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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成功高中「卓越人才 成功領航」學生學習方案，依據學生學習向度的 SWOT

分析，以學校願景「全球視野 成功領航」及學生圖像「學術人才」「領導人才」

「國際人才」為目標準則，以 PDCA 管理循環為核心技術，透過行政團隊與教學

團隊共同研討，以及學者專家諮詢指導，成功高中以 3 大成果效益為導向，訂定

學生學習方案的 4 個分項目標，且「以核心能力課程培育卓越人才」為實施策略

之主軸，培育成功學子以優質之公民關鍵能力，成為促進世界繁榮進步之動力。

本方案之分項目標為「學習機會多元適性」「學習態度主動積極」「學習歷程省

思精進」「學習成果推廣分享」，其成果效益為，學生能具備「問題意識與研究

精神」而成為「學術人才」、具備「服務熱忱與領導知能」而成為「領導人才」、

具備「在地胸懷與國際視野」而成為「國際人才」。於理念之層面，研訂校本八

大核心能力「自我管理、閱讀理解、理性批判、問題解決、奉獻服務、溝通表達、

組織領導、全球思維」以引導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方向；而於實踐之層面，則以

特色課程為途徑，培育學生具備核心能力，其具體做法為課程設計與實施緊扣八

大核心能力。成功高中於 105 年榮獲臺北市優質學校課程發展向度優質獎、103

學年度—106 學年度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第三期程特色領航學校經營計

畫（含 106 學年前導學校計畫）4 度獲評為優等，可知成功高中「以學生學習為

中心發展課程以培育卓越人才」已受曯目與肯定。  

 

學生經由教師之課程與教學，以及特色課程學習歷程平台之引導，其學習成

果能反映學校願景及本方案目標之達成。可觀察到的學生學習質性成果或改變如

下： 

1. 學生學會時間管理，能自主規劃學習內容，學習參與度提升，由被動之

學習心態變為主動學習。 

2. 學生作品品質提升，於成果展演時展現自信。 

3. 校外機構/人士對學生之氣質談吐、公益服務等普遍給予好評。 

4. 學生除了課本知識以外更關注核心能力及技能之養成，其校本八大核心

能力有所提升。 

 

創校九十餘載，在邁向百年名校的歷程中，成功高中以「卓越人才  成功領

航」為自我期許，以學生學習為主體之校務經營與時俱進，將永續為學校注入創

意活水—老學校，新人才更是輩出！ 

 

 

關鍵字詞：優質學校、PDCA、學生學習、課程發展、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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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現況 

 

一、設校歷史 

成功高中前身為「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校」，簡稱「北二中」，創立於民

國 11 年。民國 14 年從祖師廟遷到現址，為臺籍菁英求學場所。民國 35 年 2 月

奉令定名為「臺灣省立臺北成功中學」，寓抗戰勝利、臺灣光復暨紀念民族英雄

鄭成功開發臺灣之精神。民國 56 年，臺北市升格為院轄市，改制為「臺北市立

成功高級中學」。學校歷史悠久，自創校以來學風優良、師資卓越、學子優質，

此外，校友人才輩出，至今總計有 6 萬餘人，貢獻社會卓然有成。 

成功高中以「培育卓越人才」為教育使命，以「全球視野  成功領航」為願

景，以此建構一所精緻優質、創新卓越的高中，學生受業茁壯於成功校園，而能

才德兼備，成為「學術人才」「國際人才」「領導人才」，成功啟航揚帆國際。

學校自 102 年起執行以 3 年為期程之臺北市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至 103 年起執

行以 3年為期程之教育部優質化輔助方案第三期程特色領航計畫、103 學年度執

行教育部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105 年起執行以 3年為期程之

臺北市課程與教學前瞻計畫，以及甫獲教育部審查通過之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前

導學校計畫，始終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系統化地規劃校務經營方向，持續以課程

發展為途徑建立學校特色，最終目的期能激發學生自主學習熱情及拓展其學習視

野，使學生成為具備公民關鍵能力之卓越人才。 

 

二、社區環境 

    成功高中位於中正博愛特區，為臺北市首善之區。 

(一)生活環境 

學校位於中正區幸福里，多為住宅區及文教區，環境單純，住戶以公、教、

商為主，里民和善且具社區發展意識，先後成立齊東文史工作室及華山社區發展

協會，帶動地方文史保存及藝文榮景，同時提高社區生活素質。 

 

(二)人文環境 

    社區內中央政府機關及文教機構林立，諸如立法院、行政院、監察院、教育

部、疾病管制局、林務局、糧食局、國家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城中分館、中

正紀念堂、國家音樂廳及國家戲劇院、臺大社會科學院、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臺北市文獻會、國家電影資料館、華山創意文化園區、齊東老街、市長官邸藝文

沙龍及學校週邊各國定及市定古蹟等，人文薈萃、資源豐富，均是師生時常前往

參訪、參與各項展演活動的學習場域，提供了學生豐富的外部學習資源。 

 

(三)自然環境 

學校位於交通便利之市中心，鄰近臺北車站、捷運站等交通樞紐，因地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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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且綜合大樓內設有設備完善的視聽中心、會議室及體育館等，故常為國內外

會議研習、展演活動、體育賽會等舉辦地點；此外，昆蟲科學博物館典藏世界級

蝴蝶標本，而為國內外人士參訪勝地。因此，全校成員擁有豐富多元之學習管道

及交流機會。 

 

三、學校規模 

    學校校地雖小，但校園環境精緻優質，蘊育著無限潛能之 3 千師生。 

 
(一)班級規模 

學校班級數為 70 班，其中含身心障礙資源班 1 班。各年級均有 22 個普通班

及 1 個數理資優班。 
 

(二)學生規模 

成功高中只招收男性學生，學生學習性向多為理工學科，逾 8 成之學生選讀

第二及第三類組，105 學年度學生人數為 2,614 人。 

 
(三)教職員規模 

教職員工計 221 人，其中正式教師 128 人（不含教師兼行政 16 人、留職停

薪教師 9 人、代理教師 19 人），教官 10 人，職員 25 人，職工 7 人，約僱人員

5人。 

 

貳、優質目標 

一、背景分析 

成功高中盤整與學生學習有關之各項因素進行 SWOT 分析，據以擬訂學生

學習方案之目標與因應策略。 

表 1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學生學習 SWOT 分析 

構面 S(有利條件) W(不利條件) 

內
在
因
素 

學
生 

1.學生資質優良、潛能無限、具有

創意、學習能力強。 

2.成功高中僅招收男生，是為數

稀少的男校之一。同儕之間互

動良好、感情深厚，透過適當引

導即樂意團隊合作、見賢思齊。 

1.學生多以因應升學考試為主，

因此與升學考科較不相關之學

習，尚待普遍提升其參與程度。

此外，社會關懷服務熱忱及國

際視野亦需再提升。 

2.學生所學多為傳統知識，而素

養、技能、情意或態度較為欠

缺，不足以因應未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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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團
隊 

1.教學團隊具備專業素養、學術

研究能力及創新能力，為學生

之人師經師典範。 

2.多數教師處於教學經驗與人生

閱歷豐富、體能狀況較佳的階

段，且極具耐心與愛心，倍受學

生愛戴及家長肯定。 

1.教師於升學考科之教學侑於考

試及進度壓力，教學方法以傳

統講述法為主，不易引導學生

思辨及主動探究。 

2.面臨 107 課綱課程改革及高關

懷學生或特教學生日漸增多，

教師需付出更多時間精力，工

作壓力大。 

行
政
團
隊 

1.校長能帶領行政與教師團隊，

整合力量，以學生學習為中心

進行課程革新以符應適性揚才

之精神；重視品格教育及生活

教育，期許學生修齊治平。 

2.定期舉行教學輔相關會議，落實

各項工作之規劃、執行與檢討。 

1.學校班級及學生數眾多，行政

工作繁重，侑於員額總量管制，

人手不足。 

2.教師兼任行政工作意願較低，

流動率大。 

校
園
設
備 

1.102 年起積極申辦各項競爭型

計畫，資本門總計受補助近 2千

萬元，配合課程與教學創新添

購教學設備，提升學生學習興

趣及成效。 

2.綜合大樓功能完備，提供圖書

館、昆蟲科學博物館、多功能自

學中心、學生活動中心、運動中

心等多元功能。 

1.校地狹小，學生人數及班級數

眾多，學習空間及資源分配難

度較高。 

2.學校年度預算經費明顯不足，

影響校舍修繕及更新。 

構面 O(目前契機) T(未來挑戰) 

外
在
因
素 

教
育
政
策 

1.107 課綱以學生素養為導向，引

導學校透過課程與教學，增益

其學習機會、豐富其學習歷程，

達成適性揚才之理想。 

2.大學選才朝向多元適性，引導學

生重視多元探索與學習履歷。 

1.考招連動及新課綱實施之部分

相關配套未明，影響學生學習

方向及完整性。 

2.政府財政困難，年度教學設備

經費有限。 

家
長 

1.家長教育水準普遍較高，且熱

心教育，認同學校，如能適當引

導，以善用家長多元資源，可彌

補學校資源之不足。 

2.家長委員會組織健全，家長代

表積極參與各項活動，並協助

校務發展。 

1.家長意見整合不易，亦有家長

未能認同部分課程或學習活

動，須加強溝通及理念宣導。 

2.家長個別需求日益增多，亦有

家長未能認同學校辦學理念、

未能完全尊重教師專業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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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資
源 

1.中正區人文薈萃資源豐富，廣

泛運用社區資源融入課程設計

及教學，以豐富學生學習內容。 

2.位於交通便利之市中心，易與

外界交流互動，有利於推動校

際及國際交流，拓展師生視野。 

3.校友人才濟濟，且心繫母校，可

結合產官學界傑出校友，投入課

程設計及實施以裨益學生學習。 

1.學區內高中校際競爭壓力大，

以學生為主體之課程與教學需

更具特色，以提升學生競爭力。 

2.網路與社群媒體影響學生思辨

與學習偏好。 

3.功利商業取向之社會風氣，與

學校教育內涵常有牴觸，建立

學生正確價值觀與關心社會、

服務人群之信念，乃當務之急。 

 

二、具體目標 

    依據學生學習向度的 SWOT 分析，以學校願景「全球視野 成功領航」及學

生圖像「學術人才」「領導人才」「國際人才」為目標準則，以 PDCA 管理循環

為核心技術，透過行政團隊與教學團隊共同研討，以及學者專家諮詢指導，成功

高中以 3 大成果效益為導向，訂定學生學習方案的 4 個分項目標，且「以核心能

力課程培育卓越人才」為實施策略之主軸。方案之目標層次關聯如圖 1、實施策略

與目標之對應如圖 2、整體方案之架構之圖 3。 

 
圖 1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學生學習方案目標層次關聯圖 

 

 

圖 2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學生學習方案實施策略與目標對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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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學生學習方案架構圖 

 

    成功高中「卓越人才  成功領航」優質學校學生學習方案，乃以學習者為中

心，設定學生圖像為「學術人才」「領導人才」「國際人才」：以能具備「問題

意識與研究精神」而成為「學術人才」，以能具備「服務熱忱與領導知能」而成

為「領導人才」，以能具備「在地胸懷與國際視野」而成為「國際人才」。於理

念之層面，研訂校本八大核心能力「自我管理、閱讀理解、理性批判、問題解決、

奉獻服務、溝通表達、組織領導、全球思維」以引導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方向；

而於實踐之層面，則以特色課程為途徑，培育學生具備核心能力，其具體做法為

課程設計與實施緊扣八大核心能力。成功高中於 105 年榮獲臺北市優質學校課程

發展向度優質獎、103 學年度—106 學年度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第三期程

特色領航學校經營計畫（含 106 學年前導學校計畫）4 度獲評為優等，可知成功

高中「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發展課程以培育卓越人才」已受曯目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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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具體做法 

一、實施內容 

成功高中之校本課程體系於 101 學年度完成建構，於 102 學年度起正式全面

實施，以系統化之課程引導學生學習，近年來已型塑特色。表 2 依優質學校學生

學習向度之 16 項指標，列出成功高中各項「具代表性」之做法及產出（一般性

或例行性做法因篇幅有限，不在此列舉）。 

表 2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學生學習方案具體做法及產出 

項目 優質學校指標 代表性之具體做法 具代表性之產出 

學
習
機
會
多
元
適
性 

1.1 

多元整全的

學習系統 

1.以特色課程增進學生多元

適性學習之機會，系統整合

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活

動課程、潛在課程。 

2.特色課程分為基礎性課程、

拓展性課程及研究性課程，

與部定課程同為學校整體

課程之一環。 

3.特色課程以培育核心能力

為主軸，而以不同學科知識

為學習媒材提升學生素養。 

特色課程「核心能力培育課

程」自 102 學年度起於高一

高二實施，平均每學期基礎

性課程(2學分)開設44門課

共 66 班、拓展性課程開設

385 小時、研究性課程(0 學

分)開設 3 門。每一門課程

均有完整之課程計畫表及

扣合之核心能力，所有課程

計畫均於特色課程學習歷

程平台供登入後點閱。 

1.2 

保障學習權

的學習安排 

1.特色課程能讓全體學生所

享有：基礎性課程為高一高

二全面跨班選修（以原班級

數 1.5 倍開設跨班選修）、

拓展性課程及研究性課程

鼓勵全體學生於畢業前完

成。 

2.學生依興趣自由選課：基礎

性課程於選課截止後始進

行電腦分發作業，依學生志

願序分發。拓展性課程公告

於學習歷程平台，學生可依

興趣自由報名參加。 

3.特色課程學習歷程平台之

各項報表功能，提供學校定

期檢視學生學習之參與情

形，據以檢核修正課程之開

設。 

1.基礎性課程（跨班選修

課與第二外語）高一高

二學生前三志願選上之

比率，103 學年度第 1 學

期為 85.28%、第 2 學期

為 90.2%，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為 81.01%，第 2

學期為 82.25%，105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為

86.86%。 

2.學生於特色課程學習歷

程平台報名拓展性課程

之人次：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為 3955、第 2 學期

為 4553，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為 5030、第 2 學

期為 3197，105 學年度

第 1 學期為 2840。 



 

 7

學
習
機
會
多
元
適
性 

1.3 

尊重學生 

主體的學習 

1.學生端：特色課程給予學生

依興趣及需要自由選課。學

生可隨時至特色課程學習

歷程平台檢視個人核心能

力雷達圖，做為選課之參

考，以補強不足之能力。 

2.教師端及行政端：透過學生

期末回饋問卷得知學生需求

及學習心得，據以修正課程。 

1.每學期統計學生選課符

合志願比率。 

2.跨班選修課程期末回饋

問卷或學習自評表。 

1.4 

有效的學習

資源與環境 

1.教師課程設計充份運用週

邊社區資源進行參訪、體驗

等學習活動，例如立法院、

國家圖書館、華山文創園

區、周邊古蹟、三創數位生

活園區等。 

2.建置校友人才庫，邀請校友

蒞校開設拓展性課程，例如

校友大師啟蒙會、成功領航

講堂、濟城學術講座、校友

返校升學輔導座談等。 

3.締結姐妹校、參加海外模聯

會議，每年定期交流互訪，

擴大學生國際視野。 

4.與十餘所偏鄉中小學合作，

提供學生服務學習據點。 

5.積極申辦各項專案計畫，充

實改善各項教學資源。 

 

 

跨班選修課程「遇見哲學」 
參訪松山文創園區 

1.102-104 學年度校外教學

共計 164 場次。 

2.101-104 學年度傑出校友

蒞校演講座談共 29 場

次、參加學生近 5 千 3 百

人次（表 6）。102-104 學

年度校友返校升學輔導

座談共 31 場次、參加學

生近逾 2 千 1 百人次。 

3.締結姐妹校共 7 所。102-

105 年度學生出訪共 26

團逾 5 百人次（表 10），

國外友好學校來訪進行

學生交流共 20 團次、逾

1 千人次（表 9）。 

4.締結服務學習據點學校

共 12 所。102-105 年共

辦理 32 團、739 人次參

與服務（表 7）。 

5.101-105 學年申辦各項競

爭型計畫，總計爭取近 3

千 2 百萬元經費，其中

101 至 105 學年度第 1 學

期合計購置逾 60 項教學

設備，總經費逾 1 千 7 百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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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歷
程
省
思
精
進 

2.1 

尊重學習的

民主性與卓

越性 

1.教師採用協同學習、合作學習

之教學模式，引導學生傾聽理

解、溝通表達、合作完成學習

任務，具體實踐學習共同體之

理念。 

2.各門基礎性課程以期末展演、

作品、小論文等引導學生設定

學習目標產出成果，於期末進

行成果分享發表，並參加校外

各項競賽。 

1.教師教學非僅止於傳

統之講授法。採用協

同學習、合作學習之

任課教師逾七成，豐

富學生口語表達及實

作之經驗。 

2.學生作品、小論文或專

題研究參加校外競賽

獲獎一覽表（表 4）。 

2.2 

引導多元適

性的學習策

略 

1.特色課程學習歷程平台為每

一位學生打造專屬的核心能

力雷達圖，學生可隨時上平台

檢視雷達圖、並了解自己於全

體之相對位置，得知核心能力

之優勢與不足，據以調整學習

及選課方向。 

2.行政會報每月檢視各年級學

生平均之核心能力雷達圖、開

課核心能力之分布情形、學生

拓展性課程參與情形之各項

統計，據以調整課程設計與實

施之方向。 

特色課程學習歷程平台

各項相關報表：八大核

心能力分佈雷達圖（個

人、班級平均、年級平

均）、學生核心能力累積

點數排名、核心能力指

標開課統計、拓展性課

程修課時數與次數排行

榜、拓展性課程修課人

次及時數統計（表 11）。 

2.3 

重視學習的

個別化與差

異化 

1.推動學生組成「學習夥伴聯

盟」，引導學生擬定共學計畫並

相互激勵；學校定期獎勵學習

聯盟表現優良之學生。 

2.特色課程讓學生依興趣自由選

課。基礎性課程跨班選修開設

不同程度之課程，符應學生學

習的個別化與差異化需求。 

 

 
「學習夥伴聯盟」激勵餐會 

1.104 學年-105 學年第 1

學期「學習夥伴聯盟」

總計獎勵 75 組次、逾

2 百人次。 

2.高一高二每學期開設

跨班選修課程至少各

28 門(30 班)，包括 107

課綱之補強性選修及

加深加廣課程，例如

基礎英語、慢學高二

物理、基礎理論化學、

初階化學計算、進階

物理研討、基礎微基

分、進階微基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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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發展適切的

學習評量機

制 

1.教師採用多元評量，不以單一

學科能力或知識背景做為學

生能力評量之依據，可有效激

發學生潛能，使學生能適性發

展。評量方式：觀察、實作、

表演、展示、口試、作業、口

頭報告、書面報告、研究報告、

筆試、學生自評、學習檔案等。 

2.特色課程以學生個人專屬的

核心能力雷達圖呈現學生學

習成效。每一門課程的設計與

教學均須扣合能力指標。學生

選修不同的課程，並經教師以

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習成果

後，即可累積出不同能力的點

數，藉此激勵學生調整學習方

向及自主學習。 

1.跨班選修各門課程之

學生作品及學習檔

案。 

2.特色課程學生核心能

力績點換算表、學生

個人核心能力雷達

圖、各年級/全校平均

核心能力雷達圖。 

學
習
態
度
積
極
主
動 

3.1 

主動積極的

學習態度 

1.學校以系統化之特色課程培

育學生之八大核心能力，藉由

特色課程學習歷程平台、《濟

城護照》校本課程學生手冊、

各項學習表現優秀及進步獎

勵措施，提升學生主動積極學

習態度。 

2.特色課程系統中尤以拓展性

課程及研究性課程最能培養

學生主動積極的學習態度。不

同於基礎性課程(跨班選修)

之強制必選，拓展性課程與研

究性課程鼓勵學生自主參加

校內校外各項學習活動。 

1.學生參加校內開設之

拓展性課程時數統計

（表 11）：其中，個人

排行榜第一名於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為 71

小時，104 學年度第 2 

41 小時，105 學年度

第 1 學期 42 小時。 

2.學生自主參加校外講

座營隊等校外拓展性

課程，104 學年度獲證

認總計 106 人次 2488

小時。 

 

跨班選修課程「大演說
家」期末成果發表 

學生小論文發表會 拓展性課程「成功領航
講堂」學生講台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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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態
度
積
極
主
動 

3.2 

多元尊重的

學習態度 

學校以課程願景「以全球在地

化、在地全球化之思維，培育具

備公民關鍵能力之卓越人才」以

及特色課程目標「自我成長、思

辨創新、社會關懷、宏觀合作」

發展課程，培育學生成為學術人

才、領導人才、國際人才。多門

基礎性課程扣合校本八大核心

能力中的「溝通表達」「全球思

維」等，培養學生多元尊重的學

習態度。 

102-105 學年期間開設

之基礎性課程例如「全

球公民領導與溝通」、

「性與性別」、「家政全

球化研究」、「家政在地

化研究」、「臺北城古蹟

探訪」等之學生學習成

果。 

3.3 

感恩關懷的

學習態度 

1.多門基礎性課程扣合校本八

大核心能力中的「奉獻服務」，

培養學生感恩關懷的學習態

度。 

2.拓展性課程「服務學習課程」，

以海外志工服務營隊、偏鄉服

務營隊、在地分散式服務學習

等方式，培養學生感恩關懷的

學習態度。 

1.102-105 學年期間開設

之基礎性課程例如

「用音樂改變生命」

（表 8）、「學習服務-

服務學習」、「綠校園

改造」、「人生哲學」等

之學生學習成果。 

2.102-105 學年服務學習

營隊共辦理32團、739

人次參與服務（表 7）。 

3.4 

負責合作的

學習態度 

教師於基礎性課程多採用分組

合作學習之教學模式，學生以小

組方式完成學習任務，並於期末

產出學習成果。 

102-105 學年期間開設

之基礎性課程例如「遇

見哲學-在文學在電影

在生活中」、「地球科學

與人生」、「走讀我城創

藝 GO」、「飛覽大地擁抱

成功」等之學生學習成

果。 

 

 
跨班選修課程「性與性

別」邀請臺灣同志諮詢熱

線協會成員與學生座談 

 
跨班選修課程「用音

樂改變生命」至金華

國中附幼公益演出 

 

跨班選修課程「飛覽大地

擁抱成功」學生分組合作

之陽明山地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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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成
效
推
廣
分
享 

4.1 

具備學習的

基礎能力 

1.基礎性課程每學年有 8 節共同

課程，其中 4 節內容為學習態

度學習方法與圖書資源利用，

採用後設認知策略以提升學

生之學習能力。 

2.除了部定課程以外，多門基礎

性課程均強化學生之基本學

力及數位學習能力，第二外語

為高一必選課程。 

102-105 學年期間開設

之基礎性課程例如「看

見文學-文學與生活」、

「認識印地安納州的朋

友-結交筆友與互訪學

習」、「數學發現與猜

想」、「微觀世界解密」、

「電腦繪圖創意設計」

等，以及第二外語之學

生學習成果。 

4.2 

具備學習的

高層次思考

能力 

多門基礎性課程扣合校本八大

核心能力中的「理性批判」「問

題解決」，培養學生具備問題意

識、創造力及研究精神。 

102-105 學年期間開設

之基礎性課程例如「小

論文寫作與研究方法」、

「APP 開發應用」、「創客

設計」、「Arduino 創意互

動設計」、「數學文創」等

之學生學習成果。 

4.3 

具備生活的

重要能力 

除了部定課程生活科技、家政、

藝術生活、生涯規畫、生命教育、

健康護理、體育之外，多門基礎

性課程扣合校本八大核心能力

中的「自我管理」，培養學生情

緒管理、時間管理、健康管理等

知能。 

102-105 學年期間開設

之基礎性課程例如「愛

情與麵包」、「心理學的

奧秘」、「身心靈停看聽

－療癒系微電影與香氛

小物製作」、「投資管理、

行銷自己」、「食品與鑑

識化學」等之學生學習

成果。 

4.4 

具備公民的

實踐能力 

除了部定課程公民與社會、歷

史、地理，以及班會週會、學生

自治活動與組織之外，多門基礎

性課程扣合校本八大核心能力

中的「奉獻服務」「組織領導」

「全球思維」，培養學生具備公

民關鍵能力與國際素養。 

102-105 學年期間開設

之基礎性課程例如「社

會問題探究與行動」、

「微電影創作」、「電影

與書籍中的地理學思

考」、「西洋經典文學與

現代流行文化」「同理心

與溝通」等之學生學習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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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做法 

（一）建置特色課程學習歷程平台紀錄學習歷程並檢核成效 

成功高中自 102 年學年起全面實施特色課程，於 102 年 9 月開學之前，即以

學校自行開發之選課系統進行學生網路選課及分發作業，103 年起為擴充選課平

台之功能，委外進行學習歷程平台之開發(https://cgfc.cksh.tp.edu.tw)，目的在於以

資訊科技進行學生學習之自主管理，而自主管理分為兩個層面：行政端之課程管

理及學生端之自我管理，其主要功能如下： 

1. 行政端之課程管理：教師開課、學生選課及分發、班級資料管理、拓展性

課程（研習活動及服務學習等）之時數登錄認證、學習歷程紀錄列表、課

程統計（開課能力指標分佈情形、拓展性課程參加排行榜、修課時數及人

次統計、學生能力指標雷達圖）、相關公告編輯發布等。透過平台提供之

統計資料，行政端可針對學生學習情形持續強化課程內涵及研擬因應策略。 

2. 學生端之自我管理：學生或家長以帳號及密碼登入後，平台所提供的功能

有個人核心能力雷達圖、查詢所有基礎性課程之教學計畫表、瀏覽拓展性

課程開課資訊及報名、檢視個人拓展性課程修課排名及時數次數、自主登

錄分散式服務學習及校外講座研習活動參與情形、上傳佐證資料、基礎性

課程（跨班選修課及第二外語）選課、列印「濟城護照」學習歷程紀錄等。

透過平台所提供之統計資料，學生及家長可得知自己的優勢與不足，激勵

學生調整學習方向及自主學習。 

（二）整合校內校外學習機會拓展學生學習時空及視野 

成功高中認為，學生學習並非僅限於教科書、教室及上學時間；知識、情意、

技能全方位的學習亦可以從各種講座、營隊、研習、參訪、實作、展演、自主研

究等方式進行。成功高中將所有校內校外、課後及假期時間等的學習活動予以課

程化，納入學習歷程平台管理及記錄，打破學習時間空間之限制，拓展學生之學

習視野。成功高中整合校內校外學習機會之做法如下： 

1. 拓展性課程：鼓勵學生高中三年內完成拓展性課程至少 64 小時，學校除

自行辦理各種講座、營隊、研習、參訪、實作、展演等活動之外，亦將校

外單位或機關（例如大學端、社教機構、政府機關、傳播媒體等）所辦理

之相關學習活動登錄至學習歷程平台，以供學生選擇報名參加並認證時數。

此外，學生亦可自行參加校外各種學習活動，並自行將參加之佐證資料上

傳至學習歷程平台，由學校審核認證。將校外辦理之學習活動納入特色課

程，除了增加學習機會與資源之外，亦可培養學生積極自主的學習態度、

成為學習的主人，增加學生校際及人際交流之機會。 

2. 研究性課程：鼓勵學生高中三年內完成研究性課程至少 1 種。3 種研究性

課程為小論文或專題研究、專案導向學習課程、自主學習計畫。研究性課

程為學生自主規畫學習時間、自主蒐尋學習資源，以個人或團隊之方式完

成小論文、專案作品或自主學習計畫之產出。其中，小論文及自主學習計

畫為學生自主擬訂論文題目或自主學習計畫內容產出；專案導向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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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學校訂定年度專案主題及專案作品型式，103 及 104 學年度學校結合

教育部優質化輔助方案之學校微電影甄選，專案作品型式均為微電影，103

學年度訂定專案主題為學校特色課程、104 學年度訂定專案主題為全球議

題，學生完成之作品經校內評選，由最優者代表學校參加全國甄選。 

（三）辦理課程說明學習宣導改變學生及家長被動功利的學習心態 

成功高中認為，學生學習不應只侷限於知識或求取考試高分，面臨競爭之最

後致勝關鍵往往並非分數，而是素養或能力。時下學生學習之通病，不外乎對學

習消極被動，對於團隊合作之學習任務抱持事不關己之態，或對於沒有罰則之作

業輕忽怠惰；而部分家長亦認為與升學考試無關之學習不值得投入時間精力。學

校必須不斷宣導說明，方可使學生及家長認同學校課程理念、建立正確學習觀念，

以導正功利或以分數為主的學習心態。成功高中辦理課程說明及學習宣導之做法

如下： 

1. 共同課程：基礎性課程每學年有 8 節共同課程，每個跨班選修課班級於每

學期抽離兩週（共 4 節）進行，其中 1 節之內容為學習態度。 

2. 特色課程家長說明會：於每年 8 月初辦理。 

3. 特色課程學生說明會：於每年 8 月針對高一新生辦理。此外，學期中或學

期末則依實際需要及對象辦理。 

4. 學長學習經驗分享：遴選參加校外競賽、校內拓展性課程或研究性課程表

現優異之學生，於新生始業輔導進行學習經驗分享，除了裨益新生見賢思

齊之外，同時也給予學長講台演練及溝通表達的學習機會。 

（四）透過跨校交流合作增益學習資源及推廣學習成果 

成功高中以學生學習成果為基礎，拓展校際交流層面，學校於經驗分享與成

果推廣的歷程中，獲得校外人士之反饋及學習資源之拓展，得以再次省思「以學

生學習為中心之課程與教學」應精進之處。跨校合作交流之做法如下： 

1. 偏鄉學校策略聯盟：偏鄉學校為成功高中學生服務學習之定點，提供學生

體驗學習及提升學生之八大核心能力。 

2. 課程成果推廣至臺北市中小學、醫療及社福單位：以教育資源均質化之精

神，進行高中端校際交流及國中端特色課程成果應用推廣。 

3. 跨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員學校：透過跨校教師社群，分享學生學習、課

程設計、課程實施等經驗。 

4.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跨校交流：特色課程發展、學生學習成果及執行優質

化方案經驗交流。 

5. 境外高中友好學校：進行師生互訪、海外體驗學習、共同辦理或參與各項

學習活動、教師教學合作與分享、交換各項教學與研究成果。 

6. 大學策略聯盟：進行高瞻計畫等學術合作、開辦專題講座、大學圖書館資

源利用、大學預修課程等。 

7. 北市高中策略聯盟：共同辦理或參與各項學習活動、協同教學、建構通識

微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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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優質成果 

一、目標達成 

學生經由特色課程及特色課程學習歷程平台之引導，其學習成果能反映學校

願景及本方案目標之達成。由課程評鑑所蒐集之各項資料，例如特色課程平台之

統計數據、各項回饋問卷、訪談結果（學生、家長、校外人士）等，可觀察到的

學生學習質性成果或改變如下： 

1. 學生學會時間管理，能自主規劃學習內容，學習參與度提升，由被動之

學習心態變為主動學習。 

2. 學生作品品質提升，於成果展演時展現自信。 

3. 校外機構/人士對學生之氣質談吐、公益服務普遍給予好評。 

4. 學生除了課本知識以外更關注核心能力及技能之養成，其校本八大核心

能力有所提升。 

104 年 1 月由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核心小組以問卷方式調查學生對學

校課程與教師教學之意見，指定高二每班座號 11-20 號之學生填答，問卷共 43

題，回收率 91.7%；受指定填答問卷之學生其家長則為家長問卷之對象，家長問

卷共 15 題，回收率 87.8%。學生對於教師教學表贊同的程度為 76.68%，對課程

表贊同的程度為 70.27%。家長對於學校整體表贊同的程度為 77.67%。問卷題目

及統計結果如表 3，從中可知學生學習感受與學習狀況。 

表 3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 104 年特色課程問卷調查與統計結果 

學生之課程與教學滿意度調查（共 43 題） 

關於老師的教學，請你根據以下描述，勾選符合的選項。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問題 1. 老師的教學能引導我思考。 31.28% 59.72% 7.58% 0.95% 

問題 2. 老師的教學內容與日常生活經驗息息相關，能

幫助我活用知識。 
31.10% 48.33% 17.22% 2.87% 

問題 3. 老師用不同的方式教學（例如：小組討論、角色

扮演、桌遊等）。 
36.97% 49.76% 10.90% 1.90% 

問題 4. 老師運用電腦資訊的軟硬體進行教學。 33.81% 56.19% 9.52% 0.00% 

問題 5. 老師的教學能激發我的學習興趣。 28.44% 54.98% 13.74% 2.37% 

問題 6. 我喜歡選修課老師的教學。 36.02% 48.34% 12.32% 2.84% 

問題 7. 我喜歡老師在選修課當中帶我們解決問題。 32.86% 55.24% 9.05% 2.38% 

問題8. 我在選修課老師的教學當中學到許多有趣的事。 36.19% 50.95% 10.95% 1.43% 

問題 9. 和必修課相比，我更喜歡選修課的教學。 38.10% 33.33% 24.76% 3.81% 

問題 10. 我希望可以上更多的選修課。 33.81% 33.81% 26.19% 6.19% 

問題 11. 選修課讓我得到學習自信。 21.05% 42.58% 30.62% 5.26% 

問題 12. 我在選修課表現得不錯。 35.55% 51.66% 9.48% 2.84% 

問題 13. 和班上很多同學比起來，選修課對我來講是比

較容易。 
26.19% 42.38% 26.19% 4.76% 

問題 14. 和必修課比起來 我覺得選修課比較簡單。 25.12% 45.02% 23.22% 6.64% 

問題 15. 我在選修課學得很快。 20.85% 52.61% 22.75%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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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6. 老師的教學強調在考試中得到高分。 10.48% 20.95% 40.00% 28.57% 

問題 17. 老師在課堂上常提供給我上台發表的機會。 33.49% 46.41% 18.18% 1.44% 

請根據本校課程，和你自己的學習經驗，表示你的同意程度。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問題 18. 學校的選修課程有我喜歡的課程。 44.55% 42.65% 9.95% 2.84% 

問題 19. 我可以從學校的選修課程，選到喜歡的課程。 29.19% 39.23% 19.14% 12.44% 

問題 20. 我的選修課程是跑班模式。 50.71% 35.07% 9.95% 4.27% 

問題 21. 學校的選修課程依舊以升學為主要重點。 9.48% 19.43% 51.66% 19.43% 

問題 22. 我知道未來我可以發展的方向是什麼。 20.85% 43.13% 30.33% 5.69% 

問題 23. 學校的課程與許多企業或大學合作，讓我可以

先為職業選擇或選系作好準備。 
10.48% 26.67% 35.71% 27.14% 

問題 24. 學校提供的選修課程具有階段性，讓我可以循

序漸進地深入探索選修的領域。 
16.19% 45.24% 29.52% 9.05% 

問題 25. 學校會重視學生的需求增設社團。 14.69% 41.71% 29.86% 13.74% 

問題 26. 上課聽不懂時，學校或老師提供其他方法來幫

助我學習(如教學影片，課後輔導等)。 
23.81% 58.10% 15.71% 2.38% 

問題 27. 我在學習和生活的需求都能獲得學校的輔導

與協助。 
22.27% 48.82% 23.22% 5.69% 

問題 28. 我在高中的課程中做過小論文或專題報告。 28.91% 45.02% 17.54% 8.53% 

問題 29. 與剛進學校時相比，我在學業方面進步不少。 27.27% 45.45% 22.01% 5.26% 

問題30. 與剛進學校時相比，我解決問題的能力進步不少。 32.67% 56.93% 9.41% 0.99% 

問題 31. 與剛進學校時相比，我學會更多學習方法。 31.28% 56.87% 9.48% 2.37% 

問題 32. 我從教師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37.44% 49.29% 11.37% 1.90% 

問題 33. 我從同學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41.71% 52.13% 3.79% 2.37% 

問題 34. 老師在課堂上鼓勵同學之間相互學習。 36.67% 55.24% 7.14% 0.95% 

問題 35. 學校社團豐富，我可以選擇想要參加的社團。 36.97% 46.92% 9.95% 6.16% 

問題 36. 學校部分課程(或活動)與地方上的文化或自

然環境有關。 
23.22% 57.82% 13.27% 5.69% 

問題 37. 學校有充實的設備與良好的學習環境。 16.59% 48.82% 24.17% 10.43% 

問題 38. 我可以很清楚地向別人介紹我學校的特色。 30.33% 45.02% 20.85% 3.79% 

問題 39. 我感受到每位同學都受到學校很好的照顧。 18.96% 42.65% 28.44% 9.95% 

問題 40. 我喜歡我的學校。 35.71% 55.71% 3.81% 4.76% 

問題 41. 本校離我家很遠或交通不方便。 9.48% 22.75% 41.23% 26.54% 

問題 42. 本校大學錄取率不夠好。 7.58% 17.06% 40.76% 34.60% 

問題 43. 如果能重新選擇，我還是會選擇就讀本校。 36.02% 36.02% 19.91% 8.06%  
家長之課程與教學滿意度調查（共 15 題） 

家長問卷題目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不清楚 

問題 1. 學校讓我知道學校的最新發展。  21.78% 50.00% 11.39% 1.98% 14.85% 

問題 2. 孩子會跟我分享他在學校裡的事。 37.31% 47.76% 9.45% 2.49% 2.99% 

問題3. 我的孩子對學校所舉辦的一些活動很有興趣。 22.28% 55.94% 14.85% 0.99% 5.94% 

問題 4. 我的孩子喜歡老師的上課方式。 19.80% 58.42% 8.91% 0.99% 11.88% 

問題 5. 老師關心我的孩子的學習狀況。 27.72% 51.49% 5.94% 0.99% 1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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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6. 我可以感受到我孩子的老師用心教學。 33.33% 47.26% 7.96% 0.50% 10.95% 

問題7. 我孩子的老師能夠營造良好的班級學習風氣。 30.69% 48.51% 7.43% 0.99% 12.38% 

問題 8. 我的孩子喜歡目前就讀的學校。 46.53% 44.06% 4.95% 0.99% 3.47% 

問題9. 學校老師幫助我的孩子探索未來的發展方向。 22.89% 51.24% 11.44% 1.49% 12.94% 

問題 10. 學校提供多種課程(或活動)，讓我的孩

子有機會發展自己的興趣和能力。 
26.87% 54.23% 9.45% 1.00% 8.46% 

問題 11. 我的孩子在學習和生活上的個別需求都

能獲得學校的輔導與協助。 
18.32% 48.51% 13.37% 2.48% 17.33% 

問題12. 我清楚了解學校的辦學理念和發展目標。 19.31% 44.55% 13.37% 4.46% 18.32% 

問題13. 我可以很清楚的向別人介紹我孩子學校的特色。 18.32% 42.08% 18.81% 2.97% 17.82% 

問題 14. 我會推薦親友的孩子來就讀本校。 29.70% 53.96% 8.91% 0.99% 6.44% 

問題 15. 我不後悔讓孩子就讀本校。 42.57% 49.50% 4.46% 0.99% 2.48% 

 

成功高中教學活化及學生學習廣受矚目，近年來獲教育主管機關推薦、媒體

採訪報導情形如下： 

1. 102 年 9 月 24 日特色課程獲《中國時報》採訪報導(頁 B1)。 

2. 102 年 11 月 21 日特色課程獲《商業周刊》1358 期採訪報導。 

3. 104 年 2 月特色課程「用音樂改變生命」邵瑀凡老師獲教育廣播電台《幸

福密碼》採訪報導。http://ddmhsif.org/?post_type=portfolio&p=8652 

4. 104 年 8 月服務學習團隊獲《華視新聞雜誌》採訪報導。 

5. 104 學年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青年諮詢會指定為特色課程參訪學校。 

6. 105 年教育部委託 TVBS 製播「我的超級麻吉」節目第 5 集「創新教育

展 特 色 」 ， 深 度 採 訪 校 長 、 兩 位 教 師 及 9 位 修 課 學 生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Tb79LHNu8M 

 

以下就學生學習方案之三大成果效益列舉具代表性之成果。 

（一）學術人才：具備問題意識與研究精神 

成功高中學生具問題意識及研究精神由學生之研究主題可見端倪，表 4 僅以

學生小論文或專題研究參加校外競賽獲得首獎之作品名稱為代表說明之。 

表 4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 102-105 年學生小論文或專題研究參賽獲首獎一覽表 

作者 作品名稱 比賽名稱 成績 指導教師

321 洪維屏 
321 陳翔芫 

視網膜辨辨辨---Stochastic 
Resonance 和視網膜的信
息處理 

臺北市 104 年度
中等學校學生科
學研究獎助計畫 

一等獎 洪敬承 

賴竑睿 
洪昆琳 
連士權 

探討炭化材料與電磁波屏
蔽效能之關係 

臺北市 103 年度
中等學校學生科
學研究獎助計畫 

一等獎 蔡豐光 
洪崇彬 

沈揚軒 
黃建華 
林銘郎 

臺灣北部山崩之探討 
臺北市 103 年度
中等學校學生科
學研究獎助計畫 

一等獎 謝莉芬 
蔡豐光 

林言達 
林家維 
蔣政憲 

眼盲心不盲──心理地圖之
研究應用 

臺北市 103 年度
中等學校學生科
學研究獎助計畫 

一等獎 杜玲均 

210 許竣澤 
210 龔泰維 最近的相思 臺北市第 48 屆中

小學科學展覽 特優創意獎 劉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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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洪維屏 
221 陳翔芫 

stochastic resonance 在視
網膜上的作用及雜訊對視 
覺訊號的影響 

臺北市第 48 屆中
小學科學展覽 

特優創意獎 
研究精神獎 洪敬承 

趙貴賢 
鄭羽容 

頂天立地的水滴--探討水滴
受壓的物理性質 

臺北市第 47 屆中
小學科學展覽 特優 陳冠廷 

邱育民 
209 邱俊傑
220 林洺帆 

科學與倫理的衝突－複製
人 

全國小論文比賽
1051115 梯次 特優 林秀娟 

205 李承翰 
210 何宇浩 

我國未來社會住宅政策發
展之建議─以荷蘭、新加
坡為鏡 

全國小論文比賽
1050331 梯次 特優 鄭忍嬌 

319 黃瑞彬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高
學習成就學生之學習策略
調查 

全國小論文比賽
1041115 梯次 特優 黃馨瑩 

103 陳軍豪 
103 李雨綸 

論審判獨立--以三歲女童性
侵案為例 

全國小論文比賽
1040331 梯次 特優 謝紫琳 

109 沈冠宇 ISIS 崛起──伊斯蘭國之發
展 

全國小論文比賽
1040331 梯次 特優 謝紫琳 

許瀚文 
林君儫 
陳竑均 

靜力平衡理論與實際操作
之探討 

全國小論文比賽
1030331 梯次 特優 陳冠廷 

楊沅錡 
林家胤 

高中生早餐攝取之相關研
究 —以成功高中為例 

全國小論文比賽
1030331 梯次 特優 李靜慧 

201 林易昇 《鱷魚手記》與《逆女》的
異同 

全國小論文比賽
1020331 梯次 特優 謝紫琳 

學生為校外各項競賽之常勝軍，表 5僅以學生參加全國性或政府機關主辦之競

賽獲得首獎為代表說明之。 

表 5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 102-105 學年學生參與全國性或政府機關主辦之競賽

(決賽)獲首獎一覽表 

序 獲獎者 競賽名稱 獎項 指導教師

1 203 鍾秉翰 臺北市 105 學年度詩歌朗誦比賽高中個
人組 特優 謝紫琳 

2 209 邱俊傑
220 林洺帆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1051115 梯次 特優 林秀娟 

3 308 黃懷逸 臺北市 105 學年度數學及自然科學科能
力競賽地球科學科類 

一等獎及海
洋地物特優
獎 

謝莉芬 

4 
212 張家彬 
203 郭庭瑞 
208 何杰璁 

2016 年臺北市校際盃機器人選拔賽 挑戰賽第 1
名 陳思貽 

5 304 蕭信維 2016 第 34 屆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 短篇小說第
1 名 沈芳如 

6 304 蕭信維 臺北市第十屆青少年學生文學獎 小說類首獎 沈芳如 

7 管樂社 104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打擊樂合
奏 特優第一名 金秉翔 

8 管樂社 104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管樂合奏 特優第一名 金秉翔 

9 319 黃瑞彬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1041115 梯次 特優 黃馨瑩 

10 104 郭亭毅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1041031 梯次 特優 林怡君 

11 104 陳俊穎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1041031 梯次 特優 林怡君 

12 223 宋奕儒 10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電腦軟體
設計競賽 

高中組第一
名 杜玲均 

13 管樂社 104 學年度臺北市音樂比賽打擊樂合奏 西區優等第
一名 張芝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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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口琴社 104 學年度臺北市音樂比賽口琴合奏 西區優等第
一名 莊孟達 

15 205 風宗岑 臺北市 104 年度本土語文-原住民語朗讀
(賽夏族語)競賽 

高中組第一
名 風英輝 

16 管樂社 104 年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打擊樂合奏 全國北區特
優第 1 名 張芝菁 

17 張哲皓 104 年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長號個人獨奏 全國優等第
一名 林秋麟 

18 詹博宇 104 年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柳葉琴個人獨
奏 

全國特優第
一名 陳崇青 

19 王昱翔 第 22 屆金筆獎創作比賽散文組(2015) 第一名 李仁展 

20 許竣澤 
龔泰維 臺北市第 48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數學科 特優創意獎 劉國莉 

21 洪維屏 
陳翔芫 臺北市第 48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生物科 特優創意獎 

研究精神獎 洪敬承 

22 陳軍豪 
李雨綸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比賽 1040331
梯次 特優 謝紫琳 

23 沈冠宇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比賽 1040331
梯次 特優 謝紫琳 

24 鄭傑宇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1040315 梯次 特優  

25 彭軍維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
1040315 梯次 特優  

26 
方鉦淯 
何宇浩 
鍾承恩 

臺北市 104 年度高中職「性別無礙 資源
統整」友善校園空間改造王設計 特優 陳昭蓉 

27 呂悅豪 103 學年度臺北市數學及自然學科能力競
賽生物科 一等獎 

陳慧君 
王秀觀 
許美蓮 
魏蜀芬 
洪敬承 

28 口琴社 103 學年度臺北市音樂比賽口琴合奏西區 優等第一名 彭信元 

29 管樂社 103 學年度臺北市音樂比賽銅管五重奏西
區 優等第一名 金秉翔 

30 合唱團 103 學年度臺北市音樂比賽男聲合唱西區 特優第一名 聶焱庠 

31 黃梓嘉 103 學年度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高中職普
通科組非美術班西畫類西區 第一名 張欽賢 

32 李孟儒 103 學年度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高中職普
通科組非美術班漫畫類西區 第一名 陳辛吉 

33 國樂社 103 學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國樂合奏
西區 特優第一名 黃光佑 

34 管樂社 103 學年度臺北市音樂比賽管樂合奏 特優第一名 金秉翔 

35 
賴竑睿 
洪昆琳 
連士權 

臺北市 103 年度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
助計畫高中職組物理科 一等獎 蔡豐光 

洪崇彬 

36 
林言達 
林家維 
蔣政憲 

臺北市 103 年度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
助計畫高中職組應用科學科 一等獎 杜玲均 

37 
沈揚軒 
黃建華 
林銘郎 

臺北市 103 年度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
助計畫高中職組地球科學科 一等獎 謝莉芬 

蔡豐光 

38 林奕邦 103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高男組 10m 空
氣手槍射擊 金牌 郭孟熙 

張榮洲 
39 王偉迪 第 14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全菁英獎(2014) 全國菁英獎  
40 口琴社 102 學年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口琴合奏組 優等第一名  
41 合唱團 102 學年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男聲合唱 特優第一名 聶焱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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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領導人才：具備服務熱忱與領導知能 

成功高中積極建立校友人才庫，以拓展性課程「校友大師啟蒙會」「兩代論

壇成功人」「成功領航講堂」「高三名人講堂」「濟城學術講座」由校友帶領學

弟們從典範學習中，思考如何服務與領導。 

表 6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 101-105 學年度傑出校友蒞校演講或座談場次統計 

序 日期 演講主題系列 講師 簡介 參加學生
人數 

1 100.12.20 
校友大師啟蒙會 1：
如何成為會思考的
人 

孔祥重 中研院士、哈佛大學電
腦及電子工程學教授 

400 

2 101.02.08 校友大師啟蒙會 2：
我的學思歷程 孫同天 中研院士、紐約大學醫

學院教授 
400 

3 101.03.29 校友大師啟蒙會 3：
歷史就在你身邊 邢義田 中研院士、中研院史語

所特聘研究員 
236 

4 101.10.31 校友大師啟蒙會 4：
我的學思歷程 王文漢 Intel 實驗室副總裁 214 

5 101.11.14 兩代論壇成功人 1  劉本炎 
何邦立 

中央日報總編輯（退
休）；交通部航醫中心
主任（退休） 

100 

6 101.12.12 校友大師啟蒙會 5：
我的學思歷程 劉扶東 中研院士、中研院生醫

所所長 
58 

7 102.01.02 校友大師啟蒙會 6：
活潑的成功 劉墉 作家、畫家 500 

8 102.05.01 校友大師啟蒙會 7：
我的學思歷程 陳榮良 旅美醫師義助街友重當

發明家(自由時報報導) 
176 

9 102.10.02 校友大師啟蒙會 8：
我的學思歷程 王緒 旅美中風半癱醫師推寧

靜革命（中國時報報導）
107 

10 102.10.30 校友大師啟蒙會 9：
我的學思歷程 李四端 知名媒體人 500 

11 102.11.13 校友大師啟蒙會 10：
我的學思歷程 李建榮 前圓山飯店董事長 121 

12 102.12.10 兩代論壇成功人 2  徐統 
趙寧 

清大材料系教授 
國際石首魚專家 

60 

13 103.04.09 校友大師啟蒙會 11：
我的學思歷程 陳中統 醫師（與作家陳映真同

班） 
105 

14 103.04.24 
校友大師啟蒙會 12：
我的生物醫學研究
心得分享 

羅時成 長庚大學生物醫學系
教授 

40 

15 103.09.25 
校友大師啟蒙會 14：
我不是教你叛逆，而
是要你勇敢 

鄭匡宇 作家、演說家 162 

16 103.10.17 校友大師啟蒙會 13：
我的學思歷程 楊志良 前衛生署長、亞洲大學

教授 
146 

17 103.10.21 成功領航講堂 3：音
樂劇少年臺灣 殷正洋 金曲獎歌王 153 

18 103.11.06 成功領航講堂 4：先
學『失敗』這堂課 范文欽 三立新聞部採訪中心

副主任 
44 

19 104.03.10 
校友大師啟蒙會 15：
我的求學經驗與人
生理想追求 

徐綽 耶魯大學生物學博士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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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04.04.13 
高三名人講堂：2025
年全球大趨勢與 12
項破壞性科技 

溫宏斌 交大電機系教授 989 

21 104.04.21 校友大師啟蒙會 16：
我的學思歷程 林勝傑 臺灣第一位少林傳人、

釋門少林功夫團團長 
152 

22 104.05.20 
PBL 演練 3 專題講
座：生物醫學的投入
與展望－一己之見 

梁賡義 陽明大學校長、中研院
院士 

293 

23 104.06.02 
濟城學術講座 1：轉
基因作物及其安全
性 

徐綽 耶魯大學生物學博士 61 

24 104.12.29 校友大師啟蒙會 17：
我的學思歷程 李家同 清華大學榮譽講座教

授 
126 

25 104.11.19 成功領航講堂 6：自
己的人生，自己決定 張幼恬 雄獅菁英育成(股)公

司總經理 
118 

26 104.09.22 
濟城學術講座 2：海
洋生物資源與保育 倪怡訓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
境生物與漁業科學系
教授 

40 

27 105.05.19 
成功領航講堂 7：在
家環遊世界！ 400 
沙發客住我家 

葉士愷 旅行作家、講師 45 

28 105.05.16 校友大師啟蒙會 18：
我的學思歷程 林南 中研院士、美國杜克大

學社會學講座教授 
78 

29 105.05.23 
濟城學術講座 4：臺
灣的生態環境會提
早崩潰嗎？ 

趙寧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石首魚平臺特聘研究
員、東華大學教授 

32 

表 7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 102-105 年服務學習營隊辦理情形 

序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本校學生 
參加人數 班級團隊 

1 102.01.21-25 雲林縣蔦松國中 16 (報名甄選) 
2 102.07.01-05 臺南市中洲國小 9 春暉社 
3 102.07.08-12 臺南市甲中國小 14 國樂社 
4 102.07.08-12 雲林縣蔦松國中 19 107 班 

5 102.07.12-19 陝西西安楊莊庫峪口
小學 23 (報名甄選) 

6 103.01.20-24 雲林縣崙背國中 15 春暉社 

7 103.02.06-07 新北市欽賢國中 20 自然科學社為國中生
辦理科學研習營 

8 103.07.08-11 臺南市甲中國小 13 國樂社 

9 103.07.12-19 山東臨沂縣第三實驗
小學 20 (報名甄選) 

10 103.07.15-18 新北市上林國小 15 209 班 
11 103.07.28-08.01 臺南市中洲國小 26 120 班 
12 103.07.28-08.01 臺南市宅港國小 14 慈幼社 
13 103.08.04-08 新北市雙溪國小 31 117 班 
14 103.08.11-14 臺南市竹橋國小 22 121 班 
15 103.08.18-22 新北市牡丹國小 16 106 班 
16 104.01.25-29 臺南市竹橋國小 25  
17 104.04.24-26 中寶貝班服務隊 42 世界展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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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04.07.01-05 新北市雙溪國小 23 103 班 
19 104.07.07-10 雲林縣崙背國中 15 209 班+210 班 
20 104.07.13-16 新北市欽賢國中 19 國術社+劍道社 
21 104.07.20-24 臺南市竹橋國小 23 109 班 
22 104.07.20-24 新北市牡丹國小 31 114 班 
23 104.07.20-24 臺南市中洲國小 30 119 班 
24 104.08.10-14 臺南市宅港國小 25 104 班 
25 104.10.30-11.01 花蓮畢士大教養院 34 世界展望社 
26 105.01.26-28 新北市欽賢國中 35 121 班 
27 105.04.22-24 雲林縣華南國小 34 世界展望社 
28 105.07.12-15 新北市欽賢國中 28 114 班 
29 105.07.28-08.01 新北市上林國小 16 113 班 
30 105.07.18-22 新北市牡丹國小 32 117 班 
31 105.07.18-22 臺南市中洲國小 32 111 班 
32 105.07.18-22 桃園縣廣興國小 22 109 班 

跨班選修課程「用音樂改變生命」結合服務學習理念，學生必須完成一項「用

音樂改變生命」的企劃，從發想、設計、聯繫到執行，培養學生具備領導者的品

格特質：同理、利他、樂觀以及負責。102-105 學年度學生自主籌劃辦理的公益

演出場次如表 8。 

表 8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 102-105 學年度學生自主籌劃辦理公益演出場次 

日期 演出地點 演出人數 備註 
102.12.10 臺大兒童醫院 25  

102.12.17 馬偕醫院 25 
學生得到院方和病患家屬很大鼓勵
和回饋，因此安排 12 月 24 日再演
出一場。 

102.12.24 
馬偕醫院 25 院方發給學生每人一張 50 元聖瑪莉

餐券做獎勵。 

103.05.27 北市博愛國小附
設幼兒園 25 

主題是「把愛傳出去」，希望幼兒園
的小朋友如果喜歡今天的表演節
目，也在今天對別人做一件好事。 

103.12.11 
北市松德醫院 26 

設計問答和帶動唱等和院方學員互
動，反應熱烈。院方請成功師生喝紅
豆湯，並致贈感謝狀。 

103.12.18 
北市東門國小附
設幼兒園 26 

設計 ipad 節奏小遊戲、有獎徵答、
護眼操等結合音樂表演，近 150 位
的小朋友相當喜歡。校方贈感謝狀
和薩克斯風小模型。 

104.05.21 101 大樓 25 與創世基金會合作，演出同時進行
公益募款。 

104.05.28 中正紀念堂廣場 25  
104.12.10 臺北市國語實小 24  
104.12.17 臺北市金華國中

附設幼兒園 24 設計演戲情境導入音樂欣賞，再結
合聖誕節節慶活動。 

105.05.12 臺北市東門國小 24 

演出學生自編的音樂劇「兒童自保
三口訣」，教導小朋友碰到危險時，
如何自保。臺北市立大同高中陳真
言老師帶領特色課程「世界音樂」學
生到東門國小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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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5.26 
新北市五股國中 24 

學生中有五股國中畢業的學長，因
此當天除了音樂表演，也分享學習
的方法和面對困難時該有的態度。 

105.12.16 新北市特殊教育
學校 25 特教學校謝順榮校長親自逐一頒發

演出成員每人一張專屬的感謝狀。 
105.12.23 臺北市敦化國中 25  

 

（三）國際人才：具備在地胸懷與國際視野 

成功高中積極辦理國際交流活動，依來訪團體之規模及交流期程，安排專屬

課程活動及本校學伴（表 9）；而成功高中海外體驗學習團隊出發前，由相關學

科教師實施行前教育及增能課程，近年辦理之出訪團種類計有模擬聯合國、赴日

教育旅行、姐妹校交換學生、滬台青少年科技夏令營、齊魯風兩岸情、國際志工

海外服務學習團等（表 10）。在與國際友人的交流互動中，不僅拓展學生國際視

野，學生同時需向國際友人介紹在地風土與文化，更提升了學生國家認同感及對

在地文化之榮譽感。 

表 9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 102-105 學年度學生國際交流活動(接待來訪)一覽表 

日期 來訪單位 人數 活動內容摘要 

103.03.05 日本足利高校 68 與學伴相見歡、歡迎大會(兩校師生致詞及
才藝表演)、參觀昆蟲館、學伴交流座談 

103.03.21-
03.28 

美國 
GBN 高校 10 

與學伴相見歡、歡迎大會(兩校師生致詞及
才藝表演)、參觀昆蟲館、專屬課程(臺灣文
化課程、臺北景點參訪等)、入班上課 

103.05.20 義大國際高中 6 參觀昆蟲館、入班上課、學伴交流 

103.06.05 福州延安中學 18 特色課程入班上課、參觀昆蟲館、師生及
學伴交流 

103.09.30 杭州上城區教師
赴台志工 48 成功高中服務學習實施報告、學生學習經

驗分享、師生座談、參觀昆蟲館 

103.11.13 新加坡德明政府
中學 23 與學伴相見歡、歡迎大會(朝會)、參觀昆蟲

館、參加特色課程發表會、交流座談 

104.03.06 日本白鷗大學足
利高等學校 22 與學伴相見歡、歡迎大會(兩校師生致詞及

才藝表演)、參觀昆蟲館、學伴交流座談 

104.03.09-
03.22 

德國斐德烈西恩
格斯文理高中 8 

與學伴相見歡、歡迎大會(兩校師生致詞及
才藝表演)、參觀昆蟲館、專屬課程(臺灣文
化課程、臺北景點參訪等)、入班上課 

104.05.18-
05.23 義大國際高中 6 與學伴相見歡、參觀昆蟲館、教師入班觀

課、學生入班上課、師生及學伴交流 

104.06.15 福州延安中學 19 特色課程入班上課、參觀昆蟲館、師生及
學伴交流 

104.10.05 日本三田高校 340 
歡迎大會(兩校師生致詞及才藝表演)、參
觀昆蟲館、入班上課（成功親善大使及 8
個班級的師生接待） 

104.11.12 新加坡德明政府
中學雙文化班 24 學校簡介、參觀昆蟲館（成功親善大使及

學伴接待）、入班上課、學伴交流座談 

104.12.02 新加坡海星中學
管樂團 39 校代表致詞及交換禮物、兩校管樂團合奏

練習觀摩(50 位學生接待)、餐敘 

105.03.01-
03.15 

德國斐德烈西恩
格斯文理高中 16 

與學伴相見歡、歡迎大會(兩校師生致詞及
才藝表演)、參觀昆蟲館、專屬課程(臺灣文
化課程、臺北景點參訪等)、入班上課 

105.03.08 日本白鷗大學足 18 與學伴相見歡、歡迎大會(兩校師生致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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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高等學校 才藝表演)、參觀昆蟲館、學伴交流座談 

105.03.27-
04.09 

美國印第安納州
Brebeuf Jesuit 
Preparatory School 

7 
與學伴相見歡、歡迎大會(兩校師生致詞及
才藝表演)、參觀昆蟲館、專屬課程(臺灣文
化課程、臺北景點參訪等)、入班上課 

105.05.19-
05.20 義大國際高中 6 與學伴相見歡、參觀昆蟲館、教師入班觀

課、學生入班上課、師生及學伴交流 

105.06.17 

美國密蘇里州 De 
Smet Jesuit High 
School 和
Kirkwood High 
School 

22 與學伴相見歡、參觀校園及昆蟲館、端午
節慶文化課程、學伴交流座談 

105.10.12 日本大阪府三國
丘高校 

375 
歡迎大會(兩校師生致詞及才藝表演)、參
觀昆蟲館、入班上課（8 個社團之學生接
待） 

106.01.04 日本沖繩球陽高
校 

10 資優班專題研究交流 

表 10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 102-105 學年度學生國際交流活動(去訪)一覽表 

日期 活動名稱 參訪國家與 
單位 

參訪人數 
交流方式 

師長 學生 
102.01.02 赴日教育旅行 日本 4 35 參訪、寄宿家庭 

102.03.25-31 英國模擬聯合國參
訪 

英國
Haileybury 1 15 參與會議、交流 

102.06.05 滬台青少年科技夏
令營 上海進才中學 2 20 參訪、發表 

102.07.05 籃球交流訓練 四川宜賓三中 2 15 參訪、交流訓練 

102.07.12-19 國際志工海外服務
學習團 

陝西西安楊莊
庫峪口小學 1 23 服務學習 

102.10.15 釜山國際合唱藝術
節 韓國釜山 1 50 觀摩比賽(榮獲不

分組總冠軍)、參訪 

102.10.27-11.01 
「齊魯風兩岸情」臺
灣優秀中學生中華
文化研習營 

山東省 3 所中
學 5 15 參訪、座談 

102.11.04-09 日本國際教育旅行 
長野縣飯田高
校、東京都三田
高校 

4 34 參訪、寄宿家庭 

102.11.29-12.05 日本足利高校交流
活動 日本足利高校 2 23 參訪、寄宿家庭 

103.03.01-14 
2014 美 國
NHSMUN 模擬聯合
國會議參訪 

美國 NHSMUN
模擬聯合國會
議、紐約辦事處 

1 15 參與會議、交流 

103.07.12-19 國際志工海外服務
學習團 

山東臨沂縣第
三實驗小學 1 20 服務學習 

103.07.20-26 2014 青少年高校科
學營 北京清華大學 1 10 參訪 

103.08.10-17 滬台青少年科技夏
令營 上海進才中學 5 19 參訪、發表 

103.10.15-19 釜山國際合唱藝術
節參訪 韓國釜山 1 30 演出、交流 

103.11.29-12.05 日本足利高校 日本東京 4 15 參訪、入班 

104.04.19-05.03 
Brebeuf Jesuit 
Preparatory School
交換學生 

美國印地安那
州 1 6 參訪、入班、寄宿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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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5.26-06.09 德國 MUNOL 模擬
聯合國會議出訪 德國呂貝克 1 18 參與會議、交流 

104.06.02-07 赴日教育旅行 
日本奈良畝傍
高校、日本大阪
淀川高校 

3 36 參訪、管樂團練習
交流、寄宿家庭 

104.06.30-07.15 
姐妹校斐德烈希．恩
格斯文理高中交換
學生 

德國柏林 1 6 參訪、專屬課程、
寄宿家庭 

104.07.06-13 滬台青少年科技夏
令營 

上海市進才中
學 2 15 參訪、發表 

104.09.19-26 臺北市高中五校聯
盟赴四川教育參訪 

四川省宜賓三
中、李莊中學 2 5 學生論壇、教師論

壇、教學演示 

105.01.21-02.08 聖路易 4 所高中海
外體驗學習 美國密蘇里州 1 22 參訪、入班、寄宿

家庭 

105.05.24-06.07 德國 MUNOL 模擬
聯合國會議出訪 德國呂貝克 1 16 參與會議、交流 

105.07.03-07.10 滬台青少年科技夏
令營 

上海市進才中
學 4 27 參訪、發表 

105.10.29-11.12 
Brebeuf Jesuit 
Preparatory School
交換學生 

美國印地安那
州 1 7 參訪、入班 

105.11.02-07 
「齊魯風兩岸情」臺
灣優秀中學生中華
文化研習營 

山東省 8 所中
小學 2 16 參訪、座談 

 

二、創新成果 

（一）建置特色課程學習歷程平台紀錄學習歷程並檢核成效 

特色課程學習歷程平台自 103 年 8 月啟用，即開始累計各項數據，行政端可

透過數據分析針對學生學習情形持續強化課程內涵及研擬因應策略。以 103-105

學年度學生參與校內開設之拓展性課程參加情形為例：  

表 11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 103-105 學年度學生拓展性課程報名及認證通過情形 

學期 團體報名人次 個人報名人次 認證通過 
總人次 

認證通過 
總時數 

認證通過 
人均時數 

105-1 2085 755 1972 4576 1.75 
104-2 2167 1030 2814 5419 2.02 
104-1 3226 1804 3917 8443 3.15 
103-2 2912 1641 3342 7108 2.47 
103-1 2887 1068 3085 8717 3.03 
發現認證通過之人均時數於 105 學年度有降低之趨勢，學校反思原因或待決問題

如下，秉持 PDCA 之精神，持續精進： 

可能原因分析 待決問題及因應策略 

拓展性課程多於第 8-9 節辦理，同時

段亦有高一第二外語及高二輔導課

（105 學年度增為每週 2日），學生若

於有課同時段參加拓展性課程，則會

影響原課程學習，且原課程需請事假。 

107 課綱實施後，拓展性課程於彈性學

習時間辦理，而不於第 8-9 節舉行。高

一第二外語納為多元選修課程，高二

不開設第八節輔導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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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3 學年度課程說明並未主動告

知學生及家長「拓展性課程並非部定

畢業之必要條件」。104 學年度起為化

解學生及家長對拓展性課程影響畢業

資格之疑慮，已釋出「拓展性課程不影

響畢業資格」之訊息。 

此現況反映出學生及家長仍有功利或

以分數為主的學習心態，而主動報名

參加拓展性課程之學生則更凸顯其主

動積極之學習態度。學校應再加強宣

導說明，並研擬具體之獎勵措施以落

實自主學習及適性揚才之教育理念。 

校內各處室及各學科所能開設之拓展

性課程，因辦理人力及課程時間有限，

難以滿足全校學生全面且多元的需

求。相較於 102-104 年，105 年起校內

所自辦之拓展性課程場次稍有減少。 

有關推動學生學習之人力與工作負荷

亦需取得平衡，方能永續經營發展。學

校除自辦各類拓展性課程之外，亦將

校外辦理之學習活動納入課程，鼓勵

學生踴躍參加。 

 

 

特色課程學習歷程平台首頁 

 

學生八大核心能力雷達圖 

 

「濟城護照」學習歷程列印 

 

（二）整合校內校外學習機會拓展學生學習時空及視野 

成功高中廣開拓展性課程及研究性課程，積極整合校內校外學習機會拓展學

生學習時空及視野。表 12 列出近年於學習歷程平台開設之拓展性課程場次及時

數(含校外機構及單位所辦理之學習活動)。以學生參與大愛電視台《青春愛讀書》

（105 年金鐘獎最佳教育文化節目獎）節目錄製為例（表 13），學校積極爭取學

生上節目與作家對談之機會，由領隊教師指導學生深度閱讀準備對談內容，參與

之學生則於學習歷程平台中獲得認證以豐富其學習歷程。 

表 12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 103-105 學年度於學習歷程平台開設之拓展性課程場

次及時數 

學期 105-1 104-2 104-1 103-2 103-1 

開設場次 83 49 147 73 109 

總計時數 188 224 379 241.5 253 

表 13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學生參加大愛電視台《青春愛讀書》節目錄製情形 

日期 作家場次 參與學生 領隊老師 備註 

106.03.05 黃仕傑《昆蟲臉書》 
104 卓凱柏 
104 張博皓 
104 孫明麒 

陳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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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18 
蘇上豪《暗黑醫療

史》 

123 吳彥霆 
123 徐立千 
123 魏勁宇 

陳慧君 
 

105.12.18 
冀劍制《海賊王的

哲學課》 

123 張弘諺 
123 黃鈺洋 
123 蔣矩任 

陳慧君 節目專訪陳慧君老師 

104.11.15 
雷雅琪《不腦殘科

學》 

223 謝博任 
223 林子閎 
223 劉士瑋 

洪敬承 節目專訪洪敬承老師 

104.10.25 蔣勳《夢紅樓》 
204 張富翔 
211 張家瑋 
211 張華山 

邱淑霞 節目專訪邱淑霞老師 

104.11.15 
黑幼龍《但願你 20

歲就懂的 18 件事》 

211 游祖鈞 
211 金威亨 
211 陳慶晏 

鄭美瑜  

104.08.19 
苦苓《苦苓與瓦性

的魔法森林》 

103 林昱安 
110 陳昱儒 
118 楊宗仁 

黃馨瑩 節目專訪生物社學生 

104.08.18 
許峰源《年輕，不

打安全牌》 

109 王俊文 
109 敬文瑋 
109 陳祺勳 

謝紫琳 
 

學校以專案導向學習課程結合教育部優質化輔助方案之學校微電影甄選，學生

參與及作品得獎情形如表 14。 

表 14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 103-104 學年度專案導向學習課程學生參與情形 

學年度 年度主題 參與 
人數 

產出 
作品 校內優勝作品名稱 教育部優質化方案

微電影甄選結果 

103 特色課程 34 4 
橡皮擦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dPEBheavVHU 

優等 

104 全球議題 40 8 
出題人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xzV9Sdbt8D0 

佳作 

 

（三）辦理課程說明學習宣導改變學生及家長被動功利的學習心態 

表 15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 102-105 學年課程說明學習宣導辦理場次 

日期 時間 宣導重點 對象 
102.06.28 10:30-12:00 升高二學生特色課程說明 全體升高二學生 
102.08.05 19:00-21:00 特色課程說明 家長逾一千人 
102.08.06 09:00-11:30 新生特色課程說明 全體新生 
102.08.28 14:30-15:50 1.特色課程學習方法與態度 

2.學長學習經驗分享：高三李依哲
（2013 年荷蘭國際環境及永續
發展競賽環境物理科銀牌）、高
三王偉迪(2013 保德信青少年志
工全國菁英獎) 

新生始業輔導全
體新生 

102.10.28 08:10-09:00 特色課程學習指引及叮嚀 全體高一學生 

103.08.05 09:00-11:00 新生特色課程說明 一免及特招入學
新生 

103.08.17 09:00-11:00 新生特色課程說明 二免入學新生 
103.08.17 19:00-21:00 家長特色課程說明 家長 

103.08.27 08:10-09:40 1.特色課程學習方法與態度 
2.學長學習經驗分享：高二黃瑞彬

新生始業輔導全
體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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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性課程時數排行榜第一
名、學期成績全校排名前 1%）、
高二黃琮翰(學期成績全校排名
前 1%） 

104.01.26 10:10-12:00 特色課程學習指引及叮嚀 全體高一學生 

104.08.24 14:10-15:30 
1.特色課程學習方法與態度 
2.學長學習經驗分享：高三黃瑞彬
（全國小論文比賽榮獲特優） 

新生始業輔導全
體新生 

104.08.24 19:00-21:00 家長特色課程說明 家長 

105.08.23 09:00-10:00 新生特色課程說明 新生始業輔導全
體新生 

105.08.23 18:30-20:00 家長特色課程說明 家長 
105.08.24 18:30-20:00 家長特色課程說明 家長 
 

102 學年起實施特色課程，於 8 月 5 日晚間辦理家長說明會，逾千位家長到場

關注(左)；8 月 6 日辦理全體新生特色課程說明會(中)；8 月 28 日新生始業輔

導李依哲學長經驗分享。 

 

（四）透過跨校交流合作增益學習資源及推廣學習成果 

1. 締結服務學習聯盟學校：新北市雙溪國小等十餘所，102 年迄今服務學習場

次達 32 場。（詳見表 7） 

2. 學生學習成果推廣至臺北市中小學、醫療及社福單位等： 

(1) 自然科學研究社學生為國中生辦理「濟城科學營」，第 1 屆 102.08.12-

14 共 50 人參加，第 2 屆 103.02.06-07 共 20 人參加，第 3 屆 104.07.07-

09 共 50 人參加，第 4 屆 105.07.19-22 共 50 人參加。 

(2) 跨班選修課程「動物與植物組織研究」教師帶領學生辦理「動植物顯微

切片攝影展」，104.04.11 由成功高中師生至建成國中舉辦解說導覽。 

(3) 跨班選修課程「用音樂改變生命」教師指導學生至醫院及社福機構等公

益演出，102 學年度起迄今共 14 場次。（詳見表 8） 

(4) 跨班選修課程「與昆蟲大師法布爾的對話」任課教師帶領學生於 104 年

4 月至 7 月份辦理「水棲昆蟲營」「螢火蟲營」共 4 場次，參加對象為

高國中學生及家長，共 120 人。 

(5) 跨班選修課程「APP 開發應用」任課教師 104.10.31-11.01 及 105.12.17-

18 為內湖區國中學生辦理「APP 開發應用營隊」。 

3. 優質化輔助方案校際交流：維多利亞實驗高中（103.07 互訪）、新竹實中

（103.07 去訪）、臺南一中（103.08 來訪）、臺中一中（104.04 來訪）、臺

中二中（104.04 來訪）、臺中女中（104.04 來訪）、文華高中（104.04 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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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大附中（104.04 來訪）、金門高中（104.07 去訪）、北港高中（104.12 來

訪）、新民高中（104.12 來訪）、金陵女中（104.12 來訪）、香山高中（105.06）、

高雄中正高中（105.10）等。 

4. 姐妹校交流互訪：義大國際高中、日本足利高校、美國 Glenbrook North High 

School、德國柏林斐德列希恩格思文理高中、美國印地安那州 Brebeuf Jesuit 

Preparatory School、福建延安中學、四川宜賓三中等（詳見表 9 及表 10）。 

5. 大學端策略聯盟：國立中興大學、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臺北市立大學、臺

北醫學大學。 

6. 臺北五校策略聯盟：成功高中、建國中學、師大附中、北一女中、中山女中。 

 

伍、結語 

成功高中以創新求變的態度與信心，積極迎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與新課綱，

近年來致力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發展特色課程，期以特色課程塑造學校特色與學生

特質。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核心理念「適性揚才」，正是成功高中規劃學生學

習方案所秉持的信念――以課程引導學生多元探索，激發學生潛能，提升學生核

心素養，使學生能具備問題意識及研究精神、在地胸懷及國際視野、服務熱忱及

領導氣度，未來能成為國家社會的核心競爭力，以及國際社會所需的「學術人才」、

「領導人才」、「國際人才」。優質學校學生學習向度指標，導引成功高中學生

學習，透過各項指標之實踐，學生得以多元展能，學校並能永續教育創新的熱忱

及動力，進而落實學校的教育理想。 

學生至新北市 
雙溪國小服務學習 

學生接待姐妹校 
德國斐德烈西恩格斯 
文理高中之學伴 

跨班選修課程「家政全球
化研究」學生分組 
蒐集小論文研究資料 

跨班選修課程「動物與
植物組織研究」學生 
至臺北市建成國中辦理
「動植物顯微切片 
攝影展」並擔任解說 

跨班選修課程「地球科
學與人生」學生 

校外教學進行分組報告 
（獲 TVBS 節目《我的
超級麻吉》採訪報導 

學生以特色課程所學 
之知識與技能帶領社區國
中小學生實作（均質化方
案聯盟學校合作辦理之適

性探索體驗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