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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五常國中以培育「創藝多元實踐家․幸福共好五常人」的莘莘學子為教育

願景。民國73年8月1日正式成立五常國中，深耕教育園地，培養人才無數，學

校在歷任校長與師長的付出中穩定發展。 

本校位於住商混合區，社區環境落差極大，面對程度落差頗大的社區與學

生，學校教育發展宜跳脫升學成績的單一價值，讓學生在自然、公平、均衡的

學習環境中，培養主動探索的學習態度，激發他們對生命的熱情與活力，方能

讓學生本於對周遭環境的覺察與關注，化為積極學習、樂於學習的動力。 

為此在瞭解學校內外各項條件優劣與機會後，以親師合作為基礎，積極爭

取專案，並與校外資源策略聯盟，群力發展校本特色課程及行動研究，並以標

竿學習推動發展KTAV學習食譜教學，用雙贏思維系統化各方各類資源，用知識

與科技發揮資源最大效益，進而領導課程整合教學，以「體驗探索，樂學培力」

為主軸，強調創造與動手作的能力，鼓勵學生發揮潛能、適性發展，落實「尊

重欣賞」、「思辨創新」、「溝通合作」、「資源運用」的新願景，以及「創藝多元

實踐家、幸福共好五常人」的教育目標，以培養學生溝通力、品格力、創造力、

問題解決能力、科技運用能力等關鍵核心能力，產出學習的最大價值，將是五

常團隊未來努力的方向。 

 

 

關鍵詞：五常國中、資源統整、體驗探索、樂學培力、創藝多元、幸福共好 

 



2 
 

壹、基本現況 

    五常國中位於中山區鬧中取靜的巷弄中，鄰近松山機場、捷運站、公車

站交通便利，社區榮星花園、行天宮與濱江市場等文化資源豐富。創校35

年，學校規模從中型發展為精緻小型學校，教師的熱情活力不減反增，認真

培育英才。 

一、設校歷史 

  本校於民國73年08月01日成立，至今30餘年，在歷任校長及教學團隊

努力下，民國86年成立美術資優班，並曾經榮獲教育部評鑑為全國第一

名。102年08月由黃桐良校長接任，以「優質學習、活力自主、全人關

懷」為願景，引領學生探索學習、樂學培力；教師積極教學、多元創新，

並於近幾年帶領學校三度獲得行動研究團體第五名等獎項，營造「典藏喜

悅的幸福學園」！ 

二、社區環境 

（一）地理位置 

1. 本校位於臺北市中山區榮星花園旁，鄰近松山機場，環境優雅。 

2. 周邊商業活動發達，交通便利，除多線公車外，尚有捷運文湖線可直本校。 

3. 學校附近有榮星花園、濱江市場、行天宮等重要地標，形成特殊的地方文化

特色。 

（二）社區概況 

社區環境部分屬商業大樓，部分傳統住商混合，各式生活所需之商店林立，

為互動密切之生活圈型態，家長社經背景差異較大。 

三、學校規模 

(一) 校地空間配置概況 

資源項目 數量 

休憩綠地 綠化面積達 51% 

教室 普通班教室 13 間、專科教室 25 間 

運動球場 籃球場共 5 座，共 10 個籃框 

排球場共 2 面 

桌球臺共 12 張 

羽球場共 4 面 

運動場共 6234 平方公尺，跑道全長共 200 公尺 

溫水游泳池共有 6 個水道，每水道 25 公尺長 

圖書資源 圖書室樓板空間共 343.17 平方公尺 

圖書室藏書共 16397冊 

平均每生 45.2 冊，期刊共 42 種 

平均每月圖書借出共 171.5 冊次 

網路檢索專用電腦數共 1 部 

(二)班級數與學生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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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數量 學生數 

普通班 9班 七年級 102 人 

特殊班 美術藝術才能班 3 班 八年級 95 人 

特教班 1 班 九年級 105 人 

資源班 2班  

學困班 1 班  

（三）人員編制、教師學歷、年齡 

職員工 人數 教師學歷 人數 年齡 人數 

校長主任教師 44 博士 1 20-29 7 

職員 13  碩士/40學分 21 30-39 19 

工友 2  大學 22 40-49 12 

- - - - 50-59 6 

貳、優質目標 
一、背景分析 

五常國中績極創新求變，結合傳統優良的校園文化與資源，透過討論創新

更適應現今環境的發展願景與目標，期能發展學校特色與品牌效應，以下針對

「資源統整」向度中的四大指標項目「親師合力」、「資源系統」、「知能創

價」、「智慧創客」進行評估之SWOT 分析後(如表1)，玆表列說明如下： 

 

項

目 

內部資源 外部資源 

優勢 

strengh 

劣勢 

weakness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 

親

師

合

力 

1. 團隊碩士過半，

且小學校教師行

政溝通易、互動

佳，關係融洽，

在辦理社群等提

升專業及推動課

程辦理活動效率

高品質佳。 

2. 因為學生人數

少，老師容易

關注到每位學

生。 

1. 少子化造成學校

規模縮小，領域

教師人力銳減，

任務頗為繁重。 

2. 部分學生課業學

習動機低落，需

要多元設計課

程。 

3. 特殊學生、需

關懷學生使班

級經營的挑戰

增加。 

1. 志工團隊有愛心

提供適足的資

源，協助校務發

展。 

2. 社區關係融洽，

積極參與社區，

與社區鄰里互動

良好。 

3. 近年家長會關心

教育，全方位支

援學校。 

1. 學生數少，家長

能參與志工人數

隨之減少。 

2. 家長志工仍需忙

於生計，其培訓

課程時間安排不

易。 

3. 家長社經地位

差異，造成學

生文化刺激落

差大。 

資 1. 行政團隊鼓勵教 1. 學校規模小， 1. 家長、志工團 1. 部分家長看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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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系

統  

師參與教育政策

試辦，規畫提昇

專業成長。 

2. 運用科技工具分

析學生學習成

就，研擬具體可

行教學策略。 

3. 藉由補強等工

程施作，加入

素材增強學校

特色營造校園 

人力和經費有

限，管理維護

須更大投入。 

2. 實施多項教學補

救課程，少數學

生基礎有落差，

需要更多鼓勵，

時間與人力的協

助才能見成效。 

隊支持學校並協

助辦理各項課程

與活動。 

2. 學校設施與場

地開放，與社

區互動良好。 

3. 引入社區、政

府機關或企業

資源。 

4. 建立鄰里、警

消連絡合作。 

校升學率，影響

就讀意願。 

2. 位於住商混和

區，社區環境

較複雜。 

3. 部分社區民眾

對學校存有刻

板印象。 

4. 社會環境景氣影

響，需幫忙的家

庭與學生漸增。 

知

能

創

價 

1. 引進資源發展創

意特色課程與活

動，供學生多元

學習機會 

2. 辦理各類營隊

及活動，引導

社區發展。 

1. 學生學習成就仍

多存在雙峰現

象，教師教學須

用更多心力加以

引導。 

2. 學生文化刺激

較少，自信心

不足，不擅表

達自我。 

1. 社區及家長參與

學校活動，挹注

教育資源，供學

生多元學習機會 

2. 爭取專案機會，

整合資源發展校

本課程，行銷五

常的特色。 

1. 大環境少以化衝

擊，近幾年都有

減班的壓力。 

2. 經濟與學習弱勢

學生比例高，額

外提供教育資源

需要耗時耗力爭

取以求穩定。 

智

慧

創

客 

1. 創客師資充足，

落實動手做教學 

2. 教師參與科技研

習課程，增進知

能，提昇教學。 

3. 成立服務性社

團，引領關懷

社區、老人。 

1. 學生缺乏自行

主動探索及尋

找資源之能

力，有賴教師

提引導。 

2. 班會討論品德

綱目，不易確

實落實。 

1. 本校為視障中心

學校，重視弱勢

照顧。 

2. 本校定期心理師

駐校，提供學生

輔導資源。 

1. 家長社經地位

差異，致學生

文化刺激落差

大，進而對學

校運用各方資

源辦理之課程

與活動，主動

參與意願低。 

二、具體目標 

本校經由學校團隊「由下而上」共同擬定五常國中教育願景-『創「藝」

多元實踐家 幸福共好五常人』，戮力發展「以學生為中心」的課程與教學策

略，涵養學生「尊重欣賞、資源應用、思辨創新、溝通合作」等適應與面對

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關鍵知識、能力與態度。為此親師合力積極統整資

源，發揮資源效益，發展創新課程、形成學校特色，培養學生「溝通力、科

技運用能力、品格力、創造力、問題解決能力」等五大關鍵能力。 

校長引領五常團隊充分溝通，凝聚共識，共同研擬出學校資源統整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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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為: 

(一) 親師合作共同發力，增進社區互動交流，活用社區環境資源。 

(二) 統合各方資源系統，重視弱勢優化分配，發展特色行銷品牌。 

(三) 發揮資源疊加效果，創新學校課程教學，創造資源最大效益。 

(四) 強化資源統整應用，深化學生公民素養，創客作品創造價值。 

 
圖 1：五常國中資源統整架構圖 

參、具體做法 
    本校為達成學校願景目標，積極推動資源統整與運用，學校親師協力爭取

多元教育資源、建構友好策略聯盟外，更致力優質教學品質、營造校園氛圍。

在具體作法方面，以下依據優質學校「資源統整」指標，就「親師合力」、「資

源系統」、「知能創價」及「智慧創客」等層面之實施內容說明如下： 

一、 實施內容 

項目一：親師合力 

1.1引進多元的親師合力資源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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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學校人力資源庫並善用人力資源，積極爭取各方資源，建構學校人力

資源庫(如表 1)，提昇人力資源運用，促進學校發展。 

(2)彙集各方意見完善資源分配：徵詢各方意見規劃校務發展及資源分配，邀

請家長會、教師會等共同參與各項會議、計畫擬定、課程發展、學校工程

修繕、設備購置、經費籌措，落實完善經費運用，發揮效益。 

(3)家長會募款全力支援學校：家長會每年依校務需求編列經費，支援學校推

展各項學生學習活動、比賽、講座、獎勵金，弱勢急難學生救助…等 

(4)引導家長正向參與，建立多元溝通管道：除行政作業由學務處為專屬窗口

外，善用科技建立校長主任與家長會及班級 Line群組，即時溝通無礙。 

(5)團隊合力爭取專案計畫充實學校資源：積極撰寫各競爭型計畫，並承接專

親師合力
親師合作共同發力
增進社區互動交流
活用社區環境資源

資源系統
統合各方資源系統
重視弱勢優化分配
發展特色行銷品牌

知能創價
發揮資源疊加效果
創新學校課程教學
創造資源最大效益

智慧創客
強化資源統整應用
深化學生公民素養
創客作品創造價值

創藝多元實踐家

幸福共好五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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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業務，爭取政府及民間資源，改善環境與設備，提昇學生學習與教學。 

表 1：五常國中人力資源庫 

類別 資源單位 資源內容與運用方式 

學校

人力 

教師、行政職工幹事、兼課教

師、美術外聘教師、特教助

理、補救教學教師 

執行學校課程與教學及學校各項

校務發展工作，共計 71人 

家長

人力 

家長會及全校家長 參與班級活動、校外教學等各式

班級和學校重大活動。 

志工

團 

家長會、家長、退休教師、社

區志工、里辦公室 

包含有圖書館、特教支援、小田

園等各項活動協助志工。 

輔導

與弱

勢關

懷專

業人

力 

輔諮中心心理師 

輔諮中心社工師 

個案學生諮商晤談、參與校內輔

導相關會議。 

家扶中心社工師 協助通報學生，了解家庭現況並

予以協助 

東區特教中心巡迴教師 協助本校特教生嚴重特殊個案之

轉介與輔導 

職能、語言及物理治療師 協助本校有需求的學生進行職

能、語言或物理治療。 

特教班舞蹈教師 爵代舞團協助本校特教班舞蹈的

教學與訓練 

中山大同區少年服務中心 協助本校瀕輟生輔導 

社團

校外

教師 

荒野保護協會、康寧大學、中

華彩虹天堂協會、中山韻律小

聯盟、中國生產力中心、臺大

日文系、魔術社 

支援本校社團教學師資 

專家

學者 

師大游進年教授 教師專業社群及未來實驗班諮詢 

師大卯靜儒教授及團隊 協助專題探究課程發展與實施 

北科大王錫福校長及團隊 協助未來實驗班課程發展與實施 

松山高中劉桂光主任 協助課程發展建構特色課程地圖 

宣導

講座

人力 

消防局第三大隊圓山分隊中山

分局建國派出所、佛光會、大

濱江協會、張老師基金會、大

安高工謝佳男老師、康寧醫

院、急救技能推廣協會、好好

笑女孩、青少年純潔協會、心

禾診所林亮吟醫師等 

支援本校師生消防安全、人身安

全、輔導知能、特教知能、健康

資訊、急救知能、性平教育、生

涯教育、生命教育、情感教育、

親職教育等專題講座。 

校內

外安

全人

力 

本校警衛保全、中興保全、建

國派出所、里辦公室、媽媽樂

洗衣店、世界豆漿店、西谷自

助餐、大陸眼鏡公司、龍江補

習班、下埤里辦公室、復昇西

藥行 

愛心商店及轄區派出所協助關懷

本校學生校外安全，提供緊急救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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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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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高牆開放校園，與社區和諧共榮：開放校園提供社區民眾活動，並爭

取經費改建學校老舊高聳圍牆，親近社區充分達到敦親睦鄰共享資源。 

(2) 關懷弱勢，長期無償供身障人士游泳運動：本校游泳池十多年來早晚均無

償借予身心障礙游泳協會，提供臺北市身心障礙者運動及訓練場地。 

(3) 與鄰近五常國小合作密切，共享資源：除各項活動交流外，五常國小學生

每學期均至本校游泳池進行游泳教學。 

(4) 籌劃統整相關輔導資源，善用社區社服機構：如輔諮中心心理師、社工

師、中山少輔組、少年服務中心…等，協助學校提供相關輔導資源。 

(5) 與學區鄰里、警察消防單位密切合作：合力守護社區及校園安全，並邀請

相關單位宣導，進行人權法治、健康衛教宣導及防災教育體驗課程。 

(6) 積極洽談愛心商店：邀請學區店家，設立校外關懷愛心站商店，協助關懷

本校學生校外安全，提供學生緊急救助。 

(7) 爭取並善用民間捐助資源：如扶輪社、獅子會、里辦公室、福聚宮、文昌

宮、五福財神廟、社區發展協會等，贊助各類獎助學金、課程經費…等。 

1.2統整豐富的資源運用 

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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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多元資源庫，全方面支援學校：建構人力、財力、物力、自然文史、

智慧科技等資源庫，提供各類資源發展校務。 

資源類別 資源庫名稱 支援協助項目 

人力 家長志工、退休教師、校友會

社團師資、愛心商店、輔導人

力、宣導講座、專家學者 

弱勢支持、學生學習、

校務推動、生涯發展、

國際教育、課程教學 

財力 政府資源、民間資源、競爭型

專案、家長會資源、校友會 

弱勢支持、課程教學、

學生學習、校務推動、

校園營造、教學設備 

物力 政府資源、活動場地資源、專

業商家資源 

學生學習、校務推動、

校園營造、教學設備 

自然文史 社區自然資源、社區文史資源 課程教學、學生學習 

智慧科技 網路及智慧科技資源 課程教學、學生學習、

校務推動 

(2)與社區鄰里溝通良好、互動共榮：建立社區聯絡網並積極參與社區活動，

如社區尾牙、中秋晚會、中元普渡等。亦邀請社區居民參與本校校慶、園

遊會、聯誼餐會、成果發表會等，保持與社區良好互動，發展共榮。 

(3)參與並支援社區重要活動：如投開票所之場地及參與選務、鄰里合作協助

社區環境美化，如江寧里圍牆彩繪及榮星矮牆馬賽克等，建立合作關係。 

(4)募集經費開辦課程，社區共享：辦理校內學生及社區小學生各類培力課

程，如作文、美術、烹飪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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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經營行政、教師、家長及教育夥伴關係，合力專業示範，培育能夠

實踐力行學生。 

(1)親師生共同參與社區螢火蟲復育活動：親師生與荒野保護協會及行仁里策

略聯盟，每月利用假日帶領學生進行榮星公園螢火蟲復育濕地整建與維護 

(2)運用電子看板及校外液晶電視，發揮學校教育功能：適時公告宣導健康、

安全、法治、稅制…等各項議題，喚起社區及家長共同關心及重視。 

(3)辦理社區家長、民眾成長活動：邀請社區家長參加本校親職教育講座、親

子藝術學校、家長讀書會…等活動，增進知能，促進親子溝通與交流。 

(4)引進多元之家長及社區資源：邀請家長及社區專業人士入班分享職業內

容，介紹各行各業的工作與甘苦，協助生涯發展教育的推廣。 

(5)引進資源辦理國際教育活動：接受 MIT美國在臺協會、日本、中國大陸、

香港等師生教育參訪交流，行銷學校及社區特色。 

(6)課程發展結合社區自然人文資源：社區資源納入本校課程設計及活動規

劃，如榮星公園、普門寺、濱江市場、三民書局等，發展相關課程活動。 

    
親師生榮星公園螢火

蟲復育活動 

社區培力課程- 

美力小創客、天才小主廚 

美國學生 

書法課交流 

項目二：資源系統 

2.1建構完備的學校資源系統 

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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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完整資源，獲優質學校「課程發展」與「學生學習」：創新多元的課

程，豐富學生學習，榮獲 107年優質學校課程發展及學生學習殊榮。 

(2)依據校務發展與教學需求，建置課程教學與教育活動資源系統：如下表： 

項目 
人力資源 
詳見表１ 

財力 
資源 

物力資源 
自然文史資

源 
智慧科技資源 

課程 
教學 
社團 

 學校人力 
 家長人力 
 志工團 
 輔導與弱勢關

懷專業人力 
 社團校外教師 
 專家學者 
 宣導講座人力 
 校外安全人力 

學校年
度預算 
工程經
費 

政府資
源 
競爭型
專案 
家長會 
民間資
源 

場地： 
專科教室 
自造中心 
活動中心 

運動場 
游泳池 
五常藝廊 
設備： 
教學設備 

 榮星公園 
 普門寺 
 行天宮 
 松山機場 

 漁市場 
 果菜市場 
 三民書局 
 股票博物
館 

校務行政系統
學校網頁 
fb粉絲頁 
NAS網路硬碟 

酷課雲、臺北
市線上料庫、
各線上行動學
習平台及各類
資訊設備 

競賽 
活動 

環境 
安全 

校內外安全人
力 

保全設備
監視系統 

保全網路 
監視系統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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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運用學校自然文史資源庫發展課程：鼓勵教師課程設計及活動規畫運用，

以發展本校特色課程；如社區裡的亮點-創藝、榮星、螢火蟲、我的健康

生活、五常榮星文學誌、五常文青實驗室、製琴傳情、大地是我家、小荒

野社、google地球…等。 

(4)建構本校智慧科技資源：提共師生資源分享平台，供行政業務及教學資料

儲存；推廣行動學習豐富教師教學及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增進學習成效。 

(5)運用資源構築學生展現舞台：給予學生表現自我的機會，如社團活動、晨

光讀書會心得分享、班級音樂會、校慶及街頭藝術秀等活動。 

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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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資源運用分配以 SWOT分析為參考依據，資源投入有價值的教育需求 

(a)整合各類資源辦理課程及活動：如天使騰飛班師資、小田園課程活動指

導、家長到班職業分享、防災消防安全演練、特教課程協助等。 

(b)資源分配重視各方意見與效益：經費運用均邀請家長會、教師會等各方

與會討論，如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規劃經費—校務會議；年度預算—年

度預算審查會；工程預算—採購小組會議；專案計畫—召集人會議及課

程發展委員會；資訊設備—資訊小組會議；圖書採購—圖書館委員會；

家長會預算—家長代表大會；民間捐款—民間捐款委員會等會議，並經

會議討論後作妥善分配，發揮最大效益。 

(c)建構教學資源網絡：充分發揮學校人力、財力、物力、科技資訊資源。 

(d)建置教學資源等相關網站：做有系統之分類並透過學校網站連結分享。 

(2)資源分配能考量公平正義，對於弱勢、特殊族群學生給予優先照顧。 

(a)積極弱勢及特殊族群的照顧：游泳池十多年來早晚均無償借予身心障礙

游泳協會，提供臺北市身心障礙者運動及訓練場地。 

(b)募集民間捐款每月補助清寒學生：近三年對弱勢及特殊學生補助金額達

3,345,145元，108年將執行 110萬專案捐款，每月補助約 50位學生。 

(c)廣納意見並重視弱勢資源需求：落實專款專用，各類經費分配利用會議

討論，重視特殊群體需求並彈性調整優先項目。 

(d)公開募集盲生升學教材專款：106學年度為本校全盲視障學生升學需

要，於教育儲畜戶公開募得 50多萬元，製作點字版升學參考資料。 

(e)鼓勵弱勢及特教教材設計研發：鼓勵老師研發教材，林祐鳳老師獲「臺

北市 105學年度特殊教育優良教材自編教材教具身心障礙組」佳作。 

2.2呈現活化的資源整合效益 

2.2.1運用量化數據或質性描述，彰顯資源活化的成果。 

(1)能有效地將資源運用於學生學習績效的提升，及教師專業發展的精進。 

(a)運用資源推動教師專業與創新：積極參與臺北市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

究徵件，每年均獲佳績（如表 3）；孔為捷老師參加「臺北市 106 年度

國民中學有效教學教案設計徵選」榮獲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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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深化發展教師專業社群（如表 4）：挹注資源讓教師充實專業，樂於課

程發展，落實教學活化，並凝聚全體教師力量，營造幸福學園。 

表 3 五常國中 105-107行動研究投稿及成績一覽表 

年度 投稿件數 榮獲成績 

105 7 佳作 7件、團體組第五名 

106 6 特優 1件、優選 1件、佳作 4件、團體組第五名 

107 7 優選 4件、佳作 2件、入選 1件、團體組第五名 

表 4 教師課程設計專業發展社群運作現況 

社群名稱 成員數 社群運作重點 

分組合作學習社群 5 策略運用、教材研發，實施心得分享與討論。 

領域召集人社群 12 建立溝通平台促進跨領域專業對話與分享。 

教學輔導教師社群 15 工作坊-協助新進教師環境適應與專業成長。 

活化教學共備工作 41 各領域成立工作坊，經驗分享共同備課。 

生態工作團隊 15 課程設計研發辦理環境教育相關研習及參訪。 

跨領域美感課程設

計工作坊 
15 

美感教育融入相關教師跨領域課程共備、觀

課、議課及相關課程設計研習 

亮點計畫課程規畫

小組 
12 

由各領域代表以工作坊討論相關計畫，並將持

續每月定期分享執行狀況，並檢討實施成效。 

美力

創客

亮點

課程

社群 

各領域教學研究會 
全校

教師 

課程計畫、特色課程共

備、多元評量、課程評鑑 

跨領域課程一:五常社區夜裡的亮

點-創藝•榮星•螢火蟲 
8 1. 相關教師共備課程、觀

課、議課。 

2. 辦理相關精進研習。 

3. 課程執行探討與調整。 

4. 檢討與修訂 

跨領域課程二:我的健康生活 6 

跨領域課程三:五常社區之美 8 

跨領整課程四:製琴傳情 4 

跨領域課程五:綜合媒材公共藝術 8 

 跨領域統整課程六:五常綠色影展 8 

(2)本校資源運用增進學校對外各項學術、運動、藝文、科技等評比競賽屢獲

佳績。玆列出近三年相關對外成績表現如下： 

(a)近三年榮獲團體獎項： 

◎ 特教班同學榮獲 105學年度特教盃地板滾球大賽心智障礙乙組第一名 

◎ 特教班同學榮獲臺北市 105學年度國中身心障礙假日競賽活動分組單

項體能競賽「顏色對對碰」與「滾滾九宮格」第一名 

◎ 本校榮獲 106 年度小田園教育基地「小小神農在我家」特優 

◎ 106學年度臺北市家政活動學藝競賽團體獎第一名。 

◎ 106學年度臺北市生活科技競賽第四名。 

◎ 特教班同學榮獲臺北市 106學年度國民中學集中式身心障礙假日競賽

活動分組單項體能競賽「拋磚引玉」第三名 

◎ 特教班同學臺北市「國民中學特教盃地板滾球大賽心智障礙」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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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參加 106 年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月「性別平等議題小主播」獲佳作 

◎ 榮獲臺北市 107年度國中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月微電影創作比賽優等。 

(b)近三年本校學生參加校外比賽屢獲佳績，玆統計如下表： 

獎項／年度（人次） 105 106 107 

第一名（特優） 8 9 6 

第二名（優等） 15 12 11 

第三名（甲等） 19 17 14 

佳作／入選 32 29 29 
 

2.2.2開展教育能量，創造系統資源運用，彩繪教育新價值。 

(1)學校特色發展的具體成果，與資源運用具有連結關係。 

(a)統整資源豐富教學與活動，發展完整「體驗探索，樂學培力」為目標的

校本課程。（如圖 2） 

 
圖 2：本校校本特色課程地圖 

(b)爭取相關專案，充實教學設備：如亮點計畫、藝術亮點學校、精進課程

及教學資訊等專案，添購 3Ｄ列印機、雷射切割機、ChromeBook、

IPad、電腦軟體…等，運用資訊科技發展特色課程，增進教學與學習。 

(c)發展校本特色課程：「跨領域美感課」、「創藝•榮星•螢火蟲」、「五常

英閱繪」、「製琴傳情」、「小荒野課程」、「社區美化」等，透過動手體

驗，培養主動探究及創造能力。其中「製琴傳情」單元參與大型國際研

討會的特色課程發表，更獲得多家電視與平面媒體專題採訪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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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讓教育走出學校，將世界拉進校園，強化校際國際教育交流： 

◎城鄉交流：與三峽建安國小、私立靜心中小學交流教育經驗。 

◎國際交流：與京都外國語大學教授合作，每年均帶領英語師資培育學

生，訪問本校並針對英語教學作交流；帶領學生團隊赴日本教育旅行；

與美國在臺協會作環境教育交流；近年接待上海、天津、香港、四川等

中國大陸師生及教育行政人員蒞校訪問並作教育經驗交流。 

(e)成立學校特色社團：如五常心耳朵樂團、熱舞社等，展現學校特色，舉

辦成果發表會並邀請社區居民，展現學生學習成果。 

(f)各項學藝、體育競賽表現優異：屢獲社區及家長肯定與支持。 

(g)出版校園刊物：如五常青年、美榮星文學誌、學生優秀文學作品等。  

(h)教師共同研發學習護照：協調爭取經費代墊編印學生學習護照，記錄學

生多元學習評量與成果。 

(i)製作學校特色商品：例如小書包、撲克牌、提袋、美術作品馬克杯等。 

(2) 學校運用資源於社區活動辦理及媒體公關行銷，都有明確效益。 

(a)每年聯繫社區鄰里主辦社區活動：如五常社區之美寫生比賽、家長會辦

理社區鄰里顧問聯誼餐會等，學校與社區人士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每

年辦理校慶、畢業典禮…等活動均親自發送邀請函。 

(b)積極參與社區活動、導引社區發展：每年參與文昌宮慶包中活動、參與

社區多項節慶活動、參社區美化並結合課程進行社區環境改造；辦理親

職講座、辦理親職讀書會，營造本校品牌效應與特色。 

(c)與扶輪社合作成立扶少團：不定期舉辦公益服務活動，關懷老人活動。 

(d)開放學校場地與空間設施，與社區共享共榮：提供社區團體及公司單位

申請租借教室及開放運動場供社區居民活動。 

(e)參與公視知名校園影集「我的這一班」演出：本校近 40位學生於本校

校園內拍攝影集，學生體驗專業拍攝過程，播出後有宣傳學校的效果。 

(f)活化空間資源，整合運用擴大效益：出借設立市立大學國際學舍；未來

將運用其大學資源規劃國際教育合作，並搭配建置本校「五常藝廊」。 

(g)運用網路科技行銷學校：建置並即時更新學校網站、學習領域及社團於

臉書建立粉絲專頁，定期分享校園活動。 

(h)製作文宣資料特色商品行銷：製作摺頁文宣、短片、撲克牌、五常客製

化美術作品馬克杯、校刊、布告欄、電視牆…等，行銷五常的好。 

(i)加強媒體行銷：製發新聞稿，接受優質媒體採訪，宣傳校園活動。 

    
107優質學校-課

程發展、學生學習 

榮星公園 

環境教育活動 

熱舞社參加 107

文昌宮包高中 

學生參與「我的

這一班」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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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知能創價 

3.1發揮支持的網絡輔助功能 

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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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校內網路硬碟平台，活用資訊科技與網路的優勢：校內建立 NAS網

路硬碟系統，提共師生資源分享平台與行政業務分享平台，進行行政業

務及教學資料儲存 

(2)鼓勵運用行動學習課程：推廣酷課雲、臺北市線上料庫、各線上學習平

台及行動學習，提升教師教學豐富度及學生學習動機，增進學習成效。 

(3)設置校網成果分享網頁及臉書建立粉絲專頁：將教師教學設計、教案、

得獎作品等，於在網站 fb粉絲頁上分享，提供老師分享參考使用。 

(4)完善全校暢通的有線無線資訊網路：同步交流各項資訊，開啟專業分享

的氛圍，提升教學品質。 

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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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學習型教師社群等組織，強調共學分享與傳承機制：在課程設計、教

材編撰、教學策略、多元評量、補救教學、校本課程、學藝活動等方面，

提升教學專業能量。 

(2)落實差異化教學，實施英數 2班 3組教學：為少數英數均辦理的學校，將

學習落後同學抽離實施小班教學。 

(3)強化領召會議及各領域教學研究會效能：除領召會議共識議題外，推動活

化教學之共同備課，實施公開觀課、議課，落實專業對話精進教學。 

(4)鼓勵教師發展創新活化教學及行動研究：鼓勵參加「臺北市教育專業創新

及行動研究徵件」，並連續 3年獲得團體第 5名榮譽（表 2）；教師參加

105、106年度「臺北市國民中學有效教學教案設計徵選」榮獲佳作。 

(5)學校教師教學經驗豐富，積極教學創新與分享：配合教育政策發展校本特

色，並發揮專業擔任講座講師，分享五常創新特色課程。 

(6)辦理校際及國際教育交流：透過參訪、對談與入班觀摩，除了擴展學生視

野外，促發教師教育新思維，開啟學校教育與文化新視野。 

(7)落實研發校本特色課程：運用 UBD及 KTAV單元學習食譜的概念，發展課

程、活動設計及跨領域特色課程（如圖 2）。 

(8)結合資源營造優質教學環境，校園情境融入教學：如校園彩繪、交通安全

情境標示、闢建超過 300m2小田園體驗教學。 

(9)辦理多元創意教學活動：如書法融入生態環保及海洋教育、社會領域時事

通教學及競賽活動、班級音樂會、七星山環保教學等全人教育教學。 

3.2開展價值的教育實踐作為 

3.2.1鼓勵家長志工、專業人才及教師組織積極正向參與校務，提升教育實

踐價值。 

(1)本校家長會組織建全，全力支援學校：會務運作順暢，不定期召開常務

委員會討論學校活動相關支援協助，並積極參與學校相關會議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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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會正向積極參與校務，溝通無礙：定期召開會議理監事，會務運作

順暢，正向引領教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並配合校務運作。 

(3)課程教學任務組織多元且正向：除課程發展委員會、領域召集人會議

外，結合教師社群，成立主題探究課程小組、核心課程小組等課程組織。 

(4)規劃建立輔助系統，完善的志工制度：建立並運用家長、社會志工、退

休老師、學者專家、公家機關、民間團體等，成立知能實踐資源系統。 

(a) 積極宣傳並擴大志工招募：除家長及畢業學生家長外，包括退休教

師、畢業校友、鄰里社區人力、校外團體等，期能豐沛志工團隊。 

(b) 完善制度並強化交流：學校提供一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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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拓展志工增能系統：辦理親職講座家長成長研習、親師讀書會等，增

進志工教育服務知能。 

(d) 重視溝通並積極呈現志工榮耀：建立志工專一窗口，暢通溝通並利用

校慶等時機，頒發感謝狀及資深志工紀念品，志工獲得多次獎項。 

◎本校愛心志工沈淑惠女士獲臺北市 105年度志願服務獎勵銀牌獎。 

◎本校愛心志工-王美惠女士榮獲中華民國 26屆志願服務楷模金駝獎  

(5)親師生共同參與社區螢火蟲復育活動：與荒野保護協會合作策略聯盟，

除每月利用假日帶領學生進行榮星公園螢火蟲復育濕地整建與維護，並

支援小荒野社授課及七年級親淨榮星課程。 

3.2.2發揮學校教育影響力，提升家庭、社區及社會教育效能。 

(1)透過實施校園開放，增進教育效能：讓學生及社區便利使用運動場地，

引導正向的休閒活動，也透過校園空間如校園彩繪、公佈欄等各項佈

置，傳達學校教育成果及正向教育價值。 

(2)舉辦美術班畢業畫展，傳遞美感價值：每年展期 1-2兩周的對外開放參

觀，並邀請社區民眾及家長蒞校參觀，增進社區文藝氣息。 

(3)師生多次參與社區公共藝術建置：如榮星公園馬賽克拼貼、社區圍籬彩

繪、社區圍牆設計等，展現學生學習成果、美化社區環境，造福鄰里。 

(4)圍牆全面改建：歷經多年經費爭取，於 104-105年分期進行，將舊有封

閉高圍籬，改建為現今高透空、親和性高的新圍牆。 

(5)利用各類管道，發揮學校教育正向影響力：透過網頁、學校日、親師座

談、家長會相關會議、校慶成果展、對外參與各類社區活動等機會，並

宣導本校優質成果，提升社區家長對學校校務的理解及認同。 

 
整修前      整修後    
104-105圍牆改建 參與社區

美化改造 

咖啡座廊柱牆面

學生彩繪創作 

107美術班畢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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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智慧創客 

4.1統整智德的系統智慧行為 

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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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教育納入各處室工作重點，落實實踐與推廣：如將新五倫之感恩、

禮貌、尊重、負責等核心價值，列入班會中心德目及討論議題、各類專

題宣導、優良學生選舉、敬師活動、社團活動、班級競賽、社區服務，

讓學生由生活中實踐新五倫的核心價值，培養個人素養及良好人際互動 

(2)學校重視生活教育：訂定本校「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生活教育競賽暨

榮譽便服實施辦法」，透過榮譽制度設計，嘉勉學生正向行為，表彰學生

善行，適時給予學生鼓勵與回饋，強化動機並達成團體楷模學習目的。 

(3)每學期舉辦優良學生選拔活動：透過典範學習，激勵學生在品格行為及

學業上的精進，學生亦在選舉過程中培養民主公民素養。 

(4)每學期紮實辦理幹部訓練：幹部由各處室相關組長，分組訓練，使幹部

瞭解工作職責，並以服務的精神執行幹部任務；另每月至少 2次召開班

長會議，指導班級領導任務、瞭解各班狀況並反映各班意見與交流。 

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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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服務性質社團，推動校外公共服務： 

(a)結合扶輪社及綜合領域課程推展服務學習活動：辦理「雪中送愛」關懷

老人活動，引導學生從中學習全人關懷的態度。 

(b)小荒野課關注環保議題：透過了解環境保育之重要，並訓練環境教育

宣導志工、製作海報看板等，將環保、生態之議題帶入社區及家庭。 

(c)開設「五常好小子」社團，協助社區清潔：學生參與公共服務，熱心關

懷社區環境，展現服務精神。 

(2)規劃參與各服務學習公益活動：如「安德烈食物銀行愛心捐贈」、「七星

山淨山環保教學」、「舊鞋救命」公益活動、榮星假期、傳愛大使、七年

級親淨榮星課程等，將新五倫中態度及服務的價值，深化為生活中展現

合宜的行為態度。 

(3)推動學生服務精神，成立校內學生志工隊：生教組義工、環保小義工、

訓育組播音、司儀義工、處室志工及常態化志工；以及招募如校慶接

待、校慶環保、考場服務隊、畢典及訪視會議等各臨時單項志工服務。 

(4)鼓勵學生參與校外服務學習：「五常傳愛大使」志工系列活動參加臺北市

106年度中等以上學校服務學習績優學校團隊榮獲優等。 

(5)創新運動 150推廣教育，培養學生運動健康好習慣：以個人統計圓餅圖

由學生自行畫記達成率，培養誠信、自省及促進自我管理健康。 

(6)設立專網與電子媒體強化教育宣導：學校首頁榮譽榜專區以及運用網路

管理警衛室外液晶電視，即時公布表揚師生優異表現及獲獎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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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能夠產出作品的創客教育 

4.2.1有效運用資源，逐年增加符合「做中學、有作品」的比例。 

(1)資源挹注教師社群，成立跨領域教師優質團隊：積極參與各項課程研

討，進行活化課程、有效教學、優質學校及亮點計畫等創新課程設計。 

(2)積極爭取專案挹注設備及經費：購置相關教學設備，設立「自造中心」，

並辦理「創客」教師研習，例 3D列印、雷射切割、木工手作、行動學習

等，以讓教師能從『做中學』、『有作品』中思考如何將創客教育的理念

融入領域教學，引導學生產出作品。 

(3)校本特色課程學生作品豐富多元：「跨領域美感課」、「創藝•榮星•螢火

蟲」、「製琴傳情」、「小荒野課程」、「社區美化」等課程，透過動手體驗

強調做中學，完成作品豐富。 

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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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教師以 UBD 及 KTAV的觀念發展創新教學設計：用「以學生為中心」

思考發展特色課程；引導教師以 KTAV學習食譜規劃設計課程及學習活

動，並依設計實施教學與活動。 

(2)引進師大資源合作，發展專題探究課程：研發實施專題探究課程，引導

學生從「運動」、「明星歌手」、「動漫角色」等主題擬定方向、資料搜集

及、研究方法及施行，並能產出研究結果，最後能公開報告分享成果。 

(3)發展各類社團活動展現多元成果：利用朝會、週會及校慶等時機展演。 

(4)舉辦各類競賽活動多元成果發表：如語文競賽、五常文學大賞、直笛比

賽、班級音樂會及各類運動競賽等，精采呈現學生學習成果。 

(5)運用課程及專案資源，校內外展現學生作品：如榮星公園公共藝術、彩

繪白鷺絲、校園美學角落、小田園公共藝術、校園彩繪…等活動，讓社

區、校園皆為有學生發揮創意的作品。 

(6)活用空間建立學生專屬展覽空間：藉由與臺北市立大學設立國際學舍之

專案，建置「五常藝廊」，提供學生完善專業的成果展示場所。 

(7)結合多媒體創新教學，自創 App促進樂學：教師自寫程式，運用平板及

單槍連線，融入課程及「百變時事通」活動及實施電子化美術課程。 

(8)運用 106-108亮點學校專案，全而提昇本校教與學：發展校本特色課

程，提昇教師課程研發與教學，給予學生多元展現及發表創作的機會。 

(9)本校師生智慧創客作品豐富，依類型分為四大類： 

(a) 立體實物：製琴傳琴、創藝人身、雲端創意雷雕、手繪自畫像雷雕、

創意榮星螢火蟲、無限魔方公司、智慧 fun塊公司、創意

木條相框、彈力飛車、拉線陀螺、連桿伸縮手臂、木哨、

創意杯墊、小椅子、鋼珠迷宮、三連發木槍、理想的居

家、手作圍巾、創意裝飾、公共藝術作品…等。 

(b) 平面圖表：學生各類美術作品、藝文大賞、學生製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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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動態展演：班級音樂會、直笛比賽、校慶社團發表、街頭藝術秀等。 

(d) 價值對話：專題探究研究報告、教師節徵文、晨光讀書會、學習護照 

     
扶少團：學生手

作圍巾關懷老人 

學生參與小田園

活動成果豐富 

校本特色課程 

教學成果展 

綜合領域 

圍裙編織 

二、 創新作法 

(一)強化資源運用，重視弱勢照顧： 

(1) 在教育儲畜戶公開募款，為本校全盲視障製作點字版升學參考資料。 

(2) 重視弱勢活化資源，游泳池早晚均無償借予身心障礙游泳協會使用。 

(3) 募集民間捐款補助弱勢清寒學生，每月補助近 50位學生能安心就學。 

(4) 為全市少數專案申辦英、數兩班三組學校，於補救教學外，落實差異化

教學，提昇學習成就。 

(5) 運用政府經費及民間捐款，針對弱勢學生辦理天使騰飛班課後輔導。 

(二)積極社區互動，深化公益服務： 

(1) 親師生與荒野保護協會及行仁里辦公室合辦榮星公園螢火蟲復育活動。 

(2) 游泳池供鄰近五常國小學生每學期進行游泳教學，與其密切活動交流。 

(3) 募集經費辦理校內學生及社區小學生各類課內外培力課程。 

(4) 每年於榮星公園主辦並邀請鄰里協會協辦「五常社區之美寫生比賽」。 

(5) 每年協助家長會辦理社區鄰里顧問聯誼餐會，積極與社區良好互動。 

(6) 開設服務性質社團，推動校外公共服務，展現服務精神。 

(7) 規劃參與各類服務學習公益活動將新五倫中態度及服務的價值，深化於

學生生活中。 

(三)落實發展課程，發揮資源效益 

(1) 本校申請通過 106-108亮點學校專案，豐富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資源。 

(2) 引進師大資源合作，研發實施專題探究課程，並讓學生公開分享成果。 

(3) 群策群力規劃實施校本特色課程，培養動手做、主動探究及創造能力。 

(4) 結合課程及校內外公共藝術專案資源，體現學生美感與發揮創意。 

(5) 設計創新規劃落實推動運動 150，培養學生養成運動的好習慣。 

(6) 結合多媒體運用，自創 App促進樂學，活用科技軟硬體創新教學。 

(四)戮力資源發光，提昇學校形象： 

(1) 歷經多年經費爭取，於 104-105年分期進行圍牆全面改建，將舊有封閉

高圍籬，改建為現今高透空、親和性高的新圍牆。 

(2) 活化空間資源，整合擴大教育效益，並建置「五常藝廊」展覽空間。 

(3) 接洽公視影集「我的這一班」製作單位，本校學生主演並於校園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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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優質成果 

一、目標達成 

五常國中在親師合力下，熱心投入積極爭取各方資源挹注學校，成功建立

了學校優質特色品牌，使五常毎個孩子都能得到最好的教育條件。 

(一)充沛的資源挹注本校創新多元的課程，豐富學生學習，俾使本校榮獲 107

年優質學校「課程發展」及「學生學習」兩項殊榮。 

(二)五常夥伴努力爭取團隊榮譽，成果豐碩： 

1. 105年度 榮獲 104學年家庭教育訪視榮獲特優。 

2. 105年度 臺北市高中職以下學校小田園教育體驗成果考評榮獲特優。 

3. 105年度 通過大學區申辦。 

4. 106年 榮獲臺北市交通安全教育評鑑優等。 

5. 106年通過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以學生為中心」106-108 亮點計畫。 

6. 107年小田園教育基地”小小神農在我家”評選特優 

7. 本校黃文盛主任榮獲臺北市 107年度小田園暨綠屋頂百大良師教學獎。 

8. 107年通過優質學校評選-學生學習向度、課程計畫向度。 

(三) 積極爭取多方資源，藉由不同管道募集經費，在學校校務推展、弱勢扶

助、教師專業教學及學生多元學習上大有助益。近三年成果如下表： 

年度 捐款總金額（不含家長會） 近三年總金額 

105年 320,406 

5,064,402 106年 3,168,324 

107年 1,575,672 

(四) 教師專業團隊積極創新，成立不同類型教師專業社群，並引進入專家學者

與多方資源協助，積極開發校本特色課程，讓教學充滿亮點，積極爭取各

類課程與教學專案並參與各項競賽（如表 5、表 6），屢獲佳績。 

表 5：五常國中 105-107教師團隊教學相關競賽卓越表現 

年度 得獎名稱／榮獲成績 

105 行動研究投稿-佳作 7件、團體組第五名 

105 「臺北市國中特殊教育優良教材自編教材教具身心障礙組」佳作 

106 行動研究投稿-特優 1件、優選 1件、佳作 4件、團體組第五名 

106 臺北市國民中學有效教學教案設計徵選榮獲佳作 

107 行動研究投稿-優選 4件、佳作 2件、入選 1件、團體組第五名 

表 6：五常國中 105-107教師團隊爭取專案計畫一覽表 

105年度 臺北市卓越藝術教育計畫臺北市藝術亮點學校 90,000 

105年 臺北市卓越藝術教育計畫社區環境改造美化計畫 100,000 

105學年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活化課程與教學計畫 60,000 

106學年 教育部跨領域美感實驗學校 100,000 

106年度 臺北市卓越藝術教育計畫臺北市藝術亮點學校 50,000 

106學年 臺北市精進課程及教學資訊專案計畫 950,000 

106年 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亮點計畫 1,8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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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 臺北市先鋒學校計畫 98,000 

106學年 臺北市教專社群 74,000 

107年 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亮點計畫 1,450,000 

107年 英數兩班三組專案 250,000 

(五) 本校建校已逾 35 年，為求安全及符合課程與教學實用，積極爭經費（如表

7），結合美感校園營造，改善校園硬體環境。 

表 7：五常國中 104-107教師團隊爭取專案計畫一覽表 

年度 工程名稱 經費 

104 圍牆整修(第 1期) 2,455,673 

104 視聽教室環境改善工程 1,796,884 

104 
藝能大樓耐震補強暨藝能大樓外借臺北市立大學國

際學生宿舍裝修工程 
21,120,000 

105 高壓電纜線緊急修復工程 360,000 

105 圍牆整修(第 2期) 5,080,000 

105 東一棟廁所整修 3,119,800 

105 改善校園無障礙環境(平面)工程 144,904 

105 電源修建工程 4,049,000 

106 
學校優質圖書館整修工程暨全校防墜網及各樓層女

兒牆花格鋁安全護網整修工程 
3,033,488 

106 第一期校舍屋頂防水隔熱工程 4,040,000 

107 活動中心屋頂防水隔熱工程 3,140,500 

107 校園電梯改善工程 265,000 

107 藝能樓外借市立大學國際學生宿舍無障礙改善工程 813,000 

二、創新成果 

(一)強化資源運用照顧弱勢，成效顯著： 

(1) 106學年度為全盲視障學生於教育儲畜戶公開募得 50多萬元，用於製

作點字版升學參考資料，兩位學生順利考上建國中學及松山高中。 

(2) 本校游泳池十多年早晚均無償提供臺北市身心障礙游泳協會運動及訓

練，協會會員每年參加全國及各項比賽佳績頻傳。 

(3) 募集民間捐款每月補助近 50位學生清寒學生，每生至少發放 2500 元助

學金；近三年對弱勢及特殊學生補助金額達 3,345,145元，108 年將執

行 110萬專案捐款。 

(4) 重視弱勢學生照顧，2位學生於 106、107年獲得臺北市教育關懷獎。 

(5) 除辦理補救教學外，專案申辦英數兩班三組，每年計有超過 30位學生

參與差異化教學課程，逐步提昇學習成就。 

(6) 積極爭取經費辦理天使騰飛班課後輔導，每學期 10-12位同學參加。 

(二)積極社區互動，深化公益服務，屢獲社區好評，建立良好互動關係： 

(1) 由親師生共同參與成功達成榮星公園螢火蟲復育工作，且榮獲 106 年度

服務學習績優學生團隊與學校團隊評選學校團隊優等。 

(2) 五常國小學生每學期 4-5週，每週近 320人次至本校游泳池進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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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募集專款經費辦理校內學生及社區小學生各類培力課程，如作文、美

術、烹飪等課程，計有近 200人次參加。 

(4) 每年主辦與社區鄰里合辦「五常社區之美寫生比賽」，社區團體除贊助

經費外並到場參與，參賽人數每年都超過百人。 

(5) 每年協助家長會辦理社區鄰里顧問聯誼餐會，積極與社區良好互動，營

造互惠支援的社區公共關係，每年家長會都獲得超過 15萬捐款挹注。 

(6) 開設「五常好小子」、「小荒野社」、「扶輪社扶少團」等服務性質社團，

推動校外公共服務，展現服務精神，獲社區好評。 

(7) 規劃參與「安德烈食物銀行愛心捐贈」、「七星山淨山環保校外教學」、

「舊鞋救命」公益活動、榮星假期、傳愛大使等，將新五倫中態度及服

務的價值，深化於學生生活中。 

(三)落實發展課程，發揮資源效益，成果豐碩： 

(1) 親師共同努力，本校申請通過 106-108亮點學校專案，近千萬經費發展

跨領域之核心課程，給予學生多元展現及發表創作的機會。 

(2) 師大教授團隊協助於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始實施專題探究課程，引導

學生進行研究產出研究結果，已辦理 2場次學生公開報告分享成果。 

(3) 完成學校本位特色課程研發，其中「製琴傳情」參與大型國際研討會的

特色課程發表，更獲得多家電視與平面媒體專題採訪與報導播放全臺。 

(4) 透過課程及專案資源，完成榮星公園社區公共藝術、彩繪白鷺絲、校園

美學角落、小田園公共藝術、校園彩繪等學生發揮創意的作品。 

(5) 落實運動 150，培養學生養成運動的好習慣，以班級統計個人圓餅圖佈

置於走廊，學生自行畫記，涵養誠信品德並促進自我健康管理。 

(6) 結合多媒體科技創新教學，社會領域教師自寫程式，運用平板及單槍連

線，深獲學生喜愛，提昇學習興趣。 

(四)戮力資源發光，提昇學校形象，建立優質學校品牌： 

(1) 學校圍牆改建為現今高透空、親和性高的新圍牆，大大拉近與社區的距

離，也拉近社區民眾對學校的瞭解。 

(2) 活化空間資源，整合運用擴大教育效益，藉臺北市立大學國際學舍，同

時搭配本案建置本校「五常藝廊」展覽空間。 

(3) 參與公視知名校園影集「我的這一班」演出，於校園內拍攝影集，讓學

生全程體驗專業的影片拍攝過程，播出後也達到學校宣傳的效果。 

(4) 家長會榮譽會長 106.09.30承諾給予學校無上限之教育經費補助。 

結語 

    教育是永續的希望工程，攸關孩子的未來。教師教學與課程攸關學生的學

習成就。五常教育團隊深知教育與社會責任的重要，整合行政、教師、家長與

社區資源，引領學生勤學向上，不斷專業創新，致力發展校本特色課程，念茲

在茲「以學生為中心」，讓五常的好贏得社區家長認同與支持，希冀每個學生

學習都能滿載而歸，達成本校新願景「創藝多元實踐家、幸福共好五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