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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校課程發展「以素養為導向，培育學生解決問題能力；以學生為中心，

引導學生適性發展」為理念，期許學生具備「跨界學習」之關鍵素養，於未來

皆創造自我價值，成為表現亮眼的「大咖」。特以「跨界學習新素養•蘭雅造

咖心導向」為主軸，提出本校課程發展之具體目標如下： 

(一)積極發展教師專業社群，形塑高效能學習型組織。 

(二)設計創新核心素養課程，引領學生適性探索學習。 

(三)強化社區學校互動連結，實踐校本特色課程願景。 

(四)落實PDCA檢核滾動修正，建立完善評鑑回饋機制。 

  本校校長積極帶領行政及教師團隊研發校本特色課程，參與計畫申請經費來

支持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運作，於106年度通過臺北市亮點計畫申請。專業社群運

作讓各領域課程設計結出豐碩成果，教學活動豐富多元。家長會健全運作，協助

挹注社區資源於課程中，強化社區與學校間的連繫。本校長期參與國際教育相關

計畫（SIEP及ISA），目前擔任臺北市國際教育任務學校；數理資優班師資陣容

堅強，持續研發探究實作課程。蘭雅國中已蓄勢待發，準備迎接108課綱教育新

契機。 

關鍵字：蘭雅國中、課程發展、核心素養、國際教育、跨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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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現況 

  一、設校歷史 

  （一）生根萌芽期：民國66年(1977年)至民國82年(1993年) 

        本校成立於民國66年9月，在士林區頗負盛名。此時期陸續興建游泳池、

活動中心等硬體設備，並於75年成立啟智班，為本校發展特殊教育之起

始。  

 （二）醞釀發展期：民國83年(1994年)至民國93年(2004年) 

    民國83年成立數理資優班。85學年度由曾正吉校長接手領導，致力於環

保教育推動、生態校園建置及教學空間硬體工程改善等，為蘭雅學子創

造樂學空間環境，亦為未來教師落實教學創新課程奠下良好基礎。 

 （三）茁壯成長期：民國94年(2005年)至民國104年(2015年) 

     在歷任校長的努力經營下，本校於95、96、97學年度蘭雅中成為額滿學

校。除完善教學設備外，此時期更致力於教師專業成長，各領域教學團

隊在課程設計上也頗有績效：94年自然領域生物團隊榮獲教育部教學卓

越銀質獎、96年資優團隊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佳作獎、97年度獲選為教

育部落實藝術與人文素養指標績優學校、101年社會領域榮獲教育部教

學卓越銀質獎、102學年度榮獲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一般智能及學

術性向資賦優異班評鑑特優學校、102及103學年度榮獲辦理學術性向

(國文、英語、數理)資優校本方案績優學校。 

 （四）創新實驗期：民國105年(2016年)迄今 

    現任李芝安校長於105年8月接掌本校，以「相信改變」為辦學理念。因

應108課綱，除推動教師專業成長外，更鼓勵教師進行教學創新，並著

力發展國際教育，以培養出具「跨界學習」能力的國際人為辦學目標。

本校因近年辦學頗具特色，績效優異，於106年度以「素養－跨界學習

˙創造價值」為主軸的課程革新計畫榮獲臺北市亮點計畫學校殊榮。 

  二、社區環境 

    本校位於臺北市士林區，座落景色優美的陽明山麓，天母古道及芝山

岩為本校之後花園；緊鄰異國風情濃郁的天母地區，造就本校發展國際教

育的絕佳優勢。社區豐富的自然及人文環境，提供了學生多元學習的場域。

學生家長社經及教育程度高，關注重視子女教育，家長會組織活絡健全，

動員力強，全力協助校務推展。 

  三、學校規模 

目次 項目 量化描述 

1 學生總數 

 七年級 388 人 

 八年級 391 人 

 九年級 391人，總計 117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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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班級總數 

 46 個普通班 

 7 個特殊班（2 個身心障礙班、2 個資

源班、2 個數理資優班及 1 個學困班） 

總計 53 班 

3 教職員工總數 

 教師 125 人（含校長 1 人、兼任主任 4

人、兼任組長 11人、專輔教師 2人） 

 職員 20 人（含人事及會計主任、組長、

幹事、佐理員、護理師） 

 職工 2 人，總計 147 人 

4 校地面積  21,887 平方公尺 

4 教學與活動空間 

 普通教室 46 間（班班有單槍） 

 專科教室： 

理化實驗室、音樂教室、E化專科教室、 

生科教室、美術教室各 3間；管弦樂團

練習室、童軍教室、視聽教室各 2間；

國文、社會、表藝、烘焙、縫紉、行動

學習、輔導活動、電腦、生物實驗室、

律動教室各 1間，共 31間 

 其他活動空間： 

活動中心（可容納 1,500人） 

圖書館（館藏 2萬餘冊，期刊共 49種） 

體育設施（籃球場、排球場、室內游泳

池、桌球室及 PU跑道、樂活運動站） 

椰林大道、步道、夢想舞臺、生態園區

及生態池等 

5 
未來硬體設施規劃

及重大工程 

 增建生活美學教室及創客教室 

 改善專科教室： 

拓增行動學習教室資訊設備 

更新理化實驗室設備及器材 

貳、優質目標 

  一、背景分析 

      以SWOT進行課程發展背景分析，詳見下表： 

 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 

行 

政 

1.設置數理資優班、身障班、學困

班等，並輔以補救教學，徹底落

實區分性教學。 

2.積極辦理社團活動、國際交流、

1.學校具備各類資源班，群組排課

頗有困難。 

2.學校經費因班級數減少而日益短

絀，教學設備更新速度變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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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際競賽及領域特色課程，提供

學生多元學習機會。 

3.建置完善的軟硬體設備及豐富

的圖書館藏，支援教師實施學習

共同體及行動學習等創新實驗

課程。 

教

師 

1. 教師專業社群發展成熟，已建立

健全之教師專業對話、同儕觀課

與教學分享機制。 

2.  各領域教師團隊積極投入特色

課程發展與創新，歷年行動研究

徵件屢獲佳績。 

1.教師授課時數過高，壓縮課程設計

與研發時間。 

2.跨領域課程合作經驗仍不足，且共

備時間難找。 

 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 

政 

策 

1.在教師專業、國際教育及閱讀推

動等方面積極爭取教育局部專

案計畫補助，獲得外部資源挹

注。 

2.108 課綱實施開啟教師課程設計

彈性及創新契機。 

1.108 課綱實施後變動頗大，至今尚

未有明確定案，消磨教師創新課程

的心意。 

2.「免試入學」非真正免試，升學壓

力降低親師生參與多元學習活動

意願。 

社

區

及

家

長 

1.社區自然及人文資源豐富，提供

教師及學生多元教學場域。 

2.學校位處天母地區，家長觀念開

明，易接受創新教學方式。 

3.學校家長會組織健全，積極協助

且投入學校各項學生活動。 

1.除少子化外，社區房價居高不下，

少有人口遷入，造成學區內學生數

遞減。 

2.少數家長仍有「升學至上」觀念，

對於與升學關連性低的活動或課

程持質疑態度。 

  二、具體目標 

彙整SWOT分析後，在優勢強化、劣勢補強、機會追尋及威脅避險的策略發

展下，並以「學習者中心」、期許孩子成為「健康快樂、多元創新、合群互助」

的未來公民為理念，提出課程發展之具體目標如下： 

(一) 積極發展教師專業社群，形塑高效能學習型組織 

由行政團隊主導教師專業社群發展，透過各領域教學研究會議與教師進

行專業對話；針對教師需求及因應教育現況，積極辦理精進增能研習；建

立完善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夥伴教師相互照應，營造溫馨合作的共學氛圍。 

(二) 設計創新核心素養課程，引領學生適性探索學習 

因應108課綱，本校以培養學生「八大關鍵素養力」為課程目標，鼓勵教

師嘗試使用UbD課程設計，訓練學生自我建構知識架構；活用學共、實作

及行動學習等教學方式，讓學生自我探索學習樂趣；進行多元評量，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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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建立自我學習檔案。 

(三) 強化社區學校互動連結，實踐校本特色課程願景 

多數家長肯定本校辦學成果，家長會組織運作健全，主動引進社區多項資

源，大力協助校方推動校本特色課程；學校亦協助辦理父母成長班等增能

活動，親師互動正向活躍，積極形塑本校願景－親師生共學的校園文化。 

(四) 落實PDCA檢核滾動修正，建立完善評鑑回饋機制 

為使課程發展更臻完備，行政針對各課程規劃適切的課程評鑑(Plan)；採

用多元方式瞭解課程運作情形(Do)；檢視課程執行成果，提出課程實施優

點及待改進之處(Check)；擬定課程修正之具體方案，並於來年落實後再

修正(Action)。 

參、具體做法 

  一、實施內容 

 （一）課程領導 

1.1 明確的課程願景與架構 

  本校以培育「健康快樂、多元創新、合群

互助」的學生為學校願景中心，期許蘭雅學子

皆能適性發展，成為快樂的終身學習者；並

以親（關心孩子、參與校務、積極成長）、師

（愛心奉獻、專業敬業、協同合作）合作共構

親師生共學的校園文化為願景藍圖，統整吸收

社區資源，形塑學校成為具文化底蘊的學習型

組織。（圖１） 

  本校課程發展核心小組

為因應108課綱，參酌目前教

育趨勢及政策，經多次開會

商討研議後，提出「八大關鍵

素養」（LITERACY）如圖２，

以培育學生具備適應未來變

化之「跨界學習」能力為課程

發展目標，並結合社區資源，

拓展多元學習場域，設計規

劃學校本位特色課程，以期

實踐十二年國教『「自發、互

動、共好」，培育學生成為具

備「自主學習」、「溝通互動」

及「社會參與」之核心素養的

終身學習者』之基本理念。 

圖１ 學校願景圖 

圖２ 校本八大關鍵素養（LITERACY）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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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以「以素養為導向，培育學生解決問題能力；以學生為中心，引

導學生適性發展」為課程發展理念，扣合學校願景，並以部訂課程奠定學

生基礎學力，校本課程培育學生八大關鍵素養力，形塑本校課程願景－

「跨界學習˙蘭雅造咖」，希冀蘭雅學子在本校三年課程的陶冶下，未來

均能適性發展，且樂於學習創新，成為各專業領域的大「咖」。（圖４）  

                 

  校本課程主要分成「人文思辨」（國文、英文、社會）、「科學美感」

（數學、自然、藝文）及「感恩樂活」（健體、綜合、其它）三大主軸進

行規劃，並由各主軸之領域教師組成專業社群，共同發展跨領域課程。本

校國際教育則由行政規劃，統整各領域課程資源並進行協商整合。（圖５） 

圖４ 總體課程理念架構圖 

圖３ 108 課綱核心素養與校本八大關鍵素養（LITERACY）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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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優質的專業領導與課程發展機制 

  本校依現行相關法規，由校長領導，召

集處室主任、各領域召集人及家長代表成立

課程發展委員會，針對每學年課程進行規劃

討論；為落實108課綱，另成立課程核心小

組，由校長主持，各處室主任及各領域召集

人為成員，定期開會進行專業對話，行政團

隊聆聽教師意見及需求，各領域教師交流教

學經驗及討論跨領域課程設計之可能性，為

108學年度做好準備。 

  本校自99學年度起便積極運作教師專

業發展學習社群，發展校本特色課程；102學

年度開始組織跨領域專業社群，致力於教學

創新與國際教育課程發展。透過橫向（各領

域）/縱向（跨領域）社群整合運作，實踐學

校課程發展願景。（圖６）＊１ 

  
圖６ 課程發展及社群運作模式圖 

*1：本校教師專業發展學習社群列表詳見附表 1。 

圖５ 校本特色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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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課程審查修正機

制採PDCA模式運作：教師社

群依課發會通過之關鍵素

養力、總體課程理念架構及

課程地圖等研發課程，並經

教學研究會討論及課發會

審核通過後實施課程（圖

７）。課程及評量實施後進

行回饋評鑑，供教師作為反

思修正課程之依據。 

 

    行政團隊在校長積極領導下，努力爭取參與教育局部各項計畫，為學

校挹注更多外部資源，成為教師專業社群發展課程的強力後盾。＊２  

 （二）課程設計 

2.1 完善的課程方案與計劃 

   本校因應108課綱實施，積極發展多元且創新的課程方案，以期實踐

課程願景－「跨界學習˙蘭雅造咖」理念。近年主題及活動式課程如下： 

領域 主題（活動式）課程名稱（開課年度） 對應關鍵素養力＊３ 

國文 
中學生讀報(103-)、荒野入班趣(104-)、詩人

節(99-)、每月主題書展(102-)、聖誕金句有

獎徵答(104-) 

L、R 

英文 
蘭雅國際人(97-)、翻閱世界(105-)、

Same,Same but Different(106) 
L、T、R 

社會 
寫信馬拉松(106)、解碼遊戲(106)、雅社王大

賽(95-)、雅社文物展(100-) 
L、T、E 

數學 竹編。多面體(106)、獨數一格(102-) L、T 

自然 
綠色行動水道祭(100-)、校園微電影(101-)、

遊戲Fun程式(106)、3D列印趣(106)、科學探

究玩綠能(106) 

I、T、A、C 

藝文 
畢業˙紀錄片(101-103)、校園生態質感紀錄

(103-)、士東市場玩美學(105)、才藝之星

(95-)、河流計畫(102)、生態狂想曲(103-) 

I、A、C、Y 

健體 
食品標示偵探隊(104-)、擊劍社(102-)、蘭雅

小鐵人(102-) 
L、C 

綜合 
校園追蹤尋寶(102-)、小小田園樂(105-)、謝

蘭秀(102-)、蘭雅特務(105-) 
L、E、C、Y 

國際

教育 

第二外語班(105-)、國際交流參訪團(106)、

須磨來了！(104-)、國際教育嘉年華(106) 
L、R 

圖７ 課程審查修正機制運作圖 

*3：本校八大關鍵素養力：L（自主學習力）、I（資訊應用力）、T（思考批判力）、E（品格實踐力）、R（閱讀邏輯

力）、A（美感鑑賞力）、C（團隊合作力）、Y（自我肯定力） 

*2：本校近年參與課程與教學方面專案補助計畫詳見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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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計劃除有周備的審查修正機制外，計劃內容亦完善且透明化。

各領域教師在撰寫個人教學活動計劃後，於期初學校日前上傳至學校首

頁，提供家長下載瞭解課程內容，如有疑問，可於學校日當天與教師當

面討論，達到良好的親師溝通。 

 

 

  領域課程計劃（教學進度表）      教師教學活動計劃 

 

 

 

2.2 合宜的課程內容與學習活動 

    本校部定課程由各領域教師在教學研究會與共備時間，依其既定課

程目標討論教學活動設計及進行增能研習；校本特色課程則是透過各專

業學習社群運作，進行課程研發、試行、評鑑與修正。 

   
全校增能研習 

107.1.25 

素養導向的評量與實踐 

國教院助理研究員 蕭儒棠 

愛現蘭雅學習社群 

106.4.13 

「謝蘭秀」分工籌備討論 

綜合領域團隊 

國文領域共備研習 

104.3.24 

逆向式課程設計UbD研討 

大直高中 陳怡靜主任 

   本校106學年度實施之校本特色課程內容介紹如下： 

主軸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簡介 

人 

文 

思 

辨 

中學生讀報 
學生利用每週五早上晨讀及課餘時間閱讀中學生

報，設計學習單題目引導學生找出閱讀重點，以提

升學生閱讀理解力及擴充國際視野。 

荒野入班趣 
邀請荒野學會入班授課，透過與達人的面對面問

答，引導學生關注並思考環境議題。 

詩人節 
詩詞接力闖關活動。培養學生詩詞鑒賞力及團隊合

作能力。 

 

依學校行事曆明確規劃課程進度，

說明評量方式及融入之重大議題 

說明課程目標、教學目標、教材內

容與進度、教學方法與評量、教學

需求及家長配合事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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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雅國際人 
透過國際筆友計劃認識外國學生，以交換書信、紀

念品及視訊交流等方式瞭解異國文化。 

Same, same 

but Different 

外師入班引導學生閱讀英語繪本，透過繪本故事瞭

解東西文化差異與衝擊。 

解碼遊戲 
分組進行實作遊戲，讓學生將課本地理概念實際應

用於日常生活中，為因應108課綱發展之實作課程。 

雅社王大賽 
為社會科知識益智問答活動。題目內容包羅萬象且

不失趣味，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雅社文物展 
向親師生募集各國文物設展，並邀請外籍家長入班

分享異國文化及美食。 

科 

學 

美 

感 

竹編。多面體 

視藝手工竹編設計結合數學多面體課程，讓學生從

實作中學得數學抽象概念，為因應108課綱發展之

跨領域課程。 

獨數一格 
每月一期，每期由數學老師提供有趣的益智數學題

供學生自由參與解題，提供學生自主學習機會。 

綠色行動水道祭 
由校園生態出發，進而認識社區自然生態。培訓學

生生態解說能力，並於社區活動「天母水道祭」擔

任生態解說員。 

校園微電影 
學生學得使用軟體製作影片的技巧後，以校園為主

題分組構思腳本，拍攝一部片長5-10分鐘的電影。

為因應108課綱發展之跨領域課程。 

遊戲Fun程式 
透過Cord.org網站進行程式設計教學，讓學生透過

遊戲設計輕鬆學程式語言。 

3D列印趣 
瞭解3D列印原理，學習使用操作三維印表機並完成

個人作品。為因應108課綱之實作課程。 

科學探究玩綠能 
透過實作了解電池運作，並進一步思考未來綠能發

展可能。為因應108課綱發展之實作課程。 

生態狂想曲 
透過生態觀察、臨摹進而設計服裝、道具及擬態表

演，全班於期末展演發表3分鐘的舞蹈表演。 

感 

恩 

樂 

活 

食品標示偵探隊 
實地至店家踏查研究食品包裝標示，紀錄觀察結果

並上網搜尋資料進行分析。 

擊劍社 
培訓西洋擊劍人才，訓練學生手眼協調。為本校特

有之體育社團。 

蘭雅小鐵人 
學生分組接力，盡力以最短時間完成游泳與跑步接

力。訓練學生體能及培養團隊合作能力。 

校園追蹤尋寶 
學生分組調查校園可食植物，並依據提示進行校園

闖關活動，培養學生觀察力。 

小小田園樂 
教導學生栽種要領，讓學生認養校地並親手栽種農

作，收成後將農作烹調自食及分送，享受自給自足

的樂趣。 

謝蘭秀 
從母親節出發，讓學生透過觀察日常生活中的細

節，思考並學習如何關懷他人並懂得感恩。為跨學

科之課程設計。 

蘭雅特務 
學生於課餘時間進行與特教相關之有獎徵答，及參

與特教體驗活動，培養學生關懷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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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教

育 

第二外語班 
開設德、日、西、法、韓等5種語言班，邀請鄰近東

吳大學外語系相關人員擔任講師。 

須磨來了！ 
與日本須磨學園學伴共同完成體驗式闖關課程，進

行文化交流與溝通，擴展學生國際視野。 

國際教育嘉年華 
學生透過闖關集點了解學校國際教育課程發展，並

從遊戲中學習外語及關注國際相關議題。 

國際交流參訪團 
實地參訪日、英、新加坡等國之夥伴學校，進行文

化交流及議題探討。 

    本校課程發展多元，為因應未來教育趨勢，各領域積極發展跨領域及

實作課程，並透過教學研究會回饋討論，以PDCA模式運作修正，落實核心

素養課程設計，實踐蘭雅適性揚才的造咖大業。 

 （三）課程實施 

3.1 有效的課程管理與教師動能 

  為提升教師專業能力，本校善用校內外資源，除邀請退休校長及教

師擔任講座進行經驗傳承外，亦邀請專案計畫相關專家學者、教師及本

校學生家長擔任增能研習講師。 

   

104學年度英文領域研習 

教師專業社群運作 

講師：退休校長 呂淑珍 

105學年度自然領域研習 

創意手做木工 

講師：家長 溫志榮先生  

 （陽明山嶺頭山莊主任） 

105學年度國文領域議課 

記敘文創意寫作 

講師：潘麗珠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6學年度社會領域研習 

桌上遊戲融入社會技巧課程 

講師：台科大劉力君老師 

（迷你教育遊戲設計團隊） 

106學年度全校增能研習 

食農教育 

主講：田裡學友善環境協會 

106學年度藝文領域研習 

廣達游於藝 

講師：林明德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本校亦鼓勵教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現更名為教師專業發展實踐

方案），目前有近八成教師已取得教專證書（歷年統計如下表）；積極運

作教學輔導制度，每月舉辦2次教學輔導知能研習，多位教師具備教學輔

導教師資格，以母雞帶小雞的方式協助新進和代理教師適應校園文化及精

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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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各領域定期辦理公開觀課，透過觀議課歷程讓教師共同對話

交流成長。105學年度及106學年度辦理公開觀課場次如下： 

 領域 時間 授課內容 教師 參與人員 

1 國 105.10.20 
夏夜 

（學共） 
陳冠樺 

國文領域 

學共社群教師 

2 國 105.11.03 絕句選 李昀真 國文領域 

3 自 105.12.06 手工具的使用 陳玫良 
自然領域 

自然領域輔導團員 

4 英 105.12.19 
Don’t Run in 
the Museum 

黃郁文 英語領域 

5 數 106.03.15 直角坐標系 林怡君 數學領域 

6 國 106.03.30 
木蘭詩 

（學共） 
賴怡君 

國文領域 

退休校長 呂淑珍 

7 社 106.04.12 
社會規範 

（學共） 
陳秋萍 

社會領域 

學共社群教師 

8 社 106.04.26 世界概述 林宜儒 
社會領域 

退休校長 黃淑馨 

9 自 106.04.27 
綠色採買高手 

（小田園教學） 
邱明成 

臺北市教師 

每校1-2人 

10 自 106.06.02 
校園的大地 

賓果遊戲 
邱明成 

自然領域 

環教團輔導團員 

11 自 106.10.24 
聲音的產生 

與傳播 
商仲凱 自然領域 

12 數 106.11.01 分數的運算 凃毅愷 數學領域 

13 特 106.11.16 
資優輔導課： 

數與根式運算 
洪明瞭 

資優班數學教師 

特教輔導團員 

14 國 106.11.16 食蔥有時 藍雅榆 國文領域 

15 英 106.11.20 Cars 李威慶 英語領域 

16 社 106.12.13 解碼遊戲 林曉玲 
社會領域 

社會領域輔導團員 

  為提升課程設計與實施效益，本校積極爭取計畫經費，充實教學設

備。近兩年擴充設備如下表： 

學年 教學設備 

106 

 建置生活美學教室及創客教室，擴充實作課程空間 

 因應資優班增班，增置數理資優班教室 

 擴增資訊設備： 

數位製版機、數位絹印機、雷射雕刻機 

 添置最新實驗器材設備： 

光電式轉速計、排煙櫃、抽氣式藥品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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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建置樂活運動站，提供多元運動空間 

 改善藝術教室，增置展覽空間及流暢動線 

 擴增資訊設備： 

3D印表機、影像分析處理器*10、網路交換器*15、

ipad*50、機器人教學軟硬體 

 添置最新實驗室器材設備： 

半導體實驗器、測溫儀、IKA電磁加熱攪拌器 

3.2 妥適的課程運作與學習評量 

  本校教師於課程設計時，考量教學目標擬定多元評量方式，如：學

生自評、小組互評、實作成果、學習歷程檔案、成果展演、小組報告、

實地探訪記錄、心得寫作、紙筆測驗、遊戲化評量、影片製作等，以適

性化評量掌握學生學習成效，回饋教師教學，為課程提供修正建議。 

成果展演 心得寫作 實作成果 

   

生態狂想曲 

學生進行生物擬態表演 

謝蘭秀 

向最感恩的人說出感恩話 

詩人節 

學生嘗試「畫中詩」 

遊戲化評量 實地探訪記錄 影片製作 

 
 

 

雅社王大賽 

益智遊戲問答 

瞭解學生學習成效 

食品標示偵探隊 

實地探訪商家 

調查食品標示 

校園微電影 

以校園為場景    

進行編劇拍攝 

  期末課程結束後，教師利用「課程實施成效評估與經驗回饋表」進行

自評，利用學生評量成果及觀議課建議分析各教學主題活動的學習成效，

並將反思成果應用於課程修正及學生學習。 

 （四）課程評鑑 

4.1 適切的課程評鑑規劃與實施 

  本校課程評鑑規劃與實施亦依循PDCA模式運作（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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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 

課程結構自評表 

期末 

個人課程實施成效評估表 

期末 

課程實施後小組自評表 

   

由各領域課發委員負責

進行領域課程結構自評 

個人於課程實施後依據

觀課紀錄及學生評量回

饋進行成效評估 

領域各年級小組進行課

程實施後成效評估 

觀課前會談紀錄表 教學觀察表 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

師於觀課前進行教案討

論 

教學輔導教師於課堂中

針對夥伴教師欲觀察項

目進行重點記錄 

於觀課結束後進行會談

回饋 

 

4.2 完整的課程評鑑成效與運用 

  以課程評鑑結果做為來年專業社群運作與增能研習安排的參考依據，

本校社群種類及研習內容日益多元；在健全的教學輔導制度運作下，營造

圖８ 課程評鑑 PDCA 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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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積極和諧的校園氛圍，教師樂意進行團隊合作，一同致力於創新教案研

發，於各項教案比賽均有亮眼表現，並精益求精持續以PDCA模式修正課程。

以下列幾個得獎課程教案修正歷程為例： 

課程 修正歷程 

雅 

社 

王 

大 

賽 

 第12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教育經驗分享類 優選 

95年開始實施，每年課程結束後於領域會議進行檢討修正，

進行時間由一節課調整為兩節課，課程內容益加豐富有趣。 

 

雅 

社 

文 

物 

展 

 第18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創新教學教案類 佳作 

每2年實施一次，至今已有4次開展經驗。經由師生回饋及教

師歷次腦力激盪下，文物展課程發展更與社區結合，讓活動更

加充實。 

 

謝 

蘭 

秀 

 第18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創新教學教案類 優選 

  本校綜合活動領域教師發展專業社群及領域特色課程多年，

逐步架構綜合領域學習的脈絡，設計出以「感恩」為概念之領域

特色課程。歷年來從「感恩大卡」、「上菜秀」、「愛戀蘭雅」、「愛

現蘭雅」到現今的「謝蘭秀」，欲藉由課程實施來培養學生關懷感

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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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創新做法 

（一）積極發展國際教育，課程架構漸趨完備 

    本校從100學年度起便參與

SIEP計畫，101學年度起擔任臺

北市中小學國際教育任務指定

學校迄今，102學年度獲得臺北

市ISA國際學校獎認證，105學年

度榮獲國際學校獎再認證，106

學年度協助教育局撰寫國際教

育課程發展模組。經過教育局指

導及經驗累積，讓本校國際教育

課程架構更臻成熟完備。（圖９） 

 

 

 

    本校從103學年度起便有暑期

英國參訪團活動；104學年度開始

與新加坡姐妹校進行互訪；105學

年度參訪足跡更是擴及至日本。透

過豐富的參訪經驗，建構出完整的

國際交流實施運作機制。（圖１０） 

 

 

 

（二）社區資源挹注課程，活化課程多元發展 

    本校家長會組織運作健全，協助引進社區資源發展校本課程，為學

生提供多元學習的場域及機會。此外，本校亦開放部分課程邀請社區居

民及鄰近中小學一同參與，強化學校與社區的正向互動連結。 

雅社文物展 綠色行動水道祭 

   

日本籍家長教導學生如

何穿著浴衣 

校慶時開放社區居民參

觀展覽 

學生擔任解說員與假日

為社區民眾進行導覽 

圖９ 本校國際教育課程架構圖 

圖１０ 本校國際交流運作機制圖（以日本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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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教育嘉年華 荒野入班趣 

   

家長會全體動員支援美

食攤位 

課程活動所募得的愛心

捐款全數捐給社區的聖

安娜之家 

邀請鄰近小學入班參與

荒野協會講座 

（三）落實核心素養教學，積極研發實作課程 

    因應108課綱，由本校6位輔導團員及數理資優班師資擔任領頭羊，

發展各領域探究實作課程，並協助推動UbD課程設計概念。透過PDCA模式

進行課程修正後，實作課程發展越趨成熟，於108學年度定能廣泛落實。 

社會領域 

解碼遊戲 

自然領域 

探究實作玩綠能 

跨領域（藝文、數學） 

竹編。多面體 

   

將課本中的概念活用於

日常生活中，將知識轉

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 

透過實作觀察後分析數

據了解電池運作原理，

並進而思考討論綠能發

展的可能性 

將數學多面體概念結合

竹編實作課程，讓學生從

具體實作中了解抽象概

念 

肆、優質成果 

  一、目標達成 

  （一）課程實施成效顯著，學生獲獎不斷 (以106學年度為例) 

1. 第57屆全國科學展覽數學科第二名。 

2. 臺北市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計畫國中組數學科榮獲三等獎、

佳作。 

3. 臺北市第50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榮獲團體獎優勝、特優1件、優等1

件、佳作2件、研究精神獎2件、鄉土教材獎1件、入選1件。 

4. 全國語文競賽榮獲寫字第四名、臺北市本土語言比賽第二名1組、

第五名1組、佳作2組。 

5. 臺北市公私立中等學校詩歌朗誦比賽榮獲甲等獎、配樂獎。 

6. 臺北市學生各類音樂競賽第一名7組、第二名3組、甲等5組。 

7.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佳作2組、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第二名、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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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佳作各1組。 

8. 全國及臺北市各類體育競賽第一名8組、第二名6組、第三名7組、

第四名4組、第五名6組。 

9. 臺北市106年度小小孔明天氣預報探究網路競賽～氣象小學堂PK賽

榮獲第一名及全能獎第一名。 

  （二）學校經營及教師課程發展表現亮眼，屢獲佳績（105-106學年度） 

學年 優質成果 

106 

臺北市第18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 榮獲團體獎第四名、特優1

件、優選2件、佳作4件、入選3件 

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105學年度實施現況訪

視 榮獲優等 

106年度臺北市交通安全創意教學教材徵選活動 榮獲團體獎第二

名、教材教案甄選類第二名 

2017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榮獲優選 

臺北市106年度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應用團隊選拔活動 榮獲國中

組優勝 

郭青鵬老師 榮獲106年度全國Super教師殊榮 

洪明瞭主任 榮獲教育部師鐸獎 

105 

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以學生為中心」亮點計畫申請通過 

臺北市國民中學資優班增班計畫申請通過 

臺北市106年度交通安全教育 榮獲金輪獎 

臺北市105學年度交通安全教育評鑑 榮獲特優 

臺北市105學年度公私立中等學校教育叢書暨校刊競賽 榮獲團體獎

第二名、校刊型特優、主編獎及美編獎 

106年度十二年國教有效教學深耕推廣計畫優良教案徵選 佳作1件 

臺北市第17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 特優1件、佳作3件、入選2件 

臺北市105年度國民中學有效教學教案設計徵件比賽 佳作1件 

柯紋娟、郭青鵬老師 榮獲臺北市第50屆中小學科學展優良指導教師 

洪明瞭老師 榮獲105年度臺北市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優良教師 

  （三）教師課程發展實力堅強，受邀參與各教育單位計畫及校外講座分享 

教師 參與計畫及講座分享 

郭青鵬 

參與科技部高瞻計畫課程發展 

探究實作課程設計 

學習共同體操作 

林靖捷 資優課程設計與獨立研究 

邱明成 
生物教材手冊編輯 

臺北市教育局小田園研習講師 

黃美瑤 閱讀推動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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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曉玲 
參與中小學國際教育模組撰寫 

文物展課程分享 

賴綺雯 國際交流運作經驗分享 

高永遠 臺北市教育局線上教學影片：國中理化 

陳政儀 臺北市教育局線上教學影片：國中地球科學 

張榕庭 標準本位評量相關研習講師 

翁千雅 卓越藝術教育種子教師 

黃阡穗 卓越藝術教育種子教師 

 

  二、創新成果 

  （一）「學生中心」發展課程，培育蘭雅跨界大咖 

  本校在「以學生為中心」為導向的課程發展下，學生在三年的課程

薰陶下，具備足夠的素養能力、堅持信念的態度及勇於嘗試的精神，在

各領域發展多能有亮眼表現。本校近年陸續邀請在各領域發展的畢業校

友返校與學弟妹進行經驗分享，受到師生熱烈迴響。 

校友 
畢業

年度 
亮眼表現 

許紫涵 104 
北一女短褲自由短褲自由陣線發想人 

目前是巴西交換學生 

廖大偉 102 
全中運高男 800 公尺金牌 

代表臺灣參加亞青盃 

林語萱 102 
臺灣極地雪橇長征大使 

獲選 106 年馬里亞納一週實習生 

蘇子軒 101 
第四屆青少年文學獎新詩、散文雙首獎 

2012 年英特爾國際科展醫學與健康科學大會二等獎 

張文飛 101 「撞遊美國：火柴青年 x 五千哩路」作者 

林俐吟 101 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 

俞紹華 101 遊走在中國及臺灣間的樂團經紀人 

  （二）資優課程發展完善，增班計畫申請通過 

  本校數理資優班師資陣容堅強，每位教師均有資優證照，於 102 年

便開始積極發展探究實作，自組跨領域「翻轉教學」專業學習群組進行

課程研發，且不吝分享教學資源，普通班亦從中受惠。傑出表現獲得教

育局肯定，106 年通過本校資優班增班計畫，目前為臺北市唯一擁有 2

個資優班的國中。 

  （三）社區辦學風評甚佳，學生數目穩定發展 

  本校適性發展的自由學風，以及活潑多元的校本課程，在在受到社

區家長的支持與肯定，近年來吸引許多跨學區學生前來就讀，使本校學

生人數未受到「少子化」衝擊，呈現穩定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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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本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列表  

社群種類 社群名稱 

各領域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 

閱讀策略教學 蘭雅國際人 翻轉教室 

雅社棒棒堂 生態藝術教學 特殊需求教學 

愛現蘭雅 健康活力達人 翻轉教學(跨) 

國際教育社群 
新加坡 

課程共備小組 

日本 

課程共備小組 

英國 

課程共備小組 

計畫性社群 十二年國教前導 教學輔導教師 學習共同體 

 

附表 2. 近年本校參與課程與教學方面專案補助計畫如下： 

項目 計畫名稱 經費來源 

課程發展 亮點計畫 教育局 

教師專業 

十二年國教精進教學計畫 教育部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 
教育局、部 

教師專業發展社群計畫 

學習共同體及授業研究 

教育局 教學輔導教師設置方案 

精進課程與教學資訊專案計畫 

適性發展 

國民中小學實施補教教學方案 教育部 

學術性向資優特殊教育方案 

教育局 
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課程 

多元能力開發班 

小田園教育體驗學習計畫 

深耕閱讀 

國中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計畫 教育局、部 

國民中學讀報教育實驗班 
教育局 

先鋒計畫 

國際教育 

中小學國際教育任務學校計畫 
教育局、部 

中小學國際教育學校本位計畫 

臺北市國民中小學國際筆友計畫 
教育局 

國際學校獎認證計畫 

美感教育 

世界海洋國際藝術教育方案 

教育局 
傳統藝術教育計畫 

卓越藝術教育藝術亮點學校計畫 

廣達游於藝專案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