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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木柵國小校齡 113 歲，在「健康成長、專業團隊、溫馨校園、關懷尊重」願

景下，配合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與課程願景-培育「健康 關懷 智慧 創新的木柵

小勇士」，以「智慧教學、實踐導向、聚焦校本、關注績效」為專業發展的核心

主軸，齊心精實專業成長。在「創新整合的成長機制-系統思考的專業規劃」、「實

踐導向的專業進修-自主學習的發展歷程」、「聚焦校本的專業特色-分享優質的發

展成果」、「營造溫馨的優質傳承-創造績效的專業永續」四大專業發展的具體目

標下，運用策略聯盟，結合內外部資源，共創教師專業發展榮景。 

為了達成優質學校專業發展「專業規劃」、「發展歷程」、「發展成果」與「專

業永續」四大項目標準，木柵團隊成立專業發展小組，依據校務發展計畫，扣緊

「木柵小勇士」課程願景，系統規劃教師專業成長，積極開發與整合校內外各項

人力、財力、物力與組織資源。與臺北市立大學夥伴協作，研發銜接 12 年國教

校訂課程；與政治大學合作，試辦「蘇格拉底教學場與評量系統及 IRS 智慧教學

評量系統」。整合專案實施跨領域「教育部城鄉共學」、「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智慧教學」與「精進課程及教學資訊」計畫。積極發展語文問思教學、卓越英

語實驗、數學亮點、傳統花燈、茶藝舞蹈、六大校隊、山野教育、國際教育、食

農田園與行動研究獎勵。 

我們真誠務實的為教師專業發展搭建平臺，我們齊心合力的激發教師教學潛

能，木柵良師永保「教不厭、學不倦、愛無悔」的教育熱忱。 

 

關鍵詞：優質學校  專業發展  校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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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本現況 

一、 設校歷史 

    本校創立於民國前 6 年，迄今已 113 載。在教育思潮與國家教育政策的

引領下，歷任校長與木柵團隊用心規劃與努力耕耘，充實教學設備與提升教

學品質，為優質學校奠立了堅實的基礎。近年，我們更齊心合力深耕優質，

104 年榮獲優質學校「資源統整」獎、教育 111 標竿學校認證；105 年榮獲

「行政管理」獎；106 年榮獲「學生學習」獎與「校園營造」獎。106 年起，

我們以真誠的「分享與對話、鼓勵與獎勵、回饋與省思」，來推展木柵校本專

業成長方案。因應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新課程綱要，致力發展教素養導向

的課程、教學與評量，更著重培養教師自主學習與實踐反思的能力。我們木

柵教師在「匯知成識，化智為慧」之後，樂於分享教學經驗，逐步擴大了知

識領導的成效。 

 

                        圖一、校舍基本資料 

二、 社區環境 

本校位於文山區，人文薈萃，環境優美，緊鄰文山公民會館、木柵動物

園、貓空茶園、指南山、景美溪、深坑、石碇與生態保護區等，鄰近政治大

學與文山行政中心，皆是學生學習場域的延伸，以及教師專業發展的資源。 

三、 學校規模 

本校規模屬中型學校，相關概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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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班級數：普通班 29 班、集中式特教班 2 班、資源班 1 班、資優班 1 班、 

     幼兒園 4 班、夜補校 6 班。 

（二）學生數：小學學生 746 人；幼兒園 120 人，共計 866 人 

（三）人員編制：現行編制教師 73 人，含教師兼主任 4 人、組長 11 人及園主任

1 人，全校教職員工共計 93 人。 

（四）師資概況：73 位教師平均年齡 42.7 歲，均具學士學位，32 位已修畢碩士 

      學位，7 位教師尚在研究所進修中，1 位具有博士學位。 

貳、 優質目標 

一、 背景分析 

  為力促專業發展，進行現況分析，據以依照中長程發展計畫，研訂「業精於

勤樂於學」專業發展方案目標與因應策略，採 SWOT 分析如下表：  

                                         內部組織 

 

Strength(優勢) Weakness(劣勢) 

1. 優美校園，有助成長 

2. 校長支持，以身作則 

3. 教師認真，用心教學 

4. 處室合作有團隊精神 

1. 共同備課，時間難覓 

2. 弱勢學生，比例偏高 

3. 缺乏教具，經費不足 

4. 行政負荷，有礙成長 

外
部
環
境 

O 

機 

會 

1. 數位科技輔
助專業發展 

2. 12 年國教新
課綱促發教
師精進專業 

3. 教育資源豐
富，有利結
合校本課程  

SO 精益求精策略 WO 克服弱勢策略 

1. 發展行動學習智慧教
學，鼓勵教師創新。 

2. 聘請各領域輔導團專
家帶領共同備課。 

3. 運用策略聯盟，開拓
教師專業學習視野。 

1. 善用科技，雲端共作 

2. 打造平臺，班群對話 

3. 研讀課綱，掌握目標 

4. 爭取資源，支持師生 

5. 智慧管理，整合專案 

T 

威 

脅 

1. 學力檢測低
於全市平均  

2. 少子化、私
校林立競爭 

3. 弱勢生多，
家庭功能不
足。 

ST 化威脅為機會 WT 減低威脅策略 

1. 實施數學二班三組 

2. 強化差異化補救教學  

3. 扎根課程與教學品質 

4. 拜訪私幼，擴大招生 

1. 分析弱勢學生需求 

2. 引進社會資源支持 

3. 增辦假日親職講座 

4. 強化學校特色行銷。 

二、 具體目標 

為實現「業 精 於 勤 樂 於 學 優質木柵 良師『本』『色』」的願景，依據

上述背景分析的結果，研擬本校發展優質學校的具體目標，分別從專業規劃、發

展歷程、發展成果及專業永續四層面研訂四大優質學校具體目標，具體架構如下： 

(一) 創新整合的成長機制-系統思考的專業規劃 

(二) 實踐本位的專業進修-自主學習的發展歷程 

(三) 聚焦校本的專業特色-分享優質的發展成果 

(四) 營造溫馨的優質傳承-創造績效的專業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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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優質學校架構圖 

參、 具體作法 

一、 實施內容  

方案目標一、創新整合的成長機制-系統思考的專業規劃 

優質指標：1.1 規劃系統的專業成長計畫和方案 

標準：1.1.1 專業成長計畫具系統化。 

※系統思考---兼重外部影響與內部脈絡 

1. 經由校務會議通過校務發展計畫與「全校性的教師專業成長計畫」。 

2. 梳理內部脈絡，緊扣木柵願景，精實教師專長，以深耕校本課程。 

3. 敏察外部變化，依據12年國教新課綱精神，系統規劃教師專業成長計畫，包含

「哲學思維、理念、課程、教學、評量與輔導」等向度。 

4. 有目的性的安排跨域、跨學年對話與分享與省思，以因應複雜挑戰。 

※整體規劃—兼顧整體發展與個人需求 

1. 分析學校整體組織的需求，安排研習主題，聘請實務專家教授指導。 

2. 活化學習社群運作，善用排課技巧，提供共備時間，促進討論合作。 

3. 激勵教師個人成長，引發內在動機，進修學位、學分或研究發表等。 

4.採「四維構思」，兼重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互動、內外部系統整體。 

標準：1.1.2 專業成長方案具創新性。 

※升級共備模式、創新教學方式-智慧教學、行動學習 

1. 策略聯盟成立「智慧閱讀教學社群」，四校教師共備 SMART Reading、設計提

問，以智慧教學與合作學習提升學生閱讀理解策略學習成效。 

2. 試辦「蘇格拉底教學與評量系統及 IRS 智慧教學評量系統」，加入政大教育學

院智慧學區聯盟，引進新資訊科技輔助，靈活變化教學方式。 

3. 跨域整合，以精進課程及資訊教學專案，強化科技、閱讀與藝文的專業成長。 

※漸進創新、邏輯清晰-跨域整合學科、發展校本課程 

1. 學校本位的成長方案，專業發展緊扣校本課程-「永保安康、勇躍書海、擁抱家

鄉、詠歌之聲」，統整「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展現教師課程設計的素養。 

2. 教育部「城鄉共學」計畫，與高雄內門區木柵、澎湖望安超越時空共備交流。



P. 5 
 

兼重「領域學科學習」與「彈性課程學習」，整合理論與實務的專業發展。 

3.特聘學者專家指導發展校訂課程、課程設計與評鑑、數學和國語教材教法等。 

   

教授與校長引領共塑願景 葉興華教授指導課程發展 教育部城鄉共學專業發展 

 

優質指標：1.2 整合多元的專業成長資源 

標準：1.2.1 有效運用專業成長資源。 

※創造資源挹注 

1. 有效運用專案計畫，導入產官學資源，如聘請專家學者為教師增能；參與政大

戰隊強化教師資訊素養，以科技輔助教學。 

2. 募款採購數學教具，幫助教師暑假共同備課，團隊思考引導學生具體操作以提

升數學素養的教學方法。 

3. 家長會頒發獎勵金-為鼓勵教師成長，家長會編列專業競賽績優獎金。 

※活化軟體資源 

1. 獲獎課程設計-楊斐雯老師分享 107 年度生命教育課程設計-優等獎。 

2. 獲獎教學方法-劉佳昀老師分享閱讀理解策略教學設計與評量方式。 

3. 獲獎行動研究-羅紹萍老師分享 106 年度優選作品-「話我木柵之美--以體驗學

習進行主題式寫作」，促發省思如何增進學生對校園的認識。 

4. 素養導向命題-呂宜璟老師分享針對學生數學迷思概念的命題與檢核。 

5. 精進教學分享-陳夢雅老師代表六年級分享數學教具的使用與示範。 

6. 善用獲獎獎金-以優質學校獲獎獎金，聘請專家指導教師專業成長。 

※建置硬體設施 

1. 增設專業對話空間，研究室營造理想言談情境，提供備課研究場所。 

2. 募款裝設教室冷氣，增購平板數位設備，提供舒適便利教學成長資源。 

3. 開發山坡田園綠地，鷹架自然領域種植教學與藝文領域攝影教學。 

4. 增設茶藝教學情境，精實擁抱家鄉校本課程，提供教師知性感性體驗。 

5. 建構電源用量系統，助益教師融入自然領域課程與教學，以資永續發展 

6. 募款採購數學教具，整修游泳、田徑、桌球等教學設施，增益教學效能。 

7. 更新教室置物櫃，新設教學公布欄，增益教師配合課程主題與宣導用。 

8. 重新整修圖書館，設置資料檢索區，提供優美的教學與專業進修環境。 

標準：1.2.2 適切整合專業成長資源。 

※系統整合外部資源 

1. 木柵整合學校、社區、社會與政府資源，建立適切的網路系統，滿足教師專業

成長需求。例如，以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與教學領導人才培育，促進教師教

學成長進而提升學習成效。專案資源整合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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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專業計畫 專案 

經費 

社會 

募款 

校外 

專家 

校內 

人才 

設備 

設施 

家長 

社區 

國語 閱讀亮點計畫 V  V V V  

跨校智慧閱讀社群  V V V V  

英文 卓越英語實驗班 V  V V   

數學 數學亮點計畫 V  V V V  

數學領域教學成長計畫 V V V V V V 

數學二班三組 V  V V   

綜合 國際教育專業學習社群  V  V  V 

山野教育  V  V V V 

生涯教育計畫  V  V  V 

健體 小田園計畫 V  V V V V 

藝文 傳統藝術教育計畫 V  V V   

資訊 精進課程及教學資訊專案 V  V V V  

跨 

領 

域 

教育部城鄉共學計畫 V  V V V V 

政大智慧學校聯盟  V V V   

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 V  V V   

校本行動研究獎勵計畫  V V V   

十二年國教精進教學計畫  V V V   

校長教學領導人才培育    V   

※行政激發內部軟實力 

1. 安排優質社群帶領者，優秀人力教師領導領域召集人與學年主任。 

2. 建立評量命題機制，引導教師學習各領域素養導向評量命題方式。 

3. 採購教育專業書籍，研發數位學習教材，全力支持教師專業成長所需。 

4. 聘請語文教育專家，跨校智慧閱讀社群，定期鑽研科技輔助閱讀教學。 

5. 行政精心排課支援，各學年皆安排共同空堂時間，促進對話經驗分享。 

6. 學者專家帶領新手，導入政大學術資源，研討以科技輔助提升教學效能。 

   

真誠對話，真實省思 專業的分享，專業的堅持 加入政大智慧教室聯盟 

 

方案目標二、實踐本位的專業進修-自主學習的發展歷程 

優質指標：2.1 辦理多樣的進修成長活動 

標準：2.1.1 辦理多元化進修研習活動。 

※進修研習-提升教師專業 

1. 固定週五下午進行「閱讀理解問思教學」研討，培育閱讀理解策略種子教師。 

2. 週三進修以低中高年段分別進行，學習並解決各年段閱讀理解教學的問題。 

3. 安排「用影像記錄教學」實際好用的研習；定期召開學年會議與領域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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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積極鼓勵教師參與碩博學位進修，引導教師規劃教學生涯發展進路。 

5. 參與文山群組研習，主題包括：數學補教教學、12年國教課綱研討等。 

※參訪活動-擴展教師視野 

1. 標竿學習，參訪閱讀磐石獲獎學校-臺中外埔國小，優化學校閱讀活動成效及學

生學習效益。 

2. 楷模學習，觀摩優質教師教學檔案作品，學習教學檔案的製作管理。 

3. 藝文領域，舞蹈校隊師生參訪中國福建省廣電大劇院，參與春晚表演。 

4. 教育研究，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拓展教學視野，掌握世界教育趨勢。 

※學習社群-鷹架專業成長 

1. 數學二班三組、山野教育、地板滾球等社群，皆積極自發參與研習。 

2. 各領域備課社群，專研學科知識與教學評量方式，成長效益嘉惠學生。 

教師晨會樂分享，安排課程設計、素養導向評量示例，促進專業對話。 

標準：2.1.2 辦理實踐本位專業成長活動。 

※聚焦校訂課程架構 

1. 聘請課程學者指導，盤點原有校本課程、健全校訂課程的發展實施與評鑑。 

2. 教授指導共塑學校願景，以「關懷尊重、健康成長」作為規劃校訂課程之依據。

再經課發會討論銜接12年國教課綱，建構木柵課程願景。 

3. 成立課程發展核心小組，研究總綱，發展校訂課程-「木柵時間」。 

※建構彈性學習課程 

1. 學年自主研討，掌握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提出木柵小勇士課程修訂。 

2. 領域社群對話，決定108彈性學習課程採用「統整性探究課程」方式。 

3. 實踐素養導向，107試行校訂課程-特色主題「好山、好茶、好朋友」。 

※具體實踐的成長活動 

1. 累積教學實踐智慧，每學期末教學分享會，請教師分享解決教學實問題之經驗。 

2. 完成12年國教英語教案，英語教師團隊參與課程設計研習，加入核心素養。 

3. 聚焦精進語文問思教學，如劉欣宜教師已完成高年級議論文課程設計。 

4. 針對木柵課程與教學的發展做研究，近三年來主任們帶領教師參與國際研討。 

   

數學 2 班 3 組與研討會議 課程專家指導銜接新課綱 劉欣宜師分享議論文 

 

優質指標：2.2 實施有效的教學觀察與回饋 

標準：2.2.1 實施系統性的教學觀察。 

※校長以身作則 

1. 校長積極參與教學領導人才培育，已取得「教學觀察與會談」認證通過。 

2. 催化共同備課、觀課與議課，校長率先以「智慧閱讀教學」進行公開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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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公開授課 

1. 近年皆邀請各領域教師公開授課，透過共同備課、觀課與議課歷程，鼓勵專業

對話、提供建設性回饋、促進反思提升技能。105 年度與 106 年度各分別進行

8 次公開授課，含語文、數學、自然、社會四個領域。107 年度特教班加入公

開授課，促進全校教師專業發展，場次如下表： 

領域 授課主題 教師 授課主題 教師 

國語 月世界 葉家昌 大自然的雕刻家 劉瀞筠 

兩人三腳 葉安婷 自嘲是幽默的最高境界 劉佳昀 

英語 What do you do after 

school？ 

葉欣怡 Food Around the World 簡玉卿 

數學 幾點鐘 溫佳雯 數與計~擴分、約分、通分 陳夢雅 

自然 空氣的性質 陳鳳妹 噪音對生活的影響 彭賜梅 

社會 原住民族文化 曾  秀 臺灣區域特色與發展 蔡如鵑 

教學

亮點 

教學脈絡清晰、適時鼓勵學生、教學氣氛活潑、班級默契良好、用心準備教

學、關注學生學習、善用教學媒體 

同儕

回饋 

選擇教材貼近學生生活經驗、解說錯誤實例的關鍵概念、採用多元教學與學

習形態、確認學生先備經驗、運用板書或ppt統整學習經驗 

2. 教學輔導教師配對專家帶新手，資深教師提供新手夥伴系統性的觀察與支持。 

3. 實施智慧走察 App，採「Teachscape 走察模式」，系統蒐集教與學的觀察資料。 

標準：2.2.2 發揮教學觀察的回饋作用。 

※實施走察回饋 

1. 以「走察」不「找碴」為主題，先分析教師教學的優點與亮點，鼓勵發展為特

點，如高年級教師團隊已能以科技輔助提升教學效能。 

2. 研究走察資料，分析數學教學策略，發現學生自主互動較少，反思改善的策略。 

3. 解決教學困境：為實踐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理念，考量學生在抽象數學概念的學

習上，需要教具操作與增加練習機會，可有效提升學習效果。 

※回饋省思教學 

1. 自製教學錄影光碟，提供同儕討論，針對「提問」的設計與學生的反應做精進。 

2. 運用外部回饋，聘請專家學者參與教學觀察，提供素養導向教學建議。 

3. 參與公開觀課的教師皆能提供不同視角的觀察、討論與觀課回饋表單。 

4. 以數位表單蒐集觀察回饋資料，提供正向支持與建議，協助教師省思教學。 

5. 建置網路平臺，傳承寶貴教學經驗，將教學分享、討論與回饋數位化。 

   

全市智慧教學公開授課 公開授課-觀課議課回饋 數學教授指導活用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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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目標三、聚焦校本的專業特色-分享優質的發展成果 

優質指標：3.1 展現教與學的專業發展成果 

標準：3.1.1 呈現教師教學的專業發展成果。 

※教學生涯的發展 

1. 73位教師中，43%具有碩士學位，1位具有博士學位，7位正進修碩士。 

2. 教師自主參加研習比例高，教師平均研習時數達84小時以上。 

3. 依據教師課程與教學的興趣領域，自動參與成長方案，以資永續發展。 

4. 鼓勵教師發展第二專長、參與學位進修，行政積極催化「教不厭、學不倦」。 

※專業素養的認證 

1. 資優班3位教師皆具備資優學程證書，特教班4位教師皆具備特教證書。 

2. 齊心形成學習氛圍，校長率先取得教師專業發展進階認證，主任參與初階研習。 

3. 因應「擁抱家鄉-文山鐵觀音」學校本位課程，培育教師取得「茶師認證」。 

4. 扎根「擁抱家鄉-山野教育」校訂課程，木柵良師挑戰山野教育師資認證成功。 

※專業展能的成果 

1. 教師精進教學與研究，參與國際研討會展現專業力與跨文化溝通力： 

年 研究題目 期刊 教師 

105 國小高年級學生跨文化溝通態度量表之發展 臺北市立 

大學學報 

林秀勤 

「遇見U型，受益無形」！ 

以儲訓課程提升國小候用校長領導素養歷程之探析 

臺灣教育 

研究會 

林秀勤 

106 臺北市國小智慧校園指標建構 臺北市立 

大學學報 

林光媚 

學校特色課程發展歷程與成效之個案探究--以臺北

市木柵國小「木柵小勇士」課程為例 

ISEPST 

Nagoya ,Japa

n 

林秀勤 
林光媚 
許圭鑫 

107 「走察」不「找碴」的科技智慧： 

以「教室走察 App」提升教學品保之行動研究 

臺灣教育 

研究會 

林秀勤 
林光媚 

從法制面與實務面思考專任輔導教師的角色定位 臺評月刊 林秀勤 

A case study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English experimental 

courses -Take the "Excellent English Experiment 

Course" of Muzha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pei, Taiwan 

as an example 

ISSSM國際

研討會社會

科學與管理 

林秀勤 
葉欣怡 
林光媚 
許圭鑫 

2. 木柵教師多才藝，木柵學子展潛能。教師獲邀擔任講座；指導樂樂棒球、地板

滾球、柔道等，獲聘示範閱讀理解智慧教學與音樂教學等。 

3. 參賽行動研究，投稿件數逐年增加；教師參加各項專案評比績效良好。 

4. 傳授教學心得，生命教育教材設計比賽獲得佳作，晨會分享經驗擴大效益。 

5. 音樂領域研發數位教材，以資訊科技，跨域統整美術、戲劇、資訊與文化。 

標準：3.1.2 提升學生學習表現的教師專業發展成果。 

※專業教學提升成效 

1. 教師有效教學，指導學生各領域參賽，屢獲佳績，充分開展學生潛能： 

(1) 網球隊參加 106 學年度教育盃網球錦標賽，榮獲男童乙組團體賽第五名、
女童乙組團體賽第四名。 

(2) 六年級林昱賢榮獲臺北市教育盃圍棋錦標賽二段組第四名。 

(3) 資源班榮獲北市 106 學年度特教盃地板滾球大賽榮獲冠軍。 

(4) 參加 2017 第一屆快樂盃 Teeball 樂樂棒球錦標賽，勇奪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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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弦樂團榮獲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弦樂合奏 B 組甲等。 

(6) 106 學年度南區運動會田徑賽單項和團體多人獲獎，女子徑賽總錦標第二
名、女子田賽總錦標第五名、女子田徑賽總錦標第三名、男子徑賽總錦標
第三名、男子田徑賽總錦標第四名、精神總錦標。 

(7) 花燈校隊榮獲 2016 臺北燈節全國比賽大型燈座第三名。 

(8) 榮獲 2015 北市第二屆國小學生點子科學競賽研究精神獎。 

(9) 105 學年度參加臺北市多語文競賽成績優異客語歌唱第三名、國語演說優、

閩南語演說優等、閩南語朗讀優等、閩南語歌唱優等。 

(10) 106 年度舞蹈校隊設計「文山茶筍情」舞碼，榮獲全國優等。 

(11) 106 學年臺北市南區讀者劇場，獲得優等。 

(12) 106 學年臺北市南區英語演說第一類比賽，獲得優等。 

(13) 106 學年臺北市南區閩南語朗讀比賽，獲得優等。 

(14) 康軒全國數學競賽低年級和高年級優等獎。 

(15) 107 年度臺北市南區閩南語演講比賽，獲得優等。 

(16) 107 年度臺北市南區閩南語朗讀比賽，獲得優等。 

(17) 107 年度臺北市南區客家語語歌唱比賽，獲得第五名。 

(18) 107 年度臺北市南區閩南語歌唱比賽，獲得優等。 

(19) 107 年度臺北市南區讀者劇場比賽，獲得優等。 

(20) 107 年度臺北市小小說書人比賽，獲得優選。 

(21) 第 49 屆臺北市科展 ，獲得入選。 

(22) 105、106、107 學年度參加臺北市兒童美創展獲選留展。 

(23) 107 年度舞蹈校隊設計「藍鵲戲農園」舞碼，榮獲全國優等。 

(24) 107 年度臺北市國小性別平等教育『情緒週記』優良作品。 

2. 學力檢測成績逐年提升，教師團隊致力教學研討，以提高學習成效。 

3. 發展48班展能適性社團、8大校隊，學生主動參與展現才華屢獲佳績。 

※創新教學提高素養 

1. 以智慧教學模組提升學生閱讀理解策略學習成效，高年級6個班級以智慧閱讀
社群所學知能使用智慧教室IRS系統，增加學生自發互動。 

2. 實施行動學習智慧教學，運用即時反饋系統，促進學生思考與表達。 

3. 續辦精進課程及資訊教學專案，建置學習平臺，提升數位學習素養。 

4. 新設「卓越英語實驗班」，以生活文化課程為主，促進跨文化溝通力。 

5. 資優班教師共同設計跨領域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如「獨居老人、

水資源」，採用以「現象為本的學習」（phenomenon-based project），讓學習

課題來自學生的真實世界，讓學生整合領域理解問題。 

   

專業茶師認證 山野教育認證 教學競賽優等 數位學習得獎 小茶師、水火箭、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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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指標：3.2 彰顯校本特色的專業發展成果 

標準：3.2.1 有效應用教師專業發展成果。 

※跨域社群合作   形塑校本特色 

1. 音樂、美術、視覺藝術教師團隊求新求變，共同備課設計「創新音樂成果發表

會」，統整資訊與多元文化議題，學生展現素養導向學習成果。 

2. 活化教師社群與行政合作，每年共備安排2次跨領域教學，採用PBL問題導向，

讓學生解決真實問題，如構思「無塑園遊會」與體育表演會。 

3. 縱向學年與橫向領域統整發展「主題」方式，實施畢業系列深度學習。 

4. 獲教育部肯定的「城鄉共學」計畫續辦四年，發展出課程模組，含文化與體育，

學生參訪高雄木柵國小實際交流體驗，增進文化理解。 

※教師行政合作 創新特色課程 

1. 木柵優質行政團隊強力搭建專業發展鷹架，支持教師精進專業素養。 

2. 行政提供Google數位平臺，提高實作效能，如教師共作特色課程架構。 

3. 行政e化服務系統，成立Line群組，有效提升溝通時效及教學經驗分享。 

4. 教室走察APP、「Iamschool」APP；使用酷課雲電子書支援教學。 

5. 行政與自然教師合作設置植物識別QRcode，有效應用最新學習資源。 

6. 音樂社群緊扣「詠歌之聲」校本課程，開發數位教材，建立互動式網路學習系

統，顯著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成效。 

標準：3.2.2 建立具有校本特色的專業發展成果。 

※全校共塑「木柵小勇士」校本課程 

1. 特別聘請學者帶領教師將專業發展成果，落實於達成校本課程願景。 

2. 教師團隊著重參與、體驗、實踐、反思，致力發展能因應12年國教課綱的校

本課程架構，以培育「健康、關懷、智慧、創新」的小勇士： 

 

 

 

 

 

 

 

※團隊發展校本課程形成學校特色 

1. 教師深耕校訂課程-「永保安康、勇躍書海、擁抱家鄉、詠歌之聲」四層面，

整扎實合部定課程，定期召開課發會檢討實施成效，據以修正。 

2. 「擁抱家鄉」發展「文山采風情」特色，增能茶師專長，新設茶藝課程與教室。 

3. 「擁抱家鄉」發展社區踏查主題，規劃「參與、體驗、實踐、反思」的學習歷

程，讓木柵孩子「有感覺-會想像-動手做-樂分享，feel-image-do-share」。包括

開闢田園、科學展覽、及校際交流等，讓學生實際參與執行，檢討省思，以培

養解決問題之素養。 

4. 「勇躍書海」扎根了語文教學，創新智慧教學提問，提升學生思考力。 

※校本特色發展成果備受肯定 

1. 104學年榮獲教育111一校一特色標竿學校之認證。 

2. 104學年度榮獲優質學校「資源統整」向度之認證。 

3. 105學年度榮獲優質學校「行政管理」向度之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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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6學年度榮獲優質學校「校園營造」向度之認證。 

5. 106學年度榮獲優質學校「學生學習」向度之認證。 

6. 106年劉欣宜老師獲邀「第五屆新課堂-海峽兩岸基礎教育」語文授課。 

7. 107年林秀勤校長應邀至教育局擴大局務會議，分享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的經

驗，主題為-「優質教育-以研究為基礎的教育經驗分享」。 

   

教師有專才、學生有才藝 部長品茶 木柵品牌 有感覺會想像-動手做樂分享 

方案目標四、營造溫馨的優質傳承-創造績效的專業永續 

優質指標：4.1 進行客觀評估及持續修正的專業發展方案 

標準：4.1.1 評估教師專業發展的系統規劃與執行。 

※分析教師進修情形 

1. 檢核教師研習情形，教師皆依時完成法定研習，如性別平等與環境教育。 

2. 檢視教師專業成長，平均研習時數為84小時，43.8％教師已修畢碩士。 

※評估社群運作情況 

1. 評估各領域專業社群，如智慧閱讀教學、數學、音樂、樂樂棒、田徑與茶藝等，

皆能和諧合作且績效良好，學生樂學，參與競賽屢創佳績。 

2. 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能鼓舞木柵社群活力，務實進行共同備課、公開授課、

議課與回饋省思的歷程，優化教學專業成長。 

3. 開始推展「教學觀察與會談」認證，校長以身作則參與教學領導培育。 

※聘請外部專家評估 

1. 聘請教授帶領教師命題，進行全校數學檢測，分析檢測結果，診斷學生學習困

難，教師檢討反思教學，據以實施數學二班三組與補救教學。 

2. 參照能力檢測結果，增加數學實際操作教具，106學年度增設數學教具室，增

添數學各學習單元所需之各式教具，如古式積木、定位板等。 

標準：4.1.2 根據客觀評估結果，研擬改善措施並落實執行。 

※建立回饋機制 

1. 落實回饋管考評核，教學分享、進修皆邀請教師填寫google回饋表單。 

2. 分析研習及成效評估結果，將週三進修分低中高三組，強化閱讀教學。  

3. 調查彙整教師成長迫切需求議題，如「比別人快一步的google工作術」。 

4. 課程發展審核機制，課發會進行自編教材與課程計畫審核。於領域會議、學年

會議、課發會與校務會議，研擬修訂教師專業發展計畫。 

5. 執行評量審題機制，定期評量經由學年、領域教師、主任與校長審題。 

6. 定期評估學習成效，於學年會議討論國語、數學錯誤率高的題目，分析學生錯

誤原因，並提出協助學生的方法，以持續精進教學發展專業。 

7. 參與臺北市立大學專業學習社群、教學領導相關調查研究，增益理解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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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外部評核回饋，主動聘請臺北市立大學教授指導課程評鑑，據以修正。 

※研訂前進策略 

1. 改變形式，週三進修團體課程調整為低中高三組，契合需求增加對話。 

2. 改變主題，分析學力檢測，強化閱讀理解與數學教學，安排共備實作。 

3. 滿足需求，行政團隊依教師團隊建議，配合群組研習，安排進修主題。 

4. 改進策略，音樂會、體表會與美展等活動後，務實檢討活動成效檢核。 

5. 掌握趨勢，因應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強化教師共同備課，力促跨領域教與學，

以培養學生具備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三面九項的核心素養，並且作

為連貫統整各領域與科目之課程與教學之主軸。 

6. 研發課程，行政鼓舞社群活力，教師團隊討論產出「木柵時間」、「山野教育」、

「跨文化溝通」、「好山好茶好朋友」等校訂課程。 

   

數學社群、教具研討 揪團研習 契合需求 改變教學策略 數學 2班 3組 

 

優質指標：4.2 打造分享推廣及永續發展的專業發展方案 

標準：4.2.1 教師專業發展成果進行分享推廣。 

※校內-永續發展文化 

1. 善用教師晨會、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教學分享會與備課日，分享專業成果。 

2. 藝文領域教師協同展現專業才華，每一年舉辦「創新音樂成果發表會」。 

3. 教師合作推廣主題統整教學，六年級教師合規劃畢業系列活動體驗深度學習。 

4. 發展校訂課程-擁抱家鄉，舞蹈教師推廣「藍鵲戲農園」「文山茶筍情」舞碼。 

※校外-激盪專業火花 

1. 分享榮耀，北市智慧閱讀教學競賽，劉佳昀老師榮獲優等，語文種子教師發芽。 

2. 社區共榮，教師團隊採用跨主題統整教學，於文山公民會館辦美展。 

3. 推廣「擁抱家鄉」校本課程，資優班學生極暖心關懷社區老人，實踐公民素養。 

4. 社會共享，教師有效教學促使學生多元展能，天堂舞臺校隊、弦樂團與烏克麗

麗等，在木柵動物園、文山區公所、文山公民會館展才藝獲好評，達成「擁抱

家鄉」課程目標。 

※國際-交流開展視野 

1. 教師合力推動國際教育，與英國學校合辦「筆翼筆友」；齊力發展校訂課程「好

山好茶好朋友」主題，舞蹈校隊與中國學生互訪交流，增進跨文化溝通與教師

專業對話，聚焦教學新思維。 

2. 木柵金牌教練指導樂樂棒球隊榮獲全國冠軍，與日本、香港以球會友，學生切

磋球技，教師們共研樂樂棒球的有效教學策略。 

3. 國際研討發表，為了解決教學問題，教師合作研究，跨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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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享成果，為改善現況而進行研究計畫，如林光媚主任完成臺北市國小智慧校

園指標建構，許圭鑫主任以走察App提升視導成效。 

標準：4.2.2 教師專業發展成果呈現逐年成長趨勢。 

※自組社群、專業分享 

1. 教師精進教學展現成果，受邀擔任講座的人數正成長。包括「海峽兩岸基礎教

育研討-新課堂、新教師~公開授課」、「觀摩有機質堆肥產製作業與動物可食

地景」與「走察」不「找碴」等。 

2. 教師社群活化專業學習，因應課程發展組織新社群概況如下： 

類別 105年度 106年度 107年度 

領域 八大領域 八大領域 八大領域 

自發揪團  數感教學 

閱讀素養 

智慧教學 

數感教學、閱讀素養、智慧教學、

樂樂棒球、地板滾球、山野教育、

珍食達人美味大作戰、國際教育 

※行政催化專業發展 

1. 行政團隊積極催化專業發展，教師參與學位進修人數逐年成長。73位教師中，

已有32位修畢碩士學位，7位教師尚在研究所進修中，1位具有博士學位；行政

用心規劃專業發展，與教師討論出有意義有價值的主題內容，分三年段研討，

逐步提高教師參與率。 

2. 逐年優化專業對話空間，建置理想言談情境。新增教師研究室，布置溫馨午餐

供應室，規劃校園休憩區，增益教師課餘互動對話。 

3. 增購多樣教學設施鷹架專業發展，如新增85吋大螢幕、數學教具、整修韻律教

室、桌球室、籃球場、躲避球場，顯著提高成效。 

4. 近年教師積極專業成長，全校研習時數逐年增加： 

類    別 105年 106年 107年 

全校總研習時數 4760 5900 6274 

個人平均研習時數 55.34 72.33 84.78 

※創新教學展現專業 

1. 專業學習展現優質成果，六年級教師首創「創新智慧閱讀教學」社群，聘請教

授指導共同備課、公開授課，廣邀全市教師觀課。 

2. 教師參與社群、成長活動以及製作教學檔案的人數皆逐步增加。 

3. 教師分享教學專業的人次，教學觀察與回饋的次數皆有正成長。 

     

教師專業展能學生表現優異 劉欣宜師參與公開授課 國際筆友 拓展學習視野 



P. 15 
 

二、 創新作法 

 本方案依據學校願景，致力專業發展，以「智慧教學、實踐導向、聚焦校本、

關注績效」為專業發展的核心主軸，結合教師、行政與專家學者共同努力精實專

業成長，達成「系統思考的專業規劃、自主學習的發展歷程、分享優質的發展成

果、創造績效的專業永續」之四大目標。創新做法如下： 

(一) 聚焦學校本位的系統運作 

以木柵小勇士校訂課程為核心，致力於「永保安康」、「擁抱家鄉」、「勇躍書

海」、「詠歌之聲」四向度課程的專業發展。在硬體方面，營造健康與體育、語文、

藝文領域等教學環境之優質化；在軟體方面，行政團隊積極撰寫計畫爭取外部經

費挹助，系統規劃銜接 12 年國教素養導向的課程、教學與評量的精進作為。 

(二) 關注個人組織的雙軌發展 

就教師個人而言，木柵形塑溫馨氛圍，採取由下而上模式，支持教師積極投

入學位進修，鼓勵在自己有興趣的領域開展教學生涯路徑。就學校組織而言，行

政團隊分析學生學習需求、校訂課程發展重點與新興教育政策意涵，採取由上而

下規劃，輔以徵詢教師的建議，系統安排結構的學習主題，催化教師成長。 

(三) 兼重理論實務的多元成長 

    思維決定作為，行政團隊掌握新課綱精神，帶領教師分析九年一貫與12年國

教之異同，引導教師明析哲學思維、澄清教育理念、研訂校本課程目標，撰寫核

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並進長養教學技巧，參照學力檢測結果，數學增

加實際操作教具，語文強化閱讀理解策略教學，兼顧理論與實務。 

(四) 放眼國際全球的永續發展 

    木柵扎根校訂課程，培育木柵小勇士。「擁抱家鄉」層面的課程教學採取素

養導向，讓師生經由參與-體驗-實踐-反思，而成為「有感覺-會想像-動手做-樂分

享，feel-image-do-share」的木柵人。據此，我們有自信立足臺灣放眼國際，自2016

年起推動學校本位國際教育，納入校務發展計畫，並於國際研討會發表校本課程

論文。2018年新增「筆翼筆友」、發表「數學二班三組、卓越英語實驗課程」等

國際研討會論文，增廣教師國際視野，追求永續專業發展。 

    

共研-木柵小勇士課程 教授指導銜接 12 年國教 研討數學教材教法教具 

   
擁抱家鄉-山茶筍情 永保安康-紙箱大進擊 詠歌之聲-頂級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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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成果 

一、 目標達成 

(一) 創新整合的成長機制-系統思考的專業規劃 

本方案乃依據學校願景-尊重關懷、健康成長，敏察外部變化、梳理內部脈

絡，以 SWOT 分析後，系統思考-兼重外部影響與內部脈絡；整體規劃-兼

顧學校發展與個人需求，研訂全校性教師專業發展計畫，並經校務會議通

過。 

(二) 實踐導向的專業進修-自主學習的發展歷程  

發揮教師領導力，教師團隊自發成立專業學習社群，諸如樂樂棒球、地 

板滾球、山野教育、語文智慧教學、數學二班三組、數學教具研討等社群。

行政團隊全力支援搭建成長鷹架，聘請專家學者蒞校指導，累積教師教學

實踐智慧。 

    

社群發展課程 山野展能 聚焦校本課程 發展特色 數位學習 專注投入 

(三) 聚焦校本的專業特色-分享優質的發展成果  

成立課程發展核心小組，團隊集思銜接 12 年國教新課綱，建構校訂課程

願景-培育「健康 關懷 智慧 創新的木柵小勇士」；掌握總綱及自發、互

動、共好理念，兼重「領域學科學習」與「彈性課程學習」，校訂課程邏

輯清晰。 

(四) 營造溫馨的優質傳承-創造績效的專業永續  

尊重教師教學專業，行政團隊提供「協同式」的支持與服務。營造合作分

享文化，教師晨會時間已經建構了例行性專業對話機制。鼓勵共榮共享共

作，讓教師在融洽的校園文化中，戮力於精進教學，智慧閱讀教學種子教

師已發芽成長，亦逐步建立教學回饋系統，皆有助於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教師晨會 開啟對話 創新教學 智慧閱讀 教師積極銜接新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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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創新成果-教師的專業發展，蓄積有效教學的能量。 

(一) 專業競賽的成果榮耀木柵   

1. 活化教學亮點-教師自發組成專業社群： 

年度 社群名稱 發展成果 領域 

106 

創新智慧閱讀教學 首創全市四校公開授課，榮獲肯定 國語 

實驗數學二班三組 
具體操作體驗好玩有趣 

顯著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成效 
數學 

卓越英語實驗社群 教學成果-發表國際論文 英語 

107 

珍食達人-美味大作戰 獲獎推廣-永保安康課程 健體 

教育部山野教育 樹攀教師取得專業認證 健體 

資優專業學習社群 

指導自編故事劇本 
神異界奇遇記~獲得優等獎項 語文 

資優專業學習社群 暖洋洋的秘訣~獲獎 自然 

樂樂棒球精進社群 金牌教練打造金牌選手榮獲全國冠軍 健體 

2. 教師有效教學，學生創造佳績，成果如下： 

   

榮獲市小學運動會金牌 創新展能 行動研究獲獎 優質金牌教練與選手 

 

(二) 創造理想的專業對話分享 

為了「匯知成識，化智為慧」，在教師晨會與學習社群中營造「理想的言

談情境」，開啟專業對話，激盪專業火花， 107 年分享主題如下： 

領域 主題 教師 同儕回饋 

語文 作文教學法應用於議論文課程設計 劉欣宜 很能掌握語文「聽說讀寫」能力，讓

學生由「聆聽」開始就能專注。 

國語素養導向命題分享 劉佳昀 精準與精采的設問，很讚! 

話我木柵之美--以體驗學習進行主題  

式寫作 

羅紹萍 主題式寫作是有趣的體驗學習方

式，有效助益學生認識校園。 

數學 數學素養導向命題分享 呂宜璟 學習題幹敘述、情境融入要生活化 

數學科教具使用與示範分享 陳夢雅 想要有好成效具體操作真不可少 

資訊 好好玩程式課程設計 許君平 四輪飛行器 BaBaMe 自走車真有趣 

綜合 得獎分享-國小生命教育教材設計 楊斐雯 我校山坡讓孩子「有機」會改變! 

資優 教學活動設計--南區運現場採訪報導 陳維縈 以 PBL 激發學生達標，超棒的! 

(三) 多元自主的專業發展舞臺 

教師發揮專業自主，學習社群自訂研討主題。如導師與營養師合作推展

食農田園，讓孩子學習珍惜土地，「有機 會改變自己」是師生最大收穫。

各學習社群精進教學展現成果，受邀擔任講座的人數正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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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主題/領域 主講者/發展成果 

105 

擁抱家鄉-校訂課程-茶藝教學 蕭秀珠老師獲邀擔任木柵國中茶藝教師 

勇躍書海-校訂課程-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羅紹萍老師以科技輔助學生學習成效佳 

內政部採購法規、校園營造 林光媚主任具備採購人員進階證照 

105年度優質學校頒獎典禮 林光媚主任獲邀製作開場影片 

106 

海峽兩岸基礎教育研討~新課堂 新教師 劉欣宜老師獲中國邀請公開授課 

高年級樂樂棒球體育教學 吳銘勇老師教學績效優-勇奪全國金牌 

天堂舞臺校隊傳統舞蹈教學 蕭秀珠指導榮獲全國優等獎 

106年度優質學校頒獎典禮 林光媚主任獲邀製作開場影片 

107 

臺北市珍食達人-美味大作戰 光媚主任與曉惠營養師-手做便當得獎 

創新智慧閱讀教學 劉佳昀老師榮獲臺北市閱讀教學優等獎 

臺北市智慧校園指標之建構 林光媚主任主筆獲臺北市大學學報刊登 

特教班地板滾球 楊詠菘老師獲邀擔任北市地板滾球教練 

自然領域節省能源、校園營造、巧固球 許圭鑫主任擔任臺北市電源改善專家 

班級經營、學生輔導、教育研究 林秀勤校長獲邀擔任北市教育研究講座 

107年度優質學校頒獎典禮 林光媚主任獲邀製作開場影片 

107學年度廣州地板滾球國際裁判 楊詠菘師獲邀擔任廣州地板滾球國際裁判 

(四) 賦權增能的師生國際素養 

近3年透過參加國際教育研習，組成國際教育推動小組與國際教育社群，
提升教師團隊對於素養導向國際教育課程設計的知能。進一步將國際教
育納入校務發展計畫，發展校訂課程「好山、好茶、好朋友」主題，結
合國際教育與英國合辦「筆翼筆友」；舞蹈校隊與中國學生互訪交流；樂
樂棒球全國冠軍隊與日本隊以球會友；教師勇於挑戰，掌握新趨勢，參
與國際研討主題如下： 

 

  

系統思考 整體規劃 國際研討 展現專業 特色課程 獲得肯定 

 

年 研究題目/研討主題 參與者 

2016 

The Proc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Developing a School Featured Curriculum—

A Case Study of the “Muzha Small Warriors” Curriculum in Taipei City 

Muzha Elementary School. 

林秀勤 

林光媚 

許圭鑫 

2017 

「一場華麗的課堂饗宴，一段豐富的語文旅程」 劉欣宜 

Empirical Validation of the Interest Development Model of 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Using Five-year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as an Example 

林秀勤 

2018 

A case study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English experimental courses -Take the 

"Excellent English Experiment Course" of Muzha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pei, Taiwan as an example 

林秀勤 

葉欣怡 

The Action Research on the Preparation of Primary Schools’ Principals toward 

for the Implement the Outline of the New Curriculum in Taiwan 

林秀勤 

林光媚 

許圭鑫 

Action Research on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Mathematics Learning 

with "Two Classes and Three Groups of Teaching Models" 

林秀勤 

洪佳慧 



P. 19 
 

(五) 閱讀理解的創新智慧教學 

木柵突破共同備課模式，創新教學方式。跨校成立「智慧閱讀教學聯盟」，

四校教師一起備課，學習智慧教學，使用新版智慧教室 IRS 系統，有效

提升學生閱讀理解策略的學習成效。同時與政治大學合作，成立政大教

育學院智慧學區聯盟，試辦「蘇格拉底教學與評量系統及 IRS 智慧教學

評量系統」。 

   
校長公開授課智慧教學 張奕華教授指導公開課 首創四校聯盟智慧教學 

(六) 優質認證的精實亮麗成果 

1. 104 學年榮獲教育 111 一校一特色標竿學校之認證。 

2. 104 學年度榮獲優質學校「資源統整」向度之認證。 

3. 105 學年度榮獲優質學校「行政管理」向度之認證。 

4. 106 學年度榮獲優質學校「校園營造」向度之認證。 

5. 106 學年度榮獲優質學校「學生學習」向度之認證。 

   

優質學校-學生學習 優質學校-校園營造 優質學校-行政管理 

      

肆、 結語  

「智慧教學、實踐導向、聚焦校本、關注績效」是木柵教師團隊專業發展的

核心主軸，我們用心構建教師個人與學校組織的專業對話平臺，讓木柵教師得以

全心展現教學實能與發揮專業潛能。在木柵幸福學園裡，我們的老師可以盡情揮

灑教學創意，齊心培育健康、關懷、智慧、創新的木柵學子。「傳承木柵百年風

華、開創未來卓越榮景」，木柵團隊堅持教育專業、彰顯良師本色。 

教育是一種志業，專業成長是一種責任。 

木柵興學，良師興國。 

木柵良師「教不厭、學不倦、愛無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