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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福林國小專業發展方案是以「幸福福林~專業分享與反思實踐的專業成長旅

程」為本方案願景，在教師專業成長方面，以精進課程與教學為目標，積極參與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學輔導教師、教師專業發展社群及學習共同體等專案，並

透過全校公開觀課，全面提升福林國小教師在課程與教學之專業成長與運用，積

極朝向專業發展的目標: 

(一)資源整合規劃運用，持續「專業發展」成長 

(二)同儕互助學習歷程，融入「創新合作」機制 

(三)成果分享研究發展，實踐「幸福福林」願景 

(四)善用回饋支持系統，展現「精進教學」效益 

本校經由多元多樣的專業成長活動、結合社區環境資源、建構互助學習網絡，

推動專業成長團體，系統規劃教師專業成長計畫。此外，亦建立良好的溝通以及

互助的學校文化，運用系統思考模式，型塑共利共榮的學校氛圍，期能精益求精，

引導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促成校務整體穩健發展，成就學校造福學子。因此，

學校以明確的學校願景、優質的教學團隊、良好的學習環境為前提，不斷提升教

師專業水準、展現行政績效責任，以帶好每一個孩子為目標，朝向理想優質學校

不斷前行。 

關鍵字：優質學校、專業發展、福林國小 
 

目     次 

壹、學校沿革 

 一、營造優質校園，實踐共同願景  ………………………………………… 2 

 二、近年學校優秀成果展現  ………………………………………………… 3 

貳、校務基本資料 

 一、學校規模  ………………………………………………………………… 3 

 二、校舍規模 

 三、教職員編制 

參、推薦參選向度指標實施成果 

 一、發展規劃  ………………………………………………………………… 4 

二、發展歷程  …………………………………………………………………10 

三、發展成果  …………………………………………………………………15 

四、發展評估  …………………………………………………………………23 

五、具體特色與成果  …………………………………………………………28 

肆、推薦參選向度校務評鑑委員評鑑報告全文 ………………………………29 



參選編號：1061I003 

2 

壹、學校沿革 

一、營造優質校園，實踐共同願景 

    福林國小於民國 49年開始籌設，定名為象賢國民學校，民國 50 年 9月 1日

正式招生，招收一至四年級學生共 15班，民國 53年更名為福林國民學校，第一

屆畢業生畢業。民國 57年改制，校名改為陽明山管理局士林區福林國民小學。

民國 63年元月 1日陽明山管理局改制，校名為臺北市士林區福林國民小學，民

國 76年 8月招收附設幼兒園大班 4班。民國 84年 5月 8日，學生活動中心落成

啟用，紓解專科教室不足的困境，更增加學生晴雨天活動空間，讓福林國小空間

運用邁向一個新的里程碑。 

時光荏苒，創校迄今已 55載，期間首任校長李元華先生草創耕耘 11年，戮

力推動校務，爾後歷任校長徐秬香先生、張金聰先生、彭文淼先生、林嘉彬先生、

吳隆榮先生、龍玉琴女士、李月娥女士等校長擘劃經營，逐漸培養福林國小誠正

勤樸的校風，穩健日新而成長，民國 103年 8月 1日楊美惠女士接任第九任校長，

延續前任校長辦學重點並以群策群力創新作為發展校務，推動全校公開觀課、鼓

勵教師專業發展，在硬體設施上積極進行校舍優質化工程、爭取設置通學步道專

案及跑道整修工程，重視學童安全健康及多元學生學習，落實「真善美福林人」

的學校願景。 

本校校地寬廣佔地面積33,237平方公尺，學校周邊共有五座公園環繞本校，

加以士林地區人文薈萃，形成校內外豐沛的自然與人文資源，學校地理位置適中

且交通便捷，鬧中取靜又綠意盎然的校園環境，傳來學童琅琅讀書聲，更顯福林

國小濃濃的書香氣息。 

以「尊重關懷、健康活力、合作創新」為教育目標，培育「真、善、美福林

好兒童」是本校的學校願景，專業、堅持教育理想的學校團隊；豁達開朗、氣質

優雅的學生；支持配合積極參與的家長；三者結合成為具向心力，不斷激勵成長

的福林團隊。為培育全人發展的時代兒童，福林團隊時時不忘營造一個以孩子為

中心的學習樂園，透過豐富多元的課程、優質校園環境、專業敬業的師資、充實

的軟硬體設施加上親師生的共同努力，期使福林人擁有豐富學校生活、探索知識、

追求進步與創新，攜手邁向卓越。 

福林國小文化優質，校風優良，全體親師「用心用愛孕育真、善、美的福林

文化」實踐福林共同願景。2009年在校長的領導下，獲全國「InnoSchool 2009

全國學校經營創新獎優等」；2010 年榮獲教育局頒發教育 111 標竿學校認證，

並於 2011 年榮獲教育部頒發全國閱讀磐石學校獎，同年本校書香志工團隊亦榮

獲臺北市 100 年度書城閱冠磐石獎，2014 年榮獲臺北市閱讀訪視全市績優獎，

教師的用心，提升孩子的閱讀力，為未來的學習奠定基石。2015 年計獲精進課

程及教學資訊專案計畫成果訪視績優學校、臺北市交通安全訪視特優、臺北市優

質學校資源統整獎項等殊榮，展現福林全體親師生努力的成果。2016 年資訊科

技融入教學創新應用團隊選拔榮獲國小組優勝團隊。 

近年來社區人口雖呈現少子化現象，然福林國小教師團隊認真負責，汲汲著

力於班級經營、學生輔導、精進課堂教學，因而展現學生優質的學力，近年來班

級數已呈穩定狀態，104 學年度更增加 1 班為 24 班。在教師專業成長方面，以

精進課程與教學為目標，積極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學輔導教師、教師專業

發展社群及學習共同體等專案，透過公開觀課，全面提升福林國小教師在課程與

教學之專業成長。 

http://info.flps.tp.edu.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9642
http://info.flps.tp.edu.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9642
http://info.flps.tp.edu.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9642
http://info.flps.tp.edu.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9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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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來參與教育政策推動，如辦理資訊重點學校、承擔士林區課程發展中心

學校、擔任臺北市閱讀中心學校、培育閱讀策略教學種子教師，型塑優質學習型

學校文化，自創校至今年已有 10 位教師榮獲特殊優良教師之殊榮。 

 

二、近年學校優秀成果展現 

本校自創校以來，致力於營造優質學習空間與學校課程發展之規劃，紮根於學

校課程與教師教學專業發展，引領學生自主學習。學校發展各時期，在教師教學及

學生表現、各項對外比賽展現豐碩，茲摘取重要事蹟如下： 
98/06     榮獲第 10 屆臺灣學校網界博覽會「地方體育活動類銅牌獎」及「第 6

屆臺北市中小學專題網頁競賽觀光資源類第一名」。 

98/07     榮獲全國「InnoSchool 2009全國學校經營創新獎優等」 

99/01     榮獲教育局教育 111標竿學校認證 

100/04    榮獲教育部全國閱讀磐石學校獎 

100/07    榮獲臺北市 100 年度書城閱冠磐石獎。 

100/11    榮獲臺北市 100 學年度五項藝術比賽「美術組雙料冠軍」 

101/10    榮獲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國小直笛合奏北區優等 

101/11    榮獲臺北市 101 年度教育盃中小學網球錦標賽硬式女童團體賽第一名 

101/12    榮獲第八屆直笛日本大賽臺灣初賽榮獲直笛合奏銀賞獎 

102/10    榮獲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國小直笛合奏北區優等 

103/05    榮獲臺北市閱讀訪視績優 

103/10    榮獲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國小直笛合奏北區優等 

103/09    榮獲陽明山盃全國小棒錦標賽硬式組第一名 

104/03    榮獲「教育部學生棒球聯賽硬式組全國第五名」 

104/05    榮獲臺北市「精進課程及教學資訊專案計畫」成果績優 

104/06    榮獲臺北市 104 年度優質學校「資源統整」優質獎 

104/09    榮獲臺北巿學生棒球運動聯軟式少棒甲組軟式第一名 

104/10    榮獲臺北市 104 年度「交通安全訪視特優」 

104/10    榮獲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國小直笛合奏北區優等 

105/02    榮獲教育部學生棒球運動聯賽國小硬式組臺北巿資格賽第一名 

105/03    榮獲 104學年度教育部學生棒球聯賽國小軟、硬式組台北巿資格賽冠軍 

105/04    榮獲臺北市 104 學年度教育盃三級學生棒球錦標賽少棒甲組冠軍 

105/08    2016年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應用團隊選拔榮獲國小組優勝團隊。 

 

貳、校務基本資料 
一、學校規模 

（一）班級數：普通班24班，資源班1班，幼兒園3班，總計28班。  

（二）學生數：男319人，女244人，總計563人。  

二、校舍規模: 

學校校地總面積33237m2，平均每生使用校地面積為49.39m2，校舍有6棟建

築主體。計有普通教室36間、專科教室15間、行政辦公室10間、會議室3

間、圖書館1間、活動中心1棟、室內溫水游泳池1座、網球場1座(2場地)、

綜合球場1面(3場地)、250m跑道及綠草如茵操場，寬闊的校園活動空間，

假日並充分開放提供社區居民使用是本校最大特色。 

三、教職員編制 

（一）人員編制：教師50人，職員工11人，總計61人。 

（二）教師學歷：碩士25人，學士25人。碩士學位教師約占50%。 

http://info.flps.tp.edu.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9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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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推薦參選向度指標實施成果 

 
目標一 資源整合規劃運用，持續「專業發展」成長 

項

目 

指標 1.1 系統的專業成長計畫 

實施

策略 

1.1.1有明確的專業成長計畫 

1.1.2專業成長計畫具系統性 

發

展

規

劃 

學校是專業的學習社群，專業是教師的成長途徑，本校各項教師專業

發展之規劃，係以符應教育政策與趨勢，並配合學校願景與校務發展計畫。 

一、擬定明確完善的專業成長計畫 

(一)符應教育政策、因應教育趨勢以及學校願景「尊重關懷、健康活力、

合作創新」與校務發展計畫，訂定行政處室年度工作計畫及學校總

體課程計畫，並依相關計畫方案擬定全校性專業成長的各項研習進

修計畫如：閱讀理解策略初進階研習、多元評量增能研習、差異化

教學增能研習、綜合領域 36小時關鍵能力研習等。 

(二)依教師需求、訂定專業成長經驗的分享規劃，如：各領域社群的縱

向連貫、學年教師的橫向連結、課程發展委員會的分享發表與專業

對話、寒暑假教師的備課研習。 

(三)檢核教師所需之專業成長與研習時數，並依規定調派教職員工參加

如：教研中心、公訓中心等單位之教育訓練，支持教師參與校內外

專業成長訓練，有效提升專業知能。 

二、規劃系統完整的專業成長計畫 
(一)系統整合專業成長的資源 

1.善用校內各項資源：妥善規畫運用校內人力、物力、經費等資源。 

2.積極爭取校外資源：主動爭取教育部、教育局經費，辦理教師專業

發展方案或研習計畫等。 

3.結合民間資源：引入社區專業人士、家長會、志工團與課程專家等。 

(二)統整多元成長方案：積極申辦並統整各項方案，如：1.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 2.教學輔導教師制度 3.教師走察 4.學習共同體計畫等。 

(三)計畫的培育人力資源：積極的規劃、系統的薦派種子教師參加專業

培訓，帶動校內整體成長。如：學習共同體觀課議課、課文本位閱

讀理解策略、補救教學增能、藝術與人文深耕研習等。 

(四)系列規劃教師週三進修活動：規劃成長主題後，再邀請系列的專業

成長講座，帶領教師深度的進修。如：1.學習共同體的理論與實踐

2.閱讀理解策略研習 3.推動閱讀及閱讀素養 4.性別平等教育等。 

   
校內公開觀課 教師觀課後議課 學共全市公開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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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指標 1.2 多元的專業成長方案 

實施

策略 

1.2.1 有明確的專業成長方案 

1.2.2 專業成長方案多元化 

發

展

規

劃 

一、系統而明確的專業成長方案 

(一)配合教育局辦理群組研習進修：透過數學教學、語文教學、創新教

學、命題評量實務分享、海洋教育議題…等，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

符合臺北市教育局規定全市教師 100%並能全數取得研習時數。 

(二)配合九年一貫課程推展需要，並以學校本位為核心安排週三教師進

修活動，並依考量教師的實際需求彈性調整進修的內容。規劃學習

共同體、輔導知能、特教知能、環境教育、資訊研習、社群成長時

間、課程發展委員會…等成長課程。 

(三)重視學年横向聯繫安排共同「空堂」時間，進行課程研討與對話：

低年級於週一下午召開；中年級週二上午、週五下午；高年級則為

週五上午共同空堂一節，進行互動及聯繫。 

(四)發展校本專業成長方案：以掌握教師自主參與，及依校務發展的團

隊參與為策略，期望達成兼顧個人、群體與學校整體全面發展需求，

並思考教育環境趨勢而擬定成長方案。茲將近年來方案整理如下表： 

教師專業成長方案 
100 

學年 

101 

學年 

102 

學年 

103 

學年 

104 

學年 

105 

學年 

學年課程小組 V V V V V V 

學習領域小組 V V V V V V 

第七群組精進研習 V V V V V V 

教學輔導教師制度 V V V V V V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V V V V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V V V 

推動教室走察 V V V V V V 

全校公開觀課議課    V V V 

領域學習社群    V V V 

學習共同體    V V V 

精進課程與教學資

訊專案 
   V V V 

教育部國民中小學

行動學習推動計畫 
     V 

二、發展多元的教師專業成長方案 

(一)學校鼓勵教師參與學位進修及學分進修，全校已取得碩士學位（含

40學分班）進修教師共 24人，占全校比率 49 %；大學畢業者共 25

位，占全校比率 51%，目前 104 學年正在進修學位的教師有 4 人，

含進修博士 1人，進修碩士 3人。 

(二)鼓勵教師參加教育相關研討會或研習進修，每年至少 54 小時研習

時數之教師比例達 100%。 

(三)建置數位教學平台：彙整本校教師自製、研發的教學資源，提供校

內教師分享，方便教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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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豐富的校外教學資源網絡：連結教育局、校外教學資源網，提供教

師方便、多元的教學參考資源。 

(五)推動教學輔導教師之傳承計畫:強化教師經驗傳承及提升教學品

質，有效提升初任或新進教師之教學環境適應及教師專業知能。 

(六)建構專業社群之機制與措施：進行領域小組社群化，主動協助提出

申請專業社群發展，經費專款專用，並提供時間與場地空間的協

助。103 學年度獲准成立 5個專業社群，另自籌經費成立社群；104

學年度獲准成立 5個專業社群，定期運作，展現具體績效。 

(七)積極推動公開課：排訂學年共同備課時間，自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

起，推動全校公開觀課及議課，精進同儕教師專業成長。 

(八)加入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自 102學年起申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本

校已有 68%加入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項

目 

指標 1.3 適切的評鑑回饋機制 

實施

策略 

1.3.1有明確的專業成長評鑑機制 

1.3.2專業成長評鑑機制能發揮回饋作用 

發

展

規

劃 

本校專業成長著重多元與全員參與，評鑑機制則兼顧內外部評鑑，期

望經由評鑑與修正的循環機制，協助教師邁向專業發展的目標。 

一、發展明確的專業成長評鑑機制 

(一)自我評鑑機制：善用溝通對話，透過學年會議、領域會議、擴大行

政會報、課發會等，討論並蒐集老師對專業成長活動內容與規劃之

意見。如研習回饋表、社群運作問卷、各領域課程評鑑檢核表等。 

(二)外部評鑑機制：藉由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相關機制、家長問卷調查與

學生回饋意見、以及運用外部專家學者的訪視評鑑等，蒐集獲得 

相關質性與量化資料，進行分析與討論。詳細方式如下表所列： 

類型 評鑑模式 參與人員 方式 工具 

內部

評鑑 

教師與家長意見 

研習回饋意見調查 

學年、領域會議 

各處室會議 

主管會議 

課程發展委員會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社區家長 

全校教師 

行政人員 意見反應 

心得回饋 

問卷 

座談 

教學觀察 

學習成效 

自評表 

回饋表 

問卷 

檢核表 

學習評量 

會議記錄 

評鑑指標 外部

評鑑 

總體課程評鑑 

教學輔導教師訪視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委員訪視 

各項專案訪視 

基本學力檢測 

校務評鑑 

學者專家 

訪視委員 

評鑑委員 

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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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效運用專業成長評鑑回饋結果 

(一)完善的評鑑機制，能回應教師成長需求與方向，善用評鑑回饋，達

成教師組織成長需求目標。本校專業發展的評鑑機制，兼顧內部評

鑑與外部評鑑，並著重全員參與。 

(二)透過上述的評鑑機制，其評鑑結果的回饋運用如下： 

類

型 
評鑑模式 時程 評鑑結果與運用 

內

部

評

鑑 

教師意見回饋或反思 

研習回饋意見調查 

家長的意見 

隨時 

符應教師對研習規畫的需求與意見。 

即時回應家長的意見。 

學年會議 每個月 

配合學年成長需求，納入教師專業成長

系統計畫。 

行政作為積極符應教師需求。 

領域會議 每個月 

配合領域成長需求，納入教師專業成長

系統計畫 。 

行政作為積極符應教師需求。 

各處室會議 

主管會議 
每星期 

檢討研習活動及成果檢視。 

彙整資料並作為下次研修活動參考。 

課程發展委員會 每學年 

審查全校課程與教學計畫。 

配合校務發展，研擬教師專業成長計

畫。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依計畫 

通過標準者協助申請證書。 

依據教師擬定的成長計畫，協助規畫相

關研習。 

外

部

評

鑑 

課程計畫評鑑 八月 
定期召開課發會議，依據評審意見修正

計畫。 

教學輔導教師訪視 每學期 

協助新進教師瞭解學校各項教學運作

與班級經營 

提供專業的回饋與鼓勵 

協助解決教師之疑惑或提供解決方法。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訪視 每學年 

擬訂計畫送審，通過後實施。 

結合學校其他成長方案，統整專業發展

計畫。 

校務評鑑 每四年 

本校 104 學年校務評鑑，教師教學與專

業發展、學生學習與表現、學生事務與

國民素養、公共關係與家長參與榮獲一

等 

公告各項評鑑結果，提供教師及家長，

肯定學校的努力成果。 

各項專案訪視(交通安

全、英語教學語訪視、閱

讀深耕訪視、體育班訪

視… ) 

不定期 

評鑑結果提供學校發展與規劃的依據 

 

   

期末各領域社群分享 語文社群研習 課發會議討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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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指標 1.4 整合的專業成長資源 

實施

策略 

1.4.1 有明確的專業成長資源 

1.4.2 各項專業成長資源能發揮整合效益 

發

展

規

劃 

本校積極爭取各項專案計畫與經費，有效的運用並整合各項專案計

畫，以統整的人力與資源，全力支持教師專業成長。 

一、明確整合教師專業成長資源，具體運作如下： 

(一)規劃教師專業經驗分享: 
1.領域課程小組會議：利用各領域小組，作各科教學心得分享、課程

討論及相關問題研討等。 
2.年級課程小組會議：排課時規劃學年共同備課時間，進行教學研

討、班級經營、學校活動配合執行，並互相討論、彼此學習。 
3.教師晨會:週二的教師晨會開放為全體教職員的專業經驗分享時

間。 
4.教學實踐授業研究： 
(1)定期辦理校內公開觀課，分享教學經驗。 
(2)參加校內外教學研討會或參加研習。 
(3)領域課程小組會議分享教學或研習心得。 
(4)鼓勵教師參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5)規劃辦理教學檔案觀摩，提供教師學習楷模，提升教學品質。 
(6)安排教學輔導教師每學期進行 2 次教學經驗分享，精進教師教

學專業發展。 
5.書面專業經驗分享檔案： 
(1)書面會議記錄：全校經由分組學習討論、分享教學歷程，並有

書面記錄。 

(2)教學資源網頁建置:分享各年級主題教學活動設計及教材。 
6.專業經驗分享的運用: 
  (1)依據專業經驗分享的建議，改善行政運作與課程教學相關規劃。 
(2)運用課程發展委員會、領域課程小組、年級課程小組，針對教

學與課程相關事項作更深入討論，注意課程的橫向統整與縱向
銜接，改善課程與教學。 

(3)運用知識管理，將全校教師專業經驗加以串聯，作為行政決策
的資源。 

(4)善用資訊科技設備，彙整教師意見，蒐集教學成果，分享給全
體教師，並做為改善教學之參考。 

(二)經費有效分配與運用: 
1.校內經費挹注：預算內編列教師專業成長經費，對於教師專業發展

需求，給予最大的協助，如邀請講座、提供教具、校外研習課務派

代等，鼓勵教師專業成長。 

2.校外經費申請：近年來均申請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師專業

成長社群、教學輔導教師、學習共同體、精進課程與教學資訊方案

等，提供教師專業成長經費。 

(三)空間上的妥善安排：規劃各學年、領域會議及教師專業社群活動的   

時間與空間，提供教師溫韾舒適的會議場所。 

(四)實質上的鼓勵：有關教育部、教育局舉辦之各項比賽，透過學校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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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公佈欄提供教師隨時查閱，鼓勵教師參與。得獎者更給予公開的

鼓勵與表揚，並爭取家長會頒發獎勵金以資鼓勵。 

(五)本校 103 學年度申請教育部與教育局專案計畫如下： 

教師專業成長方案 補助金額(元) 

103 學年度一般智能資優學生校本課程方案 12,550 

臺北市 103年度執行外籍及大陸配偶子女教育輔

導計畫 

部款 10,176 

104 年度輔導列車 5,000 

103 年度攜手激勵學習潛能計畫 部款 200,640 

局款 121,067 

103 學年度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專案 17,000 

103 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8,070 

103 學年度領域備課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30,000 

103 學年度學習共同體暨授業研究 30,000 

103 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增置國民中

小學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實施計畫 

部款 126,000 

局款 14,000 

103 年福林國小精進課程及教學資訊專案計畫 999,960 

104 年度校際交流互訪經費 51,200 

 

 

二、以教學實踐為核心，整合並發揮各項專業發展方案之效益  

(一)整合教學輔導教師制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室走察計畫及學

習共同體計畫，於 103 學年度下學期起推動全校教師公開觀課，104

學年度起分上下學期，每位教師均需於一學年至少進行一次公開觀

課。透過全校備課、觀課、議課之運作，提升教室觀課能力，翻轉

教與學，進行以學生為主體之教學觀察導向。 

(二)申請領域備課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進行領域社群研討及共同備

課，有效提升教師教學專業知能，降低教師工作負擔、發揮資源整

合、效果加乘的效益。 

三、規劃資訊分享平臺、進行專業成果分享 

(一)網路分享、推薦傳承：善用網路的優勢，將教師自製的教學檔案、

教學計畫、成果報告等，以及推薦的優良教具、輔具，系統的建置

在網路上，提供教師參考，便利教師運用。 

(二)完整的網路分享架構：建置全校暢通的資訊網路，校內電腦皆可

連上網路共享磁碟，同步交流各項資訊，開啟專業分享的氛圍，提

升教師教學品質。 

   
學習共同體全市觀課 林欣玫教輔老師觀課 行動學習研習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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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 同儕互助學習歷程，融入「創新合作」機制 

項

目 

指標 2.1 多樣的進修成長活動 

實施

策略 

2.1.1 辦理各項進修成長活動 

2.1.2 進修成長活動之形式與內容多元 

發

展

歷

程 

本校每學年擬定教師專業成長計畫，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定案，包

含寒暑假備課、週三進修、學年會議、教學輔導教師會議、學習共同體暨

授業研究、各領域群組會議等。 

一、發展多樣性的進修成長活動 

(一)「整體性」進修：包括週三進修研習、全市增能研習、寒暑假備課等。 

(二)「社群性」進修：包括領域備課社群、學年會議、專業學習社群、教

學輔導教師、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學習共同體、閱讀推動小組研討等。 

(三)「個需性」進修規劃：包括學位進修、學分進修、各領域關鍵能力研

習班、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個人精進成長計畫等。 

(四)「跨校性」參訪對話﹕包括屏東縣瑪家鄉長榮百合國民小學之校際交

流參訪、恆春國小參訪交流、宜蘭縣湖山國民小學之校際交流等。 

二、規劃多元主題及各種形式的進修成長活動 

(一)演講式進修:邀請講座分享如週三進修研習、全市增能研習等。 

(二)主題式對話:領域備課社群、學年研討會議、專業學習社群、學習共同

體、閱讀推動小組研討等型塑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三)夥伴式對話：透過教學輔導教師方案、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建立

教師夥伴關係，促進同儕成長。 

(四)提升個人教學知能的研習：辦理行動研究工作坊、資訊專業知能研習、

電子白板使用操作、IRS即時回饋系統研習。 

(五)實施多元化的進修主題內容: 

1. 「課程教學」：學習共同體、教學輔導教師經驗分享、學習領域知能、

閱讀理解策略、資訊素養、差異化教學等。 

2. 「新興議題」：環境、性別平等、家暴防治、兒少保護等。 

3. 「研究發展」：行動研究實務、教學檔案製作、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等。 

4. 「其他相關」：親師溝通、補救教學、輔導知能、特教知能研習等。 

5. 教師專業發展歷程如下: 

 
  

學年專業對話 

學習領域時間 

辦理教學觀摩 

教師網頁製作 

專業對話 

教學檔案製件 

持續行動研究 

彰權益能計畫 

教室走察方案 

教學輔導 

成立專業社群 

領域共同備課 

社群分享發表 

跨校參訪學習 

學習社群 

自我評鑑與他評 

教學觀察與回饋 

學習共同體方案 

公開授課與議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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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指標 2.2 完整的教育研發系統 

實施

策略 

2.2.1能建構教育研發系統 

2.2.2教育研發系統完整 

發

展

歷

程 

本校以教師專業成長為核心，結合行政會議、課程發展委員會、校務

會議建構完整之學校課程及教育研發系統。 

一、建構完整的教育研發系統 

(一)教師專業發展結合校務會議、課程發展、行政組織，建構完整之課

程與教育研發系統。 

(二)建構教師專業組織為研發核心，以領域會議、領域備課社群、學年

研討會議及專業學習社群為研發核心，結合校務會議、課發會、行

政會議組成完整之課程及教育研發系統。 

(三)定期召開研發組織會議，例如:課程發展委員會、學年研討會議、

行政會議、領域會議、專業學習社群等。 

(四)訂定明確研討主題:定期訂定課程發展委員會研討主題，確認課程

發展方向及內容執行，並進行檢討。 

二、落實教育研發組織功能 

(一)課發會議執行及討論題綱： 

學年度 課發會議召開議題及討論題綱 

104下

(1) 

1.研究組報告學年深耕閱讀套書：本校深耕閱讀班級共讀閱讀書名及實施
節數。 

2.各領召人審核各領域校本課程結果。（數學及國語報告彈性自編課程教
學重點及教材，英語報告加課之教學內容。）---每人 5~8 分鐘 

3.學年課發委員報告校外教學統整教學、彈性語文加強計劃。 
4.藝術鑑賞課程（104上及目前實施現況）。 

104下

(2) 

1.學年代表:寒假自主學習成果發表情形說明。 

2.領召人及學年代表:自製數位教材分享至少兩件。 

3.藝文及健體領召人:一生一專長成果分享。(104 上及目前實施現況） 

104下

(3) 

1.下學期課程行事曆及教科書選用通過 

2.104 學年度學力檢測結果報告 

3.105 學年度級任專任科任人數討論 

4.校務評鑑說明 

105上

(1) 
1.105 學年度上學期課程審查結果 

105上

(2) 

1.課程評鑑結果改善方式討論 

2.學力檢測結果應用討論 

3.「創客精神融入各領域教學」說明及討論 

105上

(3) 

1.105 學年度上學期綜合領域課程分享(側重學生評量) 

2.課程評鑑結果改善方式討論 

3.未來主題書展實施方式說明及討論 

4.107 學年度課綱說明 

105上

(4) 

1.課程計畫撰寫說明。 

2.下學期行事曆、週三進修、行事課程及寒假備課計畫討論。 

3.主題書展主題及實施方式討論。 

4.整合課程評鑑項目討論。 

5.學生活動(演說日、班會等)時間修正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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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進課程及資訊教育專案執行: 

年度 題目 團隊領域 

103  探索校園生態 E 起動起來 自然領域教師社群團隊 

104  建構數學新視野 行動學習 E 起來 數學領域教師社群團隊 

105  開拓閱讀新視野 從讀到寫 E 起來 語文領域教師社群團隊 

 

(三)教師專業學習暨領域備課社群執行: 
學

年

度 

項次 社群名稱 
領召姓名及

職務 

參與 

人數 

104 

1 國語 語文練功坊 
林川惠/ 

閱讀老師 
10 

2 數學 
提升數學能力探討行動學習在

教學上的應用 

張雅惇/中

年級導師 
9 

3 藝文 
福林國小藝文領域～ 

「攝」出你我美麗人生 

陸慶熊/ 

美勞老師 
6 

4 

自然與

生活科

技 

福林國小自然領域～ 

探索校園植物生態步道 

蘇慶益/ 

自然老師 
6 

5 綜合 
綜合領域體驗課程～ 

食育小學堂 

徐若文/ 

低年級導師 
7 

105 

1 語文 
開拓閱讀新視野 從讀到寫 E 起

來 

林川惠/ 

閱讀老師 
10 

2 數學 
提升數學能力探討行動學習在

教學上的應用 

洪振傑/ 

訓育組長 
11 

3 英語 
Let’s Play English 英語工作

坊 

許寶蜜/ 

英語老師 
4 

4 

自然與

生活科

技 

E 起來 MAKER 
張清鴻/ 

自然老師 
8 

5 綜合 
綜合領域體驗課程之食育小學

堂 PART2 

徐若文/低

年級導師 
13 

(四)學習共同體推動歷程： 

1. 利用教師會議進行理念宣 

2. 採購《學習的革命》書籍，提供教師參閱。 

3. 辦理研習進修，增進教師對學習共同體的瞭解與實施步驟。 

(1)103/11/05 數學科教學經驗分享 

(2)103/11/14 教學資源的應用及整合 

(3)103/12/05 自然科教學經驗分享 

(4)103/12/09 英文科教學經驗分享 

(5)103/12/12 國語科教學經驗分享 

(6)104/05/20 圖書館利用教育經驗分享 

(7)104/06/03 學習共同體運用在自然科的理論與實務 

(8)104/06/10 數學科學習共同體成果分享 

(9)104/06/10 英文科學習共同體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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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校內公開觀課，透過說課、觀課及議課的過程，增進教師實

際運用的能力。104/12/21邀請本校鍾智妃教師，以語文科「爬

山」為主題，進行學習共同體教學觀摩，並與現場12位來自各學

年教師進行教學心得交流。 

5. 辦理全市觀課，教師將學習共同體教學經驗與全市有興趣之教師

分享，並邀請專家教授指導。104/03/20邀請本校閱讀種子林川

惠教師，以語文科「推論」為主題，進行學習共同體教學觀摩，

並與現場30位來自北市的外校教師進行教學心得交流。 

(五)教學輔導教師會議推動歷程： 

105學年度下學期教學輔導會議(週五下午) 

成員:惠玲、月鳳、佳玲、智妃、寶蜜、順海、世傑、士彥、 

勤捷、翠萱、川惠、雅惇、若文、麗青+夥伴教師 

2/24 教學輔導老師教學經驗分享(川惠師) 
校長室

會議室 

3/22 訪視(孫志麟教授) 
校長室

會議室 

4/28 教學輔導老師教學經驗分享(惠玲師) 
校長室

會議室 

5/26 
期末經驗分享 

討論下學期教學輔導計畫 

校長室

會議室 
 

 

項

目 

指標 2.3落實的教學檔案製作與分享 

實施

策略 

2.3.1能製作教學檔案 

2.3.2能分享教學檔案 

發

展

歷

程 

一、有計劃的培育教師製作教學檔案的能力 

(一)邀請優秀教學檔案及學生學習檔案獲獎教師蒞校專業分享研習。

104.12.11 郭淑玲老師分享研習。 

(二)結合專業能力認證：配合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及教學輔導教師制度

培養教師製作學檔案的能力。 

(三)推動各領域教師（含特教教師）製作個人教學檔案。105.06.08

全校教師教學檔案公開展示分享。 

(四)100%製作教學檔案：鼓勵教師製作教學檔案，精進自我能力。104

學年度本校包含校長、主任及教師全數完成製作教學檔案。 

二、定期分享的教學檔案 

(一) 定期分享教師教學檔案，強化教學檔案內容省思及同儕回饋。 

(二) 結合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專案進行檔案觀摩學習。 

(三) 104.10.23 辦理教師教學檔案觀摩，給予回饋意見，提供教師成

長省思機會。 

(四) 提供教學檔案製作參考內容及相關書籍，供教師成長省思參考。 

(五) 運用網路分享教學資源: 

1. 建置教學資源分享磁碟，將教學設計、班級經營、教育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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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研究作品、教師獲獎教案等，供教師教學研討分享參考。 

2. 善用班級網頁，分享教師相關教學及班級經營訊息。 

3. 鼓勵教師教學資料 E化分享。 

   
教學檔案觀摩分享 教學檔案製作研習 教師展示教學檔案 

 

項

目 

指標 2.4 有效的教學觀察與回饋 

實施

策略 

2.4.1能實施系統性的教學觀察 

2.4.2 能發揮教學觀察的回饋作用 

發

展

歷

程 

系統的教學觀察與研討，是精進師專業成長主要途徑之一。本校整合

多個系統性的教學觀察，協助教師有效的精進教學能力，提升教學品質。 

一、 落實全校性的教學觀察: 

(一) 整合的教學觀察:有計畫地整合教師專業發展方案，培育增進教

師系統性的教學觀察能力。 

1.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102學年度起申請參加，105 學年度參與率已

達 68%。 

2. 教學輔導教師方案:100學年度起申請，今年已連續第 5年參加。

至 105 學年度取得認證教師已達 12人。 

3. 學習共同體:103學年度起申請學習共同體試辦計畫，今年持續

申請辦理，每年安排全市及校內的公開觀課授業研討。 

(二) 整合的教學觀察表 

整合各專案發展計畫，發展校本教學觀察表，應用於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學習共同體之觀課。 

二、 發揮教學觀察的回饋作用 

(一)校內課堂觀課：結合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方案、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計畫、學習共同體進行校內備課、公開觀課、觀課後回饋分享。

自103學年度起全校教師公開課堂進行觀課議課，發揮加倍成效。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內公開觀課時間表 

年班 教師姓名 科目 觀課 時間 教室地點 

605 陳佳慧 國語 11月 16日 第四節 605 

602 李惠茹 數學 11月 16日 第三節 602 

203 徐惠鴛 國語 11月 16日 第一節 203 

601 陳潼蘋 數學 11月 17日 第七節 601 
201 林宜靜 數學 12月 07日 第一節 201 
403 郭佳玲 數學 12月 22日 第二節 403 
603 蔣明昇 數學 11月 17日 第六節 603 
202 鍾智妃 國語 12月 08日 第四節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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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市公開觀課：103學年度、104學年度辦理學習共同體全市性

觀摩，以說課、觀課、議課流程，與現場來自北市的外校教師進

行授業研究。 

日期 題目 授業老師 

104/03/20 
以語文科「推論」為主題，進行
學習共同體教學觀摩 

林川惠老師 

105/03/15 怎樣解題~空心方陣計數 洪振傑老師 

(三)有效的教學觀察回饋:整合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學輔導教師及

學習共同體的方法，聚焦學生學習的教學觀察與回饋，有效的提

升教學品質與學生的學習成效。 

(四)製作教師教學錄影資料，供教學自省及同儕觀課對話。 

1. 提供教學錄影設備，供教師自行攝錄教學過程。 

2. 進行公開觀課攝影，供教師觀課及教學省思參考。 

3. 介紹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整合平台。 

(五) 參與校外之公開觀課：鼓勵教師參與校外公開觀課研習，包括各

學習領域、學習共同體等授業探究。 

   

社會領域共同觀課 教師專業評鑑研習 教學輔導教師分享心得 

 

目標三 成果分享研究發展，實踐「幸福福林」願景 

項

目 

指標 3.1 提升教師教學專業的專業發展成果 

實施

策略 

3.1.1 有教學相關的教師專業發展成果 

3.1.2 教師專業發展成果能提升教學專業水準 

發

展

成

果 

本校教師專業發展聚焦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經過系統的規劃與發展

歷程，已有效提升教師專業水準與學生學習成效。 

一、具體的教師專業發展成果 

(ㄧ)專業精進的教師團隊 

1.全校教師 50人(不含幼兒園)，取得碩士 25位。 

2.教師參加研習比例 100％：統計 103/8/1~104/7/31，研習人員參

與率為 100%；平均每位教師每年研習均達 18小時以上。 

3.鼓勵教師取得領域專長證明：職務安排均依專長配課，如藝文領

域、英語、自然等教師均依教學專長任課。 

(二)協助教師取得專業證照與研習證明 

1.鼓勵教師取得專業發展評鑑、教學輔導制度、本土語教學初階、

進階證書、綜合領域關鍵能力 36小時認證、發展性教學輔導教

師等證書。 

2.鼓勵教師參加各項教學認證：如本土語教學、教學輔導教師、環

境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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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應邀到校外演講分享：鼓勵教師積極進修，以增進自我發展，促

進教師生涯的專業成長。成效優良者積極推薦到校外演講分享。 

(三)建立知識管理分享機制 

1. 專家教師的教學錄影、精闢演說等，數位化處理、分門別類地分

享於校內 Nas儲存系統，提供無法參加的教師觀看。也是教師專

業成長的優良教材。 

2. 建置完整的資源分享平台：教師研究成果、自製 PPT、推薦的優

良教具、輔具，系統的建置在網路上，提供教師分享，也鼓勵加

以修改精進。 

3. 全面數位化，永續專業發展脈絡：將各項專業社群發展之會議紀

錄，教師自製的教學檔案、教案等數位化，做有效的知識管理與

分享，有利本校掌握長期的專業發展方向。 

(四)全校教師完成規範之研習與進修： 

1.現職教師 100%完成差異化教學 3小時增能研習。 

2.現職教師 100%完成多元評量 6小時增能研習。 

3.現職教師 100%完成補救教學 8小時培訓研習。 

4.現職教師 100%完成綜合領域關鍵能力 36小時研習。 

5.現職教師 100%完成本土語進階研習。 

6.英語教學教師 100%具備英語教學專長認證。 

二、有效的提升教學專業水準 

(一)本校近年參與重要的專業發展成果有： 

1.100~104學年連續 5年辦理教學輔導教師。 

2.102~104學年連續 3年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3.100~104學年連續 5年辦理教室走察。 

4.103~104學年連續 2年辦理學習共同體。 

5.100年獲教育部閱讀磐石獎。 

6.102~104學年連續 3年辦理精進課程及教學資訊專案。 

7.102年獲臺北市閱讀訪視全市績優。 

8.103~104學年辦理全校公開觀課、議課。 

9.103學年棒球隊獲教育部學生聯賽第五名。 

10.103~104學年辦理全市學習共同體公開觀課。 

11.103 學年度獲優質學校資源統整獎項。 

12.103 學年度獲臺北市交通安全訪視特優。 

(二)建立專業完整的校本課程架構 

 

 

 

 

 

 

 

 

 

 

 特色課程：（各領域教學實施） 

語文領域（深耕教學）學習方案、藝文領域（藝術鑑賞） 

自然領域（專題報告）、健體領域（樂樂棒、跳繩、游泳）。 

 主題課程：20節 

阮兜在福林 10節 

 歡喜來過節 10節 

(擇一) 

 鄉土教學  10節 

 學校行事活動：30 節 

敬師謝師、畢業禮讚、運動

會、才藝表演、圖館活動、

品德教育等 

 學年體驗課程：10 節 

生命、性別、家庭、感恩等 

福林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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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指標 3.2 提升學生學習表現的專業發展成果 

實施

策略 

3.2.1 有學生學習相關的教師專業發展成果 
3.2.2 教師專業發展成果能提升學生學習表現 

發

展

成

果 

日本教育學者佐藤學說，學校是最能有效使教師學習成長的場所，教

師與同僚相互學習成長，並將專業發展成果運用於提升教學專業水準

的展現中。為培養學生厚實的學習力，本校教師展現的教學專業如下： 

一、規劃多元適性的學習課程 
(一)課程設計：教師於寒暑假備課期間，依學校行事規劃多元整合的教

學活動，提供學生各項學習。 
(二)多元學習：配合教學內容，規劃多元活動，提高教學成效、擴充學

生知識與能力。 

1.舉辦校內比賽及活動： 
(1)結合課程，辦理各年級競賽活動，如多語文競賽、英語單字會

考、科展等，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2)特色活動：EQ課程、小田園、猜燈謎、歲末感恩活動、畢業系

列活動、關華義賣活動等。 
(3)藝文活動：美術創作、徵圖、徵畫、徵文、直笛團年度成果發

表、兒童才藝發表等。 
(4)體育活動：體育表演會、教育 111認證活動、年級體育競賽(樂

樂棒、跳繩、健康操)、水上運動會等。 
2.參與校外比賽：士林區國小體育群組競賽、臺北巿教育盃體育競
賽、全國重要體育競賽、北市多語文學藝競賽、北巿五項藝術比賽
及全國藝術比賽等。 

3.課後活動：規劃課後照顧班、攜手激勵班、學生社團及才藝班活動，

幫助學生多元學習，增進學生各項技能。 
4.晨間及課間活動：晨間志工入班、校隊練習；課間進行慢跑、球類
運動及行動書車等，提供學生在正式課程外，仍能獲得多樣的學習。 

5.寒暑假營隊活動：幸福影像繪本創作冬令營、寒假生活達人體驗
營、暑期棒球體驗營、校隊寒暑訓等，提供多元學習機會。 

6.組訓學校代表隊：藝文團隊-直笛團、多語文競賽代表隊；運動團
隊-棒球、網球、田徑、跆拳道、足球，比賽成績輝煌，表現卓越。 

7.規劃校外教學： 
(1)依教育局來文安排至社教機構參訪：如育藝深遠(中山堂、美術

館等)、動物園、天文館等。 
(2)規劃多元校外教學：如英語情境村、士林官邸、河濱公園等。 
(3)校際交流互訪活動:申請校際交流、棒球隊參與國際交流。 

(三)課堂提問:好的提問可以促進學生思考、探究、想像及創造的能力，
透過教師的 引導提問，學生於課堂中合作思考、協同學習，透過
知識建構的歷程，達成精進學習。 

1.辦理「學習共同體」，引導學生聆聽、思考、討論與分享，促進協
同學習夥伴關係。 

2.辦理教師研習，邀請學者、專家到校分享，明瞭學習共同體之要義。 
3.校內組成「學習共同體」讀書會，教師進行協同學習、自主成長。 
4.透過備課、公開觀課、議課，鼓勵教師進行「學習共同體」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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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校內多個班級已進行「學習共同體」教學模式，掌握以學生為學習

主體之教學策略。 
6.建構校本閱讀教學綱要，透過閱讀理解策略提升課堂師生提問及討
論能力，於學力檢測後檢視成果，並進行檢討修正。 

7.透過觀課及議課紀錄，了解學生課堂中提問討論表現，並定期於學
年會議、領域會議、社群會議及課發會進行專業對話，分享經驗。 

二、落實生活實踐與創新思考的學習表現 
創新思考與問題解決是學生重要的基本能力，因此本校透過多元的課
程與專業的教學，培養學生達成問題解決的能力。  

(一)辦理畢業系列活動，讓學生進行旅行地點及畢業紀念冊封面創作、

票選活動，提升學生資料搜集及表達能力，並培養公民素養。 

(二)啟發創造力，增進學生觀察及實作能力：辦理科學展覽、「本週我

最美」校園植物探索、主題書展有獎徵答，讓小朋友在尋找答案的

過程中，培養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辦理才藝發表、跳蚤市場，學生組隊參加展現個人及團隊合作潛能。 
(四)強化資訊科技使用能力：於資訊課程教學時，教導學生資訊取得與

運用能力，如鼓勵學生參與線上讀書會、線上學習平台、網路查資
料等，並經由機會教育，教導學生資訊素養與倫理。 

三、閱讀理解策略課程~訂定語文課程加強方案 

訂定一至六年級福林閱讀教學綱要，於課程計畫中明列閱讀課程的具
體架構，逐步帶領學生學習語文技能與閱讀文學作品能力。茲列舉本
校低年級語文加強方案為例： 
◎一年級語文加強方案 

教學綱要 教材 節數 

一、深耕閱讀教學 
1.認識人物角色 
2.了解有哪些事件 

謊話蟲(8)  8 

二、圖書館利用教育 
1.認識圖書：介紹精裝書與平裝書 
2.認識圖書外表（一）：書的三兄弟 

主題書展(2) 
圖書館利用教育(1) 
我的圖書成長日誌(1) 

4 

三、延伸閱讀 
1.認識人物角色 
2.了解有哪些事件 

怕浪費的奶奶(2) 
慌張先生(2) 
愛吃青菜的鱷魚(2) 

6 

四、寫作教學(看圖說故事句型練習) 
1.什麼人 
2.在什麼地方 
3.做什麼事 

圖畫學習單 2 

◎二年級語文加強方案 

教學綱要 教材 節數 

一、深耕閱讀教學 
1.2W〈WHO、WHAT〉提問 
2.認識人物角色〈會完成角色網〉 
3.了解重要事件〈結果〉 

1. 負責負責任的小猴
子(6) 

2. 第一次上台(2) 
3. 寶妹與小明(2) 
4.狐狸的電話亭(2) 

8 

二、圖書館利用教育 
1.圖書館分區介紹 
2.主題書展 
3.與圖書館有約〈各班進圖書館時

PPT(1) 
主題書目(1) 
獨立閱讀(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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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三、語文擴展教學 
1.看圖作文 

配合國語領域課文 
學習單 

6 

演說日 

1.搭配國語第三單元:
我最愛的一本書 
2.搭配國語第四單元:
說故事 

2 

四、寫作教學 
＊一段話寫作教學 
1.寫一段話的意義 
2.寫一段話之重要性 
3.寫一段話之教學進程 

融入國語領域課文 

 

 

 

項

目 

指標 3.3 高度應用的專業發展成果 

實施

策略 

3.3.1 能具體應用教師專業發展成果 

3.3.2 教師專業發展成果之應用多元有效 

發

展

成

果 

一、學生學習基本能力的具體表現 
基本能力檢測除了提供本校教與學的具體成效數據之外，也提供教師
進行精進教學的檢討及改進策略。 

(一)本校 103 年國語、數學基本能力檢測的表現，優於臺北市及士林區

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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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3年國語文分項表現 
認知歷程 臺北市(%) 本校(%) 

記憶 85.44 89.42 

了解 84.28 86.63 

應用 80.89 80.77 

分析 68.38 71.27 

注音符號應用能力 84.23 89.10 

識字與寫字能力 85.40 90.71 

閱讀能力 73.07 75.08 

字音 88.00 91.03 

字形 82.01 89.32 

字詞義 78.29 76.50 

文法修飾 81.60 82.48 

句型 77.51 83.33 

閱讀理解 69.67 71.88 

(三)學生閱讀素養展現在多語文及深耕閱讀競賽成果 

1.多語文方面：103學年度臺北市多語文競賽得獎名單 
班級 姓  名 類  別 

605 蔡昀翰 臺北市英語演說北區優勝 

601 林順彬 臺北市客家語歌唱北區第二名 

605 武華安 臺北市閩南語演說北區第二名 

502 鄭名甫 臺北市閩南語歌唱北區優等 

603 袁苡綺 臺北市閩南語朗讀北區優等 

601 黃岳誠 臺北市太魯閣族語朗讀北區優等 

603 張  垣 臺北市國語作文北區優等 

605 許雅昱 臺北市國語字音字形北區優等 

605 林采蓁 臺北市國語演說北區優等 

2.深耕閱讀：103年自編故事低年級組獲得佳作、高年級組獲得優選 

3.103年 603李光翊於國際小學生電腦創意作文榮獲國內金牌獎、國

際銀牌獎。 

二、多元及創造思考的學習展現 

從閱讀理解能力的養成，邏輯思辨能力的運用，其整合性創造思考在

學生學習的成就展現上，列舉如下： 

(一)資訊暨科學創意： 

1.102年參加專題式網頁競賽，作品名稱：魚要有身分證，榮獲其他

議題類第二名。 

2.102學年度班級網頁競賽入選 2 件 

3.103學年度班級網頁競賽低年級組優等 1件 

(二)語文創意： 

1.2012國際小學生電腦創意寫作比賽臺灣成績銅獎 

2.103年臺北市深耕閱讀自編故事低年級組獲得佳作、高年級組獲得

優選。 

3.2014國際小學生創意作文比賽國內賽金牌、國際賽銀牌 1件。 

4.辦理演說日活動，讓學生展現語文學習成果與創意。 

5.期末辦理閱讀成果展，由學生以戲劇方式呈現。 

(三)多元體驗活動:成就學生多元學習的機會，如兒童才藝發表、食農

http://info.flps.tp.edu.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7769
http://www.flps.tp.edu.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6298
http://www.flps.tp.edu.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6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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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小田園教育、圖書館搬遷工程、教育局校際交流等。 

(四)資優校本方案課程: 

以 105 學年度第 1學期福林國小資優校本方案課程為例: 

師資 內容 對象 上課日期 

1.黃思褕老師 情意專題 四年級 9/23、9/30、10/7、10/14、10/21、10/28、
11/4、11/11、11/18、11/25、12/2、12/9 

2.張清鴻老師 自然專題 四年級 9/23、9/30、10/7、10/14 

3.洪振傑老師 數學專題 四年級 10/21、10/28、11/4、11/11 

4.萬方儀老師 語文專題 四年級 11/18、11/25 

5.吳在媖老師 語文專題 四年級 12/2、12/9 

6.陳佳慧老師 獨立研究 六年級 9/2、9/5、9/19、10/3、10/17 

7.林盈宏老師 藝文專題 四年級 12/16、12/23 

 

(五)攜手有策略~全面實施補救教學 

讓低成就的孩子能有進步機會，開辦補救教學，對象為中高年級，

學生參加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明顯進步。建立攜手班學生學習檔案

以記錄進步情形。 

 
 

 

項

目 

指標 3.4 校本特色的專業發展成果 

實施

策略 

3.4.1 具有校本特色的專業發展成果 

3.4.2 專業發展成果有助於創新學校本位發展特色 

發

展

成

果 

一、發展具創新與特色的校本課程 

運用校本課程綱要及學校行事曆，設計校本學習活動，建構學習特色，

整合學習時間如下： 
項目 正式和非正式時間整合設計 學習目標 

演說日 語文與晨光導師時間 寫作與演說整合 

寒暑假作業展 彈性、晨光、寒暑假作業深耕閱讀推薦
好書 

讀書會分享與閱讀習慣 

主題書展 1.藝文課藝術鑑賞與彈性課主題書展
參觀 

2.彈性課：多元文化書展結合品德教育 
3.「與作家有約書展」與寒假作業結合 

深入了解藝術家，多元
閱讀 提升借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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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語日 語文課鄉土教學晨光、下課及課後時間 擴充母語學習環境 

深耕閱讀兒童線

上讀書會 

語文閱讀、寫作課程與資訊課程、藝文
課程結合 

培養學生資訊、語文創
作、閱讀與發表能力 

英語單字會考 上學期英語教科書單字列入寒暑假加
強背誦、開學後晨光舉辦英語單字會考 

激勵學習 
加強競爭力 

品德教育 彈性課品德教學、寒暑假品德項目體
驗、實踐與練習、兒童朝會 

落實品德實踐 

才藝表演 健體、藝文、綜合課程、午休、晨光 秀出自我 

水上運動 健體游泳課結合課後社團活動 達北市畢業生標準 

校際交流 鄉土、社會 多元學習 

迎春揮毫 美術、書法 認識中華文化、民俗節
慶 

山野教育 自然、健體 體驗環境、山野、生態
教育 

EQ 教育 綜合 認識自我內在情緒 

性教育-青春無

悔、青春啟航 

綜合、健體 認識性知識，正確性觀
念 

體育表演會 藝文、健體 團隊合作，自我展能 

關懷義賣活動 綜合 關懷、尊重 

 

二、創新發展的學校本位特色課程 

(一) 學年主題教學設計：利用綜合領域進行「歡喜來過節」及「阮兜

在福林」主題課程，並延伸至課後學習活動。 

(二) 小田園成果：教師引導學生從「小田園」課程中體驗農事、認識有

機農與在地農產品等，除建立正確的飲食觀念、認識環境及食品安

全之外，更能體驗生命的歷程。 

(三) 主題閱讀書展活動：運用新興議題、校本課程、生活領域等主題

發展學生自主及探究學習的興趣與能力。 

(四) 學習公民參與展現自主學習，如: 

1. 參與學校活動，學會表達意見：學生參與歡樂福林校刊封面甄選、

畢業紀念冊封面徵選。 

2. 成立班級自治會：班會選舉班級幹部，參與班級事務，培養學生規

劃活動與執行分工的能力。 
(五) 學習自我管理成為福林之星：由親師生共同建立學習目標，生活實

踐目標由關懷、負責、健康、公德、尊重，增為勤奮、孝順、禮儀、

尊重、誠信、負責、關懷、感恩、自律等九大核心價值，激發學生

正向積極的行為。 

(六) 校內科學研究的成效 

1.103學年度校內科展參賽作品四年級 6件、五年級 6件、六年級 9

件，合計 21件。 

2.103學年度參加臺北市科展競賽： 

(1)以-【快跑電聯車】為主題參加臺北市第 48屆科展榮獲國小物理

科優等獎。 

(2)以-【豔陽高照-防曬衣防曬、舒適嗎?】為主題參加臺北市第 48

屆科展榮獲國小物理科入選。 

(七) 發展藝術鑑賞大放藝彩課程：藝文領域社群配合學校發展特色，設

計校本課程，透過藝術鑑賞型塑本校藝文課程教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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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種子教師會議 行動學習成果發表 校內科展觀摩 

 

 

目標四 善用回饋支持系統，展現「精進教學」效益 

項

目 

指標 4.1 客觀評估的專業發展過程 

實施

策略 

4.1.1 有評估教師專業發展過程的系統性措施 

4.1.2 教師專業發展過程的評估客觀切實 

發

展

評

估 

一、有評估教師專業發展過程的系統性措施 

(一) 定期辦理教師進修：規劃辦理寒暑假備課、週三進修、領域社群、

學年會議、群組增能研習、創新教學研習、學習共同體…等，研習

內涵及研習方式具備多元性，進修研習如下如下： 

項目 專業成長名稱 開會次數 

1 課發會 每年 6次 

2 學年會議 每週 1次 

3 群組增能研習 每年 6次 

4 領域專業社群 每年 6次 

5 
學習共同體 

配合校內及全市觀

課及議課辦理 

6 教師輔導教師 每年 6次 

7 專業發展評鑑 每年 4次 

8 環教、特教、輔導知能 每年合計 6次 

9 閱讀種子教師會議 每學期 2次 

(二) 掌握專業成長概況:確實統計教師實際參與進修之狀況，了解教師參

加人數、出席狀況及學習情形，建立回饋機制，透過研習意見回饋，

作為未來辦理研習課程內容、講座、主題及執行可行性與困難度之

改進參考。 

(三) 統合性的教學觀察表:研擬屬於福林國小教師專業發展教學觀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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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踐與反思的專業發展評估 

(一) 計畫省思切實執行：整體規劃學校發展與教師需求，於主管會

報、學年會議、領域社群等會議進行意見整合，適切規劃評鑑內

容與任務，透過周延的專業評鑑工具，有效提升專業成長效能。 
評鑑組織 辦理時間 評鑑內容與任務 評鑑工具 

學年及領域自評 期末 1次 課程設計、成效、自評 評鑑自評表 

學年會議 每週 1次 課程設計、實施歷程與效果

檢討 

討論、省思(倂入

學年會議紀錄) 

領域會議（國數

綜） 

每學期 2 次 課程設計、教材內容、縱向

脈絡等進行評鑑 

討論、省思(倂入

領域會議紀錄) 

領域會議（自英

藝文） 

每週 1次 課程設計、教材內容、縱向

脈絡等進行評鑑 

討論、省思(倂入

領域會議紀錄) 

教科書評選會議 每學年 1 次 針對教材進行評鑑 

1.年級初評 

2.領域複評 

3.教科書選用委員會決議 

教科書評審表 

整體評鑑問卷 學期末 1 次 針對特色課程進行整體實

施調查、評鑑，包含教師、

家長及學生 

課程實施學習單

回饋表 

課發會                       每學期初、

期中、期末

共 3次 

期初：進行教學計畫審查 

期中:針對課程實施報告 

期末：針對課程實施進行檢

討評鑑 

1.課程計畫評鑑。 

2.進行課程實施成

效評鑑，作為課

程修正參考。 

(二) 建立客觀的回饋機制：藉由課程評鑑的結果，經過學年會議或領

域會議分析與修正的意見，再回饋給教師作為教學設計參考。具

體的、全校性的改進方案，有下列幾項： 

1. 修正各年級班書共讀計畫：依據各年級教師提出的意見，經過國

語文領域教師及學年閱讀教師的討論，配合教材的發展、考慮各

年級學生的程度等，提出班書共讀的書目修正。 

2. 閱讀記錄：依閱讀訪視委員的建議，設計更多元的閱讀記錄表

格，激發學生語文創作能力。由低年級、中高年級等 2 種格式，

擴展為低、中、高年級各 3 種格式。 

3. 學力檢測改進策略：各學年教師依學力檢測結果，分析本校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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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利用學年會議進行討論，提出具體改善策略，再透過領域

會議將各年級的改善策略彙整，做為全校教師改善教學之依據。 

4. 藝文領域提出各年級校本能力指標修正：藝文教師多年來對本校

學生的學習評估、教材的發展等，討論修正本校「藝文領域年級

能力指標」。 

5. 書法課程：103學年度起於藝文領域增列中、高年級書法課程，

並於期末辦理「迎春揮毫」活動，展現學生學習成果。 

6. 行動學習方案：利用行動載具及互動式教學軟體之特性，提供學

生便利的資訊學習環境，能提升學生學習專注力及學習成效。 

 

項

目 

指標 4.2 持續修正的專業發展行動 

實施

策略 

4.2.1 能根據客觀評估結果，研擬改善措施 

4.2.2 能落實執行各項專業成長的改善措施 

發

展

評

估 

一、客觀的專業發展評估，研擬改善措施： 

(一)系統的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本校的領域社群運作，引導教師由「蒐

集分析學習資料、掌握學習課題、發展改善策略、進行實作分享、

評估改善成效」之程序與步驟，有效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聚焦在學

生學習需求上，並分析學生學習資料，作為改善教師教學之依據。 

(二)辦理教師公開觀課：排定共同備課、觀課與議課時間，是本校精進

教師教學的實踐策略。自 103學年度至今，每年均辦理教師觀課。 

(三)進行同儕互動學習：奠基於學習共同體、協同教學，本校以前述理

論為基礎，研發福林國小教學實踐與反思的專業成長模式。目前已

經將學習共同體逐步在班級中展開，將依據研發進程逐年推動。 

(四)成立教學輔導教師群：本校連續多年參與教學輔導教師制度，由輔

導教師與夥伴教師共同成長，改善教學成效。 

(五)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超過 68％教師參與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計畫，由教師同儕入班，共同對話，改善教學。 

 

二、落實並改善各項專業成長措施 

(ㄧ)修正研習回饋意見的改進方案 

1. 每學期(或學年)的週三進修，規劃主題式的系列研習。 

2. 學年會議和領域會議，規劃以學生學習為重點的討論探究主題，並

於期末規劃各領域的成果發表與分享。 

3. 研習的主題，能事先蒐集教師的困難與疑問，並先與講座溝通，兼

顧理論與實務，給予學員回饋與互動，以提高研習成效和參與熱情。 

4. 研習講座的邀請，徵詢教師們的意見或群組學校的推薦。邀請講座

精彩，能引起共鳴及學員熱烈反應的講座，提高學員參與的興趣。 

5. 辦理教師建議的主題內容，如閱讀推廣活動的經驗分享、按按按即

時回饋教具應用介紹等。 

(二)落實專家學者提供的修正方案 

1. 教學觀察的規準，英語、體育、自然科學實驗操作等，可以依領域

特性，由協同的夥伴教師討論，做適當的修改或刪除，以符合實際

教學現場觀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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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習共同體的推動，由校長親自帶領域小組共同討論，研擬適合本

校教師特質的方式，達到最佳的推動效果。 

3. 教學輔導教師，以適當的減課來肯定教師的付出，並鼓勵參加教學

輔導系統的運作。 

4. 活動之後能進行學生學習成效的檢核，並做必要的修正，以落實學

生學習。例如：世界母語日闖關活動，已做了幾次母語闖關單的修

正。內容能呼應宣導主題及學生興趣等，有效提升母語推廣活動。 

 

項

目 

指標 4.3 永續發展的評估方案 

實施

策略 

4.3.1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成果，呈現逐年成長趨勢 

4.3.2 教師專業成長深入學校文化 

發

展

評

估 

一、教師研習進修人次、時數逐年攀升 

(一)根據臺北市教師研習護照系統之統計報表與記錄管理顯示，本校教

師在參與各類型進修研習活動的時數及研習項目，皆有正向成長。 

【各年度研習成長狀況 】 

105年度 

研習類別 

一般研習 

時數 

多元研習 

時數 
小計 百分比 

教育行政 513 0 513 10.03% 

學校行政 325 280 605 11.83% 

領域教學 1582 164 1746 34.15% 

新興議題 1547 35 1582 30.94% 

技職專業 3 2 5 0.10% 

幼兒教育 44 8 52 1.02% 

特殊教育 3 187 190 3.72% 

資訊教育 90 222 312 6.10% 

教育研究 108 0 108 2.11% 

合計 4215 898 5113 100% 

 

104年度 

研習類別 

一般研習 

時數 

多元研習 

時數 
小計 百分比 

教育行政 383 0 383 8.01% 

學校行政 495 82 577 12.07% 

領域教學 1169 158 1327 27.76% 

新興議題 1168 35 1203 25.17% 

技職專業 0 0 0 0.00% 

幼兒教育 129 12 141 2.95% 

特殊教育 0 341 341 7.13% 

資訊教育 182 14 196 4.10% 

教育研究 612 0 612 12.80% 

合計 4138 642 4780 100% 

 

(二)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持續精進成長 

本校透過教師晨會、擴大行政會報、各學年會議、課發會等專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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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溝通觀念、形塑共識。於 102 學年度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全

校共有 22位教師參加，佔全校教師人數 44%。103 學年度持續申請，

全校共有 34位教師參加，佔全校教師人數 68%，104學年度仍維持

33位教師參與，顯見本校教師樂於自我專業成長。 

(三)推展各項教育專業發展方案，教師持續參與校內辦理教學輔導教

師、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師專業學習習社群或學習共同體觀議課

等成長活動，教學專業永續發展的目標。 

二、教學實踐與反思已形塑學校教師專業文化 

規劃教師專業成長內容，以精進課程與教學為目標，積極參與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教學輔導教師、教師專業發展社群及學習共同體等專案，

透過公開觀課，全面提升福林國小教師在課程與教學之專業成長。 

(一)鼓勵老師成為群組伙伴，進行教學專業成長，如教師社群、領域會

議、學年會議形式，彙整教學心得，並能樂於分享，整理成冊參加

校外各項甄選。 

(二)規劃教師專業成長與學年會議自主學習，根據評量結果加強單元備

課模式研討，以精進教學。 
(三)組織社群、專業成長：組織教師專業社群，相互討論、研發教具創

新與分享使用心得。本校將社群結合行動學習方案，發展行動學習
創新課程。於 102學年度結合自然社群，發展「探索校園生態 E起
動起來」創新教學課程，103學年度結合數學社群，發展「建構數
學新視野 行動學習 E起來」創新教學課程。104學年度結合語文社
群，發展「開拓閱讀新視野 從讀到寫 E起來」創新教學課程。 

(四)教職員專業進修活動的規劃情形 

1. 舉辦週三下午教職員進修與活動 

2. 每週學年共同備課及專業對談時間：就教材研討、班級經營、學生

輔導及處室活動配合等主題進行經驗分享。 

3. 國語、數學及綜合領域：每學期召開 2 次領域會議，討論領域課程

縱向連結及學力檢測結果運用。 

 

項

目 

指標 4.4 分享推廣的專業發展方案 

實施

策略 

4.4.1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成果，能和校內親師生分享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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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

展

評

估 

一、規劃辦理教師專業經驗分享 

利用年級課程發展會議，教學輔導教師會議時間彼此作經驗交流，並

將資料蒐集、省思，建立個人之教學檔案。 

(一)專業成長：教師依本身的興趣、專長，參與校內外之專業進修，觀

摩他校之作法並習得精進自己之能力，並帶回傳承予校內教師。 

(二)鼓勵教師發表，將教學經驗及成果集結成《行動福林》教學成果彙

編，或投稿於其他報章雜誌，如家長會刋、福林社區報。 

(三)促進專業成長，分享教學經驗：本校教師文化互助和諧，行政與老

師互動良好，無論是學群、課發會及全校層級分享經驗運作正常良

好。學年內之教師分享教學機制如數學領域老師帶領研討、閱讀種

子老師帶領提問設計與課文深究，邀請教授及退休校長指導國數課



參選編號：1061I003 

28 

堂實務教學，成效良好。 

(四)推動公開觀課，學年或領域教師利用共同備課時間進行觀課前會

談，透過觀課及議課紀錄，了解學生在課堂中的表現，並定期於學

年會議、領域會議、社群會議及課發會進行專業對話，分享教學經

驗，並於觀課後進行心得與分享，教師彼此互助，共同專業成長。 

(五)建構校本閱讀教學綱要，透過閱讀理解策略提升課堂師生提問及討
論能力，於學力檢測後檢視成果，並進行檢討修正。 

(六)辦理「學習共同體」，引導學生聆聽、思考、討論與分享，促進協

同學習夥伴關係。 

(七)辦理研習進修，增進教師對學習共同體的瞭解與實施步驟。 

二、專業經驗分享擴及校外或國外專業團體 

(一)邀請校外專業團體，蒞校進行專業交流，如：全家盟-愛你一輩子

活動、烏犬劇場、EQ教育等。 

(二)提供國外學校進行教育參訪交流： 
本校致力推廣閱讀教學，校內許多老師在閱讀理解策略方面深獲肯
定，經常受邀到外校進行經驗分享。近年來，也吸引來自中國、香
港、新加坡等地學校慕名前來相互交流、分享與學習。 

1. 102/06/28淅江雅戈爾小學師生來訪 
2. 102/10/16新加坡國際學校教師參訪 
3. 103/01/02香港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教師參訪 
4. 105/05/09 青島大北曲小學教師參訪 

   

全市學共專業分享 青島大北曲老師來訪 烏犬兒童劇團 

 

五、具體特色與成果： 

歸結前述專業發展的內容與成果，本校在專業發展向度，具有以下特色與

成果： 

(一)促進專業成長，分享教學經驗：本校教師文化互助和諧，行政與老師互動

良好，無論是學群、課發會及全校層級分享經驗運作正常良好。學年內之

教師分享教學機制成效良好。 

(二)鼓勵同儕觀課，進行協同教學： 

1. 本校教師以教學輔導見長，每年都有實習老師到校，並在輔導老師班級舉

行教學觀摩，會後與教授進行教學研討，成效良好。 

2. 推動公開觀課，學年或領域教師利用共同備課時間進行觀課前會談，並於

觀課後進行心得與分享，教師彼此互助，共同專業成長。 

3. 協同教學行之有年，對於自編綜合課程設計，學年分工並能協同合作。 

(三)塑造成長組織，推展領域及社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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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年部份：本校為精進課程教學，學年教師均有職務分工，學年課發委員

每年需備教學成果，以利課程發展傳承及經驗分享，並以此進行行動研究

之素材。閱讀種子老師也須每學期完成一份方案成果並編輯出版。 

2. 專任領域：教師在週三進修群組研習或領域會議時間研討準備校本教學行

動研究檔案，據此參加行動研究徵件。 

(三) 創新教學方法，採用多元評量：推動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方法並實

施多元評量，是九年一貫教學之真諦。藉由期末教學檔案及成果專輯，

讓老師交流分享各領域教學及評量方式，並整合教學活動讓學生有更完

整的學習。如閱讀課程以戲劇展演方式進行期末評量，整合語文、自然、

藝文及綜合等領域，進行多元評量，深受學生喜愛。 

 

肆、推薦參選向度校務評鑑委員評鑑報告全文 
向度 三、教師教學與專業發展 

一、概況說明： 

教師充分發揮專業知能，應用校內外資源，實施教學活動，積極參與

學校所推展各項活動，適性輔導學生發展。教師積極參與多項專業發展活

動，提升教育專業素養，並對將專業成長的成果應用於課程與教學事務，

運用學校所建置的數位平台，分享教育資源，展示學生活動及作品。行政

處室充分支援教學，有助教師實施教學。 

二、訪評意見： 

(一)發揮專業知能，應用校內外資源，實施教學活動 

教師熟悉教材內容，採用多種及活動的教學方式引導學生學習，教學流

程順暢，並適應學生的個別差異。應用校園情境及社區情境進行教學及檢討

評量結果，口語表達清晰。使用教學媒體引導學生學習，安排學生分組討論

及練習，並進行行間巡視，適時糾正學生錯誤及個別指導學生學習，經常口

頭及應用福林好兒童獎章記錄卡鼓勵學生，提升學生自信心。教師採用多種

評量方式，瞭解學生學習情形，並加以適切輔導。教師於定期評量的命題後，

製作雙向細目表，分析命題的適切性，並由其他教師進行審題，以提升紙筆

評量的品質；根據教務處所提供的臺北市學力檢測報告，個別或討論後提出

改善作法。 

(二)參與推展各項活動，適性輔導學生發展 

教師認真設計教學活動，用心教學及批改作業，細心照顧學生，指導學

生參加多項校內外比賽。配合學校行政處室所推動的各項活動，或共同討論

及規劃學校活動，並指導學生參與學習活動。運用教育部及教育局的經費，

辦理攜手班及激勵班，根據其所訂的要求，適切輔導弱勢學生的學習。家長

肯定教師用心教學，運用多元活潑的教學方式，引導學生學習，並能適應學

生的個別差異，提供適性的輔導。家長使用教師所提供電話、手機及 LINE等

聯絡方式，與教師聯絡討論子女及班級其他學生的情形，教師說明其處理情

形，家長與教師有「心跟心的交流」。家長對子女的學習成效、校園環境及

與教師互動等感到滿意。 

(三)積極參與專業發展活動，提升教育專業素養 

全校教師均提供觀課機會，利用課前說課及課後議課等，討論教學情形

及心得，觀摩及學習各種教學方式。利用共同備課及專業對談時間，分享教

育經驗及研討專業事項。教師積極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學輔導教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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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共同體等多項專業活動，提升專業素養，並運用於教學活動，其中，已

有 68%的教師參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師組成 6個專業學習社群，進行專業

研討；製作教育檔案，累積自己的教育經驗，並與同事分享心得。約半數教

師具備行動學習設備的相關知能，並能於教學活動中適切加以應用。 

(四)應用網路分享教育資源，展示學生活動及作品 

該校建置數位教學平台，有利各專業學習社群及成長團體分享研討資料

及學習成果。教師運用數位學習平台及教學資源，並充分運用現有材料、修

訂既有教材或自編教材進行教學。教師用心布置教室，建置班級網頁，提供

相關訊息，並且展示學生作品。 

(五)行政處室支援教學，有助教師實施教學 

教師對行政支援教學，感到非常滿意，有助教師的教學規劃與實施。行

政處室利用課程發展委員會及行政會議，協調各處室所辦理的各項活動，以

避免衝突及相互支援，教師積極配合行政處室所推動的各項課程或活動，並

引導學生參與各項活動。教務處設計「領域課程計畫表」，並於表中提供學

校行事活動，再由各學習領域教師撰寫其課程計畫的內涵，及於領域計劃內

融入學校行事各項活動。 

三、具體建議事項： 

(一)可建議各學習領域教師在撰寫課程計畫時，考慮增加該學習領域的相關

背景、適切運用各項資源的時機、落實學校願景及教育目標的可行方式，以

及考慮如何與學校特色課程的主題加以統整。可鼓勵教師組成有關校本課程

的專業學習社群，以進行更有系統的專業研討；提供學生更多較長時間的口

頭發表機會，並適切討論時事，以培養學生思考及發表能力。宜提醒少數科

任教師進行適切的布置。 

※ 本校具體改進作法： 

在課發會討綸時，增加相關實施願景及運用資源的討論，並於下學年度

撰寫課程計畫時，統整學校的特色課程及願景主題，並且在課程計畫加注相

關資源的使用及時機，並且在課程實施中，安排多語文競賽，培養學生口頭

發表與時事討論的項目，以提升學生思考與發表能力。並在學期開始班親會

之前，舉辦各教室布置觀摩，提供各個教師參考與觀摩，以提升教學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