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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資源統整建共好 智慧創客造東門」，整合各項資源使發揮最大的效

能，是經營學校統整資源的目標。善用這些資源，關懷弱勢到照顧每位孩子，

是團隊堅持的原則，最終在於協助學生肯定自我，展翅飛揚。 

為創新資源統整作法，東門國小善用家長資源，運作健全的志工組織，

亦聯結社區環境，讓學校和社區資源共享、彼此互益。活用校本課程，資源

整合帶來多元的學習。教師精進專業發展，行政效能優質卓越，親師協力夥

伴合作，開創卓越優質的東門文化。 

智慧創客造東門係以學生為中心，強調整合各方資源、活絡團隊合作， 

並以 12 年國教理念（自發、互動、共好）奠基，東門校園願景（健康、快

樂、負責）紮根，透過策略方案鞏固品質，達成四大目標（親師合力、資源

系統、知能創價、智慧創客），實踐智慧創客造東門！ 

       在行政、教師、家長與學生的共同努力下，整合校內教育資源，引進社區

社會資源，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建立安全健康環境，有效促進學生學習，符應

東門的教育願景--「健康」、「快樂」、「負責」，具體實踐「培養身體好、

品格好、學問好的東門人」。 

 

關鍵詞：東門國小、資源統整、優質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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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現況 

一、設校歷史 

    東門國小創校 122年，位於博愛特區，自創校以來備受各界的關注，也是海

內外各界參訪的學校。在歷任校長和教職員工對教育的用心投入，擁有良好的教

學環境設施，各項管理制度完善，一直以百年名校自我期許。近年來，藉由資訊

科技的協助，校務經營永續卓越精進，教師教學備受肯定讚賞。 

表 1  臺北市東門國小校史大事記 

時期 校史記事 

光緒 23年(1896) 創校，校名為台灣總督國語學校附屬學校 

民國 30年 4月 更名為旭尋常小學校 

民國 35年 2月 更名為台北市城中區東門國民小學 

民國 70年 2月 開始辦理舞蹈資優教育實驗研究，招收舞蹈實驗班學生 

民國 72年 9月 設置資源教室 

民國 76年 6月 附設幼稚園招生 

民國 79年 3月 更名為臺北市中正區東門國民小學 

民國 86年 12月 建校百週年校慶活動 

民國 99年 8月 辦理充實英語及體育課程實驗方案 

民國 103年 9月 設立中正區英語情境中心 

民國 104年 12月 榮獲臺北教育 111標竿學校認證 

民國 105年 5月 榮獲 105年度教育部閱讀磐石獎 

民國 106年 5月 榮獲臺北市 106年度優質學校評選－教師教學優質獎 

民國 106年 6月 教育局國際學校獎(ISA)認證 

民國 106年 9月 榮獲「106年度教育部體育署獎勵學校體育績優團體」 

民國 106年 9月 試辦 12年國教先鋒計畫、參與 106年度教育創新實驗方案 

民國 106年 9月 參與教育部 12年國教課程前導學校計畫(中堅學校) 

民國 107年 8月 持續申辦教育部 12年國教課程前導學校計畫(核心學校) 

二、社區環境 

(一) 地理環境優越 

    東門地理位置特殊，位於博愛特區內，與總統府、外交部、教育部、交通部

為鄰；前門面對台大醫學院，後方坐擁中正紀念堂；國家圖書館、臺北市青少年

發展處、中正運動中心近在咫尺，文教氣息濃厚。 

(二) 家長參與熱忱 

    社區家長的社經地位偏高，多為政府各部會公務人員、醫護人員、教授等，

十分關心學生的教育，積極投入班級教學、參與學校活動，親師合作密切，因此

家長會組織健全，愛心志工團陣容堅強。 

(三) 社區資源豐富 

    饒富人文氣息的社區環境，包含兩廳院藝文展演活動、中正紀念堂文教展

覽、張榮發海事博物館、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等，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的機會，也

提供學生深入體驗關懷社會現象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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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規模 

（一）學校現有人力 

    本校教職員約 68％於本校任職 10年以上，經驗豐富、熟稔校園文化；此外，

教職員流動率低，有助於同儕建立互信情誼、進行專業對話。 

表 2  臺北市東門國小教職員在校服務年資分析統計表 

  

（二）學校基本資料 

表 3  臺北市東門國小 師生與班級數 

 總數 介  紹  說  明 

班級 

總數 
68班 

普通班 舞蹈班 資源班 幼兒園 

59班 4班 2班 5班 

學生 

人數 
1873人 1628人 

男生 864人 

女生 764人 
95 人 

男生 6人 

女生 89人 
59人 150人 

教職員

工人數 
142人 

教師 職員 技工友 校警 專任廚工 教保員 

123人 11人 4 人 1人 2人  1人 

貳、優質目標 

一、背景分析 

(一)師資團隊結構分析 

    本校教師團隊成員共計有 132位，有 89 位碩士學位，1位博士學位，佔教

師總人數 68% (校長具博士學位)；展現本校教師積極成長，專業進修意願高，精

進教學素養及關注學生的學習成就。 

表 4  臺北市東門國小教職員學歷分析統計表 

教師編制 132人 

 

學歷 博士 研究所 大學 合計 

人數 1 89 42 132 

百分比 1% 67% 3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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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現況 SWOT 分析 

茲將本校資源統整現況以 SWOT 分析說明如下：  

表 5  臺北市東門國小資源統整 SWOT分析表 

臺北市東門國小資源統整SWOT分析表 

項

目 

內部（Internal） 外部（External） 

優勢(S) 劣勢(W) 機會(O) 威脅(T) 

親

師

合

力 

1.家長會愛心志工團

積極協助，親師合作

關係極佳。志工參與

人數約100人，多方

協助學生學習。 

2.引進社區企業資源

照顧弱勢生，有效協

助學童。  

1.少數家庭功

能失調，影響

學生學習。 

2.班級人數

多，教師及行

政人員工作負

擔重。 

1.家長及社區人

士為校友居多，

熱心支持學校，

同心互助互信，

如校友會等。 

2. 學校與社區

支援管道暢通，

建立良性互動。 

1.家長雙薪家庭

增加，人力資源

日漸短少。 

2.對弱勢家庭的

關照增加，團隊

間需更加留意並

即時掌握，給予

適時協助。 

資

源

系

統  

1.教師學有專精，專

業師資建構各科完

備課程與學習環境。 

2.成立音樂、體育校

隊及藝文社團，學生

學習資源豐富。 

1.建物老舊，

尚待爭取大型

優質化校舍改

善經費。 

2.校友資源需

進行整合。 

1.位於文教區，

豐富社區資源及

機構發展課程。 

2.鄰近學校多，

聯成策略聯盟，

資源共享。 

1.學校位處博愛

特區，遇遊行抗

議時影響教學。 

2. 學生多越區

就讀，較缺乏社

區意識。 

知

能

創

價  

1.教師積極組成專業

社群、參與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 

2.學校舉辦各項多元

活動，實踐學生「做

中學、有作品」之目

標。 

1.雖已建置教

學分享平臺，

還需與時俱

進。 

2.資訊教學設

備使用率仍有

進步空間。 

1.爭取外部經費

建構學習網絡，

增進學生「知識

遞移」能量。 

2.透過公家機關

和民間團體力量

協助校務運作。 

1.資訊設備的維

護與耗材費用

高，負擔沈重。 

2.少數家長教育

理念不一，需費

心溝通整合。 

智

慧

創

客  

1.學業表現與品德教

育並重，學生智德均

衡發展。 

2.鼓勵教師創新教

學，積極辦理成果展

示活動。 

1.少子化影

響，教師需費

心培養學生品

德。 

2. 行政人員

流動率高，教

學之傳承與創

新具有難度。 

1.臺北市積極發

展創客教育，學

習資源豐富，拓

展學生學習觸

角。 

2.學校開辦創客

課程，互相提供

學生上課機會，

形成資源聯盟。 

1.需透過教育正

義發揮資源統整

效益，讓每位孩

子得到教育均等

機會。 

2.如何以智慧創

客精神結合新課

綱之核心素養，

為教師之挑戰。 

二、具體目標 

    方案執行過程中，積極「親師合力廣納資源」，開展結合各類型資源，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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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資源取得及永續的經營。在「整合建構資源系統」階段，縝密探究資源分配的

優先順序，而使資源更佳務實展現價值。在「積極實踐知能創價」上，建置知識

管理分享平臺，提高資源統整效能。在「永續經營智慧創客」方面，整合實踐「知

識K→技術T→能力A→價值V」的共好教育，務期讓發揮最大的教育價值與學習

成果，達成四大方案目標： 

（一）親師合力廣納資源，深耕親師合作，發展優質學校。 

（二）整合建構資源系統，帶好每位學生，實現教育正義。 

（三）積極實踐知能創價，創新優質經營，開展教育作為。 

（四）永續經營智慧創客，豐富學習內涵，展現學習成果。 

 

參、具體作法 

一、實施內容 

 親師合力廣納資源 

（一）學校行政、教師會、家長會和諧共榮，合力爭取多元教育資源，促進學校

卓越發展 

1.三方合力共榮，建置人力資源庫，透過計畫擬定、設備購置、經費籌措等，串

連家長會、教師會與行政共同參與，促進學校發展。 

2.三方緊密連結，合力爭取各種資源，進行學校軟硬體的維修更新，提供學生更

優質的學習環境，也增進家長對學校的認同感。  

表6  臺北市東門國小近兩年校園營繕經費 

年度 工程名稱 工程費 

106 

1.高壓變電站新設工程與和平樓電源改善工程 7,700,000 

2.信義樓屋頂防漏整修工程 3,289,908 

3.活動中心及忠孝樓南側外牆整修工程 4,191,858 

106年度合計 15,181,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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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1. 活動中心地板整修工程 1,999,965 

2.校園電梯改善工程 1,722,924 

3.活動中心天花板及升降羽球燈整修工程 4,985,928 

4.忠孝、仁愛、信義樓電源改善工程 6,942,531 

5.忠孝樓教室天花板整修工程 4,928,848 

6.幼兒園汰換兒童遊戲場工程 1,808,844 

7.幼兒園教學環境設施充實及改善工程 1,100,000 

107年度合計 23,489,040 

（二）運用社區資源，建置安全聯防網絡系統；提供學校場地與空間設施，供社

區居民使用，建立良性互動關係 

1.運用社區資源，建置安全防護網，守護學生上下學的安全。辦理學習型家庭親

職講座、志工成長團體與家長成長團體、提供家長教育諮詢。 

2.提供學校場地，供社區民眾使用，資源共享，讓社區以學校為榮。利用學校體

表會等大型活動，辦理社區民眾健康檢查，建立良性互動的策略聯盟關係。    

    

運動中心游泳課 雙胞胎園遊會 造型氣球親子共學 親師生園遊會 

（三）同心建構互助互信、共存共榮、溫馨和諧、共好合作的學校與社區 

1.善用社區資源發展校本課程，利用社區豐富的資源社區即教室，發展東門學校

本位課程。踏查長榮海事博物館、中正紀念堂、228公園等是學校課程內容。善

用青發處的場地公益時段，進行學生畢業美展。 

2.組織策略聯盟專長共好合作，善用鄰近學術單位資源，如市大與國北心理諮商

學系所學生，協助學校小型團輔與個諮輔導。市大退休英語系教授協助學習弱勢

學生英文學習，臺大醫院醫護人員協助衛教宣導等。    

（四）經營行政、教師、家長及教育夥伴關係，合力展現專業示範，培育能夠實

踐力行學生 

1.發揮夥伴力量協助學生減塑，家長會愛心志工團隊健全的運作，成為學校重 

    

交通導護志工 

守護學童安全 

志工111早餐聯誼

會交流分享 

志工支援董氏基

金會扮老體驗課 

幼兒園汰換兒童

遊戲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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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支援，資源回收組志工推動環保教育垃圾分類，交通導護組志工維持學童上

下學平安外，進行減塑愛地球淨灘活動時，於海邊護衛學生的安全。 

2.推動國際教育志工參與導讀，東門推動國際教育，以不帶孩子出國也能環遊世

界為理念，每學期由志工家長進班導讀國際教育，引導學生認識其他國家的風俗

文化。每學期導讀6個國家，目前已經導讀過12個國家。 

 整合建構資源系統 

（一）建置完整的課程、教學、社團、環境、競賽、活動、安全等輔助支持系統，

支援師生課程教學及教育活動運作。  

1.完備支持系統提升學習成效，校園首頁建置教學資源網站連結，導入教育雲、

酷課雲、酷學習等資源平台，並推廣本市教育局採購之線上資料庫。建構雲端硬

碟資源共享，規劃活動照片、處室資料、校務分享等雲端硬碟區塊。 

2.運用數位科技展現系統成果，建立活動相簿專區，儲存學校各式活動紀錄。針

對各批次學生學力檢測量化結果，量化分析協助教學精進策略。建立健康管理系

統與 E酷幣獎勵制度，並定期進行親師生問卷調查，提供各項統計資料。 

表7  臺北市東門國小數位系統一覽表    

報名系統 學期初社團、營養午餐與課後照顧等，利用網路報名與繳費，公平

公正公開。 

校務硬碟 行政共用校務硬碟，進行教師及行政各項資料公告及分享運用， 加

強處室、學年之間聯繫。 

網路雲端 善用google網路雲端系統，利用gmail信箱及line 群組聯繫，行政會

議紀錄資料皆放置於雲端硬碟，方便行政及教師隨時查閱。 

活動直播 運用數位科技網路技術提升學習效能，除進行活動現場轉播外，各

領域教師以數位科技融入教學，善用新進教學輔具，於資訊平臺上

建置教學資料共同備課、彼此分享。 

    

行政共用校務硬

碟聯繫分享 

社團報名與繳費系

統 E化 

建構雲端硬碟資源

規畫區塊共享  

運用數位科技 E

酷幣獎勵制度 

    

志工支援淨攤 舞蹈校本課程 蔡教授英文課輔 國際教育志工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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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構資源運用分配機制，增進課程教學、學生學習、學校社團及特色品牌

的教育經營。 

1.合理分配資源，符應校務需求。參與教育局及教育部推動國際教育精進課程及

教學卓越專案計畫，爭取經費應用或開發雲端化與E化的數位學習內容，發展與

研究「以學生為中心」的行動學習創意課程設計與教學策略。 

2.落實順性揚才，資源形優輔弱。藉由課程設計融入科技輔具，讓各領域透過「探

究式學習」，展現學生學習力與創新力。目前弱勢學生為40名，建立名冊並予以

學習上的協助。105至107學年共辦理社團成果發表會5場，校外展演活動8場。 

    

發展特色課程 和草閱讀營 輔導支持系統 E化數位學習 

表8  臺北市東門國小形優輔弱一覽表   

補救教學系統 依學生需求開設和草閱讀營、攜手班，擬訂攜手激勵學習潛能

計畫，依學生個別學習狀況以小班方式提供適切輔導。 

輔導支持系統 整合內外部輔導資源，建立輔導三級支持系統，成立教育儲蓄

戶協助弱勢家庭、運用社福資源扶助高關懷家庭，讓每一個孩

子都能安心就學。 

特教團隊合作 規劃特教學生多元課程，申請職能、語言與物理專業團隊資源

協同合作，並邀請西區特教與東區情障團隊入校協助。 

發展特色課程 發展舞蹈特色課程進行協同教學，邀請首督芭蕾舞團、臺北市

教師合唱團等蒞校演出，發展活化校本課程。 

資優教育課程 發展學生機器人設計課程，提升學生資訊操作能力。 

（三）運用量化數據或質性描述，彰顯資源活化的成果。  

1.提升學習績效精進教師專業。行政、教師、家長會同力支持校隊或社團長期培

訓發展，資源挹注於學生各項學習，表現卓越成績亮眼，最近3年已辦理13場社

團校內外展演活動。教師的專業獲肯定，經常獲邀進行專業分享。 

2.活化各項資源展現亮眼成績。掌握教育趨勢活化資源，12國教實施在即，106、

107申請教育局先鋒計畫、教育部前導學校及核心學校，辦理教師及家長宣導研

習，實施學校特色課程，舞蹈協同教學等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 

    
先鋒計畫教學 空手道成績優異 公開授課交流 藝文韓國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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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臺北市東門國小近年學校績效一覽表 

學年度 獎項 

104 
教育部閱讀磐石獎、臺北市體育特色課程特優、通過ISA國際學校

獎中級認證 

105 課程計畫特優、教育部學校本位國際教育(SIEP)獎、國際筆友交流 

106 
課程計畫特優、國際筆友交流、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複審、教育部

十二年國教前導學校、教育局先鋒學校、程式教育實驗計畫 

107 

課程計畫特優、國際筆友交流計畫、通過 ISA 國際學校獎認證、

教育部十二年國教核心學校、教育局先鋒學校、臺北市教育創新

與實驗徵件特優、臺北市教育盃空手道比賽國小男、女童組團體

總錦標第 1名 3連霸 

（四）開展教育能量，創造系統資源運用，彩繪教育新價值。 

1.統整內外資源開展學校特色。推動國際教育是東門的特色，103年度獲得國際

教育中階認證；103-107連續多年參與國際筆友計畫，104、105年度到得到海洋

教育計畫補助，105年獲得教育部「學校本位國際教育」（SIEP）計畫補助，107

年度獲國際教育國際學校認證。 

2.發揮行銷效益打造學校品牌。東門教師專業能力強，整合各種教育資源，開展

教育能量，奈米科技106代表臺北市參與教育部學卓越獎複審，也獲「蛻變：臺

北市教育創新與實驗」徵件特優。閱讀活動獲教育部閱讀磐石獎。也獲臺北市106

年度優質學校教師教學獎項。  

    

教師教學優質訪視 行動研究研討 本校教師報導 國際筆友計畫 

表10  臺北市東門國小教師參加各項競賽獲獎一覽表（僅列舉） 

年度 競賽項目 得獎教師 

105 臺北市國語演說比賽教師組，榮獲第 6名 蔡明佑師 

105 
臺北市第 17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比

賽，榮獲團體獎第 10名 

朱俊吉、吳雯婷、

林吟美、周良姿、

鐘湘庭、黃麗雯師 

105 臺北市國小教師精進教學檔案榮獲「佳作」 洪靜慈、湯凱筑師 

106 
指導學生參加 105年度「兒少保護、家庭暴力教育

創意海報標語製作比賽」榮獲優等 
許麗蓉師 

106 
參加「藝術教材教案徵選推薦計畫」，榮獲遴選建

置於國立藝術教育館教學資源網 
許麗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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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臺北市 105 年度國民小學生命教育教材單元活動

設計獲得佳作 
洪怡雯師 

106 
教育部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優良觀察紀錄，榮

獲特優。 

張宛璇、洪鈺琪、

林之予師 

106 
教育部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優良教學檔案榮

獲特優 
張淑慧師 

107 
臺北市「蛻變：臺北市教育創新與實驗」徵件實施

計畫榮獲特優 

張淑慧、蔡明容、

林皎汝、吳瑞聰、

林品鴻、施懿珊等 

107 
第 19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比賽，特優優選佳

作入選共 7件，榮獲團體獎第 4名 

楊宜璋、王萱之、

吳佩薰等 

107 
臺北市 107 年度交通安全創意教學教材徵選創意微

電影設計--教師組第 1 名 
湯為國 

 

 積極實踐知能創價 

（一）建置知識管理與分享平臺，促進知識螺旋重組，提高資源統整效能。  

1.建置知識管理與分享平臺，藉由參與教育實驗方案，例如：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專案、國際教育專案、十二年國教先鋒計畫專案，邀請該領域專家擔任諮詢與研習

講師，經由專家學者的指導與陪伴，促進教師知識螺旋重組。 

2.進行專業分享與公開觀課，建置教師教學檔案機制與學生學習成果展示，並運

用資訊科技融入進行教學。進行專業分享與公開觀課，成為傳承與創新基礎。東

門為中正、中山區學習共同體總召學校，教師公開觀課100％。 

    
邀請專家指導 線上直播系統 資訊融入教學 教師公開觀課 

表 11  臺北市東門國小各項數位服務功能表 

數位服務 功能 數位服務 功能 

有線及無線

網路 

提供連接北市教育網

路，範圍覆蓋全校。 

HA 架構與自動

即時通報機制 

可於數秒內完成一

般性系統災害復原 

網路電話 
各教室設有一台，提供教

室空間即時通訊。 
校網線上查詢 

校外教學行事曆、圖

書館藏查詢 

線上登錄 

系統 

場地租借、社團課照報

名、學生請假 

校 門 口 設 置 

播 放 螢 幕 

展出各項活動海報

與成果，學生作品 

HD 高畫質

直播系統 

提供校內即時同步轉播

校園活動。 

youtube 上同步

轉播系統 

提供校外直播及備

份活動影片。 



 

11 
 

表 12  臺北市東門國小教師創新知識分享一覽表(僅列舉代表) 

分享議題 分享者 分享議題 分享者 

『閱讀~悅讀』 劉如芬師 國際教育實施 湯為國師 

用創意翻轉教室 徐毓苓師 奈米科技教學 蔡明容師 

國際教育月課程設計與

教材編寫 
湯凱筑師 

國際教育月課程設計與

教材編寫 
劉靜瑩師 

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

領導、12 國教種子教師、

種子教師回流講師 

謝明燕師 

桃園市 107年國民小學

創新科技互動課堂教學

團隊競賽評審 

蔡明佑師 

性別平等教育精進教學

策略成果發表會 
蔡明佑師 

性別平等教育融入綜合

領域教學小論文 

陳幸岑師 

徐郁婷師 

臺北市國際教育月總召 湯為國師 學校本位特色課程實施 洪慧瑄師 

舞蹈特色課程動態說課 宋明芬師 教學檔案特優分享 張淑慧師 

（二）增進「知識遞移」流量，傳承創新師生教育知能，發揮資源統整能量。 

1.教師與學生知能創價，發展教師專業社群，參與教師行動研究，鼓勵教師發展新

課程設計、班級經營計畫、主題教學教材、教學教案設計等。系統規劃進行創客教

學，學生發展立體實物作品：身心障礙孩童手做義賣作品、六年級3D列印作品、

新住民和草閱讀營彩繪石頭作品、畢業生畢業美展等。 

2.增進知識遞移流量，學生參加YOYO TV 辦理之舞蹈班與空手道隊節目錄影，小

小說書人，教師節敬師語廣播與敬師話錄影活動，加入大樹下說故事演出等。與

酷比課團隊合作辦理創客營，利用機械結合自我創作製作動能機械。開發學生領

域創客方案，3D列印名牌、書籤，自走車，遊戲程式動畫製作等。 

    
教學輔導專業社群 身心障礙孩童手做 學生 3D列印成品 學生加入戲劇演出 

（三）鼓勵家長志工、專業人才及教師組織積極參與校務，提升教育實踐價值。  

1.完善志工服務制度，家長會設秘書與顧問，協助處理家長會志工各項事務，各

組定期開會並出席學校各項會議。每個月111進行「行政家長會社區早餐會報」，

提供服務需求、聽取建言等。也邀請專業人才進入學校服務。 

2.溫馨志工交流系統，學校提供家長會辦公室供親師與志工交流互動，並定期辦理

志工餐會與聯誼活動。志工依專長、任務分組，並透過完整的書面資料與各項會議

進行傳承。辦理家長成長研習、讀書會等，增進志工教育服務知能。 

    
家庭教育委員會 東門 111早餐會報 志工校外參訪 志工團肢體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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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揮學校教育影響力，提升家庭、社區及社會教育效能。 

1.推動家庭增能，辦理家庭訪問、學校日教育宣導、學習型家庭親子講座研習，

且善用資源辦理親職教育，例如新住民子女教育輔導工作坊、特教家長工作坊、

親職讀書會、親子創客營等增進家長教養知能，強化家庭教育功能。 

2.營造學習型社區，建立社區學習的網絡，營造社區學校化的概念，學校提供場地

方便社區居民進行終身學習，使社區有如一所「大學校」，促進社區與學校良性互

動，提升經營及學習成效強化社區學習意識，促進社區認同情感及一體價值。 

    
親子魔術共學活動 學習型家庭參訪 家長增能講座 親子讀書會 

 永續經營智慧創客 

（一）應用有效資源，系統實踐品德教育及情意教學的核心價值。  

1.系統實踐品德教育及情意教學的核心價值，納入學校總體課程計畫。校園持續

推動品德教育、法治教育等，並結合開學友善校園週，持續進行友善校園三反等活

動。於兒童朝會與教師晨會說明新五倫概念，定期公告中心德目，並依年段開展設

定行為規準，由導師及領域教師融入教學、示範實踐。本校最近3年邀請校外講

師與學生分享法治教育、生命教育、友善校園、紫錐花運動…等共81場。 

2.營造溫馨友善的校園文化，推動友善校園，重視生命教育與情緒教育。透過校內

外資源系統整合，結合教育、心理及相關專業人士與志工，共同推動情緒與心理

教育。學校辦理ㄧ系列生命教育，例如：親師生捐贈二手書到緬甸；辦理各項感恩活

動與節日慶祝活動，歲末募集年菜與發票。期待改變教育方式，教會孩子以行動實踐

化感恩為祝福，享受「施比受更有福」的生命力量。 

    
兒童朝會宣導 兒少保護宣導 捐贈二手書到緬甸 歲末募集年菜與發票 

表13  臺北市東門國小近年辦理生命教育一覽表（活動過多僅部分列舉)  

活動名稱 105 年 106年 107年 

寒冬送暖募年菜 191,111元 205843元 238272 元 

送書到緬甸 1次 1次 2次 

生命教育（以入班宣導為統計） 22 班 47班 35班（107-1） 

情緒教育（以入班宣導為統計） 31 場 37場 20場（107-1） 

學習型家庭、親職講座、親子共學 10 場 11場 11場 

（二）發揮資源統整的效用，激發師生「好習慣」及「服務心」，整合實踐「知

識→技術→能力→價值」的共好教育。。 

1.推動實踐共好教育。於兒童朝會或教師晨會表揚師生系統共好行為實踐。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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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進入社區進行服務，定期彙整與更新學校榮譽史蹟及師生典範智慧表現，

透過智慧管理有效傳承與發展。 

2.實際的送愛行動。每年歲末，藝文團隊走入社區參與「寒冬送暖—關懷社區老

人」活動、「送愛到兒癌」活動，並接受外界邀請，於國父紀念館、國家音樂廳

與101大樓參與歌舞劇及音樂會的演出。 

    
表揚愛心小太陽 五年級淨灘活動 社區寒冬送暖 受邀到 101演出 

（三）有效運用資源，逐年增加符合「做中學、有作品」的比例。  

1.產出作品的教育創客親師生。舉辦親子共學的研習，一方面增進親子間的情誼，

一方面從做中學有作品激發學習熱情，各項創客作品涵蓋各領域豐富多元。 

2.引導教學符合創客教育內容。參與各項創新實驗方案，獲得經費的挹注外，藉

外聘專家學者的指導，善用科技協助學習具象化，協助課程內容加廣與深化。 

    

親子手作造型氣球 身心障礙學生展演 學生畢業音樂會 6年級畢業美展 

 

表 14  臺北市東門國小學校 105-106年引導教學符合創客教育內容 

序

號 

年

度 
計畫名稱 計畫金額 創客內容簡述及成果 

1 105 

國民中小學

辦理程式教

學課程實驗

實施計畫 

76,200 

1.採用 STEAM 設計課程架構。課程能銜

接五年級資訊課程內容。2.學生能夠設

計一個好玩的遊戲，並分享在 Scratch網

站上。學生能夠編寫或修改程式碼，來

啟動 Ardiuno 上的感應器。學生能夠組

裝並操控 mBot 機器人。學生能夠自己

設計一個作品，並且利用 3D 列印機列

印出來。 

2 105 

臺北市提升

學校資訊科

技融入教學

創新應用計

畫 

330,000 

1. 加強資訊專案團隊組織效能，採用共

同備課觀課議課促進緊密的合作。 

2. 學生利用平板管理學習目標，並使用

心智圖或其他 APP 做為其思維工具。 

3. 使用APP工具進行小組間討論與激發

創意思考。了解創用 CC 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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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透過學習共同體的教學模式，培養學

生清晰表達並能與他人溝通合作。 

3 106 

精進課程及

教學資訊專

案計畫 

1,386,217 

以創新、實驗與突破的精神，利用無線

投影、混合模擬實境和數位學習等技

術，分別於 5年級、自然、音樂、英文

等領域進行本計畫。 

1.資訊設備與雲端資源的引進，使課程

內容更易加廣與深化。 

2.利用行動載具，學生易於學習較不易

瞭解的知識。並進行創作與展演。 

4 106 

國民中小學

辦理程式教

學課程實驗

實施計畫 

76,200 

1.課程採用 STEAM 的架構設計，銜接高

年級資訊課程，使學生利用自身所學進

行主題式學習。 

2.選用 Scratch、Ardiuno、Mblock、3D

列印機等開放性軟硬體，使學習從電腦

內的程式設計、3D建模為出發點，學習

利用 Ardiuno 控制簡易的機器動作。 

（四）發揮資源統整的效用，激勵師生傳承創新「教」與「學」的實物作品。 

1. 搭建學生展能的舞台自己做創客。每學期舉辦師生領域作品成果展示會及創客

競賽活動。舉辦各領域及社團創客成果發表會，園遊會辦理創客嘉年華會、

學生手作創客市集，彙整學生創客作品展示於校園各角落內及學生數位藝廊。 

2. 妝點校園風采的創客作品展示。收集校園學生創客作品，成為外賓參訪或校

際交流時致意的禮物，並向外賓論述創客作品獨一無二的教育價值。學生彩繪

桌椅陳列於青發處，供大家欣賞。學生美術作品布置於一樓走廊，隨處可見。 

    

學生彩繪課桌椅 社團創客成果發表 創客特色園遊會 學生書法藝廊 

 

二、創新作法 

（一）親師合力廣納資源，深耕親師合作，發展優質學校。 

    申請學習型家庭方案，辦理親子共學的教育講座，107年共辦理10場活動，

申請經費15萬元，參與人次達560人。辦理校際交流活動，安排與其他鄉鎮國小

學生交流參訪，也辦理全球文化視訊連線等教學活動，為學生開拓學習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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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型家庭做天燈 學習型家庭參訪 辦理澎湖校際交流 與國外視訊交流 

（二）整合建構資源系統，帶好每位學生，實現教育正義。 

    重視積極性教育均等，秉持「一個都不少」之教育愛精神，關注學生需求，

落實學生個案輔導制度，並整全校內外學習支援系統，引進各項補助措施，提供

弱勢及特殊學生均等學習機會，在學習上無後顧之憂。 

    
新住民閱讀營頒獎 志工協助課業輔導 攜手激勵班 彩虹基金會音樂劇 

（三）積極實踐知能創價，創新優質經營，開展教育作為。 

    積極推動國際教育，融入藝文、社會、英語領域，善用英語情境中心，成立

外語社團，營造東門學習外語及多元文化學習的優質環境。整合國際人權日、國

際海洋教育、國際筆友活動以及國際傳統舞蹈的交流，擴展學生視野。 

    
國際教育活動 人權大使來訪 海洋教育講座 國際筆友回信 

（四）永續經營智慧創客，豐富學習內涵，展現學習成果。 

    善用科技協助學習具象化，協助課程內容加廣與深化，藉網路跨越國界進行

交流。創客課程，學生做中學，展現多樣的學習成果。國際教育結合SDGs的目

標，藉由實際的行動培養21世紀學生的公民意識，也達到素養導向的教學。 

    
國際教育月宣示 淨灘成果 創客特色園遊會 學生做方向指示器 

肆、 優質成果 

一、 目標達成 

在「健康、快樂、負責」的願景下，學校積極推動資源統整方案，希望每

個孩子都能得到豐富的學習機會、擁有自主的學習歷程、陶冶良善的學習態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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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獲得最佳的學習效益，以下就達成的目標分述如下： 

目標一：親師合力廣納資源，深耕親師合作，發展優質學校。  

    家長會愛心團志工隊吸引家長參與，107 學年度人數已接近 100 人。家長會

也給予實際的物質支援，每年編列預算支援學校辦理活動。 

    

家長會提供體表

會獎品 

家長會共同外賓

來訪接待 

走入社區寒冬送

暖活動 

優質愛心志工團 

感恩頒獎 

表 15  臺北市東門國小志工服務時間表 

志工組別 107學年度人數 服務時間 服務內容 

書香組 24 每週固定一次 
推動閱讀教育、圖書館導

覽、班級說故事 

交通導護組 13 上下午放學時間 
維護學童上下學安全、指

揮管制交通 

課業輔導組 20 
週一、二、三、 

四、五晨光時間 

配合導師輔導課業及生

活適應需協助的學童 

綠手指組 22 週五上午 
配合校園美化和小田園

教育 

資源回收組 9 週一晨光 資源回收與環保教育 

校園安全組 17 上課前與放學後 巡視校園安全 

表 16 志工團服務人數、時數統計表 

學年度 104 105 106 合計 

志工團服務總人數 82人 81人 83人 246人 

志工團服務總時數 3268.5時 3431.5 時 3389時 10089 時 

表 17  臺北市東門國小家長會編列年度預算支持學生活動、特教及輔導等經費 

項目 申請單位 金額 備註 

體育競賽體育表演

會獎品贊助費 
學務處 38,000  校內體育競賽個人及團體優勝獎品  

師生榮獲市級以上

比賽獎項鼓勵 

(含 E酷幣獎品) 

教務處 

學務處 

輔導室 

總務處 

50,000  頒發獎學金給各項比賽優良學童 

校外團體來訪接待 80,000  
訪視、評鑑、國際交流、外校參觀、

研討會等茶點及伴手禮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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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寒冬送暖活動 輔導室 10,000  購買麥片分贈社區老人 

舞蹈班演出活動費 輔導室 10,000  辦理學生畢業舞展基金 

目標二：整合建構資源系統，帶好每位學生，實現教育正義。 

    東門整合各項資源，整體規劃運用，為學生學習發揮最大效益。除了給予學

生多元豐富的學習機會之外，對於需要協助的學生也都列冊給予資源。 

    

社團 101校外展演 空手道基層訓練站 學習型家庭講座 和草閱讀營頒獎 

表 18  臺北市東門國小新住民閱讀營 

項目 105學年度 106學年度 107 學年度 

和草新住民閱讀營學生人數 15 12 10 

對外場地租借使用單位 
彩虹生命教育協會、家長會讀經班、東門長青會、雙

胞胎協會…等。  

表 19  臺北市東門國小 105-107學年度課後社團開班數、藝文團隊與體育校隊隊

數及參與人次統計表 

學期 

類型 

105上學期 105下學期 106 上學期 106下學期 107上學期 

班數 人次 班數 人次 班數 班數 人次 班數 人次 班數 

益智科學 9 139 9 124 11 162 12 148 16 206 

運動 37 649 29 541 30 549 30 527 34 668 

運動校隊 5 229 5 229 5 201 5 201 5 178 

藝文 39 534 41 534 39 566 46 620 42 588 

藝文團隊 3 175 3 175 3 175 3 175 3 175 

合計 93 1,726 87 1,603 88 1,653 96 1,671 100 1,815 

 

目標三：積極實踐知能創價，創新優質經營，開展教育作為。 

    形塑校園創新優質精進氛圍，積極申請各項專案。從事前的規劃到事後的檢

討紀錄，都有一套作業程序。開展教育作為，再艱難的任務都能圓滿達成。 

表 20  臺北市東門國小 105-107申請各種專案一覽表 

專案計畫 105 學年度 106學年度 107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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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報教育計畫 V V V 

國際筆友計畫 V V V 

小田園教育體驗學習實施計畫 V V V 

學習型家庭方案 V V V 

和草閱讀營 V V V 

國小校際交流活動 V V V 

小公民養成術 V V V 

推展傳統藝術教育 V V V 

體育基層訓練站 V V V 

舞蹈班聯合展演 V V V 

國小暑期體驗營 V V V 

程式教學課程實驗實施計畫 V V V 

家庭教育網絡活動  V V 

英語夏令營  V V 

ISA國際學校課程  V V 

領域課程研究結合共備社群  V V 

⚫ 107學年度另申請築夢 Taipei童趣探險主軸園遊會、特殊教育方案、教育

專題研究、臺北市創新實驗教育博覽會、美感體驗教育計畫…等。 

目標四：永續經營智慧創客，豐富學習內涵，展現學習成果。 

    教師以統整主題方式規畫課程，例如六年級畢業系列活動包含畢業美展、畢

業音樂會，學生在實作體驗中深度學習。 

    
奈米科學體驗營 舞蹈社成果發表會 科展得獎作品頒獎 畢業成果發表會 

 

二、創新成果 

項目 方案目標 創新作法 

合作無

間親師

合力 

親師合力廣納資源，深耕親師合作，

發展優質學校。 

 

與韓國合唱團辦理交流 

 

 

1. 近2年學校內外在環境的

整理營造，融合閱讀、國

際教育、舞蹈特色課程等

呈現，成果深獲親師生肯

定。107年教室全面裝設

冷氣，建立舒適環境，以

提升學習效率，更獲得親

師生和社區人士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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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新住民和草閱讀四縣市成果展 

2. 爭取社區多元資源挹注

學生學習，不僅在弱勢

學童午餐補助，更爭取

各項獎學金、與民間機

構協助弱勢家庭經濟負

擔。提供課後照顧，多

元社團課程，協助社區

雙薪及弱勢家庭夜間學

童照顧。 

整合完

備資源

系統 

整合建構資源系統，帶好每位學生，

實現教育正義。 

 
舞蹈本位課程上課實景 

 

 
創新實驗特優獲獎 

 
優質學校教師教學獲獎 

3. 充分整合學習資源，聚

焦提升學生學習成果，

積極申請先鋒教育種子

學校、藝文深耕、體育

基層訓練站根計畫、彩

虹基金會到校演出、精

進資訊能力等；有計畫

的整合資源，提升績效

品質。 

4. 教師專業表現亮眼，學

生學習受益無限。以「學

生學習」為目標的創新

經營，在教師專業表現

成效卓越，奈米科技106

代表臺北市參與教育部

學卓越獎複審，也獲「蛻

變：臺北市教育創新與

實驗」徵件特優。閱讀

活動獲教育部閱讀磐石

獎。也獲臺北市106年度

優質學校教師教學獎

項。 

實踐傳

承知能

創價 

積極實踐知能創價，創新優質經營，

開展教育作為。 

 

社團於兒童育樂中心成發 

5. 提供學生充實活潑多元

學習內容，107 年共有課

後社團 92個。辦理照顧

弱勢，辦理攜手班、新

移民小團輔、和草閱讀

營等。辦理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教學輔導教師

與親職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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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指導志工戲劇肢體演出 

6. 參與各項創新實驗方

案，獲得經費的挹注

外，也藉由外聘專家學

者的指導，永續教師的

專業成長，更新親師生

的創新思維。 

智德兼

備智慧

創客 

永續經營智慧創客，豐富學習內涵，

展現學習成果。 

 

接待人權大使辦理人權英語互動 

 

 

學生使用3D列印製作個人名牌 

7. 透過友善校園週、讀報

教育、人權教育、學生

各項自治活動，創造溫

馨的友善校園，協助學

生正向品格發展，讓學

生遵循人我相處的規

範，在多元的社會中，

涵養尊重不同價值觀的

雅量。 

8. 強化資訊應用素養，建

立 E世代學習力。推動

網路徵文、網路查資料

比賽，鼓勵學生作品發

表於班網上，培養 E 世

代的學習力。從資訊融

入各領域教學中，強化

資訊應用素養。培養產

出多元作品的創客教

育。 

伍、結語-資源統整建共好，智慧創客造東門。 

    東門國小是優雅而溫馨的校園，孩子們非常樂於上學，因為這裡，有認真專

業的老師團隊，有豐富趣味的學習活動，有熱情友善的同儕好友，有樂於付出的

志工家長，以及隨四季變換的多彩校園。經過各方的努力，無數的資源整合投注

教育東門學子，「資源統整」在東門，是全校親師生的共同努力，也代表所有內

外資源對校務推動的貢獻。我們達成以下四大目標： 

（一）親師合力廣納資源，深耕親師合作，發展優質學校。 

（二）整合建構資源系統，帶好每位學生，實現教育正義。 

（三）積極實踐知能創價，創新優質經營，開展教育作為。 

（四）永續經營智慧創客，豐富學習內涵，展現學習成果。 

展望未來，我們持續耕耘，為了共好的智慧創客成果，也將打造更優質的東

門國小，迎新創新，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