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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經過近 60 年歲月淬鍊，敦化以「精緻教育、快樂童年」為學校願景的核

心， 無論是發展卓越的精緻教育，或是營造溫馨校園的快樂學習，教育的核心價

值始終環扣在學生為主體、學習為中心的目標上。隨著教育改革思維翻動，跟著十

二年國教推行的腳步，我們在教師教學、課程規劃、學生學習以及學校總體經營方向

與做法也逐步調整、更新，期能符應時代需要、為孩子創造多元機會，使其能發揮

適性能力，進而培養具關懷心與人合作的人文素養，塑造能自我實踐、創新價值的全

球公民。 

本校位於臺北市首善之區，學區發展先天條件優異，近年來在面對教師教

學、親師合作、學校活動……等工作推動中，感受到敦化的孩子擁有豐沛的資源與

優勢的能力，然而觀察其學習歷程與態度，較少展現出主動、積極、堅持的學習意

念與動機；在面對自我與他人關係建立中，也缺少同理心以及尊重包容的情懷，對

於身處的環境未有共鳴，以致無法產生惜物、愛鄉之人文素養。 

窺其本因，仍與學區條件優勢、學生家庭多半優渥、獨生子女所受關愛與

注目較多有關，因此如何運用本校內在優勢，在完備的學習環境、充足的設備與豐

富的社區資源下，精進教學與課程的多元設計、創新，訂定有效的學習策略，引導

學生自我發現、主動學習、激發個別與合作的實踐動力，在深耕語文、閱讀與藝術

人文課程中，體現生命教育本質，由親師與孩子共同激盪出屬於敦化的優質學習。 

本方案我們將學校願景轉化成具體可行的目標，融入學生學習活動，藉由

多元機會的創造提供、有效學習策略的運用，豐富學習歷程的堆疊，引發內在學習

動力、建立自主負責的學習態度、滿足學習心的需要，增進各項能力成就，最終發

展出卓越的學習成效。在方案中以「敦化 Super-BEST」之「有禮貌、守秩序、躍

運動、樂學習、說感恩」為目標，以培養出具有『敦化情、赤子心、增智慧、快樂

學』之全人教育的敦化好兒童。 

 

 

 
關鍵詞：躍動、樂學、精緻教育、快樂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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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現況 
一、設校歷史 

本校位於臺北首善之區，民國 47 年建校迄今已走過近 60 年歲月，培育

英才無數，在歷任校長及老師的共同努力下，不僅校名遠播，蓬勃的社團活

動成為聞名全臺的明星小學之一，也是國際團體及學校指定來訪參觀之學校，

著名的特色包含有榮獲評鑑績優、獲獎無數的音樂班、爭相報考的資優班，以

及連年榮獲音樂比賽第一名的合唱團、舞蹈團；此外課後社團、體育團隊亦不可

勝數，如:圍棋、跳水、羽球、桌球、田徑、籃球等團隊，皆有傑出的表

現。 

自創校以來，用心於學校空間善用與特色課程設計，紮根於基本學力課

程規劃與教師教學專業發展，力求在有限的空間與班級人數額滿之困境中，仍

能帶領學生自主學習，達成樂學表現。近60 年經營的成果，點滴在校舍空間

營造、教師精進與研究、課程發展、學習表現、校內外比賽……等歷史軌道

中。 

二、社區環境 

(一)首善之地理位置： 

1.位居臺北首善之區：本校地處繁華東區精華地段，住商混集，著

名社教機構、公司團體、辦公大樓及金融機構環繞在鄰近範圍。 

2.地處交通便捷之要：學校周邊為敦化南北路、南京東路、八德

路、復興南路、市民大道所環抱，絡繹不絕的公車及便捷的文湖線、松

山線、板南線捷運，皆為本校帶來有利的發展空間。 

(二)綠化的校園環境： 

1.教學空間方面：以四個班為一班群，將有限空間做彈性及多元運

用，增加師生教學活動的無限可能。 

2.美化綠化方面：採用多樣化的植栽做為妝點空間的藝術師，讓校

園充滿盎然生機，營造活潑的學習氣氛。 

(三)豐沛的社區資源： 

1.家長社經背景普遍較高，社區人力資源充足，家長較有餘裕參與學

校事務，十分關心學生在校表現，近年來參與校務家長有增多之趨勢，有助

於學校與家長之合作關係。 

2.學區位居東區核心地段，受到社區與公共意識影響, 鄰近公司、行

號、財團或社團法人團體，對於協助或支援學校各項教育活動意願相當

高。 

3.地處人文薈萃且擁有優美環境的社區，可拓展學生學習視野與空

間。 

三、 學校規模 

因地處首善又鄰近敦化國中，近年來未受社區房價高漲及少子化影

響，學生人數仍年年滿額，此外、幼兒園招生亦呈現額滿抽籤盛況，經營成

效贏得社區認同。 

(一)班級數：目前設有普通班89班、音樂班4班、資優班3班、資源班3班、  

幼兒園4班。 

(二)學生數：106 學年度學生共計 2620 人 

(三)教職員編制：本校106學年度總計教職員工217人，其中教師編制有 

 192人(兼任組長12人，主任5人；資源班6人、資優班6人），師資學歷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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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以上占44.57%，大學及大專院校占 55.43%。其他共25人(校長、護 

理師2人、專業輔導人員心理師1人、專業運動教練1人、行政人員10人， 

工友校警7人、廚工2人、教保員1人) 

(四) 校地面積：總占地 21080 平方公尺。 
(五)校舍現況：本校校舍共有9棟，分為敦化樓、至忠樓、至孝樓、至仁樓、至愛 

樓、至真樓、至善樓、至美樓及活動中心等九棟建築主體；校舍建築新舊不一，竣工

年代相差久遠。目前有普通教室120間、電腦教室4間、音樂廳1間、音樂教室6間、國

樂教室1間、美勞教室4間、韻律教室1間、資優班教室4間、資源班教室3間、體操教室

1間、自然教室10間、多媒體教室1間、視聽教室1間、英語教室6間、圖書室1間、

多功能教室3間。105年度進行圖書館精進工程，以提供學生更為安全、舒適

的閱讀環境。本校校舍已逾60年亟需改建，於105年12月19日經校舍改建專

案工作小組決議，採新建校舍加臨時教室(永久性建築構造/符合建築相關

法規規定)方案辦理(興建方式將盡量保留學生活動空間)，總班級數逐年朝

76班(含音樂班)規模調整，規劃於107年先興建臨時教室，再拆除至孝、至

仁及至愛樓，整體校舍改建工期預計4年。 

校舍改建期間為減少對學生學習之影響，將同時啟動原校就讀、專案團體

協助就讀他校、專案個別協助就讀他校等多元就學方案，預計107年2月進

行就學意向調查。 

 

   
 

 

 

 

 

 

 

 

 

 

 

 

 

 

 

 

 

 

圖 1-2 敦化學生學習願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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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優質目標 
一、背景分析 

針對與學生學習相關因素之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點，分別從學生

學習、教師教學、家長參與、行政運作、校園環境以及學習資源等面向進行 SWOT 

分析；藉以探究本校學生學習之優、劣勢，據以找出因應策略以避免可能

造成的威脅，也善用各項資源與優勢，顯現學生優質的學習成果。茲分析

本校學生學習 SWOT 如下： 
表 2-1 學生學習 SWOT 分析表 

項目 S(優勢) W(劣勢) O(機會) T(威脅) 

學生

學習 

1.學生多數家庭

生活條件普遍 優

渥。       2.學

生整體素質佳，

可塑性高。 

3.學生本質開朗

活潑。 

4.學生多有自主

意見，表達意願

高。 

1.多數學生依賴程

度高，缺乏挫折容

忍力及意志力。 

2.部分學生主動學

習意願不高。 

3.學習態度不夠積

極、謙遜。 

4.學生健康觀念及

體能狀況普遍不

佳。 

5.學生情緒管控能

力薄弱道德感低。 

1.多數學生具展

現多元才藝能

力。 

2.學生有許多機

會拓展國際視

野。 

3.學生多具有數

位學習能力。 

1.獨生子女多， 

人際互動關係及

包容度較為缺

乏。 

2.學生背景文化

刺激與優劣落差

大。 

教師

教學 

1.教師學歷高，

多為研究所以上，

教學經驗豐富。 

1.教師服務年資

平均為 18 年以

上。 

2.教師對於校 本

及特色課程 了解

程度不一。 

1.組織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促進研

討交流。 

2.資深教師經驗

傳承。 

3.教師年輕化，帶

入新氣息。 

1.多數教師合作

意願低，成長動

力不足。 

2.教師課務繁

重，較缺乏專業

對話及協同研討

時間。 

家長

參與 

1.家長十分重 視

學生表現，樂意

出錢出力，投資在

孩子的各 項學習

事務上。 

1.部分家長較

為自我，配合度

不佳。 

2.家長十分重

視學科表現及

成績。 

1.家長背景來自

各個產業，深具

多元性，資源豐

沛。 

1.少數家長會干預

老師教學，容易造

成困擾。 

2.多數家長工作繁

忙、工時長。 

行政

運作 

1.處室間互動良

好，成員向心力

強，配合度高。 

1.行政工作繁瑣

龐雜、承受壓力

大，人員異動頻

繁，經驗傳承不

易。 

2.中長程計畫較

無法完整延續。 

1.行政人員對 工

作懷抱熱忱。 

2.一般教師對

於擔任行政工

作意願低。 

1.部分教育政策

執行與推動辛

苦，難以找到自

願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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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環境 

1.硬體設施及

教學設備建置

十分完善。 

2.社區環境優 

美、民風純樸。 

3.社居人力資

源豐富。 

4.社區居民多 數

經濟能力佳。 

1.學校成立近 60 

年，空間損壞、

老化率高，修 

繕、維護不易。 

1.學校周邊交通十

分便利。 

2.爭取各項經費改

善老舊設施。 

3.鄰近小巨蛋、體

育場，松山運動中

心能 提供良好場

地。 

4.緊鄰行天 宮、

中崙圖書館，資源

豐富。 

1.校園開放，環

境維護不易，經

常遭受破壞，社

區居民公德心仍

待提升。 

社區

學習

資源 

1.社區資源豐

富。 

2.學校提供為數

眾多社團，增進

多元學習。 

1.學校位於都會

區，缺少田園及

自然生態教育體

驗機會。 

1.志工家長熱心

學校事務，參與

度相當高。 

1.家長選擇讓孩子

參加過多課外才

藝。 

2.越區就讀學生

多，對於學習多所

影響。 

二、具體目標 

本校致力於發展全人教育，其中學生學習建構於「敦化 Super-BEST」

方案之上，以「有禮貌、守秩序、躍運動、樂學習、說感恩」策略出發，發展

尊重、品德、學習、創造、閱讀、人文之中程目標，期能達成「精緻教育、快

樂童年」長程願景，由上述理念研擬出本校學生學習四大具體目標如下： 

(一)強化本土、接軌國際「敦化情」：重視語文聽說讀寫，維護學生學習

機會。 

(二)彰顯孩子品德群性「赤子心」：以生命教育課程為核心，融入各領域教

學活動並與輔導、特教活動結合，健全學生身心、品德發展，減少適應欠佳與學習

差異落差。 

(三)推動深耕語文、深耕藝文特色課程「增智慧」：持續推動深耕語文及藝

術人文教學計畫，結合深耕閱讀活動及本校國語文護照認證成為本校特色。 

(四)展現學生多樣才華「快樂學」：開設大量多元適性社團，引導學生探索

自我潛能與興趣。 
 

 

 
 

 

 

 

 

圖 2-1 學生學習策略架構圖 

 
 

自主、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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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具體做法 
一、實施內容 

項目 1.學習機會 

指標 1.1 尊重學生的主體性並保障學生學習權 

標準 實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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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培養學生公民參與的能力：組成學生自治團隊，讓孩子共同參與學校

活動與事務推動。 

2.  參與設計及美化校園環境：敦化藝術廊道、校園彩繪、校慶 Logo 

設計、圖書館活動主題設計、書籤設計…等活動。 

3    鼓勵學生自願服務學習：環保小尖兵、安全小志工、文化小天使、 

   健康小鐵人、兒童朝會典禮服務隊。 

4  提供學生自主探究的學習課程：依學校總體課程，規劃敦化學習 

   力課程，讓學生在課程中，養成自主研究的學習能力。 

5    辦理校內、外科展比賽：培養學生發現問題，進而找出解決方法 

   的研究精神。  

6    推動全面性的童軍教育：童軍親子化、社區化。 

7    建構無障礙學習空間：爭取經費改善學校環境與教學設備，提供安 

   全、舒適的學習空間。 

標準 實施內容 

1.1.2 1. 兼具五育的學習活動：學校辦理的活動兼具德、智、體、群、美， 例

如：成果音樂會、校園美展、體表會、才藝表演會、園遊會、主題性嘉

年華…等活動，拓展從班級延伸至全校性的學習歷程。 

2.  辦理敦化小達人活動：透過活動辦理學校品德教育，培養學生守秩

序、愛運動、勤學習、知感恩的良好學習態度。 

3.  多元適性的學習機會： 

(1)參加臺北市多語文競賽、學生音樂比賽、舞蹈比賽、中小學科學展

覽會、美術創作展、分區運動會…等。                (2)田徑、樂樂

棒球、羽球、桌球、籃球、跳繩、跳水……等各類體育競賽，鍛鍊健康

好體魄。 

(3)深耕閱讀：推動晨讀好時光、書香碩博士、班書巡迴、行動書攤、

讀報教育、科普閱讀…等活動，培養學生閱讀習慣，增進學 

   生閱讀理解能力。 

4  縮短差異，改善學生學習：  

(1) 運用教儲戶專款協助弱勢學生也能參加各類學習活動，如補 

助低收入戶學生參加畢業班校外教學。 

(2)課後班、攜手激勵班及華語補教教學，弭平學生學習落差。 

(3)組織學輔志工，陪伴學習落後學生，改善學習成效。 

(4)特殊生安置，規劃完善 IEP，提供個別化適性教學。 

5    物盡其用，傳愛活動： 

   (1)二手物品愛心義賣、Make a Wish 送愛到偏鄉、傳愛鞋盒… 

      等活動，以行動傳愛給需要的人。 

   (2)制服回收，資源共享。 

學習活

動與機 

會符合

公平正 

義原則

提供各 

類學生

多元適 

性的發

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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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深耕教學-美勞 藝文深耕教學-表演 小田園豐收 

指標 1.2 整合多元的學習資源並增加學習機會 

標準 實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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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敦化國語文護照：與課程結合的全校性閱讀認證活動。 

2.  多元適性的社團學習活動：每學期開設約 16 個課後照顧班及 66 

個課後社團，提供學生多元選擇，適性學習。 

3.  運用各式社會資源：利用多方資源推動不同的學生學習方案， 如：

產業發展局-食農教育、教育局-小田園計畫、深耕藝術教育、駐校藝術

家、卓越藝術教育計畫…等。 

4   設計豐富的綜合發展活動：落實各項議題宣導，如友善校園、環境 

  教育、春暉宣導、營養教育、生命教育、家庭教育、性別平等、特教 

  宣導、生涯輔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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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駐校藝術家深耕藝文：聘請駐校藝術家老師進行「藝術深耕教育」之課

程。 

2.  豐富的校外教學活動：運用各種社會資源，規劃各學年校外教學體驗

活動。。 

3.  運用社會資源拓展學生學習： 

(1)結合社教機構、大專院校，開設多元社團。 

(2)運用社區資源，舉辦體驗活動，如消防局、台安醫院、牙醫診 

   所、金融機構。 

4.  親師合作促進學生學習成效：招募家長愛心志工。 

   邀請家長參與校務會議、課程發展委員會、午餐供應委員會、 

教科書選用會議…等。 

5.  社區志工打造溫馨校園：協助活動及校園治安環境維護。 

6.  爭取經費營造優質學習環境：如 99 年度的專科教室改善工程、 

  100年度的操場修補工程、105 年度的圖書館整修工程…等。 

7 親師生互動學習空間：規劃敦化藝術廊道，展現學生優秀作品， 

  增進親師生互動機會及校內人文氣息。 

8  「社區走踏」課程：結合領域課程，讓學生走出去、認識、了解社 

  區環境現況與問題，並提出改善策略。 

9   舉辦小小企業家活動：將鄰近之金融環境及社教機構納入學生學 

  習的課程範圍，讓學體會學校與社區環境的密切關係，。 

10  辦理與社區互動的學習活動：  

(1)每年辦理體育表演會、園遊會，增進學校與社區互動之關係。 

(2)辦理高年級社區公共服務打掃活動，進行社會參與的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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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課-認識情緒 愛心義賣活動 深耕閱讀活動 

 

項目 2.學習歷程 

指標 2.1 重視學習的個別化與差異化 

標準 實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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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課程規劃，兼顧差異化和個性化：規劃基本課程以穩固基本能力為

先，同時照顧到學習差異化和個別化。校本課程深耕語文及藝術人文

採自編教材，活化課程。 

2.  教師專業社群組成：透過領域、學年、跨領域會議與教師專業社群，

精進教師專業同時也產出符應學生學習的課程和教學策略。 

3.  規劃全校性的主題學習：各處室宣導教育，例如性平教育、生理衛

教、安全教育…等利用週二、四做全校性的宣導。 

4.  教科書公開審查選用：依九年一貫教科書開放精神，邀集課程關係

人，親、師共同審閱出評選適合學生的教科書。 

5.  多元班學生 IEP 計畫，適性教學：多元班教師、級、科任教師、與

家長共同擬訂個別化 IEP，滿足個殊性需求。 

6    資優課程方案，提供資優生適性化教學：教師設計多元適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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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師參與社群，發展教學策略：教師參與「學習共同體」、「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教師專業社群」，發展有利學生學習策略。如： 語文工作坊

成員發展閱讀理解策略，實施於課室教學。 

2.  課室翻轉風景，回饋教師教學：教師參與校內外公開觀課、議課機

會，窺見課堂「學教翻轉」風景，促進學生高品質的學習成效。 

3.  學生自主學習，培養學生個性化：教師設計主題，引導學習內容、進

程、成果展現都由自己決定，讓學生在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中進行興趣

探索，培養研究能力，與負責任的態度。 

4    結合學生學習，展現行動研究：教師進行各類議題教學方案的設 

   計，及學生學習多面向的策略引導，以達成學生更高的學習目 

   標，展現於教師行動研究。  

5  小型團體輔導規劃系列課程：輔導室專業輔導教師規劃一系列、 

   長期性的小型團輔課程，如：「手作課程」讓學生從小團體的互動 

   學習自我管理。  

6    特色課程，合作學習：「敦化學習力」課程，由師生共同合作產 

   出成果，學生有機會與人分享及觀摩學習。 

7    結合家長資源，協助弱勢學生：結合社區資源，由家長志工組成 

   學輔組，協助學習弱勢學生，弭平學習落差。 

8   善用資訊融入教學，進行補教教學：教師善用電子白板與即時反饋 

  系統，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也及時收到學習成效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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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2.2 引導多元創新的學習策略 

標準 實施內容 

2.2.1 

學校能

引導學

生習得

並運用

多元創

新的學

習策 略 

1.  舉辦才藝展演會：舉辦學生才藝發表會及四年級班級直笛合奏比賽、

五年級美術創作展，讓學生展現藝術能力及平日練習成果。 

2.  推動圖書館利用教育：深耕閱讀課程結合圖書館利用教育和資訊課

程，豐富圖資教育及資料查詢、資訊處理能力。 

3.  發揮特教專業，落實有愛無礙：針對各類別特教學生，提供感統訓

練、知動訓練、小型團輔、學科補救教學等。 

4.  結合在地資源，鼓勵學生獨立研究：社區走查課程「優游趣」。 

5.  班際體育競賽，展現團隊合作：透過班際體育競賽，精進學生體育

技能與團隊合作能力。 

6. 看見敦化學習力：「看見敦化學習力」學習成果展現，才藝發表會、

美術創作展…等。 

7.  學生才藝發表會：配合母親節辦理，讓學生展現音樂、體育、舞蹈、

戲劇、傳統藝術、說唱…等各類才藝。 

8.  班際體育活動：舉辦班際體育競賽，學生將平日所學技能，展現於運

動場上。 

9.  數位學習融入教學：各學習領域融入數位化教學，例如運用行動數

位，進行音樂和美勞課程的學習，英語、自然教師利用電子白板與影

音多媒體教學，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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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多元評量、檢視學生學習優勢：採用多元評量方式，重視歷 

    程、質性與量化兼顧。低年級設計注音符號闖關，中、高年級製 

    作學習檔案、以及全校性學習力活動展現，讓不同優勢的學生都 

    有展現的舞臺。 

2 定期評量結果數據化，提供教師補救教學參考：教師可透過定期 

  評量檢視教學成效，分析學生錯誤答題，進行省思及補救教學。 

3 攜手激勵，補救教學全面化：開辦的補救教學對象，學生參加教 

  育部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進步比率達標，攜手班學生建置學習檔 

  案，記錄學習狀況與進步情形。 

4 能力檢測結果分析，提供教學策略方向：分析基本能力檢測結 

  果，教師於學年及領域會議討論，檢視表現、省思修正的策略。 

項目 3.學習態度 

指標 3.1 激發主動負責的學習態度 

標準 實施內容 

3.1.1 

學生具

有主動

學習自

我探索

發展生

涯的表

現 

1. 團體輔導認識自我：從小團體輔導課程中，了解自己的性向、能力、

興趣並能探索、接納自我、發覺優勢，據以規劃自己的未來。 

2.  敦化課程展現學習主題：學生從敦化學習力課程中探索自我興趣並

肯定自我價值。 

3    升學轉銜，做好準備：畢業生系列活動中，六年級學生透過升學 

   博覽會及升學講座了解鄰近國中及其他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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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學生具有

自我負責

並與他人

合作分享

的態 度 

1. 服務學習自主管理：組織環保小尖兵、安全小志工、兒童朝會及文化

小天使等服務隊，執行任務表現出自主管理的負責態度。 

2.  班級自治：成立班級自治會，選舉班級幹部，參與班級事務，培養學

生規劃與自治分工的能力。 

3    多元社團展現潛能：每學期開辦多種類課後社團，提供學生多樣 

   化的學習內容，依照興趣選擇，為自己的學習負責。 

4  深耕藝術與人文：「成果美展」及「音樂發表會」活動，學生從 

   共同創作、討論、排演、場地布置及最後展演等過程中發揮合作 

   精神、分享學習成果。  

5    敦化達人秀：學生從學生才藝發表會中展現出自主、團隊、合作 

   分享的學習精神。 

6    愛心園遊會：辦理園遊會活動，從活動中展現團隊經營、合作學 

   習的態度。 

7   體育競賽活動：體育表演會、班際體育競賽、松山區群組樂樂棒 

  球賽、展現團隊合作之態度與精神。  

8   多元社團學習力：辦理社團成果展，提供學生展演舞台，呈現多 

  元學習成果，親師生共同分享。 

指標 3.2  培養尊重關懷的公民態度 

標準 實施內容 

3.2.1 

學生具

有關懷

他人尊

重多元

文化的

學習態

度 

1. 家鄉情，環境我和你：帶領學生認識家庭、學校、社區、家鄉， 從

與環境互動中，培養對本土文化的關懷。 

2.  國內外參訪活動：定期辦理校際、城鄉交流的活動中。 

3.  日行一善，我願盡力：幼童軍團參與學校各項活動以及全市童軍大

會並進行社會服務、宣導交通安全與各校幼童軍交流互動。 

4.  環遊世界增視野：設計主題性課程，透過教學及遊戲，讓學生結合學

習內容與生活經驗認識世界各國。 

5.  尊重多元文化，了解差異：本校有來自世界多個的學生，透過認識

各國文化，培養學生接納、欣賞、尊重的態度。 

6 性別平等教育：從戲劇表演、團體活動…等宣導活動中學習認同。 

7 世界大不同：結合英語教學活動及遊戲讓學生認識世界各國。 

8 餐桌禮儀學禮貌：學生從西餐禮儀教學活動中，認識用餐禮儀

融，入日常生活運用。 

9  節慶體驗活動：配合節慶活動中，體驗不同的文化風情，例如萬

聖節、聖誕感恩季、冬至搓湯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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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學生具

備民主

法治社

會參與

和國際

視野的

素養 

 1 集會活動，培養民主素養：學生參與每週兒童朝會、每月班會學生共

同討論班級事務，並透過愛的信箱反映班級意見。 

  2  學生自治，參與公共服務：學生加入全校的自治團體，包括環保小尖

兵、安全小志工、兒童朝會典禮小天使、文化小天使……等，積極參與

公共服務。 

3  與校長有約，提出愛校建議：表現優良的品德小達人定期與校長聚

會，從談話中表達意見並培養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 

   4  公共服務實踐，愛護社區：定期清掃校園周圍人行道，維護社區環

境。敦化學習課程實地踏查，邀請里長蒞校與里長有約，小里民則大方

的提出建議事項。 

5 深化媒體素養，擴展國際視野：了解自己也有改變世界的力量。 

6   參觀英語情境中心，體驗國際學習： 105 學年度五~六年級共計12 

班，學生畢業前均至本市英語情境中心至少體驗課程一次。 

 

 

項目 4.學習成效 

指標 4.1 展現自主的學習與生活素養 

標準 實施內容 

4.1.1 

學生具

備學科

基本能

力與跨

領域的

綜合素

養 

1. 學生基本能力測驗結果，優於臺北市平均比例 。 

2.  參加臺北市多語文競賽，屢獲佳績 

3.  悅讀好書，推廣多元閱讀活動：全校性「晨讀好時光」、各學年

「月閱好書」主題教學，參與學生達 95%以上。定期舉辦「小小說

書人」、班書巡迴活動，以及個人「語文護照」、「書香碩博士」等認證。 

4  參與資訊活動，運用資訊能力：參加動畫創作屢獲佳績。 

5   每年參加科展，提升科學能力：每年校內科展競賽，且參加臺北

市中小學科學展覽，皆榮獲佳績。104 學年度獲得第 49屆國小

團體組第2名。 

4.1.2 

學生具

備生活

自我管

理及人

際互動

的素養 

1. 宣導活動重視各類議題：綜合活動宣導友善校園、生命教育、性

別平等教育……等，增進學生自我管理與人際互動的能力。 

2.  協助學生適應團體生活：每年新生大手牽小手活動、轉入生輔

導、小團體輔導……等，協助學生個人及團體適應。 

3  學習自我管理成為敦化小達人：從「敦化好兒童」蛻變為「敦化

小達人」的榮譽制度，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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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營養午餐，飲食均衡：從午餐供應委員會審定菜單、廚工烹煮新

鮮食物、鼓勵學生飯菜吃光光，從每日飲食中促進健康。 

 5  健康生活，平安長大：辦理營養教育活動，從生活中重視身體健 

    康。  

6 都市小農，食在安全：推動食農教育，讓都市學生學習當小農夫，

體驗食安重要及珍惜生態。 

7 世界地球日，行動愛地球：參與世界地球日活動，融入走路上學、

環保知識、愛護地球等各項體驗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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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4.2 運用高層次的思考與創新素養 

標準 實施內容 

4.2.1 

學生具

備反思

進步與

問題解

決素養 

1. 學習共同體，師生共展成果：教師共備、研討，進行學習共同體

觀課。104-106 年教師採協同教學，對校內與全市教師公開授課，

師生共展成果，學生能專心聆聽、提出問題的上課表現獲得肯定。 

2.  敦化課程，探索自我興趣：學校「深耕語文」特色課程中，學生

能自己尋找有興趣的主題，蒐集資料、實作研究、解決問題，期末

公開發表個人研究成果。 

3.  敦化學習，體驗團隊合作：從低年級的認識自己與家庭、中年級

探索學校及社區、高年級體驗家鄉及生涯規劃的歷程中，學生能察

覺問題、反思並檢討，進而提出解決方法，「與校長有約」活動即是

從社會參與中表達意見。 

4.2.2 

學生具

備創造

思考與

創新素

養 

1. 才藝發表會表現新意：學生參與才藝發表會從規畫節目、設計創

意內容，表現流暢性及創造性的能力。 

2.  美術創作展發揮創意：每年美術創作展學生發揮想像力、創新思

維。 

3     科展佳績展現優異：104 學年度榮獲臺北市國小團體科展第2 

   名。 

 

二、創新做法 

自實施九年一貫課程以來，本校致力貫徹「一校一特色、一生一專長、

一個不能少」教育政策，優質教育作然而面對教育改革思潮、以及家長、社

會力求精緻的期待聲中，本校力求突破限制與困境，積極整合社區資源與拓

展學生多元學習需求，朝向優質教育經營方向，但是學校的永續經營在大環

境中仍面臨著許多嶄新挑戰，如何整合資源、轉化劣勢，爭取更多學生與家

長的認同肯定，在學生學習領域中創新思維，開展機會，維護學生學習權，

帶動學校整體成長是現階段全體敦化人刻不容緩的使命。因此在教育轉型的

關鍵時期，我們開著敦化優良傳統列車，一路搭載著多元創新設計與特色學

習內容，為敦化的孩子塑造奠基、成長與適性的學習生涯。 

(一)落實生活教育，養成主動學習態度，塑造全人世界好公民 

1.敦化 Super-BEST 養成主動學習之基礎 

本校以「敦化 Super-BEST」發展出「有禮貌、守秩序、躍運動、樂學

習、說感恩」五個項度作為學生學習目標，鼓勵孩子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 期

許孩子們能成為「自主」的學習主體，進而能在「互助」中尋求「合作」， 最後塑

造出擁有自信、自主、互助、合作的全人目標。 

「有禮貌」在生活教育中落實敦樸忠信校訓，讓孩子日常養成有禮好習

慣，藉以奠定品德發展之基礎，規劃「Say Hi-有禮真好!」常態性活動，營造

校園有禮氛圍。 
 

「守秩序」培養學生在群體生活對自我負責，養成自律的人格態度，校

園內制定安全、尊重他人以及保護自己規範，另招募安全小志工，組成學

生自治團體、學習自我管理。 
 

「躍運動」透過健體課程以及各類體能活動，如健康小達人、我是小鐵



參選編號：1071F011 

14 

 

 

人… 等，養成學生良好的運動習慣，操練耐力、勇敢、與具有意志力的

身心，讓每位學生都能擁有健康的身心，快樂享受學習，常態性規劃的

「營養教育、我是健康小達人，一日小廚師」..等活動，希望學生能有跳

動、活躍的身心。 
 

「樂學習」強調學生自我探索、發掘潛能並提供機會適性揚才，並培養

終身學習的態度，因此在各領域教學上注重縱、橫向有系統的連結，發展

深耕學習內容，搭配校內外活動讓學生們能從中探索興趣，樂在學習，

「深耕語文及深耕藝文計畫」即為其中特色課程之一。 
 

「說感恩」搭配節慶活動引導孩子知禮重義，規劃常態性的系列課程及活

動， 分為低、中、高年級，培養學生能主動說感謝、表達敬意與謝忱，

透過學習活動改變孩子也溫暖校園氛圍；感恩點播站、教師節敬師週活

動、感恩季活動、傳愛協盒、幸福書庫、跳蚤市場義賣捐助等活動，皆能

讓學生從實作與付出中養成對周遭環境、人、事心懷感謝。 

有禮貌、守秩序、躍運動、樂學習，前四項目標皆導向養成學生「能獨立

自主、自信表達自我」，「說感恩」則是希望孩子培養一顆晶瑩善良，有感

有溫度的心，珍惜與他人的關係及連結，進而能「與人合作、互助自助」。 

 
 

 
 

【圖 3-1：敦化 Super-BEST 意涵圖】 
 
 

(二)提供多元機會、豐富學習歷程 

創造多元學習機會，激勵內在學習動機，養成學生自主參與，讓學生

有選擇權能夠自發學習。 

 

1.社會參與：各類活動與自治組織 

配合各領域議題、節慶或宣導辦理學校活動，鼓勵學生樂於參與、勇

於表達，培養學習的自主性。 

98學年度舉辦的「敦化Logo票選活動」，由學生 

感恩系列活動 敦化國語文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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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出代表學校的圖像及象徵意涵，經過全校師生票選，創造出屬於敦化的

各式書籤。 

104學年度下學期提出之「圖書館修建計畫」，邀請學生描繪圖書館

設計圖，表達心目中的圖書館樣貌，提供學校進行修建參考。另有「高年級

公共服務活動」維護校園整潔、安全，「幼童軍團服務學習」配合每年九月

世界清潔日進行社區環境打掃。 

班級自治「班會」，討論班級與學校事務，藉由意見表達、學習溝

通； 

「自願服務小志工」有環保小尖兵、安全小尖兵、文化小天使、健康小鐵

人， 經由服務學習與訓練，培養公共服務能力。 
 

2.自主選擇：豐富多元的社團活動 

利用社區及社會資源，開設豐富多元的課後社團活動，每學期社團

開設數量龐大，動態、靜態社團俱全。動態社團如球類運動、武術、溜冰、技

藝等… 課程，靜態社團如棋藝活動、美術學習、科學教育、電腦等。舉行

社團成果發表會，參與校外活動及節慶活動或社區表演。多元的社團提供學

生探索興趣、自我發掘、發揮潛能，讓學生能在自主選擇與學習的過程中，

培養主動的學習態度。 
 

3.自主學習：探索自我「敦化學習力」 

「敦化學習力」以學生為主體，重視學習的歷程，課程中以自主探索、

應用資訊的能力，能夠發現、解決問題，藉此引發學生學習動機，培養興趣

及終身學習的能力。 

 

(三)展現學習成效、自我實現： 

「看見敦化學習力」運用多元空間、多元舞台、多元展現，將學生學習

成果，以嘉年華方式呈現，活動最大特色是以學生為主體，由學生擔綱、串

場， 在校園各個空間進行學習，學生透過各種方式參與活動，也藉此機會

跨班級、跨學年相互觀摩，展現自我學習成果的同時，也讓社區家長看見敦 

化特色。 

「看見敦化學習力」的活動內容規劃，善用校園各個空間，兼納級科任

教師教學內容，也考量學生靜動態成果的展現。活動內容有靜態展的：

圖書館「科學展覽」，中高年級班群「敦化學習成果展」；動態學習活 

動的一年級「生活課程活動」、多元班、資優班「學生多元學習展現」、

「學生才藝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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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優質的成果 
一、目標達成 

                                                                                                          

年度 參加比賽獎項及獲獎紀錄 件數 

104 台北市多語文競賽優勝 1 

104 台北市多語文競賽優等 11 

104 台北市多語文競賽第二名 2 

104 台北市多語文競賽第三名 1 

104 台北市多語文競賽第四名 2 

104 台北市多語文競賽第五名 1 

104 台北市多語文競賽第六名 2 

104 台北市多語文英語學藝競賽優等 1 

104 台北市多語文英語學藝競賽第一名 1 

104 台北市多語文英語學藝競賽入選 3 

104 台北市五項藝術美術比賽第一名 3 

104 台北市五項藝術美術比賽第二名 3 

104 台北市五項藝術美術比賽第三名 6 

104 台北市五項藝術美術比賽佳作 8 

104 台北市本土語言話劇比賽第一名 1 

104 台北市本土語言話劇比賽第五名 1 

104 台北市第49屆中小學科學作品展特優&鄉土教材獎 1 

104 台北市第49屆中小學科學作品展優等&研究精神獎 1 

104 台北市第49屆中小學科學作品展佳作&研究精神獎 3 

104 台北市第49屆中小學科學作品展入選 1 

104 台北市第49屆中小學科學作品展團隊獎第二名 1 

104 台北市小小說書人比賽特優 3 

104 台北市小小說書人比賽優選 1 

105 台北市學生精進學習檔案比賽優選 1 

105 台北市學生精進學習檔案比賽佳作 1 

105 台北市第50屆中小學科學作品展優等 1 

105 台北市第49屆中小學科學作品展佳作&鄉土教材獎 2 

105 台北市第49屆中小學科學作品展入選 1 

105 兒童深耕閱讀自編故事劇本徵件比賽特優 2 

105 兒童深耕閱讀自編故事劇本徵件比賽優選 3 

105 兒童深耕閱讀自編故事劇本徵件比賽佳作 1 

105 台北市[我是小主播]比賽優選 1 

105 台北市[我是小主播]比賽佳作 2 

105 台北市國民小學本土語言親子及學生話劇比賽第一名 1 

105 台北市國民小學本土語言親子及學生話劇比賽第六名 1 

105 台北市國民小學本土語言親子及學生話劇比賽優等 1 

105 台北市五項藝術美術比賽第一名 3 

105 台北市五項藝術美術比賽第二名 3 

105 台北市五項藝術美術比賽第三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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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台北市五項藝術美術比賽佳作 13 

105 台北市多語文競賽第一名 1 

105 台北市多語文競賽第二名 1 

105 台北市多語文競賽第三名 2 

105 台北市多語文競賽第四名 1 

105 台北市多語文競賽第六名 2 

105 台北市多語文競賽優等 10 

106 台北市國民小學本土語言親子及學生話劇比賽第二名 1 

106 台北市國民小學本土語言親子及學生話劇比賽第四名 1 

106 台北市五項藝術美術比賽第一名 2 

106 台北市五項藝術美術比賽第二名 6 

106 台北市五項藝術美術比賽第三名 2 

106 台北市五項藝術美術比賽佳作 17 

106 台北市多語文競賽第一名 1 

106 台北市多語文競賽第二名 2 

106 台北市多語文競賽第三名 1 

106 台北市多語文競賽第四名 1 

106 台北市多語文競賽第五名 1 

106 台北市多語文競賽第六名 1 

106 台北市多語文競賽優等 8 

106 台北市[我是小主播]比賽優選 2 

106 台北市[我是小主播]比賽佳作 2 

106 兒童深耕閱讀[自編故事高手]特優 2 

106 台北市小小說書人比賽低年級組優選 1 

106 台北市小小說書人比賽高年級組佳作 1 

106 台北市2017我是剪報高手特優  1 

106 台北市2017我是剪報高手佳作 3 

104 合唱團參加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獲得優等 1 

104 國樂團參加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獲得優等 1 

104 舞蹈團參加臺北市舞蹈比賽榮獲團體組優等 1 

104 教育盃桌球錦標賽獲得五年級男童乙組亞軍 1 

104 教育盃桌球錦標賽獲得六年級男童乙組第5名 1 

104 教育盃桌球錦標賽獲得六年級女童乙組亞軍 1 

104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榮獲團體組優等 1 

104 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榮獲國小團體組優等 1 

104 合唱團參加全國音樂比賽，榮獲同聲合唱國小組優等 1 

105 合唱團參加臺北市音樂比賽榮獲特優第一名 1 

105 國樂團參加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獲得優等 1 

105 舞蹈團參加臺北市舞蹈比賽榮獲團體組優等 1 

105 田徑隊參加東區運動會榮獲田徑總錦標男生組第4名 1 

105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榮獲團體甲組優等 1 

105 合唱團參加全國音樂比賽榮獲同聲合唱國小團體組優等 1 

105 全國學生鄉土歌謠比賽榮獲優等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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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106年臺北市中正盃冰球錦標賽高年級、低年級組第1名 3 

105- 

106 

資優班參加兒童月系列活動｢微夢想旅行｣獲得優勝 2 

106 資源班參加樂樂棒球榮獲冠軍 1 

106 第12屆全民會長盃羽球錦標賽五年級女子組第2名 1 

106 全國國小盃羽球錦標賽五年級女子組第5名 1 

106 106學年度東區運動會榮獲男子800接力第4名 1 

106 直笛團直笛合奏榮獲優等獎 1 

106 國樂團絲竹室內樂榮獲優等第一名 1 

106 舞蹈團參加106學年度學生舞蹈比賽，榮獲東區優等第

一名 

1 

106 合唱團鄉土歌謠比賽榮獲國小組福佬語系類東區特優第

一名 

1 

104-

106 

音樂班管弦樂團 弦樂團 管樂團年年榮獲臺北市暨全國

學生音樂比賽優等獎 

1 

104-

106 

新加坡武吉之馬小學校際交流入班學習 

 

3 

 

105-

106 

金門述美國小校際交流入班學習 2 

106 音樂班上海教育參訪 1 

106 兩岸和平小天使教育參訪活動-北京 1 

107 兩岸和平小天使互訪交流-臺北敦化國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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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成果            

(一)優異的深耕語文表現 

連續三年榮獲臺北市深耕閱讀大型學校唯一特優獎項，臺北市多語

文競賽年年屢獲佳績、臺北市小小說書人比賽，連續三年榮獲特優並接

受教育電台專訪、國語文學力檢測年年高於臺北市平均值。 

(二)豐富多元的社團成果 

合唱團、舞蹈團連續三年榮獲臺北市音樂比賽特優、優等第一名，

跳水隊近年屢獲全國佳績並赴海外比賽，定期辦理社團成果發表會，搭

配節慶及社區活動，展現多元卓越之學習表現。 

(三)兼具藝術與人文的校園 

戰果豐碩的音樂班，連年屢獲全國音樂比賽特優佳績，另延續申請

藝術與人文教學深耕計畫、卓越藝術計畫、亮點學校、駐校藝術家…等

計畫，營造充滿特色之校園氛圍。                                           

(四)拓展城鄉交流接軌國際 

定期辦理城鄉交流、增進多元文化視野與了解，此外亦經常辦理國

際性文化參訪交流，或參與國際性賽事。 

三、省思與展望 

(一)行政組織而言：透過撰寫優質學校計畫，有助於重新檢視各處室之

間工作業務內涵及分配，體驗到活動的辦理需要全體相互合作，行政乃

教學背後最大支柱。唯有行政與教學共同用心協力，校務與學生學習計

畫方能順利推動與落實。 

(二)學生學習部分：                                            

1.激發學生學習潛能，透過適性、活潑、多元的教學方式，讓學生 

   在學習上能夠發現自我、主動學習並且樂於創造。 

2.提供更友善與多元的學習機會，促進均等以保障、兼顧每位學生

人格與生涯發展。 

3.奠定學生未來學習基礎。 

(三)教師教學部分： 

1.教學現場改變，師生關係重視回饋與反思，需要隨時調整、修正

教學策略。 

2.辦理學習共同體與組織教師專業社群，欣然面對當代教育改革之風 

  潮。 

 
九年一貫課程之推動，重視一貫、統整、彈性、實用、開放、多元…等原 

則， 近年來學習與教學主體已轉化課堂間教師與學生的定位及角色， 

但教育的本質與初衷仍然以學生學習惟中心價值，因此站在第一線的我 

們，以全方位思考、整合學校資源，期能在親師生共同合作下，推陳出新 

產出新的學習策略與成果；展望未來，希望藉由四大方向來保障學生學 

習、維持主動、積極的學習力。 
 

(一) 精緻課程發展特色：研發主題式課程，發展資優班、音樂班特色，拉 

近資普教育距離，形塑精緻的學校特色。 

(二) 品格教育深耕閱讀：重視品德、學習尊重與合作，持續推動深耕閱 

讀，培養優質語文及閱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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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健康促進友善校園：推動健康促進運動 SH150，強健學生身心，引導

學生認識自己，營造友善校園，發揮環境潛移默化的教化功能。 

(四) 知性懷抱感謝心：受之社會、回饋世界，開啟國際視野，胸懷知足、 

感恩與周邊的人、事、物合作，創造世界之利他。 

學生是教育的主體，任何教育措施，應以學生福祉作為最大考量。今 

日兒童的能力就是明日社會的希望，培養兒童學力暨核心能力即是奠定 

兒童未來關鍵能力的基礎。兒童能在未來以此學力、能力培養更高階的 

能力，得以成為社會進步的推手，奠定經營幸福人生的基礎。學生學習 

活動的實施可以因應社會的潮流及趨勢，未來本校將秉持維新、創新精 

神，持續不斷的開發與創新，守護以學生學習為主體的教育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