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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木柵國小校齡 113 歲，在「健康成長、專業團隊、溫馨校園、關懷尊重」的

願景下，配合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與校本特色課程，以「樂學木柵---培育健康關

懷智慧創新的小勇士」做為學生學習的核心主軸，經由「參與、體驗、實踐、反

思」的學習歷程，讓木柵孩子「feel-image-do-share，有感覺-會想像-動手做-樂分

享」，透過具體實施內容與四大創新做法，力促學生多元展能、適性揚才。 

木柵團隊齊心以「創造多元的學習機會」、「豐富展能的學習歷程」、「培養積

極的學習態度」、「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為目標，致力培育優質的「木柵小勇士」：

（一）永保安康-活力特色校隊，體驗田園食農，促進身心健康」（二）踴躍書海

-扎根領域學習，提升基本能力，精實核心素養（三）擁抱家鄉-關懷社區家鄉，

校際國際交流，開展學習視野（四）詠歌之聲-參與多元活動，數位行動學習，培

養創新思維。 

近來，為了因應 12 年國教素養導向的學習與世界脈動，更著重培養學生自

主學習與解決問題的能力，積極推展「行動學習」，建置「智慧教室」、「茶藝教

室」、「創藝書屋」。並與政治大學合作，成立政大教育學院智慧學區聯盟，試辦

「蘇格拉底教學場與評量系統及 IRS 智慧教學評量系統」。與友校策略聯盟，成

立跨校智慧閱讀社群。 

我們用心看見每一個孩子，珍視他們所擁有的天生氣質與無限潛能，全力以

赴的為孩子的未來搭建適性展能的學習階梯，陪伴孩子走過六年的國小學習生活，

期許孩子成為一個「健康關懷智慧創新的小勇士」！  

 

關鍵詞：  優質學校  學生學習  木柵小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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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本現況 

一、 設校歷史 

    本校創立於民國前 6 年，迄今已 113 載。建校 60 週年改建升旗臺。民

國 67 年完成游泳池，民國 74 年興建網球場及運動場，民國 87 年學生活動

中心完工，民國 90-100 年設立花燈教室，102-105 年完成所有校舍結構補強

與圖書館，使學校煥然一新。106 年完成遊戲場整修與電源改善工程。歷任

校長與木柵團隊用心規劃與努力耕耘，充實教學設備與提升教學品質，為優

質學校奠立了堅實的基礎。 

 

 

 

 

 

 

 

 

 

 

 

 

 

 

 

 

 

二、 社區環境 

本校位於文山區，人文薈萃，環境優美，緊鄰文山公民會館、木柵動物園、

貓空茶園、指南山、景美溪、深坑與石碇等，鄰近政治大學、世新大學、景

文高中與文山行政中心，皆是學生學習場域的延伸以及教師教學的資源。 

三、 學校規模 

本校規模屬中型學校，相關概況如下： 

（一） 班級數：普通班 28 班、集中式特教班 2 班、資源班 1 班、資優班 1 

班、幼兒園 4 班、夜補校 3 班。 

（二） 學生數：小學學生 740 人；幼兒園 4 班，共計 120 人。 

（三） 人員編制：現行編制教師 71 人，含教師兼主任 4 人、組長 11 人及園主

任 1 人，全校教職員工共計 92 人。 

（四） 師資概況：71 位教師平均年齡 42 歲，均具學士學位，41 位已修畢碩士，

4 位教師尚在研究所進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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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優質目標 
一、 背景分析 

  為營造優質學園，進行現況分析，據以依照中長程發展計畫，研訂方案目標

與因應策略，採 SWOT 分析如下表： 

內部組織 

 Strength(優勢) Weakness(劣勢) 

1. 學生純樸，素質尚佳 

2. 學生活潑，具有潛力 

3. 教師認真，用心教學 

4. 處室合作有團隊精神 

1. 弱勢學生占 28％ 

2. 學生教育資本不足 

3. 經費少，設施更新慢 

4. 行政工作負荷重 

外
部
環
境 

O 

機 

會 

1. 全球化科技
輔助教學 

2. 12 年國教新
課綱激發教
學改變 

3. 社區資源豐
富，有利校
本課程  

SO 精益求精策略 WO 克服弱勢策略 

1. 申請行動學習智慧教
學，鼓勵教師參與。 

2. 聘請各領域輔導團專
家帶領共同備課。 

3. 運用策略聯盟，開拓
學生學習視野。 

1. 善用科技弭平落差。 

2. 運用酷課雲，均一平
台，提升學習成效。 

3. 導入社區資源，研發
數位教材，鷹架學生
學習。 

T 

威 

脅 

1. 學力檢測低
於全市平均  

2. 少子化，招
生威脅  

3. 雙薪家庭、
弱勢家庭逐
年增加，家庭
功能不足。 

ST 化威脅危機會 WT 減低威脅策略 

1. 實施數學二班三組 

2. 加強立即補救教學  

3. 強化差異化教學 

4. 扎根教學品質 

5. 拜訪私幼，擴大招
生。 

1. 分析弱勢學生需求，
引進社會資源支持。 

2. 辦理假日親職講座，
提升家長教養知能。 

3. 強化教育行銷。 

二、 具體目標 

    依據上述分析結果，在學校願景「健康成長、專業團隊、溫馨校園、關
懷尊重」下，配合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與校本特色課程，融入「參與、體驗、實
踐、反思」的理念，研訂學生學習具體目標：（一）創造多元的學習機會（二）豐
富展能的學習歷程（三）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四）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親師
同心培育優質的「木柵小勇士」，我們齊心努力讓每一位木柵小勇士都成為最棒
的自己。 

（一）永保安康-活力特色校隊，體驗田園食農，促進健康成長 

（二）踴躍書海-扎根領域學習，提升基本能力，精實核心素養 

（三）擁抱家鄉-關懷社區家鄉，校際國際交流，開展學習視野 

（四）詠歌之聲-參與多元社團，數位行動學習，培養創意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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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具體作法 
一、 實施內容 

實施項目一、擴充學習機會 

優質指標：1.1 尊重學生主體性，保障學生學習權 

標準：1.1.1 尊重學生的主體性，提供學生主動探究與創造的學習機會。 

※ 尊重學生主體 

1. 實踐教育 111 理念，齊心努力帶好每一個孩子，105 年度榮獲標竿認證。 

2. 每年辦理以學生為主體的音樂會、街頭藝人、木柵騎跡、社團成果表演、畢業

美展與宿營，讓學生自製道具，鼓勵學生勇於展現。 

3. 彙集學生想法整修遊樂設施，學生參與兒童朝會、與校長下午茶有約，學生可

表達想法與做法，如校園環境的改善、閱讀角的設置。 

4. 增設無障礙電梯、改善無障礙坡道與樓梯扶手，保障弱勢孩子的學習權。 

※ 課內課外圓夢 

1. 積極開設國語攜手班 5 班、數學攜手班 5 班、英語攜手班 5 班、課後照顧班

11 班並補助弱勢生，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 56 人受益。 

2. 106 年招募課輔志工，協助學生進行補救教學。 

3. 開辦 46 班課外社團，募款提供免費弱勢生名額，協助每一個孩子開展潛能。 

4. 規劃小提琴個練、團練區，提供課後社團專屬場地及用具等。 

※ 主動探究服務 

1. 建置學生可使用之無線網路，提供數位資源，如木柵影音網，創造學習機會。 

2. 推展行動學習智慧教學，運用 IRS 反饋系統，激發學生自主學習。 

3. 募款獎勵學生科學探究，辦理科展競賽，滿足好奇心並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4. 成立衛生隊、糾察隊、典禮組、午餐志工，主動為人服務。 

標準：1.1.2 學習活動與機會符合公平正義，提供學生多元適性的發展機會 

※ 評估學習需求 

1. 聘請教授命題，實施全校數學檢測，分析學生能力，實施數學二班三組教學。 

2. 實施 CPM、SPM、社交測量及各類心理衡鑑，協助特殊需求學生之輔導與轉介。 

3. 形優輔弱，為資優班學生安排資優課程；為特教生研擬 IEP 計畫，一個都不少。 

4. 辦理升學輔導講座，引導學生自我覺察與生涯覺察，鼓勵生涯探索與計畫。 

※ 公平均等參與 

1. 為特教學生募款開設太鼓班，提供展演平台；善用教育儲蓄戶幫助弱勢學童。 

2. 為新移民子女、家庭文化弱勢學生進行華語補救教學，辦理小精靈讀書會。 

3. 申請教育優先區親職教育計畫，辦理新住民家庭教育活動。 

※ 多元適性展能 

1. 新開設課後「卓越英語實驗班」4 班，開辦英語攜手激勵班 5 班，提升英文能力。 

2. 推展「行動學習專案」，購置行動載具，科技輔助學習，提高學生資訊素養。 

3. 開辦 23 類 46 班課外社團， 學生參與社團人次比高於 100％，落實多元展能。 

4. 成立校隊-花燈、天堂舞台、田徑、網球、桌球、游泳。 

    

田徑隊榮獲佳績 直排輪社團 網球社團 弦樂社團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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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指標：1.2 整合多元的學習資源並增加學習機會 

標準：1.2.1 建構多元多樣的學習環境，形成學校特色與系統，促進學生學習。 

※ 軟體方面-發展特色課程 

1. 建構校本特色課程-「永保安康、踴躍書海、擁抱家鄉、詠歌之聲」四層面，整

合扎實的學科課程，定期召開課發會檢討實施成效，據以修正，確保學習成效。 

2. 深耕在地化校本課程-「文山采風情」，設立茶藝教室支援特色課程教學。 

3. 設置遠距學習系統與高雄木柵國小交流；採用「Iamschool」APP 及電子圖書。 

4. 建立網路學習系統，結合音樂教學開發數位教材；推廣酷課雲及自由軟體。 

※ 硬體方面-創造學習環境 

1. 新增「智慧教室 IRS 系統」，推展行動學習以智慧教學模組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2. 開發小山坡田園區，建置自動化雨水回收系統及植物識別 QRcode，成效良好。  

5. 外牆設計傳達「木柵」意涵，圍牆彩繪校史故事-「蓮霧樹」成為學習的大教具。 

6. 設置藝文中心，定期展示藝術作品；善用角落與樹下妝點座椅，促進同儕互動。 

3. 花燈校隊每年製作臺北燈會大型花燈，成為校園裝置藝術，以擴展美學素養。 

4. 設置校史室，典藏校史資料，保留「御大禮紀念碑」，引導學生珍惜史蹟文物。 

標準：1.2.2 善用各類社會資源，結合校園與社區環境，豐富學生學習機會。 

※ 有效的學習資源 

1. 人力部分： 

(1) 依學生需求招募書香、課輔、園藝與導護志工，協助學生學習。 

(2) 為學習落後者進行補救教學，永齡希望小學及課輔志工協助課業輔導。 

(3) 邀請家長及社區居民共同參與體表會、園遊會與畢業典禮，增進品質。 

(4) 邀請家長參與課發會及午餐供應會議等，集思廣益共促學習品質之提升。 

2. 社區連結： 

主動參與文山區公所、木柵動物園、社區展演活動，美術展覽、天堂舞台、音

樂會、弦樂團與烏克麗麗的表演，皆獲社區與家長高度評價。 

3. 財務部分： 

(1) 為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申請安心就學方案，爭取民間社福團體的協助，包

括華夏基金會、肯愛基金會、清水祖師廟、長老教會等，提供獎學金與

生活補助。 

(2) 本校爭取獲教育局各項專案計畫補助情形如下表： 

項目 金額(元) 受益人數 備註 

兩班三組 193,260 172 人  

英語卓越班 556,800 48 人 未足開班 

攜手激勵班 472,630 172 人次  

寒假攜手班 214,864 96 人  

閱讀亮點學校 40,000 741 人  

揪團自主研習 44,544 741 人  

家長數學班 60,000 32 人 募款 

精進課程與教學資訊專案計畫 615,071 550 人  

數學好好玩營隊 28,000 60 人  

臺北市原住民學生教育補助 17250 5 人  

清寒原住民學生助學金 4000 2 人  

代收代辦補助(安心就學) 11255 41 人  

臺北市第三胎補助 60000 6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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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助學金) 45000 45 人  

教科書公給本 179,471 91 人  

    

校友協助外牆彩繪 弦樂隊到動物園演出 家長參與體表會 舞蹈隊參與社區演出 

 

實施項目二、豐富學習歷程 

優質指標：2.1 重視學習的個別化與差異化 

標準：2.1.1 學校能發展符應學生學習個別化與差異化需求的課程。 

※ 滿足差異需求 

1. 領域教師依據木柵學生學習需求，評選適合之教科書，提交課發會討論核定。 

2. 透過教師共同備課、學年會議、領域會議與課發會，檢討課程內容與實施成效。 

3. 開設 23 類 46 班課外社團，組訓樂樂棒球、花燈等團隊，鷹架孩子開展潛能。 

4. 關懷特殊學生，發展 IEP 教學計畫；為資優生發展校本資優課程，符應個別化。 

※ 尊重賞識差異 

1. 分析學生優勢能力，導引適性發展；定期評量後，於學年會議檢討學習成效。 

2. 推動全校性晨讀，依照學生興趣與能力選擇閱讀素材，提升各領域閱讀素養。  

5. 校本課色課程「永保安康」之游泳課，依照學生能力進行分組教學以提升成效。 

3. 引導學生相互尊重、接納差異，落實友善校園、特教、性平與生命教育宣導。 

標準：2.1.2 教師能引導學生學習動機、專注投入學習，發展學生合作學習與適性

補強 (救)教學的機制。 

※ 推展創新教學 

1. 成立「智慧閱讀跨校聯盟」，高年級 6 個班級使用智慧教室 IRS 系統，以智慧

教學模組提升學生閱讀理解策略學習成效，融入行動載具，進行合作學習。 

2. 四~六年級學生在「行動學習」中，分組討論、分工合作、分享發表、同儕教導。 

3. 三~五年級共6班實施數學二班三組教學模式，有效提高數學自我效能與興趣。 

4. 推動全校「教室走察」，透過省思會談檢核學習成效，提供差異化教學建議。 

※ 運用多樣策略 

1. 募款採購數學教具，幫助學生經由具體操作，扎實基本概念，提升數學素養。 

2. 完善補救教學，榮獲攜手激勵學習潛能計畫與課後照顧服務「全市績優」獎勵。 

3. 實施一年級「導生」活動，安排高年級學生為學弟妹提供服務、分享與指導。 

4. 安排遊戲治療、小團體輔導與學習輔導，激發低學業成就學生之學習動機。 

    

資優班紙箱船製作 專注投入學習 數學二班三組教學 資優班水火箭 

 

優質指標：2.2 引導多元創新的學習策略 

標準：2.2.1 學校能引導學生習得並運用多元創新的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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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適性策略 

1. 分析學生學習風格，教導適性學習策略；利用電腦輔助蒐集資料與精熟學習。 

2. 低中高年級導師皆專研閱讀理解策略，善用提問引導學生思考、推論與詮釋。 

3. 教導學生自我調整策略，善用定期評量、游泳檢測與科展等，檢核學習成果。  

4. 四-六年級約 250 位學生於課堂使用行動載具，共同解決問題，展現自主學習力。 

5. 創新實驗學習 

※ 體驗實踐反思 

1. 依照課程規畫校外教學，透過「參與、體驗、實踐、反思」拓展學習廣度。 

2. 安排參與田園種植、社團活動、校隊寒訓宿營與感恩園遊會等，增進同儕學習。 

3. 辦理各項競賽與活動；鼓勵學生參與競賽、設計發表或賞析，促進多元展能。 

4. 省思成長-引導學生省思檢核學習成效，採學習單、日記或線上平台檢視歷程。 

標準：2.2.2 學校能發展適切多元的評量機制，促進學生學習成效。 

※ 創發適切評量 

1. 新設智慧教室 IRS 回饋系統，以智慧教學提升學生閱讀理解策略學習成效。 

2. 經由校務會議修訂評量辦法，於學年會議討論各領域評量指標及檢核標準。 

3. 透過領域及學年會議，精進評量方式；強化定期評量試題效度，嚴謹審題。 

4. 定期抽查習作與作文，即時掌握學習成果，擇優觀摩示範及扶弱補救教學。 

5. 本校優質音樂教師自行研發數位教材與音樂檢測，有效提升學習興趣與成效。 

※ 善用多元評量 

1. 參照能力檢測結果，語文加強閱讀理解策略教學，週三研習分低、中、高三組

研習，強化閱讀理解教學能力。 

2. 參照能力檢測結果，數學增加實際操作教具，106 學年度特設數學教具室，增

添數學各學習單元所需之各式教具，如古式積木、定位板等。 

5. 分析評量結果，診斷學生學習困難，檢討教學成效，進行補救教學並改進教學。 

3. 運用游泳檢測結果，調整教學內容；辦理校友盃游泳比賽，參與學生約 30 人。  

4. 舉辦多語文競賽、科展、美展、小小說書人及體表會，學生展演力顯著提升。 

5. 成軍 2 年的弦樂團，106 年度參加臺北市音樂比賽，榮獲優等佳績。 

    

音樂數位評量 辦理語文競賽 寒假攜手班 弦樂隊練習 

  

實施項目三、涵泳學習態度 

優質指標：3.1 激發主動負責的學習態度 

標準：3.1.1 學生具有主動學習、自我探索、發展生涯的表現。 

※ 鼓勵主動參與 

1. 開辦 46 班豐富社團、成立 7 大校隊、選拔品格之星與校際交流代表等，學生

皆能主動報名，爭取學習機會並積極參與培訓課程。 

2. 安排多元參與活動，如畢業系列活動-木柵騎跡，設計級服與園遊會活動內涵。 

3. 健體-每週推動晨跑，落實 SH150 運動，鼓勵學生鍛鍊強健體魄。 

4. 語文-每週晨讀，實施主題書展、班書共讀及「缺一 book」，激發主動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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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藝文-音樂會、美展與社團成果發表會等，皆由學生擔綱主持，節目品質佳。 

6. 鼓勵學生參與校外競賽，培養學生勇於挑戰，本校特色課程推廣成效如下：  

（1） 網球隊參加 106 學年度教育盃網球錦標賽，榮獲男童乙組團體賽第五

名、女童乙組團體賽第四名。 

（2） 六年級學生林昱賢參加臺北市教育盃圍棋錦標賽榮獲二段組第四名。 

（3） 資源班學生參加臺北市 106 學年度特教盃地板滾球大賽榮獲冠軍。 

（4） 參加 2017 第一屆快樂盃 Teeball 樂樂棒球錦標賽，勇奪冠軍 

（5） 弦樂團榮獲台北市五項藝術比賽弦樂合奏 B 組甲等 

（6） 106 學年度南區運動會田徑賽單項和團體多人獲獎，女子徑賽總錦標

第二名、女子田賽總錦標第五名、女子田徑賽總錦標第三名、男子徑

賽總錦標第三名、男子田徑賽總錦標第四名、精神總錦標。 

（7） 花燈校隊參加 2016 台北燈節全國各級學校比賽榮獲國小組大型燈座

第三名。 

（8） 參加 2015 臺北市第二屆國民小學學生點子科學競賽比賽榮獲研究精

神獎。 

（9） 參加台北市南區讀者劇場，獲得優等。 

（10）參加台北市南區英語演說第一類比賽，獲得優等。 

（11）參加台北市南區閩南語朗讀比賽，獲得優等。 

（12）康軒全國數學競賽低年級和高年級優等獎。 

（13）參加台北市南區閩南語演講比賽，獲得優等。 

（14）參加台北市南區閩南語歌唱比賽，獲得優等。 

（15）參加台北市南區國語文朗讀比賽，獲得優等。 

（16）參加台北市南區國語文作文比賽，獲得優等。 

（17）參加台北市小小說書人比賽，獲得優選。 

（18）參加第 49 屆臺北市科展 ，獲得入選。 

（19）105 學年度參加臺北市多語文競賽成績優異客語歌唱第三名、國語演

說優、閩南語演說優等、閩南語朗讀優等、閩南語歌唱優等。 

（20）104、105、106 學年度參加臺北市兒童美創展獲選留展。 

※ 探索生涯發展 

1. 結合綜合領域課程，指導學生認識自己，學習自我覺察、生涯覺察與生涯規劃。 

2. 實施班級輔導，引導學生探索自己的特質、興趣與價值觀，以及認識工作世界。 

3. 辦理生涯輔導講座，邀請畢業學長姐返校分享國中生涯，參與人數約 180 人。 

4. 舉辦升學博覽會，106 年度有 7 所公私國中參與，約有 60 位家長與學生參加。 

5. 辦理生命鬥士講座，提供克服困境的楷模示範，學習挫折容忍與珍愛生命。 

標準：3.1.2 學生具有自我負責並與他人合作分享的態度。 

※ 為學習負責任 

1. 扎根品格教育，透過模範生、「品格之星」選拔及生活常規訓練學習自我負責。 

2. 教導學生負起學習責任，每學期開辦攜手激勵班約 10 班，課後照顧班人數超

過 200 人，學習監控自己的進度，調整自己的學習策略，務求盡心盡力負責

的態度。 

3. 透過要求專注學習，落實課前引導、課中提問與課後反思，幫助學生用心學習。 

4. 指導學生寫小日記、學習單與概念構圖等作業，讓學生學習觀察與監控進度。 

5. 學生主動參加運動團隊、多語文與科展競賽等，用心練習展現負責，屢獲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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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師透指導學生打掃、安排值日生、擔任幹部等，引導學生學習負責任態度。 

※ 學習合作分享 

1. 開設 46 班社團，內容兼具體能、知識與才藝等面向，提供學生團隊合作歷練。 

2. 每年辦理感恩園遊會，約設置 36 個攤位，學生從中習得團隊合作與感恩分享。 

3. 成立幼童軍團，學生從課程中學習遵守紀律、服務社會與團結合作的態度。 

4. 指導學生參加田徑、舞蹈及音樂比賽，教導學生習得團隊合作乃是致勝關鍵。 

5. 成立糾察隊、衛生隊，學生參與各項志工服務，展現出樂於分享與助人精神。 

    

日日悅閱下午茶 Teeball 樂樂棒冠軍 模範生頒獎 烘焙社團 

 

優質指標：3.2 培養尊重關懷的公民態度 

標準：3.2.1 學生具有關懷他人、尊重多元文化的學習態度。 

※ 實踐本土關懷 

1. 傳承本土文化，設立茶藝教室，以茶文化為出發，讓學生體驗在地特色文化。 

2. 天堂舞蹈校隊設計「文山茶筍情」舞碼，富含本土文化的舞蹈榮獲全國特優。 

3. 每年園遊會鼓勵學生捐贈發票給創世基金會，培養學生關懷弱勢的情操。 

4. 實施母語教學、安排母語日與母語廣播，引導學生認同與關懷本土文化。 

5. 辦理「木柵好兒童」與「品格之星」活動，鼓勵學生尊重、關懷與行善。 

※ 尊重多元價值 

1. 主動申辦「城鄉共學」，續辦三年，共 105 位學生參訪高雄木柵國小，回訪活

動由全校共同接待，透過文化、體育、課程模組與生活經驗之交流，增進文化

理解。 

2. 與政治大學俄文系合作，讓學生認識俄羅斯文化及風情，培養跨文化溝通力。  

3. 安排主題教學活動，結合萬聖節、聖誕節及冬至節慶，體驗欣賞文化之美。 

4. 辦理多元文化週，透過文化及美食的介紹，家長志工的分享，學習尊重與欣

賞。 

標準：3.2.2 學生具備民主法治、社會參與和國際視野的素養。 

※ 培育世界公民 

1. 透過班會活動，讓學生參與班級事務的討論，了解民主程序，學習民主精神。 

2. 經由班級幹部選拔，體驗選舉並培養「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素養。 

3. 適時融入時事議題進行討論，讓學生可以從活動中學習民主的內涵與真諦。 

4. 運用價值澄清與啟發思考的方式，讓學生擁有正確法治觀及思辨批判能力。 

5. 辦理法治教育宣導，含交通安全、租稅教育、防菸反毒及法律相關講座等。 

6. 設立糾察隊及衛生隊，學生參與各項志工服務，自發性貢獻己力幫助他人。 

7. 資優班學生主動參與木柵社區服務，並積極投入關懷社區老人活動。 

8. 天堂舞台校隊、弦樂團與烏克麗麗社團，積極參與社區藝文活動，在文山區公

所、文山公民會館、木柵動物園與家樂福的展演，皆獲社區好評，學生充分融

入文山社區整體生活，達成與社會共享共榮的理念。 

※ 開展全球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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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設「卓越英語實驗班」，以英語系國家生活為課程主題，如體驗美式足球。 

2. 申辦「精進課程及資訊教學專案」，建置數位學習平台，以網路開展學習視野。 

3. 六年級學生參加英語情境中心課程，經由實際體驗增進英語興趣及文化理解。 

4. 辦理英語讀者劇場，以生動有趣的學習方式，讓學生拓展英語的學習範疇。 

5. 適時融入全球議題、宣導國際事務、介紹國際機構，引導學生關心國際問題。 

6. 開設「英語烘焙社團」，安排西餐禮儀教學，讓學生體驗學習西餐禮儀規範。 

7. 運用社會資源，與東森文教基金會合作，進行春節晚會國際文化交流活動。 

    

弘揚茶文化奉茶潘部長 城鄉共學 欣賞多元文化 衛生隊自發性服務 

 

實施項目四、促進學習成效 

優質指標：4.1 展現自主的學習與生活素養 

標準：4.1.1 學生具備學科基本能力與跨領域的綜合素養。 

※ 強化學科基本學力 

1. 落實正常教學，實施定期評量及調閱作業，研訂補救教學措施提升學習成就。  

2. 分析定期評量及基本學力檢測結果，研討改進策略，從精實課堂教學與補救

教學著手，國、英、數三科部分層面的成績已有成長，逐步追上臺北市平均值。 

3. 新增數學二班三組教學模式，多位數學落後的 C 組學生，已能回歸原班上課。 

4. 強化操作數學教具，募款添購操作教具，如古式積木、定位板等，符應學生認

知發展需求。 

5. 聘請數學科輔導團專家，精進教師數學教材教法素養。 

6. 培育數學課輔志工，募款開設家長數學成長班、數學好好玩。 

7. 聘請國語輔導團專家，分低中高年段，分別帶領教師共同備課，精進教學內涵。 

8. 厚植閱讀力，廣設閱讀角，定期新書介紹，獎勵「扎根閱讀 就會幸福」活動。 

9. 辦理圖書館利用教育，設置資料檢索區，採開架式管理，鼓勵學生自主學習。 

10. 舉辦多語文競賽，如作文、演講及朗讀；每學期規劃書寫作文 4~5 篇，輔以

小日記、閱讀心得與活動感想，提升學生語文能力。 

11. 開設「英語烘焙社團」，透過社團活動融入英語教學，提升學習英語的興趣。 

12. 新增「卓越英語實驗課程」，拔尖扶弱，協助二、三年級學生英語表達。 

※ 加強跨越領域統整 

1. 六年級教師以統整主題方式規劃畢業系列活動，學生在實作體驗中深度學習。 

2. 創新音樂成果發表會，跨越資訊科技、美術創作、音樂、戲劇與多元文化領域。 

3. 資優班教師共同設計跨領域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如「獨居老人、

水資源」，採用以「現象為本的學習」（phenomenon-based project），讓學習課

題來自學生的真實世界，引導學生深入情境脈絡，運用整合領域理解問題。 

4. 普通班教師經由共同備課與協同教學，每年為學生安排 2 次跨領域學習機會，

採取問題導向，讓學生學習解決真實問題，如園遊會設置攤位與體表會節目。 

5. 主動申請「精進課程及資訊教學專案」，規劃跨越科技、閱讀與藝文領域統整。 

6. 因應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強化教師共同備課，力促跨領域教與學，以培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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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三面九項的核心素養，並且作為連貫統整

各領域與科目之課程與教學之主軸。 

標準：4.1.2 學生具備生活、自我管理及人際互動的素養。 

※ 學習自我管理 

1. 生活自理-從低年級開始循序漸漸指導刷牙、洗手、綁鞋帶、共用午餐等，幫

助孩子適應學校環境，加強感官與肌肉活動間的協調，奠定學生獨立生活的

能力。 

2. 生態保護-結合課程開闢田園，設置生態池，提升水土保持生態保育生活素養。 

3. 生命珍惜-運用繪本、影片與生命鬥士等素材，引導學生充實生活的內涵。 

4. 健康管理-落實健康促進計畫，學生視力不良率下降 1.3﹪，肥胖比率下降 2.3

﹪，游泳檢測通過率 97.23﹪，推展晨間運動。積極實施健康服務，如視力保

健與健康體衛宣導，強化疾病預防，勤於追蹤矯治。 

5. 時間管理-從新生開始要求學生準時上學，按時交作業並維持正常生活作息。 

6. 財務管理-跨越數學、綜合活動與社會領域教學，辦理租稅教育及理財宣導。 

7. 情緒管理-針對情緒表達與管理困擾者，實施小團體輔導，106 年共服務 137 人。 

※ 增進人際互動-發展性輔導與介入性輔導並進 

1. 師長示範真誠態度，教導學生傾聽、溝通表達與社交技巧，幫助學生與人互

動。 

2. 辦理新生及轉入生輔導活動，協助學生適應學校生活，106 年共服務 22 人。 

3. 開辦 23 類 46 班社團，提供多元互動機會，讓 525 人次學生學習人際溝通與

互動。 

4. 成立 7 大校隊，106 年培訓百位隊員，學生團隊合作參賽，增進人際互動品質。 

5. 成立幼童軍團，體驗「巧妙破冰」打進團體核心遊戲，約 25 人次增進互動溝通。 

6. 介入性輔導-實施社交測量理解人際網絡，安排遊戲治療、個別諮商，約 211

人次。 

    

厚植閱讀 畢業美展 強化操作數學教具 田徑校隊 

 

優質指標：4.2 運用高層次的思考與創新素養 

4.2.1 學生具備反思進步與問題解決素養。 

※ 學習思考提問 

1. 結合校本「踴躍書海」特色課程，針對文本內容提問、討論，激發學生思考力。 

2. 結合校本「擁抱家鄉」特色課程，安排社區踏查，讓學生思考家鄉面臨的問題。 

3. 語文領域教學，運用提問策略，每一課設計 5 個關鍵問題，引導學生思考文意。 

4. 結合讀報教育，探討生活時事，引導學生理解脈絡、價值澄清及分析辯證。 

5. 安排班會討論班務，引導學生關心公共事務，培養聆聽、分析、思考的能力。 

※ 培養問題解決 

1. 透過「參與、體驗、實踐、反思」的學習歷程，讓木柵孩子「有感覺-會想像

-動手做-樂分享，feel-image-do-share」。包括開闢田園、科學展覽、校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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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校際交流等，讓學生實際參與執行，檢討省思，以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2. 運用學校生活事件形成思考議題，機會教育學生辨識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 

3. 每年組訓衛生隊、糾察隊、典禮組約 15 位，讓學生學習面對多元社會的問題。 

4. 每年組訓 10 位幼童軍，運用技能章及動植物養殖，培養思考及解決問題能力。 

標準：4.2.2 學生具備創造思考與創新素養。 

※ 培養創造思考 

1. 自然領域教師指導科學展覽，106 年度校內完成 22 件，4 件代表學校參賽。 

2. 結合校本「詠歌之聲」特色課程，讓學生創作編曲，音樂創作編曲。 

3. 開辦科學探究社團，辦理科學闖關活動，讓學生經由參與探究而激發思考。體

育表演會與園遊會之規劃，讓學生運用巧思，設計道具、服裝與布置。 

4. 每年參與兒童美術創作展約 28 件，提升學生想像力、創造力及美學涵養。 

※ 增進創新能力 

1. 結合「詠歌之聲」特色課程辦理音樂會，鼓勵學生依歌曲風格製作創意道具。 

2. 天堂舞台校隊扎根「擁抱家鄉」特色課程，創意舞蹈「文山茶筍情」榮獲特優。  

3. 六年級畢業系列活動，引導學生腦力激盪策畫美展，每年呈現創新精彩活動。 

4. 五年級老舊課桌椅，教師帶領學生發揮創意，彩繪各國國旗，展現創新素養。 

    

典禮組樂於服務 組訓幼童軍 學生創作編曲 學生主動練習體表會 

 

二、 創新作法 

本校學生學習方案之創新做法，依據方案目標-「創造多元的學習機會」、「豐

富展能的學習歷程」、「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結合校

本特色課程，著重「參與、體驗、實踐、反思」，致力培育優質的「木柵小勇士」，

分述如下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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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永保安康-活力特色校隊，體驗田園食農，促進身心健康 

1. 精實「田徑、游泳、桌球、網球、樂樂棒球、天堂舞台、花燈」等校

隊，辦理 23 類 46 班課後社團，開發山坡田園，藉以發展學生體能、

興趣及專長。 

2. 舉辦木柵騎跡、健身操、樂樂棒球及校友盃游泳比賽，逐步提升運動

技能。 

3. 採用「木柵習藝錄認證」，設計音樂、舞蹈及體育獲獎紀錄等，增益

使用效能。 

4. 為特教班學生，創設「山野教育」與地板滾球課程，設置感統教室，

盡力扶弱。 

5. 積極落實發展性輔導、遊戲治療介入性輔導，並提供轉介處遇性輔導

資源。 

  

山野教育 小田園教學 

 

（二） 踴躍書海-扎根領域學習，提升基本能力，精實核心素養 

1. 推展「扎根閱讀 就會幸福」，規劃「百本好書」與班書共讀，奠基語

文能力。 

2. 積極推展「行動學習」，建置「智慧教室」、「創藝書屋」，提供學生廣

泛閱讀。 

3. 聘請國語輔導團專家，分低中高年三年段帶領教師共同備課，精進教

學內涵。 

4. 策略聯盟，與友校共同成立跨校智慧閱讀社群，以科技輔助提升閱讀

效能。 

5. 策略聯盟，與政治大學合作，成立政大教育學院智慧學區聯盟，試辦

「蘇格拉底教學場與評量系統及 IRS 智慧教學評量系統」，扎根學生

學科基本能力。 

（三） 擁抱家鄉-關懷社區家鄉，校際國際交流，開展學習視野 

1. 結合特色課程，設置校史室，典藏校史資料，保留「御大禮紀念碑」，

讓學生認識自己家鄉的風土民情，學習珍惜史蹟文物，從在地化逐步

邁向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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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合「擁抱家鄉」特色課程，安排社區踏查、關懷社區老人，關心社

區的問題。 

3. 開發山坡種植蔬菜，由一粒種子到一盤菜，讓學生經由參與-體驗-實

踐-反思，而成為「有感覺-會想像-動手做-樂分享，feel-image-do-share」

的木柵學子。 

4. 天堂舞蹈校隊設計富含本土文化的舞蹈「文山茶筍情」，將茶鄉特色

融入教學，安排學生體驗採茶、製茶並創作「茶點心」，傳承家鄉文

化並創新在地特色。 

5. 續辦三年城鄉共學，結合社會資源，進行春節國際文化交流活動，深

獲好評。 

  

夏日樂學-文山茶筍情 小茶師夏令營 

 

（四） 詠歌之聲-參與多元活動，數位創新學習，培養創意思維。 

1. 結合詠歌之聲課程舉辦音樂會，學生創作編曲，製作創意道具，佳評

如潮。 

2. 與文山公民會館合作，辦理學生美展，弦樂團參與社區表演，提升藝

文素養。 

3. 珍惜老舊課桌資源，教師帶領學生發揮創意，彩繪各國國旗，展現創

新素養。 

4. 英語讀者劇場及畢業系列活動等，學生發揮想像力，每年呈現創新精

彩活動。 

肆、 優質成果 

一、 目標達成    

   在「健康成長、專業團隊、溫馨校園、關懷尊重」的願景下，親師同心達成

四大目標，分述如下： 

（一） 創造多元的學習機會 

辦理 23 類 46 班課後社團，親師生滿意度高。每學期末辦理社團成果

發表會。各社團積極投入社會參與，在文山區公所與木柵動物園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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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展演，皆獲社區好評。學生充分開展潛能，成為最棒的自己。 

木柵國小 106 年度課後社團開班類別及人數統計表 

類別 班別 參加人次 班別 參加人次 
運動 樂樂棒球社 112 武術 19 

足球 46 直排輪 75 
羽球 46 瑜珈 12 
桌球 17 游泳 84 
跆拳道 28 綜合球類 26 
網球社 52 籃球社 77 
田徑運動 15 野孩子健行趣 10 
扯鈴 51   

舞蹈 流行舞蹈 19 爵士舞 6 
技能 英文故事做點心 11 書法 21 

烘焙社 39 競技疊杯 7 
魔術 6 科學社 8 

益智 科技樂高 51 桌遊 42 
圍棋 26 用 IPAD 完成式

設計 
13 

藝術 小茶師 18 弦樂團 177 
拼豆 21 音樂劇 28 
烏克麗麗 33 繽紛手工藝 7 
兒童美術 23 彩繪羊毛氈 7 
表演藝術 10   

 

106 年外部資源獎助學金和保障弱勢學生學習統計表 

捐 款 單 位  
捐款金
額 

鄭明哲先生 捐助本校科學教育專款 30000 

朝陽科技大學轉發教育部急難慰問金第 2016120 梯次學產基金設置
急難慰問金 

20000 

財團法人萬慶巖清水祖師廟 105 學年度助學金 130000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華夏社會公益協會關懷弱勢學童營養早餐 5360 

捐助本校學生活動暨購置團體服裝及校務運作基金 345735 

捐助 606 樂樂棒校外比賽用 2000 

捐助木柵騎跡活動用 2000 

捐助學務處學生比賽用 3000 

105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清寒原住民學生助學金-臺北市南港區東新國
民小學 

2000 

祭祀公業法人臺北市高萃記-捐助本校教務處推動閱讀及各項教學
活動用 

50000 

贊助特教班太鼓課鐘點費 3000 

台北市會計師公會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補助學生營養午餐費用 4320 

住民及其子女培力與獎助學金-內政部移民署 9000 

財團法人台北市張炎虎社會福利基金會捐贈 105-2 清寒學生獎助學
金 

32000 

王秀玲女士捐助辦理營養午餐相關費用 2000 

捐助特教班太鼓及游泳課教練鐘點費 5921 

贊助教務處辦理各項活動購置用品、獎勵品及雜支等 14000 

捐助本校家長數學班費用-葉啟超先生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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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弦樂團購買低音大提琴費用 20900 

木柵國小家長會家長會 106 年度募書活動捐款 106650 

文山區太極拳委員會木柵隊捐助本校校慶體表會活動費用 2000 

捐助本校校友會活動費用 2000 

捐助本校辦理學生學習活動相關費用-陳燕芬女士 30000 

總計 874076 

（二） 豐富展能的學習歷程 

1. 結構化的資優方案，個別化的 IEP 以及正常化的教學，運用差異化的

教學策略，增進學生適性發展。 

2. 採用多元評量，精準分析學習迷思，安排個別化的補救教學，形優輔

弱。 

（三） 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 

以創新的木柵小勇士特色課程，透過「參與、體驗、實踐、反思」的

歷程， 引導學生「有感覺-會想像- 動手做-樂分享，feel-image-do-

share」，順利培養自主行動與團隊合作的態度。 

（四） 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 

以學生為核心的教學 1.教師團隊設計跨領域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

探究課程，讓學生實際參與執行，在親師生齊心努力下，整體學習成

果優異。 

二、 創新成果 

（一） 創造多元的學習機會-開辦多元社團，推展多樣競賽，滿足學生學習需

求。 

1. 104 年度 

(1) 參加 2015 臺北市第二屆國民小學學生點子科學競賽比賽榮獲研究

精神獎。 

(2) 參加臺北市 104 年兒童美術創作展榮獲參展資格。 

(3) 臺北市南區國民小學運動會--田賽總錦標女童甲組第六名。 

                              田徑總錦標女生組第八名。 

(4) 臺北市特教盃地板滾球大賽特教班組第三名。 

(5) 臺北市特教樂樂棒球賽特教班組第三名。 

2. 105 年度 

(1) 科展作品『可樂的妙用』入選第 49 屆臺北市科展。 

(2) 參加市圖「駐館設計師－最美臺北城海報設計大賞」，榮獲佳作。 

(3) 本校學生參加 105 年度臺北市多語文競賽成績優異～客語歌唱第

三名、國語演說優等、閩南語演說優等、閩南語朗讀優等、閩南

語歌唱優等 

(4) 參加臺北市 105 年兒童美創展，獲選留展。 

(5) 臺北市南區國民小學運動會--田賽總錦標女童甲組第四名 

                                              田徑總錦標女童甲組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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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臺北市特教盃地板滾球大賽特教班組第三名。 

(7) 臺北市特教樂樂棒球賽資源班組第三名。 

3. 106 年度 

(1) 臺北市小小說書人比賽成績優異 

a、 中年級組佳作獎 

b、 高年級優選獎 

(2) 106 年度臺北市多語文競賽成績優異 

a、 參加台北市南區國語文作文比賽，獲得優等 

b、 參加台北市南區國語文朗讀比賽，獲得優等 

c、 參加台北市南區閩南語歌唱比賽，獲得優等 

d、 參加台北市南區閩南語演講比賽，獲得優等 

e、 參加台北市南區閩南語朗讀比賽，獲得優等 

f、 參加台北市南區英語演說第一類比賽，獲得優等 

g、 參加台北市南區讀者劇場，獲得優等 

(3) 臺北市南區國民小學運動會--田賽總錦標女童乙組第二名 

                                      田賽總錦標男童乙組第三名 

                                      田徑總錦標女童乙組第三名 

                                      田徑總錦標男童乙組第四名 

                                      徑賽總錦標女童乙組第五名 

(4) 臺北市特教盃地板滾球大賽資源班組第一名。 

(5) 臺北市特教盃地板滾球大賽特教班組第二名。 

木柵國小 104-106 學年度學生參加課外社團人數比統計表 

學年 開班數 參加人次 參加人數 參加人數比率 全校人數 

104 72 644 312 36% 860 

105 81 1097 408 50% 812 

106 100 1243 464 63% 737 人 

 

（二） 豐富展能的學習歷程-扎根特色課程，力推校際交流，開展學習視野。 

1. 通過 105 年度臺北教育 111 標竿認證，豐富學習歷程，發展學生興

趣，周延關照學生，成就每一個孩子。 

  木柵國小圖書館借書率統計表 

學年度 借閱冊數 借閱人次 全校學生數 每生借閱率 
103 12,726 6,802 829 8.21 
104 19,291 10,699 786 13.61 
105 13,440 7,576 740 10.24 

106 上學期 8,276 4,761 741 6.43 

（三） 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精實特色校隊，籌辦體驗活動，發揮團隊精神。 

提供楷模示範，陶冶積極主動、自主負責與關懷服務的學習態度。實施

「木柵好兒童」、「品格之星」、「模範生」等，讓孩子學習見賢思齊。 

      木柵國小 106 年度學生參與服務學習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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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組織名稱 參與學生人數 服務組織名稱 參與學生人數 

糾察隊 高年級每班 10 人 圖書小志工 16 人 

衛生隊 16 人   

典禮組 24 人   

 

（四） 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扎根學科素養，強化領域學習，提升學生基本能

力。 

1. 本校參與 105 年校務評鑑，全數向度通過，5 個向度一等，4 個向度

二等。在學生學習方面，以培育健康關懷智慧創新的小勇士為目標，

落實基本學科教學，持續提升學生基本能力。 

2. 得獎資料 

(1) 104 年度 

a、 本校參加 2015 臺北市第二屆國民小學學生點子科學競賽比

賽榮獲研究精神獎 

(2) 105 年度 

a、 科展作品『可樂的妙用』入選第 49 屆臺北市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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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語  

    「經營一所溫馨有愛的學校，培育適性發展的孩子」，這是木柵團隊同心

的想望。在木柵這個幸福學園裡，我們賞識每一個孩子，經由師長的因材施教

與循循善誘、家長的無私奉獻與全力支持、行政人員的群策群力與攜手合作，

盡心盡力為孩子搭建學習鷹架，讓這校園成為孩子生命中重要的地方，盼望木

柵幸福學園培育出一個個孩子允文允武、品學兼優、出類拔萃的世界公民！ 

 

 

 

 

 

 

 

 

 

 

 

 

 

 

 

 

 

 

 

教育是一種志業，學習是一種享受。 

我們齊心努力「傳承木柵百年風華  開創未來卓越榮景」。 

我們相信，給孩子一片愛的天空，就能看見繁星閃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