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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福林國小「幸福福林~實踐成就每一位孩子的優質學習」學生學習方案是以

「用心用愛培育真善美福林人」為教育願景，透過「整全學習系統、開拓學習資

源；符應個殊差異、鼓勵活用探究；激發學習動力、尊重多元文化；提升基本學

力、素養學習表現」八項推動策略，發展福林國小多元整全的學習系統。並以「行

動福林合作探究」、「多元福林體驗學習」、「藝術福林涵養美感」、「幸福福林特色

課程」多元創新的做法，建構福林國小優質的學生學習。  

本方案目標臚列如下： 

(一)建構多元整全的學習系統，提供適性發展的學習機會。 

(二)鼓勵活用探究的合作學習，習得精進有效的學習策略。 

(三)培養民主法治的公民素養，展現主動負責的學習態度。 

(四)導向能力素養的創思學習，打造全人發展的學習成效。 

學生是教育的主體，生命是潛移默化的歷程，透過以上的教育措施與作為，

讓福林學子都能接受優質的學習，是福林所有教育同仁共有、共享、共榮的教育

責任。 

 

關鍵字：優質學校、學生學習、福林國小 



                                                             參選編號：1081F005 

2 
 

壹、基本現況 

一、創校歷史 

本校籌設於民國 49 年，民國 53 年第一屆畢業生畢業。民國 63 年訂校名為

臺北市士林區福林國民小學。福林國小校園文化溫馨和諧，全體親師秉「用心用

愛培育真、善、美福林人」的理念形塑教育願景，透過豐富多元的課程、合作創

新的學習，優質完備的設施、專業敬業的師資，全體親師生共力，期使福林國小

達成「尊重關懷、合作創新、健康活力，培育真善美福林人」的學校願景。茲列

舉重要校史時期： 

(一) 創校奠基時期（民國 49年～民國 82年） 
民國 49年陽明山管理局應地方需要，籌創福林國民學校； 
民國 63年陽明山管理局改制，校名為臺北市福林國民小學。  
民國 73年成立福林少棒隊；民國 74年成立附幼及資源班。 
民國 78年成立愛心媽媽圖書組志工；民國 80年愛心志工團正式成立。 

(二) 穩定深耕時期（民國 83年～民國 97年） 
民國 83年新建活動中心及成立校史室。  
民國 89年試辦九年一貫課程，榮獲課程計畫優等獎。 
民國 93年獲教育部『九年一貫，標竿一百』績優學校。 
民國 97年志工團榮獲台北市第 12屆優良志工團隊金獎。 

(三) 創新精進時期（民國 97年迄今） 
民國 99學年度起，直笛團參加臺北市音樂比賽年年皆獲優等以上獎勵。 
民國 100年獲教育部頒發全國閱讀磐石學校獎。 
民國 103年獲臺北市閱讀訪視績優。 
民國 103學年度加入學習共同體，辦理校內外公開觀課。 
民國 103學年度、104學年度棒球隊獲教育部全國聯賽前八強。 
民國 104年獲優質學校資源統整優質獎、臺北市交通安全訪視特優。 
民國 105年獲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應用團隊國小組優勝。 
民國 106年獲優質學校專業發展優質獎、臺北市第 50屆科展團體獎優勝。 
民國 107年體適能通過率榮獲全市國小組績優。 

二、地理環境及社區型態 

(一) 地理位置：本校位於士林區雙溪河畔，鄰近芝山岩文史公園及士林官邸，
連結陽明山、雙溪及天母地區，社區具有自然與人文優勢。 

(二) 社區環境：社區鄰近河濱公園、志成公園、美崙公園及雙溪公園，周邊尚
有市立天文館、兒童新樂園、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科教館、市立圖書館，
教育資源豐富。  

(三) 社區型態：學校周邊有捷運、公車網絡，交通十分便捷，社區內新房屋與
老公寓並立，雖位於市中心卻享有公園中的寧靜，社區居民關心公共事務，
發行社區報，與學校互動良好，整體社區素質頗高。 

三、學校規模 

(一) 班級及學生人數：普通班24班(含資源班1班)，幼兒園3班，總計27班。學

生數：男319人，女244人，總計563人。 

(二) 校舍規模:學校校地總面積33,237m2，校舍有6棟主體建築，另有圖書館、活

動中心、溫水游泳池、網球場、綜合球場、250m跑道及綠草如茵的操場，

寬闊的戶外場地於放學後及週末假日，均開放提供社區居民休憩運動。 

(三) 教職員編制(含校長)：教師50人，職員工共11人，計6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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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優質目標 

一、背景分析 

項目 S（優勢）Superiority W（劣勢）Weakness 

內 

部 

因 

素 

學

生

表

現 

1. 學生活潑、有禮貌、喜歡運動，

樂於參與學校各項活動。 

2. 學生純樸善良，可塑性高，易接

受老師指導。 

3. 各項學習活動、校隊及社團參與

的機會及比例高。 

4. 重視學生閱讀及品格教育。 

1. 多元型態家庭漸多，特殊學生

漸增，生活常規、學習態度及

學習方法需循循善誘。 

2. 少子化影響，部分學生較自我

中心。 

教 

師 

教

學 

1. 教師素質佳，富有耐心、愛心，

多數教師具備良好的教學經驗。 

2. 教師同儕協同合作，具備教師專

業與服務熱忱。 

3. 教師能與時俱進，師生關係融冾。 

1. 學年教師人數少，需身兼數

職，教師業務繁重。 

2. 資深教師退休，教師文化傳承

及既有團隊指導的延續問題。 

學

習

環

境 

1. 校園友善，環境優美，學生活動

空間大。 

2. 各項設備及運動設施充足，利於

師生使用。 

3. 資訊教學設備佳，提供師生豐富

的數位學習資源。 

1. 學校面積廣大，各項設施及環

境清潔，需更多人力維護。 

2. 活動中心距離教室遠，課後照

顧、社團使用教室不足，需協

調規劃。 

組

織

文

化 

1. 學校成員關係和諧，親師溝通順

暢，利於工作推展。 

2. 組織有系統性、目標性，以學生

權益為優先。 

3. 新課綱對組織文化的衝擊，同仁

應變及彈性創新機制越來越高。 

1. 行政編制浮動，行政業務繁

重。 

2. 面對新課綱及校訂課程發  

展，教師需具備調適能力及各  

面向交流討論時間不足。 

項目 O（機會點）Opportunity T（威脅點）Threaten 

外

部

因

素 

家

長

社

區

參

與 

1. 家長會組織健全，支持校務及活

動。 

2. 家長參與度高、關注學生學習，

各組志工參與學習及運作頗佳。 

3. 家長不少是畢業校友，信賴支持

學校。 

1. 雙薪家庭家長忙碌，造成親師

溝通、親子溝通不良。 

2. 網路社群軟體發達年代，未經

求證訊息傳播易產生家長誤

解，形成教師及學校困擾。 

學

區

資

源 

1. 社區文教機構多、公園綠地多，

學習資源多。 

2. 社區人力資源協助學生學習。 

3. 學區鬧中取靜，保有寧靜單純的

空間。 

1. 學區房價高，年輕家庭難以遷

入，學生來源不足。 

2. 運用學區資源時需有交通、安

全及人員協調的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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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案理念 

本方案整合了行政、教師、家長及各方資源，建構學生多元的學習系統，讓

福林孩子皆能適性發展；鼓勵於情境中學習，展現探究取向、精進有效的學習方

法；在培育民主法治的公民素養上，展現積極且主動負責的學習態度；在導向能

力素養的創思學習中，打造全人發展的學習成效。本方案在創新作法上，係透過

｢行動福林合作探究｣進行科學、閱讀、行動學習、學習共同體等合作探究的高層

次思考與學習能力。｢多元福林體驗學習｣連結與系統規劃多元學習主題與學習場

域，提供勇於表達、悅納自我、發展多元智能的學生學習。｢藝術福林涵養美感｣

係運用社區與公共藝術資源，辦理藝文、美術、音樂、戲劇、攝影等涵養福林學

生美感的藝術養成。｢幸福福林特色課程｣係以全人教育為核心，開發素養導向的

校訂跨領域主題課程，形塑文化理解、尊重關懷、合作創新與終身學習的學生圖

像。 

 

三、具體目標 

    綜合學生學習「SWOT」分析與方案理念後，建構出「幸福福林~實踐成就每

一位孩子的優質學習」學習方案目標及架構圖如下： 

(一)建構多元整全的學習系統，提供適性發展的學習機會。 

(二)鼓勵活用探究的合作學習，習得精進有效的學習策略。 

(三)培養民主法治的公民素養，展現主動負責的學習態度。 

(四)能力素養導向的創思學習，打造全人發展的學習成效。 

 

 

 

「幸福福林—實踐成就每一位孩子的優質學習」學生學習方案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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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具體做法 

一、實施內容  

(一)提供適性發展的學習機會 

項目一：學習機會 

策略 1：整全學習系統提供適性發展，重視均等差異保障學習權益。 

指標 1.1 尊重學生學習主體性並保障學生受教權 

1.1.1 

重視學生

為學習的

主體，提供

學生主動

探究與系

統性的學

習機會。 

(1) 課程發展全校一起來：教師 100%參與領域教學備課社群，並確

實規劃學年及領域共同備課時間，定期召開備課會議，並依行

事曆規劃召開課發會，縱向與橫向共同討論學校課程與教學，

確保學生基本且紮實之學習權益。 

(2) 申辦先鋒學校試辦計畫，逐步建構 12年國教領域課程與校訂課

程，多元整全學生學習系統。 

(3) 把每一個孩子帶上來：針對基本學力檢測結果，召開會議討論。

開辦國、英、數攜手激勵班，安排晨光注音與數學補救教學，

提升學生學習成就與興趣；運用學生測驗結果，檢討改善學教

策略。 

(4) 參加學習共同體試辦計畫：運用合作思考與共學討論方式進行

協同學習，全體教師透過公開觀課議課相互檢視學生學習成效。 

(5) 舉辦多元活動，拓展學生多元智能：透過主題書展、才藝展演、

愛心義賣等活動，將活動課程化，透過教師引導學生參與，並

提供學生探究機會，發揮潛能。 

1.1.2 

學習活動

與機會符

合公平正

義原則，提

供各類學

生多元適

性的發展

機會。 

(1) 積極協助弱勢學生：每學期落實辦理安心就學調查，完整建立

校務行政學生檔案，並透過獎助學金積極協助弱勢學生。 

(2) 學生活動與競賽多元開放：辦理多語文、音樂、美術、科學、

體育等各項活動及競賽，提供學生多元展能舞臺。 

(3) 關懷學生特殊學習需求：設有資源班及辦理校本資優方案，依

特殊生需求發展個別化 IEP及 IGP輔導計畫，提供良好學習環

境、多元適性教學計畫、建置周全的輔導紀錄。 

(4) 重視學生適性發展輔導活動：依學生個別需求或學生身心特

質，規劃適性發展的輔導課程，例如小團輔、班級輔導、畢業

生輔導等，落實三級輔導機制，協助學生認識、接納、肯定自

我。 

(5) 線上選課且保障弱勢學生的多元社團：開辦體育、藝術、科技、

益智等多元社團，延伸學生課後學習的機會，學生可線上選

課，並核予弱勢學生補助優惠，保障弱勢學生的學習權益。 

(6) 發展及組訓各類體育校隊:成立棒球、網球、溜冰等重點運動

項目，組訓田徑、足球、跆拳道、游泳等體育團隊，培養學生

體育專長、多元展能。 

(7) 寓教於樂的多項營隊活動:寒暑假及週末，與鄰近大學社團合

作辦理法治、品德及童軍等各項營隊，提供多元適性的學習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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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委員會 學習共同體公開觀課 寒暑假期多元營隊 社團線上選課 

策略 2：尊重學生主體鼓勵多元探索，開拓學習資源豐富學習機會。 

指標 1.2 整合多元的學習資源，豐富學習課程與活動內容 

1.2.1 

建構多元

多樣的學

習環境，形

成課程系

統，促進學

生學習。 

(1) 善用校園空間，豐富學習情境：運用穿堂、轉角廊道與藝文 空

間，營造多語文學習、自然科學、藝術人文、安全教育、輔導

等主題學習角落，學生學習不打烊。 

(2) 盤點社區資源，系統規劃校訂主題課程：以社區資源為主題，

規劃以校園為主題之「阮兜在福林」，以及以公園為主題之「幸

福森林」校訂課程。 

(3) 衡酌教師專長與學生特質，規劃特色課程：規劃並進行「歡喜

來過節、藝術鑑賞及語文擴寫」主題課程，整全學生學習。 

(4) 運用社區資源，擴展學習多元觸角：結合社區藝術家資源，辦

理主題書展、藝文展覽及迎春揮毫等活動。 

(5) 積極申辦專案，辦理多元學習活動：申辦精進資訊融入教學、

行動學習、創客自造教育等專案計畫。另辦理主題書展、魔數

空間、動手來操作等主題活動，促進學生合作學習與多元探究。 

(6) 運用科技智慧，學生學習無界限：結合教師專業社群專業智慧，

校園植物解說牌結合 QR code，打造學習無界限、零時差的學

習環境。 

(7) 陶板牆創作：自 104 學年度起，結合美勞課辦理畢業生彩繪陶

板，將製作完成之作品鑲嵌於校園牆面，除供每屆畢業紀念也

展示校園公共藝術之美。 

1.2.2 

善用社會

各式資

源，結合社

區環境，豐

富學習類

型與滿足

基本學習

需求。 

(1) 落實課後照顧：全面調查，開辦 12 班課後照顧班，確實提供

弱勢學生課後照顧服務。 

(2) 辦理社區資源踏查研習活動：以社區資源設計課程，每學期辦

理社區踏查校外教學活動。 

(3) 募集各界資源及捐款，挹注學生學習:整合社會資源協助穩定

就學，引進社福團體，結合教育儲蓄戶及基金會等資源，推動

閱讀學習與體驗活動，申辦獎助學金、急難救助，安定學生學

習環境。 

(4) 積極運用社區與家長志工資源，豐富學生學習面向：志工家長

入班說故事、讀報、少年小說導讀、帶領兒童讀書會、EQ教育、

青春啟航、一人一故事體驗等，豐富學生學習視野。 

(5) 提供多元適性的學習活動：辦理區域性資優教育方案，學習型

家庭讀書會、親子 DIY工作坊等，探索不同學習面向。 

(6) 發展支持學習的融合教育：特教老師與普通班協同合作推動融

合教育，提供支持性的教學策略，使身心障礙生可參與普通班

學習，增進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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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善用社政資源，申請做中學的體驗學習方案:申辦監理所蒞校

實施交通安全教育及腳踏車體驗學習；結合消防局辦理防震、

防火、防災體驗學習；申請育藝深遠計畫體驗藝術之美；衛生

所蒞校教導師生正確 CPR及防疫知識。 

(8) 協同鄰里社區辦理藝文、體育、音樂活動:協同福志里社區辦

理「母親節慶祝活動」；協同士林北投扶輪社辦理「為愛而跑」；

參與「天母水道祭」書籤設計比賽、參與「芝山文化節」直笛

展演。 

(9) 結合民間資源，欣賞表演藝術:辦理七星田園音樂會、白鷺鷥

音樂會與弦樂三重奏到校展演。刺點工作坊展演校園安全音樂

劇、太陽園掌中劇團布袋戲蒞校演出。 

(10)辦理校際交流互訪與體驗學習:申辦校際交流活動，104 年與

「宜蘭湖山國小」、105、106 年與「屏東長榮百合國小」、107

年與「宜蘭蘇澳國小」進行不同地區、主題與特色之校際交流

活動與互訪學習。 

    

鄭明進河川之美畫展 福氣窩福老師說故事 福志里母親節活動 消防體驗活動 

 

(二)習得精進有效的學習策略 

項目二：學習歷程  

策略 3：提供多元學習符應個殊差異，善用學習資源增進學習果效。 

指標 2.1重視學習歷程的個別化與差異化 

2.1.1 

學校能發

展符應學

生學習個

別化與差

異化需求

的課程。 

(1) 定期檢核學學生學習狀況：透過注音符號檢測、定期評量、補

救教學科技化評量及作業調閱等方式，掌握學生學習情形，進

行攜手激勵補救教學。 

(2) 提供學生多元展能機會：透過各項競賽培訓、指導學生參加全

市多語文、科學、音樂、藝術、體育等各項競賽。 

(3) 確實開辦本土語言課程：依調查結果，確實依學生本土語言選

修意願，開辦各類本土語言課程。 

(4) 依年級或能力差異開辦多元社團: 社團針對不同年級或能力，

在師資、場地及設備容許範圍內，開設多元社團，提供學生個

別化與差異化的學習。 

(5) 落實個別化的輔導需求與適性的輔導服務:除重視特教生課程

發展(含身障生 IEP 及資優生 IGP)，規劃適性學習活動、彈性

評量方式、個別化教育服務，規劃融合教育活動。並調查適應

欠佳學童個別需求，設計適性的課程，提供個別或團體輔導活

動課程。 

(6) 提供績優體育選手升學管道:鼓勵體育績優學生升學體育班，培

育基層優秀的體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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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強化學生

學習動機

與專注

力，促進學

生合作學

習，並強化

適性補強

(救)教學

的機制。 

(1) 落實領域共備，強化教師教學知能：全體教師參與社群，落實

學年(領域)共同備課、觀課及議課，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 

(2) 多元策略促進學習：運用行動載具，設計探究式教學，採ㄇ字

形座位分組，透過合作學習與動手操作實際體驗，提升學習興

趣與效果。 

(3) 善用科技化評量結果：透過學年會議研議成長測驗成績，分析

學生學習迷思。 

(4) 重視補救學習與學生差異化需求：運用家長志工資源，辦理注

音成長營、數學成長營，進行個別補救教學，提升學習動機與

成效。 

(5) 輔導活動照顧弱勢學生，穩定就學：辦理個別輔導諮商、小團

輔、入班宣導、轉介特教資源服務或爭取救助補助，滿足弱勢

學生學習需要。 

(6) 各項增強體適能及游泳訓練:辦理 SH150 及課間體能增強跑步

及健康操活動；依游泳檢測結果，未通過則暑假開設免費泳訓

課程。 

(7) 辦理各年級班際體育競賽:依年級不同，辦理跳繩、樂樂棒、健

康操等比賽，激發團隊合作，凝聚班級向心力，爭取團隊榮譽。 

(8) 辦理寒暑假校隊集訓:利用寒暑假時間，進行各校隊集訓，經由

密集訓練提升學習成效。 

    

校內多語文競賽 個別化教育服務 班際跳繩比賽爭榮譽 校隊集訓薪火相傳 

策略 4：鼓勵活用探究發展多元智能，勇於合作創新習得有效策略。 

指標 2.2引導多元創新的學習策略 

2.2.1 

引導學生

有效學習

並運用多

元創新的

學習策略。 

(1) 運用教學媒材活化教學：運用電子書、行動載具等，結合交通

安全等重大議題，運用多元教學策略、創新教學方法，提升學

生學習專注力，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2) 以獎勵方式鼓勵學生多元學習：除公布欄展示學習成果，並以

抽獎、有獎徵答、運用福林之星榮譽制度核予獎章及獎金等方

式，亦結合網頁學習資源，以 QR Code、播放學生自攝影片等

方式，拓展學習策略與學習場域。 

(3) 辦理科學展覽與探究科學活動：結合暑假自主學習，每年辦理

校內科學展覽。利用期末或寒暑假辦理科學營隊與科學競賽活

動，提供學生創新、探究之學習機會。 

(4) 系統規劃校本閱讀學習策略：縱向規劃校本閱讀學習策略，自

編智慧銀行與閱讀紀錄，鼓勵學生運用學習策略有效閱讀與學

習。 

(5) 辦理各式展演及比賽，展現學習成效:辦理兒童才藝發表、直笛

團年度音樂會、體育表演會，水上運動會等活動，經由觀摩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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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提升合作創新的學習策略，展現學習成效。 

(6) 辦理各項楷模選拔，見賢思齊:辦理模範生選拔、孝悌楷模、品

德楷模，表揚良善行為，鼓勵學生見賢思齊。 

(7) 規劃輔導活動，協助學生成長與學習：依三級輔導工作計畫進

行輔導，辦理個案認輔與專兼任輔導教師之個輔、小團輔、轉

入生輔導、班級宣導等工作，或轉介心理師諮商及社工師晤談，

協助學生認識自己與悅納他人、改善學習與人際關係。 

2.2.2 

學校能發

展適切多

元的評量

機制，促進

學生學習

成效。 

(1) 課程教學評量機制完整：除定期評量外，課程計畫及公開觀課

教案設計均含評量機制，以多元管道檢視學生學習成效。 

(2) 校本英文單字能力檢測：每學期舉行英語單字測驗，掌握學生

前一學期學習狀況，藉以調整教學，並視需要進行補救教學。 

(3) 國語基本能力檢測：注音符號檢測實施聽、說、讀、寫兼具學

習表現，並舉辦低年級說故事比賽，掌握學生國語學習情形。 

(4) 運用各式資源，記錄學生學習歷程：運用紙本學習檔案、智慧

銀行、閱讀紀錄，與均一教育平臺網路資源與行動載具等，記

錄學生學習歷程，評量學習成效。 

(5) 針對特殊需求學生，提供特殊考場、時間延長、報讀、電腦作

答等彈性評量方式。 

(6) 提供多元方式及場域，展現學生多元學習成果:社團展演、直笛

團公演、美術創作展、資源班作品展、小田園成果分享等。 

    

體驗農事學習寫作 行動載具協助學習 直笛團展演觀摩學習 模範生表揚典範學習 

 

(三)展現主動負責的學習態度 

項目三:學習態度 

策略 5:激發學習動力勇於表達分享，展現主動負責悅納自我表現。 

指標 3.1 激發主動負責的學習態度 

3.1.1 

學生具有

主動學

習、自我探

索、發展生

涯的表現。 

(1) 踴躍參與探究學習活動：全校學生 100%參與主題書展，100%參

與動手來操作探究活動。中高年級學生亦主動參與魔數空間解

題活動，反應熱烈。 

(2) 自主學習參與科展評選：中高年級學生運用暑假自主學習機會

進行科學研究，並參與科展評選。 

(3) 熱情參與科學競賽與社區踏查：學生自成小組，共同組裝橡皮

筋動力車，參與科學競賽。並透過親子共學，參與舊佳里社區

踏查，興致高昂。 

(4) 參與多元體驗活動，探索自我接納別人：透過小團體輔導、親

子共學、校際交流及各項踏查體驗活動，發展自我探索，促進

認識自我與欣賞他人，發展學習與創造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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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與生涯輔導轉銜，學習因應未來生活：辦理迎新大手牽小手、

認識師長與學校環境、升學博覽會、師長生命故事分享等輔導

活動，漸進發展適應跨階段學校生活及規劃生涯發展之能力。 

(6) 辦理學生作品展，展現優質學習成果：辦理學生自主學習成果

展示(配合學校日)、多元文化成果展、畢業美展(畢冊封面設

計)、資源班作品展等活動，提供學生機會均等的展現舞台，培

養自信與樂於分享情操。 

(7) 才藝發表大展身手勇於分享:每年 5月 1日勞動節辦理校內才藝

發表會，邀請家長蒞校觀賞各學年、個人及社團的才藝節目，

利用展演機會鼓勵學生勇於表達分享並悅納自我表現。 

(8) 辦理畢業生登七星山，認識七星山地質生態並提升自我體能耐

力:每屆畢業生於畢業前攀登七星山，於行前進行體能增強訓練

並透過行前說明，瞭解七星山的地質景觀及自然生態。 

 

3.1.2 

學生具有

自我負責

並與他人

合作分享

的態度。 

(1) 分組合作共同學習：教學運用學習共同體，進行小組共學；競

賽或教學時，賦予小組任務，落實協同學習精神。 

(2) 運用科技工具幫助學習、自我負責並與他人合作：申辦行動學

習專案，指導學生運用行動載具，記錄學習歷程，為自我負責；

並透過小組合作，完成教師指定任務，分享合作學習成果。 

(3) 小田園食農教育，合作及分享的體驗:小田園計畫結合生活、綜

合、自然課，邀請農夫及大學園藝系學生指導。學生小組合作，

成果製成沙拉等菜餚，分享給同學、老師及家人。 

    

合作學習收穫多 資源班作品展 兒童才藝發表 小田園合作共享 

策略 6:尊重多元文化涵養品德教育，具備民主法治培育公民素養。 

指標 3.2 關懷尊重多元文化具備民主法治公民素養 

3.2.1 

學生具有

關懷他

人、多語言

溝通、並尊

重多元文

化的能力。 

(1) 辦理闖關活動創造運用多語溝通機會：結合母語日與教育局本

土語言猜燈謎計畫，辦理多語文闖關活動。 

(2) 規劃校本英語閱讀繪本(讀本)架構：透過英語閱讀認識異國文

化，培育未來社會與世界公民。 

(3) 辦理英語情境中心校外教學：年年規劃六年級學生英語情境中

心學習活動，強化英語聽、說能力，實際體驗英語情境與文化。 

(4) 辦理國際交流學習活動：邀請日本紙藝老師及童玩推廣教師蒞

校教導學生學習，促進文化交流與理解；與美國益智中文學校

合作，規劃辦理入班學習活動，透過實際體驗認識多元文化。 

(5) 辦理校際交流活動:透過體驗學習，認識理解不同文化，拓展學

習管道與學習視野。 

(6) 棒球隊出國交流比賽:棒球隊每年均能前往不同國家如大陸、日

本、香港進行交流比賽，除砌磋球技也認識他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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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學生具備

民主法

治、社會參

與和國際

視野的素

養。 

(1) 以閱讀與讀報提升民主素養與國際視野：結合家長資源，推展

讀報、媒體識讀與小說深度解析，拓展學生學習視野。 

(2) 申辦各項計畫，豐富學生學習資源：與大專院校合作辦理教育

實習計畫、申辦閱讀推動教師、讀報教育、學習型家庭方案等，

挹注學習資源。 

(3) 配合節日慶典活動，體驗不同文化內涵：辦理英語(聖誕感恩、

萬聖節)或本土(元宵猜燈謎、中秋賞月)教學活動，讓孩子了解

各國節日的文化意義，使學生能具備全球視野。 

(4) 推動民主法治教育，培養公民情操:定期召開班級級會，推行班

級自治活動，訂定班規、選舉班級幹部，培養學生民主法治及

公民素養。 

(5) 成立學生自治會，培養自律及服務精神:組織童軍團、糾察隊、

衛生隊、防疫小尖兵，共同維護團體紀律並培養自律及服務社

會的高尚情操。 

(6) 重視生活教育，型塑優良品格:每個月訂有中心德目，於兒童晨

會及導師時間宣導，並於班級級會討論如何進行感恩、孝順、

尊重、責任、自律、勇敢、公平、關懷、合作等中心德目，型

塑優良品格。 

(7) 辦理友善校園宣導，維護安全友善的學習環境: 每學期初訂有

友善校園週，宣導反霸凌、反毒品、拒絕性騷擾、性侵害、性

霸凌，維護友善校園。 

(8) 辦理各項榮譽表揚，鼓勵楷模學習:每學年選拔模範生、孝親禮

儀楷模、才藝市長獎、福林之星等，激勵學生敦品勵學、奮發

向上，並收楷模學習之效。 

(9) 與鄰近大學合作，辦理民主法治營隊，提升學童人權法治觀念，

涵養品格力。 

   

 
母語日公開抽獎活動 晨光導讀人間福報 友善校園宣導拒霸凌 文化大學法服社營隊 

 

(四)打造全人發展的學習成效 

項目四：學習成效 

策略 7：提升基本學力開展跨域學習，涵養藝文美感促進全人發展 

指標 4.1展現自主的學習與生活素養 

4.1.1 

學生具備

學科基本

能力與跨

領域學習

的素養。 

(1) 基本學力檢測成績逐年提升：106 年學力檢測數學及英語科成

績均優於北市均標。並針對國語檢測結果擬定改進策略，調整

課程內容及評量方式。 

(2) 定期作業調閱，檢視評量結果：定期調閱作業，檢視學生學習

狀況。並確實統計各班、各科評量結果，確保學生具備學科基

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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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施跨領域主題課程：參與 12年國教先鋒學校試辦計畫，訂定

跨領域生活英語、科技智慧、幸福森林、喜閱森林等校訂主題

課程。 

(4) 四~六年級均參與校內科展，展現實驗與具體操作之科學素養，

優良作品參與校外競賽成績亮眼 

(5) 資訊融入各領域學習：教師運用行動載具及 IRS 系統進行跨領

域教學，展現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6) 辦理跨領域學習活動：規劃校園問題探索及跨域解決行動，重

視動手操作，以社區文史踏查探究及闖關等活動，強化跨領域

學習素養。 

4.1.2 

學生具備

良善生活

能力、自我

管理及人

際互動的

素養。 

(1) 主題學習角落效果良好：魔數空間參與度高，自主閱讀角落圖

書利用率高，主題學習角落均能維持整潔。 

(2) 推動環境教育，建構地球永續的概念:組織環保小尖兵，落實資

源回收再利用、垃圾分類減量、節能減碳、空汙宣導、推行營

養教育、每周一蔬食、小田園種植等活動。學習愛惜資源、保

護環境及生態、強化地球永續的概念。 

(3) 實施生命教育課程，提供生命價值思考：辦理生命教育課程及

生命鬥士故事分享等活動，協助學生瞭解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積極面對人生、尊重自己及他人的生命。 

(4) 辦理小學生做公益活動，陶冶互助共好情懷：辦理社會關懷義

賣活動，分享愛物惜物的精神，並將所得捐贈作學校急難救助

及社福機購，發揮扶助弱勢的精神，展現同理心與社會愛。 

(5) 綜合活動課程落實體驗實踐，培養生活能力:藉由課程推動家庭

教育及教導學生社會適應能力，並融入進行各項輔導活動，培

養學生自我管理與人際互動的素養。 

    

校訂課程實地研討 調閱作業掌握學習 防疫小尖兵培訓 資源回收垃圾減量 

策略 8：能力素養導向反思探究學習，發展校訂主題拓展校訂課程。 

指標 4.2 運用高層次的思考與創新素養 

4.2.1 

學生具備

反思進步

與問題解

決素養。 

(1) 設計素養導向探究學習活動：辦理魔數空間運算思維、科學探

究活動，結合領域教學，引導學生透過問題發現與解決，進行

高層次思考，並付諸行動。 

(2) 配合專案培養學生創新思考能力：進行向經典科學致敬教學活

動，並申辦創客與行動學習專案，引導學生運用邏輯思維，解

決生活問題。 

(3) 各領域於教學歷程中，透過小組合作、協同學習，進行各領域

提問、合作思考、建構進步反思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4) 透過班級讀書會及班級共讀:進行文本探討、反思發現問題、解

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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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合作思考發現並解決問題:如學生思考廁所清潔時主動製作情

境標語，協助清潔維護與使用人員，改善與解決問題。 

4.2.2 

學生具備

創造思考

與創新素

養。 

(1) 落實學習策略與高層次思考教學：自編閱讀紀錄，訂定以學習

與思考策略為主軸之校訂課程，確立校本學習策略學習進程。 

(2) 主題書展鼓勵學生勇於思考：學生在臺灣真英雄、向經典科學

致敬等主題書展活動中，透過心得發表、實地採訪，以及動手

操作等活動，實際展現思考歷程。 

(3) 參與科學展覽與科學競賽，以行動展現思考與創意：學生能運

用假期自主學習，自覓主題進行科學研究參加評選。並於科學

競賽中小組合作，完成自製橡皮筋動力車，實踐創思。 

(4) 科學自造創客冬令營深受歡迎：運用專案資源與師資辦理冬令

營，參加學生自製四驅車、四軸飛行器與自走車，創新活動樂

趣多。 

(5) 高年級程式設計教學：結合專書自製教材，結合行動學習專案

資訊載具，教導高年級學生進行程式設計，拓展學生學習視野。 

(6) 辦理校本資優方案課程及區域性資優方案，嘉惠一般學生，激

盪創意思考，增加學習深度及廣度。 

(7) 辦理特色活動，激發創新成果：舉辦迎新才藝展演、兒童節社

會關懷義賣、母親節才藝發表、歲末感恩祝福迎新傳愛等活動，

鼓勵學生發揮創意，展現創新素養。 

   

 
創新自造科學教育 仿生獸創客科學營 社會關懷愛心義賣 歲末感恩傳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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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做法 

因應現代教育思潮，求新求變，我們在教好每一個孩子、成就每一個孩子理    
念的引領下，推動學生學習的規劃與實踐上創新作為如下： 
 (一)行動福林，合作探究                                               

1.探索取向的科學學習 

(1) 中年級科學競賽：結合自然領域辦理橡皮筋動力車競賽，使學生運用生活

中材料組裝並透過小組合作，在競賽過程中學習反覆修正錯誤再出發。 

(2) 高年級科學展覽：結合暑假自主學習活動與自然領域學科教學，學生自行

挑選主題進行科學研究，在科學展覽中操作、說明、答詢、參與評選。 

(3) 社區探索實地踏查：結合社區資源，設計任務關卡，辦理環境教育社區踏

查活動，使學生活用跨領域知識與技能。 

 2.五感探究深入閱讀 

(1) 故事導讀，深入探索：以全校學生為對象，利用晨光時間依年級與層次安

排閱讀文本，加強閱讀深度與廣度，帶領孩子多元深入閱讀。 

(2) 主題書展多元豐富：結合歲時節慶、社會時事與重大議題，每學期辦理如
臺灣真英雄、向經典科學致敬等主題書展，豐富學生學習。 

 3.動手操作行動學習 
(1) 魔數空間學習數學：以中高年級為對象，於公布欄與網頁開闢魔數空間，

讓學生以實際行動運用數學概念，強化邏輯思維。 

(2) 走出教室五感體驗：運用校園環境，讓學生透過感官，實際體驗生活與週

遭環境，走出教室向運用五感向大自然學習。 

(3) 辦理自造教育與營隊：利用寒假辦理仿生獸創客科學營、大溝溪生態探索

暨自造教育科學營、社區踏查科展營隊，讓學生在生活中實踐學習內容。 

(4) 申辦行動學習資訊精進方案：以六年級為對象，將行動載具融入各科教

學，引導學生利用教育雲端資源與行動載具，提升學習興趣與效果。 
 4.共同合作探索學習 
(1) 年年參與學習共同體試辦計畫：辦理教師研習，組成學習共同體讀書會，

協同學習、自主成長，透過共備課、公開觀課與議課，提升教學品質。 
(2) 多數班級進行學習共同體教學模式：以學生為學習之主體，透過兩兩或小

組合作，透過相互聆聽與討論，進行合作思考與協同學習。 
 

  

  

 

 

自製動力車科學競賽 主題書展專注學習 QR Code行動學習 走出教室五感體驗 

    

魔數空間學生解題 仿生獸創客科學營 舊佳里社區踏查 學習共同體公開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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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福林，體驗學習                                                 

1. 校際交流拓展視野，體驗族群文化差異 
校際交流主要為跨縣市不同族群文化之學習交流；本校近年與屏東「長榮
百合」、雲林「大美」、宜蘭「湖山」、「蘇澳」等國小進行校際交流，目標
在培養學生尊重包容各族群文化及理解各地域文化之差異；交流學校回
訪，學生學習招待，亦師亦友展情誼。 

2. 多元才藝熱鬧展演，親師生難忘年度饗宴 
每年利用 51勞動節，家長多數可以蒞校的節日，進行本校年度才藝表演。
各年級紛紛展開精采節目，有共同演出，也有個人、兩人或小組的團體才
藝秀，節目豐富多元，有音樂、舞蹈、戲劇、說唱等類型表演，更是動態
社團成果發表的重要舞台。 

3. 小田園勤耕福田，珍愛糧食體驗粒粒皆辛苦 
邀請農夫專家及鄰近園藝系大學生，進行各年級種植指導，依適合的季節

作物，從土壤選擇、物種認識、菜苗栽種、病蟲害防治，成果收成到佳餚
分享，一系列活動是食農教育的扎根學習。 

4. 福林少棒風華 30，培育基層棒球選手不遺餘力 
本校棒球隊成立已逾 35年，五六年級各有一班棒球體育班，利用平日週二

至週五課後、週六全日及寒暑假，進行系統且紮實的球技訓練。於本校紅
土操場上揮汗展現的 KANO精神，除於全國性的盃賽中屢獲佳績，更能受邀
出國交流。本校每年申請基層訓練站及教育局的補助款項進行棒球隊的培
訓及設備設施改善，有專業運動教練指導的福林少棒隊，可說是培育國家
基層運動選手的重要搖籃與推手。 

5. 水上運動會，仰、蛙、蝶、自、接力樂悠游 
每年六月，辦理水上運動會，鼓勵四至六年級的學生增強游泳技能與自救
能力，比賽項目有 25m 及 50m 各式個人泳賽及激烈的班級接力賽，消除酷
暑也強健體魄。 

6. 直笛團譽響北市，廣受邀演樂分享 
本校直笛團在北市音樂比賽中年年獲得佳績，享譽北市；直笛團員共招收
三至六年級學生，人數達 40多位，除學校專任音樂老師負責指導訓練，亦

能聘請專家蒞校指導，定期於晨光、午休及放學、寒暑假期間進行練習，
也經常受邀於校外、社區或節慶演出，磨練團員勇於演出的大器風範。 

7. 畢業生七星山攻頂，展現體力毅力及自信 
結合鄰近陽明山的資源，每屆畢業班由校長及自然教師領隊，在小油坑登
山口宣誓愛鄉愛土後出發，一路聆聽老師解說，體驗七星山生態之美。這
段登山旅程是學生體力、毅力及自信的體現，更是在福林六年難忘的回憶。 

  0  

校際交流體驗學習多 多元才藝展演難忘回憶 小田園勤耕珍愛糧食 臺日球隊交流展情誼 

    

水上運動會樂游游 直笛團 SOGO大器演出 七星山攻頂展毅力 棒球體驗營培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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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藝術福林，涵養美感                                                
1. 迎春揮毫寫畫春聯：每年一月，均會結合校內專長教師與社區書畫藝術家特

有資源，辦理大手小手迎春揮毫活動，中高年級學生參與率百分百。 

2. 藝文空間多元展覽： 

(1) 河川之美小品展：利用校內藝文空間，結合社會領域學習與社區藝術家

特有資源，辦理書畫小品展 

(2) 經典科學動手操作：配合主題書展，於藝文空間規畫「動手來操作」主

題學習區，全校學生 100%透過動手操作與線上學習，進行跨領域學習。 

(3) 性平宣導藝文展:每年依臺北市教育局性平宣導重點，訂定性平宣導月主

題，採海報展示、主題書展、性平人物誌有獎徵答、繪畫徵選等方式，

提升學生性平素養及美感涵養。 

(4) 多元文化展:結合綜合活動課程，規劃推展認識多元文化之展覽，使學生

了解、接納異國文化特色，營造溫馨、關懷之友善校園。 

3. 天母水道祭書籤設計比賽:自 98年至今，學校每年參加天母水道祭祈福卡設

計比賽，並獲佳績，藉由校際間的觀摩活動，亦收以藝會友之效。 

4. 元宵燈籠彩繪設計比賽:結合社區藝文盛事，展現優質藝文學習成果，相互

觀摩，促進藝術學習。 

5. 畢業生陶板牆設計課程及成果:連續三年結合陶藝課，由全校教師及六年級

創作陶板，鑲嵌於牆面，創作大型公共藝術作品，營造師生美好回憶。 

6. 協辦社區音樂會:與社區相關協會合作、辦理白鷺鷥、七星田園音樂會，並

陳列社區藝術家書畫展，共促學校與社區良好互動與友善的藝文環境。 

7. 烏犬劇團演出:由校內教師及外聘講師成立，帶領中年級進行戲劇體驗與遊

戲治療，期末並邀家長及師生參與成果演出，展現藝術潛能提升藝文氣息。 

8. 區域性資優方案攝影工作坊:運用社區藝術資源，申辦暑期區域性資優營

隊，提供藝術性向資優學生優質學習課程，促進藝術交流、創造高峰經驗。 

9. 直笛團年度音樂會藝術饗宴:每年 5 月辦理直笛團年度成果發表，從節目單

規劃、場地布置、節目表演、成果回饋等，均展現學生優質學習成效。 

    

動手揮毫寫畫春聯 河川之美書畫展 動手操作線上學習 多元文化展 

    

畢業生陶板牆 彩繪燈籠社區展出 資優方案攝影工作坊 直笛團音樂會 

 
(四)幸福福林，校訂課程                                                
1. 動手體驗「歡喜來過節」：實際搓湯圓、吃月餅、彈奏樂器、製作卡片等，透

過動手操作與親身體驗，歡喜過節。 
2. 探索認識「阮兜在福林」：以學校為教室，透過平面圖的認識，探索校園秘密

基地，從行動中認識校園、喜愛學校。 
3. 開發素養導向的校訂跨領域主題課程：以全人教育為核心，以文化理解、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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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關懷、終身學習與合作創新為主軸，教師共同開發五項校訂主題課程。透

過備課研習實地踏查，進行課程設計，結合學習共同體公開觀課，反覆俢正，
使課程臻於完善。 

(1) 以社區資源為主題的「幸福森林」：以雙

溪與芝山岩為主軸，以公園為主題，使全

校學生皆能透過以任務與探索為導向的

跨領域主題學習課程，成為愛社區、認識

社區的福林學子與社會公民。 

(2) 以學習策略為主軸的「喜閱森林」：以學

習策略貫串一~六年級的語文學習，含蓋

深耕閱讀、圖書資訊利用與寫作表達三大

領域，使學生運用學習策略，多元閱讀。 

(3) 以操作實踐為主體的「科技智慧」：以中高年級學生為對象，使學生結合

領域學科知識，運用資訊科技工具繳交作業、查詢資料或進行創作。 

(4) 以社會參與為主題的「生活英語」：以公民意識、人際關係為學習主題，

結合課本、繪本與影片資源，擴大學生英語學習領域，在生活中學習英語、

運用英語。 

(5) 以解決問題為主題的「易數 fun 輕鬆」：透過「圓來如此」、「X 檔案」等

探索式主題設計，使學生運用課堂所學數學概念，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搓湯圓歡喜過元宵 嘗月餅歡喜過中秋 認識校園平面圖 阮兜在福林探索校園 

    

實地踏查設計課程 心智圖的閱讀課 自走車的科技體驗 幸福森林主題課程 

肆、優質成果 
一、目標達成 

 (一)目標一：提供適性發展的學習機會                                   

1. 全校學生 100%參與主題書展活動：全校學生以班級為單位，每學期配合主

題書展進行闖關與動手操作活動，參與率百分百。透過圖書館硬體設施的

充實與主題書展的規劃，近三年圖書借閱人次與冊數節節上升。 

圖 1：105~107學年度上學期圖書借閱人次長條圖 圖 2：105~107學年度上學期借閱圖書冊數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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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高年級 100%參與大手小手迎春揮毫：結合校內專長教師與社區書畫藝術

家特有資源，年年辦理迎春揮毫活動，中高年級學生參與率百分百。 

3. 四年級學生 100%參與科學競賽合作共學：四年級學生結合自然領域學習單

元，在教師指導下，小組合作自組橡皮筋動力車參加科學競賽，參與率百

分百。 

4. 高年級學生 100%利用暑假進行自主學習科學研究：高年級學生配合自然領

域教學活動，利用暑假進行自主學習科學探究，參與率百分百。 

(二)目標二：習得精進有效的學習策略 

1.攜手激勵揚長補短 

(1) 根據科技化評量系統研議教學策略：教師以帳號登入評量系統使用頻繁，

顯見除督導人員與行政人員運用系統查核外，導師與授課教師皆能善用科

技化評量系統，掌握學生學習迷思。近三年教師運用帳號登入之使用次數

如下表： 

學年度 105學年度 106學年度 107學年度上學期 

校內帳號登入使用次數 59次 48次 64 次 

(2) 確實開辦攜手激勵班別：依篩選測驗與成長測驗結果，確實調查並開班，

每學期開辦至少 6班。近 3年開辦班數及參加人次如下表： 

學年度 
105學年度 106學年度 107學年度上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開班數 7班 7班 6班 9班 9 班 

參加人次 51人 46人 44人 77人 67 人 

(3) 依評量系統確實施測，半數以上學生皆受補救輔導，各科進步率皆在 5成

以上。107學年度更有 4位學生因受輔而有顯著進步，達結案標準。105、

106學年度受輔學生比例及進步率如下表： 

學年度 105學年度 106學年度 

科目 國語 數學 英語 國語 數學 英語 

受輔學生 

比例 
56.10% 51.95% 

100% 
(激勵班) 

63.8% 53.7% 
100% 

(激勵班) 

進步率(%) 69.57% 72.29% 83.33% 100% 100% 100% 

2.廣博的健康促進方案:健康促進相關教育活動及參與人數彙整統計如下表: 

活動名稱 
參與 

人員 
主要活動內容 

參與

人數 

體育表演會 全校 
學年創意進場及社團表演、田徑、趣味競

賽、家長會、社政單位擺攤，熱鬧多元。 
672 

水上運動會 3-6 年級 
仰式、蛙式、蝶式、自由式等個人及團體接

力競游。績優者培訓參加北區運及市小運。 
384 

學生才藝發表 全校 各年級及動態社團年度成果發表。 672 

課間體育活動 全校 
星期一、四第二大節下課實施中高年級跑

步、低年級跳繩活動。 
570 

七星山登頂 6 年級 畢業前超越顛峰，登七星山小台北。 95 

班

際

籃球比賽 6 年級 配合課程進行比賽，優勝者代表對外比賽。 95 

樂樂棒賽 5 年級 配合課程進行比賽，優勝者代表對外比賽。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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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賽 

健康操賽 4 年級 配合課程進行比賽，優勝者代表對外比賽。 92 

跳繩比賽 1-3 年級 計時比賽給予獎狀，提升核心肌力及跳耀力 263 

衛

生

及

環

教

宣

導 

視力保健 全校 下課望遠凝視，保健視力。 570 

牙齒保健 全校 貝氏刷牙及牙線使用教學。 570 

生理衛教 5、6 年級 青春期生理、心理健康指導。 215 

CPR 訓練 5 年級 衛生所協助指導，急救訓練操作自救救人。 120 

傳染病及

防疫教育 
全校 

流感、腸病毒防治宣導、廁所打掃及使用、

防疫宣導。 
95 

資源回收 全校 定期資源分類，環保教育宣導。 670 

防溺教育 3-6 年級 配合課程於游泳課教授。 384 

(三)目標三：展現主動負責的學習態度 

1.近三年才藝發表各類型、節目數量及學生參與人數統計如下表: 

學年度 
音樂類

節目數 

舞蹈類

節目數 

戲劇類

節目數 

說唱類

節目數 

其他類

節目數 

表演節

目總數 

參與學

生總數 

104 5 11 0 0 2 18 533 

105 5 9 1 1 1 17 516 

106 4 11 1 1 2 19 547 

2.近三年各類型社團開課數及學生參與人數統計如下表: 

學年度 
音樂

類數 

藝術 

類數 

體育 

類數 

益智 

類數 

資訊 

類數 

其他 

類數 

開課 

總數 

參與學

生總數 

104 6 4 18 2 0 11 41 656 

105 2 11 16 2 0 6 37 561 

106 10 9 27 2 2 2 52 712 

3.近三年校際交流學校及辦理相關數據統計如下表: 

學年度 
天

數 
交流學校 交流縣市 

體驗活動

場數 

參訪活

動場數 

獲補助 

經費 

參與師

生總數 

103 2 湖山國小 宜蘭縣 4 4 51,200 40 人 

104-105 3 長榮百合國小 屏東縣 12 8 90,282 120 人 

106 3 蘇澳國小 宜蘭縣 5 6 48,870 40 人 

(四)目標四：打造全人發展的學習成效 

    我們以學生為主體，致力培育並實踐「真、善、美」福林人的核心價值，透

過行政、教師與家長團隊的精心規劃，整合各項人力支援與環境資源，致力落實

學生學習並堅持邁向精緻卓越的目標，發展學校具有獨特性、教育性、優異性、

普遍性與永續性，創造學校教育的新價值。基於此，我們發展「幸福森林」校訂

課程，使學生能以學校為學習基點，透過探索社區資源與公園，擴大學習視野，

培育福林兒童全人發展，成為一個愛社區的好學生、懂社區的好居民、有涵養的

好公民。「幸福森林」校訂課程實施內容略如下表： 

課程主題 依山傍水的幸福森林 

實施年段

課程目標 

低年級-成為愛社

區的好學生。 

中年級-成為懂社區的

好居民。 

高年級-成為有涵養的

好公民。 

探索地點 

志成公園、士林官

邸、郭元益博物

館、雙溪河濱公園。 

士林官邸、至善園、雙

溪公園、芝山岩 (自

然)。 

芝山岩(人文)、美崙科

學公園、七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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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成果 

年度 重要榮譽紀事 

105 

臺北市學生美術創作展超金牌。 

臺北市多語文競賽國語演說等6項優等。 

臺北市第49屆科學展覽物理科佳作。 

教育部棒球聯賽硬式組資格賽第一名；教育盃三級棒球錦標賽亞軍。 

中正盃全國溜冰錦標賽基本、自由、綜合型冠軍，個人季軍、雙人冠軍。 

教育盃網球賽硬式男、女童乙組團體冠軍，軟式男女童團體第四及第三。 

教育盃跆拳道錦標賽低色帶女子組亞軍、黑帶女子組亞軍。 

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音樂項目直笛合奏類北區優等。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應用團隊選拔榮獲國小組優勝團隊。 

106 

臺北市美術比賽中年級漫畫類第2名、版畫類第3名、水墨畫類第3名。 

北市多語文閩南語歌唱第3名、排灣族朗讀第6名、本土語學生話劇第5。 

教育部棒球聯賽國小軟、硬式組資格賽冠軍；教育盃三級錦標賽冠軍。 

中正盃全國溜冰錦標賽個人自由、基本型亞軍，雙人、綜合型冠軍。 

教育盃中小學網球錦標賽一項冠軍、三項亞軍、一項季軍。 

教育盃跆拳道錦標賽共得到5面金牌、4面銀牌、8面銅牌。 

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音樂項目直笛合奏類北區第三名。 

辦理一般智能暨藝術才能資優校本方案榮獲績優學校。 

107 

臺北市多語文競賽北區客語歌唱第4名，國語朗讀等3項優等。 

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繪畫類佳作1件、水墨畫佳作1件、版畫類佳作2件。 

臺北市第51屆科學展覽生活與應用科2件入選。 

教育盃三級學生棒球錦標賽冠軍。 

中正盃全國溜冰錦標賽自由、基本、綜合型冠軍、雙人亞軍、個人冠軍。

總統盃全國藤球錦標賽女雙人組季軍、女三人組亞軍、男三人組冠軍。 

教育盃網球賽硬式、軟式女童組團體賽季軍，硬式男童組團體賽殿軍。 

教育盃跆拳道錦標賽共得到了6面金牌、5面銀牌、5面銅牌。 

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音樂項目直笛合奏類北區優等。 

辦理一般智能暨藝術才能資優校本方案榮獲績優學校。 

伍、結語 

    展望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以「核心素養」為課程發展主軸，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ECD將素養定義為每位國民都需要具備的條件，且與未來成人就業、薪資、進

修等生活面向息息相關。因此，如何培養未來公民具備知識、能力與態度是必然

的國際趨勢，也是各國教育重視的環節。據此，為因應課綱的改變、國際教育的

趨勢與未來公民的培育，學校必須展現群策群力的親師生共力，學生學習需要教

師更深入探究教學教法該如何調整與突破，透過各領域教師互動、觀察、發問的

實際演練，教出素養力，培育新時代的好國民。  

http://info.flps.tp.edu.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9642
http://info.flps.tp.edu.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132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