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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學校主體是學生，「讓每個孩子都有成功的經驗」是南港國小讓學生體驗學

習的重要課題。學生學習就如同乘坐摩天輪一樣，當摩天輪轉到最高處時，孩子

的視野可以看得最遠最廣，而孩子的學習表現也能被注視，藉此讓孩子學習到成

功的經驗。故本校以「轉動學習摩天輪 南港學子創高峰」作為學生學習的主軸，

擬定四項學生學習的具體方案，分別是提供多元豐富的學習機會、引導適性發展

的學習歷程、培養積極尊重的學習態度以及展現優質創思的學習成效。 

本校學生學習活動融入本校願景「快樂、健康、尊重、和諧、卓越、創

新」形塑學校優質作為。以「快樂、健康」打造一個安全溫暖、快樂的學習空

間，提供一個健康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快樂、健康的成長；以「尊重、和諧」

營造溫馨和諧的校園氣氛，讓學生尊重彼此；以「卓越、創新」建構優質學習

情境，拓展學生創新視野；以「多元智能學校」的理念與架構，探討智能學校

對於培養學生的關鍵能力之成效。 

南港國小以「學習智慧」、「關鍵能力」、「國際學伴」和「友善校園」等四

個向度，作為智能學校發展的架構，並據此以提升學生的關鍵能力以及國際

觀，以建構南港為卓越、創新之「智能學校」。 

我們主張以「學生為中心，教師為動力」，並整合校內外多方面資源共享與

支持，打造一所卓越向前的優質學校。     

     

關鍵詞：多元智能、學生學習、優質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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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現況  

一、設校歷史 

表 1-1 本校設校重要大事紀 

期程 日期 重 要 校 史 記 事 

草創期 

民國 3年 3月 3日 成立台灣台北廳公立錫口公學校南港分

校。 

民國 7年 3月 3日 獨立為公立南港公學校。 

民國 30 年 7 月 改為台灣台北州公立南港國民學校。 

成長期 

民國 96 年 10 月 15

日 

「新建校舍」暨「地下停車場」動土典

禮。 

民國 96 年 12 月 25

日 

新建校舍開工典禮。 

民國 97 年 10 月 3 日 臺北市優質學校-行政管理優質獎項 

茁壯期 

民國 99 年 1 月 20 日 全校親師生進行遷校。 

民國 101 年 11 月 發表全世界第一個國小 APP， 

民國 102 年 8 月 普通班奉准增 1班，普通班總班級數為 45

班 

民國 103 年 3 月 22

日 

舉辦南港國小百週年校慶慶祝活動 

民國 103 年 8 月 普通班奉准增 1班，普通班總班級數為 46

班 

創新期 

民國 104 年 8 月 普通班奉准增 1班，普通班總班級數為 47

班 

民國 105 年 6 月 25

日 

臺北市優質學校-教師教學優質獎項 

民國 105 年 6 月 臺北市「行動學習•智慧教學」總召集學

校 

民國 105 年 8 月 普通班奉准增 1班，普通班總班級數為 48

班 

民國 106 年 4 月 臺北市校務評鑑九大項度全數通過 

民國 107 年 3 月 臺北市 106 學年度教育盃籃球錦標賽三冠

王 

民國 107 年 6 月 30

日 

臺北市優質學校-學校行政優質獎項 

民國 107 年 9 月 21

日 

107 年度教育部教學卓越獎銀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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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環境 

  1.地理環境：南港區曾是工廠林立的偏鄉小鎮，古時候稱為「黑鄉」，但因資

訊軟體園區高科技公司人員進駐及南港展覽館、金融商業公司相繼在此展業，

加上附近新建住宅林立，對原本的社區型態及居民組成產生變化。本校周邊交

通十分便利，除了鄰近中山高及北二高出口外，更有環東快速道路鄰近周圍。

未來，南港區亦為三鐵共構之區域。 

  2.人文環境：社區家長都是本校畢業生，對於學校有濃厚之情感與寄託，所以

積極參與本校各項活動，協助學校優質發展。社區人士提供人力、物力資源，與

學校互動良好。社區中也有很多古蹟、各行各業中不乏百年歷史名店，而且對於

社區及學校都有豐厚之情感，提供學校發展人文教育的契機。 

三、學校規模 

（1）班級數：1.普通班 48 班 2.特殊班(啟智班) 2 班  3.資源班 2班 

              4.雙語班 3班  5.補校 2班 

  （2）學童數：男 689 人，女 557 人，總計 1246 人。 

  （3）人員編制：1.教師編制(含校長)：共 105 人。2.專任職員總數共 9人。 

  （4）學校願景：健康快樂、尊重和諧、卓越創新 

南港國小以「智能學校」為主軸，擘劃了「智能學校@南港」的願景藍圖，以

「學習智慧」、「關鍵能力」、「國際學伴」及「友善校園」為發展指標。在「行

動學習 智慧教學」的基礎上，透過資訊教學科技的融入，提供學校在行政管理

上有更多的作為，更透過這樣的智慧管理用在學生的個別化學習、自主學習、

合作學習、及學習能力診斷分析及完整的學習歷程資訊。 

 

 

 
                         本校願景圖 

 

貳、優質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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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分析 

（一）學校團隊分析 

本校以營造南港國小為一所「智能學校」為目標，學校行政健全而具效能，

教師教學專業負責認真用心、家長積極參與學校活動，親師合作非常密切。在

學生學習上本著「快樂、健康、尊重、和諧、卓越、創新」的願景，透過適性

學習、自主學習、合作學習以及探究學習的方式，獲得多元及核心的關鍵能力 

這幾年更是因為導入行動學習智慧教學以及各領域團隊老師的用心，在每個

領域的教師們更都積極參與各項資訊融入教學的專業進修，更看到各領域教師

因著行動學習的導入，而在學生學習上充分展現出傲人的學習成果，成為臺北

市國小的資訊典範學校。 

 

（二）現況SWOTS分析  

本校依學習機會、學習歷程、學習態度以及學習成效進行 SWOTS 分析。 

項

目 

內    部 外    部 
行動策略 S 

S（優勢） W（劣勢） O（機會） T（威脅） 

學

習

機

會 

1.教師具備各領域

專長，且具有教學

熱忱，教學經驗豐

富。 

2.教學設備充足，

教師及學生皆能運

用輔助教學與學

習。 

部分家庭只有生一

胎，家長溺愛，部

分學生挫折忍受度

低，多以自我為中

心，抗壓力差。 

 

1.位於南軟園區、

南港展覽館旁，資

源豐富可提供良好

學習場域。 

2.家長會與學校溝

通良好，支持學校

各項校務之推動。 

1.學生越區就讀

多，少數學生、家

長對於學校事務關

注度不足。 

2.家長多為雙薪，

價值觀多元，處理

學生問題日益複

雜，增加教師工作

負擔。 

落實基礎課

程教學，建

構多元學習

活動，累積

學生成功經

驗。 

學
習
歷
程 

1.行政團隊互相支

援合作，發揮專

長，完成校務發展

工作。 

2.教師專才專用，

各領域優先由具專

長教師授課。 

3.課外社團及學生

團隊多，有助學生

多元潛能發展，對

外比賽皆有優異表

現。 

本校為額滿學校，

班級學生人數太

多，老師在兼顧學

生學習與管教上，

需要投入更多精

力。 

鄰近南港軟體園

區，引進社區資

源，結合課程，研

發數位教材，提供

學生多元創新學

習。 

1.外配、隔代教養

及單親等家庭比例

漸增。 

2.家長背景差異性

高，認知差距較

大，教育理念分

歧，對學校的期許

略有不同。 

尊重學生個

別差異，提

供多元創新

學習，激勵

學生成長共

好 

學

習

1.學生活潑熱情，

素質尚佳，認真學

部分家長為雙薪家

庭，無暇陪伴及管

家長會、愛心志工

服務隊以及班級家

部分家長過度關注

孩子，介入校務及

班務太多，易造成

提供學習展

現舞台，培



5 
 

態

度 

習可塑性高。 

2.學生積極參與活

動性課程、體育與

社團活動，對外表

現成績佳。 

教孩子，家庭功能

較弱，造成學生學

習落差大。 

長積極參與班級及

學校活動。 

過度干預的現象。 養積極學習

態度，展現

自發學習動

機 

學

習

成

效 

1.學校績效良好，

深獲家長肯定，招

生年年額滿。 

2.學生各領域及團

隊表現優異，對外

比賽經常榮獲佳

績。  

1.學生自我意識

高、挫折容忍低，

衍生管教問題，個

案學生比例日益增

加，班級經營難度

漸增。 

2.少數資深教師理

念，無法隨著時代

調整，部分年輕教

師經驗不足，導致

親師溝通迭生困

擾。 

積極爭取各項競爭

型方案經費，營造

行動學習智慧校

園。 

 

1.教育政策變動，

增加教職員工作

量，以致影響教師

教學及學生學習績

效。 

2.家長背景分歧及

對學校期望各有不

同，對教學或校務

意見難免較難掌

握。  

整合學科領

域學習，促

進學生反思

互動，展現

多元學習成

效 

 

二、具體目標 

  在學生學習上，我們為了讓學生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

的知識、能力與態度，且關注學習與生活結合著重於核心素養培養的九個能

力，分別為「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學習力」、「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思考

力」、「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創造力」、「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表達力」、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資訊力」、「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美學力」、「道德

實踐與公民意識-品格力」、「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合作力」以及「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移動力」，成為一個終身學習者，並以「健康、尊重、卓越、快

樂、和諧、創新」學校願景為藍圖，訂定學生學習發展架構「轉動學習摩天輪 

南港學子創高峰」，擬定四個優質目標，分別如下: 

目標一、提供多元豐富的「學習機會」: 

   策略:落實基礎課程教學，建構多元學習活動，累積學生成功經驗。 

目標二、建構適性發展的「學習歷程」: 

   策略:尊重學生個別差異，提供多元創新學習，激勵學生成長共好。 

目標三、培養尊重積極的「學習態度」: 

   策略:提供學習展現舞台，培養積極學習態度，展現自發學習動機。 

目標四、展現優質創思的「學習成效」: 

   策略:整合學科領域學習，促進學生反思互動，展現多元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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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具體作法 
  一、實施內容 
(一) 提供多元豐富的學習機會 

策略一、落實基礎課程教學，建構多元學習活動，累積學生成功經驗 

指標一 
1.1尊重學生的主體性並保障學生學習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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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做法及實施成效 
※落實學校總體課程計畫，提供體驗學習活動，創造學生學習機會 

(一)擬定各領域教學計畫，穩固學生基本能力學習: 

 1.依照課程標準，擬定紮實的各領域學科課程，確保學生基本學科學習之成效。 

 2.依據教學計劃訂定各科目及各領域之評量方式及多元評量方式。 

 3.本校榮獲106學年度臺北市總體課程計畫審議「優等」、107學年度「特優」。 

(二)針對課程架構注重其橫向連結及縱向銜接，整合各領域學科學習: 

 1.每個學年成立一個課程發展小組，共同規劃橫向及縱向課程。 

 2.各領域教學計畫和其他相關領域之統整及結合各處室推動學習活動。 

(三)辦理各項體驗活動，拓展學生學習視野: 

 1.辦理校外教學及國內外校際交流活動，拓展學生學習視野。 

 2.實施校內各項宣導體驗課程，培養學生主動探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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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做法及實施成效 
※辦理多元、適性的學習活動給予展現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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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廣設課外社團及學校團隊，注重學生多元智能開發: 
 1.課外社團活動，每學期共計約60個社團，學生近800人次參與。 

 2.成立童軍社團、音樂性團隊、體育性團隊，豐富學習內容，培養學生團隊精神。 

(二)辦理校內及參與校外學藝與競賽活動，鼓勵學生自我展現: 

 1.舉辦校內競賽，如兒童美術創作賽、多語文競賽、自然科學PK賽、科學展覽作 

   品評選及體育活動競賽，如體表會、南港運動讚、水上運動會、健身操…等 

 2.參加校外競賽，如臺北市多語文競賽、學生美展、科學展覽、學生音樂比賽、 

   舞蹈比賽、東區(小學)運動會、教育盃籃球比賽、全國學生籃球聯賽等。 

(三)推動融合教育的特殊教育，鞏固弱勢學生學習: 

 1.辦理「南能可貴」特教宣導月闖關活動，讓普通班學生理解特教學生之差異性。 

 2.規劃特教學生進入普通班上課學習體驗，讓學生學習尊重、包容及關懷。 

 3.鼓勵特殊生參與各項團體活動或競賽，如法式滾球比賽、樂樂棒球比賽等。 

※整合完備的補救教學、輔導工作及扶助弱勢系統 

(一)擬定攜手激勵學習潛能計畫，落實補救教學，扶助弱勢學生系統: 

 1.每學期依規定開設潛能班，排定篩選施測表，施測率達 100%。 

 2.整合校內課外社團及課後照顧服務系統，提供經濟弱勢學生上課需求。 

(二)建構完善有效的學生輔導機制，引進外部資源支援各項輔導活動: 

 1.落實並成立「輔導工作小組」，擬定全校輔導計畫，落實三級輔導工作。 

 2.家長會補教組、EQ 組、故事媽媽以及圖書志工，協助落後學生各項學習活動。 

(三)建置校內「輔導資源網絡」，妥善運用及爭取各項弱勢補助: 

 1.辦理學生安心就學方案，爭取經濟弱勢家庭各項經費補助。 

 2.運用社區公益服務、家扶中心、教會等團體公益福利單位，提供親職教育資訊。 

 3.配合警政、醫療院所及家暴暨性侵害扶助系統，建立安全(通報)保護機制。 

指標一 

1.2整合多元的學習資源並增加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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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做法及實施成效 

※建構以學生為主體性的特色課程，促進學生學習，累積學生成功學習經驗 
(一)發展各類特色課程，提供學生豐富多樣的學習機會: 

 1.辦理英語單字 PK 賽、一年級注音符號檢測「按按按｣、運用自製教學媒材(如： 

   戳戳樂、句子重組等)，透過觀摩學習及小組合作等方式進行探究學習。 

 2.自然老師自製各種電子書，辦理自然 PK 賽，利用電子白板與 IRS 系統搶答。 

 3.藝文領域辦理「南港 SuperShow｣、「星光大道」才藝表演以及藝文領域發表。 

 4.體健領域辦理體表會、「南港運動讚」、水上運動會等活動。 

 5.綜合領域各項活動的融入，如消防闖關活動、CPR 教學、生命教育宣導、交通 

   安全宣導、春暉教育宣導、親職教育宣導，學生多元學習機會多。 

(二)各類特色課程與學科學習的統整與連結: 

 1.自然教學團隊統整四~六年級的課程內容，結合資訊科技即時連線，辦理四至六 

   年級 PK 賽(昆蟲、植物、天文及氣象)，展現學生的學習成果。 

 2.音樂課程結合資訊科技進行「數位音樂創作」課程，讓孩子自行創作數位音樂。 

 3.三至六年級結合音樂、美勞及表演藝術，進行藝文領域成果發表。 

 4.學年分組教學的游泳課程，辦理班際「水上運動」競賽，讓學生學以致用。 

 5.英語團隊規劃各學年特色活動，如耶誕節、復活節及萬聖節等多元節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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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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做法及實施成效 
※透過多元途徑，整合社會資源，增加學生學習廣度 

(一)產學合作促進學生學習： 

 1.運用產學合作的力量，進行教學研究。包含 APP 的開發、智慧教室的設置等。 

 2.與國內外國際教育機構(國內：Aeisec台大分會；國外：彭博國際教育網路基

金 

   會)合作，在校進行專題式國際教育。 
(二)社區資源融合領域課程: 

 1.本校與南港社福中心合作，提供學生作品與圍牆設計，協助美化老舊圍牆。 

 2.與轄區派出所與消防隊配合，於大型活動中進行安全宣導及辦理消防體驗活動。 

 3.與「林得勝孝親基金會」配合，選拔孝親楷模受獎，拜訪愛心商店合作。 

(三)參與南港區各學校及社區活動，敦親睦鄰，豐富學生學習機會： 

 1.本校特色團隊積極參與南港區社區展演活動，表現優異。 

 2.弦樂團參與南軟二期、三重里中秋活動演出，森巴鼓隊參與南港桂花節活動、 

   基隆市夢想嘉年華踩街活動等演出，舞獅團參與南港高工校慶活動開幕等演

出。 

 

 

 

 

 

  

急救教育CPR+AED 南港Supershow 防災防震演練 

（二）引導適性發展的學習歷程 

策略二、尊重學生個別差異，提供多元創新學習，激勵學生成長共好 

指標二 
2.1重視學習的個別化與差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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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做法及實施成效 
※尊重學生個別差異，運用多元教學方式，實施差異化教學與輔導 

 1.教師依學習需要，運用多元教學方法，如合作學習、分組學習、PBL 等。 

 2.各班資訊設備齊全，教師能善用各項媒材、多媒體設備，提高學生學習動機。 

 3.透過學生學習檔案的製作，有助於教師教學省思及瞭解學生學習情形。 

 4.老師妥善採班群分組，讓程度好的學生教導落後同學，發揮教學相長的優點。 

 5.教師參加差異化教學研習、攜手激勵研習及補救教學研習，以建立基礎知能。 

 6.學年分享差異化教學心得及實作，學生條件不同，規劃不同層次的教學活動。 

※辦理多元適性教育活動，啟發學生優勢能力 

(一)廣設課外社團及學校團隊，注重學生多元智能開發: 

 1.課外社團活動，計有體育性、音樂性、美術性、科學性、資訊以及益智性…等 

   ，課外社團共計約60個社團，每學期學生近800人次參與。 

 2.成立童軍社團活動並參與多項公共服務，培養學生良好品格。 

 3.成立音樂性團隊-合唱團、弦樂團、打擊樂團，體育性團隊-民俗舞蹈隊、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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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田徑隊等，豐富學習內容，培養學生團隊精神。 

(二)辦理各項教育宣導活動，提供學生學習機會。例如:友善校園、法治教育宣

導、 

   租稅教育宣導、健康促進議題宣導以及防災防震演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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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做法及實施成效 
※增進教師教學知能，落實適性補教教學機制 

(一)發展教師學習社群增進教學知能: 

 1.成立教師各領域備課社群，增進教師教學知能。 

 2.透過學年會議及領域會議進行專業對話，研討各項教學現場問題。 

(二)運用多元學習方式，引導學生合作學習: 

 1.在班級上視教學需求，以小組合作方式或動手作方式讓學生進行學習。 

 2.善用電子白板及行動載具、平板電腦教學，引導學生進行合作學習。 

(三)落實適性補教教學機制，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1.利用課中、課間及課餘時間，對學習落差較大之學生進行補救教學活動。 

 2.申請教育部及教育局「攜手激勵計畫」補助經費，進行弱勢學生課後補救教學。 

 3.辦理特殊學生的補救教學，由特教教師評估學生學習狀況及個別需求進行轉介。 

指標二 
2.2引導多元創新的學習策略 

2.2.1學校能引導學生習得並運用多元創新的學習策略。 

具體做法及實施成效 
※各領域教師運用創新教學法與資源輔具，引導學生創新學習  

(一)具國際觀的英語教學： 

 1.英語教學團隊利用創新教學模式，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提升學習成效 

 2.整合現有教材的學習內容，透過更具創新性的教學活動，如擴增實境 Aurasma    

   App 讓學生製作各種 Auras，從做中學；利用 Sockpuppets App 進行布偶操控及 

   錄音，完成課文練習，各單元評量運用 IRS 即時反饋系統進行檢核。 

 3.RT 讀者劇場普及於教學中，讓每個學生都能有上台展現的機會。 

(二)活潑多樣化的科普教育: 

 1.開設「采風科學營」，提供課後深度的科學學習，兼顧學生在科學潛能的試探。 

 2.結合課程規劃不同主題進行自然 PK 賽、校內科展活動。 

 3.利用自製電子書，進行植物及昆蟲等單元教學，讓學生有身歷其境的感覺。 

 4.結合科技設備進行研究，教師科普論文獲得 GCCCE(全球華人資訊論壇)錄取。 

(三)多元活潑的藝文教育: 

 1.三至六年級藝文領域，結合音樂、美勞及表演藝術，進行藝文領域成果發表。 

 2.除了落實基礎藝術教育上，亦積極於校園環境的藝術化布置。 

 3.結合資訊進行「數位音樂創作」課程，讓孩子自行創作數位音樂，發揮創意。 

(四)利用 App 軟體 Nearppod 進行數學教學，讓學生共同分享討論，釐清概念。 

(五)透過體驗培養理解能力的社會教學: 

1.運用創新教學方法，如桌遊「走過台灣」，讓學生了解臺灣歷史的相關概念。 

2.用行動載具進行「PAGAMO」、「KAHOOT」答題教學，落實資訊科技融入社會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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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做法及實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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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教學評量回饋機制，符應學生差異化之需求 

 1.藉由他市教育資源配合進行預測，提供施測結果，作為教師教學精進之用。 

 2.老師藉由共同備課、共同研討所做成的提問單，作為評量檢討與改進之依據。 

 3.針對評量測驗進行答題分析，以作為命題品質及教學精進之依據。 

 4.各領域教師運用多元評量方式，依照學生差異性進行評量，確認學習效果。 

 5.藝文領域落實差異化教學，根據學生的個人特質、興趣來安排學習。 

※依據課程目標及教學內容訂定多元評量方式，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與教學成效 

 1.學期初即明訂各領域科目之評量方式、日期及注意事項，經學年彙整製作成學 

  生版行事曆貼於學生家庭聯絡簿上，以利家長參閱。 

 2.有紙筆測驗相關之領域或年級，安排審題共同時間。審題時須注意各單元是否 

  有依照評量分配原則及題目是否適合該年段的學生。 

 3.審題結束後繳交審題會議紀錄、修正後之考題紙本至教務處存查，施測後進行 

  分數統計與答題分析，作為後續教學精進與命題改善的依據。 

 4.運用學群或領域共同備課時間、學年會議及領域會議等時間，進行教學實務 分 

   享、討論及檢討，針對學生需求，擬定適切的教學與評量改進計畫。此外，根 

   據教師教學與評量改進需求，辦理相關成長研習活動。 

 

 

 

 

 

 

  

生態觀察行動學習 領域備課社群討論 動手做烘焙課程 

 

 

（三）培養尊重積極的學習態度 

策略三、提供學習展現舞台，培養積極學習態度，展現自發學習動機。 

指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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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作法及實施成效 
※培養學生主動學習與多元參與的學習活動 

(一)鼓勵學生主動參與多元競賽及社團活動: 

 1.辦理我說故事你來聽、小小說書人、Supershow、星光大道、多語文競賽、兒童 

   美展以及科展等均鼓勵學生自主(組隊)報名參加，提供學生展現舞台。 

 2.辦理「南港運動讚」個人及班際競賽，強化個人參與及班級團隊合作精神。 

 3.鼓勵學生報名參加校外各項競賽，精進各領域學習能力。 

(二)規劃豐富有趣的學習活動，培養學生挫折容忍及勇於挑戰的態度 

 1.辦理校外教學及畢業教學(含山訓)活動，提供學生主動積極、探索的學習機會。 

 2.辦理國際交流活動，體驗異地學習，培養學生多元思考及廣納不同文化胸襟。 

 3.辦理各項體驗學習活動，培養學生主動探索、負責的態度。如:辦理親子園遊會、 

  兒童節闖關活動、消防體驗活動…等。 

※落實輔導機制協助學生自我探索及生活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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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理相關宣導與測驗，協助學生探索自己，增進自我覺察能力: 

 1.SPM、CPM及各項學科測驗，協助教師檢視學生發展及評估適性之補救教學策略。 

 2.辦理生命教育宣導、健康促進宣導以及生理衛生講座，讓學生了解自己。 

(二)辦理各項輔導工作，使學生習得探索與增進自我了解的策略 

 1.小團輔活動、假日親子輔導活動以及親職教育宣導等活動，體驗終身學習樂趣。 

 2.新生大手牽小手、迎新活動、轉學生輔導活動認識學校環境適應學校生活。 

 3.與學區國中辦理升學輔導活動做為未來升學之參考。 

3.1.2學生具有自我負責並與他人合作分享的態度 

具體作法及實施成效 
※透過班級學習及宣導活動，培養學生自我負責的態度 

(一)配合課堂活動適時宣導: 

 1.宣導「南港好兒童-愛清潔、守秩序、有禮貌、勤閱讀、常運動、會守時」的六 

  大好習慣，培養學生正面積極的態度。 

 2.透過班級自治活動選出班級幹部，教師善用分組討論引起學生動機及專注。 

 3.透過班級集會討論培養學生提問的主動性，宣導生活常規培養負責任的態度。 

(二)辦理各項宣導活動，如:法治教育宣導、安全教育宣導、防災防震宣導等活動 

  等，培養學生正面積極的價值觀。 

※藉由團隊活動及服務性團隊，涵養學生團隊合作的精神 

(一)辦理團隊活動及競賽，指導學生體認與他人互助合作之重要: 

 1.經由大型活動的細部分工，培養學生積極參與，以團隊榮譽為首要的合作態

度。 

  如各班園遊會設攤規劃與分工、特色團隊演出時的分工合作。 

 2.參與各項團隊競賽活動(如接力賽)，指導學生體認團隊合作才是成功之鑰。 

(二)透過多元社團活動，學習互助分工合作，培養團隊合作與彼此分享的態度。 

(三)透過組訓公共服務團隊涵養服務他人精神，如交通隊、環保小志工等 

指標三 
3.2培養尊重關懷的公民態度 

3.2.1學生具有關懷他人、尊重多元文化的學習態度。 

具體作法及實施成效 
※引導學生具有尊重生命、關懷感恩的學習態度 

(一)落實人權與生命教育的宣導工作: 

 1.辦理人權法治教育、紫錐花運動、防災演練以及反菸毒等活動，建立價值觀。 

 2.辦理生命教育課程、兒少保護、性平宣導、性侵害等宣導，引導學生珍愛生命。 

(二)辦理健康促進學校相關議題活動與宣導: 

 1.培訓防疫小尖兵，檢查學校內積水容器，預防登革熱；辦理全校資源回收，落 

   實環保愛地球行動。 

 2.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視力保健、口腔衛生、健康體位等議題宣導活動。 

※培養學生具包容多元文化的學習素養 

(一)規劃適切的多元文化宣導活動: 

 1.辦理多元文化週，融入校慶及兒童節等大型活動，規劃闖關或靜態宣導活動。 

 2.與雙語班外籍學生配合節日慶典活動體驗不同文化，認同、尊重異國文化。 

 3.辦理國內、外體驗交流活動，拓展異地學習文化視野，增進生活經驗。 

(二)設計富涵多元文化意識的課程: 



12 
 

 1.建置雙語學習環境，安排參觀英語情境中心及西餐禮儀課程，體驗生活情境。 

 2.辦理國際教育異地體驗學習，藉由入班體驗，培養學生包容多元文化之素養。 

3.2.2學生具備民主法治、社會參與和國際視野的素養 

具體作法及實施成效 
※培養學生本土意識、社會參與及全球視野態度的課程與學習 

(一)規劃相關課程與活動，培養學生本土意識與世界觀: 

 1.成立「采風科學營」規劃並帶領學生探索自然，了解家鄉，培養學生本土意

識。 

 2.辦理校外教學及社區踏查，拜訪老街等活動，落實社會參與及本土教育活動。 

 3.國際教育月及防疫宣導與環境教育等活動，提升學生本土關懷及全球視野。 

(二)申辦各項計畫豐富學生學習資源: 

 1.閱讀推動教師、讀報教育、與作家有約等方式，豐富學生閱讀學習活動。 

 2.美國彭博慈善基金會 Global Scholars 全球網路教育計畫，拓展學生國際視

野。 

 3.申請臺北市國際教育中長程計畫，規劃體驗學習活動，培養學生具有國際觀。 
※落實法治教育課程，強化民主法治觀念素養，培育未來的優秀世界公民 

(一)從生活中養成良好習慣，培養學生健全品格: 

 1.訂定「品德教育班級楷模實施計畫」以強化品德教育，推動南港好兒童六大好 

   習慣以及訂定南港國小生活教育―好讚卡實施計畫。 

 2.各班均有實施班級會議檢討品德、相關生活品德議題均融入於各科課程中。 

(二)參與學校自治及宣導活動，建立學生正確法治觀念，培育未來的優秀公民。 

 1.班級自治活動，由學生推舉班級幹部，定期召開班級級會，並做成級會紀錄。 

 2.透過各項動靜態活動，加強學生法治及尊重人權觀念。 

 

 

 

 

 

  

臺北市第50屆中小學科展 

佳作及鄉土教材獎 
校慶暨體育表演會 

結合體育、藝美領域 
結合外部資源辦理反毒宣導活動 

（四）展現優質創思的學習成效 

策略四、整合學科領域學習，促進學生反思互動，展現多元學習成效 

指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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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綜合素養。 

具體作法及實施成效 
※落實學生基本學科領域，厚植學生學習素養 

(一)學科基本能力落實紮根學習: 

 1.依照基本學力檢測結果，在課堂教學上、測驗、相關活動都做了改善與加強。 

 2.推動閱讀理解計畫增進語文能力，成立數學種子老師探討建構式反應題等。 

 3.邀請種子教師分享及研討，精進課堂教學與補教教學措施。 

 4.落實教學正常化，實施定期評量及調閱作業，依能力指標規畫學習課程。 

(二)推動兼顧深度與寬度的閱讀活動，提升學生國語文基礎學科學習力: 

 1.推動「晨讀10分鐘」及「深耕閱讀」活動，學年共讀本及導師帶領閱讀策略。 

 



13 
 

 2.班級閱讀圖書及學校閱讀角落設置，讓學生隨時可以進行閱讀。 

 3.圖書館利用教育推動小小說書人，以及故事媽媽入班說故事，厚植閱讀力。 

※運用科技與資訊能力，培養學生跨領域統整能力 

 1.本校學生三至六年級，班班有平板，將各科教學融入資訊能力，運用各種

APP， 

  如Nearppod、Aurasma、Sockpuppets等教學活動，培養學生跨領域資訊能力。 

 2.教師運用行動載具、電子白板及IRS系統等，辦理各項PK賽(英語單字、昆蟲、 

  氣象、植物及天文)，注音符號檢測「按按按」，讓小一新生有更多元的思考。 

 3.教師藉由電子書，運用自製教學媒體(如:戳戳樂、句子重組等)，透過觀摩學

習、 

  角色扮演、會話練習及小組合作討論等方式進行探究學習。 

 4.音樂課結合資訊科技進行「數位音樂創作」課程，發揮孩子數位音樂創意。 

4.1.2學生具備生活、自我管理及人際互動的素養 

具體作法及實施成效 
※培養學生增進身心健康，具備生活素養能力 

(一)提供增進學生身心健康的課程與活動: 

 1.落實健康與體育教學，辦理各項體育活動，推動SH150計畫，養成運動習慣。 

 2.規劃全校運動計畫，如南港運動讚、晨間跑步、課間新式健康操、跳繩等活動。 

 3.落實健康促進議題，視力保健、口腔衛生及健康體位活動，增進學生身心健康。 

(二)培養學生具環保意識及永續生態的素養: 

 1.社會及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融入環保意識與愛護地球觀念，落實永續生態觀念。 

 2.組訓環保小志工，進行垃圾減量、資源回收，節能減碳、綠色消費宣導等活 

   動，落實環境保護責任。 

 3.推動營養教育、蔬食日、環境教育以及小田園教育計畫體驗活動等，帶領學生 

  從關心自身環境做起，愛物惜物，為永續生態盡心力。 

※培養學生具人際關係及自我管理能力 

(一)規劃培養學生具同理心及有效溝通等增進人際關係能力活動: 

 1.辦理新生輔導活動、轉入生輔導活動等，協助學生適應學校生活。 

 2.特教宣導體驗活動，引導學生同理個別差異，改變既有思考模式及溝通方式。 

 3.辦理班級經營及親師溝通增能研習，厚植教師帶班能力，提升學生自我管理。 

(二)培養學生時間管理、情緒管理等自我管理能力: 

 1.推動「早睡早起、不遲到、不早到」生活教育，教導學生做好時間管理。 

 2.藉由健康教育課程及志工家長班級EQ課程學習管理情緒，做情緒主人的活動。 

 3.透過各項輔導及班級經營活動，潛在課程融入學生自我管理能力的學習。 

指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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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作法及實施成效 
※培養學生具批判思考及問題解決能力的教學活動 

(一)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養成學生提問、反思之能力： 

 1.推動閱讀理解，讓學生語文能力提升，進而在各方面都能延伸思考，分析問題， 

   各領域有不錯的成績與成效。 

 2.推動班級自治，召開班級集會等學生透過不同意見表達，產生提問及批判反思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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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能察覺、分析問題原因以利執行等解決問題能力的活動： 

 1.在各項比賽中培養心理素質與抗壓性，在競爭成長，學習解決問題的技能力。 

 2.藉由不同情境及機會教育，加強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 

 3.透過行動學習，教師設計不同主題活動，學生依問題提示進行觀察、思考、探 

  索或小組討論來獲得答案，以提升問題解決能力。 

(三)推動 PIRLS 閱讀理解四層次教學，讓學生透過此法釐清語文脈絡，思考更有

條 

  理，並培養在面對問題或議題時，能幫助學生進行反思、明辨事理。 

4.2.2學生具備創造思考與創新素養 

具體作法及實施成效 
※培養學生具創造思考及創新能力的教學活動 

(一)系統性規劃及探究課程活動，培育學生具有創造性的思考能力： 

 1.藉由規劃科普教育及科學探究活動，提供全面性的參與，提升學生科學研究興 

   趣與能力。除自然領域課堂教學外，另辦理植物、昆蟲、天文及氣象PK賽，讓 

   各年級學生能加深加廣科學知識。 

 2.配合每年科學展覽活動，於四到六年級辦理校內科展活動，拓展本校學生對科 

   學研究的參與度及興趣。 

 3.開設『采風科學社』，並且利用每月一次週末假日，辦理野外踏查活動，所有 

  課程均由自然科老師及校內夥伴分工合作，提供孩子各項科學探究的學習機會。 

(二)培育學生透過團隊合作展現創新能力： 

 1.每年雙語班學生參與美國彭博國際教育計畫會根據主題與國外師生進行討論， 

   依據討論內容設計公益影片，建置專題網站並放置學校首頁。 

 2.將創意教學融入各領域教學中，如英語領域，設計節慶教學活動、繪本改編活 

   動，讓學生展現創意；社會領域，利用園遊會的活動，讓學生自行決定販賣物 

   品，並思考推銷商品的手法與策略；藝文領域，配合學校的活動進行，如母親 

   節、聖誕節卡片製作比賽，其他如兩性平等宣傳海報設計，口腔衛生海報設

計， 

   環境保護…等，讓學生討論議題並發想跳脫平面的設計創作。 

 

 

 

 

 

  

資訊融入英語課程 數位音樂創作課程 采風科學社野外踏查 

二、創新做法 

(一)推展資訊融入創新教學，多元呈現學習成果，提升學童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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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載具融入英語科教學 行動載具融入班級教學活動 數位音樂創作課程 

   

行動學習生活體驗課程 AR 擴增實境增能研習活動 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銀質獎 

 

(二) 廣設社團激發學生多元智能，辦理競賽鼓勵學生自我展現 

   

森巴鼓夢想嘉年華會踩街 全國學生舞蹈比賽 舞獅團南港高工校慶開幕 

   

課外社團上課(舞蹈社團) 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合唱) 弦樂團南軟園區耶誕活動 

 

 

 

 

 

(三)充實體育設施提升運動風氣，推廣多元體育活動強健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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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運動讚-我是短跑王 南港運動讚-班際跳繩比賽 南港運動讚-樂樂足球比賽 

   

臺北市新式健身操比賽 南港運動讚-樂樂棒球比賽 南港運動讚-三對三籃球比賽 

 

(四)辦理特色團隊校內外交流與體驗學習，拓展學生學習視野及國際觀 

   
與臺中東興國小校際交流 辦理南港區七校體育交流活

動 

弦樂團與頭湖國小校際交流 

   
赴廣西南寧體驗交流活動 廣西來賓市籃球友誼賽 至新加坡異地體驗學習 

   
入班體驗介紹我們的國家 與馬來西亞寬柔第三小學交

流 

至新加坡異地體驗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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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優質成果 

一、目標達成 

 「讓每個孩子都有成功的經驗」是南港國小在「快樂、健康、尊重、和諧、

卓越、創新」的願景下有多元豐富的學習機會、適性發展的學習歷程、尊重積

極的學習態度以及優質創思的學習成效，我們就以達成目標分述如下：  

（一） 提供多元豐富的學習機會 

本校近三年各類競賽獲獎事蹟 
類別 年度 獲獎事蹟 

體育類 107 

107 學年度東區運動會-4X200 公尺接力賽男童第五名、女童第六名。 

男童 200 公尺第五名 607 林軒樟、女童 3000 公尺競走第五名 503 彭可

欣、男童 3000 公尺競走第六名 505 楊博丞 

體育類 107 
2018 競技疊杯亞洲盃錦標賽團體計時接力第三名 504 闕以喬、團體徒

手接力第三名、個人 3-3-3 第二名、3-6-3 第九名、CYCLE 第一名 

體育類 107 籃球隊參加臺北市市長盃籃球錦標賽榮獲男、女童組【雙料冠軍】 

體育類 107 參加臺北市中正盃滑冰錦標賽榮獲第三名 205 姜閔傑 

體育類 107 

臺北市學生舞蹈比賽-國小團體組民俗舞東區【優等】 

臺北市學生舞蹈比賽榮獲國小民俗舞個人組東區甲等 504 陳儀倫 

臺北市學生舞蹈比賽榮獲國小古典舞個人組東區第二名 608 周妍希 

體育類 107 全國花式滑冰錦標賽花式五級國小低年級女子組第二名 203 張瑋倩 

體育類 106 參加第 50 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榮獲男、女童【雙料亞軍】 

體育類 106 106 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榮獲【優等】 

體育類 106 臺北市 106 學年度學生舞蹈比賽東區【優等】 

體育類 106 
106 學年度教育盃籃球賽 男童甲組、女童甲組、男教職員組【三冠

王】 

體育類 106 

東區運動會壘球擲遠第三名徐翊芳、4X200 公尺接力第三名、推鉛球第

五名徐翊芳、馮僅惠、60 公尺第六名黃欣悅、4X100 公尺接力第六

名、壘球擲遠第七名盧穎軒、4X200 公尺接力第八名 

體育類 106 
籃球隊參加 2017 扶輪盃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榮獲男、女童【雙料亞

軍】 

體育類 106 
臺北市青年盃舞獅錦標賽榮獲單頭獅、雙頭獅、多頭獅三項【第三

名】 

體育類 105 
第 49 屆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 260 籃高組男童組【冠軍】、女童組【亞

軍】 

體育類 105 
2017 臺北上海國際青少年菁英籃球邀請賽榮獲 U12 歲組【冠軍】、U11

歲組【亞軍】 

體育類 105 
105 學年度教育盃籃球錦標賽榮獲男童甲組【亞軍】、女童甲組【季

軍】 

體育類 105 民族舞蹈團榮獲 105 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優等】 

體育類 105 
參加 105 年中正盃劍道錦標賽榮獲高年級組團體組【冠軍】、高男組團

體得分賽【亞軍】 

類別 年度 獲獎事蹟 
藝文類 107 107 年度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榮獲佳績 

藝文類 107 第 49 屆世界兒童畫展榮獲佳作 307 楊晴涵 

藝文類 107 參加第 13 屆全國國小兒童書法比賽獲得中低年級組佳作 504 闕以喬 

藝文類 107 臺北市音樂比賽榮獲打擊樂優等、同聲合唱優等、弦樂合奏甲等 

藝文類 106 臺北市音樂比賽榮獲合唱團甲等、弦樂團甲等、打擊樂團優等 

藝文類 106 
參加 106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榮獲中年級繪畫類組佳作 308 林翌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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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類 106 106 學年度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榮獲佳績 

藝文類 105 105 學年度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榮獲佳績 

類別 年度 獲獎事蹟 
科學類 107 參加 2018WRO 國際奧林匹亞機器人全國總決賽競賽組佳作 501 蔡宗軒 

科學類 106 
參加臺北市第 51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榮獲國小組-物理優、佳作、研

究精神獎、國小組-生物佳作、團隊合作獎 

科學類 105 榮獲臺北市第 50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佳作及鄉土教材獎 

科學類 105 本校 105 林韋帆小朋友獲得第 44 屆全國奧林匹克數學競賽三等獎 

類別 年度 獲獎事蹟 

語文類 107 
臺北市 107 年兒童深耕閱讀自編故事比賽榮獲低年級組佳作 202 彭可

群 

語文類 107 

參加 107 學年度臺北市多語文競賽榮獲 607 林軒樟國語朗讀優等、608

周妍希閩南語朗讀優等、608 王韻琪閩南語歌唱優等、605 張睿宇英語

演說第二組優等、603 王念芯寫字比賽第五名 

語文類 106 
臺北市 106 年兒童深耕閱讀自編故事比賽榮獲低年級組特優 102 彭可

群 

語文類 106 

加 106 學年度臺北市多語文競賽榮獲國語朗讀 602 何承叡優等、閩南

語演說 607 馮僅惠優等、閩南語歌唱 601 張揚虹優等、原住民排灣族

朗讀 607 林佑澔第 5名、寫字 604 賴品薰優等、作文 607 黃柏瑄優

等、英語讀者劇場優等。 

語文類 105 臺北市深耕閱讀自編故事陳韋成榮獲佳作、彭可欣優選 

語文類 105 
105 年度臺北市英語學藝競賽 RT 讀者劇場獲得優等 

105 年度臺北市英語學藝競賽獲得南區第一類演說組優勝 602 王博增 

語文類 105 

參加 105 學年度臺北市多語文競賽成績優異，閩南語歌唱江知恆第一

名 

、閩南語演說李愷昕第二名、國語朗讀陳芃妤優等、寫字鍾兆龢優

等、            原住民朗讀(排灣語)林佑澔第四名 

類別 年度 獲獎事蹟 
其他 107 「環遊自然、悠遊宇宙」榮獲 107 年度教育部教學卓越銀質獎。 

其他 107 參加第 51 屆科學展覽榮獲「學校團體獎優勝」 

其他 107 榮獲 107 學年度第八群組課程計畫觀摩暨審閱特優 

其他 106 臺北市親師生珍食美味午餐大作戰榮獲【佳作】 

其他 106 榮獲臺北市 106 年度優質學校-學校行政向度 

其他 106 本校陳秀菱老師榮獲臺北市 107 年度小田園暨綠屋頂百大良師 

其他 106 
莊玉玫、林玉姬老師臺北市第 18 屆中小學及幼兒園暨專業創新與行動

研究作品「行動閱讀 e 起來」榮獲創新教學活動設計類佳作 

其他 105 榮獲臺北市 105 年度優質學校-教師教學向度 

其他 105 
南港國小三度榮獲「教育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應用團隊」選拔活動

優勝團隊。主題：南港 AR Game、學習 Double Gain 

（二）引導適性發展的學習歷程 

 

 

 

 

 

 

 

 

著重於核心素養，培養九個能力，成為 

終身學習者。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學習力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思考力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創造力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表達力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資訊力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美學力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品格力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合作力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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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養尊重積極的學習態度 
1.鼓勵學生主動參與多元競賽及社團活動。 

2.規劃豐富有趣的學習活動，培養學生挫折容忍及勇於挑戰的態度。 

3.辦理各項輔導工作，使學生習得探索與增進自我了解的策略。 

4.落實人權與生命教育的宣導工作。 

5.辦理健康促進學校相關議題活動與宣導。 

6.從生活中養成良好習慣，培養學生健全品格。 

7.參與學校自治及宣導活動，建立學生正確法治觀念。 

（四）展現優質創思的學習成效 
1.學科基本能力落實紮根學習及推動兼顧深度及廣度的閱讀活動。 

2.運用科技與資訊能力，培養學生跨領域統整能力。 

3.培養學生增進身心健康，具備生活素養能力。 

4.培養學生具人際關係及自我管理能力。 

5.培養學生具批判思考及問題解決能力的教學活動。 

6.培養學生具創造思考及創新能力的教學活動。 

二、創新成果 

(一)多元化的活動，讓孩子由興趣累積為專長的機會 

 

 

 

 

 

 

 

 

 

 

 

 (二)看見南港孩子多元的學習力，建構南港孩子的高峰經驗 

 

 

 

 

 

 

 

課外社團開設班級數及參加人次統計表 

學年度 106 105 104 

開設班級數 119 117 96 

參加人次 1785 1721 1271 

特色團隊（校隊）項目及人數統計 

特色團隊 人數 特色團隊 人數 

弦樂團 28 民俗舞蹈團 24 

森巴鼓隊 43 合唱團 61 

籃球隊 49 田徑隊 18 

醒獅團 26 童軍團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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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板橋車站快閃演出 園遊會暨社團博覽會 國際教育真人聯合書展 

   

南軟園區森巴鼓快閃演出 藝文領域成果展演 小田園教育體驗課程 

(三)善用資訊科技推動行動學習，豐富學生學習歷程。 

 

 

 

 

 

 

 

 

 

 

 

 

 

伍、結  語 
  「多元智能」霍華迦納(Howard Gardner)認為:「每一個人的智能組成光譜不

同，任何人都可以透過自己的優勢智能學習其他面向的智能」。 

  「轉動學習摩天輪 南港學子創高峰」的學生學習方案是南港國小「讓每個孩

子都有成功的經驗」的學習歷程。在以孩子為主體的前提下，有效整合行政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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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教師教學、家長支持及外部資源引進等方式，我們給予孩子習得能力、展

現能力、獲得成果的機會。讓學生學習就如同乘坐摩天輪一樣，當摩天輪轉到

最高處時，孩子的視野可以看得最遠最廣，而孩子的學習表現也能被注視，藉

此讓孩子學習到成功的經驗與成就孩子的未來。 

  我們相信，每個孩子都有其獨特的天賦，只要給予機會和舞台，孩子必有超

乎預期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