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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學生為學校教育的主體，優質學生學習的具體作為在於提供學生全人發展

的學習場域，落實公平正義的教育機會，創造多元豐富的教育活動，讓每個學

生都能適性有效的學習。本校以「自在‧生活‧e起來」為學校發展願景，並

以現任校長對教育的使命，札根建立學生良好品格，建立積極正向的人生觀與

責任感，著重兼顧學童體格強健鍛鍊及美學知識的陶冶，務求身心健康發展，

在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下，保障學生全人發展。 

本校學生學習目標如下: 

一、多元課程樂學習，奠定基本學習力。 

二、閱讀素養展成效，培養良好閱讀力。 

三、體驗學習倡關懷，實踐力行品格力。 

四、民俗體育具特色，推廣樂活健康力。 

五、數位行動 e起來，啟迪靈活創思力。 

本方案之主題「科技躍進悅展能，閃耀璀璨興之光」，以學生學習為主體，

延續推動本校閱讀及民俗體育課程精緻化發展，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綱調整，調

整以雙核心（閱讀及資訊科技為工具）三主軸（民俗體育、小田園、探索體驗）

深化課程，豐富學習內涵，開展適性教育，讓興德每個孩子都是明星。成就

「健康快樂、合作學習、積極進取、感恩惜福」之本校學生圖像。 

 

關鍵詞:多元學習、閱讀素養、民俗體育、科技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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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現況 

一、設校歷史 

40 年代末的興隆路是文山區純樸且充滿文化氣息之地，自民國 49 年以

分校型態立校臺北縣景美鎮興德國民小學後，至民國 79 年起改為臺北市文山

區興德國民小學，於民國 103 年賴延彰先生，接任本校第 13、14 任校長迄今。 

賴校長延續推動本校民俗體育及閱讀特色課程精緻發展，近年學生團隊

多次受邀至南區運動會及公共電視表演；本校 104 學年度書香團「溫馨興德 

書香傳愛」榮獲教育部推動閱讀績優評選「閱讀推手」團體獎，當年校務評

鑑九大向度全數通過，六大向度榮獲一等最高評價，三大向度榮獲二等佳績，

於 12 月通過臺北市教育 111 標竿學校認證，並榮獲台北市第 16 屆行動研究

徵件團體獎第一名。105 學年度榮獲台北市第 17 屆行動研究徵件團體獎第 6

名、臺北市國小提升學生英語能力方案訪視榮獲績優學校。106 學年度獲得

推動兒童深耕閱讀活動推廣組計畫學校團體優選獎，並臺北市優質學校評選

「資源統整」優質獎。107 學年度第 19 屆行動研究比賽本校榮獲乙組團體獎

第五名。106 及 107 年度連續兩年榮獲高中職以下學校綠屋頂訪視特優。 

本校在面臨少子化的壓力下仍屹立不搖，現任賴校長延續深化教育專業

領域，領導教師、行政及家長三方合作，持續創新與追求進步，讓學校在溫

馨和諧的氣氛中，建構優質的學習園地，因為親師投入心力，共同發展學校

特色；配合學校願景「自在･生活･e 起來」，擬定學生學習行動策略，讓學

生的學習生命力不斷產生蛻變轉化，並以課程轉型落實學校發展目標，擁有

適性發展與充分展能的表現機會，及璀璨的童年生活。 

二、社區環境 

(一)自然人文環境佳：鄰近有興隆公園、仙跡岩、文山區公所、萬芳醫院、

中國科技大學、警察專科學校等，無論是自然生態、文史古蹟或機關學

校，各種資源應有盡有，都是學生體驗學習的最佳去處。 

(二)交通便捷通勤易：本校匯集了重要的公車路線、捷運文湖線等，交通十

分便利，遠距的校外資源也容易取得。 

(三)社區共榮互動佳：本校所在為文教社區，社區居民以公教及授薪家庭為

主，多年來家長、社區與學校互動良好，共存共榮，帶動整體社區蓬勃

發展。 

三、學校規模 

(一)班級數:設有小學部普通班 12 班及潛能多元班 1 班，合計學生數 254 人；

幼兒園 1班，學生數為 30 人。 

(二)人員編制:全校教師總數(含校長及主任)34 人、專任職員 7人、專任工

友 3人、本學年度聘用長期代課教師 5人。教師年齡平均年齡為 40.8 歲

(含編制外教師 3人)，教師碩士(含正在進修中)以上比例 51.4%，大學

學歷 48.6%，無專科學歷之教師。 

(三)校地與校舍基本資料:本校校地總面積 3452 平方公尺，平均每生使用校

地面積 12.2 平方公尺；綠地(含花圃)648 平方公尺、運動場(含遊戲

區)1200 平方公尺。無跑道及游泳池等設置。 

(四)圖書資源:圖書室樓板空間 117.6 平方公尺，藏書量 18614 冊，期刊 43

種；105 年度獲教育局補助優質圖書館精進方案經費 199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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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優質目標 

一、背景分析 

本方案的執行，以達成學生學習目標為宗旨，整合行政、教師、家長

及社區資源，注入多元豐富的學習機會，提供適性展能的學習歷程，引導

學生正向積極的學習態度，為學生架構堅實的學習鷹架，最後達成創新卓

越的學習成效，成就「健康快樂、合作學習、積極進取、感恩惜福」之本

校學生圖像。進行以下 SWOT 分析： 

 S（優勢） W（劣勢） 

學生

表現 

1.多數學生樂於學習及參加社

團，增加課外學習的機會。 

2.學校課程轉型活化且豐富內

涵。經由多元學習管道，提升

多元素養。 

3.規劃各種競賽及表演活動、自

主學習成果發表，激發潛能。 

1.同儕之間具特殊才能者較少，

缺乏榜樣學習，創意略顯不

足。 

2.學校沒有操場，運動空間受

限，大肌肉運動可能不足。 

3.學生基本能力需加強。 

教師

素質 

1.教師平均年齡 40.8 歲，多數

教師教學經驗豐富。 

2.教師樂於專業進修，對學校教

育目標及發展重點有共識。 

1.新任教師與行政逐漸增加，教

學年資淺，班級經營及親師溝

通待加強。 

2.課程轉型教師面臨壓力，且資

深教師逐漸退休，傳承經驗不

易。 

行政

團隊 

1.組織氣氛溫馨，團隊氣氛良

好，溝通迅速，彼此合作佳。 

2.組織小傳達速度快，易凝聚共

識。 

1.規模小，行政編制少，事務繁

瑣，行政負擔重。 

2.近年行政流動率高，教師異動

大，需增加溝通時間。 

硬體

設備 

1.場地雖受限制，但是規劃得

宜，善用空間變化。 

2.近年更新環境設施，提升學習

環境，且班班有冷氣，並建置

降溫設備，提升學習品環境。 

3.資訊設施充足，逐年發展課

程。 

1.專科教室不足，公共空間設備

均較簡易。 

2.受限校地規模，僅有球場無操

場，不易推展或舉辦大型活

動。 

3.資訊設備大量新增，維護不

易。 

 O（機會） T（威脅） 

地理

環境 

1.臨近萬芳及辛亥捷運站、動物

園、仙跡岩等，地理環境佳，

結合鄰近環境辦理戶外教學與

社區學習。 

2.學校對面為市立圖書館文山分

館及興隆派出所，校安巡邏及

借書閱覽，盡收地利之便。 

1.鄰近興隆國小，設備與校地較

新較大，學區與本校重疊，有

競爭情形。 

2.與鄰近學校相較，校使最久，

校地最小，且無操場供師生活

動。近年新生招生人數受影響

頗大。 

家長

參與 

1.許多家長被本校小班小校吸

引，喜歡班級人數較少的品質

與教學情境。 

1.近期內家長常擔憂學生視力問

題，另對學校體育活動較為關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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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親師溝通滿意度高。家長對學

校的信賴度與期望值均高。 

2.學生人數少，且多數家長為雙

薪上班族，投入校務時間較不

穩定。 

社區

資源 

1.發展適合本校環境之體育活

動，妥適運用校外資源和場

地，推展體能活動。 

2.與社區里長關係良好，皆可結

合相關資源提供學生充份學習

機會。 

1.附近學校多，生源重疊，辦學

有競爭壓力。 

經過 SWOT 分析，本校擬訂「科技 躍進 悅展能 閃耀 璀璨 興之光」學生

學習方案，以具體行動策略及作為，成就每一個學生的學習。 

二、具體目標 

本校以「自在 生活 e起來」為學校願景，重視學生全人發展，以培育

學生學習力、閱讀力、品格力、健康力及創思力為核心，達成健康快樂、

合作學習、積極進取及感恩惜福的目標，讓學生能樂在學習朝向自己的目

標高飛。

圖 1學生學習發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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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具體作法 
一、實施內容 

1.1 尊重學生的主體性並保障學生學習權 

    
小小說書人 校慶特色展演 班級作業發表 程式設計課程 

1.1.1 尊重學生的主體性，提供學生主動探究與創造的學習機會。 

1.規劃多元自主探究活動，發展多元智能學習力 

(1)以學生為主體經 SWOT 及教師多元評量評估，因學生數少同儕觀摩機會不

足，須以多元活動及自主學習為重點，強化合作機會，促進學習機會。 

(2)評估學力檢測結果，國語、數學及英語能力需提升，本校以科技化評量系

統及教學活化，豐富學習，奠基基本學習力。 

(3)以 STEAM 教育的核心融入各領領域進行教學，鼓勵學生主動探究，點燃學

生的好奇心，提供學生創造力的學習機會。 

(4)辦理校內各項活動，培養自主學習，發展多元智能。例如：寒暑假自主學

習發表、科展、多語文競賽、小小說書人、英語說故事、體育競賽等，提

供適性機會激發學習動力，讓興德每個孩子都是明星。。 

(5)開辦多樣性體育、藝文及社團活動，提供學生均等的學習機會，以寓學於

教的鷹架效果，並提供適切輔導措施，保障弱勢學生的學習權。 

2.尊重多元適性發展環境，創造豐富學習機會 

(1)運用社會資源，規劃除參訪偶戲館、動物園或音樂會等，另安排農場種稻

體驗及台大農場園藝操作等活動，擴展學生學習視野延伸校內學習課程。 

(2)幼童軍參與團集會及技能考驗，培養學生問題探究，服務及關懷的實踐態

度。本校幼童軍團自 96 年起，連續 10 年獲頒年度績優童軍團。 

(3)經由兒童朝會、敬師才藝表演、英語感恩活動、班際體育競賽、園遊會等

由學生規劃活動、或擔任主持人提供展演平台，提供多元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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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跨領域課程，規劃學生學習地圖 

(1)定期召開課發會，發展並評鑑課程，檢視各領域發展與實施內容，並討論

領域間橫向銜接及統整方向，規劃跨領域課納入課程計畫實施。 

(2)以閱讀及民俗為本校特色課程，創造多元學習展能機會，並推動 111 認

證。配合 108 課綱，確立以雙核心（閱讀及資訊科技為工具）來深化三主

軸（民俗體育、小田園以及探索體驗課程），提供學生多元學習機會。 

(3)辦理兒童節-「興德好好玩」、唐詩背誦、潛多班成果發表、下課嗨翻天

自主表演料理達大人等學習活動，激發學生興趣探索自我發展。STEAM 於

課堂中實施，除開辦營隊，並選拔優秀學生參加課後營隊進行培訓，亦提

供有興趣的學生參加假日營隊。 

2. 關懷弱勢，提供自我實現機會，均等參與 

(1)針對學習落後學生進行補救教學:包括低年級學生的注音符號教學、課中

即時補救教學及補救教學班，讓弱勢學生學習機會獲得保障。 

(2)設置教育儲蓄戶，提供弱勢家庭學生社團費用減半之優惠，協助申請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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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補助、學產基金與校外獎助學金等，提供經濟弱勢學生的學習支持。 

(3)選拔模範生、禮儀楷模及 3Q 達人、多語文競賽、校隊、班聯會服務、幸

運草榮譽簿、英語闖關等，正向激發學生學習表現並展現個人亮點。 

(4)推動服務學習:大手牽小手、衛生隊服務、校際交流「愛心鞋盒」學習感

恩付出、校慶紅藍對抗合作競賽，在競賽中培養包容及互助的精神。 

3.以小校彈性優勢發展，關注適性學習輔導 

(1)全校教師都列為輔導人員。訂定輔導個案 sop 流程，以班級輔導、小團體

輔導、認輔和個別諮商等方式來進行，以符合學生個別的需求差異。 

(2)重視特教服務，進行 IEP 教學方案及引進資源提供支持系統。104、105

學年度開設人際互動、情緒辨識小團體，106 學年開設桌遊團體，提升孩

子專注、合作及人際互動能力，本學年將針對弱勢兒童開設非洲鼓團體。 

1.2 整合多元的學習資源並增加學習機會 

    
開設多元社團 探索社區生活區 資訊融入教學 田園特色發展 

1.2.1 建構多元多樣的學習環境，形成學校特色與系統，促進學生學習。 

1.重視基礎學科能力，整合學習系統 

(1)以「自在･生活･e 起來」學校願景搭配教育目標，融入各領域建構主題課

程，本校自編綜合領域課程，結合節慶及議題，建構縝密的學習架構。 

(2)善用小校優勢，嚴格把關學童的基本學力檢測，運用檢測結果分析研擬補

救教學策略，教師以領域備課、會議及觀課解決教學現場問題與困難，增

進教學與多元評量的能力，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3)以閱讀及民俗特色課程，語文領域運用閱讀理解策略教學統整連結，提升

閱讀質與量；民俗體育課程在展演中培養合作學習，落實教育 111 認證。

建構本校校本課程與學習地圖。 

(4)各類活動與學科學習結合，設計多元的教學課程統整，與跨班級或年級競

賽活動，搭配社團進階學習，讓興德小明星都有一片自由揮灑的天空。 

2.延伸特色課程，爭取專案結合多元學習奠基學習力 

(1)以原有根基延伸發展雙核心(閱讀、科技)三主軸(民俗、田園與探索)，資

訊以 STEAM 為核心跨領域提供多元自造課程。田園課程以手作及美感體驗

學習，與生活課程結合，提供嘗試、探索的學習機會。 

(2)引進資訊專案計畫，國語、數學、自然及綜合等領域融入 STEAM 教育，以

程式設計及實做，在課程中建構運算思維能力，運用臺北酷課雲、均一學

習平台及 Pagamo 操作介面，提供個人未來自主學習之能力。 

(3)引進特聘教師(自然與英語)，連結學校現有教學設計跨領域課程，建構各

類特色課程與全校性活動，豐富學習內容提升有效教學品質。 

1.2.2 善用各類社會資源，結合校園與社區環境，豐富學生學習機會。 

1.結合社區資源，主動探索創新學習機會 

(1)小精靈志工弱勢陪讀、注音符號志工協助新生學習、書香團志工推動閱

讀、唐詩背誦及圖書管理、田園志工參與種植與義賣等，協助各類活動。 

(2)走入社區認識生活圈，至興邦里彩繪牆面；童軍採收蔬菜分送社區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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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社區生活美學營，豐富學習內涵。 

(3)引進各類社會資源，開辦崇德社、政大英語營隊，邀請劇團、銘傳大學、

癌症關懷基金會、荒野協會等，進行主題宣導，建立正確觀念，落實實

踐。 

(4)善用仙跡岩生態步道了解人文歷史；健體領域及校隊，結合鄰近公園跨越

校地限制，與鄰近學校合作，借用興福國中進行體適能測驗、溪口國小進

行游泳課程、萬福國小英語情境體驗學習，活化課程讓資源有效運用。 

2.營造優質學習環境，建構美感校園豐富學習涵養 

(1)依據學生需求，以有限空間延伸無限學習的思維，設計綠廊展示學習成

果；陶蛙園享受蟲鳴鳥叫自然生態；晴空書屋與興德星巴克及晨讀書屋沉

浸閱讀氛圍，開創多元創新學習機會。 

(2)105 學年度建置屋頂「興德農藝薈」扎根田園課程，延伸至台大農場擴展

學習情境激發主動學習動力，引進特聘專案及台大講師共同研發課程。 

(3)建置校園處處可學習之氛圍，穿堂、櫥窗、角落及校外展示機，依照節慶

與活動主題展示學習成果，以促進學生學習機會。 

2.1 重視學習的個別化與差異化 

   
幸運草獎勵制度 自主學習發表 英語讀者劇場發表 合作學習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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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差異化教學，建構友善校園環境 

(1)建立輔導資料，在教學歷程及多元評量中，了解學生起點行為及學習特質

之差異，課程規劃適切的學習任務，以提供差異化的課程需求。 

(2)邀請校外講座進行宣導反霸凌、特教研習、建立友善的環境，使特殊生能

有更多的關懷與包容，學習幫助弱勢共同建構友善的學習環境。 

(3)引進志工協助新生注音符號、小小精靈陪伴閱讀等協助學生適性學習。 

(4)評量後進行迷思概念及補救教學策略分析，進行個別化與差異化之補救教

學，並檢視學生的進步率，形成教學與學生學習不斷精進提昇的循環圈。 

2.重視學習鷹架建構，符應個別差異需求 

(1)課程方面依學生個殊性彈性調整教學課程內容與作業多寡，規劃不同層次

的教學活動，適時個別指導或補救教學，提升學習效果。 

(2)善用各類教學法、媒材、多元評量等方式，提供個別化需求，以提升學生

學習動機，自然運用自然實驗、語文融合資訊及 111 專長認證教學等。 

(3)針對特殊需求學生，規劃符合個別需求課程，特教團隊與導師共同合作，

定期舉辦 IEP 及個案輔導會議，密切與家長溝通聯繫，並尋找相關資源。 

2.1.2 教師能引導學生學習動機、專注投入學習，發展學生合作學習與適性

補強(救)教學的機制 

1.教師善用教學策略，引發學生積極學習 

(1)教師提供不同程度學生學習需求，教學中適時評估學生學習進度，提供鷹

架協助，引發學習動機，以小組學習或小老師制度，提供適性補救教學。 

(2)本校民俗體育特色每年進行校內展演活動，促進合作學習，增強同儕間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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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與相互學習的機會，發展個人專長，培養專注與挑戰，進行團體展演。 

(3)教師專業成長，了解各種學習策略、增強班級經營模式、觀課議課強化教

學技巧，活化課程，並提供學習落後之學生適性之補救教學。 

2.建構主題教學模式，擴展學習促發學習動機 

(1)結合 STEAM 跨學科領域的教學架構，動手解決問題嘗試摸索，提高耐心與

挫折忍受力激發學習動機，鍛鍊獨立思考之能力，以面對未來生活挑戰。 

(2)兒童節慶祝活動以闖關及園遊會輪流辦理，學習合作技巧與負責的態度，

在闖關中激發興趣與好奇心，在義賣中體驗並探索自我特質。 

(3)農藝薈每學期從採收、包裝、義賣、做愛心到社區等活動，學習農事體驗

建立食農觀念，提升關懷社會的人文素養，深植田園體驗與環境教育。 

2.2 引導多元創新的學習策略 

   
多元閱讀推廣 兒童節義賣活動 定期召開會議 公開獎勵肯定 

2.2.1 學校能引導學生習得並運用多元創新的學習策略。 

1.教師增能專業，培育自主獨立的學習者 

(1)與領域教師精進閱讀理解策略專業，納入語文課程及多元閱讀推廣活動，

以提問、欣賞、實作等，強化學生語文能力，習得多元學習策略。 

(2)教師藉由領域備課、公開觀課、議課，結合專業研習增能入班教學與經驗

分享，透過評量、發表、實作等各面向，鼓勵學生創新學習。 

(3)數學領域引入奠基模組概念，重視實體教具操作，在動手做及遊戲化的教

學活動中學習探究、自主學習，結合科技提升掌握重要概念與學習技巧。 

(4)科技跨領域運用:國語進行筆順練習及心智圖繪製提高學童專注；數學課

程即時回饋與補救教學，英語領域強化單字練習自主學習(如：Quizlet 字

庫、英語線上閱讀平台)等，以遊戲融入課程提高教學品質。 

2.提供多元參與舞台，創造高峰學習經驗 

(1)校慶活動每年融入創新，以展演與競賽呈現學習成效，活動中包含跨年級

對抗學習包容與合作，並運用各種學習策略解決問題，啟發多元智能。 

(2)辦理班聯會主席選舉，發表政見表現想法，訓練組織與溝通能力，並實施

政見與協助學校活動，培養公民負責與民主教育。 

(3)培訓各項校隊參加校外競賽，本校毽球逐年扎根，延伸毽子、藤球等領域

強化技能。另田徑、游泳、圍棋等多項運動競賽，皆獲獎連連。 

(4)鼓勵學生參加校內外各項語文競賽及校內競賽，鼓勵創新並結合所學之多

元學習策略，積極展現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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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多元適切評量機制，提昇教與學帶好每位學生 

(1)各領域進行多元化評量機制，藉由備課、觀課、領域研討交流評量方式，

進行紙筆評量雙向細目分析、審題機制、迷思概念分析等方式，分析結果

發現學生問題，進行補救教學，期末檢視補救教學實施成效。 

(2)針對 100~106 各年度基本學力進行檢測結果分析，在會議中檢討改進課

程，落實四階段課程評鑑，促進本校課程實施之整體性與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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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體育推動實施計畫、健康促進實施計畫及 SH150 實施計畫」等各方案

推動，研擬方案協助學生發現問題，並指導正確得方法共同解決。 

(4)規劃英語闖關、注音符號闖關等活動檢核學生學習狀況，並給予鼓勵。 

2.落實會議檢核，建立多元獎勵，提升學習成效 

(1)課後照顧班、社團進行期初、期末會議，檢討實施策略，保障學習品質。 

(2)建立多元獎勵制度，家長徵文、幸運草榮譽制度(如：小紳士、小淑女、

運動家等)，鼓勵學生多元發展，定期公開頒獎，建立榮譽感及正向楷模。 

(3)每年進行全校教師及學生學習檔案觀摩，彰顯學習歷程中進步與改善的情

形，每年進行檔案觀摩，以促進學生學習成效。 

3.1 激發主動負責的學習態度 

   
注重團隊合作 鼓勵服務與學習 多元嘗試主動學習 大手牽小手 

3.1.1 學生具有主動學習、自我探索、發展生涯的表現。 

1.穩健建構品格力，以「愛生命、會生活、好品德」為推動核心 

(1)從班级開始，培養禮儀及融入品德教育，以建立校本品德教育核心價值，

並結合每週中心德目，依據兒童朝會說明低中高年級實踐規條。 

(2)每學期選拔班級模範生、孝親楷模選拔、3Q 達人投票活動、班級整潔秩

序優勝、幸運草榮譽制度等活動，培養投入心力、盡力完成、負責任之態

度。高年級進行班聯會選拔培訓，藉此主動學習並培養服務他人的精神。 

(3)週五晨光實施「悅讀閱讀」以閱讀好書內化品格；每週一晨光進行『生命

彩虹志工說故事』建構健全人格發展；週四「生命故事講堂」邀請成功社

會人士分享生命歷程，讓孩子聽見世界，感動世界讓生命更加圓滿。 

2.培養自主學習態度，勇於挑戰注重團隊合作 

(1)鼓勵學生參與校際交流，展望視野，在多元試探中，學習新事物，培養願

意與他人互動、分享的情操。 

(2)民俗體育除落實課程教學與認證外，高年級以展演培養團隊合作，養成學

生自發求知、挫折容忍之能力，並培養接受新事物及挑戰的精神。 

(3)培養幼(女)童軍日行一善與服務人群的好品格，在服務學習與反思的過

程，建立願意與他人互動互助，負責任的公民素養。 

(4)本校開辦學生課後照顧及課外社團，提供學生多樣的學習機會，辦理期末

成果發表以呈現學生學習內容，並給予展能肯定。 

3.1.2 學生具有自我負責並與他人合作分享的態度。 

1.培養學生展現積極學習態度，勇於溝通表達與他人分享 

(1)寒暑假結束後皆辦理自主學習發表會，呈現多元學習成果，由個人擴增小

組合作，積極展現主動學習並願意與他人分享之態度。 

(2)校內經常性舉辦跨班級或跨年級的競賽活動，例如:性別平等舞蹈比賽、

說故事比賽、班際體育競賽，展現尊重、包容欣賞之態度。 

2.鼓勵參與服務學習，內化為生活實踐力 

(1)籌組服務學習團隊、安排六年級「大手牽小手」活動、帶領學生社區藝術

彩繪等，培養盡己之力認真完成任務的好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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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班聯會選舉活動，班聯會幹部於參與學校會議、公共服務及主辦校內

競技活動中，涵養民主法治之素養，發揮互助合作的精神完成任務。 

(3)六年級畢業生每年舉辦畢業服務學習，如：清潔圍牆、刷洗運動場、社區

環境清潔打掃，增進社會參與，並獲得正面的成長經驗。 

3.2 培養尊重關懷的公民態度 

    
學生獲獎 原住民文化體驗 田園體驗活動 澎湖校際交流 

3.2.1 學生具有關懷他人、尊重多元文化的學習態度 

1.培養尊重多元文化，落實公民態度學習感恩情懷 

(1)指導學生參與校外多語文競賽，包括本土語及英語演說、朗讀及英語 RT

讀者劇場，屢獲佳績，提昇學習興趣，更接納尊重不同之文化。 

(2)辦理多元文化宣導，包括各國飲食、硬幣等介紹，向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

心申請各項收藏展覽，關注文化差異，學習尊重多元化的學習態度。 

(3)每學年規劃 3-4 月份為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月，辦理料理達人賽、混齡流行

舞蹈比賽、班級進行影片欣賞與學習單書寫。 

(4)六年級畢業系列活動中每年規劃不同之「愛校服務」，高年級組成交通服

務隊及衛生服務隊，培養參與社會及服務學習之胸懷。 

(5)辦理金門與澎湖地區校際交流活動，體驗友校特色與文化，結合課程開拓

學習視野與生活經驗；學習關懷與包容的人文情懷，尊重多元文化意涵。 

2.適切融入課程教學，體現永續環境行動 

(1)建置「興德農藝薈」發展小田園計畫，將課程與活動結合，經由小小農夫

市集、校慶愛心義賣，與社區及育幼院分享種植蔬菜，體現環境教育。 

(2)將鄰近在地資源納入本校自編綜合活動領域本位課程，以在地化、生活

化、統整化的課程實施，培養學生具備本土關懷的知能與行動力。 

(3)善用外部資源，邀請荒野保護協會到校宣導環境教育，引進台大園藝講師

進行農藝薈課程教學，關注環保，強化學生環境意識及知能。 

(4)經常利用兒童朝會，進行環境教育及節能減碳等主題宣導，設立資源回收

場辦理各類資源回收、廢電池與光碟回收，落實正確分類動手做環保。 

(5)完成建置太陽能及風力發電系統，與課程結合持續推動環保觀念，讓科普

教育能往下扎根，讓校園成為最佳能源教育場域。 

3.2.2 學生具備民主法治、社會參與和國際視野的素養。 

1.推動民主法治、生活、公民及品德教育，奠定未來公民素養 

(1)辦理班聯會主席選舉活動，藉由政見發表展現學習表達，參與學校會議、

公共事務服務及主辦校內競技活動，培養民主法治素養及服務情懷。 

(2)每學期推選校內模範生、孝親及禮儀楷模，公開表揚提升向善動力；成立

幼(女)童軍團，進行街道清潔、關懷社區等，培養善行與服務之好品格。 

(3)推展友善校園活動，於每學期初加強師生禮儀及友愛教育，配合「幸運

草」榮譽制度，鼓勵學生實踐生活規範優良表現。 

2.重視體驗學習，實踐社會參與並望眼國際 

(1)拍賣興德農藝薈之蔬菜及延伸商品香皂、香草茶葉蛋、多肉植物組盆，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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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捐助公益團體，協助學生應用所學，學會感恩付出。帶領學生社區彩

繪讓學校亮點延伸各角落，童軍活動打掃街道，在服務中落實生活實踐。 

(2)辦理「大手牽小手」高年級帶領新生認識全校師生、「衛生隊」清潔校園

愛校服務、校際交流愛心鞋盒，分享文具到偏鄉學習感恩付出、校慶活動

「紅藍對抗」跨學年合作競賽，在活動競賽中培養包容及互助的精神。 

(3)課程中融入閱讀、讀報或影片教學引導學生以多元觀點了解社會與國際現

況，以時事進行觀點分析，學習社會參與及開拓國際視野的素養。 

4.1 展現自主的學習與生活素養 

   
班聯會政見發表 英語單字自主練習 課程中自主練習 畢業美展發表會 

4.1.1 學生具備學科基本能力與跨領域的綜合素養。 

1.扎實建立基本核心素養，以擴展閱讀力，提昇學生學力表現 

(1)本校國語領域備課社群持續閱讀理解教學精進，數學領域以差異化教學為

研習主軸持續發展，英文領域彙整學習共同體之經驗及英語日經驗分享，

社會科領域重視生活教材與桌遊開發，以學生為主體培養各科核心素養。 

(2)教師持續扎根基本學力，改善學力檢測結果落後精進教學與課程，106 學

年度學力檢測成績，國語及數學各向度平均表現均高於文山區及台北市。 

(3)每學年學力檢測結果分析重點及改善納入學年度課程計畫，提課發會討論

審議。並於定期評量後，進行迷思概念及補教教學策略分析，落實補救教

學，研討改進策略，期末提出補救教學成效自評表以檢視成效。 

(4)本校的藏書量及學生借閱量逐年增加，由學生自主參加唐詩背誦、小小說

書人及說故事比賽，經成果評估本校學生樂於閱讀且素養提升。 

2.翻轉教學延伸領域學習，積極擴展優勢素養 

(1)健體領域以民俗特色進行課程深究、藝文領域搭配視覺設計並融入科技活

潑課程、綜合課程重視體驗活動，在行動研究中可見本校多元成果。 

(2)看見學生需求引進科技翻轉融入各領域教學，跨領域與國語、英語、自

然、綜合等結合，重視自主學習，以學習吧、quizlet、pagamo、酷課雲、

均一學習平台，習得基本學科基本能力並具跨領域學習素養。 

(3)教師增能開設：輯機器人與 MICRO:BIT 編程積木、TinkerCad、3D 列印

表、Sculptris、雷射切割機運用及運算思維與酷客雲閱讀等，翻轉教學內

容，以培養學生數位學習素養，讓學生發揮創意並與未來能力接軌。 

(4)持續延伸田園課程，從設備環境建置、種植知能、環保、食農等課程，辦

理親子生活美學營隊提升藝術與人文、生涯發展之優勢素養。 

4.1.2 學生具備生活、自我管理及人際互動的素養。 

1.強化健康觀念，有效自我管理，提升生活品質 

(1)「班級公約」以正向敘述為引導，例如以「慢慢走」取代「不要奔跑」，

另訂「獎章制度」並搭配本校榮譽草制度實施，養成自律及尊重之觀念。 

(2)自編綜合領域課程，納入生活學習，如:整理書包、環境打掃、協助家

事、社區認識等內容，讓學童具有自我察覺、自我管理之基本能力。 

(3)訂立每周中心德目，建立準則：有禮貌、勤學、合作、同理心等，並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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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不遲到、注意服裝儀容整齊、維護校園環境整潔等好習慣。 

(4)開設校內多樣社團、團體競賽、校外教學、校際交流活動等，促進與他人

互動之機會自我肯定，學習有效溝通，並培養人際互動之素養。 

2.善用溝通表達能力，提昇人際互動，形塑共好學習文化 

(1)推動認輔制度及辦理小團體輔導活動，協助學生人際學習或生活適應。 

(2)於各領域課堂教學中，注重協同學習和合作學習等教學策略，提供學生進

行傾聽、對話等練習機會，培養良好的溝通表達能力。 

(3)鼓勵學生參加各項校內外比賽，以提供學生表達溝通能力展現的機會，並

經常利用全校集會時間，讓學生上臺展演，展現靈活表達能力。(英語闖

關，說故事，小小說書人，自編故事投稿等活動) 

4.2 運用高層次的思考與創新素養 

    
點子科學激發創意 鼓勵提問刺激思考 探究中解決問題 檔案分享觀摩 

4.2.1 學生具備反思進步與問題解決素養。 

1.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培養問題解決之能力 

(1)語文領域課程中，運用「閱讀理解策略」指導學生閱讀課文文本，重視提

問，以反思、解構、重建的歷程，修正原有認知重新組合學習問題解決。 

(2)自然領域以「探究式教學」，運用實驗歷程，聚斂思考及察覺問題，主動

發現問題、分析原因、執行檢討，建立批判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 

(3)重視課堂上的分組討論，建立爭論性議題，檢視自己與他人的論述或以專

題報告方式撰寫相關議題，呈現流暢、變通、獨創的學習作品。 

(4)資訊課程「STEAM 教育」結合現有相關設備，規劃自走車、機器人、仿生

獸、OSMO 等課程各年級適切學習內容，培養問題解決能力、想像力與創造

思考，並建構新思維及做法獨創之學習作品或表現。 

2 教師引導深化思考，深度學習打下終身學習的基礎 

(1)鼓勵學生養成事前預習之習慣，課前閱讀作業、課文提問單、大意撰寫、

事先準備提問等，除自主學習並能刺激學習思考與察覺問題之能力。 

(2)課堂討論中建立規則，讓討論議題理性且正向，並與課程目標連結、歸

納，加深學生了解，強化學習效果。 

4.2.2 學生具備創造思考與創新素養。 

1.提供創意展能機會，累積創思力開啟創新生活 

(1)每學期進行寒假、暑假自主學習成果秀，培養學生自主規劃能力，培養學

生呈現獨創、精緻且有創意的作品。 

(2)辦理校內各項競賽，如性平熱舞及創意料理達人，學生自行規劃設計，展

現原創性，將學習發揮創意，培養創造思考與創新的素養。 

(3)結合各項節慶活動，辦理兒童節自主 SHOW、校慶跨學年對抗；本校特色

生活美學與科技體驗營隊，著重動手做，讓學生運用科技、探索體驗，同

儕合作，提出創新思維及作法。 

(4)每年進行學生學習檔案觀摩，彰顯學習歷程，並給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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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激發多元潛能，接納每一個可能性 

(1)因應學生需求規劃課業輔導，確保學習有效能，以「健康第一、生命第

一、品德第一、夢想第一、行善第一」為教育理念，落實友善校園各項機

制，讓學童在自主、積極、正向、溫馨的學習情境中自由的發展創思力。 

(2)規劃科展、點子科學、資訊競賽等活動，讓學生發揮創意，激發潛能，開

展多元機會。 

(3)班聯會辦理各項競賽活動，疊杯、象棋等各項競賽，學習思考規劃能力。 

(4)辦理寒暑假作業自主發表會，教師於假期前引導學習思考與規劃自主學習

內容，鼓勵多元學習開發潛能，在學生成果中可見學生創新素養之提升。 

二、創新做法 
(一)深化基本學習，奠基學生競爭力 

本校 103~104 基本學力檢測結果分析，發現本校語文認知歷程向度、

能力指標類別向度及內容向度方面平均答對率均低於臺北市平均值，且總

體成就水準之中級人數較多。數學未達基礎級與基礎級人數比率共 33%較

多，須加強補救教學。為提升本校學生基礎學習，強化課程落實、教師專

業成長及攜手補救教學面下進行以下策略： 

1.培養學生閱讀習慣、強調數學基礎概念、精進補救教學等，奠定基礎學

力，達成有效學習。 

2.運用科技化評量系統，了解並分析學生學習狀況，調整學習進度與內容，

提升教學效能。 

3.配合周三進行，教師專業增能，辦理國語、數學學力檢測量與評量應用

分析與教具操作與命題，以改進教學品質。 

4.確保補救教學的效果，落實及早即時補救，以科技化評量系統協助教師

即時了解教學成效及學生學習進展，以利教材選擇。 

本校 106 年度學力檢測國語及數學結果高於台北市與文山區平均。國

語文總體成就水準之中級、高級人數較多，選擇題整體答對率均高於臺北

市，標準差均低於臺北市顯示班級學生程度較為集中，答對情形優於臺北

市平均。數學能力總體成就水準，中級人數較多，高級次之，顯示成績優

異學生數較多，選擇題整體答對率於各項目間之標準差皆小於臺北市。107

年度學力檢測國語文及數學表現皆高於台北市平均，可見本校落實改進策

略之成效。 

 
圖 2 106 年度學力檢測結果統計表 

(二)追求創新卓越，挑戰學習創造高峰學經驗 

1.本校學生在領域皆能展現優異的表現，104 學年度在學生學習方面：參



附件 8                                                    參選編號：1081F007 

14 
 

加繪畫、閱讀、及體育項目各項競賽共計約有 49 人次；至 105 學年度成

績及表現突飛猛進，參加對外語文、繪畫、閱讀及科學類競賽共計 7項

有 27 人次獲獎，在游泳、田徑、毽球等項目有 28 項有 103 人次獲得殿

軍以上獎項，更囊括全國中正盃冠軍、亞軍與殿軍，且本學年度參加臺

北市多語文競賽，有 16 位小朋獲得 5項優等以上獎項；106 學年度各項

競賽獲獎人次更加成長至 204 人次，本年度再次參加點子科學競賽，本

校再度榮獲入選，體育項目更登上高峰，參加臺北市國小運動會，男子

組跳高第二名，並榮獲全國小學運動會男子跳高組第七名之榮譽。本學

期各項競賽人次已經達 104 人次，持續締造佳績。 

2.本校重點校隊為毽球及田徑，雖然場地受到限制，但借用鄰近學校跑道、

善用公園設施，本校學生為台北市毽球冠、亞軍常勝軍。106 學年度南

區運動會表現優異榮獲國小乙組游泳 50 公尺男子組第四名；女生壘球擲

遠第 2名、鉛球第 2名、3000 公尺競走第五名及第六名；並榮獲女生乙

組田賽總錦標第二名。 

    
廊道相聲演出 多語文競賽獲獎 田徑成績出色 毽球成績優異 

(二)以學習為本，科技為用，充實資源啟發創思 

1.106 年起以精進課程及教學資訊計畫，申請「興德創客 e動力」與「興

德創新自造，打開嶄新視野」專案，購置資訊設備，發展創課團隊。 

2.申請「興德 i學習、智慧教與學」與「行動學習跨領域」資訊專案，開

闊視野閱讀趣，用行動載具與數位學習開啟教育的不同視野。 

3.引進特聘專案三年，持續辦理自走車、創客夏令營樂高創意程式(學

生)、動力機械仿生獸(學生)及 Micro:bit 互動專題設計(學生)等多項科

技類課程。 

4.近兩年開設手作刀模體驗課程、創意積木教學、3D 列印科技營、走車親

子營、動力機械仿生獸、創課夏令營、科技機械營等課程及營隊，106

參與人次 111 人、107 參與人次 246 人，參與人數逐年增加，且親師生

滿意度高。 

5.本校學生參加臺北市國中小學生 Scratch「互動遊戲」創作競賽 106 年

度榮獲入選、107 年榮獲佳作。「2018 青少年爬青 CODE 大賽」榮獲阿波

羅獎、榮獲 106 年國際小學生電腦創意寫作競賽創意寫作比賽國際銅牌

獎及國內銅牌獎。 

  
動力機械營 機械式樂高積木 OSMO 教學 機器人組裝 

(三)聚焦適性展能學習歷程，多元奠基學習模組 

1.配合小田園教育建置「興德農藝薈」，持續研發田園課程，與自然、綜

合活動領域結合，發展手作與體驗之活動，成果參加臺北市第 19 屆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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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及幼兒園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農藝薈-Fun 心種放心吃榮獲佳作。 

2.本校持續三年持續開辦生活美學營，讓學生在體驗中學習生活美學。 

3.中高年級科展發展興趣並培養獨立研究精神，建立正確科學觀念及態度。 

4.開辦多元社團，鼓勵適應展能，每學年度開設約 18 個社團，參與人次高

達約 370 人次，社團內容多元豐富，讓每個孩子都有參加的機會，個個

都是明星。 

5.配合教育局政策推動寒暑假自主學習，教師於假期前引導學生思考與規

劃自主學習內容，鼓勵學生努力完成，並於開學後踴躍參加自主學習成

果發表會。 

   
科展培養創思 營隊樂活健康 合作培養品格 多元奠基學習 

(四)打造精緻校園，內化生命態度，形塑正向有品之學習態度 

1.校長經常公開鼓勵學生，以「健康第一、生命第一、品德第一、夢想第

一、行善第一」，期許每位學生建立正向、有品的人生價值觀。 

2.「生命彩虹志工晨光說故事」、進行「青春啟航」及「生命故事講

堂」，讓孩子聽見世界，感動世界讓生命更加圓滿。 

3 建置精緻、安全、豐富的學習環境，改造地下室走廊「巧藝廊」、打造

「晴空書屋」、增設「風力及太陽能系統」本校近五年爭取各項專案經

費約 23,163,333 元以上經費，打造以科技、美學為主的興德校園。 

4.重視服務學習內化涵養，幼童軍進行蔬菜薈採收分送社區；畢業活動社

區打掃、刷洗運動場、關懷育幼院；校際交流分享文具學習感恩。 

5.校內辦理大手牽小手、衛生隊服務、校慶紅藍對抗跨學年合作競賽，辦

理各項活動讓學生在活動競賽中培養感恩回饋的心，提供實際服務的經

驗增進社會參與的能力，並獲得正面的成長經驗。， 

    

贈書分享愛心 與校長有約 學習生活照顧 幸運草獎章 

(五)多元展能快樂學，培育健康樂活好學童 

1.本校重視營養教育、視力保健及課間活動之健康運動生活習慣，全校平

均 BMI 數值為 17.5，課間活動推動跳繩運動多年，已成為本校體育特色，

另推動興德馬拉松鼓勵班級跑步，107 學年度上學期全校已累績 26735

圈。本學期視力不良率從 48.9%降至 45.5%，體適能檢測 4-6 年級合格率

76．24%；游泳通過率達 89.58%。 

2.本校一校一特色的信念是「民俗體育 happy 學，培養多元視野的孩子」；

一生一專長以「藝術與體育，培養多元發展的孩子」；一個都不少做到

「個個都不少、人人都是寶、生生都帶好、師師盡輔導」。 

3.實施 111 認證項目鼓勵挑戰學習追求卓越，每學期認證逐步向高難度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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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高年級學生每年參加校內外展演活動，讓每位學生的「共同性」與

「個殊性」均衡發展。歷年受邀擔任國小南區運動會開場表演、「台灣

孩子讚」節目演出、及多次參加社區表演、104 學年度榮獲教育 111 標

竿學校認證通過，105 學年度參加台北市優質圖書館成果發表會開場表

演等，呈現專業表演受家長肯定。近四年 111 認證通過率如下： 

學年度 103 104 105 106 

四至六年級 111 認證通過率 72% 87% 95% 97% 

4.秉持「人人都是寶、生生都帶好」的信念，積極推動學校輔導方案，對

弱勢族群、低社經家庭、學習及適應困難等學生提供協助，關注每一個

孩子的學習，把每個孩子帶上來，達到普遍卓越。 

  
舞龍特色展演 一生一專長 獲邀南區運開場 各個都是小明星 

本校以學生學習為核心，透過學校整體課程實施，建構「人與自我、人與

他人、人與環境」學習關聯循環網絡，落實具體作為以達成學生學習目標。 

肆、優質成果 

一、目標達成 
(一)結合課程目標願景與內容，落實統整學生學習之實踐 

本校課程實施以學生學習為核心，有效整合課程設計、教師教學與外

部資源，從學生基本學力數據分析、發展民俗體育及閱讀特色課程、申辦

特聘教師、資訊專案及小田園計畫等系統性思考，建構完整優質學生學習

環境，達成「自在‧生活‧e起來」的課程願景。 

 
圖 3 學生學習課程整合樣貌圖 

(二)創新的教師行動專書編輯出版，建構優質學生學習搖籃 

本校致力推動教師專業發展，鼓勵教師投入行動研究實踐、省思與修

正，提升學生學習表現，連續 20 年出版行動研究專書，近年封面如下表: 
學年度 年月 發行人 頁數 主編 書名主題 

100 101.12 洪瑾瑜 256 鄭芳枝 研究‧成長‧進行式 

101 102.12 洪瑾瑜 165 鄭芳枝 教學‧研究‧省思‧對話 

102 103.12 賴延彰 237 鄭芳枝 專業‧動能‧省思‧實踐 

103 104.12 賴延彰 272 鄭芳枝 智慧‧團隊‧實踐‧動能 

104 105.12 賴延彰 200 李孟津 團隊‧創新‧實踐‧領航 

105 106.12 賴延彰 200 張心怡 會教‧善教‧樂教 

106 107.12 賴延彰 200 張心怡 反思‧分享‧創新 



附件 8                                                    參選編號：1081F007 

17 
 

(三)學生優質學習成效展現 

本校積極推動多元適性課程之學生學習相關成果，彙整如下表： 

項目 學生學習表現(105~107) 

臺北

市多

語文

競賽 

107 學年度榮獲國語演說優等、閩南語歌唱優等、客語朗讀優等、

閩南語演說獲優等、客語朗讀、閩南語演說獲優等。 

106 學年度語朗讀五年 1班黃霆柔榮獲優等；閩南語演說由六年 1

班翁澤安榮獲優等。 

105 學年度榮獲.國語文演說優等、國語文字音字形第 4名、閩南語

演說第 6名、閩南語歌唱優等、英語讀者劇場優勝。 

閱讀

相關 

競賽 

107 學年度 

1.多元文化繪本親子共讀心得徵件活動低年級組佳作。 

2.兒童深耕閱讀小小說書人徵件活動高年級組榮獲優選。 

3.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月情緒週記及心情自拍徵件榮獲優良作品。 

4.台北市自編故事徵件活動童話變奏曲一年級組榮獲特優、小小編

劇達人五年級組榮獲佳作。 

5. 臺北市小小說書人比賽高年級組優選 。 

106 學年度 

1.閱冠磐石評選活動陳寬伃獲閱讀校楷模。 

2. 臺北市小小說書人比賽高年級組佳作。 

3.行天宮「書香•書箱•好書交享閱」計畫榮獲熱心公益圖書股長

獎、閱讀表現最佳獎。 

體育

競賽 

107 學年度 

1.中正盃毽球錦標賽男、女雙打冠軍、團體女子冠軍。 

2.中正盃籐球錦標賽小學女子組亞軍、季軍。 

106 學年度 

1.全國小學運動會男子跳高第七。 

2.臺北市國小運動會，男子組跳高第二名。 

3.臺北市國小南區運動會乙組男童跳高第三、跳遠第四、100 公尺第

六、女童跳高第六；男童田賽總錦標第六。 

4.教育盃毽球錦標賽團體女子冠軍、男子季軍；單打女子冠、亞

軍、男子季軍；雙打女子冠軍、男子亞軍。 

5.台北市中正盃毽球錦標賽團體女子冠軍、男子亞軍、女雙冠軍、

男雙亞軍。 

6.臺北市中正盃民俗錦標賽踢毽對抗賽女子季軍。 

105 學年度 

1.臺北市中正盃毽球錦標賽團體組小六女冠軍、小六男亞軍及季

軍、小五女亞軍、小六男雙打冠軍及季軍。 

2.中正盃民俗體育踢毽賽男子單打冠軍及季軍、女子單打冠軍及季

軍、男子雙打冠軍及女子雙打冠軍。 

3.南區運動會班際大隊接力乙組第 5名；女童乙組壘球擲遠冠軍、

跳遠第 4名、田賽總錦標第 3名、精神總錦標。 

美術

創作 

107 學年度 

http://www.hdps.tp.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9010021&Rc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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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六年 2班周芊妘榮獲高年級繪畫組第三名。 

2.多元文化繪本親子共讀心得徵件活動低年級組榮獲佳作。 

3.學生美術比賽榮獲高年級繪畫組第三名。 

106 學年度 

1.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南區高年級組繪畫類、平面設計類佳作。 

2.兒童美術創作展獲選參展。 

105 學年度 

1.臺北市兒童美術創作展獲選參展。 

2.臺北市國小高年級組美術比賽繪畫類第三名及佳作。 

3.臺北市國小中年級組美術比賽繪畫類佳作。 

科學

與資

訊相

關 

107 學年度 

1.第五屆點子科學競賽入選。 

2.青少年爬青 CODE 大賽獲阿波羅獎。 

106 學年度 

1.第四屆點子科學競賽入選。 

2.Scratch 互動遊戲創作競賽入選。 

3.國際小學生電腦創意寫作競賽國內賽三位學生榮獲銅獎。 

105 學年度 

1.國際小學生電腦創意寫作競賽銅牌獎。 

(四)親師生牽手合作，許孩子一個未來 

定期進行家長滿意度調查，落實計畫、執行、檢核、行動循環，以持

續改進為原則的管理系統。106 學年度與學生學習相關滿意度如下： 
106 學年度 針對本校滿意度調查 滿意度 

1.學校能適時鼓勵老師與學生，激勵他們努力與向上滿意度。 96.02% 

2.學校課程安排適當，提供學生多元學習內容滿意度。 96.95% 

3.學校重視校園安全與學生健康滿意度。 97.97% 

4.學校能鼓勵學生閱讀，培養閱讀風氣滿意度達。 95.93% 

5.學校雖運動空間不足，但努力推動運動提升學生運動機會滿意度。 94.94% 

6.本校社團活動安排得宜，讓學生才能得以充份發展滿意度達。 93.93% 

7.本校學生喜歡學校，樂於上學滿意度。 95.95% 

8.本校學生對師長有禮貌，行為得宜，品性、行為表現佳滿意度。 96.48% 

9.本校學生參與校內外各項比賽，都能積極努力爭取佳績滿意度。 96.95% 

10.本校學生學業表現，令人滿意並且有信心滿意度。 92.09% 

11.本校教師能鼓勵學生，引導學生正向發展滿意度。 95.81% 

12.我對興德國小整體辦學滿意度。 96.74% 

以上項次呈現家長對本校各項滿意度皆為九成以上，且在質性敘述中肯定

學校閱讀推動用心、以學生為本出發，教學創新、多元並積極辦理各項活動。

擴展孩子們的學習領域，增加探索個人興趣的機會。 

二、創新成果 
(一)深耕閱讀及民俗體育特色，建構課程培養多元視野 

1.自編學校綜合活動領域課程，奠定學校本位課程基石；民俗體育特色課

程與閱讀特色課程依據本校課程願景與目標持續推動發展特色。 

http://www.hdps.tp.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8100044&Rc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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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週五晨光實施全校「悅讀閱讀」內化品格、週一晨光「生命彩虹志工說

故事」輔導健全人格、週四進行『生命故事講堂』邀請成功社會人士分

享生命歷程，讓孩子聽見世界，感動世界讓生命更加圓滿。 

3.本校自 93 年度引進「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希望閱讀資源，成為 200 所

全國辦理希望閱讀推動的學校之一，開拓本校師生的閱讀寬廣度。 

4.106 學年度整修圖書館為「晴空書屋」，全校投票以熱氣球為主題，帶

領大家在閱讀的浩瀚世界裡翱翔，定期辦理好書票選，藉由票選活動，

鼓勵學生書寫「好書票選」書單。107 上學期平均班級參與率為 78%，總

投票人次為 481 人(每生一學期平均參與投稿 2-3 次好書票選)。 

5.配合臺北市賽辦理校內小小說書人比賽，1-3 年級說故事比賽及 4-6 年

級小小說書人比賽，1-3 年級組每年平均 18 組(24 名)、4-6 年級組每年

平均 6組(18 名)學生組隊參加校內賽，在積極鼓勵下，本校榮獲 104 及

105 年度小小說書人徵件活動績優，及本校五年級學生榮獲「閱冠磐石

評選-閱讀校楷模」。 

6.語文領域方面加強閱讀理解策略教學，並在各領域評量及學習單中呈現

相關閱讀創新題型。教師投入公開觀課、研習增能、行動研究、會議討

論等，在閱讀教學上的創新成果使本校榮獲 106 年度臺北市推動兒童深

耕閱讀活動推廣組計畫學校團體獎評選優選。臺北市第 19 屆中小學及幼

兒園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數遊班，開班了！」獲佳作、「閱讀思

想錄―閱讀課程與數位工具碰撞的火花及、「讓我們變變變――變長哦！

師生一齊長作文的歷程」獲入選，並榮獲乙組團體獎第五名。 

7.推動跨領域閱讀指導，如社會領域教師融入各班角落並營造閱讀風氣，

經由讀物的選擇、方法的學習等一系列問題找到根據與起點。自然領

域，搭配科普閱讀，廣泛增加閱讀知識。英語課程結合網路單字進行自

主學習，本校於 105 年度提升學生英語能力方案訪視榮獲績優 

    
培養閱讀小天王 注音符號闖關 英語單字競賽 本校書香志工 

(二)引進資資源融入資訊結合進行課程轉型 

1.為因應 108 課綱核心理念，本校開始進行課程轉型發展，保留過去深耕

多年的閱讀及民俗體育特色課程，為考量學生多元發展之需求，進行課

程延伸，逐步解構建構，建構以素養導向，適性揚才，實踐終身學習的

優質課程。將以以雙核心（閱讀及資訊科技為工具）來深化三主軸（民

俗體育、小田園以及未來新增的探索體驗課程）。 

2.資訊專案發展 STEAM，以科技讓學習樂趣化，培養學生主動、自學的能

力。購置 3D 印表機、雷切機、動力機械積木等資訊設備，結合特聘教師

專長，開發課程與開設營隊，培養本校學生具備二十一世紀關鍵核心能

力。臺北市第 19 屆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興德智

慧 e起來―以行動學習提升學習成效」獲佳作。 

3.資訊結合各領域結合運用，低年級融合筆順教學，讓學生即時獲得「回

饋」，並可進行「個人化」進度學習。英語教師團隊建置 quizlet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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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覆自學英語單字，英語日闖關活動，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管理。數學領

域善用酷學習平台紀錄計算及討論歷程，分析解題提呈釐清數學概念。

自然領域配合田園課程，以「學習吧」平台進行課程，充分讓學生學習

調整學習步調，並可讓教師及家長清晰掌握學習進度與成果。 

4.本校學生參加臺北市國中小學生 Scratch『互動遊戲』創作競賽 106 年

度榮獲入選、107 年榮獲佳作。「2018 青少年爬青 CODE 大賽」榮獲阿波

羅獎。榮獲 106 年國際小學生電腦創意寫作競賽創意寫作比賽國際銅牌

獎及國內銅牌獎。 

5.引進特聘教師配合小田園教育體驗學習計畫與綠屋頂計畫建置「興德農

藝薈」，研發田園特色課程，參加臺北市第 19 屆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專

業創新與行動研究-農藝薈-「Fun 心種放心吃」榮獲佳作。 

6.本校從無到有建置農藝薈，將產出延伸活動並規劃設計相關課程，開辦

生活美學營，體驗生活美感；高年級導師馮嘉偉落實廚餘回收，引導科

展發展相關議題，讓科學與生活議題結合。本校連續兩年榮獲臺北市小

田園-綠屋頂組特優，106 年度兩位老師榮獲小田園百大良師；本校榮獲

珍食共享績優團隊；家長王雅萍及學生王中勤親子合作參賽，榮獲珍食

美味便當大賽佳作，可見興德團隊在田園課程之成果。 

    
親子珍食美味 科展公開分享 科學發揮創意 資訊培養思維 

伍、結語 
把每個孩子帶上來，是我們一直努力的目標，本校延續在閱讀及民俗

體育的推動，持續以豐富多元的課程，提供適性化的教育及嚴謹的學習策

略，達成強化本校學生學習力、閱讀力、品格力、健康力及創思力為目標。

學生是自發主動的學習者，學校教育應善誘學生的學習動機與熱情，引導

學生妥善開展與自我與他人與社會與自然的各種互動能力，協助學生應用

及實踐所學，體驗生命意義，願意致力社會、自然與文化的永續發展，共

同謀求彼此的互惠與共好。本校期盼建構一個充滿歌聲、笑聲、讀書聲的

未來學習樂園，期使孩子們「健康快樂、合作學習、積極進取、感恩惜

福」，個個擁有適性發展的璀璨童年，並讓每一個孩子都能成為具備未來

競爭力的世界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