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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對家長對私校升學績效表現高度專注，本校以往教師教學較為傳統保守，

較少關注課程發展相關議題，致使校本課程發展遲滯不前。為突破現狀乃藉由外

部競爭型計畫-臺北市國中第一期度亮點計畫〈104-106 年〉，組成跨領域教師

社群經過 3 年運作，80%以上教師均曾參與此社群，完成探究創思的自主小論文

課程發展，教師們將歷經共備發展課程的成功經驗，擴散影響使校內跨領域社群

逐一組成-iPad 行動學習社群、國際教育社群..等，進而產出各類豐富課程。 

    因應 108課綱前導課程規劃，於 105學年度實施七八年級多元選修課程，各

領域及跨領域發展新的課程，經 106-107學年度檢討修正課程愈趨成熟，學生學

習成效佳，學生參加校外獲獎無數，教育會考成績亦屢創高峰。而教師專業表現

校外競賽獲獎亦十分亮眼。 

    本校擴散跨領域社群運作成效，形塑專業課程領導，教師及行政專業與動力

並進，加速課程發展創新飛輪；規劃明確周延的課程設計，實踐學校課程願景，

實施互動有效的課程管理，妥適實施教學評量，優化師生便利教與學的環境，運

用科技提升課程發展成效；落實品質管理追求卓越績效，規劃滾動式多元課程評

鑑，運用課程評鑑結果精進課程，促進課程創新發展。展望未來-靜心以卓越辦

學績效，經教育局核定 108學年度成立高中部，開啟學校永續新紀元，師生將攜

手繼續「探究創思，活力靜心」！  

     

關鍵字-靜心高中、探究創思、跨領域、課程發展 

  



 

 

2 

壹、基本現況 

一、設校歷史 

1951 年 6 月首創靜心托兒所，8 月成立靜心幼稚園。1956 年董事會自籌經

費創辦「靜心小學」。1967年遷至現址，並於 1968年 3月增設國民中學立案招

生。1973 年年完成財團法人登記，2008 年董事會合併，學校也合併為「臺北市

私立靜心國民中小學」，2012年幼、托整合為幼兒園，成為 13年一貫的完整教

育機構。2017 年申辦高中，並於 2018.10.3 教育局核定改制為靜心高級中學，

將於 2019年〈108 學年度〉正式招生，成為 15 年一貫且具有前瞻性的優質學校。 

二、社區環境 

(一)、 交通機能就學方便：本校屬文教區，附近有興隆市場、郵局、萬芳醫

院、文山運動中心等機關及捷運文湖線、新店線，生活機能健全，交通

便利。 

(二)、 在地資源豐富學習：自然人文資源豐富如仙跡岩，動物園及貓空、人

文古蹟集應廟與十五份遺址等。 

(三)、 辦學優質社區肯定：學校辦學品質高，且不斷努力強化課程，以展現

學校特色，深獲社區及家長肯定。 

三、學校規模 

學部 幼兒園 國小部 國中部 人員編制 

班級數 15 班 32 班 18 班 教師：142 人；職員：35 人 

合計：177 人 學生數 410 人 1512 人 802 人 

貳、優質目標 

一、背景分析 

    經檢視學校整體校內外之因素，提出以下之 SWOTS分析。 

 
優勢 劣勢 

行

政 

1.校長具專業素養與前瞻視野激勵引

導課程創發方向。 

2.行政成員認同學校理念，共同推動

學校整體發展。 

3.行政夥伴積極度高，工作態度積極。 

4.行政團隊教學優良，實務經驗豐富。 

5.建立完善組織體系及綿密縱向橫向

聯繫合作模式，行政效能佳。 

6.行政人員及教師合作無間。 

學校業務量多，行政工作負擔較重。 

教

師 

1.教師具教學經驗與熱忱。 

2.教師教學創新方案，屢獲教學卓越

獎、KDP 創新教學設計、行動研究

及有效教案設計等獎項。 

3.教師團隊教學班經績效佳，部分具

課程領導能力。 

4.各領域及跨領域社群運作積極，研

發多年產出各類校本課程。 

1.跨領域教師共備時間安排較為困

難，彼此運用社群平台進行共備。 

2.部分教師跨領域合作機會多，負擔

較為沉重。 

3.教師同時肩負教學課程發展及因

應課程需求相關專業成長時間較

為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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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體目標 

〈一〉擴散跨領域社群運作成效，形塑專業課程領導。 

    104-106年申請亮點計畫發展自主學習小論文課程、106-107學年發展 iPad

行動學習課程，皆跨領域社群同步提升專業知能及課程研發，展現卓著成果，

進而導引各領域產出多元豐富課程，行政教師體現專業為本的課程領導。 

〈二〉規劃明確周延的課程設計，實踐學校課程願景。 

    行政及各領域共同依據 108課綱、學校願景、校本關鍵素養及學生圖像，規

劃設計周延校本特色課程方案-活力精進學程及創新卓越學程課程，以豐富學習

內涵，拓展期生命視野、培育核心素養與軟實力，達成學校育人目標。 

〈三〉實施互動有效的課程管理，妥適實施教學評量。 

    教師社群落實共備設計課程、辦理增能研習並妥適運用各項資源及設備、課

程實施後依善用評量分析檢討修正、即時處理實施困難與需求，形塑互動共好的

課程管理模式，積極提升課程實施成效。 

〈四〉規劃滾動式多元課程評鑑，促進課程創新發展。 

    透過形成性〈教學計畫目標達成情形、同儕觀課議課、紙筆測驗持績檢討學

生心得及回饋、教師教學省思檢討及領域社群會議檢討〉及總結性課程評鑑〈作

業普查、觀課走察、學生意見調查回饋、家長參與課發會及學校日回饋、課發會

檢討及領域課程評鑑及外部督導訪評〉分析，重組、拆解、改造、 轉化、裁併、

跨科動態修正課程，提升課程品質。 

  

 機會 威脅 

政

策 

1.因應 12 年國教實施，本校於 108 學

年成立高中部，國小部、國中部，「優

質銜接」，能滿足家長與學生期待。 

2.108 課綱強調培育學生素養課程設

計、教學及評量，引發教師對學校課

程反思，提供課程領導導入新思維的

最佳契機。 

1.面對少子化未來趨勢及學生出國

就學風潮，學校行政人員須提升

國際化辦學視野與前瞻規劃軟實

力，以面對未來挑戰。 

2.因應全球化趨勢，教師是否具備

國際理解素養以發展課程及掌握

全球議題用以素養導向教學，將

是私校品牌屹立不搖的關鍵。 

家

長

及

資

源 

1.社區環境優良，周遭自然人文資源豐

富，文教機構聚集，有利於資源共享

互惠，與社區各機構互動好。 

2.家長與校友社經地位高，挹注資源，

能有效支援學生學習。 

3.學校聲譽良好，深受家長與社會各界

肯定。 

4.可與鄰近大專院校建立夥伴關係（如

台大、政大、世新等），提供本校生

生豐富教與學習豐富資源。 

1.家長對教學或校務運作期望較

高，有時要求較多。 

2.家長重視成績的程度甚於學生其

他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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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具體做法 

一、 實施內容 

(一)、 課程領導 

1.1 明確的課程願景與架構 

    靜心以「學習型的學校、會思考的學生」

為學校願景，希望培養學生知識堅實、能力

卓著、個性完善、群性鮮明-並以「有教養、

會思考、展現多元、具備國際視野」為學生

圖像。 

    再依據學生圖像，共同擬具校本六大關

鍵素養，並與 108 課綱三面與九向核心素養

相扣，作為各領域課程發展之依據。  

 

   

  

圖 1 學校願景圖 

CA1-學習
如何學習 

CA2-學習
創新改變 

CA3-學習
良善做事 

CA4-學習
美感科技 

CA5-學習
和諧共處 

CA6-學習
跨境學習 

溝通互動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圖 2 108課綱核心素養與校本六大關鍵素養關係圖 

CA: 靜心高級中學 Chingshin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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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依據 108 課綱及校本六大關鍵素養規劃課程，分成部定課程及校本課程

二大主軸，其中，部定課程為核心基礎學程，校本課程包含活力精進學程〈包含

生命探究、人文美學、數理科技及跨域創思四大學程〉及創新卓越學程〈包含專

長培育、國際體驗、專題研究課程〉，由行政及教師團隊共同發展校本特色課程，

每一學程均有核心理念、學程內涵及培育目標〈詳圖 3校本課程理念架構圖〉。 

 
 

 

     

 

 

 

 

 

 

 

 

 

 

 

  

圖 3校本課程理念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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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課程架構，本校規劃完整之國中三年各學程課程，完成課程地圖內容如下，

達成「有教養、會思考、展現多元、具備國際視野」育人目標。 

1.2 優質的專業領導與課程發展機制  

學校課程規劃注重縱向及橫向聯繫，並建立溝通對話

的平台： 

〈1〉校長、主任、教學組長及領召積極參與校內外

課程領導與發展相關研習。並導引各領域教師課

程創新發展，成果豐富。 

〈2〉校長支持社群課程發展與運作，出席期末社群

會議，並帶領或派遣教師前往香港、北京、上海、
圖 6課程發展及社群運作

圖 5 校本課程地圖 

圖 4 靜心高中(國中部)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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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四川進行交流學習，提升教師課程發展視野，並依績效給予獎勵。激

勵各領域課程創新。 

〈3〉每月領召會議，溝通檢討課程教學及評量問題，讓各領域了解彼此課程實

施情形，利於課程縱向及橫向的聯繫。 

〈4〉每學年召開中小學各領域教師課程聯繫會議，針對小學及中學各科教學、

評量與學生表現等進行溝通與檢討，促進中小優質銜接。 

〈5〉利用每周教師晨會，進行教學活動規劃、班級經營與課程教學檢討、課程

成果分享、促進縱向及橫向交流，提升

教學品質。 

〈6〉各領域、跨領域及各處室提出課程規劃

方案，均於期初課發會審議通過後，於

實施過程中，透過社群共備會議、行政

會議、領召會議進行檢討修正，並於期

末社群會議、處務會議及課發會報告成

果及檢討修正，動態修正課程。 

(二)、 課程設計 

2.1完善的課程方案與計畫 

以三面九項的核心素養為課程設計的主軸，考量學校願景學生圖像，以豐富

學生多元學習，拓展期生命視野、培育核心素養與軟實力為目標，設計各類課程，

採取漸進式課程設計，從閱讀提升至議題思考層次，

藉由廣泛題材的閱讀討論，厚植人文涵養並建立閱讀

理解與思考表達的能力。並透過數位科技融入課程，

兼顧技能與情意，重視學習的歷程與方法，減少學習

落差，使學生喜歡學習及學會如何學習。並能將所學

的內容轉化為實踐性的知識，並落實於生活中。 

  

圖 7課程審查修正機制運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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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六大關鍵素養: 

CA1學習如何學習/CA2學習創新改變/CA3學習良善做事 

CA4學習美感科技/CA5學習和諧共處/CA6學習跨境學習 



 

 

9 

 2.2合宜的課程內容與學習活動 

    依據校本六大關鍵素養及學生圖像、於校本活力精進、創新卓越學程內，

分年級規畫生命探究、人文美學、數理科技、及跨域創思等相關課程及豐富內

容，以學生為主體，運用校內外資源及教材，設計探究跨域創思學習活動，養

成主動學習態度，提升學生關鍵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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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卓越學程 

    

自主學習共備會議 小論文文獻分析說明 小論文海報製作 細心互評海報 

    

英文小論文發表 小論文競賽總決賽展能 電子書製作指導 小論文電子書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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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程實施 

3.1有效的課程管理與教師動能 

    教師透過專業對話發展課程及教學方案，同時參與領域及社群共備會議，

藉由資深老師的課程協助，營造合作支持的教學對話環境。並且也邀請學者

專家提供教師專業知能成長，為課程發

展注入新動力，啟發教學設計能力。鼓

勵教師參與專業發展評鑑，透過老師之

間互相觀摩(觀課、議課、回饋)、省思

對話，使得優秀作法得以遷移。課程活

動實施完成均進行教師自評及學生意見

調查，了解學生困難，做為課程教學調

整改進之參考。 

 

 

 

 

 

 

 

 

 

 

 

 

 

 

 



 

 

13 

3.2妥善的課程運作與學習評量 

各項課程因應目標、屬性及學生學習需求，設計適切學習活動，透

過實作、成果發表、成果展演、小組報告、實地採訪記錄、團隊回饋、

線上評量等方式，蒐集學生學習結果，據以調整教學並予以輔導。本校

更善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與評量，如運用 Nearpod 及 STEM CM ASIA-

提供線上學習教材，並透過線上即時評量、學習過程評量與學生自評等，

即時掌握學生學習狀況，同步實施補救教學，大幅提高教學成效。 

 

(四)、 課程評鑑 

4.1適切的課程評鑑規劃與實施 

本校依據 PDCA模式規劃學校層級課程評鑑-包含領域課程評鑑、教

師自評及學生回饋，兼顧課程領導、設計、實施等內涵。各領域及跨領

域課程經由共同備課、觀課議課、評量檢討、教師反思回饋等，即時滾

動式修正，並適時依評鑑結果與回饋，辦理教師專業成長或課程修正，

持續精進課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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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完整的課程評鑑成效與運用 

    設計適切評核工具或方法，落實依據課程目標核心素養達成程度，檢討修正

與精進課程，包含課程目標、活動內容、教材編修及評量方式等。如屬教師專業

增能不足則延聘專家到校指導，增進教師課程設計實施所需的能力，在健全的機

制協助之下，持續教學創新與確保學生學習之成效，同時維持教師團隊致力於創

新教學，精益求精，以下列幾個課程教案修正歷程為例： 

課程 修正歷程 

Fun

心

玩

英

閱

課

程 

 

※ 105 學年度臺北市教學卓越獎-優選 及 全國教學卓越獎-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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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修正歷程 

靜

心

轉

大

人 

※ 106 學年度臺北市國民中學有效教學教案設計徵件比賽-優選 

建
立
我
的
小
國
家 

 
※ 107 學年度臺北市教學卓越獎-優選 

二、 創新做法 

(一)、教師及行政專業與動力並進，加速課程發展創新飛輪 

1.跨領域社群運作活絡，促進教師動能交流：專業與課程研發並進，

聘請專家學者指導提升教師專業能力，多樣性整合課程產出豐富。 

2.以新視野撼動舊思維帶動課程創新：校長積極拓展同仁前瞻視野，

並倡導「讓靜心走出去，讓世界走進來」，提供國內外參訪交流機

會，讓同仁透過國際研討會、師生營隊、境外參觀、體驗與學習，

並公開分享參訪見聞心得啟發，也同步透過接待參訪團隊之交流對

話，激發同仁創新思維與即知即行的行動力，課程創新與時俱進。 

3.提供專業發表舞台，激勵教師內在動機：利用校務會議、課發會、

教師晨會、群組會議、教學博覽會等，發表領域課程實施成果，鼓

勵教師參加校外各項競賽多項獲獎，誘發專業表現持續向上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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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優化師生教學資源，運用科技提升課程多元發展 

1.建構完善科技設備，改變課堂學習風貌： 

學校『以科技為加速器』的概念，不斷的提升校園師生教學設備，

104-107學年度建置經費共：6,819,000元。歷程建置如下: 

(1) 104學年度:亮點計畫69萬購買iPad 46台，提供師生行動學習。 

(2) 105學年度:優化網路環境，改善7-8年級教室無線網路設備，增

加對外連線線路，提升網路連線品質。 

(3) 105學年度:7-8年級自主課程設備需求大增，學校資源無法滿足

學生需求，故鼓勵學生自帶資訊設備( BYOD )，延伸課程學習。 

(4) 106學年度:增購170台筆電，於7-8年級每班8台及行動筆電車2

組，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5) 106學年度：教師行動載具教學，日趨普遍，學校全面建置無線

投影設備，提供老師更有效能的教學環境。 

(6) 107學年度:中學所有教室無線網路建置完成，新增iPad 225台。 

2.提升課程發展所需科技運用知能:成立iPad行動學習教師社群，並完

成全國首創校本「靜心iPad SAMR 創新教學設計規準」，建立新的教

學活動與模式，逐步產出各類ipad課程方案，引導學生探究創思深

度學習。106-107學年度有65%老師參加社群，並發展Nearpod課程共

有教師使用229課堂，學生使用人數8619人次。 

3.豐富各類教學資源，讓不同學生站上成功舞台：各類課程無論是桌

遊、骨牌、密室脫逃、英語戲劇、英語歌曲比賽…等，均提供豐富

教材資源與學習鷹架，讓考試成績普通但有領導才能學生擔任要角

或指揮，使其有機會站上舞台，並享受成功或被讚許的機會。 

(三)、落實品質管理追求卓越績效，運用課程評鑑結果精進課程 

1. 教師個人依據校本教師專業評鑑規準，積極創新教學與課程發展，

並透過教師自評表及教學省思表、進行課程教學檢討追求精進。 

2. 各領域社群依據年度運作目標，落實推動並產出具體成果，並評核

課程實施效能，就教師專業需求、學生學習落差及課程發展等檢討

修正，並將產出參與校外各項競賽，追求卓越。 

3. 依課程目標設計學生學習回饋表，瞭解學生對課程實施意見並改

進。 

4. 編印校刊典藏靜心教師課程發展歷程專業成果，作為校本課程建設

與傳承重要參考資料，讓校本課程發展活力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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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優質成果 

一、 目標達成 

(一)、 專業課程領導學校整體績效卓著 

1. 國中校務績效指標訪視評鑑 - 七個向度一等學校，包含課程教與教

學，評鑑委員肯定學校〈1〉各領域及跨領域結合在地資源、節慶及

國際化趨勢，透過教研會發展校本課程。〈2〉校本課程具體展現，

包含跨領域課程成果豐碩。 

2. 2017 教育部全國交通安全評鑑特優；交通部交通金安獎。 

3. 2015-2017 連續 3 年臺北市中等以上學校服務學習績優學生團隊與

學校 - 學校團隊特優。 

4. 2015-2017申請通過臺北市第 1期國中亮點競爭型計畫，連續 3年獲

諮詢輔導委員嘉許，本校「自主學習小論文」課程發展卓越績效。 

5. 2018 第 11 屆全國法規知識王網路闖關競賽榮獲學校推動成效獎國

中組參賽比例全國第二。 

6. 104-107年會考及升學成績表現優異。 

 

(二)、 校本課程實踐學校願景，學生獲獎無數 

1. 2014-2018 英語檢定通過率逐年攀升，績效卓著。 

 
2. 2017 臺北市第十二屆青少年文學獎-新詩組 - 首獎、優選、佳作！ 

3. 2017 臺北市第十二屆青少年文學獎-散文組 - 優選、佳作！ 

4. 2017 臺北市第十二屆青少年文學獎-小說組 - 首獎、佳作！ 

5. 2017 全國中學溫世仁作文大賽 - 特優、佳作！ 

6. 2017 臺北市中等學校優秀青年獎、總統教育獎 - 林彥宇！ 

7. 2017 第 13屆 IMC國際數學競賽新加坡 - 銅獎！ 

8. 2017 臺北市教育盃中小學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甲類跳繩國中女生組

團體賽第一名！ 

9. 2017 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 - 榮獲第一名！ 

10. 2017 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平面設計類 - 榮獲第三名！ 

11. 2017 香港國際發明展 - 榮獲金獎、銀獎青少年特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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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18 北一女中模擬聯合國 - 最佳撰寫工作文件代表獎、最佳代表

獎、傑出代表獎！ 

13. 2018 FIRA 世界盃智慧機器人運動大賽榮獲第二名！ 

14. 2018 臺北市貓咪盃互動遊戲創作競賽榮獲優等！ 

15. 2018 Vex IQ 世界機器人大賽臺灣公開賽榮獲國中組第一名，取得

代表臺灣區參加「VEX IQ Challenge Middle School Division-世

界錦標賽」資格! 

16. 臺北市 107學年度國中英文演講比賽榮獲乙組第四名！ 

17. 2018 第 16 屆 JHMC 數學競賽團體賽：地區二等獎 3 隊 12 位、地區

三等獎 3隊 7位、地區優良獎 3隊 8位！ 

18. 2018 國家地理知識大競賽地理知識能力測驗榮獲全國優勝！ 

(三)、 落實課程管理與評鑑，課程創新發展，教師獲獎無數 

1.2015 陳鈺琪、黃華玉、黃慧如、莊佩倩「以讀帶寫創作趣」團隊榮

獲臺北市 104年度教學卓越獎-優選！ 

2.2016 汪佳璇、徐于婷老師榮獲有效教學教案設計徵件比賽-視覺藝術

優等獎！ 

3.2016 蔡舒明、陳兩如、王柏雄、林秀穎老師以「Readipedia !百變

悅讀趣」方案-榮獲臺北市教學卓越獎優選及全國教學卓越獎佳作！  

4.2017 黃坤賢、林靜宜、黃自強、李政杰老師榮獲臺北市教學卓越獎

優選！ 

5.2017 徐于婷、莊子賢、王嵩皓老師榮獲臺北市國民中學有效教學教

案設計徵件比賽-優選！ 

6.2017 汪佳璇及蔡舒明老師榮獲 KDP 全國學校經營與教學創新國際認

證獎-教學創新類 -優等！ 

7.2017 年蘇峰立主任、張夢澤及徐于婷老師榮獲 KDP全國學校經營與

教學創新國際認證獎-經營創新類 -甲等！ 

8.2018 魯育誠、林振彧老師榮獲第 11屆全國法規資料庫創意教案國中

組佳作！ 

9.2018 徐于婷、范淑娟、雷惠傑老師榮獲國民中學有效教學教案設計

徵件比賽佳作！ 

10.2018 鍾志鴻、陳紀先、徐于婷老師榮獲國民中學有效教學教案設計

徵件比賽優選獎！ 

11.2018臺北市第 19屆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

6件佳作 2件入選共計 25位教師獲獎！其中跨領域作品 7件！ 

12.2019 張元峯、 鍾志鴻 、雷惠傑、許光溫 、陳紀先、 王詩瑩老師

榮獲臺北市教學卓越獎優選！ 

13.2019 汪佳璇、林世平、蔡嘉華、黃克萍、蔡舒明老師榮獲臺北市教

學卓越獎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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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創新成果 

(一)、 實施跨域適性選修課程，促進學生主動學習，成功培育關鍵素養 

    以學生為主體規劃 108 課綱前導課程，於 104 學年發展規劃跨領域課

程-如趣味語文、小說與戲劇、科技與藝術、vex 機器人、思辨密碼…等，

105-107學年度連續 3年實施七八年級多元選修課程，透過選課平台線上選

課，提供學生適性選擇，促進學生合作學習、部分課程運用行動載具進行

學習，強化統整分析與資訊運用能力，提升學生自主學習、深度思考探究

能力。於 106-107學年度數理、科技、人文、美術校外競賽多次獲獎。 

  

 

 

 

 

 

(二)、 發展實施靜心校本 STEM 課程，提升學生運算思維與編程能力 

  依據教育部 2016-2020 資訊教育總藍圖，以「深度學習 數位公民」為

主軸，發展靜心中小學 3-12 年級科技領域課程學習地圖，基礎核心課程以

STEM 為主，105 年 10 月起整合 108 課綱、校本科技課程，106 年與美國卡

內基大學合作簽約，完成靜心 3-12 年級運算思維科技課程體系，各領域教

師取得 STEM 專業認證，為台灣第一所將運算思維落實於校本課程的學校。 

    106 學年度七年級導入課程，透過線上學習平台(LMS)及自編學習單完

成 STEM Catchup 課程，學生在課程結束後獲得由 Carnegie Mellon Robotics 

Academy頒發證書，證書分為 Completion/Achievement/Excellence 三個等級，

106 學年度共 270 人參加課程，Completion(基礎)-50 人/Achievement(優

秀)-177 人/Excellence(卓越)-33 人。107學年度 7-8年級共 540人參加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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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面實施靜心探索體驗課程，提升學生面對未來的軟實力 

為厚植學生面對未來的實力及 108課綱彰顯「核心素養」的精神，關

注學習與生活結合，以真實體驗突破舒適區，培養團隊合作、正向溝通、

問題解決、挫折忍受、自省與互信、冒險創新及環境行動力，拓展生命視

野面對未來挑戰。 

104 學年融入童軍課程實施，進行跨科合作，逐步發展探索體驗課程；

105 學年整合校內資源、社區資源，並和林口體育大學進行產學合作；106

學年建立教師團隊，在新北市文山農場建置場地與課程，完成 1-9 年級課

程規劃與實施，107 學年已完成幼-9 年級課程規劃，建立完整而有系統的

課程架構，全校實施探索體驗課程，深受學生、家長及教師的肯定與支持；

隨著 108學年高中的成立，向上規劃完成幼-12年級探索體驗課程建置。 

學年度 104 105 106 107上 

實施年段 7年級 5-8年級 1-9年級 幼-9年級 

實施人次 540人 1584人 5436人 3054人 

(四)、 建立靜心課程發展模式，並提升教師專業知能與尊榮感 

     透過亮點計畫發展自主學習小論文課程，搭建跨領域溝通合作與創

發平台，帶動校本跨領域課程發展，而在課程發展學歷程中，教師亦在做

中學隨時精進成長，從 103-107學年師生校外競賽成果，讓教師無形中增

進自我之尊榮感，因此，各領域及跨領域「社群共備→專業精進→課堂實

現→觀課議課→修正後再次於課堂中實現」的課程發展模式，已然成為靜

心教師團隊共同的專業作為，除增進教師個人教學專業自信，也促進靜心

課程永續創新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