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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松山高中「有溫度的生命關懷、有幸福的全人發展」作為全體師生一致努力

的目標。培養學生具備自信、負責、創新的能力，做「更好的自己」；透過熱情、

關懷，成為「更溫暖的他人」，並營造形塑松山高中成為一所有溫度的幸福學校。

回顧過往，一步一腳印，自我超越的腳步未曾停歇;展望未來，懷抱願景，追求

卓越之路繼續向前行，達成德、智、體、群、美的全人發展，適性揚才追求卓越，

融合新課綱強調「自發」、「互動」及「共好」的全人教育精神所體現的教育目標。 

一個學生若要成為更好的自己就必須自發學習，同時也必須要與人溝通互動

才能成為溫暖的他人，透過這樣的雙向發展來達到共好的社會。松山高中全校師

生動起來，為新方向、新動力、新課綱而努力，方向更明確，卯足全力學生學習

向前走、向愛走。 

兩大目標方向是： 

1. 在知識學習的向度上、做更好的自己： 

努力從自信、負責與創新的角度出發去成就自我，師生共同努力培養學生厚

實的學習力，可以考上心目中理想的大學，並具備讀好大學的能力。 

2. 在生命實踐的向度上、做溫暖的他人： 

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個熱情的人，願意付出關懷，除了親師生互助共好之外，

更要結合其他國高中學校與大學及社區資源，幫助更多學校的師生，成就彼

此共好的未來社會。 

松高的師生圖像，我們共同以學習者為中心，老師和學生一起學習，都

以做更好的自己與更溫暖的他人為目標。完整圖像如下： 

 

松山高中向以綠色做為學校代表顏色，學生制服亦是青綠色的鮮明象徵，校

園綠意盎然，學生活力無限。學生在松山高中學習的三年時光是人生中至為珍貴

的青春期，松山溫暖有愛，學生熱愛松山，蘋果綠青春將是人生中精彩的記憶。 

 

關鍵字：自主學習成長、合作溝通領導、思考統整創新、體現生命價值、尊重關

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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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現況 
(一)設校歷史：  

本校前身為臺北市立松山初級中學，成立於民國 47 年 8 月；至 57 年 8 月，

政府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改制為臺北市立松山國民中學。民國 76 年 7 月，配合

政府增設高級中學政策，成立松山高級中學籌備處，同年 10 月 1 日，由劉玉春

先生任第一任籌備處主任。民國 77 年 7 月，改由葉文堂先生任第二任籌備處主

任兼松山國中校長。 

民國 78 年 7 月改制為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葉文堂先生真除校長，開各

項創校活動，招收第一屆學生。以倫理、民主、科學、榮譽、責任及服務為建校

理念展，並親撰校歌歌詞，由許雙亮先生譜為校歌，並定 11 月 8 日為校慶。民

國 80 年教學資源中心啟用。民國 81 年首次舉辦包粽活動－粽葉飄香。民國 83

年 9 月開辦臺北市高中第一個體育班，民國 86 年 10 月樓高十層的綜合活動中心

落成啟用。松山高中在歷任校長葉文堂校長、鄭英敏校長、鍾明樟校長、林石得

校長、陳總鎮校長及陳清誥校長的卓越領導下，帶領全體師生精益求精，擴展軟

硬體設施，提升教學品質，作育英才，進而躋身績優學校之列。並以「有溫度的

生命關懷、有幸福的全人發展」作為全體師生一致努力的目標。培養學生具備自

信、負責、創新的能力，做「更好的自己」；透過熱情、關懷，成為「更溫暖的

他人」，並營造形塑松山高中成為一所有溫度的幸福學校。回顧過往，一步一腳

印，自我超越的腳步未曾停歇 ;展望未來，懷抱願景，追求卓越之路繼續前行。 

   行政團隊與學科教師共同研撰申請 102年度臺北市高中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

通過，自 102學年度起擔任臺北市高中課程與教學發展工作圈總召學校，並負責

「課程教學組」召集學校，推動以學習者為核心之課程發展與教學活化，倡導由

教師組成跨校共備社群，進行共同備課、觀課及議課。 

行政團隊效率佳、教師團隊教學品質高，師資表現與學生學習多次榮獲佳績: 

94.95.96.101.103年榮獲北市高中組【五度教育行動研究學校總成績第一名】 

98.99.100.103.105學年度獲全國高中男子籃球賽【HBL全國總冠軍】 

100學年度完成高中部校務評鑑，【七項向度全數通過認可】 

101-106年榮獲教育局學校與學生服務學習績優團隊【12 項特優獎 6 項優等獎】 

102.103.104.105.107年度松山高中榮獲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5度服務教

育楷模學校獎】（臺北市唯一高中學校）蒙臺北市長及教育局長接見 

102、104年度榮獲教育部德智體群美五育理念與實踐【2度特優獎】 

103年度生命教育教學團隊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獎金質獎】 

103年度松山高中榮獲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服務學習績優學校高中職金質獎】  

103年度松山高中榮獲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健康服務類特殊貢獻獎】馬總統頒獎 

104 年第 15 屆榮獲保德信松山高中~紅十字青少年服務隊【全國社團影響力獎】 

104.105.106年榮獲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績優團隊全國競賽【佳行獎】 

105年度榮獲教育部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推廣社會教育貢獻獎】 

106年松山高中一日洗車活動連四年共募款 531,590元提供弱勢團體、清寒學生 

107年度選修課程暨特色課程優良教學檔案徵稿松山高中獲教育部【特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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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環境：  

本校創立至今二十八年，松高校園綠化佳，庭園林木蔥蘢；教室前花臺，綠

籬成蔭，放眼盡是盎然綠意，環境極為優美。學校位置地處臺北市信義區精華地

段，周邊鄰近臺北市政府、市議會、世貿中心、松菸文創、國父紀念館等，為全

臺北市最富政治、經貿及文化氣息的精華地區。周邊社區公教人員居多，普遍重

視教育，對於學校活動的支持度及參與度相當高。 

(三)學校規模：  

1. 班級數 

(1)班級總數：高中部 65 班。 

(2)普通班：高一 20 班，高二 20 班，高三 2 班。 

(3)特殊班：體育班 3 班、分散式資源班 2 班。 

2. 學生數：高一 767 人，高二 758 人，高三 774 人，總共 2299 人。 

3. 人員編制：全校人員編制共 195 人，教師(含校長)人數共 159 人，其中具研究

所（含 40 學分結業）以上學歷者共 126 人(佔 79.25％)；全體教職員工皆具專

業學養且教學經驗豐富，學習新知能力強。 

二、優質目標 
(一)背景分析：  

本校成立校本課程發展小組，並邀請各科的老師們，在校長領導之下，採用

腦力激盪法（Brainstorming），針對校本課程的發展分析四項內外部環境（SWOT），

並進行仔細的表列，這四項內外部環境，分別為內部優勢（Strength）、內部劣勢

（Weakness）、外部機會（Opportunities）與外部威脅（Threats）。 

我們融入可能的因應策略如下： 

校本課程發展小組，針對學校課程的發展，將環境掃描所得到的 SWOT 結

果，以逐條分析、討論的方式，尋找出最有可能、最適切的因應行政策略

（Strategies），提升 SWOT 分析為 SWOTS 策略分析，結果彙整如下表： 

優勢（Strengths） 劣勢（Weakness） 

1 松高團

隊 

擔任「臺北市課程與教學發

展工作圈」總召學校，且行

政團隊效率佳、教師團隊教

學品質高，校務評鑑全數優

質通過。 

1 教學

設備 

創校至今二十多年，設備多顯

老舊；校內面積狹小，空間不

敷使用，亟需經費進行空間整

併與汰舊換新。 

2 生命教

育 

推行「生命教育」成效佳，

師生對生命教育的認同，榮

獲教育部教學卓越金質獎。 

2 課程

規劃 

因應升學需求，必修學分較

多，特色課程彈性空間有限。 

3 師資水

準 

教師參與教材編撰，熟習課

程綱要。穩定性高，流動率

低，教學資歷與學歷均優於

各校水準。 

3 教師

參與 

教師專注於學科教學，然面對

12 年國教的變革，教師對於課

程發展與教學設計的因應，尚

未能積極投入。 

4 課程發

展 

近三年積極開設各類特色課

程，建構未來 107 學年度新

課綱的多元選修，並為未來

的加深加廣課程進行各種準

4 經驗

傳承 

受到各種大環境不友善的因素

影響，各科資深老師選擇退休

較多，可能發生學校傳統與教

學經驗傳承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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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工作。 

5 學生學

習 

學生素質穩定，學習態度

佳。校園氣氛友善，社團多

元、對適性探索、才能培養

有明顯成效。 

5 教學

模式 

新的網路世代在學習的模式、

習慣與心態上均與過去有很大

的不同，個別老師教缺乏應變

能力。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s） 

1 地理位

置 

地理位置為北市交通樞紐，

生活機能佳，各項資源多元

豐富，鄰近松山文創園區及

信義計畫區，易吸引大臺北

及基隆地區優秀學生就讀。 

1 學生

來源 

各校積極發展校本特色積極招

生（特別是以升學著稱的私立

學校），威脅本校新生來源的素

質與穩定度。 

2 教育變

革 

12 年國教的新變革帶來危機

感，激勵全體教師面對未來

的新挑戰。 

2 教育

政策 

課綱規定與招生限制，不利校

本課程發展。 

3 國際交

流 

國際交流、交換學生、服務

學習等活動具備良好基礎與

經驗，與國際多所學校建立

姊妹校，並於寒暑假辦理國

外營隊。 

3 差異

化大 

少子化與入學方式改變，學生

間學習成就落差將逐漸拉大，

考驗本校教學的應變能力。 

4 少子趨

勢 

受到少子化的影響，本校近

幾年的學生素質與升學表現

均受到影響，讓我們思考必

須轉變的事實，成為我們變

得更好的重要機會。 

4 教育

觀念 

家長與社會上對於教育的觀念

掌握更多，加上網路時代資訊

的公開透明，對於各種教育作

為家長可輕易掌握並表達意

見，造成行政與教學相當程度

的影響。 

5 社群發

展 

新進教師主動參與課程發

展，資深教師願意主動帶領

社群。 

5 外部

條件 

與外部學術、社區及產業資源

連結不足。 

策略（Strategies） 應用 

落實課綱 

逐步落實 107新課綱，讓松山高中成為未來

學校的新標竿，讓適性揚才的理想得以實

現。建構松山高中成為「升學結合生命教育」

的典範，成就每一個孩子。 

運用優勢 1、3、4、5 

掌握機會 2、4、5 

改變劣勢 1、3、4、5 

轉化威脅 1、2、3、4、5 

教師社群 

推動教師社群，充分運用各科優異的教學資

歷，把握教師願意參與的熱情。由行政提供

協助，鼓勵教師投入學校發展的整體規劃

中。推動夥伴教師制度，讓新進與資深老師

彼此互相影響，形成正向能量的循環，轉化

危機為利基。 

運用優勢 1、3、4 

掌握機會 2、4、5 

改變劣勢 2、3、4、5 

轉化威脅 1、2、3、4、5 

生命教育 

更全面地推動生命教育，將優秀的升學成績

進化為全人發展，重視學生的學業與人格，

經營松山高中成為一所有溫度的幸福學

運用優勢 2、4、5 

掌握機會 2、3、4、5 

改變劣勢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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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轉化威脅 1、2、3、4、5 

規劃課程 

新課綱有幾個重大挑戰，校本課程的建構、

加深加廣課程的規劃、多元選修課程的設

計、彈性學習、團體活動都需要重新思考。

本校將透過系統性的思考進行整體的課程

規劃，以期實現新課綱成就每個孩子的目

標。 

運用優勢 1、3、4、5 

掌握機會 2、4、5 

改變劣勢 1、2、3、4、5 

轉化威脅 1、2、3、4、5 

外部資源 

引入外部資源，與本校家長會從合作夥伴提

升為整體的工作團隊，與公益團體結合簽訂

合作計畫，並與社區及大學端建立互惠的合

作機制，以突破政策限制。 

運用優勢 1、2、3、4、5 

掌握機會 1、2、3、4、5 

改變劣勢 1、4、5 

轉化威脅 2、4、5 

撰寫計畫 
爭取優質化計畫、前瞻計畫等經費，更新教

學設備、進行空間整併。 
改變劣勢 1 

(二)具體目標：  

松山高中積極推動生命關懷教育，創造有溫度的幸福學校，讓愛～綻放生命

的花朵，深耕、生根茁壯成長，在綻放的過程，既實踐自己的生命價值，也豐富

別人的生活。以聚焦「學生學習為中心」引領學生省思自我，進而在行為層面展

現對生命的愛與關懷，松山高中成為一個有溫度的幸福學校，全校師生展現自信、

負責、創新、熱情、關懷。 

兼顧生活向度與生命向度，在生活的向度上，做更好的自己，培養學生面對

生活的各種多元能力，激發學生學習動機，奠立厚實的學術基礎，考取心目中的

理想大學。在生命的向度上，做更溫暖的他人，滋養學生美好的德行，懂得服務

人群關心社會，邁向全人發展的目標。基於以上的兩個向度，未來的發展願景將

以創造優質的升學成果與培育有德的未來人才，作為學校發展的雙核心目標。 

  做更好的自己，培養學生創造幸福的能力；生命教育與服務學習，培養學生有

溫度關懷他人。幫助學生從高一開始探索自我，高二進階深化，高三則能論述自

己的想法，建構個人的價值觀，成就每一個孩子。 

為引領成為有溫度的幸福學校(有溫度的生命關懷、有幸福的全人發展)，松

山高中開展學生學習面向的五大優質目標，自信、負責、創新、熱情、關懷，以

及 12項具體策略。五大優質目標及 12項具體策略如下圖所示： 

學生素
養能力 

有溫度的幸福學校 

(有溫度的生命關懷、有幸福的全人發展) 

做更好的自己、更溫暖的他人 

能力 
指標 

自信 負責 創新 熱情 關懷 

指標 
內涵 

自主
學習 

思考
探究 

自省
負責 

溝通
協調 

創造
想像 

問題
解決 

積極
正向 

熱情
活力 

同理
包容 

付出
關懷 

1.自信●自主學習與思考探究 

培養學生學習的專注力與信心，懂得自主時間規劃與管理，並在生活中展

現解決問題的能力與自信。培養學生對各種議題的掌握，進行思考、統整與批判，

進而對自己的思考、探究進行後設思考的反省。 

(1)從基礎學科學習，到學科深化、知識應用，培養學生學習上的自信心。 

(2)培養學生的帶著走能力，多元智慧，使其成為終身可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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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強化個別差異、適性揚才，自主學習不放棄每個孩子 

2.負責●自省負責與溝通協調 

培養學生對自我及周遭發生的人事物有反思的能力，養成反思的習慣，並

能從中獲得持續性的思想更新與成長，進而建立對自己及他人負責的態度，願意

承擔後果，並能夠予以行動表現。培養學生具備溝通協調的能力，懂得適切地表

達想法，能夠進行團隊組織規劃與領導，凝聚夥伴的向心力，並從其中學習到負

責任的態度與行為。 

(1)具備合作能力、協調能力、領導能力，建構友善校園。 

(2)陶冶人文、品格，倫理思辨到表達力學習，培養有效與成熟的溝通能力。 

3.創新●創造想像與問題解決 

培養學生對周遭事物的想像力，並進行大膽的嘗試假設與嚴謹的探索求證，

學會專案企劃、創新創造的能力。培養學生面對、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從中

進行價值的澄清，省思問題解決的歷程，找到創新的方法。 

(1)能夠面對問題、價值澄清、作中學，思考問題、解決問題。 

(2)學習時間管理、規劃生活、創造能力，體驗探索，終身學習，追求卓越。 

4.熱情●積極健康與熱情活力 

培養健康的人生態度，體會生命堅持的意義，讓人生展現高昂的鬥志與抗

壓力，能夠主動積極的面對生活中困難與挫折。培養與同儕的合作能力，並能對

身邊的人事物有著溫暖的生命情懷，同時鍛鍊自己強健的體魄，展現熱情活力。   

(1)成就孩子做更好自己溫暖他人，培養健康的人生態度，體會生命堅持的意義。 

(2)國際教育，促進認識自我，人際關係，增進國際文化素養，展現熱情的活力。 

5.關懷●同理包容與付出關懷 

培養學生具備關懷生命的倫理判斷，對身邊的人事物具有同理、溫和、友

善、體貼、寬容的人生態度。幫助學生體會生命因付出而有愛，懂得關懷群己、

關懷世界，願意付出行動，協助需要幫助的對象。 

(1)生命教育課程綻放生命的花朵，付出服務，在付出中體會生命的愛 

(2)點亮生命讓愛流動，校內外，社區、偏鄉到國際志工體驗服務學習 

(3)培養海洋環境教育、尊重生命、關懷群己、關懷世界 

三、具體作法 
松山高中向以綠色做為學校代表顏色，學生制服亦是青綠色的鮮明象徵，校

園綠意盎然，學生活力無限。學生在松山高中學習的三年時光是人生中至為珍貴

的青春期，松山溫暖有愛，學生熱愛松山，透過一系列具體作法讓松山學子蘋果

綠青春成為人生中精彩的記憶。 

(一)實施內容 

1.自信●優質課程學習以學生為中心，多元課程學習，集結教師社群共備 

(1)從基礎學科學習，到學科深化、知識應用，培養學生學習上的自信心。 
活動名稱 實施內容 

1.各科教師團
隊與跨校共
備社群 

真正海滋味跨校學習，創新行動學習社群（地球科學跨校共
備社群），詮釋物理共同備課社團，健康護理跨校社群。每 2
周或每月一次 

2.學科專業成
長社群 

松山物理科學 MEN、我是解題王、科學活動設計面面觀、科
學競賽 GO GO GO，絕對溫度—高一國文，公民科多元性別與
性別平等權益促進，地理科、歷史科、英文科社群。 

3.特色課程發 松高英文科新聞台，物理科「天工開物」教具製作，FUN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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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社群 邏思玩數學，身心調適環境營造─活體生物教室與療癒花
園，化學福爾摩斯學園，松高地球科學天文營，行動學習，
生涯羅盤，生涯地圖，生涯起飛，多元創意體育教學。高一
每周兩節課 

4.落實新課綱
準備社群 

以學生為中心，多元課程學習，課程發展專業成長社群、校
本能力指標專業學習社群、校本課程社群(閱讀)、校本課程
社群(研究方法)。 

參與度：全校老師積極參與，目前有 28個教師專業社群持續發展，教師參與人

數也達 315人次。 

實施成果： 

各社群依照教師自身專業成長之需求，積極辦理專業知能研習、共同備課、

公開觀課、議課、專業知能研習等精進教師成長之相關活動，各科每學期安排觀

課，擴大對學生自主學習成長的助益。 
(2)培養學生的帶著走能力，多元智慧，使其成為終身可用的能力。 

活動名稱 實施內容 

1.安排多元週會講

座 

週會講座：分大講堂、活動中心、大會議室，包涵：生命

教育、環境教育、國際教育、品格教育、自然科學、生活

美學等，使學生得以望見課堂之外的風景，學習課本外的

多元知識。 

2.社團多樣化，提

供學生表演舞台 

本校社團目前有康樂性社團、音樂性社團、運動性社團、

學術性社團及藝文性社團。此外為培養學生公民參與及服

務精神，另設有學生自治性社團。提供學生表演舞台：如

規劃辦理飢餓 12 活動，由同學自願報名參加，透過感受

飢餓體會食物的重要，學習珍惜資源，同理弱勢者的處

境，激發在能力許可下願意協助他人的關懷與愛，邀約各

社團加入表演，呈現社團成果。 

3.結合學科舉行各

式比賽與成果作品

展 

結合學科：結合學科舉行各式比賽與成果作品展示，校慶

活動期間的美術作品與地理研究、成果展示。活動規劃全

由學生負責，透過這個活動，得以培養學生的規劃組織能

力，如生命教育學習分辨恐怖情人，接受大愛台訪問。  

4.每年舉行領袖培

訓營及寒暑訓 

每年舉行領袖培訓營及寒暑訓社團申請，服務性社團發揮

愛心，多元管道在學期中及假日做服務學習 

參與度：高一、高二共 1524人，全校社團共計 55個。 

實施成果： 

為鼓勵學生多元發展，辦理多元菁英社團課程，以達一生一專長之培養。

本校社團目前有康樂性社團 5個、音樂性社團 6個、運動性社團 12個、學術性

社團 5個及藝文性社團 15個。此外為培養學生公民參與及服務精神，另設有共

計學生自治性社團 12個。有一半社團申請寒暑假寒暑訓，一社一服務等服務性

社團利用寒暑假服務及辦營隊成果輝煌，在教育部、教育局競賽中年年獲獎，在

社團中學習帶著走能力。 

(3)強化個別差異、適性揚才，自主學習不放棄每個孩子 

活動名稱 實施內容 

1.共同課程，多元

學習並作成果發表 

必選修課程、博雅課程、生命教育，多元學習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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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涯規劃課程與

身心障礙學生參與

課程 

從自我認識、自我探索、了解自己的興趣、能力及性向

至未來生涯規劃等，提供學生自我試探之學習機會。身

心障礙學生積極參與校內特色課程與社團活動，在教務

處及學務處積極協助配合下，身心障礙學生參與特色課

程及社團活動參與度 100%。 

3.學生課程、課後

參與社團活動踴躍 
學生課程學習及支持學生學習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領

導管理等多元才能，滿足不同學習能力之發展。 

4.閱讀能力培養，

愛、閱讀、學習 
悅讀、樂讀、閱讀，培養多元閱讀能力，小論文、讀書

心得競賽參與 
 
參與度：高一 766人，高二 758人，高三 775人，總共 2299人。 

實施成果： 

依照高中課程綱要規定，分三年實施，除了共同必修學分之外，生命教育，

博雅課程，協助學生多元探索自己的興趣。學生能在學習時，透過系統思考與解

決問題、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產生對學校及自我的認同，擺脫舊式的數學學習

方式，探索學習興趣。透過同儕力量彼此切磋溝通，將上課所學累積成為學習歷

程檔案，並藉此培養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教師能透過社群運作及各項研習獲得專業知能成長，並透過各項合作增進

彼此情誼及對學校的認同及向心力。身心障礙學生積極參與校內特色課程與社團

活動，在教務處及學務處積極協助配合下，身心障礙學生參與特色課程及社團活

動參與度 100%。 
 
讀書心得比賽梯次 得獎作品筆數 特優獎 優等獎 甲等獎 
第 1061031梯次 24 4 9 11 
第 1060315梯次 23 4 8 11 
第 1051031梯次 65 8 20 37 
第 1050315梯次 47 4 10 33 
第 1041031梯次 74 4 21 49 
第 1040315梯次 45 3 11 31 

2負責●獨立思考學習 陶冶人文、品格素養思辨學習 

 （1）具備合作能力、協調能力、領導能力，建構友善校園。 

 （2）陶冶人文、品格，倫理思辨到表達力學習，培養有效與成熟的溝通能力。 

活動名稱 實施內容 

合作協調能

力、領導能力，

建構友善校園 

同學運用所學，擴大學習範疇，並以各種校園活動融入生命

教育、性別平等、環境教育等議題，透過競賽、科學展覽、

服務營隊加以實踐，等特色課程。自我規劃多元實踐學習在

教師指導下經耕耘與準備，分別與鄰近之瑠公國中及永吉國

中合作，由高中生發揮大手牽小手的理念，帶領與國中學生

一起參與，設計科學實驗探究及桌遊體驗活動透過松山高中

師生創作之牌卡遊戲進行探索，過程中體察遊戲的意義與他

人的關聯。 

倫理思辨學

習，培養有效與

生命教育、公民課程應用，TED、會聲會演～高效表達力、辯

論社團，舉行校慶系列活動，例如：開學典禮春暉社團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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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溝通能

力 

反霸凌、防菸、反毒、防愛滋、校山巡禮、愛心園遊會、創

意班旗競賽及校慶舞會，教師節敬師保健康活動。 

參與度：因所選課程與活動大部分投入學習 

實施成果： 

對學生進行特色課程滿意度調查(共 536份有效問卷)：學生上課情形，包

含學習態度、參與度，整體表現等。自評為「好」與「非常好」總和皆有 7成以

上，「普通」落在 2成左右分析結果為多數的學生都能投入在課堂學習中，能配

合老師的課程規劃進行像是分組討論的學習活動。少部分的同學，可能因為在期

初選課並未詳閱其課程計畫，或是因未能選上心中想要的特色課程，導致於與原

期待課程內容有所落差。 

項目 

自我評定 
1 
 
非 
常 
好 

2 
 
 
 
好 

3 
 
 
普 
通 

4 
 
 
不 
好 

5 
非 
常 
不 
好 

1.學習態度（準時上課、攜帶教科書或
用品、專心聽講、保持清醒…） 

177 
33% 

225 
42% 

94 
17.5% 

28 
5.2% 

12 
2.2% 

2.課程參與程度（針對課程內容發言、
答題及發問…等） 

155 
28.9% 

214 
39.9% 

126 
23.5% 

29 
5.4% 

12 
2.2% 

3.個人作業表現（用心撰寫、準時繳交…
等） 

177 
33% 

2115 
40.1% 

97 
18.1% 

36 
6.7% 

11 
2.1% 

4.小組活動表現（領導或被領導、參與
討論、分工合作、完成交辦業務、主動
幫忙…等） 

178 
33.2% 

221 
41.2% 

97 
18.1% 

28 
5.2% 

12 
2.2% 

5.分組活動參與程度（分組競賽、小組
討論、分組實習…等） 

198 
36.9% 

208 
38.8% 

89 
16.6% 

30 
5.6% 

11 
2.1% 

6.綜合的整體表現 
139 
25.9% 

268 
50% 

91 
17% 

30 
5.6% 

8 
1.5% 

3.創新：創造想像與問題解決 

（1）能夠面對問題、價值澄清、作中學，思考問題、解決問題。 

（2）學習時間管理、規劃生活、創造能力，體驗探索，終身學習，追求卓越。 

活動名稱 實施內容 

舉辦陸運動會、水
運會、班際籃球、
排球比賽等體育
競賽、校內、外學
藝與競賽活動的
參與 

HBL全國籃球賽、校內、外學藝與競賽活動的參與，暑期
游泳營(七月、八月)、新生排球賽(10 月)、校慶運動會(各
項田徑比賽、各班大隊接力，11 月)、班際籃球賽(4 月)、
水上運動會(5 月) 於每年 12 月舉行花樣年華舞會，活動
規劃全由學生負責，透過這個活動，得以培養學生的規劃
組織能力。透過這些體育競賽，競技啦啦隊、有氧舞蹈在

HBL 表演凝聚班級向心力，培養團隊的群體概念。 
科學服務社設計
科學實驗活動，高
中職博覽會 

臺北科學日為參觀民眾及國中小家長學生進行物理科學
教具的演示與原理解說、設計科學競賽活動至鄰近信義國
中及永吉國中進行科學教學服務；科學月：由自然科與數
學科老師聯合命題，每週設計題目融入闖關遊戲，訓練學
生邏輯思考能力。星熠扶少團以環境關懷、捐血服務、主
題探究（移工、原民及育幼）議題參訪作為深耕等。體驗
探索，終身學習，追求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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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度與實施成果： 

A. 松山高中羽球隊在全中運成績卓越榮獲高男組團體亞軍，陳肅瑜在全中運榮

獲高女組羽球個人單打冠軍。 

B. 林心如在全中運榮獲高女組游泳 50公尺蝶式個人季軍 

C. 98.99.100.104.年教育部 106.年教育部【HBL全國籃球賽總冠軍隊史第五冠】 

D. 105學年度臺北市音樂比賽 

 管樂合奏項目，獲高中職團體 B組東區特優第一名 

 鋼琴三重奏項目，獲高中職團體 B組東區特優第一名 

 國樂合奏項目，獲高中職團體 B組東區優等第一名 

 絲竹室內樂合奏項目，獲高中職團體 B組東區優等第一名 

 弦樂合奏項目，獲高中職團體 B組東區甲等第一名 

 張洛豪同學琵琶獨奏項目，獲得高中職個人 A組東區特優第一名 

 湯采陵同學柳葉琴獨奏項目，獲得高中職個人 B組東區優等第一名 

 羅孟心同學揚琴獨奏項目，獲得高中職個人 B組東區優等第一名 

 張婕汝同學直笛獨奏項目，獲得高中職個人 B組東區優等第一名 

 王羿涵同學箏獨奏項目，獲得高中職 B組東區甲等第一名 

E. 105學年度臺北市美術比賽 

 林沂緯同學書法類項目，榮獲高中職個人 B組東區第一名。 

 高珮珈同學書法類項目，榮獲高中職個人 B組東區第二名。 

 張瀚文同學平面設計類項目，榮獲高中職個人 B組東區第一名。 

 郝渂心同學水墨畫類項目，榮獲高中職個人 B組東區第三名。 

 陳若瑛同學版畫類項目，榮獲高中職個人 B組東區第二名。 

F. 105學年度全國美術比賽 

 高珮珈同學書法獲高中職個人佳作。陳若瑛同學版畫，獲得高中職個人佳作。 

4.熱情●國際視野學習 做個更好的自己更溫暖的他人 

(1)成就孩子做更好自己溫暖他人，培養健康的人生態度，體會生命堅持的意義。 

活動名稱 實施內容 

高一  

進學禮燭光禮 

給未來三年的     

一封信 

(燭光禮傳承)、給未來三年的一封信 

從初入學時許諾學習，結合生命教育課進行引導進學

禮，燭火象徵智慧的傳承◦並讓學生寫給未來三年自己

的一封信，高三畢業前夕將可收到這份特別的禮物，與

同學檢核自己的目標達到多少，並繼續思索日後的路。 

高二  

成年禮向前走向愛

走;生命教育體驗營 

(單車一日行)，向前走向愛走; 

透過課程討論、體驗活動、實際付出，促進同學思考生

命的意義，省思如何自我安頓，並能為身邊的付出，改

變並讓彼此的生命都更好。課程亦包含認識教養院的環

境並協助清掃、討論活動表演等，讓同學有機會實際體

驗付出。 

高三 

祈福禮 

祈福板製作、包高中(擊鼓集氣)、柳絮紛飛、展信祝福 

(2)國際教育，促進認識自我，人際關係，增進國際文化素養，展現熱情的活力。 

活動名稱 實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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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第二外國語課

程 

包涵日語、德語、法語、西班牙語等。讓學生得以接觸

不同語言與文化。舉行國際交流、國際志工活動講座，

打開學生的視野，認識臺灣以外的世界。開設模擬聯合

國特色課程與社團，使學生能夠站在不同國家角度與立

場進行思辨，拓展視野與思考面向，同時更進一步帶領

學生走出臺灣，至國外參加相關營隊活動與會議。 

國際教育交流參訪 

接待國際教育學校 

擔任臺灣國際教育旅行聯盟臺北分會學校，每年固定有

多所日韓學校至校參訪，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配對交

流，學生可更深入的與之對談文化學習。 

舉辦寒假日本國際交流活動與暑期歐美遊學團，帶領學

生走出臺灣，拓展國際視野，同時讓學生入住寄宿家庭，

體驗異文化衝擊、學習獨立生活。105年暑期•兩岸四

地中學生走進香港國際教育(海外國際教育) 

國際教育活動參與度與實施成果： 

A. 105.1月日本青森教育旅行（34人） 

B. 105.2月接待韓國教育旅行協會參訪(16人) 

C. 105.2月日本福島再生之旅(2人) 

D. 105.5月接待日本松山北高校參訪(27人) 

E. 105.7月英國中學交流與倫敦知性之旅(30人) 

F. 105.7.月臺北市高中學生新加坡交流活動(17人) 

G. 105.7月 2016暑期•兩岸四地中學生走進香港活動(10人) 

H. 105.7月北京「夢想航天 情繫中華」2016航天科技夏令營(3人) 

I. 105.7月第三屆亞太青年學生領袖大會(鄭州) (3人) 

J. 105.10月接待日本大阪四條畷高校參訪(379人) 

K. 105.11月接待日本福島成蹊高校參訪(253人) 

L. 105.12月接待新加坡中學學生及師長參訪(21人) 

M. 105.12月日本福島再生之旅(2人) 

N. 106.2月日本北海道教育旅行（28人） 

5.關懷●生命教育與服務學習 點亮生命讓愛流動，體驗分享愛 

(1)生命教育課程 

活動名稱 實施內容 

第一階段 

生命教育課程與服務學

習行動體驗生命 

95年課綱開設高一生命教育課程，持續推動生命教育，積極

研發設計教材、教案並推動生命教育各項活動。96年松山高

中紅十字會青少年服務隊、生命教育服務學習團相繼成立與

由學生學習服務理念實際運作關懷及推廣，擴大影響力。 

      第二階段 

生命教育教學示範  

觀摩學校跨國際交流 

學生從做中學體驗生命 

98-107年以松山高中為生命教育教學示範觀摩學校，跨國際

交流，教學與接待兩岸三地香港、澳門、大陸教育局團隊，

生命教育交流團來訪推崇本校生命教育之實踐，學生從做中

學體驗生命，服務生命。  

      第三階段 

生命教育教師全國跨校

合作法務部矯正署誠正

102 年到 107 年法務部矯正署誠正中學引領收容人體認生命

價值，陶冶良善品格。102 年高三開選修生命教育獲師生好

評，推廣松山高中有溫度的幸福學校卓越成效，生命教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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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桃園少輔院 師跨校合作，共同設計教案教材、共同備課，形成社群。103

年開始高一、高二、高三全校全面實施生命教育課程，

成立「點亮生命教育協會」投入各項生命教育協助－積極協

助師資培訓，教科書、教材教具研發有成、生命課程活

動設計與活動體驗學習成為典範，班級經營人格成長與

靈性發展，為他校相互觀摩，並接受天下雜誌專訪在生

命教育之推動成效。 

參與度： 

高一 21班、高二 20班全面實施生命教育，課程規劃、教學討論、公開觀

課。課程內容為：生命教育概論、道德思辨與抉擇、性愛婚姻倫理、生死關懷、

哲學與人生、生命與科技倫理、宗教與人生、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愛情有甚麼

道理、教學方法：內容必須依序包括：教學重點、適用學習領域、教學對象、教

學目標、教學時間、教學活動（含學生與教師活動）、教學評量、教學資源、教

具與教學媒體應用、教學省思與建議等。 

實施成果： 

透過「生命因付出而有愛--生命教育課程」，從教學與學生學習實踐的過

程中，引領學生思考生命的意義與價值，讓學生重新學習對自己的探索，並達到

校本課程的五大目標：自主學習成長、合作溝通領導、思考統整創新、體現生命

價值、尊重關懷服務，讓松高成為一所有溫度的幸福學校。 

結合宗教與人生課程，至永和宗教博物館進行校外教學。體驗多元文化宗

教之美，建立學生對於生命教育之終極關懷特色，培養多元文化「尊重、包容、

博愛」的生命態度。 

自 102學年度開始，搭配寧靜手環設計了心寧靜活動，讓心寧靜的過程：

從第一週至第九週與自己做比較，從心浮動到心寧靜給自我打分數！寧靜活動分

為有進步，持平狀態與退步。學生透過記錄生活中心情，學習正向思考與放鬆，

讓心回到原點。參與活動後有 83%同學認為在幫助心情寧靜上有進步。心幸福活

動願意去愛、願意去給，幫助他人的行為 

班級數 男  生  男  生 男  生   女 生   女 生   女 生  

101-120 有進步 持平狀態 退 步 有進步 持平狀態   退 步 

799人  335人   44人  24人  328人   40人   28人 

    83%   11%   6%   83%   10%    7% 

自 102學年度開始，成立跨校教師社群，於誠正中學推廣生命教育與性教

育課程，106.107.法務部矯正署誠正中學、桃園少輔院協助成員體認生命價值，陶

冶良善品格。成員為劉桂光、張洸源、郭靜靜、楊麗娟老師已進行第十一期。每

個學期進行入班課程，每次兩小時，成員不定期聚會討論活動設計與課程檢討。

不放棄每個孩子。 

(2)服務學習活動 

項

次 

活動名

稱與內

容 

參與度 實施成果 

1 
校 慶 及

建 國 花

96年開始-107年每周

六全天輪班制（除過年

建國花市為民眾健康服務量血壓防

制三高。並做無形的殺手～高血壓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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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定 點

量 血 壓

服 務 與

衛 生 教

育服務  

外全年無休） 

104年服務學生 195人 

105年服務學生 234人 

106年服務學生 168人 

究。 

104年一年服務 9921人民眾 

105年一年服務 10007人民眾 

106年一年服務 9892人民眾 

建國花市滿 10年約服務 100000民眾 

2 

每 學 期

救災、災

難演練 

全 校 老

師 學 生

CPR 學習

演練 

籃球、排

球 球 賽

意 外 傷

緊 急 救

護站 

救災、災難演練 101年

開始-107 年每學期 2

次 

高一二排球賽籃球賽

簡易救護站兩周完成 

急救員訓練 101 年開

始每學期寒暑假共 2

次 

全校高一二 CPR&AED 

95年開始-107年每學

年 1次於下學期四月 

松山高中緊急救護站、救災演習，每

年 9.21.演習及演練，由紅十字會青

少年服務隊執行約 24 人，救護站每

天 3 人共 30 人協助值勤，簡易外傷

處理。 

舉辦全校高一高二 CPR&AED演練，106

年高一 766人，高二 758 人，於健康

與護理課程教學，CPR測試 104年 105

年、106 年與中華民國救護協會合

作。高一、二每學期 25 名經課程測

驗取得急救員證書。 

3 

新 店 廣

恩 養 護

中心 

月伴老

人、關懷

老人 

  

100年開始-107年，每

月第三周日，共 12次

設計活動與老人互動 

104年服務學生 101人 

105年服務學生 105人 

106年服務學生 90人 

養老院 145人爺爺奶奶，陪伴老人遊

戲、表演，鼓勵老人，老人生命故事

訪問書寫，教導種花、繪畫、聖誕節

頌愛到廣恩，每 2-3月邀各社團綜藝

表演～扯鈴、武術、魔術、有氧舞蹈、

合唱團、國樂、管樂、鋼琴、琵琶、

吉他、電子琴。並做老人照護小論文

探究。老人都欣喜看到我們如同他們

的孫子般，感受開心。生命體驗受惠

多。藉此學習照顧老者，帶給老者喜

悅體會生命的價值。 

4 

新 北 市

公 立 中

和 動 物

之 家 照

護 流 浪

狗，幫流

浪 狗 找

幸 福 的

家 

101 年開始-107 年每

星期六早上，顧及師生

照顧狗隻安全，以師生

約 15 人服務為基礎,

每學期訂 10次原則  

104年服務學生 224人 

105年服務學生 300人 

106年服務學生 240人 

中和動物之家照護流浪狗助狗隻套

狗繩帶出狗籠，餵食，放風、剪指甲

梳毛、幼犬成犬澡、觀察身心情緒，

皮膚狀態、協助醫師給藥、裝晶片，

解說員訓練，每學期邀請獸醫師、訓

犬師、動保員、資深志工演講，由四

位老師帶隊與學生共同服務，狗隻受

到照顧明顯健康，活潑、開朗。明白

萬物生命的可貴，物我和諧的關係。 

5 

內 湖 特

力 屋 松

山 高 中

一 日 洗

車 公 益

募 款 活

102年服務學生 220人 

103年服務學生 250人 

105年服務學生 20人 

106年服務學生 180人 

松山高中一日洗車公益募款活動前

三次與崇友基金會合作，到 106年獨

立由松山高中師生洗車，102年洗 313

車、103 年洗 458 車、105 年洗 169

車因下雨關係，106 年洗 278 車，共

募款 531,590 元，幫助中和動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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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家、清寒學生、遊民、基督教醫院、

老人安養之家。另外由陳 o萍老師每

年勸募捐款，例如：107 年 2 月協助

買狗食協助宜蘭方智釵阿姨、永和

TNR餵食團、犬山居、中和動物之家、

高雄愛媽業又溯等單位幼犬奶粉、老

犬營養罐頭、飼料共 29916 元，松山

高中發揮愛心極致。 

6 

關 懷 動

物 行 動

劇 

西松國小 16名服務 

古亭國小 34名服務 

西湖國中 20名服務 

松山高中 36名服務 

關懷動物行動劇服務

演出 

關懷動物行動劇，每學期公演宣導愛

護動物，教育影響心靈共 7場演出讓

愛轉動的影響力。松山高中領養狗送

出看病並照顧。 

西松國小 240名、古亭國小 280名小

朋友 

西湖國中 200名、松山高中 1600名

高中生 

103年松高學生榮獲教育部服務學習

愛護動物微電影創新設計佳作獎

10000元。 

7 

校 內 飢

餓 12 活

動 

世 界 展

望 會 飢

餓 30 活

動 

103年～477人師生 

104年～578名師生 

105年～650名師生 

106年～520名師生 

 

同青社與紅十字青少年服務隊號召

飢餓 12 活動，與世界展望會合作，

繳交 100 元參與，共募款 222,500

元，幫助弱勢團體及非洲國家 

飢餓 12 之後續參與臺灣大學體育館

與學生一起參加飢餓 30 活動，共募

款 4,000元 

8 

偏 鄉 國

小 教 育

服務 

103年蔦松國小、文正 

國小教育服務 84師生 

104年愛與關懷紅十字 

會勇士體驗營 40師生 

104年新北三芝興華     

國小 32名師生 

106年宜蘭新生國小親     

職營隊 18名師生 

蔦松國小、文正國小服務各 95 學生

及 63生急救秘寶「急刻救援小小兵」

在高雄市澄清湖傳習齋工商研習中

心急救教育服務，共辦 15場，700位

小朋友參加受到老師、學生與教育

部、教育局肯定。 

三芝興華國小 30名師生 

宜蘭新生國小親職營隊 40名師生 

9 

臺 灣 高

中 生 壯

遊 公 益

活 動 參

訪 

暑假隊伍出團 

每隊伍有一位老師或

家長帶隊公益活動 

每隊 5-8名學生 

1.見義.益勇為---匿名 Five 隊，協

助偏鄉兒童 

2.演奏愛的交響曲---愛的五線譜，

公益服務：用音樂喚醒人心的溫暖 

3.青澀年華尋寶島,春漾芳心訪臺

灣,青春撿心團：自我成長,單車環島  

4.生命的倔強---青春就該放肆去

闖,公益服務：照顧流浪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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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認識我們美麗的鄰居---宜蘭,溫

暖的松高人,公益服務：宜蘭淨灘.偏

鄉小學營隊活動，透過帶領偏鄉兒童

學習活動，學會付出與利他精神。 

10 

海 外 國

際 志 工

服務 

103北京師大附設實驗

小學服務 20師生 

104越南服務 25師生 

105馬來西亞 15師生 

106香港扶幼會 116班

共學服務 40師生 

106紅十字接待香港小

童群益會 20師生  

103年服務北京師大附設實驗小學 40

師生 

104年服務越南胡志明市教育服務 45

師生 

105年馬來西亞兒童 30師生 

106年香港扶幼會 30師生 

106.紅十字服務隊接待香港小童群

益會交流 35師生 

11 

聯 合 成

果 發 表

會 

104、105、106臺北青

少年發展育樂中心發

表會 

105臺灣壯遊發表會 

106校慶服務學習成果

展 

松山高中代表進行聯合成果發表 

(3)海洋環境推廣參與度實施成果： 

項

次 

活動名稱與

內容 
參與度 實施成果 

1 楓紅層層掃

落葉 

楓紅層層掃落葉（校內） 1小時 X40次 X5人=200小時 

每年調整服務人數 

2 認養松山高

中旁電動天

橋做環保 

 

95年開始-107年，由每

月一次到每周一中午一

次，每次約 6人 

104年服務學生 221人 

105年服務學生 235人 

106年服務學生 195人 

掃清撿垃圾天橋做環保清

潔，為松山高中 2299 名學生

服務，全校教職員 195人服務 

天橋環保每周 

1小時 X44次 X5人=220小時

每年調整服務人數 

3 臺北市政府

跨年晚會宣

導垃圾不落

地、全民做潔

客宣導並做

環保服務 

北市政府跨年晚會志工

垃圾不落地、全民做潔客

環保服務已連續 4年 

 

102.12.31.-103.1.1.7人 

103.12.31.-104.1.1.17人 

104.12.31.-105.1.1.22人 

105.12.31.-106.1.1.24人 

4 1.校山象山

及虎山淨山 

2.松山彩虹

橋淨灘 

3.信義區 101

環保 

4.觀音山淨

1.信義區社區環境保護

90年始松高校山象山

及虎山淨山每年一次 

2.松山彩虹橋淨 

3.信義區 101社區環保 

4.105.12.23.觀音山淨

山做環保－淨山活動 

信義區社區環境保護 

校山巡禮兼環境保護清垃圾

由全校師生 

2小時 x師生 800=1600小時 

4小時 x40=160小時 

4小時 x25=100小時 

每年調整服務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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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做環保活

動 

  

5 

1. 淡海環境

保護 

2. 淨灘北海

岸沿岸 

1.從 104年底始關渡十

三行館淡海附近淨灘

活動 

2.105.9.24無語淨灘

日，每個月一次 

 公益淨灘北海岸沿岸走

透透～麟山鼻漁港、石

門公園、石門洞、珍珠

灣已 10次 

1.關渡淡海十三行館附近公

益淨灘 4次 

2.北海沿岸走透透～麟山鼻

漁港、石門公園、石門洞、珍

珠灣–無語淨灘日已 10次 

 

6 小田園計畫 1.參訪劉心儀老師小田

園菜圃 

2.小田園田園樂開心農

場種菜記 

1.參訪劉心儀老師小田園菜

圃平等里 

2.小田園田園樂開心農場種

菜記每天澆水灌溉觀察記錄 

7 海洋特色課

程體驗 

樂活航海衝浪去與服務

學習(課程教學與服務) 

樂活航海衝浪趣與服務學習 

(二)創新做法：  

    
健康生活、傳統醫學
─健康與護理跨校
共備社群 

絕對溫度─高一國
文共備社群，教師
們共同備課 

松高新聞台英文
社群，辦理新聞素
養專題講座。 

校本課程研究方
法與專題社群，
邀請麗山高中師
分享 

    
生命教育教師跨校
社群 

校本課程教師成長
研習 

校本課程共同備
課 

校本課程社群討
論情況 

    
週會講座～創業的
經驗有效與成熟的
溝通能力 

社團多樣化～同青
社飢餓 12. 650 人
參加募款 65000元 

結合學科～學習
分辨恐怖情人接
受大愛台訪問 

陽光手語社寒
訓：自己設計活
動，手語、舞蹈
遊戲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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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友善校園春暉
社宣導 

開學禮靜靜操活絡
松高 

教師節敬師保健
康活動 

校慶創意班旗競
賽思考 

   
 

高二生命教育課
程—道德思辨(學生
上課討論情況) 

特色課程 破風手
能訓練肌力與肌耐
力合作、協調能力 

TED–發表親切自
然 有活力 超強
的學習力、創造力 

特色課程「會聲
會演～高效表達
力」成果發表 

    
一社一服務義工社
義賣餅乾 

婦幼隊蒞校分享與
學生互動思考問題 

道德生活與規範
討論公平社會正
義 

競技啦啦隊 HBL
表演 

    
HBL籃球賽增進師
生榮譽心及凝聚向
心力 

扶輪少年服務社探
討移工議題 

體育班志工助弱
勢孩子 

社團多元健康活
力擁抱愛，體驗
探索 

    
高一 進學禮燭光
禮 

高二生命教育體
驗 

高三 祈福板製作 柳絮紛飛展信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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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高青少年服務
隊建國花市量血
壓與衛生教育 

廣恩養護院陪伴
老人服務 

流浪狗照顧一日洗
車活動賣力洗車 

服務學習團一日洗
車共募款 531590元 

    
宜蘭新生國小營
隊隊輔親職教育
學習 

偏鄉環保與科學
教育愛在興華 
生命之愛 

陝西省西安庫峪口
小學海外國際志工
服務 

垃圾不落地全民作
潔客 

 
 

  
海洋教育與水域
安全樂活航海衝
浪趣 

北海岸無語淨灘
日 

認養社區天橋～落
實環保運動 

校外教學淨灘環保
保護自然環境永續
利用 

四、優質成果： 
(一)目標達成：  

「有溫度的幸福學校」的願景下，我們以「有溫度的生命關懷、有幸福的

全人發展」為教育目標，1.自主學習成長（自信）2．合作溝通領導（負責） 3．

思考統整創新（創新）4．體現生命價值（熱情）5．尊重關懷服務（關懷），希

望培育出「前瞻、優質、卓越並具備生命關懷的未來全人菁英」。 

(二)創新成果：  

專業課程、特色課程以學生學習為主體，因此在教學設計上相對於一般課

程多元，有體驗活動、有討論課程、有實作課程(藝術創作、動物照護)、有實驗

操作(物理與化學的各種實驗)、有校外參觀(藝文展覽、文創中心、田野調查……)、

有校外合作(與大學端合作)。 

上課方式多以分組討論、學生實作、發表、作品呈現為主。有些課程學生

還必須負責解說、教導國中生，各種的設計都達成校本課程之教學目標為主。透

過實作、作品呈現培養自信與負責；透過實作的歷程與作品成果的展現看到學生

的創新；透過討論與分享、透過服務學習培養學生的關懷與熱情。 

評量方式老師也兼容紙筆測驗與真實性評量之多元的學習評量方式，有總

結性的評量，更有形成性的評量，看到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表現與努力，也在成

果上予以肯定。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讓學生自主決定學習方式的重要性，因此在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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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盡量以學生為主體進行思考與規劃，不論是上課方式與評量規劃，都能考量

到學生的個別差異，這是過去一般課程無法做到的地方。 

1.學生成果表現 

(1) 98.99.100.103.105學年度獲全國高中男子籃球賽【HBL全國總冠軍】 

(2) 105年松山高中羽球隊在全中運成績卓越榮獲【高男組團體亞軍】，陳肅瑜在

獲高女組羽球個人單打冠軍，林心如獲高女組游泳 50公尺蝶式個人季軍 

(3) 101-106年榮獲教育局學校與學生服務學習績優團隊【12項特優獎 6項優等

獎】 

(4) 102.103.104.105.107年度松山高中榮獲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5度服    

務教育楷模學校獎】（臺北市唯一高中學校）蒙臺北市長及教育局長接見 

(5) 103年度松山高中榮獲教育部青發展署【健康服務類特殊貢獻獎】馬總統頒

獎 

(6) 104年第 15屆榮獲保德信松山高中~紅十字青少年服務隊【全國社團影響力

獎】 

(7) 104.105.106年榮獲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績優團隊全國競賽【佳行獎】 

(8) 105年全國高中績優學生社團紅十字服務隊榮獲【教育部績優社團佳作獎】 

(9) 106年松山高中一日洗車活動連四年共募 531,590元提供弱勢團體及學生 

2.學校經營成效 

(1) 94.95.96.101.103年榮獲北市高中組【五度教育行動研究學校總成績第一名】 

(2) 100學年度完成高中部校務評鑑，【七項向度全數通過認可】 

(3) 102、104年度榮獲教育部德智體群美五育理念與實踐【2度特優獎】 

(4) 103年度生命教育教學團隊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獎金質獎】 

(5) 103年度松山高中榮獲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服務學習績優學校高中職金質獎】  

(6) 105年度榮獲教育部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推廣社會教育貢獻獎】 

(7) 107年度選修課程暨特色課程優良教學檔案徵稿松山高中獲【特優獎】 

五、結語 
松山高中向以綠色做為學校代表顏色，學生制服亦是青綠色的鮮明象徵，校

園綠意盎然，學生活力無限。松高的學生從具體行動中體會「生命因付出而有愛」

的意義，學生在松山高中學習的三年時光是人生中至為珍貴的青春期，松山溫暖

有愛，學生熱愛松山，蘋果綠青春成為人生中精彩的記憶。 

透過課程與學習活動，從學習實踐的過程中，引領學生思考生命的意義與價

值，讓學生重新學習對自己的探索，並達到校本課程的五大目標：自主學習成長、

合作溝通領導、思考統整創新、體現生命價值、尊重關懷服務，讓本校成為一所

有溫度的幸福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