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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師專業與團隊的建立決定教育改革成敗的關鍵。為迎接 108 新課綱的改變，

期待培養蘭雅學子成為自發、互動、共好的終身學習者，特以「蘭心協同樂跨界，

雅趣翻轉創價值」為教師專業發展的核心思維，並擬訂教師專業發展目標如下： 

（一）建構系統的專業發展計畫，凝聚團隊共識以精進成長。 

（二）營造適切的專業發展歷程，整合內外資源以深耕茁壯。 

（三）分享優質的專業發展成果，翻轉教室風景以多元綻放。 

（四）落實永續的發展評估模式，實踐教育本質以卓越傳承。 

本校教師專業發展重視系統規劃、多元整合與翻轉實踐，積極回應教學典範

與新興議題，持續精進解構與建構課程教學，近年教師個人與團隊獲獎連連，為

蘭雅締造卓越的榮耀，包括多次獲得中小學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國中團

體獎、學術性向（國文、英語、數理）資優校本方案績優學校第 1 名、生涯發展

教育輔導訪視績優學校、北市唯二通過國際學校獎（ISA）認證的國中，105 學年

度更以「素養-跨界學習創造價值」為主軸，榮登臺北市亮點學校，也是北市唯一

成功增置兩班數理資賦優異資源班的學校，長期投注資優教育的洪明瞭老師榮獲

106 年度臺北市特殊優良教師與全國師鐸獎的肯定，同年郭青鵬老師贏得全國

SUPPER 教師獎的殊榮。這些豐碩的成果展現的是教師專業發展的績效，更彰顯跨

界協同、翻轉改變的專業發展特色，達到引領未來創造孩子價值的教育目標。 

關鍵詞：蘭雅國中、專業發展、樂跨界、趣翻轉、創價值 



 參選編號：1072I001 

2 
 

壹、基本現況 

一、 設校歷史 

蘭雅國中位於陽明山下，創立於民國 66 年 9 月，積極於教學研究與革新，營

造創新精進的校園文化。本校校史發展期程分四階段：（以下標題呼應本校

校歌） 

（一）「蘭雅中學、如坐春風」（民國 66 年創校階段） 

首屆招生 12 班，學生 587 人，校舍工程在首任校長任內賡續完成，73 年興

建游泳池，74 年興建活動中心，現有硬體建設規模於焉建構完成。 

（二）「克勤克儉、毅力恆心」（民國 75 至 84 年） 

隨著天母社區的快速發展，班級數不斷擴增。民國 75 年成立啟智班，79 年

班級數達到最高峰，計有 92 班。於 83 年成立數理資優班，是北市數理資

優教育的旗艦領航學校。 

（三）「人文薈萃、五育並重」（民國 85 至 98 年） 

85 學年度曾正吉校長接手領導，致力環保教育推動、硬體工程改善、生態

校園建置及教學品質之提昇等。95 學年度尤玉莞校長接任，以愛與尊重的

教育理念，凝聚校園溫馨氛圍，打響額滿明星國中的名號，成功提昇學校

形象。為了因應教師大幅退休，自 97 學年度即開始參與教育部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計畫以及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設置方案，建立教學經驗精進與傳承

系統，至今不輟。 

（四）「師生愛校、教育有成」（民國 99 年至今） 

99 學年度由呂淑珍校長接續領導，致力於學生多元發展、教師專業成長以

「資訊蘭雅、國際蘭雅」作為學校發展的重要目標。101 學年度鍾芷芬校長

推動探索體驗學習，開展學生多元智慧，並在 103 年度及 105 年度分別獲

得優質學校「學生學習」及「資源統整」項目。現任李芝安校長於 105 學

年度接掌本校，秉持著「相信改變」的理念勇於挑戰 12 年國教的各項議題。

任內於 106 學年度起數理資優班增為 2 班，並帶領學校榮獲 106-108 年度亮

點計畫學校，摘星成功。 

二、 社區環境 

本校位居陽明山麓天母社區，遠望綠色稜線的山景妝點校園，忠誠路燦爛奔

放的欒樹，點燃繽紛多彩的學習熱情，引領學子親近自然、愛護生態。除了

環境優美，學區內商場林立，還有天母特有國際文化，提供豐富的學習資源。 

三、 學校規模 

（一）校園環境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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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除主體校舍外，另有圖書館、溫水游泳池、學生活動中心、200 公尺跑

道、各式球場、以及律動教室、藝術教室等專科教室，各項教學場地一應

俱全。 

（二）班級編制現況： 

106 學年度本校班級數為普通班 46 班、特教 2 班、身心障礙資源 2 班、數

理資賦優異班 2 班、學困 1 班，共 53 班。學生人數有男生 609 人，女生 564

人，總計 1173 人，每年均有不在少數的外籍學生，增加學生接觸國際文化

的機會。 

（三）師資組成概況： 

教師編制員額（含校長）125 人，正式專任教師人數共 106 人，行政人員

20 人（護理師、事務組…等及校警），工友 2 人。教師平均年齡 39.92 歲，

校內教師積極進修，目前仍有多位教師正在修讀碩士學位，且有 13 位教師

具備第二專長教師證，可將不同領域的內容融入教學，具跨領域（科）教

學設計的優勢。正式教師年齡、學歷分佈圖與教學年資表列如下： 

  
 

 

教學年資 1-5 年 6-10 年 11-15 年 16-20 年 21-25 年 26-30 年 31 年以上 

人數 26 17 13 15 19 9 7 

 

 

貳、優質目標 

一、 背景分析 

近年來教師團隊在課程教學、班級經營、研究進修、多元學習等面向均獲得

優質卓越的學習成效，成為一所以多元發展、國際教育為主軸的特色學校。能有

這樣的成果皆是全校教師在專業發展上共同提升成效所致。茲從學校文化、教師

素質、教學設備、學生表現、社會變遷、家長參與等內外部因素，進行本校教師

專業發展的 SWOTS 分析。 

 

15% 

33%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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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年齡 

30歲以下 

31-40歲 

41-50歲 

51歲以上 

53% 

47% 

教師學歷 

大學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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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雅國中 

專業發展 

背景 SWOTS 分析 

之策略擬定 

 

 

內部組織 

Ｓ優勢 Ｗ劣勢 

1. 學校規模適中，設有數

理資優班、特教班與身

障資源班等資源齊備。 

2. 行政團隊年輕化、負

責、親和、效率佳。 

3. 教師素質整齊，富教學

經驗，積極投入專業成

長進修研習。 

4. 教師積極投入參與校

園營造，協助規劃優質

教學情境。 

1. 因班級減少經費日益

短絀，設施設備更新

速度趨慢。 

2. 大部分教師 50 歲屆

齡即退休，不利於學

校文化之傳承。 

3. 代理教師多，須強化

融入學校文化以及瞭

解社區氛圍。 

外

部

環

境 

Ｏ

機

會 

1. 十二年基本國民

教育實施，為教育

發展帶來契機。 

2. 教育部與局均積

極發展國際教育。 

3. 英國文化協會積

極協助辦理跨國

課程與國際交流。 

4. 家 長 會 組 織 健

全，家長熱心參

與、協助校務。 

ＳＯ優勢強化策略 ＷＯ劣勢防守策略 

1. 賡續推動教師專業發

展實踐方案、教學輔導

教師制度與同儕教學

觀察。 

2. 鼓勵行政與教師參加

行動研究與創新教學

競賽，活化專業發展。 

3. 積極導入家長資源，運

用國際教育元素發展

跨領域特色課程，因應

108 課綱與教育趨勢。 

1. 逐年爭取教育部、教

育局各項經費，改善

學校環境與設備，滿

足教師教學需求。 

2. 邀請退休教師協助弱

勢學生、外籍生等輔

導課程及補救教學課

程推動。 

3. 積極尋找領頭羊，發

展專業社群，建立專

業對話分享機制。 

Ｔ

威

脅 

1. 少數家長被動，不

易溝通，保有傳統

升學觀念。 

2. 教育政策有諸多

不確定性，親師生

因應不易。 

ＳＴ機會追尋策略 ＷＴ威脅避險策略 

1. 積極參與國際交流計

畫，以跨國文化理解，

拓展視野。 

2. 持續家長會既有功能

並善用社區資源，翻轉

改變觀念。 

1. 推動教師教室走察，

鼓勵觀摩分享，提升

教學策略。 

2. 辦理班級經營、正向

管教等研習，增加親

師生溝通輔導能力。 

二、 具體目標 

在教育改革的行動中，學校是「現場」，教師是「關鍵」，故唯有學校教師具

備足夠的專業能力與熱忱，才能有效執行並創新教育改革的措施（吳明清，2002）。

面對十二年國教、108 課綱等新興教育政策，「專業發展」的實施刻不容緩。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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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學校願景、教師願景、教育目標以及 SWOTS 分析之結果，特以「蘭心協同樂跨

界，雅趣翻轉創價值」為教師專業發展的核心思維，擬訂本校教師專業成長方案

具體目標如下，並在每一具體目標下列出具體做法： 

（一）建構系統的專業發展計畫，凝聚團隊共識以精進成長 

1. 規劃系統、創新的校本專業成長計畫。 

2. 有效運用並適當整合專業成長資源。 

（二）營造適切的專業發展歷程，整合內外資源以深耕茁壯 

1. 辦理多元創新的學校本位專業進修及研習成長活動。 

2. 實施教師共同備課、觀課與議課，發揮專業回饋分享的功能。 

（三）分享優質的專業發展成果，翻轉教室風景以多元綻放 

1. 發表教師教學的專業發展成果，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2. 建立具有校本特色的教師專業發展成果，提升校園文化。 

（四）落實永續的發展評估模式，實踐教育本質以卓越傳承 

1. 評估教師專業發展的系統規劃與執行成效並落實執行改善措施。 

2. 分享回饋教師專業發展成果以精進成長。 

 

蘭雅國中專業發展方案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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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具體做法 

一、 實施內容 

項目 1.專業規劃 

目標 建構系統的專業發展計畫，凝聚團隊共識以精進成長。 

指標 1.1 規劃系統的專業成長計畫和方案 

1.1.1 專業成長計畫具系統化 

一、本校根據學校願景及教師願景並結合教育政策與趨勢規劃系統的教師專業

成長計畫。如：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設置方案、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並加入共備研習、公開觀課的兩種實際作為（如下圖），

以規劃系統化的教師專業發展計畫。 

          
二、本校教師專業發展的主題具多元性，期能讓教師多元需求全面增能。每學期

並召開各領域共備會議討論各領域教師專業成長主題，下表為 104 學年度至

今實施的主題方案。 
 

主題 104 105 106 主題 104 105 106 

108 課綱    國際教育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美感教育    

分組合作學習    環境教育    

學習共同體    小田園教育    

行動研究    資訊教育    

教學輔導    班級經營    

校本課程    親師溝通    

閱讀素養    特教知能    

1.1.2 專業成長方案具創新性 

一、融入新興議題：因應教育部、教育局教育政策的實施，及校本特色課程的規

劃，教師專業成長方案與時俱進，引進創新議題，包括：生態環保、生活美

學、3D 創客、居住正義、人權等議題融入教師共備規劃，以及 108 課綱的核

心素養、協同教學、跨領域教學設計、素養評量等研討，使校內教師對新課

綱有所了解並能實際應用，提升教師順應當前教育趨勢的能力。 

專業
發展 

備課研習 

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 

教師專業發
展實踐方案 

教學輔導
教師 

公開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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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新思維 英語領域彈性課程共備 核心素養評量實踐 

二、成立核心社群系統規劃並整合學習社群：利用亮點計畫經費成立以行政為主

的核心社群，引導各領域或跨領域教師成立共備社群，規劃實施校本特色課

程。玆將 106 學年度本校目前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說明如下： 

三、積極發展跨領域創新的教師專業社群：自學習共同體、分組合作學習、國際

教育體驗學習推動以來，陸續引進創新的教學模式，期能豐富課堂學習風

景。在 ISA 國際學校獎計畫下擬定「蘭雅 i 國際」的課程架構進行新加坡、

日本、英國等三國的課程共備。資優班教師則運用週二下午的共備時間發想

探究實作創意實驗課程及 AI 機器人研究，並從資優班擴展應用於普通班的理

化課與生活科技課教學。 
 

   

閱讀理解策略研習 Understanding by Design  Design for Change  

 
 

 

創意實驗課程及 AI 機器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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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1.2整合多元的專業成長資源 

1.2.1 有效運用專業成長資源 

一、積極申請教育部、局專案經費，支援教師專業成長： 

本校配合教育部、局的專案計畫申請，經由承辦專案計畫邀請相關專家學者

擔任講師，為校內教師辦理增能研習。本校近三年申請之專案經費如下表(截

至 106-1)： 

專案名稱 104  105  106  

亮點學校計畫 - - 2,400,000 

教學輔導教師設置方案 50,000 42,500 42,500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 
102,753 145,883 

- 

教師專業發展學習社群計畫 59,372 

學習共同體及授業研究 40,000 50,000 37,600 

十二年國教精進教學計畫 20,000 20,000 - 

精進課程及教學資訊專案計畫 - - 73,440 

先鋒學校計畫 - - 100,000 

國際學校獎認證計畫 100,000 100,000 180,000 

中小學推動國際教育計畫(SIEP) 564,000 97,300 234,210 

臺北市國民中小學國際筆友計畫 34,800 36,000 40,000 

世界海洋國際藝術教育專案 30,000 30,000 - 

傳統藝術教育計畫 23,000 23,500 - 

卓越藝術教育藝術亮點學校計畫 70,000 100,000 - 

美感教育計畫 - 24,500 120,000 

廣達游於藝專案計畫 - - 30,000 

小田園計畫 - - 110,000 

生涯發展教育 212,000 182,750 
100,320 

(截至 106-1) 

二、善用校內外資源，推動專業發展成長活動： 

本校善用社區與家長資源推動專業發展成長活動，邀請退休校長與教師擔任

講座，有效達到經驗傳承。社區業界人士授業指導更提供教師社群多元跨界

的課程發展及教學設計，作為研發教材、設計教學活動的重要資源。 

 

   

家長會提供研習師資 林明德教授擔任講座 田裡學友善環境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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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適切整合專業成長資源 

一、有效整合教師專業成長的相關資源（軟體）：整合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實踐

方案、教學輔導教師、學習共同體，進行「備課、觀課、議課」三部曲，教

師進行公開觀課並將回饋與建議的資源共享。並視教師需求訂定週五第 4 節

為共同空堂討論交流，並在每月聚會時發表各組共備成果。 

二、有效整合教師專業成長的相關資源（硬體）：亮點計畫通過後，藉由經費的

挹注已增設重量訓練室、樂活教室，預計添購 3D 列印機、數位製版機、數

位絹印機、雷射雕刻機等設備，並將於 107 年建置創客教室及生活美學教室。

提供學生學習動靜皆宜，教師教學創意多元的良好校園環境與設備。 

   

外部專家參與議課 申請亮點計畫通過 蘭雅國中行動書櫃 
 

項目 2.發展歷程 

目標 營造適切的專業發展歷程，整合內外資源以深耕茁壯。 

指標 2.1辦理多樣的進修成長活動 

2.1.1辦理多元化進修研習活動 

一、本校根據教師需求及教育政策發展辦理多元的進修研習，分類如下： 

1. 「課程與教學」：各領域專業知能、閱讀理解策略、新興教學方法等，3 年

內辦理時數共 803 小時。 

2. 「特定議題」：國際教育、性別平等教育、法治教育、環境教育、特教知

能等，3 年內辦理時數共 177 小時。 

3. 「研究與進修」：行動研究實務、國際教育初階研習、補救教學研習等，3

年內辦理時數共 110 小時。 

4. 「其他類」：資訊素養、親師溝通、班級經營、CPR 研習、教師身心成長等，

3 年內辦理時數共 139 小時。 

二、辦理創新的校本專業進修及研習成長活動：本校各領域除辦理特色課程的進

修及成長活動外，更積極嘗試教育創新實驗，如：均一教育平台、PAGAMO

自主學習平台、資訊平板融入教學、未來教室等。 

   
國際教育初階研習 英語 app行動學習 動輔治療在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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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辦理實踐本位專業成長活動 

一、成立亮點計畫核心小組共備社群：本校於 106 年申請臺北市亮點計畫通過，

為了使經費妥善運用並發展規劃相關課程，故定期辦理亮點計畫核心小組共

備。由行政團隊為主組成共備社群，規劃統整性的課程與教學發展方向。 

二、國際教育出國參訪增能共備：本校推動國際教育已歷 7 年，每年皆安排教師

帶領學生進行國際參訪，實際入班觀課，更於 106 年組成教師團至日本須磨

學園交流。107 年預計辦理英國、日本、新加坡三個學生參訪團，各參訪團

於行前進行教師分組增能研習，設計前導課程，於參訪前培訓。 

三、校本特色課程及彈性課程共備：本校各領域特色課程發展行之有年，每年各

領域會為特色課程辦理相關增能研習、進行共備，期能推陳出新。面對新課

綱的到來，校內也積極規劃彈性課程的內容，透過教師共備社群發展課程與

教材。 

 
  

國際教育課程共備－由左至右為日本、英國、新加坡 
 

指標 2.2 實施有效的教學觀察與回饋 

2.2.1實施系統性的教學觀察 

  各領域定期辦理公開觀課，透過公開觀議課的歷程增加教師共同對話的機

會，互相交流成長。並結合教學輔導教師、學習共同體、輔導團員公開觀課引進

外部資源。105 學年度及 106 學年度共辦理 33 場公開觀課，舉例如下： 

領域 時間 授課內容 教師 參與人員 

國文 
105 年 

10月20日 

夏夜 

(採用學習共同體方式) 
陳冠樺 

國文領域教師暨 

學習共同體社群教師 

自然 
105 年 

12 月 6 日 

解決問題： 

手工具的使用 
陳玫良 

自然領域教師暨 

自然領域輔導團員 

國文 
106 年 

3 月 30 日 

木蘭詩 

(採用學習共同體方式) 
賴怡君 

國文領域教師、 

呂淑珍退休校長 

社會 
106 年 

4 月 12 日 

社會規範 

(採用學習共同體方式) 
陳秋萍 社會領域教師 

社會 
106 年 

4 月 26 日 

單元：世界概述 

(採用學習共同體方式) 
林宜儒 社會領域教師 

自然 
106 年 

4 月 27 日 

綠色採買高手(臺北市

小田園教學研習) 
邱明成 臺北市各校 1~2 人 

自然 106 年 校園的大地賓果遊戲 邱明成 自然領域教師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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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 日 環境教育輔導團員 

特教 
106 年 

11月16日 

資優輔導課： 

數與根式的運算 
洪明瞭 

資優班數學教師暨 

特教輔導團員 

社會 
106 年 

12月13日 
地理課程結合解碼遊戲 林曉玲 

社會領域教師暨 

社會領域輔導團員 
 

2.2.2發揮教學觀察的回饋作用 

一、校內教師觀課後進行議課回饋：各領域安排的公開觀課皆有填寫觀課回饋表

及授課教師自評表，並進行綜合座談討論及回饋，將觀課後的心得與建議回

饋予教師同儕，並根據發現的問題整理成紀錄分享予校內其他領域教師。 

二、積極邀請教授、退休校長等共同進行觀課：除校內教師共同觀議課互相回饋

分享外，本校更邀請專家學者或實務經驗的退休校長或資深教師共同觀議

課，獲得豐富實質的外部回饋。 

三、運用網路平台進行教學討論與回饋：於蘭雅國中教育雲的網路硬碟放置教師

教學影片，提供教師互相觀摩分享。另本校理化教師錄製教學影片放置於網

路平台、資優班開設 facebook 社團，不僅可提供學生在家複習，也可以透過

公開的平台增加討論交流的機會。 

  
 

觀課後進行議課討論 網路平台教學課程分享 資優班 facebook 社團 
 

項目 3.發展成果 

目標 分享優質的專業發展成果，翻轉教室風景以多元綻放。 

指標 3.1 展現教與學的專業發展成果 

3.1.1呈現教師教學的專業發展成果 

一、教師團隊充滿高度專業的學習熱情： 

1. 全校正式教師碩士比例 47%，具備第二專長教師證者 13 位。每年均有教

師參與學位進修並鼓勵教師修習第二專長學分班。 

2. 教師參加研習比例高，平均每位教師每年研習至少 80 小時。 

3. 教師透過社群共備、寒暑假共備、教學觀摩達到整體成長。 

二、協助教師取得專業證照與研習證明： 

1. 鼓勵新進教師取得教師專業發展初階研習證書，推薦校內資深優良教師取

得教學輔導教師資格，目前本校共有 32 位教師取得教學輔導教師證書。 

2. 資優班師資多已修習資優學程，目前共有 7 位教師具備資優學程教師證，

尚有 2 位正式教師正在師大進修資優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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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鼓勵教師取得種子教師認證：本校各領域皆參加多元評量種子教師研習。

環境教育種子教師 2 位、國際教育初階研習證書 7 位、進階研習證書 2 位，

並有 6 位教師(含校長)擔任臺北市輔導團輔導員。 

三、不定期獎勵優異的教師專業參賽成果： 

本校教師參與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競賽近年來屢獲佳績， 102 年團體獎

第 3 名、104 年團體獎第 2 名、105 年團體獎第 9 名、106 年團體獎第 4 名。

近 3 年來得獎件數如下： 

年度 特優 優選 佳作 入選 共計 

104 0 4 5 4 13 

105 1 0 3 2 6 

106 1 2 4 3 10 
 

3.1.2提升學生學習表現的教師專業發展成果 

一、豐碩的學生學習成果： 

1. 發展多元適性的課程：本校重視每一位學生的學習，本著拔尖扶弱的精神

安排多元的課程，包含資優班、資源班以及課後的補救教學課程、課後語

言班，進行差異化教學幫助學子適性發展。並在校本課程中引進外部資源

如：荒野入班、美感教育等以及設計各領域特色課程豐富學生的學習。 

2. 提供展現學習成果的舞台：為肯定學生學習成果，本校於校園櫥窗、走廊，

甚至牆面不定期展出學生優秀作品，並透過學生學習成果展演、才藝之星

競賽、畢業晚會、校外表演等提供學生表現的舞台和空間。 

二、優異的學生學習表現： 

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內外各種競賽及發表活動皆有具體成效，不論是語文

類、數理類、藝術類、體育類、技藝類等，讓學生能夠展現其多元智能。下

表為近三年本校學生多元表現統計表（截至 106-1）： 

三、多元的教學評量方式 

1. 本校自 106 年度開始在亮點計畫的規劃下，強調「培養學生關鍵素養能力」

為教師專業發展的方向，且依據各項關鍵素養能力，發展建構學習評量標

準，據此檢核學生學習成效以及是否達到有效教學之目的。 

2. 各領域特色課程對應課程目標，運用不同評量工具，如：學習單、提問回

答、口頭發表、簡報發表、小組專題報告、競賽搶答、主題寫作、討論分

享、聽講心得、摘要筆記、小組任務、實驗操作、成品製作、活動企劃、

學年度 語文 數理 
藝術

競賽 

技藝

競賽 
體育 其他 總計得獎次數 

104 18 45 51 22 108 4 248 

105 21 20 32 3 124 5 205 

106 上 19 31 27 0 52 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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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觀察等，進行學習評量。 

3. 本校成立「亮點課程評鑑專責小組」運用不同的檢核機制，檢視評估學生

在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實施後的學習成效，並發展亮點課程學生學習歷程檔

案，記錄學習過程與學習成效。 

指標 3.2彰顯校本特色的專業發展成果 

3.2.1有效應用教師專業發展成果 

一、透過學生實際行動推廣學習成果：本校教師透過專業社群共備，規劃每年的

特色課程，讓特色課程可以在原有的基礎上增添新的元素，並將教學行動

化，讓學生透過實際行動彰顯教師求新求變的專業發展成果，如：國文領域

特色課程辦理前新增小記者快閃活動、綜合領域特色課程新增活動後各班代

表心得訪談等。 

二、促進正向循環的教師專業發展特色：本校行政團隊強力支持教師專業發展，

除提供人力、物力、經費等支持系統，讓老師們得以全力發展與展現其專業

成長成效，教師亦主動參與，校內領頭羊教師帶領教師自主發展社群、設計

課程，促進教師對話，增加學校整體效能。 

   

國文領域辦理小記者快

閃活動宣傳特色課程 

106 年全國 super 教師獎

得主郭青鵬老師發展綠

能探究實作社群 

本校盧雅君退休教師帶

領校內教師發展補救教

學課程教材 
 

3.2.2建立具有校本特色的專業發展成果 

一、發表各領域特色創新課程：各領域自 97 學年度起發展領域特色課程，目前

已達到「一領域一特色」，除原有基礎外也積極結合內外資源開發新的特色

課程。以下為各領域特色課程一覽表： 

領域 特色課程 領域 特色課程 

國文 
 閱讀彈性課程－荒野入班 

 詩人節特色課程 
綜合 

 感恩的禮讚－謝蘭秀 

 服務學習課程 

英語 

 英語單字王 

 英閱世界 

 翻閱國際 

藝文 
 生態狂想曲 

 美感教育入班教學 

數學  獨數一格 健體  健體小鐵人 

自然  綠能探究實作 特教  蘭雅特務 

社會 
 雅社王大賽 

 蘭雅文物展 
資優  Ipad 融入教學 



 參選編號：1072I001 

14 
 

二、推動多元創新的學生營隊：近三年來本校於寒暑假期間結合特色課程、校園

營造、專案計畫等辦理多樣的學生營隊。讓學子在寒暑假時也能透過學校提

供的資源適性學習。各營隊臚列如下：資優班探索營、校本資優人文探索營、

資優班科學營、亮點探索營、管弦樂音樂營、身聲節奏工坊、木作野趣工坊、

發現蘭雅馬賽克牆營隊、英國、新加坡及日本國際交流寒假營隊等。 

三、結合社區活動進行展演：本校教師專業發展多方運用社區資源，本著「取之

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教師帶領學生團隊參與社區各項活動，回饋

社區居民同時也展現學生學習的優良成果。如：綠色行動社於每年 3 月天母

水道祭參與踩街活動、擔任水道祭生態導覽員，管弦樂團歷年來受邀至士林

文化節、故宮「當雍正遇上名琴」演奏會、天母 SOGO 春日藝能節、高島屋

的天母在地團體演奏會、林語堂故居等場合演出，每年亦固定於東吳大學松

怡廳辦理成果發表會。 

四、展現國際教育發展成果：本校在國際教育發展成果豐碩，歸因於教師團隊的

積極推動。玆將國際教育教師專業發展之成果整理如下表： 

國際教育

教師專業

發展成果 

擔任臺北市中小學國際教育指定任務學校 

7位教師參與國際教育初階研習，取得證書 

2位教師參與國際教育進階研習，取得證書 

每年暑假辦理校內國際教育專業知能研習 

15位教師赴日進行教育參訪，增進國際教育課程規劃能力 

1位教師參加新加坡資優國際教育參訪（教育部） 

1位教師參加蘇格蘭教育參訪（教育局與英國文化協會合辦） 

2位教師參加新馬國際教育參訪（教育局與英國文化協會合辦） 
 

項目 4.專業永續 

目標 落實永續的發展評估模式，實踐教育本質以卓越傳承。 

指標 4.1推動客觀評估及持續修正的專業發展方案 

4.1.1評估教師專業發展的系統規劃與執行成效 

一、建立回饋機制：包含觀課紀錄表以及研習回饋表，以了解教師需求，並作為

之後辦理相關研習的參考。 

二、研習時數檢核：掌握教師參與研習狀況，並確實薦派教師參與研習，記錄各

領域種子教師名單，作為後續規劃相關研習依據。 

三、外部評鑑回饋：於學習共同體、教學輔導教師、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等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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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安排專家學者訪視，從中獲取寶貴意見並依據諮詢建議作為日後辦理修正

參考。 

4.1.2根據評估結果，研擬改善措施並落實執行 

一、行政團隊依據夥伴教師的建議與教學輔導教師們在學期初的協調會議制定

各次研習主題。 

二、透過觀課回饋表以及議課的歷程協助教師了解自身教學優缺點，並於日後教

學時調整。 

三、調整備課研習辦理型態，將場地拉至戶外，安排做中學的體驗學習活動並透

過工作坊的模式，觸發教師主動學習的意願。 

四、透過研習回饋結果及以及教師網路社群得知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的反

應，以調整專業發展的方向。 

指標 4.2建置分享與永續的專業發展機制 

4.2.1教師專業發展成果進行分享推廣 

一、校內分享：透過共備研習、朝會班週會、課發會、學校日、校慶教學成果展、

教學輔導教師會議等各式場合和親師生分享教師專業發展成果，並不定期透

過刊物、宣傳海報、嘉年華活動分享教師專業發展成果。 

二、校外分享：於群組共備會議中分享本校專業發展成果，並應邀至不同場合分

享，如：106 年 11 月 8 日北京教育參訪團蒞校參訪、106 年 10 月 19、20 日

參與教育部國際移動力與人才培育國際研討會、106 年 11 月 30 日參與臺北

市國際發展教育月課程融入教學展示等。 

三、國際分享：從「蘭雅國際人社群」、「國際筆友計畫」發展到現在教師同儕

組成的「國際教育參訪培訓社群」，透過國際（英國、日本、新加坡、馬來

西亞等）學校間的互訪交流、專業對話的過程，讓教師團隊對於課程發展與

課堂教學有更多深刻的啟發與成長。尤其是締結多所國際夥伴學校（英國

Stormont House School、Abertillery Comprehensive School；日本須磨

学園；新加坡中華中學、德明政府中學；馬來西亞寬柔中學），除體驗學習、

入班觀課、文化理解與增進情誼，更重要的是教師專業的交流分享，最後聚

焦教學新思維，營造學校學習與成長之風氣。 

   

自辦國際教育嘉年華 
教育部國際移動力與人

才培育國際研討會 

臺北市國際發展教育月

課程融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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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日本須磨學園 

入班觀課 

觀課後與日本須磨學園

教師進行討論 

和日本師生、芝山綠園吉

祥物拍照合影 
 

4.2.2教師專業發展成果呈現逐年成長趨勢 

一、本校教師專業發展社群鼓勵教師持續發展，也陸續因應新的議題組成新社

群。歷年申請概況如下： 

學年度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社群數 6 6 3 9 9 9 

二、高度參與的教師專業成長研習：本校教師積極參加校內外研習，教師進修成

長意願高。近年來全校研習時數如下： 

學年度 101 102 103 104 105 

全校總研習時數 8836 10202 10195 10263 9782 

個人平均研習時數 

(每年人數不同，略有差異) 
71 83 82 82 81 

三、本校自 97 學年度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以來，積極推動校內教師參與

並鼓勵教師參加評鑑人員研習，人數及比例如下表： 

學年度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參加教師人數 33 55 65 65 80 97 107 113 116 

參加教師比例 26% 44% 52% 52% 64% 77% 85% 90% 
92.8

% 
 

二、 創新作法 

蘭雅自 97 年參與至今已經歷了十個年頭。從一開始由行政推動，到現在每位

教師皆非常熟稔教師專業發展的運作模式，逐漸轉型為校本教師專業發展。參考

學者對校本教師專業發展的定義以下列四點說明本校的創新作法。 

（一）學校本位的系統性運作方式： 

每學期初，各領域教師們根據領域的需求規劃 8 次教學研究會計畫，行政

人員則依照領域的需求提供經費、人力等協助，並固定出席期初、期末的

教學研究會了解各領域實施概況與需求。在學習共同體以及教學輔導教師

會議同樣也徵詢參與教師的建議後制訂各次共備主題，達到完善規劃、有

效運作。 

（二）兼顧理論與實務的多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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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新興政策及教育方法邀請合適的講師或校內種子教師分享，以求教師

能夠了解現代教育脈動。同時為了將理論落實在教學中，透過每學期安排

不同類型的研習活動，如實作課程、觀議課、參訪等，讓老師們樂於學習

並找尋理論及實務融合的方式運用在教學中。 

（三）關照教師與學校需求提昇效能： 

符應教師專業發展的需求，提升教師教學知能是學校發展的基石。我們透

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及公開觀課讓教師了解自己教學的優缺點並能汲取其

他教師的長處；透過教學輔導教師制度幫助代理教師及新進教師快速適應

並融入蘭雅大家庭；透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及備課研習提供教師多元成長

的養分。 

（四）走出臺灣放眼國際的創新作法： 

本校於 2008 年起即積極推動學校本位國際教育，融入各領域特色課程中，

期望增廣學生的國際視野、豐富其國際素養。自 103 學年度起，和日本兵

庫縣須磨學園進行交流活動，由各領域教師們進行共備設計具有本校特色

的體驗課程，除了讓學生瞭解國際文化差異、增加學習廣度外，106學年度

我們更融入重要議題，包括「i文化」以文化接觸理解文化多樣性，培養學

生基本外語能力及探索世界之好奇心；【i生態】揭示環境與永續的國際議

題；【i人權】關心正義與人權的國際議題，並規畫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行

動方案，以學生的實踐力，驗證國際教育課程的學生學習的成效。甚至教

師更自主規劃辦理學生培訓成長課程，由國際教育教師增能社群的成員規

劃一系列的課程，於課堂中或寒暑假營隊實施，融入公投、性別平等、環

保生態、居住正義等議題。 

肆、優質成果 

一、 目標達成 

（一）建構系統的專業發展計畫，凝聚團隊共識以精進成長。 

能因應教育政策，將相關內容系統性的納入校內專業發展計畫規劃。並在

各會議宣導教育改革走向及學校因應政策而預計創新改變的方向，以凝聚

團隊成長共識。為了達成共同願景，引入多方資源，包含校內外教師、家

長、芝山綠園等社區資源，以及學術機構如東吳大學、臺灣師範大學等大

專院校及國家教育研究院、科技部的專家學者，建立完善的人力資源網，

做為發展計畫的強力支持。 

（二）營造適切的專業發展歷程，整合內外資源以深耕茁壯。 

教學輔導教師會議以及各領域教學研究會在每學期初皆會彙集教師們的意

見與學校發展願景做整合以規劃合宜的成長課程。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為例，各領域共辦理 48 次共同備課、11 次觀議課、1 次參訪、17 次工作坊

以及 4 次講座。並且搭配本校申請的專案計畫辦理多元成長研習，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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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教育、美感教育等校本位特色課程。我們也運用亮點計畫的經費於 106

年辦理 15 人的教師團隊至日本進行國際交流活動，預計 107 年出訪英國、

108 年出訪美國，精進教師在課程與教學的專業成長。 

（三）分享優質的專業發展成果，翻轉教室風景以多元綻放。 

106 年本校於教師專業實踐方案申請 9 個教師專業發展社群，營造專業對話

的氛圍。除此之外也配合各專案計畫組成共備小組，教師參與各項增能研

習後進行共同備課，發展特色課程提供學子發揮舞台。在平時教室走察的

部分也可以看到教師們運用不同的教學模式上課，讓課堂中充滿了活潑的

笑聲及專注的眼神。 

（四）落實永續的發展評估模式，實踐教育本質以卓越傳承。 

蘭雅教師在公開觀課時能藉由教學觀察表檢核課程運作狀況，並整合議課

時的意見進行調整。在共備課程運作時也會透過師生回饋等進行滾動式修

正，讓課程更臻完美。校內透過各領域公開觀課讓教師們得以互相分享教

學成果；校外則鼓勵教師參與相關競賽並在不同場合進行分享，以推廣蘭

雅優質專業成果。 

二、 創新成果 

本校長期耕耘教師專業發展，教師精進成長的成果由近年來參加各項競賽的

優異表現可見一斑。以下就教師參與競賽成果、指導學生對外競賽及帶動校務卓

越發展等面向呈現。 

（一）教師參與各類專業競賽展現成果： 

1. 臺北市教育局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活動－104 年至 106 年得獎

作品共 29 件，茲將優選以上作品表列如下： 

104 年綜合領域優選 張益慈 綜合活動領域合科教學－合作 

104 年藝文領域優選 
謝忠良、翁千雅、黃阡穗、

吳雅婷、王思樺 
蘭雅生態狂想曲 

104 年自然領域優選 郭青鵬、周婉姍 
將 POE 教學融入學習共同體實

施理化科教學之心得分享 

104 年自然領域優選 陳玫良、高永遠、陳則良 
國中 8 年級理化課程運用差異

化教學策略之行動研究 

105 年自然領域特優 
郭青鵬、周婉姍、林靖捷、

洪明瞭、林曉玲 

熾熱響「焱」－青鳥式翻轉下

的學習共同體 

106 年自然領域特優 
郭青鵬、周婉姍、許綉玉、

魏秀恬、陳政儀 

進入門得列夫的世界－青鳥式

行動學習下的探究實作 

106 年行政類優等 
曾春華、林佳慧、黃佳雯、

劉慧貞、李芝安、徐安國 

亮點探索營－看見蘭雅孩子的

亮點 

106 年綜合領域優等 
張益慈、張榕庭、歐玥蘭、

吳宜娟、賴鵬聿、陳昭蓉 
感恩的禮讚～謝蘭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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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類競賽活動 

104 

學年度 

董致廷 臺北市 104年社會組語文競賽 寫字組第 1名 

謝忠良、翁千雅、

黃阡穗、吳雅婷、

王思樺 

財團法人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辦

理微笑台灣‧創意教學教案徵選 
佳作 

郭青鵬、周婉姍 
國家教育研究院愛學網教師創意

教案競賽 
優等 

郭青鵬、周婉姍、

林靖捷 

12年國民基本教育國中教師有效

教學深耕推廣計畫優良教案徵選

比賽 

自然與生活科技

組優選獎 

林曉玲、黃阡穗 

臺北市 104學年度公私立中等學

校教育叢書暨校刊競賽國中校刊

書刊型  

特優 

主編獎及團體獎

第 3名 

105 

學年度 

林曉玲、郭青鵬、

林宜儒 

國民中學有效教學教案設計徵件

比賽 
佳作 

林佳慧 
天下雜誌辦理 2016微笑台灣創意

教案 
國中組入圍 

洪明瞭 
臺北市 105年度中等學校學生科

學研究獎助 
優良教師 

何沛儒、黃阡穗、

許綉玉 臺北市 105 學年度公私立中等學

校教育叢書暨校刊競賽-校刊型 

特優 

團體獎第 2名 

黃阡穗 美編獎 

許綉玉 主編獎 

柯紋娟、郭青鵬 臺北市第 50屆中小學科學展覽 優良指導老師 

洪明瞭 臺北市特殊優良教師  

郭青鵬 臺北市 SUPER教師獎  

林曉玲、陳文明、

吳雅婷 

十二年國教有效教學深耕推廣計

畫優良教案徵選 
社會領域佳作 

106 

學年度 

洪明瞭 教育部 106年師鐸獎  

郭青鵬 全國 SUPER教師  

周婉姍、郭青鵬、

林靖捷、黃美瑤、

許綉玉、黃彩霞 

臺北市 106 年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創新應用團隊選拔活動 
國中組優勝 

林鼎淵 
106年度臺北市交通安全創意教

學教材徵選活動 

教材教案甄選類

第 2名 

郭青鵬、周婉姍 
2017全國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

我就懂 

教師組第 2名 

最佳人氣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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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展現專業多元指導能力之成果： 

學生獲獎紀錄繁多，有體育、美術、語文、音樂、科學等多元傑出表現。

茲列舉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參加全國以上及國際競賽獲獎一覽表 

第 57 屆全國科學展覽數學科 第 2 名 

全國地板滾球運動會全國總決賽 第 1 名 

第十一屆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決賽國中九年級組說

服類 

優選 1 名 

甲等 1 名 

總統盃全國水球錦標賽榮獲公開男子組 第 3 名 

全國語文競賽［寫字］國中學生組 第 4 名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國中普通班 佳作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類國中普通班 佳作 

 

（三）教師專業實踐，帶動校務發展卓越績效： 

104 

學年度 

臺北市第 18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國中組團體獎第 2 名 

臺北市 104 年度國民學生涯發展教育輔導訪視績優學校 

臺北市優質學校資源統整獎 

105 

學年度 

申請臺北市第三期程亮點計畫通過。 

臺北市第 18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國中組團體獎第 9 名 

臺北市 105 學年度交通安全教育評鑑特優 

臺北市 106 年度交通安全教育金輪獎績優學校 

106 

學年度 

自本學年度起為北市唯一增置 2 班資優班的學校。 

106 年度臺北市交通安全創意教學教材徵選活動團體獎第 2 名 

臺北市第 18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國中組團體獎第 4 名 

 

面對 12 年國教的教育改革浪潮，蘭雅的教師團隊不僅跟上時代的腳步，更勇

於嘗試各項新興教育議題。每位教師同仁都樂於奉獻專業知能、著力深耕校本課

程，透過協同合作翻轉教室風景以落實教育對學子的價值。並在各領域共備分享

的機制下發揮傳承及創新的專業精神，期望帶給蘭雅學子更多元豐碩的成果，營

造優質前瞻的幸福校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