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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於民國 91 年正式成立與招生。創校初始即以「雙語

國際」與「資訊科技」為發展重點。民國 94 年，成為臺北市教育局與臺灣微軟

合作的全球第一所「未來學校」。103學年度開辦「國際教育實驗班」，將雙語

優勢轉化為國際教育，運用各項資源與全球接軌。「國際教育」與「數位學習」

為本校雙軌特色發展主軸，並以「科技」、「人文」、「創新」為核心精神；

以「科技、人文、創新的未來學校—培育領航未來的人才」為學校願景。 

 

歷任校長皆以「培育領航未來的人才」為辦學目標，學校穩定發展。近四

年來連續通過「臺北市公私立高中職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臺北市公私立

國民中學亮點計畫」、教育部「行動學習」計畫、教育部「數位閱讀 」計畫、

「精進課程及教學資訊計畫」等競爭型計畫的肯定。104年高中校務評鑑全部向

度通過。並榮獲 104年教育部行動學習優良學校、105年教育部教學卓越獎「銀

質獎」、105年通過國際學校獎(ISA)認證、106年北市特殊優良教師、106年北

市特殊優良校長、107 年北市特殊優良教師、107 年教育局教學卓越優勝團隊等

榮譽。學生升學績效、競賽成績、各項學習成果也有優異表現，屢獲媒體 

報導及各方肯定。 

 

中崙高中依據 SWOT 分析，以學校願景作為最終目標準則，訂定本創新實驗

的總目標為「數位創新，共享共好；體驗學習，共感共學；虛實整合，行動全

球」。中崙高中「數位創新，虛實整合」實驗創新方案，希望師生在創新實驗

的過程中共好共學，藉由數位創新與體驗學習的方式，達成虛實整合、全球行

動的目標。全體師生建構創新思維，運用創新策略，開創了「網路學校-跨校選

修課程」、「高中生校園養蜂選修課程」、「數位體驗專班」、「參與式預算

推廣教育」、「國際交流、第二外語整合的選修課程」、「國際教育實驗班-童 

言童畫話世界繪本課程」等創新方案，成果豐碩。 

 

    身為「全球第一所未來學校」殊榮的中崙高中，以「培育領航未來的人

才」自期，全體教師亦以「打造未來人才的心靈工程師」自居。全體師生將以

教育創新為目標，攜手同心在活化創新的過程中，利用中崙專屬的創新密碼

（CODE），成就未來學校的未來創新人才! 

 

 

關鍵字: 優質學校、創新實驗、中崙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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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現況 
 

一、設校歷史 

本校位於臺北市八德路四段 101 號，原為臺北市公車處公車修護場，於民

國 62 年定為中崙國中預定地。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於民國 85 年進行設校建築規

劃，86 年 7 月 1 日簽准籌設中崙國中，8 月 1 日由謝應裕校長任籌備處主任。

87年 7月改制為高中，90年 8月 1日由蘇明宗校長接任籌備處主任。91年 8月

1 日本校奉准正式成立及招生，並由蘇明宗擔任首任校長。歷經潘正安校長、 

謝念慈校長，103年起由孫明峯校長主掌校務。 

    本校創校初始，即以「雙語國際」與「資訊科技」為發展重點。民國 94 年，

成為臺北市教育局與臺灣微軟合作的全球第一所「未來學校」。透過資訊融入

教學與行動學習，創新教學，將學生的被動式學習轉化成自主性學習，以精緻

的數位教育模式提升教育品質。103學年度開辦「國際教育實驗班」，將雙語優

勢轉化為國際教育，運用各項資源與全球接軌，培養學生具備開闊前瞻的全球

化國際視野及各項核心能力。本此，型塑學校願景，即以「國際教育」與「數

位學習」為雙軌特色發展主軸，並以「科技」、「人文」、「創新」為核心精

神。科技：結合科技與教學，提升教學效能。人文：注重人文與品德，養成有

品公民。創新：激發多元智慧，以達適性揚才。揉合成為本校願景--「科技、

人文、創新的未來學校—培育領航未來的人才」。 

    為因應課綱與課程轉型，自 104-106 年分別執行「臺北市公私立高中職課

程與教學領先計畫」與「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亮點計畫」，期望透過提升教

師課程設計與教學能力，建置優質學習環境，達成培養領航未來人才的目的。 

 

二、社區環境 

    中崙高中位於松山區，鄰近 101大樓，為臺北市精華地段。 

(一)生活環境 

    學校位於松山區吉祥里，屬於住商混合區。住戶以商、公、教居多。交通

便捷，近中崙市場、大巨蛋、捷運松山新店線南京三民站。社區內百貨公

司、銀行林立，商業活動頻繁。 

(二)人文環境 

    社區鄰近 101大樓、松山文創園區、台北機廠、國父紀念館、慈祐宮等古

今兼容的文教機構。提供學生豐沛的校外學習資源與體驗學習的場所。 

(三)自然環境 

    校園內中庭花園及處處可見的植栽，也顯綠意盎然花香掩映。 

三、學校規模   

    學校因位於精華地段，校地雖不大但校舍宏偉大器，校園環境精緻優質。 

(一)班級規模 

    中崙為完全中學，學校班級數共 51班。高中各年級均有 10個班級，國中

各年級均有 7個班級。 

(二)學生規模 

    學生共計 1620人，高中部 1087人，國中部 533人。高中部男生 545 人，

女生 542人。 

(三)教職員規模 

    教職員工計 176 人，其中教師 142人，教官 5人，專任運動教練 1人，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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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 27人，約僱人員 1人。教師平均年齡 40.5歲。擁有碩士以上學歷的

教師占 72%，具有 10年以上教學經驗的教師有 74%，教師皆教學經驗豐

富，擁有豐沛動能與專業知能。 

 

貳、優質目標 
一、背景分析 

    中崙高中從學生、教師、行政團隊、內外部資源等面向進行 SWOT分析， 

並據此擬定創新實驗方案的目標與因應策略。 

表 1 臺北市立中崙高中創新實驗 SWOT分析 

 因素 優勢(S) 劣勢(W) 

 

 

 

 

 

 

內

在 

因

素 

教 

學 

團

隊 

 

1.教師團隊具專業素養與研究能力。 

2.教師平均年齡約 40歲，教學認真。

教師多具雙語能力，富學習精神，

有創意與活力。研究風氣盛，利於

發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1.屬中型學校，各科教師人數少，   

  備課多樣，教學負擔重。 

2.年輕教師多，常有婚假、娩假及 

  育嬰假的需求，兼代課教師比率  

  偏高，不利團隊長期合作。 

行

政 

團

隊 

 

1.行政人員素質高，並在校長帶領

下，各處室分工，且能補位配合，

全力執行各項業務。 

2.定期召開主管會議、處室會議執行

規劃、執行與檢討。 

1.完全中學須兼顧國高中不同課程

發展需求，行政負擔重。 

2.高國中學生年齡層分佈大，諸多

行政作為須同時兼顧，挑戰性

高。 

學 

生 

學 

習 

1.學生素質優，參與校際各項競賽，

亦有優異成績。 

2.學生社團活動活絡，對學校的認同

度高。 

3.學生可塑性高，資訊能力佳，利於

創新教學活動之推展。 

1.學風自由，學生容易沉迷社團而

疏忽學業。  

2.學生較缺乏自主學習能力及專注

學習的態度，學習動機較弱 

3.學生自律性低，尚須師長引導 

4.對社會社區參與感低 

校 

園 

設 

備 

 

1.積極申辦各項競爭型計畫，購置資

訊與教學設備，配合課程與教學之

實施，提升學習成效。 

2.閒置空間逐步規畫活化再利用，提

供多功能運用以滿足需求。 

1.校園腹地有限，難以滿足 108課

綱多元課程與各項教學活動之實

施。 

2.校園年度預算經費不足，影響設

備更新與修繕。 

 因素 機會(O) 威脅(T) 

 

 

 

 

外 

在 

因 

素 

 

家 

長 

 

1.家長重視教育，對校務發展及課程

需求多能配合。 

2.家長會理念正確，組織健全，扮演

教育合夥人角色。 

3.家長背景多元，可提供專業協助以

補學校資源之不足。 

1.部分家庭功能不彰，導致家長對

小孩缺乏管教約束能力。 

2.部分家長偏重課業成績，有礙多

元學習發展。 

3.部分家長過份關心或主張個人權

利，造成干預。 

 

教

育 

趨 

勢 

 

1.108 課綱重視校本課程、特色課程

之設計與執行，激勵教師發揮專業

知能。 

2.108 課綱強調素養導向與核心能

力，引導學生多元探索，深度廣度

並重。 

1.108 課綱相關配套措施尚未齊

備，影響政策之推動。 

2.評鑑、競爭型計畫、專案計畫繁 

  多，加重教學及行政團隊負擔。 

3.教育政策不斷調整，造成教師應 

變不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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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際教育與數位學習為學校特色發

展項目，符應潮流與趨勢 

資 

源 

環 

境 

 

1.鄰近偶戲館、松山文創園區、社教

館、國父紀念館與四獸山等，人文

藝術自然等觀光資源豐富  

2.松山社大設於本校，可提供部分師

資或合作發展課程。 

1. 位處商業區，周遭環境干擾多，  

   影響學生學習。 

2.位居市區，校地有限，綠地不足 

 影響戶外活動與體育教學。 

 

二、具體目標 

    依據表一學校環境 SWOT分析，結合學校願景「科技、人文、創新的未來學

校—培育領航未來的人才」，我們將創新實驗方案之具體目標設定為: 

「數位創新，共享共好；體驗學習，共感共學；虛實整合，行動全球」 

    中崙高中「數位創新，虛實整合」實驗創新方案，希望師生在創新實驗的

過程中共好共學，藉由數位創新與體驗學習的方式，達成虛實整合行動全球的

目標。以上的概念可簡化為： C*O*D*E =  84101    

C:  Clicks-and-mortar  (虛實整合)    

整合數位學習的虛擬世界與體驗學習的真實感動，才是完整的學習經驗。 

O:  Operation worldwide(行動全球) 

從教室到社區，從在地到國際，處處都是行動實踐的場域。 

D:  Digital innovation  (數位創新)      

以數位科技為核心，運用創新的思維與行動，達成學習成效優化的目的。 

E:  Experiential Learning (體驗學習) 

強調「走出教室」的一種學習模式；指透過實際經驗或實作(doing)的方式

進行學習。學校舉辦的各項活動、比賽等，皆可視為體驗學習的不同形

式。「84101」為中崙高中的學習密碼：「8」大核心能力、「4」大關鍵素

養與「101」學生圖像，是專屬中崙學生的學習密碼。 

                                                 

參、具體做法 
 

一、創新思維之實施內容                                                                                                                                                                                                              

1.1引導前瞻的教育願景與創新價值        
 (一)前瞻的學校願景 

    本校願景為「科技、人文、創新的未來學校—培育領航未來的人才」，此

願景具前瞻的創新價值。   

1.以「數位創新，虛實整合」型塑願景  

 (1)本校創校初始，即以「雙語國際」與「資訊科技」為發展重點。本此，

型塑學校願景，即以「國際教育」與「數位學習」為雙軌特色發展主軸，

並 以「科技」、「人文」、「創新」為核心精神。 

 (2)科技為「虛」，人文為「實」；數位學習為「虛」，體驗學習為「實」-

-虛實整合並注入「創新 」的 DNA，正是符應未來趨勢的概念。 

2.以專屬「中崙學習密碼」，凝聚共識，提升認同 

 (1)塑造和諧的組織氛圍並打造互信的對話溝通平台，以凝聚學校願景的共

識。同時透過各種集會、會議宣導，配合校園中處處可見的「84101」學

習密碼標誌、期使全校師生了解學校目標，共同努力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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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利用新生家長說明會、新生訓練、特色課程成果發表會，對家長與學生

說明學校整體課程與選修課程的關係，強化親師生對課程的整體概念。 

 

(二)創新的理念與附加價值 

1.科技:以跨時空的數位學習，創新教學模式 

    具有隨時、隨地學習和個人化「適性學習」等特性的數位學習，不僅是有

效的學習模式，也是未來的趨勢。 

2人文:以學生為主體的體驗學習，深化學習效果 

強調「主動學習、團隊參與、學以致用、做中學」的體驗學習，加強學生     

「五感體驗」(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深化學習的效果、陶冶

內在的人格。 

3.以領航未來的「學習密碼」涵養學生能力與素養 

(1)本校期許學生成為領航未來的世界公民。因此，發展了「84101」中崙學習

密碼。 

「8」大核心能力：自信自主、統整思辨、溝通傳播、尊重欣賞、合作貢獻、 

                 科技創新、全球行動、前瞻領導。 

   「4」大關鍵素養：人文素養、科學素養、國際素養、數位素養 。                        

   「101」學生圖像：自立自主、合群合作、卓越公民、世界領航。 

(2)這幾個數字與本校校址「八德路 4段 101號」不謀而合，因此而有「84101」

專屬中崙的學習密碼，期盼學生經由中崙 3 年的培育均能具備 8 大核心能

力，4個關鍵素養，成為像臺北 101所象徵的能夠領航未來的世界級精英人

才。本校願景與學習密碼，正符應十二年國教「自發、互動、共好」 的理

念及三面九項的核心素養。 

4.以學校願景與學習密碼行銷學校品牌 

校園進行工程整修時，結合中崙學習密碼 84101 與中英文校名。或將學校

願景融入學習密碼，結合學校校名英文縮寫，設計成 logo及文宣品，皆有

助於學校行銷與學校品牌形象傳播。 

 

1.2 強化整全的科際整合與系統思考 

(一)科際整合，深度學習   

1.從單科社群到跨域合作  

面臨二十一世紀的多元社會與教學挑戰，促進不同學門、領域的對話與交流，

已是讓學生從學知識、能力進而學「素養」，提高靈活思辨能力的必要作為。

學校掌握教育新趨勢，鼓勵教師透過對話與創思發想,利用共同備課模式研發

跨域整合與加深加廣的教學課程。 

2.跨域整合，發展多面向深廣課程 

(1)「國際教育實驗班」發展的「崙道組織 VOICE 發聲計畫 1~5」系列課程，集

結國文、英文、歷史、地理、公民、資訊、美術與音樂 8 科師資，設計跨域

整合主題課程，成為教師團隊實踐科際整合的先行者；並將此經驗轉化進而

設計多元選修延伸課程。 

(2)本校高一高二共35門選修課程就有6門屬於跨領域課程，如「中崙趴趴Go」

(國文、歷史)、「探索生命世界的數學秘密」(生物、地理、數學)、「閱讀

濾鏡2.0」(國文、歷史、生物)、「料理科學實驗室」(生物、化學)、「大城

小事:城市裡的文學與文化」(國文、地理)、「追光者」(化學、物理﹞等。 



7 
 

(二)系統思考，團隊發展 

1.藉由架構思維促進成員進行系統思考以形成團隊共識，據以建構制度。以團 

  隊合作模式，解決問題並建立方案架構。 

2.學校以「科技」、「人文」、「創新」為核心精神，具豐富教學經驗的教師

對創新實驗方案充滿期待，願意透過親身參與以求得實證。行政團隊以分工

合作的方式，邀請教師參與方案。行政團隊與教師團隊，透過不斷對話與溝

通，建構信任合作的基礎，以此基礎相互支援配合，攜手執行計畫。近年學

校爭取的競爭型計畫 ，例如:教育局「一生一平板」計畫(104~108)、教育部

「行動學習」計畫(101~108)、教育部「數位閱讀(原文微積分)」計畫

(103~107)等，皆以此模式執行完成。 

3.本校申請「e化試辦(一生一平板)」計畫，計畫報局核准後，於 105.3.9課程

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成立「數位體驗專班」。107學年度高一新生共 357人，

「數位體驗專班新生家長說明會」現場計有 154位家長，約 43%家長願意讓孩

子參與「一生一平板」計畫。最終只有 72 位新生如願，以抽籤方式編成「數

位體驗專班」2班。然而我們也因此看見家長對創新實驗方案的支持。家長、

教師與學生不僅認同創新實驗方案，也用具體行動支持各類創新實驗方案。 

 

二、創新策略之實施內容 

2.1激發創新的策略開展與綜效作為 

(一)具開創性的方案策略 

1.以「共榮共好」的共識，建構實驗創新的環境 

積極營造和諧的組織氛圍，建構有益於創新實驗的環境，增加同仁參與創新 

實驗的意願外，也利用各種公開場合表揚與宣導，凝聚「共榮共好」的團體

意識。 

2以「由小而大，從點到面」的策略，實踐未來學校的願景 

學校行政團隊努力掌握教育趨勢，進行各項方案計畫或進行教育實驗。勇於

執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高中職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先鋒學校

精進補助計畫」、「以學生為中心亮點計畫」、教育部「數位閱讀計畫」(北

區總召學校)、「e 化試辦計畫(一生一平板)」、擔任臺北市二代校務行政系

統總召學校、臺北市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平台前導學校，協助開發平台以介接

教育部國教署 108 課綱學習歷程檔案平台等。各項方案計畫，鼓勵教師自願

參加，進而擴散至學科團隊共同參與。 

 

(二)具激勵性的方案策略 

1.以達成崙師「共感共學，共同成長」的目標，落實執行「崙生學習密碼」 

(1)願意不斷從事教育創新的教師，永遠都在追求進步。進步的最大動力來源來

自於學生的進步，己身效能之提昇與身為教師的使命感 。校長與各處室主任

不僅在校務會議、導師會議、專任會議、校慶等場合公開表揚有創新、特殊

優良表現教職員工；或致贈「熊讚隨身碟」；也參與每一次創新實驗方案的

成果發表會，親自對參與方案的教師們表達感謝，給予肯定。 

(2)家長會全力支持與獎勵師生的優良表現。如：校慶時頒發獎勵金鼓勵競賽表

現優異的學生與指導學生參加競賽的教職員。在此激勵措施的鼓勵下，近四

年教師、學生獲獎人數與名次，皆有穩定成長，學生已連續三年獲得全國比

賽第一、二名的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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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政團隊積極撰寫計畫，爭取各種資源提供校內教職員生使用。為鼓勵更多

教師投入創新實驗方案的行列，實施「參與實驗創新方案同仁優先使用最新

設備」措施，給予有創新意願的教師，更多實質的支援與資源。以此激勵同

仁自發自動，保有創新實驗的意願與熱情。 

(4)行政團隊主動邀請 「參與實驗創新方案且績效卓著」教師及各科優質教  

師，於校內學科教學研究會、計畫成果發表會、共備研習等分享課程設計、

教學經驗、行動載具使用經驗等。若友校邀約，也極力推薦同仁，擔任講

座，分享教學心得，藉此鼓勵教師自我實現。 

  

(三)具加乘效果的策略行動 

以「資源整合，合作共享」的方式，進行體驗學習 

整合臺北市民政局、松山區公所、松山社大、公共電視等外部資源，進行「參

與式預算推廣教育」、「城市養蜂」選修課程、「奧瑞岡辯論比賽」等體驗學

習活動，獲致最大學習成果與合作效益。 

 

2.2善用多樣的變通方法與創新作為 

 (一)兼具變通性與流暢性的行動方法 

1.鼓勵「破框思維」，激發創新想法，形成行動方案 

(1)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綱，校長、主任與各學科科召，利用校本課程核心小組

會議、共同備課研習，採用世界咖啡館、跨域討論等多元方式，收集教師的

創意想法 ，再予收斂統整，最終形成團隊共識。以此模式完成高中課程時數

規劃、校本課程主題規劃，完備本校課程地圖。 

(2)受少子化影響，本校國中部減班，遂有閒置教室空間。圖書館為提供師生完

整服務，整合各項電腦、圖書資源，將資訊組辦公室搬遷至圖書館內，原資

訊組辦公室變成閒置空間。行政團隊針對師生需求與學校整體發展方向進行

評估， 對閒置空間做整體規劃。將設置成為:教師備課教室、選修課程多功

能教室及創客教室以實施校本課程、選修課程，滿足新課綱多元場域之需求。 

(3)校園空間活化再生實例，先有利用校園外牆整修工程之際，以向教職員生徵

求書法字稿方式，訂製「中崙高中」校名招牌。再有利用施作地下室採光罩

漏水整修工程，以水泥灌漿屋頂取代原有採光罩。不僅解決原有採光罩漏水

問題；同時增加學生進行展演發表的舞台空間。107年終之際，學生會為表達

對全體師長努力教學的感謝，利用此再生空間舉辦「107學年歲末感恩祝福暨

聖誕節活動」。 

 

(二)改變心智模式的創新作為 

1.善用資訊科技，進行「數位創新」、「行政創新」 

(1)「 跨校選修」的概念，源起於 104年和平高中主辦中崙高中協辦的「全球

華人資訊教育創新論壇」，日本 N高校校長的演講。兩校校長隨即利用寒假

自費至日本 N高校實地參觀，對 N高校主要採用函授課程教學，學生人數眾

多、政府認證 N高校學生高中學歷等彈性做法，留下深刻印象。 

       因應 108 課綱實施，教務處鼓勵教師開設選修課程，部分開課教師受限

校內現有設備(沒有天文望遠鏡)無法進行課程。N 高校的成功經驗，讓孫校

長萌生「數位創新，教育實驗」的想法。遂由中崙高中發起，邀請友校和平

高中、南湖高中(擁有臺北市唯一遠端遙控天文臺)共 3 校聯盟，推展「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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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跨校選修」合作模式。不僅提供學生更多元的課程內容，也為十二年

國教 108課綱建立創新的教與學的模式。  

 (2)各處室善用行動載具與平台，可有效達成預定目標。 

以輔導室為例，開設生命教育、生涯規劃及跨班選修課程「打開潘朵拉的

盒子---探究心理學的奧秘」，運用雲端平台快速彙整學生學習成果。 辦

理大學學群講座、小講堂及海外升學講座均運用「崙生物語平台」發布訊

息、線上報名、現場報到，不僅節省紙張宣傳、可列印簽到單並能當場快

速認證，學生亦能累積參與紀錄。 

 

2.進行教師增能，改變教師心智模式，鼓勵崙師「虛實整合」創新教學 

 (1)由於學校鼓勵教師採用「行動學習」的教學方式。因此 107 學年度高一高

二 26門校本選修課程中，計有 10門採用行動學習方式授課 。一般教師授

課，也會依課程內容，設計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活動。以 107 學年度為例，

107.8.1~108.1.18總計有 4100人次教師，借用行動學習載具進行教學活動。

學校教師踴躍進行行動學習，導源於學校申請的「高中職行動學習計畫」。  

 (2)101年起申請教育部「高中職行動學習計畫」，各學科教師展現教學創意與

動能。從成立行動學習教師社群，建置校內無線網路及無線投影環境，邀

請專家教授指導，辦理行動學習研習為參與教師增能，資訊人員支援教師

進行課堂行動學習教學，先讓教師「放心」才能「放膽」玩創意。定期辦

理成果發表會，分享行動教學經驗，肯定參與教師的努力。行政團隊運用

有效策略，改變教師心智模式，從而解決教師教學現場的實際問題，讓願

意參與行動學習的每一位老師，勇敢踏出第一步! 

  (3)自 104 年起每年一次與法國「沃邦姊妹校」交流互訪是學生期待的國際交

流活動。「國際教育」亦為本校校務發展的主軸，參訪活動符合 108 課綱

「校本課程」的精神，行政團隊遂將國際交流活動與第二外語課程結合，

開設「前進歐洲」選修課程，供全校同學選修。為增加學生對參訪行程中

各景點的認識，授課教師於選修課程教學中，使用行動學習方式運用導覽 

     app ，提升學生參訪前的先備知能。  

  (4)104.1.13~1.15 校長與行政同仁自費至香港匯基書院(東九龍)等 4 校參訪，

了解學生自攜行動學習載具及行動裝置管理系統的可行做法。104年本校申

請「e化試辦計畫」，購置 300台平板電腦，並以「數位體驗專班」的方式

進行教學實驗，評估全面推動「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的可行性。

為解除家長疑慮，辦理「親師說明會」，由學生帶領家長實際體驗平板電

腦，理解平板電腦如何應用於學習。再依家長與學生填寫的「數位班意願

調查表」設立專班，所有數位體驗專班學生領用個人專屬平板電腦。同時

成立「數位班教師社群」為所有任教數位班教師，開設系列「資訊增能」

課程，鼓勵任課教師進行行動學習。訂立平板電腦使用規範，更以「MDM系

統」管理平板電腦，可隨時派送任課教師教學用 app 支援教學現場，創造

實施行動學習的友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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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親師說明會，學生帶領

家長體驗平板電腦 

106.10，柯市長參訪地理科

「行動學習」課程 

教師設計課程，可讓學生自

備行動載具 

 

三、創新做法 

(一)運用酷課雲平台，首創跨校選修課程共享師資    

    使用酷課雲的 OnO 平台，教師可即時回饋，學員間可在課堂進行中或課後

進行討論。教師可在線上進行實作或批改、回饋及評量工作，讓學生可以進行

反思與統整。 

    聯盟學校透過寒暑假、期初、期末多次工作會議，協調溝通實際運作會產

生的各種問題。解決如:7 所學校行事曆不同步、高中職大學的授課教師鐘點費

核銷等問題。除了為開課教師與聯盟學校的資訊人員辦理「酷課雲 OnO 平台實

務操作研習」；本校資訊組人員亦會在學期初，跨校選修課程正式上課前，集

合本學期選修跨校課程的同學，給予先備知能的訓練，期使順利進行課程。 

   「跨越時空的星鮮人」課程，有星座盤的操作；「創意插畫與版畫設計」課

程，有手繪實際操作；開課教師與其他同學雖不在教室內，透過螢幕依舊能師

生互動與提問回饋。「網路學校跨校選修課程」正是「數位創新，虛實整合」

的最佳例證! 

    106 學年以 3 所高中的合作為基礎；107 學年首次增加高職計有 7 所高中職

參加；108學年度將擴展更多高中職學校，加入跨校合作的行列。 

 

(二)整納社大資源，擴展多元選修課程的「深度學習 」 

    設於中崙校區的松山社大，蟬聯多次市府社大評鑑第一名。104.1在松山社

大首創開設「城市養蜂體驗」課程的蔡明憲老師，希望讓「城市養蜂」的概念，

從成人擴及國、高中學生。106年末，在蔡素貞校長以及孫明峯校長的支持下，

蔡明憲老師將養蜂的教學資源引入中崙高中，讓中崙高中成為全臺第一所擁有

巢箱的高中校園。在蜂箱進駐校園以前，社大團隊分別針對家長與教師召開數

場說明會，讓老師與家長們瞭解城市養蜂的意義與重要性，希望解除他們對於

校園安全的疑慮。 

   然而導師的質疑、學生的反應、家長則用 1999 表達他們的擔憂……這些都

讓行政團隊了解：恐懼來自於未知! 所以利用集會、會議各種場合加強校內溝

通；共備研習邀請蔡老師分享城市養蜂的理念；甚至透過「蜜蜂課程」與「小

木工製作課程」橫向串聯，讓更多的學生、老師認識蜜蜂，才讓反對的聲音平

息，親師生的態度由懷疑，觀望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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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造 e化校園，推展數位教學課程的「行動學習」 

1.資訊組積極辦理行動學習教師培力課程與教學分享。透過培力課程，教師不

僅增能也擴展視野；行動學習教學經驗的分享，讓教師了解行動載具與學科結

合的效益和具體做法。以此激發教師研發任教科目具可行性的行動學習模式與

進行「行動學習」的意願。 

2.資訊組爭取計畫購置資訊設備，提供教師實施多樣形式(電三 ipad 教室、一

般教室)的行動學習。系統師建置校園為無線網路的環境，增設如:apple TV 等

無線投影設備，提供教師更優化且方便使用的環境。 

3.利用線上報修系統處理維修問題；崙生物語平台提供活動比賽訊息、活動報

名、報到與紀錄反思等功能。透過行政 e化，營造 e化校園 。  

  

(四)實施全人教育，培養有品守法公民的「體驗學習」 

1.臺北市政府自 106 年開始推動「參與式預算」推廣教育。本校結合公民老師 

與教官課堂宣導，讓學生由親身參與的過程，培養法治觀念並建立公民意識。 

2.由高一新生組成的交通服務隊，希望學生不僅在服務的過程中獲得學習的效 

果，也能透過服務經驗的反省，培養對自我負責且具服務熱忱，願意善盡公民

責任的優質學生，真正體認「服務學習」的核心價值。 

3.「奧瑞岡新生盃辯論賽」是每一位中崙畢業生共同的回憶，公共電視台甚至

錄製學生決賽的過程，提供觀眾觀賞。全部比賽從規劃、報名、裁判邀請、賽

程安排到邀請演辯社優秀畢業學長姐親自進行示範辯論賽…等，均由辯論社學

生統籌辦理。我們希望藉由辯論比賽，培養中崙學生的法治素養、辨別是非的

思辨能力以及包容不同立場與意見的民主風度。 

 

   
校長與主任教官督導服務學

習狀況 

校園開放時機辦理服務學習 

交通服務隊 

已連續舉辦 17屆的奧瑞岡

新生盃辯論賽 

 

(五)打造樂活環境，建立具品牌意象的校園場域 

 1.規劃學校整修工程，納入空間活化思維。如：彈性改變採光罩工程工法，        

增加學生展演的空間；進行操場跑道整修工程，充分利用學校操場周圍畸零地，

規劃「法式滾球場」、「迷你高爾夫推桿場」等空間，創造中崙高中操場成為

多元、優質、舒適的健康運動環境。 

 2.校園工程整修時，將學校學習密碼「84101」或校名「中崙高中」適切呈現

於工程施做工項，對內拉近師生與學校品牌的關係，對外加強學校品牌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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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優質成果 
一、 目標達成 

結合學校特色—未來學校之 IT(資訊科技)能量，以「數位創新，共享共

好」、「體驗學習，共感共學」、「虛實整合，行動全球」為目標，期能培養領航

未來的人才，茲就目標達成依量化及質化分析如下表 2。 

 

表 2 中崙高中優質學校目標達成之量化與質化分析 

項度 量化成果 質化成果 

 

 

數位

創新 

共享

共好 

1.數位體驗專班：105學年度-107學年   

  度，3學年共 14班。 

2.行動學習計畫：105學年度-107學年  

  度，每學期平均產出 7件教案。   

3.數位閱讀(原文微積分)計畫：104學 

  年度-106學年度，每年於高三下學期  

  開課，共計開設 7班。  

4.跨校選修：106學年度-107 學年度，  

  發展至 107學年度下學期，高中 7 校  

  聯盟，共開設 10 門課程，建構跨校 

  選修之教學模式。  

1.透過申請研究計畫及成立實驗專班， 

  在真實情境中創造教與學的需求，透 

  過系統性的規劃以利策略行動具加乘 

  的效果。 

2.設計教學活動，參加行動研究競賽成 

  果優異。 

3.運用專家輔導機制，如原文微積分課 

  程，彰化師範大學合作提供校內優質 

  師資開設課程。 

4.建立中崙數位創新實驗領頭羊的地

位，建構全國跨校選修模式之先鋒。 

 

 

 

體驗

學習

共感

共學 

1.高一高二跨班選修課程：104學年度- 

  107 學年度，每學期約 30門課，積極  

  發展體驗實作課程。   

2.從創校開始，每年舉辦奧瑞岡辯論比 

  賽，已 17 年。 

3.106 學年度-107學年度，學生主動參 

  與式預算研習活動共 2次。    

4.106 學年度-107學年度，養蜂課程已 

  開課 3 個班。   

5.107 學年度跨班選修增加小木工製作 

  課程、開設 1 個班。 

6.107 學年度成立榮譽服務隊，運作一 

  個學期。 

1. 跨班選修課程設計實作、體驗或公民 

  參與課程，如小奈米綠中崙大世界、 

  崙動科學夢─機器人、生活實業家等 

  課程。 

2.本校為第一所將參與式預算帶入校園 

  之學校，並獲頒「台北市政府推動參 

  與式預算成效之高中」。 

3.學生體驗社會服務與社會關懷，頗受 

  校內師生及社區民眾肯定。 

4.匯聚社區大學資源，成就第一校園養  

  蜂場。 

 

 

 

 

虛實

整合 

行動

全球 

 

1.103 學年度成立國際教育實驗班，共

2 班，103~105 學年度共開發五套課

程。 

2.105 學年度-107學年度，國際教育實 

  驗班課程轉為高一高二跨班選修課程 

  跨班選修 

3.104 學年度-107學年度，與盧森堡沃 

  邦法國學校，中崙去訪 2次，沃邦法 

  國學校來訪 3 次 

4.102 學年度-107學年度，每年一次日 

  本教育旅行 

5.崙生物語平台紀錄學生 3年在校學習 

  歷程，可產生學習護照。 

6.高中部學生參加校外競賽得獎計 161 

  筆，摘錄優異表現，如表 3。 

1.跨領域結合八科老師共同研發培養國 

  際素養的「主題式教學課程」，獲多次  

  與多家媒體報導。 

2.學生參加競賽表現優異，競賽種類多 

元，如語文競賽、美國史丹佛大學

SPCS數學資優生選拔大賽、奧林匹克

競賽、美國數學 AMC測驗、閱讀心得

寫作比賽、小論文寫作比賽等 

3.累積國際交流的經驗，將交流活動前 

  後準備課程精緻化、常態化、系統 

  化，從 106學年度起，成為與國際交 

  流活動及第二外語課程結合的常設選 

  修課程，供全校同學參與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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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中崙高中高中部學生參加校外競賽得獎摘錄 

日期 得獎學生 獎項 

2014-04-28 許 o翔 2014美國史丹佛大學 SPCS數學資優生選拔大賽 數學優等獎 

2014-09-17 游 o鈞 臺北市 103學年度語文競賽 高中組南區 閩南語朗讀 第一名 

2014-09-17 葉 o宸 臺北市 103學年度語文競賽 高中組南區 客家語朗讀 第一名 

2014-09-18 古 o玉 臺北市 103學年度語文競賽 高中組南區 字音字形 第一名 

2014-10-27 葉 o宸 臺北市 103學年度語文競賽 中等比賽 客家語朗讀 第一名 

2014-11-28 徐 o豪 103度金融知識奧林匹克競賽 個人組 第一名 

2015-09-14 王 o瑋 103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低音管獨奏 高中職 B組 特優 

2015-11-25 徐 o豪 104年度金融知識線上競賽活動高中職組 第一名 

2016-01-11 廖 o薇 西塞羅盃高中學生英語辯論比賽 優良辯士 

2016-01-11 安 o潔 西塞羅盃高中學生英語辯論比賽 優良辯士 

2016-02-04 黃 o萱 104學年度生命萬花筒攝影比賽 優等 

2016-02-26 彭 o民等 6人 2016美國數學 AMC測驗成績優異,獲邀參加美國國際數學邀請

賽(AIME) 

2016-06-07 蔡 o恩 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 105年中小學作文賽高中職組甲等 

2017-02-23 陳 o宇等 6人 AMC10A成績表現優異 獲邀參加美國國際數學邀請賽 

2017-03-23 楊 o希 台北城東扶輪社 台語演講決賽 第一名 

2017-09-12 卓 o在 臺北市 106學年度國語文競賽 國語類 字音字形 第一名 

2017-09-24 楊 o希 臺北市 106學年度國語文競賽 本土語類-閩南語演說 第一名 

2017-09-24 邵 o-牧力 臺北市 106學年度國語文競賽 本土語類-閩南語演說 第一名 

2017-10-24 莊 o涵 106學年度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 高中職普通科組非美術班/漫

畫類 第一名 

2017-10-27 卓 o在 106學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 高中職個人組 B組非音樂班/

聲樂獨唱-男中低音-東區第一名 

2017-10-27 李 o 106學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 高中職個人組 B組非音樂班/

鋼琴獨奏-東區甲等 

2017-10-27 黃 o博  106學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 高中職個人組 B組非音樂班/

小提琴獨奏-東區甲等 

2017-11-26 楊 o希 全國國語文競賽 本土語言類 閩南語演說組 第一名 

2018/9/10 卓 o在 臺北市 107年度語文競賽(國語類) 字音字形 第一名   

2018/11/16 王 o瀚 107年度 金融知識奧林匹克競賽(全國高中職組) 優勝 

2018/11/26 志工服務傳愛

社教學服務隊 

臺北市 107年服務學習績優 高中職-學生團隊組 優等 

2018/12/11 李 o泰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優等 

2018/12/11 陳 o琳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優等 

2018/12/11 陳 o謙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優等 

2018/12/11 張 o瑀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優等 

2018/12/27 黃 o晴 107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特優 

2018/12/27 鄭 o均 107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 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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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37%

18%

3% 1%

2. 參與跨班選修課程，讓我收穫良多。

完全同意

大部分同意

部分同意

部分不同意

二、創新成果 
3.1展現豐碩的創新成果與整體績效 

（一）建立學習護照作為學校本位之方案績效檢核指標 

    崙生物語—數位學習歷程檔案平台產出「學習護照」，即學習歷程電子書。

學生藉由「學習護照」記錄學習行為的積累變化，加以檢核分析並進行反思回

饋，不僅加深加廣學習層面，更能提升學習成效。教師則可運用「學習護照」

檢視學生達標狀況，適時給予回饋。 

  
崙生物語—數位學習歷程檔案平台首頁 崙生物語平台產出「學習護照」 

                                                          

（二）建立自評與他評機制，評估創新與達成目標的情形 

1.崙生物語平台記錄選修課程之種類，可作為學生規畫個人學習地圖之依據。 

系統可分析跨班選修課程相對應的八大能力指標特色課程的類別、分析年級

平均學生特質，系統統計產生雷達圖，可作為教師輔導學生與適性發展及未

來開設課程的依據。 

2.每學期期末選修課程舉辦全年級「聯合成果發表會」，以此展現學習成果，也

藉他評方式檢視是否達成原訂課程目標。另外從選修課程滿意度調查的結果，

也可得知實施課程的績效。學生問卷統計結果摘錄，如下： 
 

 

 

 

 

 

 

 

 

跨班選修課程滿意度調查 

 

 

 

 

 

 

 

 
跨班選修課程滿意度調查 

3.針對數位體驗專班學生，於學期初、學期末進行「平板使用習慣問卷調查」。 

學期中進行「行動載具使用習慣期中調查問卷」、期末則有「繼續選擇數位體

驗專班意願調查」，以了解數位專班學生的學習狀況和感受。 

（三）藉由參與相關競賽或評選獲獎情形，展現個別與整體績效 

1.教學團隊參加競賽或評選，獲獎不斷。計有 104年教育部行動學習優良學

校； 

104學年度課程榮獲臺北市 ISA 國際學校獎認證、「為世界發聲—從領域整合

到 TED TALK」榮獲第 17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特優、105年教育部教

學卓越獎「銀質獎」、 而「童言童畫話世界」課程的學生作品獲得國立公共

資訊圖書館圓夢繪本典藏計畫青睞，數位上架，免費供全民閱覽。 

24%

28%36%

8% 4%

3. 參與跨班選修課程，讓我更認識自己的興

趣。

完全同意

大部分同意

部分同意

部分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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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個人參加競賽或評選，獲獎不斷，成果優異，列舉如表 4。   

表 4中崙高中教師獲獎獎項及獎次 
得獎教師 獎項 獎次 

陳明娟、陳雪芳老師 103學年度高中職行動學習推動計畫 傑出教師 

黎曉萱、張淑瑜、周懿謙 臺北市第 16 屆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專業創

新與行動研究行動研究獎 

優選 

張淑瑜、林詩怡、凌惠玲  

 

臺北市第 17 屆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專業創

新與行動研究行動研究獎 

特優 

黎曉萱、阮芃蓁、 

郭顯文、陳念芷、 

戴辛伊、劉欣宜 

特優 

林美國、林文健、 

詹偉德、陳思佑、 

潘保安、陳宏煒 

優選 

蔡志仁 106學年度臺北市 30位特殊優良教師 特殊優良教師 

孫明峯校長 106學年度臺北市 30位特殊優良教師 特殊優良教師 

高天威、吳婉嫕 106年度臺北市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

教材發展與推廣計畫 優良教材教案獲獎 

特優 

陳俐雲老師、呂偉慈老

師、李真毓老師、呂虹毅 

臺北市第 18 屆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專業創

新與行動研究徵件活動 

特優 

呂虹毅主任、鍾念祖老

師、蕭文俊老師、呂偉慈

老師、蕭杏芸 

臺北市第 18 屆高中組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

研究優勝作品 

優選 

吳宜蓉 臺北市 107學年度特殊優良教師 特殊優良教師 

林淑芬老師、陳佳琪 臺北市第 19 屆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專業創

新及行動研究徵件 

優選 

3.高中職行動學習計畫，在指導教授王曉璿教授指導之下有：吳婉嫕、郭顯

文、高天威之行動學習課程(論文名: An Action Research on the Tablets 

Assist the Learning Efficiency)；郭薇薇、龔俊林、楊士弘之行動學習課

程(論文名: 行動載具輔助高中作文評析課程的成效)入選 2015 GCCCE 論文收

錄；牛珮安師及陳明娟師則入選 2016 GCCCE論文收錄。 

 

3.2 打造優質的學校品牌與典範價值 

（一）進行親師生對創新方案的滿意度調查。 

 1.國際教育班學生於 106 年度畢業，升學表現也因跨域課程帶來的視野，而

有突出的成績，台大與政大的錄取率皆為 11%，而國立大學錄取率高 74%，

高於中崙高中歷年來 55%左右的錄取率。 

 2.數位體驗專班，高一升高二學生有意願繼續申請數位體驗專班的平均值達 

   79.9%。    

 3.本校每一學期均請高一各班同學進行「跨班選修課程學生學習回饋單」之填 

   寫。如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回饋單部分結果如下： 

 

1. 參與跨班選修課程，讓我收穫 

良多。 

完全同意 150 41.10% 

大部分同意 135 36.99% 

部分同意 65 17.81% 

部分不同意 11 3.01% 

完全不同意 4 1.10% 

5.我覺得跨班選修課程的老師都非常用心

講解與指導。 

完全同意 253 69.32% 

大部分同意 76 20.82% 

部分同意 33 9.04% 

部分不同意 1 0.27% 

完全不同意 2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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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善用媒體行銷，建立識別標誌，形成學校特色與品牌 

    本校在各項創新實驗有豐碩的成果，除了受到校內親師生的高度認同外，

也受到社會各界的肯定，形成學校特色與品牌，如從創校辦理的奧瑞岡新生盃

辯論賽，已成為中崙高中傳統的活動，每位新生都需經歷辯論賽的洗禮，經聯

合報於 104年 11月 12 日報導，從 104年度到 107年度共接受 28次媒體採訪，

列舉部分如表 5。 

表 5 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媒體採訪一覽表 
標題 媒體 時間 

〈台北都會〉一生一平板教學 校長：不怕生「抓怪」 自由時報 2016.08.28 

尋找興趣、志向 生涯檔案記錄學習歷程 TVBS 2016.10.21 

107學年學測國文變革 要考兩篇作文 公視 2016.10.26 

北市推完全免試入學 可釋約 2000名額 自由時報 2016.11.09 

「在臺北酷課雲看見川普」 從美國大選學知識 自由時報 2016.11.10 

在台北酷客雲看見川普 3分鐘理解美國總統制 中國時報 2016.11.10 

中崙互動地圖，引起學習興趣 親子天下 2016.12.28 

中崙小作家創作繪本 納入國資圖典藏   中國時報 2017.01.06 

圓夢繪本 融合創客精神 人間福報 2017.02.02 

小難民伏屍 震撼高中生製繪本 人間福報 2017.02.02 

幫學生開眼國際  中崙高中結合 8科目設計選修課 聯合報 2017.02.21 

打破非洲想像  建立人道精神 聯合報 2017.02.21 

參與式預算    松山區首場 3 案入圍 聯合報 2017.03.05 

你喜歡學校的營養午餐嗎 公共電視 2017.03.22 

北市網路學校開學！3高中 9 月開放跨校選修 中國時報 2017.08.09 

MPC數、物、化 高中新生免緊張－臺北酷課雲網路直播讓高

一新鮮人戰勝第一次段考！ 

台北市教育局

新聞稿 

2017.10.04 

黑豹旗 中崙高中贏得隊史首勝 緯來體育台 2017.10.24 

在城市養蜂裡探索未知的使者，蔡明憲推首個中學養蜂課程 上下游新聞市

集 

2018.01.15 

全台首創校園蜂箱給高中生的蜜蜂課 台灣動物新聞

網 

2018.05.02 

身患多重障礙 他最想讀社會系 中國時報 2018.01.29 

自己制服自己設計 中崙女孩秀 BLACKPINK 舞   蘋果日報 2018.03.04 

酷課網路學校在中崙 TVBS 2018.04.03 

 

（三）建立口碑並塑造學校成為創新實驗的典範或標竿 

1.本校學生自發性參加參與式預算研習活動已 2 年，中崙高中推動法治觀念及

公民意識深獲肯定，107年更是唯一榮獲臺北市政府推動參與式預算具有成效

之高中，獲柯市長親自頒發感謝狀。 

2.建立學校服務學習團隊，藉由平時交通服務工作，並以服務學習模式促進學

生公民服務責任養成，成果展現松山區公所網頁。 

 

   
松山社大蔡校長說明同學成果 柯市長親自頒發感謝狀 服務學習成果展現於區公所網

頁 

http://www.zlsh.tp.edu.tw/files/14-1000-13017,r73-1.php
http://www.tanews.org.tw/info/14706
http://www.zlsh.tp.edu.tw/files/14-1000-17607,r73-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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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園空間活化再生，形成學校特色品牌   

1.工程整修結合校園品牌識別，校門立面於外牆整修，加入校名-中崙高中；校

門地坪於整修，加入學校學習密碼84101；電梯整修地坪時，加入本校英文校

名的縮寫。 

2.施做 B1採光罩漏水整修時，以水泥灌漿屋頂取代原有採光罩，漏水問題一勞

永逸，而且增加了學生活動及文創空間。 

 
  

電梯門口，加入本校英語校名

縮寫（ZLSH） 

原有閒置之危險角落 轉化為學生活動及文創空間 

 

三、創新分享 

4.1 創造具突破性的變革與可複製的模式 

(一)鼓勵成員吸收新知、掌握時代脈動，擴大團隊創新突破的動能 

1.行政團隊強力鼓勵教師成立或參與教師專業社群，104-106 學年度，共成立

25 個社群，其中除了學科專業的教師專業社群外，以配合本校以國際教育及

資訊融入教育特色的教師專業社群，如「臺北曼哈頓」、「崙道組織課程」以

及「中崙數位班共備社群」。  

2.鼓勵支持教師參與學科輔導團團員，吸收專業新知，以激發校內團隊動能。

如孫明峯校長擔任國中科技榮譽輔導員、郭薇薇秘書任國中圖書館教育專任

輔導員、呂虹毅主任為國中數學專任輔導員、吳宜蓉老師是人權教育專任輔

導員。 

 

(二)引進專家諮詢輔導，引領團隊創新突破 

1.「數位輔助學科閱讀計畫」邀請麥毅廷教授、廖長彥教授，採用實地或視訊

方式進行諮詢輔導。 

2.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王曉璿教授，擔任行動學習計畫輔導教授。 

3.戴旭彰校長擔任新課綱課程發展諮詢委員。 

4.「國際教育實驗班」工作坊及課程規劃指導專家有劉美惠教授、陳純音教

授、戴旭彰校長、洪雯柔教授、宋修德教授。 

 

 (三)透過標竿參訪，發揮優質創新實驗經驗的互相觀摩學習與交流 

1.104 年 6 月 22 日至 6 月 26 日，「國際教育實驗班」教師團隊上海教育交流參

訪，並赴上海東華大學、第四中學、南洋中學、中國中學等學校進行深度參

訪交流。 

2.105年 11月 29日，團隊赴雲林維多利亞中學參訪交流，了解雙語授課與國際

教育推展方式。 

3.106 年 5 月 11 日，新店康橋雙語中學參訪交流，了解課程與新課綱之結合、

雙語授課方式並參與入班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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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共組合作的夥伴學校並擴散創新實驗的經驗與成果 

（一）邀集友校組成創新實驗的夥伴學校，進行跨校性的創新實驗合作。 

1.106學年度，中崙高中、南湖高中及和平高中組成夥伴學校，學生跨校選修，

由三校與臺北市立大學、世新大學共同開設課程。 

2.迄今已有高中 7 校聯盟合作，包括中崙高中、南湖高中、和平高中、永春高

中、大安高工、西松高中以及成功高中，並與臺北市立大學、世新大學及彰

化師範大學，進行跨校性合作，共開設 10 門課程，跨校課程豐富多元。如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跨校選修課程名稱與開課學校師資，見表 6。  

 

表 6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跨校選修課程 

課程名稱 開課教師 
解題萬花筒–國際數學解題 中崙高中 陳明娟、林麗娟 

大城小事–城市文學與文化 中崙高中 張淑瑜、牛珮安 

跨越時空的星鮮人 中崙高中 林詩怡、南湖高中 吳昌任 

APP Inventor 2–手機程式設計 和平高中 邵森蘭 

動畫設計與邏輯思考 永春高中 曾慶良 

超級全能 VR 改造王–Cospaces 製作 永春高中 張齡云 

創意插畫與版畫設計 大安高工 徐萱 

Java 語言基本概念與程式設計實作 臺北市立大學 賴阿福 

文法的跳躍音符與樂章 世新大學 王毓芝 

Python 程式設計入門 彰化師範大學 陳仁德 

 

（二）辦理創新成果發表與分享會，分享並擴散創新實驗的成果與價值 

1.辦理創新成果發表會、分享會、專題演講或參與專題論壇進行交流分享。如:

每學期期末辦理校內「行動學習成發」、107.12.26「智慧校園經驗分享」、

107.10.26 辦理北市教師研習，講題：「法國教育中的外語教學體系暨法國的

史地教育」等。「國際教育實驗班」計畫，從 104 學年度開始，社群團隊分享 

VOICE 1 及 VOICE 2 課程成果，至今已分享 14場次。 

2.彙整行動學習成果，編輯《中崙學報》，分享並擴散創新實驗的成果與價值。 

3.國際交流方面與盧森堡沃邦法國學校締結姊妹校，自 104 學年度至今已建立

互訪的模式，學生於出訪盧森堡後，在週會時間與全校分享，並在圖書館舉

辦盧森堡交流作業展。 

4. 107.12.26 廣西壯族自治區教育人員參訪團交流，教師行動學習成果分享，

國中部陳俐雲老師分享「限時拆彈—行動學習融入數學科教學」，高中部張淑

瑜老師報告「i地理，愛地理-行動學習融入地理教學」，孫明峯校長則以「智

慧教學創新實驗—酷課學園網路學校」為主題作為交流之議題。 

      

              
週會與全校分享--盧森堡 VS.

台灣學生的日常生活 

中崙學報分享並擴散創新

實驗的成果 

廣西壯族自治區教育人員參

訪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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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創新特色 

（一）數位創新，共享共好，跨校選課先鋒 

    中崙高中自 101 年起加入行動學習的行列，已累積了許多教學經驗及成果，

e化學習計畫促使邁向雲端科技的行動學習模式，透過行政統整思維，發展行動

學習於教學、建立以學生學習為核心的創新教學模式，結合知識管理創建對話、

分享平台，提升整體效能與品質。 

    108課綱強調適性學習，但各校因應學生需求大多缺乏足夠的師資，透過跨

校選修課程可以結合各校優秀的師資，開設具有特色的課程，提供學生適性學

習。運用酷課雲平台，進行校際合作，集中各校的學生一起線上學習，老師學

生不用趴趴走，同一個課程有各校學生一起學習，有時線上即時問答或者分組

討論，也能有校際間良性競爭的效益！ 

    這種不受地點、師資限制甚至可以結合實作形式的跨校選修模式，同時也

能避免教師必須講授多種課程造成沉重負擔的狀況發生。中崙身為「科技、人

文、創新的未來學校」，開創數位創新實驗的嶄新模式。 

  
 

跨校選修課程，不同學校的學

生透過線上直播進行學習 

跨校選修結合實作─跨越時

空的星鮮人，學生結合 VR實

境 

跨校選修─創意插畫與版畫

設計，線上課程結合實作 

 

（二）體驗深化，共感共學，第一校園養蜂場 

     蜜蜂在身邊飛舞是多麼令人膽戰心驚！高中校園從未出現蜂箱養蜂的事。

然而結合松山社區大學的資源挹注，竟然在本校頂樓建置全臺北市第一個校園

屋頂養蜂場。 

    屋頂養蜂的初期，遭遇到許多校內師生的反對，如擔心蜜蜂飛進教室影響

學生上課的情緒和專注，以及蜜蜂對學生的攻擊，家長擔心孩子的安全、社區

居民的疑惑，來自四面八方的反對聲音排山倒海而來。蔡明憲老師對於養蜂的

專業以及熱情在中崙高中是無人能及，他在任何時間、地點、利用各種方法竭

盡所能地的展示和說明，透過不斷的溝通，最後蜜蜂生態體驗課程終於受到認

同與肯定，而學校頂樓養蜂才漸漸被中崙的師生與家長認同並引以為傲。 

    養蜂課程延伸發展出一系列相關的主題課程，黃俊修老師開設「小木工製

作課程」中製作蜂箱，陳愛鷹老師「蜜蜂生態與蜂產品的研發創新」課程，而

本校的「料理科學實驗室」師生也與養蜂課程進行交流。 

    與松山社區大學合作的幾門課程，除了可以彼此串接以外，也促使本校教

師從反對校園養蜂，到將養蜂相關的主題融入到自身設計的課程，甚至帶領學

生參與蔡明憲老師的養蜂課程。 

    此種匯聚社大資源的模式，促使學生的學習更多元，也擴展了教師原來學

科專業的廣度與深度，並使遭遇重重困難的校園養蜂得以突破困境。108課綱強

調學習要在「生活情境」中，中崙養蜂場提供生活情境，教師經由此發展出主

題多元且與生活結合的課程，體驗得以深化，共感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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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首創校園養蜂課程 本校的「料理科學實驗室」師

生與養蜂課程進行交流 

小木工課程的學生製作蜂

箱以供《松崙蜜蜂工坊》

養蜂 

 

 (三) 學校社區，共榮共生，自信崙生全球關懷 

「國際教育班」-「崙道組織 VOICE 發聲計畫 4」的「童言童畫話世界」單

元課程，結合社會、國文、美術三科教師，設計跨域整合主題式課程。課程以

「全球議題」為主題，引導學生創作繪本，共產出 14 本作品，並獲國立公共資

訊圖書館「圓夢繪本計畫」典藏，數位上架後廣泛被國小老師與學生點閱瀏覽。

這是崙生用文字與圖像踏出關懷全球議題行動的第一步! 

因應臺北市政府推動「參與式預算」推廣教育，中崙學生利用假日自發性

積極參與，透過小組討論分組報告，提出對生活環境改善的方案，這是臺北市

松山區年輕學子參與公共事務的首例。本校更榮獲 107 年臺北市政府推動參與

式預算卓有成效的唯一高中，這是崙生用言語和聲音關心社區的另一步! 

    本校交通服務隊改採「推薦」方式報名後，展現更高標準的自律、服務熱

忱與榮譽感。交通隊員在平日執勤的過程中，發現校門口前八德路上的行人號

誌燈，秒數與燈號顏色不一致，可能造成人車衝撞的狀況，將此狀況向里長與

交通局反應，請求協助改善。這一次，崙生用實際的行動關心周遭的環境!      

    教育創新通常源於好奇，敏於察覺問題，成於創意思考與行動實驗，終於

改善現狀，目的在追求進步與創新擴散。本創新實驗計畫的目標，設定為： 

「數位創新，共享共好；體驗學習，共感共學；虛實整合，行動全球」 

 以上具體目標可簡化為：   

 

 C*O*D*E =  84101    

 

我們期許依虛實整合（Clicks-and-mortar）、行動全球（Operation 

worldwide）、數位創新（Digital innovation）、體驗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此 4個創新實驗的目標，在創新思維、創新策略、創新成果、創

新分享四大向度，能編碼（coding）建構更優質創新的「未來學校」。中崙師

生將以「立足中崙，放眼未來」的態度，攜手同心在教育創新的過程中，運用

中崙專屬的創新密碼 ，培育出領航未來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