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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成功高中「親愛精誠  成功領航」教師教學方案，乃依據教師教學向度的

SWOT 分析，以學校願景「全球視野 成功領航」為目標準則，訂定教師優質教

學的 4 個目標：「班級經營  一家至親」、「創新教學  跨界博愛」、「有效教

學  活化專精」、「教學規劃  敬業熱誠」。而達成目標則需有良好之行動策略，

方能聚焦達標並凸顯特色，因此針對上述 4 項教師優質教學之目標，擬定行動策

略如下：於班級經營層面，以「團體動力」為焦點，務求營造團體動力並強化；

於創新教學層面，以「社會關懷」為焦點，務求創新之教學成果能推廣分享至校

外；於有效教學層面，以校本「課程實施」為焦點，務求教學生動多元；於教學

規劃層面，以校本「課程設計」為焦點，務求「以終為始」，以素養培育為校本

課程之目標(終點)，並以素養為導向設計課程(起點)。「親愛精誠  成功領航」

教師教學方案期許成功高中教師發揮親愛精誠之精神，於教育界成功領航，更重

要的是，成功帶領學生成為卓越人才、使之成為各行各業之領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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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年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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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榮獲臺北市優質學校學生學習向度

及資源統整向度優質獎，可知成功高中以學生學習為中心所擬定之各項目標與策

略，可有效導引教師透過專業發展與課程發展提升其教學效能，而其成果已受曯

目與肯定。其中，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核心小組 104 及 106 年對學生問卷

調查顯示，贊同「學校有開設我喜歡的選修課程」達 83.85%；贊同「我從選修課

老師的教學當中學到許多讓我感興趣的事」達 84.32%；贊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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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77.11%。顯示教師教學規劃

之成果已於學生學習中展現。此外，教師於課程與教學中融合社會關懷，帶領學

生透過公益演出、向下扎根活動、偏鄉服務等以善盡社會責任，102-106 學年度

共辦理公益演出 17 場次、向下扎根之各項營隊與展覽共 11 場次。教師之教學效

能與敬業精神有口皆碑：近年來獲教育主管機關推薦或媒體採訪報導逾 10 件；

學校薦派參加臺北市特殊優良教師評選之教師大受肯定，103-106 學年共 9 位榮

獲臺北市特殊優良教師獎、3 位教育部師鐸獎。 

 

創校九十餘載，在邁向百年名校的歷程中，成功高中以「親愛精誠  成功領

航」為自我期許，以學生學習為中心、以教師教學為半徑，成就圓滿之校務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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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課程發展、學生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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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起執行科技部第三期高瞻計畫、106 學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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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目的希望透過課程與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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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是師生時常參訪

利用或參與各項展演活動的場域，提供了師生豐富的外部教學研究與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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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年度學生人數為 2,573 人。 
 

(三)教職員規模 

教職員工計 219 人，其中正式教師 125 人（不含教師兼行政 17 人、留職停

薪教師 9 人、代理教師 19 人），教官 7 人，職員 24 人，職工 7 人，約僱人員 8

人。 

 

貳、優質目標 

一、背景分析 

成功高中盤整與教師教學有關之各項因素進行 SWOT 分析，據以擬訂教師

教學方案之目標與因應策略。 

表 1  臺北市立成功高中教師教學 SWOT 分析 

構面 S(有利條件) W(不利條件) 

內
部
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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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學校不乏極具熱忱之教師，能

扮演領頭羊角色，力促協作創

新，表現成果優異，多為校際矚

目焦點，同時亦激勵其他教師

一齊持續精進。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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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之教學方

法以講述法為主，不易引導學

生思辨及主動探究。 

2.教師因面臨傳統升學壓力，對

於新課綱所倡導之素養導向之

課程與教學，仍多持觀望態度，

尚未能普遍積極參與變革。 

3.多數教師處於青壯年，面臨工

作挑戰與家庭照顧之平衡，身

心壓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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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
政
團
隊 

1.行政團隊跨處室分工整合，且

能與教師團隊緊密合作，提供

良好支持。 

2.定期舉行教學輔相關會議，落實

各項工作之規劃、問題解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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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生 

1.學生資質優良、潛能無限、具有

創意、學習能力強，能激勵教師

教學相長、創新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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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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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養、技能、情意或態度尚有精進

空間，有待教師啟發引導。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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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學生，時間與工作壓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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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專業發展、教

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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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空

間等資源分配難度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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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
因
素 

教
育
政
策 

1.新課綱課程之推動，激勵教師

動能，提供教師展現專業知能

之契機。 

2.透過校際交流或聯盟，以及教

育主管機關辦理之各項研習，

有利於教師創新教學並提升專

業素養。 

1.考招連動及新課綱實施之部分

相關配套未明，影響素養導向

之課程設計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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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日益

增多，亦有家長未能認同部分

課程或教學活動、未能完全尊

重教師專業自主，須加強溝通

及理念宣導。 

2.高風險家庭日益增多，加重教

師對於學生訓輔、班級經營與

家長溝通輔導之挑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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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資
源 

1.中正區人文薈萃資源豐富，教

師廣泛運用社區資源融入課程

設計及教學，並可推廣分享課

程與教學之成果，以教育服務

善盡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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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學區內高中校際競爭壓力大，

以學生為中心之課程與教學需

更具特色，教師欲提升其教學

成效因此更具挑戰性。 

2.網路與社群媒體影響學生思辨

與學習偏好，教師亦需及時掌

握網路世代潮流，有效教學與

班級經營方可與時俱進。 

 

二、具體目標 

    成功高中「親愛精誠  成功領航」教師教學方案，乃依據教師教學向度的

SWOT 分析，以學校願景「全球視野 成功領航」為目標準則，訂定教師優質教

學的 4 個目標：「班級經營  一家至親」、「創新教學  跨界博愛」、「有效教學  

活化專精」、「教學規劃  敬業熱誠」。而達成目標則需有良好之行動策略，方能

聚焦達標並凸顯特色，因此針對上述 4 項教師優質教學之目標，擬定行動策略如

下：於班級經營層面，以「團體動力」為焦點，務求營造團體動力並強化；於創新

教學層面，以「社會關懷」為焦點，務求創新之教學成果能推廣分享至校外；於有

效教學層面，以校本「課程實施」為焦點，務求教學生動多元；於教學規劃層面，

以校本「課程設計」為焦點，務求「以終為始」，以素養培育為校本課程之目標

(終點) ，並以素養為導向設計課程(起點)。「親愛精誠  成功領航」教師教學方案

之目標與策略架構如圖 1，期許成功高中教師發揮親愛精誠之精神，於教育界成功

領航，更重要的是，成功帶領學生成為卓越人才、使之成為各行各業之領航人。 

 

圖 1  臺北市立成功高中教師教學方案目標與策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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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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年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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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榮獲臺北市優質學校學生學習向度

及資源統整向度優質獎，可知成功高中以學生學習為中心所擬定之各項目標與策

略，可有效導引教師透過專業發展與課程發展提升其教學效能，而其成果已受曯

目與肯定。 

 

參、具體做法 

一、實施內容 

成功高中教師近年來透過校本課程發展與專業發展提升教學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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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教師於課程設

計與課程實施層面已大幅增能，且多能突破傳統之講述教學模式；而近年來為轉

銜至新課綱課程，教師自主成立社群以研發課程並進行觀課，相互觀摩精進教學

已蔚為風氣。表 2 依「親愛精誠  成功領航」方案之目標及行動策略，列出扣合

優質學校教師教學向度 8 項指標之「具代表性」（以有別於「一般性」）的做法

及學校特色。 

表 2  臺北市立成功高中教師教學方案目標策略與具體做法 

優質 

目標 

行動

策略 
(扣合優質學校指標)具代表性的做法 學校特色 

教
學
規
劃  

敬
業
熱
誠 

課
程
設
計  

以
終
為
始 

1.1 規劃符合學習需求的教學情境 

 校本課程以素養的培育為導向，教

師以社群之模式強化動能與專業能

力，研發各項聚焦於學生興趣與需

求之課程，諸如校訂必修課程培育

學生校本八大核心能力，多元選修

課程內容結合生活、新興科技與未

來趨勢，加深加廣選修與補強性選

修提升學生學科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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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輔助方

案核心小組 104 及 106 年

對學生問卷調查顯示，贊同

「學校有開設我喜歡的選

修課程」達 83.85%；贊同

「我從選修課老師的教學

當中學到許多讓我感興趣

的事」達 84.32%；贊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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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77.11%。顯示教

師教學規劃之成果已於學

生學習中展現。(參見表 5)

 102學年-106年度校外教學

共計 193 場次。 

1.2 發展多元有效的學習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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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06 學年度「學習夥伴聯

盟」總計獎勵 107 組次、逾 3

百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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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獎勵學習聯盟表現優良之學生。

 高一全年級之跨班選修課程每學年

有 8 節共同課程，其中 4 節內容為

「學習態度與學習方法」及「圖書資

源利用」，採用後設認知策略以提升

學生之學習能力。 
「學習夥伴聯盟」激勵餐會

班
級
經
營  
一
家
至
親 

團
體
動
力  

營
造
強
化 

2.1 訂定適切的學生行為規範 

 班級層級：校長倡導「一師一典範」，

行政團隊透過導師會議、新進教師研

習等，建立師生「班級就是家庭、班

會就是家庭會議」之共識，除了教師

以身作則之外，更強化班週會之功

能，由師生共同發展班規、凝聚向心

力、型塑優良班風。 

 學校層級：引導學生代聯會針對學

生權益及校務經營議題，理性思辨

研討行動方案；建立社團評鑑機制

引導社團學生透過社團活動學習自

律，由學務處於學期當中持續督察、

每學期末辦理社團評鑑。 

每學期辦理多次分年級及全

年級導師會議，研討班級經營

議題及經驗分享；每學年辦理

新進教師系列研習，由優良導

師傳授班級經營心法。 

由優良導師於新進教師 
研習中傳授班級經營心法 

2.2 建立支持信任的班級文化 

 各班導師結合家長及社區資源，發

展多彩多姿之班級特色活動，達成

以下效益：(1)營造支持安心的班級

氛圍：例如午休散步晤談、電影體

驗、家長職涯分享、瓶中信、畢業學

長經驗分享、邀請校外人士國際經

驗分享等。(2)型塑友愛和諧的班級

文化：例如，班級旅遊、節慶同樂

會、校外參訪、周邊社區走察等。(3)

強化信任合作的班級動力：例如，

偏鄉服務、學習成果展攤位籌辦與

導覽、城市尋寶、讀報群組分享等。

 結合多位優良導師之經驗及熱忱，

實施「週懂人生」計畫，從生命教育

與品格教育優化班級經營：多位優

良導師組成社群研發教材，利用班

成功高中是傳統名校且僅收

男生，因學生及家長對於校際

排名多有特殊情結，因此教師

處理學生課業壓力、感情問題

及親子關係，是教師教學除了

學科專業以外之三大挑戰。面

臨此三大挑戰，教師發揮愛

心、耐心、細心、用心、熱心

的特質，將學生視如己出，於

班級中形同嚴父慈母，除了盡

心營造班級團體動力，更盡力

關照輔導特殊學生甚或家長

(如特殊教育及高關懷家庭)。

 



 

 9

週會時間至班級帶領活動，協同原

班導師班級經營。 

(前頁照片)「週懂人生」之 
「同理樹」單元班級活動 

有
效
教
學  

活
化
專
精 

課
程
實
施  

生
動
多
元 

3.1 善用有效的教學方法與資源 

 教師採用協同學習、合作學習、參

訪、體驗、PBL、實作、探究式教學、

世界咖啡館、大師講座、發表、展演

等方式帶領學生學習，能激發學生

學習熱情及興趣，引導學生從做中

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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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班選修課程以期末展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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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班選修開設不同程度之課程，讓

學生依興趣及需求自由選課，符應

學生學習的個別化與差異化。 

 教師教學非僅止於傳統之

講授法。採用協同學習、合

作學習等多元活化之教學

模式之任課教師逾七成，豐

富學生思辨、表達及實作之

經驗。 

 自 102 學年度起於高一高

二每學期以班級數之 1.5倍

之數量開設跨班選修課程

至少各 28 門(30 班)，包括

新課綱之補強性選修及加

深加廣課程。 

3.2 運用適切的教學評量與回饋 

 教師採用多元評量，不以單一之認

知程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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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與互評、學習檔案等。 

 微觀層面的評量與回饋機制：跨班

選修課程任課教師於學期末進行學

生回饋問卷調查，以了解學生學習

感受及對課程教學之建議，據以做

為課程與教學修正之重要參考。 

 巨觀層面的評量與回饋機制：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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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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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

於以資訊科技進行課程管理。

學生登入平台後立即可見個

人八大核心能力雷達圖，可從

雷達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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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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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新
教
學  

跨
界
博
愛 

社
會
關
懷  

推
廣
分
享 

4.1 展現創新實驗的教學知能 

 教師以社群進行課程研發、行動研

究、跨科協同課程設計與教學。 

 行政團隊辦理特色課程教學檔案

展、特色課程分享會（科內分享與

跨科分享）、社群成果發表會、素養

導向課程設計研習，並鼓勵全校教

師開放教室相互觀課，藉此打造教

師展現並分享成果的舞台，激勵教

師持續專業成長及創新實驗。 

特色課程分享會及社群成果

發表會激盪跨科合作協同之

創意，並能轉化為行動，102-

106學年跨科課程總計開設12

門(參見表 7)。跨科課程「數學

建模與創客」參加科技部 105

年度第三期高瞻計畫成果展

競賽榮獲高中職高瞻課程組

優選。106 學年度跨科素養導

向課程「2030 移工知多少」為

跨校跨科社群「愛思客」研發

並由跨校教師協同開課，並開

放教室歡迎各界入班觀課。 

4.2 統整創新的教學歷程與成果 

學校領導以兩大心法，統整與發揚創

新的教學歷程與成果：其一，以課程發

展為平台，提供師生創新實驗及推廣

分享的機會。其二，以「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為方針，引導教師於課程與教學

中融合社會關懷，善盡社會責任。教師

創新教學體現博愛精神之方式如下： 

 公益演出：教師於課程中不僅教導

表演藝術，更帶領學生以設計思考

為方法，規劃辦理至校外期末公益

演出及公益募款。 

 向下扎根：教師以課程與教學之設

備與成果，為國中小辦理營隊與展

覽，並培訓學生以課程所學，為參

觀之國中小學生或民眾導覽解說。

 偏鄉服務：教師帶領班級或社團至

偏鄉學校、醫院或社福機構進行服

務學習。 

 跨班選修課程「用音樂改變

生命」102-106 學年度共辦

理公益演出17場次(參見表

8)。以本課程師生互動及學

生與民眾互動為體裁所寫

成之報導文學，榮獲教育部

106 年高中優質化輔助方

案十年成果故事甄選優等。

 102-106 學年度師生赴校外

辦理向下扎根之各項營隊

與展覽共 11 場次(參見表

9)。 

 102-106 年度教師帶領學生

至偏鄉學校服務學習共 35

場次。 

 

二、創新做法 

在學校教育的體制內，傳統的教學多被框架所侷限，亦即教學是「上課時間」

在「一間教室內」由「體制內的一位老師」用「單一化的教材」及「固定有限的

資源設備」教導「校內的學生」。成功高中之教師教學，能以校本課程發展為導

向，突破傳統人事時地物的框架，使教育現場呈現創新活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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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臺北市立成功高中教師教學方案突破框架之創新做法 

類別 傳統框架 突破框架的創新做法 具代表性之成果(跨班選修)

人 

教學者：體制

內教師一人 

同科或跨科協同教學：2 位以

上校內教師、或校內教師與校

外教師共同開課。 

動漫中的文化探索(跨科)、

2030 移工知多少（跨校跨

科）、愛情與麵包(同科)等

大師講座：每學期聘請教授或

專家入班演講 2-6 節。 

用音樂改變生命、大演說

家、生物醫學與人生等。 

學習者：校內

學生 

師生共學：專家學者演講或授

課，同時亦開放其他教師參加

與學生共學。 

E 起來做冊讀冊、大演說

家、生物醫學與人生、光影

文學—微電影創作等。 

跨校學生共學：友校師生蒞校

參加期末成果發表、跨國線上

交流學習。 

大演說家、認識印地安納州

的朋友—結交筆友及互訪

學習等。 

事 

教材：單一化

的教科書 

每一門跨班選修均為開課教

師或教師社群自編教材。 

教師參與行動研究或教案比

賽等迭獲佳績(參見第 20頁)

學習層面：知

識為主 

學習內容包含知識、技能、情

意或態度；給予學生以素養為

導向所設計的學習任務。 

2030移工知多少、家政全球

化與在地化研究、創客設

計、APP 開發應用等。 

評量方式：紙

筆測驗 

跨班選修課程均採多元評量，

多門課程辦理期末成果發表。

社會問題探究與行動、

Arduino 創意互動設計等。

時 
每週 35 節上

課時間 

跨節次校外教學：跨班選修課

程辦理山區地質考察。 

地球科學與人生 

拓展性課程：以課餘(中午、放

學)、例假日、寒暑假時間辦理

講座、研習、培訓班、營隊等。

升學輔導講座、成功領航講

堂、濟城文藝營、昆蟲營、

菁英領袖營、資安研習營等

地 
校內一間教

室 

校園中的大自然體驗與觀察、

發現校園營造待改進問題等。

地球科學與人生、植物與生

活、綠校園改造等。 

學校周邊古蹟、社教機構、政

府機關、文創園區、自然環境

等參訪或實察。 

食品與鑑識化學、地理實

察、臺北城古蹟探訪、走入

地理走入生活等。 

赴偏鄉學校或社服機構帶領

校內學生服務學習及公益演

出；至國中端辦理展覽或營隊

推廣課程成果。 

各班級及各社團之服務學

習；課程「用音樂改變生

命」、「動物與植物組織研

究」、「APP 開發應用」。

跨校聯盟學校及大學端。 
「臺北五校聯盟」辦理之微

課程。 

物 
有限的資源、

經費、設備 

資源：積極申辦各項專案計畫

及運用社會資源。 

102-106 學年申辦通過獲得

100萬元以上補助款之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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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各項專案計畫經費、家

長會挹注協同教學鐘點費。 

競爭型計畫計有臺北市課

程與教學領先計畫、教育部

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特色

領航計畫、臺北市課程與教

學前瞻計畫、科技部高瞻計

畫、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輔助

方案前導學校計畫，總計獲

補助款 46,413,400 元。家長

會每學年編列協同教學鐘

點費至少 2萬元。 

設備：以各項專案計畫逐年提

升教學設備之質與量、改善專

科教室、創客教育及行動學習

相關設備、建置特色課程學習

歷程平台（cgfc.cksh.tp.edu.tw）

及 線 上 開 放 式 課 程 平 台

(camdemy.cksh.tp.edu.tw)等。

 

肆、優質成果 

一、目標達成 

（一）教學規劃  敬業熱誠 

成功高中自 102 學年度起於高一高二每學期開設跨班選修課程至少各 28 門

(30 班)，105 學年度起將跨班選修課程轉銜至新課綱，課程開設包括新課綱之補

強性選修及加深加廣課程，每一門課程均有完整之課程計畫表及扣合之校本核心

能力，所有課程計畫均於特色課程學習歷程平台（https://cgfc.cksh.tp.edu.tw/)供親

師生登入後點閱。校內教師迄今總計逾八成曾開設跨班選修課程，課程數量累計

近 170 門。 

教師之教學效能與敬業精神有口皆碑，近年學校薦派參加臺北市特殊優良教

師評選之教師大受肯定，103-106 學年共 9 位榮獲臺北市特殊優良教師獎、3 位

教育部師鐸獎。 

表 4  臺北市立成功高中 103-106 學年臺北市特殊優良教師及其全國性之榮譽 

學年度 類別 姓名 學科 其他全國性之榮譽 

103 語文與社會科學 徐淑慧 國文  

103 數學與自然科學 謝莉芬 地球科學 
107 年獲教育部教育家部

落格報導為「人物典範」

103 導師 涂琦 國文 
榮獲教育部師鐸獎、99
年度臺北市傑出市民。

104 語文與社會科學 鄭美瑜 國文  

104 數學與自然科學 許美蓮 生物  

105 藝術與藝能學科 黃玉英 藝術生活 

陶藝家，2014 年作品「海

闊憑魚躍」受邀於法國

羅浮宮卡洛斯廳展出。

榮獲教育部師鐸獎。 

106 數學與自然科學 杜玲均 資訊 榮獲教育部師鐸獎。 

106 藝術與藝能學科 鄭忍嬌 家政  

106 導師 邱淑霞 國文 
99 年榮獲資策會臺灣第

三屆部落客百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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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班級經營  一家至親 

班級經營是潛移默化的生命教育、是百年樹人的希望工程。成功高中教師結

合家長及社會資源，以多彩多姿之班級特色活動，建立支持信任的班級文化，班

級之團體動力綜合展現於學生之品格涵養、升學表現、校外競賽佳績等。 

邀請家長就其職業專長
作經驗分享 

節慶同樂會讓學生感受班
級乃是學校之生命共同體

班級登山活動 
結合國文科教學 

優良導師分享：午休散步
晤談-陪伴是最好的禮物 

帶領學生至安養院 
為老人餵食 

帶領學生至創世基金會 
為植物人讀報 

教師帶領學生為「創世基金會」之植物人讀報和才藝表演後，學生之省思 

  

教師鼓勵學生以正面

文字表達彼此關懷的

感情，凝聚和諧的認同

感。 

 

結合家長參與，建構親

師生共同合作的學習

模式，讓親子之間的溝

通透過老師的協助，達

到零距離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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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透過每日一則剪

報的「留言簿」，讓學

生紓解壓力與情緒，也

可提供適當的學習指

導，傾聽學生之心聲、

關懷生活及課業問題。

 

（三）有效教學  活化專精 

104 年 1 月及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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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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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測平均回收率 91.7%。表 5 列出問卷題目及前後測之平均結果，總體

而言，有八成之學生及家長對於課程與教學表示贊同(前後測平均)。 

表 5  臺北市立成功高中 104 及 106 年課程與教學問卷調查與統計結果 

【學生問卷，共 42 題】關於本校全體老師的教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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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老師的教學能引導我思考。 28.19% 60.61% 8.64% 2.27%
問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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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 53.11% 17.86% 4.79%

問題 5. 老師用不同的教學方式(例如：小組討論、角色
扮演、桌遊等)，幫助我了解課程內容。 30.03% 48.98% 17.50% 3.25%

問題 6. 老師運用資訊科技的軟硬體進行教學 (包含手
機、平板、電腦、即時回饋系統等)。。 30.25% 54.25% 12.21% 3.10%

問題 7. 老師的教學能激發我的學習興趣。 21.67% 52.64% 18.17% 7.33%
問題 8. 老師的教學強調在考試中得到高分。 13.19% 31.78% 36.40% 17.89%
問題 9. 老師在課堂上常提供同學公開發表的機會。 29.85% 49.61% 17.04% 2.52%
問題 10. 我喜歡選修課老師的教學。 33.66% 50.32% 11.56% 4.22%
問題 11. 我喜歡老師在選修課當中帶領我們解決問題。 30.28% 55.82% 10.42% 3.24%
問題 12. 我從選修課老師的教學當中學到許多讓我感興
趣的事。 34.50% 49.83% 11.38% 4.06%

問題 13. 和必修課相比，我更喜歡選修課的教學。 32.40% 38.72% 23.43% 5.50%
問題 14. 我希望可以上更多的選修課。 31.75% 37.65% 22.35% 8.25%
問題 15. 選修課讓我得到學習自信。 20.53% 44.09% 28.66% 6.48%
問題 16. 我在選修課表現得不錯。 29.57% 56.58% 4.89% 3.72%
問題 17. 和班上很多同學比起來，選修課對我來講比較
容易學習。 23.60% 43.74% 26.45% 5.98%

問題 18. 和必修課比起來我覺得選修課比較簡單。 26.91% 43.56% 21.36% 7.67%
問題 19. 學校有開設我喜歡的選修課程。 37.12% 46.73% 10.38% 5.52%
問題 20. 我可以選到我喜歡的選修課程。 25.34% 42.42% 20.07% 11.87%
問題 21. 本校選修課程是跑班模式。 49.46% 38.04% 9.08% 2.88%
問題 22. 學校的選修課程依舊是升學導向。 13.44% 25.87% 45.33% 15.37%
問題 23. 學校的選修課程有助於我了解未來的發展方向。 18.88% 44.36% 29.02% 7.44%
問題 24. 學校的課程與企業或大學合作，讓我可以先為
職業或校系選擇作好準備。 10.64% 27.68% 18.76% 27.14%

問題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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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5% 46.22% 29.61% 9.37%

問題 26. 學校會重視學生的需求增設新社團。 16.30% 46.00% 27.23% 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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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7. 上課聽不懂時，學校或老師會提供其他方法來
幫助我學習(如教學影片，課後輔導等)。 26.00% 55.20% 16.56% 2.24%

問題28. 我在學習或生活的需求都能獲得學校的輔導與協助。21.39% 52.86% 20.86% 4.64%
問題 29. 我在高中的課程中做過小論文或專題報告。 28.55% 48.66% 17.47% 5.32%
問題 30. 與剛進學校時相比，我在學業成績方面進步不少。23.89% 51.18% 20.25% 4.43%
問題 31. 與剛進學校時相比，我解決問題的能力進步不少。28.64% 52.57% 13.15% 5.35%
問題 32. 與剛進學校時相比，我學會更多學習方法。 24.09% 50.74% 17.04% 7.58%
問題 33. 我從教師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32.57% 53.34% 9.54% 4.05%
問題 34. 我從同學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33.95% 56.07% 6.00% 3.98%
問題 35. 老師在課堂上鼓勵同學之間相互學習。 31.13% 56.07% 9.47% 3.28%
問題 36. 學校社團豐富，我可以選擇想要參加的社團。 36.43% 49.86% 9.08% 4.63%
問題 37. 學校部分課程(或活動)與地方上的文化或自然
環境有關。 28.01% 56.11% 13.27% 4.89%

問題 38. 學校有充實的設備與良好的學習環境。 24.44% 49.01% 18.99% 7.01%
問題 39. 我可以很清楚地向別人介紹我學校的特色。 25.92% 48.66% 21.18% 4.20%
問題 40. 我感受到每位同學都受到學校很好的照顧。 18.98% 46.73% 25.27% 9.08%
問題 41. 我喜歡我的學校。 26.56% 52.46% 14.45% 6.48%
問題 42. 本校離我家很近或交通方便。 18.34% 32.92% 30.87% 17.62%
問題 43. 本校學生有不錯的升學表現。 20.99% 33.93% 25.78% 19.35%
問題 44. 如果能重新選擇，我還是會選擇就讀本校。 31.61% 39.56% 20.20% 8.38%

【家長問卷，共 15 題】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
同意 

不清楚

問題 1. 我了解學校的辦學理念和發展目標。 16.85% 55.38% 9.23% 2.98% 15.56%
問題 2. 我知道學校的最新發展。 17.04% 52.70% 11.09% 1.74% 17.18%
問題 3. 孩子會跟我分享他在學校裡的事。 34.06% 50.28% 9.88% 2.54% 3.29%
問題 4. 我的孩子對學校所舉辦的活動很有興趣。20.09% 54.62% 17.43% 1.00% 6.57%
問題 5. 我的孩子喜歡學校老師的上課方式。 17.60% 62.31% 8.56% 1.80% 9.79%
問題 6. 學校老師關心我的孩子的學習狀況。 29.01% 51.39% 7.07% 1.25% 11.28%
問題 7. 我可以感受到學校老師的用心教學。 30.52% 51.58% 7.33% 1.30% 9.32%
問題8. 我孩子的老師能夠營造良好的班級學習風氣。32.00% 48.36% 6.51% 1.80% 11.34%
問題 9. 我的孩子喜歡目前就讀的學校。 42.22% 48.68% 4.78% 1.55% 2.78%
問題 10. 學校老師幫助我的孩子探索未來的發
展方向。 22.99% 50.77% 11.37% 1.50% 13.37%

問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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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3% 52.76% 10.38% 1.80% 9.38%

問題 12. 我的孩子在學習和生活上的需求能獲
得學校的輔導與協助。 17.11% 55.81% 10.28% 1.99% 14.56%

問題 13. 我可以清楚的向別人介紹我孩子學校
的特色。 16.36% 46.69% 19.16% 3.04% 14.81%

問題 14. 我會推薦親友的孩子來就讀本校。 28.95% 53.88% 9.31% 1.80% 6.02%
問題 15. 我不後悔讓孩子就讀本校。 37.94% 51.95% 5.33% 1.55% 3.04%

學生於教師優質的指導之下，為校外各項競賽之常勝軍，表 6 僅以學生參加

國際/全國性或政府機關主辦之競賽獲得首獎為代表說明之。 

表 6  臺北市立成功高中 103-106 年學生參與國際/全國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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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徐子修 
208 陳劭愷 
223 彭道耘 

International Schools Software Competition 
2017 (2017 國際青年程式競賽) 

第二名 (國
際性競賽) 張國興

2 223 洪維辰 臺北市 106 學年度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數學及自然學科能力競賽  地球科學科 一等獎 

謝莉芬
陳冠廷
彭星翰
傅怡雯

3 323 陳樹德 臺北市 106 學年度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一等獎 翁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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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及自然學科能力競賽 物理科 鄭隆傑
陳威仁
陳冠廷

4 217 周秉宇 106 年臺北市電腦軟體設計競賽 一等獎 張國興

5 307 徐子修 
308 陳劭愷 106 年臺北市資訊學科能力競賽 一等獎 張國興

杜玲均

6 311 陳柏廷 
311 李昆哲 

科技部 106 年 Win the PRIDE 用指標說
故事文稿獎競賽高中生組 特優 鄭忍嬌

7 
207 徐子修 
208 陳劭愷 
223 彭道耘 

2017 年青年程式設計競賽國際英文組 第一名 張國興

8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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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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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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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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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戰賽第一
名 陳思貽

12 304 蕭信維 2016第34屆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短篇小說) 第一名 沈芳如
13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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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管樂社 104 學年全國學生音樂比賽打擊樂合奏 特優第一名 金秉翔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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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319 黃瑞彬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論文比賽1041115梯次 特優 黃馨瑩

17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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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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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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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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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王昱翔 第 22 屆金筆獎創作比賽散文組(2015) 第一名 李仁展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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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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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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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沈冠宇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論文比賽1040331梯次 特優 謝紫琳
26 鄭傑宇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讀書心得寫作比賽1040315 特優  
27 彭軍維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讀書心得寫作比賽1040315 特優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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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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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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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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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手實作數學多面體 分組討論腦力激盪 教師提問引導思考 

校園中的大自然體驗 

與觀察(觀雲) 
跨班選修課至 
陽明山地理實察 

跨班選修課至 
社區內的齊東詩社參訪 

 

（四）創新教學  跨界博愛 

教師展現創新實驗的教學知能，近年來跨科協作開設選修課程如表 7。 

表 7  臺北市立成功高中 102-106 學年跨科課程開設情形 

課程 
類型 

開課 
學年 課程名稱 學科 

跨
班
選
修 

102 全球公民領導與溝通 公民、英文 

103-106 地球科學與人生 地球科學、歷史、地理、物理

103 動漫中的文化探索 英文、公民 

103 性與性別 健康與護理、公民 

104 E 起來做冊讀冊 國文、生活科技 

104 生物、醫學與人生 生物、國文、音樂 

104 APP 開發應用 資訊、生活科技 

104 創客設計 生活科技、資訊 

104 有品成功人—有禮走天下 英文、歷史 

105 數學，可以創客嗎 數學、生活科技 

106 數學建模與創客 數學、生活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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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2030 移工知多少 國文、跨校跨科社群愛思客團隊

課
後
講
座 

103 發現古文中的生物學 生物、國文 

104 發現病毒中的幾何學 生物、數學 

104 從性病的傳播史看性病 生物、歷史 

跨班選修課程「用音樂改變生命」之課程設計結合服務學習理念，教師指導

學生除了於表演藝術有所精進之外，更必須以社會關懷為出發點（而非以表現自

我為出發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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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6 學

年度由教師帶領所辦理之公益演出場次如表 8。 

表 8  臺北市立成功高中 102-106 學年度「用音樂改變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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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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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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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6.02 臺北 101 大樓 23 幫助瑪利亞社會福利基金會募款及
愛心發票，獲中嘉新聞採訪播出。

106.12.07 臺北 101 大樓 23 幫助人安基金會募款。 
106.12.14 北市府附設幼兒園 23 聖誕音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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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秉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精神，發揮教育服務熱忱將課程研發成果

或學生學習成果推廣至臺北市中小學，除了以教師專業為校內學生打造學習新舞

台，更向下扎根，善盡成功高中之社會責任。 

表 9  102-106 學年度師生辦理向下扎根之各項營隊與展覽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辦理地點 成果所屬之課程 備註 

104.04.11 
動植物顯微切片攝

影展 

臺北市 

建成國中

(校慶) 

動物與植物組織

研究 

成功高中學生

為國中生及家

長導覽 

104.04.18 成功高中昆蟲營 成功高中 
和昆蟲大師法布

爾的對話 

學員為 20 位國

中生 

104.04.25 夜探坪林的小燈籠
新北市 

坪林山區 

和昆蟲大師法布

爾的對話 

學員為 30 位國

中生及家長 

104.05.30 
臺北科學日—攤位

「蝶舞成功」 

國立臺灣

師範大學 

和昆蟲大師法布

爾的對話 

成功高中學生
為中小學生及
民眾導覽 

104.10.31-

11.01 
APP 開發應用營隊

臺北市 

內湖國中 
APP 開發應用 

學員為臺北市內

湖地區國中生 

105.05.05 

教育部「自造 x 教
育週—手‧創自己
的世代」活動—攤
位「特色領航  創
藝功成」 

國立臺灣
科學教育
館 

創客設計 

成功高中教師

群(生活科技、

藝術生活、資

訊、物理)為各

界民眾導覽 

105.05.28 
臺北科學日—攤位

「神奇的液體」 

國立臺灣

師範大學 

資優班物理專題

研究 

成功高中師生
為中小學生及
民眾導覽 

105.12.17-

18 
APP 開發應用營隊

臺北市 

內湖國中 
APP 開發應用 

學員為臺北市內

湖地區國中生 

106.11.04 
2017 Maker Faire 
Taipei—攤位「數學
建模與創客」 

華山文創
園區 

數學建模與創客

成功高中師生

為各界民眾導

覽 

106.11.18-

19 
APP 開發應用營隊

臺北市 

內湖國中 
APP 開發應用 

學員為臺北市內

湖地區國中生 

107.01.29-

30 
國中生數學創客營 成功高中 數學建模與創客

學員為新北市明德

高中國中部學生 
 
 

 
於臺北 101 公益演出並

為瑪利亞基金會募款 

於臺北市政府附設幼兒

園公益演出聖誕音樂會 

於建成國中辦理動植物顯

微切片攝影展並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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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內湖國中辦理 
APP 開發應用營 

於 2017 Maker Faire Taipei
設攤，吸引大批民眾

於成功高中創客教室 
辦理國中生數學創客營 

 

二、創新成果 

教師將專業發展及課程發展之成果參與行動研究或教案比賽等迭獲佳績：臺

北市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專業創新與行動研究徵件 103 年優選 1 組、佳作 2 組、

入選 2 組，104 年特優 1 組、優選 3 組，105 年優等 1 組、佳作 1 組，106 年特

優 1 組、優等 1 組；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特色領航課程設計與教學創新方

案甄選 103 年特優 2 組、佳作 1 組，104 年優等 1 組，105 年特優 1 組；教育部

105 年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優良社群甄選優等(最高榮譽)1 組；科技部 105 年

第三期高瞻計畫成果展競賽榮獲高中職高瞻課程組優選 1 組；教育部 106 年度全

國高級中等學校跨領域/科目選修課程教學計畫及實施徵選優勝 1 組。 

成功高中教師專業及學生學習廣受矚目，近年來屢獲教育主管機關推薦或媒

體採訪報導，擇其要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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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年教育部委辦「十二年國教 5年精進計畫發展學校特色工作圈研究計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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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04-105 年臺北市國民中小學初任校長導入發展暨訓練方案指定為參訪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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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05-106 年教師參與錄製教育部委託臺北市立大學製作「課程、教學與班級經

營」影片、臺北市酷客雲教學影片製作、大愛電視台「青春愛讀書」節目等。 

8. 106 年 6 月 2 日特色課程「用音樂改變生命」邵瑀凡老師獲《中時電子報》報

導：「這門課程的設計不是訓練同學做 1→N 的複製產出，而是要求同學要有

從 0→1 的創新能力；不僅動腦，更要行動」 

http://campus.chinatimes.com/20170602002892-262301 
9. 106 年 9 月 14 日師鐸獎得主杜玲均老師獲《國立教育廣播電台》報導：「透過

生活應用、跨領域合作以及創客實作，引發同學們對學科的興趣，同時關懷與協

助弱勢學生適性發展」http://eradio.ner.gov.tw/news/?recordId=41583&_sp=detail 

10. 107 年 2 月 12 日《聯合報》報導謝莉芬老師獲選為教育部《教育家部落格》

人物典範：「協助一位教師，就是幫助該校半數(甚至全部)學生的地科學習，

這就是『航海家』社群的信念，藉由建立地科教師的專業對話平臺，發展以學

習者為中心的教學設計，促進教師間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