校運動 150分鐘典範學校評選優等。 

    105年榮獲優質學校「學校領導」獎項。現任陳熔釧校長接任後， 

    以其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學輔導教師向度的專業知能，賡續推動教師 

    專業發展，帶領全體老師一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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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環境 

本校位於臺北市東南邊陲與新店相鄰的文山區，鄰近教育機構眾多，屬文

教區，校園環境優美寧靜空氣清新，為都市中的森林小學，社區環境特色如下： 

(一)地理環境多樣優美，提供課程研發來源：依傍仙跡岩、景美溪等，加以鄰

近景美老街，內有集應廟(文山區唯一的三級古蹟)，是景美文史工作者導

覽時的著名景點，具有豐富的自然生態資源與人文鄉土資源，有利發展特

色課程，成為取材來源。 

(二)人文資源豐富多元，延展教學深度廣度：鄰近寶藏巖、表演 36 房、優人神

鼓劇場，文山小劇場等，藝文資源豐富，福田樹木保育基金會、臺灣蝴蝶

保育協會、臺大農場等，提供學生多元學習體驗場域，加深加廣學習。 

(三)社區家長教育夥伴，支持學生多元學習：緊鄰本校的仙跡岩自然生態豐富，

為優質之住宅區，居民多屬中產階級，平均教育程度較高、文教氣息濃厚。

家長對於學校發展及動態十分關注，學校辦理各項教學活動多願支持投入，

熱心參與，使得學生可以多元學習、健全成長。 

三、學校規模 

(一)地理位置：本校擁有 1.58公頃餘的校地，校地呈五角形、地勢前低後高，

擋土牆面積頗大，天然空間應用規劃較為困難，死角與階梯較多，教師教

學能善用活動空間，發揮專業力創造新穎教學模式。 

(二)班級人數：小學部 36班，分散式資源班 2班，學生數 963人。 

(三)教師教學背景分析：教師平均年齡集中於 40-49歲，平均教學年資 15年，

全校目前擁有碩士學位教師共 38人（約佔 44﹪），進修碩士有 2人。 

貳、優質目標  

一、背景分析 

為使校本專業發展方案順利執行，茲列出學校優、劣勢以及機會點、威脅

點 SWOT分析表，俾作為執行推動之參考，以確立專業發展執行方向： 

項目 優  勢 S 劣  勢 W 策  略 S 

內 

部 

因 

素 

1.學年與領域備課會

議、社群活動及課程

發展會議等各種專業

對話機制運作成熟。 

2.各類課程計畫擬定與

課程評鑑規劃完善並

確實運作。 

3.教師經歷豐富且教學

態度認真，獲社區家

長肯定。 

4.具發展性教學輔導證

書者達 98人次，教學

輔導教師證書 19人。 

5.教師對教育專業進修

參與度高，有利教育

政策認同與推動，可

有效推動專業成長。 

6.學生活潑學習力強、

1.配合課後照顧、補救

教學及課後社團的推

動，部分教師無法全程

參與專業成長活動。 

2.學校活動的多元發展

及學生問題的日益複

雜，課程評鑑的執行

需要更多的心力。 

3.行動研究撰寫風氣尚

未普遍。 

4.部分教師接受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之意願有

待鼓勵。 

5.校園無空餘教室，缺

乏教師休息室或學年

辦公室等互動與交流

之空間。 

6.學生較有主見，生活

1.建立學年及領域共同

備課制度，發展七大

領域八大專業社群，

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2.邀請全體教師共同參

與課程評鑑，期中期

末，分工合作。 

3.實施獎勵制度，鼓勵

參與行動研究或教案

設計競賽送件。 

4.空間規劃多元思考，

一兼多顧彈性運用。 

5.簡化行政工作，並調

整職務分工，力求勞

逸平均，提高教師擔

任意願。 

6.辦理特教研習，學年

個案輔導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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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關心孩子學習。 

7.學生課後才藝學習多

元，多才多藝。 

8.行政人員服務導向性

高，做事認真，教師

對教育工作有熱誠。 

9.學校成員生活背景均

極單純，同質性高，

利於推動行政業務。 

教育可再加強，有賴

教師專業智慧。 

7.特殊生逐年增加，輔

導的難度加深。 

8.因行政工作繁重，教

師兼任行政意願低。 

9.教師專業自主性高，

行政人員協調業務費

時。 

提升專業知能，資源

班教師適時入班協助

交輔導學生。 

7.建立溝通平台，透過

會議或非正式協調，

提高溝通的效能。 

項目 機會點 O 威脅點 T 策  略 S 

外 

部 

因 

素 

1.教育局推動教學輔導

教師、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教室走察、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等。 

2.學校積極申辦專業發

展外部資源，促進學

校教師的專業成長。 

3.家長會常舉辦或配合

辦理大型活動課程，

有利學生學習。 

4.家長會組織健全人才

多元，發揮功能。 

5.結合仙跡岩自然資

源，發展特色課程。 

6學區里長均能積極協

助、支持學校。 

7.景美、景興國中為夥 

  伴學校，辦理銜接教 

  育，合作愉快。 

1.政策多，各種計畫多

要求短期績效成果，

學校需花較多心力製

作各種書面成果資

料，影響專業發展的

歷程參與。 

2.因少子化影響，部分

家長過度關切保護，

造成教學上的壓力。 

3.部分班級家長忙於工

作，或家庭功能失

能，弱勢學生需多方

照顧。 

4.校地位於山坡，階梯

多擋土牆面積大，學

生活動及教學空間不

足。 

 

1.建置資料收集彙整平

臺，FTP、Google協

作平臺，隨時記錄活

動成果，精簡程序，

降低排斥感，鼓勵教

師參與各項專業發展

專案與活動。 

2.舉辦學校日、親職教

育講座、全校性慶典

活動，邀請家長參

與，共創親師雙贏局

面。 

3.辦理課後照顧班及攜

手激勵班，照顧學

生，並協助學習。 

4.分齡分時分配學生活

動空間，善用走廊、

角落規劃為教學區、

學生作品展示區。 

綜合上述學校 SWOTS 分析結果，本校在地文化豐富，社區資源豐沛，可彙

集社區人文資源，建構學校教育網絡，提供學生更多元活潑的學習，也提出專

業發展優質目標及策略如下：  

二、具體目標  

這些年本校「景慕師承  興會教義~教育專業的淬鍊」專業發展行動方案，

在學校願景引領下，經由全體教師結合課程規劃與教學設計，積極參與各項專

業成長方案；配合校務發展與學校總體計畫，以學生為主體，在兼顧教育性、

時代性及前瞻性之前提下，秉持「發展規畫專業健全、發展歷程友善溫馨、發

展成果創新卓越、發展評估進步永續」之發展理念，整合創新校本課程，進而

培養具有健康身心、人文關懷、終身學習和國際視野之新世紀國民。本專業發

展行動方案的四大具體目標如下： 

一、專業：發揮教師專業效能，建構健全社群機制。 

二、友善：營造溫馨成長氛圍，啟動全員參與動能。 

三、創新：開啟專業創新思維，專業績效卓越優質。 

四、進步：落實評估進步改善，專業精進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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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施策略  

為了有效執行景興專業發展行動方案的內容，本校行政與教師透過各項會

議，充分討論，系統性整合規劃四大推動面向，以達成永續發展的教師專業成

長。實施方案策略如下：  

 
參、具體做法  

    為推動教師專業發展，並凝聚教師專業成長共識，本校依循校務發展計畫

及教師專業成長之相關教育法令與政策，成立教師專業發展推動小組，以系統

推動各項教師專業發展計畫，其組織成員與任務分工如下： 

 
一、實施內容： 

    本校專業發展係根據四個方案理念，落實推動具體目標，透過方案實施策

略與具體措施內容有效達成。茲將內容分述如下：  

一、發展規劃 

目標 1.發揮行政專業效能，建構健全發展機制 

指標 1-1系統的專業成長計畫 

專業知能、專業素養及專業倫理是現代教師必須兼具的條件，因此學校

必須訂立系統的專業成長計畫，提供適當協助以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來提

升教師教學品質。茲就實施現況說明如下： 

職稱 成員 工作內容 

召集人 校長  綜理專業發展之實施與運作事宜 

執行秘書 教務主任 負責規劃、推動與行政聯繫 

規畫檢核組 處室主任 負責規畫與工作檢核 

執行推動組 各學年主任、領域召集人、註冊組長 專業發展計畫執行推動 

計畫執行 全體教師 參與執行與回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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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訂定明確的專業成長計畫 

(一)符應教育政策順應趨勢：配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政策辦理研習進修，如

綜合領域 36小時關鍵能力研習、多元評量研習、差異化教學研習、補救

教學增能研習、性別平等研習、環境教育研習等。 

(二)依據學校願景整體發展：以學校本位課程為核心，安排學校課程與教學

所需研習，如閱讀理解策略研習、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研討、均一教育平

台研習、資訊教育研習等。 

(三)彙整教師需求多元規劃：透過學年會議、領域會議、行政會報及組織，

瞭解教師需求後進行規劃，如纏繞畫抒壓研習、馬克拼貼研習、Google

協作平臺研習、用閱讀培養出耐煩的孩子等專業成長研習。    

二、本校專業成長計畫劇系統性 

(一)導引整合資源協助專業發展：積極爭取外部經費，辦理專案研習計畫；

妥善運用校內資源，並結合社區及民間資源，如家長會志工、社區專業

人士等發揮人力、物力、財力的最大效益。 

(二)定期申辦專案促進教師增能：如精進教學群組教師研習、臺北市教學輔

導教師方案、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教師專業領域備課社群、

教室走察計畫等。 

(三)周延系統地延續的人才培育：對外，有系統的推薦種子教師參加專業培

訓，以帶動校內專業成長，對內規劃教師週三進修活動，推動教師共備

會議、成立領域教師專業社群。 

 

 

 

藝文社群馬賽克拼貼研習 邀請輔導團蒞校觀課 數學領域專業成長研習 

指標 1-2 多元的專業成長方案 

本校教師專業發展方案重視多元發展，學校積極提供各種型式的支持與

資源，讓不同需求的教師都能在成長活動中實質受益。 

一、訂定明確的專業成長方案 

依據教師專業發展結合教育政策趨勢，逐年逐步推動，具有系統性。 

 

教師專業成長方案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學年課程小組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學習領域課程小組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課程發展推動小組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發展性教學輔導系統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教學輔導教師制度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ˇ ˇ ˇ ˇ ˇ ˇ ˇ 

教室走察    ˇ ˇ ˇ ˇ ˇ ˇ 

精進課程與教學資訊專案     ˇ ˇ ˇ ˇ ˇ 

 

教師專業成長方案實施年度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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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專業成長方案多元化 

教師專業成長型態多元，配合教師個人、學年及領域組織，及學校整體

發展需求，鼓勵教師進修學位、進行線上研習課程、發展教師社群、推動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建置 Google協作平臺、成立教學輔導教師成長團、規劃

學年及領域共同備課、鼓勵教師自主成長活動，如社群踏查、籃球社等。 

   

健體領域專業能力共備 社會社群專業主題分享 資訊專案成果發表 

指標 1-3  適切的評鑑回饋機制 

經由全體教師的多元參與，並透過各種類型的評鑑回饋機制，蒐集評鑑

資料，藉由資訊判讀，提供教師專業成長的有效回饋，協助教師了解教學歷

程中的優缺點，作為檢視專業發展中需要繼續努力精進的方向與重點。 

一、 訂定完整的專業成長評鑑機制 

(一) 各項計畫明定檢核與評鑑方式，如成果評估表、問卷、記錄。 

(二) 透過各項會議進行討論與交流。 

(三) 辦理內部評鑑：課程評鑑、領域習作調閱、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學輔

導教師觀察回饋、同儕觀課、教室走察等。 

(四) 接受外部各類訪視與評鑑：校務評鑑、基本學力檢測……等。 

二、 專業成長評鑑機制發揮回饋作用  

  
 

類型 評鑑模式 時程 評鑑結果運用 

 

 

 

 

 

內 

 

部 

 

評 

 

鑑 

校務評鑑 每學年 ◎未達標準部分納入校務發展計畫加強 

專業發展評鑑 每學年 
◎未達標者要求資料修正再重新送審 

◎通過標準者送教育局申請證書 

課程評鑑 每學期 
◎依意見修正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設計 

◎教師在評鑑歷程中精進課程設計能力 

課程發展委員會 每學期 
◎審查全校課程與教學計畫 

◎配合課程發展，研擬教師專業成長計畫 

研習評鑑 每學期 
◎成長計畫納入教師需求 

◎行政規劃盡量符應教師需求 

學年會議 每個月 
◎參酌學年需求，納入教師專業成長計畫 

◎行政規劃盡量符應教師需求 

領域會議 每個月 
◎參酌領域需求，納入教師專業成長計畫 

◎行政規劃盡量符應教師需求 

主管會議 每個月 
◎檢討各類專業成果執行效益 

◎彚整資料作為後續研擬參考 

教室走察回饋 隨時 ◎根據教室走察所見加以紀錄並提供專業回饋 

教學成效評鑑 隨時 ◎實施教學經驗分享 

 

外 

部 

評 

鑑 

 

課程計畫評鑑 八月 ◎依據評審意見修正課程計畫 

教學輔導教師訪視 每學期 
◎提供正向回饋激勵教師 

◎回應教師疑惑並提供解決方法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每學年 ◎擬訂計畫送審，通過後實施 

校務評鑑 每四年 ◎本校前次校務評鑑九大向度全部通過 

各類專案訪視 不定期 ◎評鑑結果提供學校發展與規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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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力檢測看 

學習領域成效 

教學輔導— 

蔡進雄教授訪視 

定期召開 

課程發展委員會 

指標 1-4  整合的專業成長資源 

本校妥善運用校內外人力與物力資源，並積極爭取各項外部專案計畫與競爭

型方案經費，統整規劃資源運用全力支持教師專業發展。 

一、校內外資源支持專業成長 

 
二、專業成長資源發揮整合效益 

(一)整合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及教室走察計畫，系統性的

提升教學觀察能力，計畫性的培訓教專初階、進階及教學輔導教師，落

實以學生為本位的教學觀察取向。 

(二)循序漸進，系統的爭取教育資源，逐年逐步引導教師投入專業成長，達

到專業永續成長目標，如運用教師專業成長，申請建置科學體驗情境。 

(三)獲獎肯定：本校近 4 年獲得資源統整、校園營造、學生學習、教師教

學、課程發展及行政領導等 6 項優質學校獎項，並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

金質獎的肯定，各方專業成長資源的有效運用，發揮具體的整合效益。 

性質 資源類別 單位/人員 資源運用 

人
力
資
源 

家長會 家長、愛心志工 協助校務發展 

社區人士 
鄰里長、愛心商店、派出所、家暴中心、
駐區社工、心理師、議員、立法委員 

協助校務發展、支援教學 

維護學生安全健康 

國軍替代役中
心 

替代役男 
支援安全為要務 
學校行政事務工作 

物
力 

資
源 

永固會 景興國小歷任校長及歷任家長會會長 
支援重大活動、 

經費贊助 

社區空間 

社區公園、社教館、動物園、植物園、
親子劇場、科學教育館、文山農場、文
山二分局、消防隊 

協助實施體驗學習活動 

教育經費 教育部、教育局、家長會、永固會 
支援學校設備經費 

教學活動 

社會
資源 

資訊媒體 
國語日報、世新大學「小世界」、各大
報紙、教育部網站、電視台 

採訪報導學校優良活動 

學
校
資
源 

大專院校 
臺大、市立大學、國北教大、世新大學、
元智大學 

協助專業研究、人力支援、社
團師資 

鄰近學校 

國小：興隆、興德、興德、溪口、志清、
萬芳、萬福、武功、永建；國中：景興、
景美、興福、萬芳 

教學資源分享，提供學校教
育活動交流 

其他學校 
景文中學、東山高中、靜心中學、慧燈
中學、及人中學 

升學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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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表揚教師對外競賽

榮獲佳績 

榮獲教育部 

教學卓越金質獎 

獲頒卓越科學 

情境體驗學校 

二、發展歷程 

目標 2.營造溫馨成長氛圍，啟動全員參與動能 

指標 2-1多樣的進修成長活動 

一、提供各類進修成長活動機會 

(一)鼓勵參加外部研習進修活動： 

1.積極鼓勵教師參與進修學位。 

2.配合教育局政策，推薦或指派教師參加相關研習。 

3.跨校性教師專業進修活動。 

(二)辦理內部各類專業成長活動 

1.辦理寒暑假備課研修活動。 

2.利用週三下午安排學校教師進修與分享研討活動。 

3.規劃學年會議與領域會議等專業對話，進行課程研討及專業成長。 

4.鼓勵教師成立專業成長社群，進行教學行動研究與專業對話。 

5.安排教學觀摩，藉由此過程讓老師獲取寶貴的教學實務經驗。 

6.利用教師晨會進行主題式的專業分享。 

7.規劃教師閱讀交享閱活動，透過閱讀與分享，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8.定期專業分享活動：學年主任、領域召集人及社群運作專業分享。 

9.藉由校內知識分享平臺（FTP文件分享中心）和 GOOGLE協作平臺，建立

行政及教學的資源庫，並進行資源共享。 

二、進修成長活動之形式與內容多元 

 

  
 

申辦群組研習 
資訊專案分享— 

作曲好好玩 
成立論壇分享閱讀心得 

專業成長型態 專業成長運作內容 

個人式成長活動 學位進修、校內外研習、閱讀活動、多元學習、參觀訪問、創作發表 

資訊式成長活動 線上研習課程、網路檢索資源、學校知識管理平台、互動式專業成長平台 

小組式成長活動 
專業學習社群、教師專發展評鑑、教學輔導教師、行政專業決策、校本課

程研發、專案主題規劃 

團體式成長活動 
學年專業對話、領域教學研究、社群主題研討、教育議題分享、運作經驗

分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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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2-2  完整的教育研發系統 

一、建構教育研發系統 

(一)成立專業發展推動小組：由校長、四處室主任及教師代表共同組成，系

統規劃本校專業發展模式與內容，依據校務發展擬定推動期程，並定期

召開實施成效檢討會議。 

(二)建立教育研究發展系統：包括專業決策系統與專業研究系統。 

 

 

 

 

二、教育研發系統完整 

(一) 專業決策系統 

 
(二) 專業研究系統

 
 

   

課發會進行領域課程檢討 英語社群行動載具研討 資訊推動小組雲端分享 

指標 2-3  落實的教學檔案製作與分享 

一、製作教學檔案 

(一)精進教學檔案製作能力：申請臺北市教師專業成長檔案及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優良檔案得獎作品到校展示，吸引他校優良教學檔案的製作經驗。 

(二)辦理專家講座研習活動，指導同仁教學檔案製作方法。 

(三)建構優質教學檔案內涵：參考校務評鑑指標內涵，每位教師均建置個人

教學成長檔案；同時配合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推動，參與教師亦製作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成長檔案。   

(四)全校教師製作教學檔案：鼓勵教師製作教學檔案精進自我教學能力。   

專業決策系統 研討內容 

課程發展委員會 決定課程發展重點與方向，檢核課程發展內容與效益。 

課程評鑑小組 發展校本課程評鑑指標，管理課程發展成效，引領課程發展方向。 

擴大行政會報 決定各種專業成長活動的推動內容與期程。 

學年會議 彚整並提出教師專業成長需求及實施建議。 

 

專業研究系統 研討內容 

學年課程小組 依據課程與教學需求，進行專業成長研討。 

專業學習社群 
組成國語、數學、英語、自然、藝文、健體、社會、綜合等領域學

習社群，擬定領域專業發展重點，進行主題式專業研究。 

閱讀推動小組 
整合閱讀發展資源、研擬閱讀推動活動規劃及閱讀理解策略的實

施策略。 

資訊推動小組 依據課程與教學需求，進行專業成長研討。 

 

 

專業發展

推動小組 

專業決策

系統 

專業研究

系統 

課發會 
課程評鑑

小組 

擴大行政

會議 
學年會議 

學年課程

小組 

閱讀推動

小組 

資訊推動

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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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享製作教學檔案 

(一)舉辦校內教學檔案觀摩學習：定期辦理教師教師檔案製作成果分享觀摩

活動，觀摩的同仁間除了可以見賢思齊外，亦可以正向積極回饋，促進

教師繼續精進的成長動力。 

(二)鼓勵參與優良教學檔案評選：推薦校內教師參加臺北市教師教學檔案及

學生學習檔案評選活動。 

   

榮獲教育部教學檔案佳作 校內優良教學檔案觀摩 北市優良教學檔案觀摩 

指標 2-4 有效的教學觀察與回饋 

一、實施系統性的教學觀察 

(一)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試辦計畫：自 97學年度起申請參加迄今，參與過程

中除了透過線上研習課程及實體課程瞭解如何系統性的進行教學觀察

外，亦邀請夥伴教師到校指導校內同仁就實際進行教學觀察時所遭遇的

問題進行雙向諮詢與輔導，澄清教師進行教學觀察時的疑惑，精進教學

觀察技巧。 

(二)教學輔導教師培訓方案：自 97學年度起申請參加迄今，推薦校內同仁

參加教學輔導教師培訓，取得專業知能認證，回校輔導同仁精進教學，

每個月輔導教師會進班進行教學觀察。 

(三)教室走察：由校長及各處室主任分組進入班級進行短暫、有系統的教 

    學觀察，發現教學的優點與需求，給予教師正向回饋及需求的支援。  

(四)教學輔導成長團：新進同仁一律參加此成長團，且須進行教學演示活 

動，由校內擁有教學輔導教師證書的同仁入班進行教學觀察。 

二、發揮教學觀察的回饋作用 

(一)教學輔導回饋系統：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透過相見歡、聯誼、座談等活

動，營造夥伴間溫馨的氣氛，並建立信任關係，藉由每月至少一次的教

學觀察，給予即時回饋，夥伴教師得以精進教學。 

(二)教師社群回饋系統：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員間，會就社群研討主題進行

教學演示，社群成員給予觀察回饋。 

(三)教育實習回饋系統：與各師培單位進行教育實習輔導的合作，實習輔導

教師會透過教學觀察給予實習教師觀察後回饋。 

   

教學輔導攜手成長 教育實習輔導公開觀課 桌遊分享 教學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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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成果 

目標 3 開啟專業創新思維，專業績效卓越優質 

指標 3-1提升教師教學專業的專業發展成果 

一、教學相關的教師專業發展成果 

(一)協助教師取得專業證照與研習證明 

1.鼓勵教師取得各種專業證照：如發展性教學輔導系統、教學輔導教師、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本土語言中高級認證……等。 

2.完成教育局規定必備之研習時數：如差異化教學研習、多元評量研習、

補救教學研習、健體領域研習、綜合領域 36小時關鍵能力研習等。 

3.職務編排時能以專長進行配課，如藝文、英語、體育……等領域教師均

由專長教師擔任，每位教師均積極增強自身的本職學能。 

(二)出版景興「鐸聲」成果集：將教師參加各類專業發展競賽或徵件的教學

活動設計彚編成冊，目前已出版到第 8冊。 

(三)編纂校本課程教案及學習單：配合校本課程「仙岩綠活」、「品德教

育」的實施，本校組織課程編纂小組，透過專業研討，編製一至六年級

教學活動設計與學習單，提供各年級教學使用。 

(四)建置分享交流平臺：於校內網路系統設置 FTP文件檔案中心、Google 

Chrome行政與社群協作平臺、You Tube分享平臺、教學資源分享中心，

將相關教學資源、教師教學經驗、團隊課程研究等資料或資源，完整蒐

集於資源網絡中，促進專業經驗分享、創新。 

二、教師專業發展成果能提升教學專業水準 

(一)提供教師專業分享舞臺：政策趨勢、法令要義、研習心得分享、學年經

驗分享、領域社群分享等，利用教師晨會、期末備課日、教輔成長團等

場域進行分享，擴散專業影響力，提升教師教學效能。 

(二)建構學習型組織：領域會議、學年會議、教學輔導教師、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閱讀推動小組、資訊推動小組等學習型組織的專業對話，有助教

師教學知能的提升。 

(三)建置數位教學網：整合教學相關素材、研習資料、教師自編教材建立仙

岩綠活網、客家文化網、游泳教學、春聯教學、電腦教學、鄉土教學等

網站，讓全校教師能互相交流，共享教學資源與專業發展的成果。 

(四)豐碩的教師專業發展成果 

1.97學年度起連續 9年申辦教學輔導教師方案及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2.101學年度至今連續 5年辦理教室走察。 

3.101年榮獲「臺北教育 111」標竿學校，優質學校「資源統整」獎項。 

4.102年榮獲優質學校「校園營造」、「學生學習」獎項，學校課程計畫

審查特優，推動生命教育工作學校評選特優，推動傳統藝術教育特優。 

5.103年榮獲優質學校「教師教學」、「課程發展」獎項，臺北市交通安

全教育評鑑特優，獲頒 2014臺北市卓越科學體驗情境學校，更榮獲教育

部社群審查特優。 

6.104年藝文領域及自然領域榮獲臺北市教學卓越獎評選優勝，其中自然

領域教學團隊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評選金質奬。 

7.105年榮獲優質學校「行政領導」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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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教育部 

教學卓越金質獎 
榮獲課程發展優質獎 

自製教學網站 

共享教學資源 

指標 3-2  提升學生學習表現的專業發展成果 

一、學生學習相關的教師專業發展成果 

(一)榮獲優質學校學生學習獎：教師專業成長提升各類學生學習活動的品質

與成效，深獲優質學校評審委員的肯定。 

  (二)規劃多元展能的學習活動：學校在規劃學校活動時，以教師專業出發， 

     並考量學生多元性向發展安排各類學藝活動，以啟發多元潛能的發展。      

(三)分析數學易錯題型，改進教學：針對一至六年級學生數學常錯題型進行

分析，找出錯誤類型並擬定相關教學改進策略，作為後續教學實施參

考。每學期初，利用學年共備會議時進行以前年度的數學常錯題型分析

資料的研讀，以便學期開始後的數學教學能夠更順利的開展，並有效降

低學生的錯誤頻率。 

二、教師專業發展成果能提升學生學習表現 

(一)榮獲 2014全國「學校經營創新」暨「教師創新教學」KDP國際認證學生

多元展能組特優第一名。 

(二)妥善準備課程實施所需的教材與設施：除了逐年添購教具、設備充實教

學需求外，本校在教材選用及編製上也經過嚴謹的討論與思考，搭配課

程設計以期符合學生學習需求。同時，我們亦規劃完整的學生資源網路

平台，有效幫助學生自我學習。期望透過行政的支援措施，激勵教師專

業成長，深耕課程，力求有效教學及落實多元評量，使課程實施可以達

成課程目標。 

 

 

 

 
 

 

 

 

 

 

 

 

 

(三)學生各類學藝成效表現亮眼：本校教師實踐教師專業，用心指導學生，

學生參與音樂類、戲劇類、體育類、語文類、視覺藝術類、資訊科學類

等各類型競賽表現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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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魔岩傳奇教學手冊 

實施仙岩綠活課程 

榮獲 KDP國際認證 

特優肯定 

英語老師指導學生參加

英語單字王校內競賽 

指標 3-3高度應用的專業發展成果 

一、具體應用教師專業發展成果 

(一)教師均積極參與研習，增強自身本職學能，充實領域授課專業知能。 

(二)應用發展性教學輔導系統及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所習得的教學觀察技巧，

實際應用在教學現場，具體提供教學觀察回饋給予授課教師。 

(三)組織教輔成長團，協助新進同仁提升教學知能，增進班級經營技巧。 

(四)推薦校內同仁參加教學輔導教師培訓，取得專業知能認證，回校輔導同

仁精進教學，每個月輔導教師會進班進行教學觀察。 

(五)進行教室走察，由校長及處室主任進入班級進行短暫、有系統的教學觀

察，發現教學教學的優點與需求，給予教師正向回饋及需求的支援。 

二、教師專業發展成果之應用多元亮麗 

(一)透過評選展現優質：近 4年榮獲「臺北教育 111」標竿學校；優質學校 

「資源統整」、「校園營造」、「學生學習」、「教師教學」、「課程 

發展」、「學校領導」等 6項殊榮；藝文領域及自然領域榮獲臺北市     

教學卓越獎評選優勝，自然領域教學團隊更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評選 

金質奬的肯定，證明本校教師在教師專業發展與實踐上的成效，在學生

學習與教師教學上均有具體績效展現。 

(二)教師實踐教育專業，關照弱勢學童：本校教師發揮教育愛的專業特質，   

    用心關懷學生在學習上的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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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經營及輔導策略分享 語文領域公開議課 
榮獲教師教學向度 

優質學校 

指標 3-4  校本特色的專業發展成果 

一、校本特色的專業發展成果 

(一)「仙岩綠活」特色課程，聯結地方情感。 

與本校比鄰而居的仙跡岩擁有豐富 

的自然生態與人文風貌，不僅是景 

美地區的重要地標，也是學區家長 

與日常生活緊密聯結的重要記憶。 

本校結合資訊科技，逐年創發出涵 

納自然生態、人文歷史與環境保護 

的「仙岩綠活」課程，為一跨領 

域、一到六年級縱貫聯結的主題統 

整課程，課程領域涵蓋了綜合活 

動、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與人文、社會、語文等領域。希望帶領學生 

探索仙跡岩、了解家鄉的特色與文史，培養學生敏銳觀察力與親山愛山 

更護山的具體行動力。 

(二)「微海洋景興」課程獲頒 2014臺北市卓越科學體驗情境學校認證。  

自然社群教師利用共同備課時間規劃「微海洋景興」課程，設置「水資 

源循環學習角」，建置微型水域生態系之自然學習體驗情境，以微海洋 

的角度讓學生認識台灣水生植物，了解河口生態系及濕地、潮間帶現 

況。老師們合力製作「微型水域生態箱」，種植沉水性植物、半水生植 

物，並依水域特色，養殖不同的水中生物，如小丑魚、吳郭魚、垃圾 

魚、蝦子等。  

 
 

 
 

 

 

 
★學生們在美勞老師指導下共同彩繪「微海洋景興」課程的「水資源循環圖」。 

★「微型水域生態箱」模擬臺灣的溪流環境，展示活體生物，包含溪流中下游原生魚

類、河口魚類、近海熱帶魚類及臺灣常見的水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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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業發展成果有助於創新學校本位發展特色 

(一)師師參與的專業發展： 

   本校整合社群與領域組織，並據此為基底，融入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 

   學輔導教師方案與教學專業學習社群，發揮合作分享的精神，敏於覺察 

   反思，精進專業知能，型塑學習型校園。 

(二)全面觀照的整體規劃：校本的專業發展兼顧學校整體發展和教師個人需

求，不僅滿足教師個人專業成長需求亦能增進學校整體效能。 

(三)民主尊重的推動歷程：身體力行的參與，以身作則的示範，系統整全的

引領，透過一連串說明、參與、分享的歷程，逐步營造溫馨友善的氛

圍，以及合作共好的夥伴關係，校本運作模式可提供外校推動參考。 

(四)攜手成長的分享文化：將教師參加各類專業發展競賽或徵件的教學活動

設計彚整，出版成果專輯「鐸聲」，進行校際專業發展交流。 

   

共同備課讓我們更專業 社群成員互相切磋 活潑熱情活力一級棒 

四、發展評估 

目標 4. 落實評估進步改善，專業精進永續發展 

指標 4-1 客觀評估的專業發展過程 

一、建立評估教師專業發展過程的系統性措施 

(一) 辦理教師進修研習回饋意見與滿意度調查：進修活動辦理結束，邀請餐

與教師填寫回饋意見與滿意度問卷。 

(二)檢視教育專業發展相關研習時數與認證完成概況：期末透過教研中心與

全國教師進修研習網站、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精緻網檢視同仁學期進修

概況，還有參與教專與認證進度完成情形。 

(三)期中期末辦理課程評鑑，檢核社群教師授課專業展現：利用學年領域會

議及課發會進行課程評鑑，課程與教學實施的情形與困難。 

(四)辦理教師專業社群成果發表：每學年辦理社群成果發表會，各領域學習

社群將學年的專業成長活動會整，透過靜態或動態的方式發表。。 

二、教師專業發展過程的評估客觀切實 

(一)經由問卷調查統計分析研習回饋表的回饋意見，將有關研習主題、辦理

方式、活動時間、活動場地等訊息加以整理，作為爾後辦理之參考。 

(二)透過學年會議及領域會議收集教師對於辦理專業成長活動的建議。 

(三)邀請外部專家蒞校訪視與評鑑：邀請教師專業評鑑輔導夥伴、接受教學

輔導訪視學者委員、邀請教學領域輔導團…蒞校指導，具體客觀瞭解教

師專業發展的概況、成效與困難。 

 

 

 

社群共同檢視成長活動 教學輔導攜手大步走 專家檢視教師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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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4-2  持續修正的專業發展行動 

一、根據教師回饋問卷及專家學者訪視客觀評估結果，研擬改善措施 

(一)全體教師的共同需求，研擬並安排全校性的專業成長活動方案： 

   依據客觀的評估結果，針對共同需求主題，師生教與學共同面臨的困 

   難，由教務處規劃周三教師進修、專題講座、教學輔導教師成長活動。 

(二)鼓勵教師依教學領域共同需求，規劃領域專業成長活動 

   依據領域教師的需求建議，各社群邀請領域專長的學者或教學現場優秀  

   教師，進行教學領域成長活動。 

(三)鼓勵教師依自己的教學成長需求規劃個人的進修成長活動： 

鼓勵教師基於教學實務的需求，選擇到大專院校做學分學位的進修，或者

選定相關的校外研習，充實教學知能。 

二、落實執行各項專業成長的改善措施 

(一)透過社群教師共同備課、觀課、議課，持續進行教師專業成長與修正。 

(二)落實社群成長活動與成果發表，持續專業社群的分享與成長。 

(三)透過領域會議、課發會滾動修正各項專業發展活動與方案。 

   

公開觀課具體回饋 健體領域增能研習 專業交流互惠成長 

指標 4-3永續發展的評估方案 

一、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成果，呈現逐年成長的趨勢 

(一)教師樂於從事研習進修：教師踴躍參加研習進修，參與人次與平均時數

呈逐年增加的趨勢。 

(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參加情形：本校從 97學年度申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

畫迄今，透過民主化的推動歷程，參加人數逐年增加，目前已取得初階

認證資格者有 44位，比例達 60%。 

(三)教學輔導教師參加情形：近幾年來本校陸續有新進人員加入景興團隊，

為協助新進同仁縮短摸索時程，在最短時間內能適應學校環境，因此本

校陸續推薦具服務熱忱的同仁參與教學輔導教師的培訓，前後已取得證

書者有 19位，比例達 26%，目前有三位老師證在實習，將取得認證。 

(四)教育局規定必備之研習時數，本校均依規定完成差異化教學研習、多元

評量研習、補救教學研習、健體研習、綜合 36小時關鍵能力研習等。 

二、教師專業成長深入學校文化 

(一)全體教師都參加社群，學習與精進：本校整合社群與領域組織，並據此 

    為基底，融入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教學輔導教師方案，發揮合作分享的 

    精神，敏於覺察反思，精進專業知能，邁向學習型校園。 

(二)建構學習型組織，對話與分享：領域會議、學年會議、教學輔導教師、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閱讀推動小組、資訊推動小組等學習型組織的專業 

    對話，每位教師均樂於成長與分享，型塑景興優質的專業分享氛圍及專 

    業成長的學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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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行教室走察，關懷與激勵：由校長及主任分組入班進行短暫、有系統 

    的教學觀察，發現教師教學的優點與需求，給予正向回饋及需求的支      

    持，老師也能感受到學校對老師教學的關心與對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視。   

   

教學輔導 補充能量 數位作曲課程增能研習 資訊融入教學增能研習 

指標 4-4分享推廣的專業發展方案 

一、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成果，能和校內親師生分享 

(一)建構校內分享平台 

1.教師專業分享舞臺：政策趨勢、法令要義、研習心得分享、學年經驗分

享、領域社群分享等，利用教師晨會、期末備課日、教輔成長團等場域

進行分享，擴散專業影響力，提升教師教學效能。 

2.建置網路交流平臺：於校內網路系統設置 FTP文件檔案中心、Google 

Chrome行政與社群協作平臺、You Tube分享平臺、教學資源分享中心，

將相關教學資源、教師教學經驗、團隊課程研究等資料或資源，完整蒐

集於資源網絡中，促進專業經驗分享、創新。 

(二)型塑學習型組織分享文化：領域會議、學年會議、教學輔導教師、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閱讀推動小組、資訊推動小組等學習型組織的專業對

話，有助教師教學知能的提升。 

(三)建置數位教學網：整合教學相關素材、研習資料、教師自編教材建立仙

課程發展委員會召開時，由各領域及學年分享專業發展概況。 

(四)辦理校內專業成長發表： 

1.利用學年度末，進行各領域社群成果分享發表。 

2.於課程發展委員會召開時，由各領域及各學年分享專業發展概況。 

3.規劃教師閱讀交享閱活動，透過閱讀與分享，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二、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成果，能和校外或國外專業團體做分享推廣 

(一)將教師參加各類專業發展競賽或徵件的教學活動設計彚編成冊，出 

版成果專輯「鐸聲」，進行校際交流，以及外賓來訪時之贈品。 

(二)本校教師受邀至各校分享專業發展運作實務。 

學年度 102 103 104 105 

校內分享場次 23 16 16 26 

校內分享場次 4 11 7 9 
 

   

綜合領域公開觀課 亮點教師公開觀課 
藝文教師分享專業成長

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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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作法 

(一)循環回饋的專業成長：每學期初，利用學年共備會議時進行以前各年度的

數學常錯題型分析資料的研讀，以便學期開始後的數學教學能夠更順利的

開展，並有效降低學生的錯誤頻率。讓每學期所做的數學常錯題型分析資

料不只是例行公事，而是具有提升教學成效的專業發展 

(二)每學期初召開領域課程會議，針對當學期各單元課程實施時的教學重點與

教學應注意事項進行領域成員的專業對話，以有效提高教師對課程的掌握

度，並確實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學目標的有效達成 

(三)數據化分析的專業成長：針對學生基本學力檢測結果進行數據分析，並研

擬改進策略，擬定命題類型與比例的改進措施。 

(四)結合閱讀的專業成長方式：辦理『教師交享閱-為你而讀』活動，運用歷

年參加優質學校、教學卓越等獎勵金，請教師為自己選擇一本喜愛且能增

進專業成長的書，由學校負責採購贈書給每位老師進行閱讀，並於學期末

進行分享。 

(五)建置專業成長雲端資料庫管理系統，將教師專業成長所需之相關資源及訊

息，透過雲端設備等資訊裝置，進行雙向互動，即時提供必要支援。同時

亦可隨時掌握教師專業發展的現況，適時給予協助及激勵措施，促進專業

成長繼續精進。 

(六)積極申辦專案教學精進，支持團隊進行專業研發透過學校相關會議進行背

景分析與系統規劃，以學生需求為主體，經由景興團隊縝密的思考與對話，

積極撰寫各項方案，同步整合發展學校特色，支持教師團隊進行專業研發，

並於課堂中實作。 
肆、優質成果 

一、目標達成 

本方案依「發展規劃」、「發展歷程」、「發展成果」、「發展評估」等

四個階段，設定本校專業發展的具體目標，以下就目標內容與達成情形說明如

下： 

(一)專業健全的發展規畫→發揮教師專業效能，建構健全社群機制。 

1.本校教師專業發展規劃依據學校願景與 SWOTS分析，有明確及系統性的思

維，與教育發展、學校發展和教師需求密切結合的完整規劃，能夠有效的

帶領教師進行專業成長。 

2.本校以多元面貌推動教師專業發展，有不同功能的專業發展推動系統，有

不同類型的專業成長方案，有不同型態的專業成長活動，讓不同需求的教

師都能在此一專業發展系統中實質受益。 

3.本校建立適切而完整的評鑑回饋機制，因應不同需求所採行不同型態與週

期的評鑑模式，提供教師專業成長的有效回饋，協助教師掌握專業發展繼

續精進的方向與重點。 

4.有效整合並運用各校內外資源協助本校進行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進行，讓

專業發揮最大成效。 

 (二)友善溫馨的發展歷程→營造溫馨成長氛圍，啟動全員參與動能。 

 1.依據校本專業發展需求，本校規劃多元成長活動，且均能有效辦理，滿足

教師的不同需求，同時也提高教師的參與動機。 

2.本校有不同任務的專業成長推動小組在引導教師從事專業發展，同時本校

也積極營造友善專業對話的學習型組織氛圍，使教師感受專業與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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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校鼓勵教師製作教學檔案，辦理教師教學檔案觀摩，透過觀摩、分享的

方式，讓教師的教學經驗彼此交流，促發教師的自省與行動。 

4.本校實施系統性的教學觀察，同時透過正向肯定與專業回饋的態度，讓教

學觀察發揮有效的回饋作用。 

 (三)創新卓越的發展成果→開啟專業創新思維，專業績效卓越優質。 

1.本校教師的專業發展從教學需求出發，專業發展的成果不僅滿足原本的教

學需求，更能提升教師專業水準。彙編專業發展研究成果，景興「鐸聲」

已印製至第 8冊。 

2.本校教師關注學生學習表現多元發展，能運用專業發展的成果協助學生進

行多元學習，發揮潛能，提升學生學習表現。 

 
3.本校將教師專業發展的成果有效應用在校務運作的革新與優質學習氛圍的

形成，近幾年來學校的整體發展獲得外界高度肯定。 

 

學年度 102 103 104 105 

活動名稱 年級 人次 年級 人次 年級 人次 年級 人次 

國語學藝競賽 二-五 115 二-五 154 二-五 115 二-五 109 

本土語言競賽 四五 66 四五 63 四五 71 四五 73 

英語學藝競賽 四五 20 四五 25 四五 24 四五 19 

科學展覽 五~六 26 四~六 41 四~六 46 四~六 70 

科學遊戲競賽 四 178 四 152 四 173 四 168 

線上猜燈謎 無辦理 0 全校 1027 全校 989 全校 961 

春聯揮毫 四~六 63 四~六 60 三~六 81 四~六 84 

美創展 全校 846 全校 685 全校 887 全校 593 

美術比賽 全校 101 全校 98 全校 68 全校 73 

小小說書人 全校 10 全校 16 全校 11 全校 辦理中 

線上讀書會 四-六 73 四-六 217 四-六 0 四-六 10 

自編故事劇本 全校 0 全校 0 全校 5 全校 2 

我是小主播 五-六 9 五-六 0 五-六 3 五-六 0 

世界兒童畫展 全校 16 全校 0 全校 6 全校 辦理中 

景興有獎徵答 全校 170 全校 150 全校 100+ 全校 100 

今日景興 全校 90 全校 90 全校 40+ 全校 30 

閱讀小學究 全校 3500 全校 3500 全校 2000 全校 2000 

主題活動(書展) 全校 100 全校 500 全校 450 全校 300 

百萬小學堂 三-六 760 三-六 720 三-六 720 三-六 700 

打字比賽 三-六 56 三-六 56 五-六 28 三-六 24 

繪圖比賽 三-六 56 三-六 56 三 12 三-六 12 

「師」情「畫」意 一~二 342 一~二 310 一~二 314 無辦理 0 

才藝徵選 全校 60 全校 32 全校 34 全校 辦理中 

性平學藝競賽 全校 20 全校 6 全校 985 無辦理 0 

性平有獎徵答 全校 1160 二~五 1033 全校 987 全校 3月辦理 

多元文化閱讀心得 全校 25 全校 23 全校 27 全校 3月辦理 

體育表演會 全校 1160 全校 1103 全校 987 全校 961 

水上運動會 四-六 480 四-六 466 四-六 501 四-六 6月辦理 

班際競賽 全校 877 全校 863 全校 846 全校 6月辦理 

景興小鐵人 五-六 82 五-六 109 五-六 106 五-六 4月辦理 

景興小小鐵人 三-四 128 三-四 110 三-四 107 三-四 3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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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校掌握創新經營策略脈絡，專業發展成果展現學校特色與掌握國際趨

勢，展現創新發展的特色。 

(四)進步永續的發展評估→落實評估進步改善，專業精進永續發展 

1. 本校定期召開專業發展會議，有系統的評估專業發展歷程，且評估過程客

觀切實。  

2.本校依據客觀的評估工具進行專業發展推動歷程的評估，並就所收集的資

訊、評估結果進行判讀、省思與回饋，並擬定改善措施並落實執行。 

3.本校激勵教師從事自主專業成長，活動成果呈現逐年成長的趨勢，同時已

形成學校文化，展現永續發展的特性。 

4.本校教師樂於分享專業發展的成果，認同藉由分享帶動團體的集體專業成

長氛圍，同時經常到校外進行推廣分享，不僅提供教師專業展現的舞台，

亦能具體展現學校經營特色。 

本校教師校內專業發展分享一覽表 

102學年度 

從基本學力檢測結果論本校學生學

習之提升(徐素娥,方仁敏) 

你好我也好—如何在班級輔導運用溝

通類桌遊(楊昇翰) 

新店溪水生動植物採集觀察及在教

學上之運用(吳欽鴻) 

瑠公圳、新店溪、景美溪與在地文化

教學分享(李錫堅,楊韶鈞,裘琇蓉) 

FUN心玩數學—數字類桌遊在教學

上的應用(楊昇翰) 

微型水域生態箱製作與運用—沉水性

植物種植及米蝦養殖(張欽統) 

「溺」轉乾坤—游泳救生教學設計

與分享(朝文,進福,煜榛) 

電子白板應用於各領域教學之分享

(施雅薇,李熙毅,蕭以琳) 

電子白板及 E化教學在英語教學上

的應用(楊楚貞) 

團結力量大—合作類桌遊與教學之結

合(楊昇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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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文化與本土教學之結合—以景

美集應廟為例(蔡佩蓁) 

「因倍數」教學活動設計與經驗分享

—找數字的碴(陳信文) 

數學易錯題型與迷思概念之分析

(馮育彬,王燕鈴) 

桌上遊戲運用於個案輔導之分享(吳

佳謙) 

大河戀—河口生態系與溼地之探索

及其運用於教學分享(張欽統) 

決勝千里外—策略類桌遊與班級經營

之分享(楊昇翰) 

「表面積」教學活動設計與經驗分

享—三視圖(陳信文) 

「怎樣解題」教學活動設計與經驗分

享—趣味渡河(陳信文,馮育彬) 

如何應用桌遊於班級中(楊昇翰) 潮間帶生態導覽與教學應用(張欽統) 

尋「根」由寶藏巖一窺北部移居部

落秘辛(游靜芬王淑蓉李奇龍) 

融合教育 vs.桌上遊戲之設計與分享

(吳佳謙) 

「分數與小數的四則運算」教學設

計經驗分享—計算神槍手(陳信文) 
 

103學年度 

PISA式命題應用於自然領域之分

享(吳欽鴻) 

閱讀理解融入各年級評量之命題設計

與分析(黃芳杏,舒雲娥,陳曉齡) 

拚一拚—Phonics 運用在各年級字

母教學之設計與經驗分享(顏如玉,

王巧雲,傅國璋,楊楚貞) 

運用 Smart Notebook Toolkit 研發

英語 phonics教學數位教材經驗分享

(顏如玉,王巧雲,傅國璋,楊楚貞) 

魚菜共生系統之設計與運用 

(吳欽鴻,李錫堅) 

如何應用多媒體教材於海洋教育中

(王燕君,許慧茵) 

「男女有別」？性別平等融入各領

域教學設計與分享(李淑芬) 

繪本閱讀與圖資利用教學設計研討

(李怡樺,劉浚霖) 

Running Man—國小田徑教學設計

與實務分享(紀朝文,程進福) 

「桌」上乾坤—,國小桌球教學設計

與實務分享(吳志鴻,劉翼豪) 

樹脂版運用於藝術與人文教學之設

計與分享(吳憶禎,萬世芬) 

應用 PISA式命題於社會領域試題設

計與分享(蔡佩蓁,曾明君,張欽統) 

課文本位融入閱讀理解策略教學設

計與經驗分享 

(王嘉燕,劉家玉,何佳如) 

即時評量回饋系統(IRS)與英語教學

之結合(顏如玉,王巧雲,傅國璋,楊楚

貞) 

「足」上功夫—國小足球教學設計

與實務分享(黃世豪,王煜榛) 

「羽」化登仙—國小羽球教學設計與

實務分享(紀朝文,黃世豪) 

104 學年度 

在地追追追—社會鄉土課程設計與

教學實務分享 

(蔡佩蓁,李錫堅,李奇龍) 

節慶教學融入英語領域教學設計與實

務分享(顏如玉,楊楚貞,  傅國璋) 

水耕栽培實務經驗分享(吳欽鴻) 
從基本學力檢測看本校語文教學(王

嘉燕,黃芳杏) 

海洋教育融入自然領域教學設計及

教學媒材分享(吳欽鴻,吳志鴻) 

IRS即時評量回饋系統運用於英語領

域教學之探討(楊楚貞,楊千瑩) 

民俗體育教學實務與經驗分享 

(程進福,紀朝文) 

校本綜合領域課程設計與實務分享

(張宏喬,李淑芬) 

文本分析運用於語文領域之教學設 桌上遊戲應用於數學領域教學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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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與探討(游靜芬,張于真) 與分享(馮育彬) 

如何運用地理資訊系統於社會領域

教學(曾明君,李奇龍) 

美術史融入藝術與人文教學設計與經

驗分享(吳憶禎,萬世芬) 

Flash數學遊戲應用於數學領域教

學之分享(馮育彬) 

PISA式試題運用於自然領域定期  

評量之設計與分享 

(王燕君,角秀菁,王淑蓉) 

應用英語聽說評量手冊於闖關活動

經驗分享(王巧雲,顏如玉) 

活動式遊戲於數學課堂的用 

(陳信文,馮育彬) 

105  學年度 

教學檔案的內容與製作(王嘉燕) 閱讀交響樂(廖大炯) 

介紹景興魚菜共生系統與水中生物

(李錫堅) 

暑期表演藝術研習分享(萬世芬) 

英語創新教學研習後心得分享(傅

國璋) 

莎士比亞歌劇音樂會的心得分享與教

學啟發(熙毅以琳芯郁) 

將「攻城掠地」遊戲運用在「整數

四則運算」單元(洪士翔) 

音樂劇﹝木蘭少女﹞分享與研討(李

熙毅) 

將「大數支援前線」遊戲運用在

「一億以內的數」單元(張珮儀) 

將「法老的密碼」遊戲運用在「整數

四則運算」單元(林怡靜) 

將「搶數字」遊戲運用在「分數」

單元(方仁敏) 

將「疊疊樂」遊戲運用在「體積」單

元(黃月蘭) 

將「搶三倍數」遊戲運用在「因數

倍數」單元(張欽統) 

將「賓果」遊戲運用在「10000 以內

的數」單元(陳秀芸) 

課堂教學~六年級國語第 2單元：

溫情處處(王嘉燕) 

將「我最精準」遊戲運用在「分數加

減」單元(楊雅雯) 

視力保健(紀朝文) 臺灣史相關書目(郭彥辰) 

適應體育(張書瑋) 運動美學賞析議題(黃世豪) 

希望讓學生從「有趣味的寫作」，

進入「有目的的寫作」(徐昇旭) 

將「古時地球周長與光速的測量」遊

戲運用在「扇形」單元(馮育彬) 

三年級寫作教學(游靜芬) 二年級童詩寫作教學(余芳芳) 

語文教學分享(陳彥安) 作文教學-摹寫及對話練習(林芝蘋) 

本校教師受邀擔任校外分享講座一覽表 

本校教師受邀擔任校外專業發展分享一覽表 
 

日期 講座 地點 分享主題 

102.10.22 張惠怡 萬芳國小 多元評量理念與實務分享 

102.12.11 張惠怡 興華國小 多元評量理念與實務分享 

103.04.25 蔡佩蓁 新生國小 社群領召分享 

103.05.16 李怡樺 愛德幼兒園 迎接小一新生活 

103.08.07 李怡樺 教研中心 新進教師教學實務問題與分享 

103.09.13 李怡樺 教研中心 優質學校分享-課程發展與教師教學 

103.12.29 王嘉燕 金華國中 教師社群運作經驗分享 

104.01.28 李怡樺 興隆國小 教師專業成長與社群運作 

104.03.12 李怡樺 景興國小 
北市候用主任儲訓_標竿學校參訪_教

務工作實務介紹(第一期) 



參選編號 1061I001 

 

24 

 

104.03.14 

104.05.08 

李怡樺 

王嘉燕 

吳憶禎 

教研中心 教師專業成長與社群運作在景興 

104.03.24 李怡樺 武功國小 第一群組教務主任工作會議 

104.05.05 廖大烱 教研中心 候用主任培訓班駐班師傅 

104.05.07 李怡樺 景興國小 
北市候用主任儲訓_標竿學校參訪_教

務工作實務介紹(第二期) 

104.05.15 李怡樺 愛德幼兒園 小一新鮮人  快樂上學去 

104.08.06 廖大烱 教研中心 新任教學組長研習 

104.09.30 廖大烱 關渡國小 教務主任會議分組研討帶領人 

104.10.28 
王嘉燕

吳憶禎 
延平國小 教師社群運作經驗分享 

104.12.02 

李怡樺 

王嘉燕 

吳憶禎 

西松國小 優質學校教師教學經驗分享 

104.12.18 劉浚霖 國家圖書館 
Library Watch Commons：圖書館未來的

方向─承先啟後 放眼未來 

105.03.15 廖大烱 興隆國小 
第一群組教務主任會議~「學年備課領

域社群」運作經驗分享 

105.05.23

~27 
廖大烱 教研中心 候用主任培訓班駐班師傅 

105.08.02 廖大烱 教研中心 新任教學組長研習講座 

105.08.12 

吳憶禎 

萬世芬 

朱惠瑜 

教研中心 
「藝起動」藝術教育專案執行經驗分

享 

105.10.19 陳信文 大安國小 第二群組創意數學教學分享 

105.10.20 陳熔釧 武陵高中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北區行政人員宣導

研習校長班講師 

105.12.12 廖大烱 永安國小 

「臺北市 105年度國小九大群組教師

跨校共同研習成效評估焦點座談會

議」與談人 

106.01.17 

吳憶禎 

萬世芬 

黃惠君 

李淑芬 

五常國小 
駐校藝術家方案執行成果發表與經驗

分享 

106.01.20

~25 

陳信文 

蕭仁傑 
景興國小 區域資優方案-數碼競技場講師 

106.02.06

~09 

吳憶禎

萬世芬 
景興國小 區域資優方案-新孔版藝研堂講師 

106.02.21 陳熔釧 螢橋國中 教育部教學輔導教師增能研習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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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至 105年度本校競爭型方案一覽表 

102年度 獎金、補助經費 

1.榮獲優質學校「校園營造、學生學習」獎項  獎金       200,000 元 

2.精進課堂與教學資訊專案申請-英語領域教學 補助經費    969,561 元 

3.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方案 補助經費     17,000元 

4.臺北市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補助經費     40,000元 

5.教育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補助經費     20,000元 

6.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補助經費      4,770元 

7.教育部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畫 補助經費    100,000 元 

103年度 獎金、補助經費 

1.教育部 103年空間美學與特色學校 獎金         100,000元 

2.精進課堂與教學資訊專案申請計畫-音樂作曲 

  教學 
補助經費     999,176元 

3.臺北市藝文深耕專案計畫 補助經費      60,000元 

4.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補助經費       9,261元 

5.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方案 補助經費      15,200元 

6.臺北市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補助經費      28,000元 

7.卓越科學教育─情境體驗計畫 補助經費     400,000元 

104年度 獎金、補助經費 

1.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補助經費       6,500元 

2.臺北市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補助經費      53,000元 

3.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金質獎 奬金         600,000元    

4.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方案 補助經費       5,300元 

105年度 獎金、補助經費 

1.精進課堂與教學資訊專案申請計畫─圖書館 

2.0~書海任我行 

補助經費      827,520元 

2.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方案   補助經費       10,300元 

3.臺北市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補助經費       50,000元 

4.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補助經費        1,750元 

5.申辦校際交流─雲林縣草嶺生態地質國小 補助經費       20,250元 

6.區域資優方案─數碼競技場 補助經費       50,000元 

7.區域資優方案─新孔版藝研堂 補助經費       50,000元 

8.申請 105年度駐校藝術家計畫 補助經費       18,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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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成果 

本校校師透過多元化、系統化、自我激勵要求的學習淬鍊，其成果不僅展

現於教師的專業發展，也經由校師專業成長的增能，進而提升教學效能，展現

於學生學習成果，更有助於校務的推展及學校願景的實踐。  

(一)教師專業發展成果建構校本及特色課程，豐富學生學習。 

  各領域教師運用其專業成長的成果實踐於課程規劃與實施，進而活化課 

  程，豐富學生學習，如：藝文老師共構校本公共藝術課程，將美感學習植 

  入藝術創作中，改造學校校園圍牆意象；自然老師發展仙岩綠活課程。 

   
馬賽克圍牆拼貼 魚菜共生系統解說 仙岩綠活生態踏查 

(二)教師專業發展形塑優質自然科學與藝文學習校園。 

  本校校地多角化，自然領域教師有效運用學校空間，建置自然科學體驗情 

  境，藝文領域教師展現專業成長，校園處處可見教師規劃設計的作品，例 

  如：「花之興韻」願景圖、30周年校慶意象圖、動物造型擲準牆、迎賓 

  牆、仙岩足跡與風火輪等，讓校園因藝術而亮麗。 

   

「花之興韻」願景圖 公共藝術創作迎賓牆 建置魔幻水世界優化教學 

(三)教師專業發展進而爭取「學校整體團隊榮譽」的優質成果 

102年度 

優質學校「校園營造」、「學生學習」獎項、臺北市教育行銷獎 

學校課程計畫審查特優、推動生命教育工作學校評選特優 

國語「悅讀越快樂」社群榮獲教育部社群審查特優 

103年度 

第 15屆教師專業創新及行動研究競賽團體組第 8名 

優質學校「教師教學」、「課程發展」獎項      臺北市教育行銷獎 

臺北市交通安全教育評鑑特優、獲頒臺北市卓越科學體驗情境學校 

104年度 

藝文領域及自然領域榮獲臺北市教學卓越獎評選優勝 

自然領域教學團隊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評選金質奬 

臺北市語文競賽國小原住民語南區團體第 3名 

教育部教學卓越金質獎、臺北市教育行銷獎 

105年度 

臺北市語文競賽原住民族語團體第 1名    駐校藝術家方案榮獲績優學校 

深化紫錐花運動績優學校評選特優        友善校園績優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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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專業發展促進「教師精進」的優質表現 

102學年度 

全國學校經營創新 KDP國際認證資源統整組甲等 

全國學校經營創新 KDP國際認證創意教學學前教育組甲等 

全國學校經營創新暨教師創新教學 KDP國際認證學生多元展能組特優第 1名 

全國學校經營創新暨教師創新教學 KDP國際認證藝文組特優第 3名 

全國學校經營創新暨教師創新教學 KDP國際認證綜合活動組優等 

臺北市「課程發展」、「教師教學」優質學校 

臺北市第 14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教育經驗分享類優選 

黃宏恩榮獲臺北市多語文競賽國語演說類社會組第 3名 

臺北市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月融入課程教學活動設計比賽幼兒園組優等 

臺北市「臺灣好行—傳承本土」教學活動教材設計甄選佳作 

臺北市政府產業展局「有機校園、食農教學」三分鐘短片競賽活動佳作 

臺北市藝術與人文多元評量教學案例徵件比賽優等 

兒少保護創新教學活動設計徵稿競賽佳作 

103學年度 

藝文領域獲臺北市教學卓越獎評選榮獲優勝 

王嘉燕獲臺北市教師教學檔案競賽特優 

張惠怡榮獲語文競賽布農族語演說組第 1名 

吳憶禎榮獲語文競賽寫字組第 5名 

楊韶鈞榮獲語文競賽阿美族語演說組第 1名 

劉慧梅榮獲語文競賽國語朗讀組第 2名 

劉浚霖先生榮獲臺北市閱冠磐石獎 

圖書館小學究志工組榮獲教育部全國杏壇芬芳獎 

圖書志工小學究組獲選台北市杏壇芬芳錄優良事蹟 

李希康榮獲臺北市獲選杏壇芬芳錄優良事蹟 

臺北市第 15屆教師專業創新及行動研究競賽優選 

臺北市第 15屆教師專業創新及行動研究競賽創新教學活動設計類優選 

臺北市第 15屆教師專業創新及行動研究競賽教育經驗分享類佳作 

生命教育教材單元活動設計比賽入選 

104學年度 

吳憶禎榮獲臺北市語文競賽教師組寫字第 2名 

張惠怡榮獲臺北市語文競賽教師組原住民語演說(布農族語)第 1名 

朱惠瑜榮獲臺北市語文競賽教師組原住民語演說(泰雅族語)第 1名 

張惠怡榮獲中華民國全國語文競賽教師組布農族語演說第 2名 

榮獲臺北市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優良教學檔案 

榮獲臺北市第 16屆教師專業創新及行動研究競賽入選 

榮獲臺北市性別平等宣導月融入課程教學活動設計比賽幼兒園組佳作 

榮獲臺北市性平宣導月融入課程教學活動設計比賽佳作 

榮獲臺北市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教學示例徵件佳作 

榮獲藝術與人文差異化教學案例徵選高年級組佳作 

陳信文榮獲台北市教育盃路跑教師組第 5名 

楊昇翰榮獲台北市教育盃路跑教師組第 6名 

徐昇旭榮獲悅讀閱冠磐石獎、王俞鈞榮獲攜手激勵績優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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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 

張惠怡榮獲臺北市語文競賽教師組原住民語演說(布農族語)第 1名，代表臺

北市參加全國賽，勇奪第 1名殊榮 

朱惠瑜榮獲臺北市語文競賽教師組原住民語演說(泰雅族語)第 1名 

楊韶鈞榮獲臺北市語文競賽教師組原住民語演說(阿美族語)第 1名 

吳憶禎榮獲臺北市語文競賽教師組寫字組第 4名 

楊瓊如榮獲臺北市語文競賽教師組寫字組第 6名 

(五)教師專業發展的提升「提升學生學習效能」的卓越表現 

1.【藝文類競賽】 

102年度 

臺北市美術比賽獎項：繪畫類 2件、書法類 6件、平面設計類 3件、漫畫類

2件、水墨畫類 1 件、版畫類 9件 

全國美術比賽獎項：書法類入選、平面設計類入選、版畫類入選 

直笛團參加臺北市音樂比賽，榮獲優等第 1名 

直笛團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直笛合奏，榮獲優等 

103年度 

臺北市美術比賽獎項：繪畫類 5件、書法類 4件、平面設計類 6件、水墨畫

類 2件、版畫類 5 件 

全國美術比賽獎項：平面設計類佳作 2件 

104年度 

臺北市美術比賽獎項：繪畫類 2件、書法類 3件、平面設計類 5件、漫畫類

1件、水墨畫類 1 件、版畫類 8件 

全國美術比賽獎項：平面設計類佳作、版畫類佳作 2件 

直笛團參加臺北市音樂比賽，榮獲南區優等第 2名 

105年度 

臺北市美術比賽獎項：繪畫類 1件、書法類 3件、水墨畫類 1件、平面設計

1件 

藍菁華榮獲「駐館設計師－最美臺北城海報設計大賞」徵件比賽高年級優選 

戴妘倢榮獲第 47 屆世界兒童畫展佳作 

張翔安、張睿耆榮獲臺北市 105學年度兒少保護創意海報標語製作競賽優等 

2.【語文類競賽】 

102年度臺北市多語文競賽成績 

★國語文、本土語言（臺灣閩南語、臺灣客家語）類團體獎南區第 5名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類國小組團體獎第 1名 

★國語寫字組第 1名    ★國語作文組第 2名   ★國語字音字形組第 5名 

★國語朗讀組優等      ★客語演說組優等     ★客語演唱組優等       

★阿美族語朗讀第 3名  ★布農族語歌唱第 3名 ★泰雅族語歌唱第 3名 

★英語演說組優等      ★英語讀者劇場組優等 

103年度臺北市多語文競賽成績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類國小組團體獎第 1名 

★國語朗讀組第 3名    ★國語演說組優等     ★國語字音字形優等    

★寫字組第 2名        ★國語作文組優等     ★阿美族語朗讀優等   

★布農族語朗讀第 5名  ★布農族語歌唱第 5名 ★泰雅族語歌唱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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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朗讀組優等      ★客語歌唱組優等     ★閩南語字音字形第 5名    

★客語字音字形第 4名  ★英語演說組優等     ★閩南語演說組優等 

104年臺北市語文競賽成績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類團體獎第 3名。 

★國語朗讀組第 3名    ★國語演說組優等  ★作文組優等 ★寫字組優等      

★國語字音字形組優等  ★閩南語演說組優等★閩南語字音字形組第 6名  

★客語朗讀組優等      ★客語歌唱組優等  ★客語字音字形組第 5名    

★阿美族語朗讀優等    ★阿美族語歌唱優等★泰雅族語歌唱優等   

★布農族語歌唱第 5名  ★布農族語演說第 5名  ★達悟族語歌唱優等 

105年臺北市語文競賽成績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類國小組團體獎第 1名 

★國語寫字組第二名       ★閩南語演說組優等 ★閩南語朗讀組優等  

★閩南語字音字形組第 5名 ★客語演說組優等   ★阿美族語朗讀優等   

★阿美族語歌唱優等       ★泰雅族語歌唱優等 ★布農族語歌唱第 5名  

★布農族語朗讀第 6名 

3.【體育類競賽】 

102年度 

臺北市國小南區運動會比賽，勇奪女子團體組第 3名 

臺北市國小南區運動會比賽，勇奪男童甲組田徑總錦標第 1名；男童甲組徑

賽總錦標第 1名、女童甲組徑賽總錦標第 4名、田徑大隊接力第 4名及精神

總錦標獎 

臺北市中正杯泳賽，榮獲獎牌共計 1金 2銀 4銅 

臺北市國小運動會比賽，勇奪男童組 100M第 3名、200M第 5名 

臺北市國小運動會游泳比賽，勇奪女童組游泳總錦標第 4名     

103年度 

參加南運動會游泳比賽，獲女童組團體總錦標第 7名 

參加臺北市國小南區運動會田徑賽，榮獲男童甲組徑賽總錦標第三名、女童 

甲組徑賽總錦標第三名、女童甲組田徑總錦標第 4名、男童甲組田徑總錦標 

第 4名、男童甲組田賽總錦標第 6名。 

參加臺北市國小運動會田徑賽獲得男童田徑總錦標第 6名 

104年度 

參加台北市春季盃田徑賽榮獲 1金、2銀、1銅佳績 

參加全國小學田徑錦標賽榮獲 400公尺接力第 4名 

榮獲臺北市國小南區運動會比賽，男童甲組田徑總錦標第 3名、男童甲組徑

賽總錦標第 1名、田徑大隊接力第 6名 

105年度 

參加臺北市南區運動會勇奪精神總錦標、大隊接力賽第 6名、游泳賽男子團

體總錦標第 6名及田徑賽男子組 4*200公尺接力賽第 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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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資訊及科學類競賽】 

102年度 

榮獲「臺北市我是小主播比賽」特優及優選 

臺北市第 47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本校以「鮮乳豆漿變身呷好味」榮獲生

活與應用科學佳作 

103年度 

臺北市第 48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本校以「魚耘種生~魚菜共生系統的研究 

與改良」榮獲生活與應用科學優等 

臺北市第 48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本校以「聲聲不息~隔音效果試驗」榮獲

生活與應用科學入選 

104年度 

第 13屆扶輪兒童電腦繪畫比賽，本校葉穎榮獲動畫短片類佳作。 

臺北市第 49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本校以「酵母會挑食？-找出酵母最愛的

水果」榮獲生活與應用科學佳作 

105年度 

2016臺北市 Scratch 比賽，本校四年級許晉瑞榮獲佳作 

三、結語 

教育是求真、求善、求美的終身歷程，「成就每一位學生」需要每一位老

師持續的灌溉與耕耘；落實教師專業發展則是對於教育志業的堅持與茁壯，景

興國小有志同道合的優質學伴，堅強的行政團隊作為後盾，透過良好的組織運

作與經營，不斷精進課程與提升教學品質，開展多元的學生學習，培養適應未

來生活的學習力；藉由資源統整與親師一體合作的整合系統，透過教師專業發

展的焠鍊，達成「專業、創新、友善、進步」的學校願景，創造莘莘學子的悠

遊樂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