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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迎向新世紀教育改革的浪潮，以及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啟

發生命潛能」、「陶養生活知能」、「促進生涯發展」、「涵育公民責任」總體課程

目標，協助學生學習與發展。本校秉持「健康」、「多元」、「樂群」、「創新」四

大核心價值，以學生為主體，掌握每個孩子的「個別差異」，提供適性學習，發

展本校學生學習優質方案，達成「全人教育」的教育目標，創造孩子無限的可

能。方案具體目標如下： 

(一)目標一：營造尊重關懷環境，提供個別適性的學習機會 

(二)目標二：整合系統學習平臺，激發活潑多元的學習歷程 

(三)目標三：規劃豐富體驗課程，培養共榮共好的學習態度 

(四)目標四：落實全人教育發展，展現優質創新的學習成效 

 

    為達成上述四個具體目標，分別擬訂各項執行策略，在行政、教師、家長

與學生的共同努力下，整合校內外教育資源，提升教師教學品質，獲得卓著的

績效。為達成學校的教育目標，本校在「學生學習」向度上有其創新、獨特之

處：一、突破既有體制侷限，創發學生學習的加乘效益；二、規劃主題跨域學

習，展現素養導向的學習價值；三、構築樂學共好氛圍，形塑創意創新的特色

品牌。構築溪口「幸福的金色童年-學習好“溪”歷」方案，期能帶領溪口學子

邁向卓越優質的學生學習。 

關鍵詞：多元學習、戶外教育、跨域連結、有意義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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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本現況 

    本校創立於民國 73年，學校位於景美溪與新店溪的交會口，因此取名為

「溪口國小」，創校以來在歷任校長和親師生的努力下，校務蓬勃發展聲名遠

播。近年來更積極推動十二年國教、資訊科技教育、國際教育、閱讀教育、藝

文教育、品德教育、防災教育……等發展學校特色，學校無論在行政團隊、教

師團隊或學生學習，都展現了卓越的辦學成果，深獲家長與社區的好評，是一

所溫馨和諧，充滿愛與活力的優質學園。 

一、 學校簡史 

    學校簡史共可分為 4期，說明如下： 

(一)初創建校期(73-82年)：  

    民國 71年 8月 1 日奉令成立籌備處，首任校長廖文隆，開始為期 2 年的艱

辛創校工作，校舍於 73年 8月竣工，校地總面積 11,262平方公尺。79 年 3月

因行政區調整，更名為「臺北市文山區溪口國民小學」，79年 8月羅華木校長

接掌第 2任校長。 

(二)奠基茁壯期(83-94年)： 

    民國 83年 8月校長黃明珠接掌第 3任校長，在校長卓越領導和全體員工辛

勤耕耘下學校榮獲 92 年度「教學創新領導獎」及 92、93年度教育部「九年一

貫標竿一百課程推手」、教育部資訊典範學校、閱讀推廣有功學校。 

(三)厚實精進期(95-104年)： 

    民國 95年連世傑校長接任本校第 4任校長，101年李貴貞校長接任第 5任

校長。學校以「山海溪口」為願景，98年度榮獲教育 111 標竿學校、96 及 98

學年度榮獲體育衛生及環境教育評鑑特優、生命教育評鑑績優、社教有功團

體、交通安全評鑑績優；同時積極參與優質學校評選，連續榮獲—學生學習、

校園營造、行政管理三項優質學校。 

(四)優質卓越期(105-迄今)： 

    民國 105年劉碧賢校長接任本校第 6任校長，為迎向 108新課綱，學校積

極申辦各項教學精進專案，與十二年國教先鋒學校計畫精進教學品質，提供孩

子多元展能的學習舞臺，並以「讓孩子成為溪仔口行動家」為課程目標，實踐

素養學習內涵。榮獲教育部國教署特色學校計畫特優及特色學校優等獎；積極

營造安全、友善校園連續四學期榮獲臺北市教育局友善校園績優學校，及臺北

市防災進階校園……等殊榮。 

二、 社區環境 

(一)地理環境： 

    學校位於人文薈萃的景美社區，交通便捷由環河快速道路南行可達新店，

北向可達萬華、士林、北投；捷運松山線四通八達，對外交通便利能廣納其他

地區文化特色。 

(二)教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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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週邊文教機構林立，擁有豐富的人文與自然生態:臺灣大學、師大分

部、世新大學、自來水博物館、市立圖書館景美分館、文山劇場、景美商圈、

景美河濱公園、仙跡岩、集應廟、清水祖師巖廟、高積淵宗祠、高佛成宗祠…

環繞四周，無論自然生態、文史古蹟或機關學校，各種資源均取得容易，成為

溪口學子延伸學習的最佳去處，並將其納入學校特色課程。 

(三)家長背景： 

    家長平均學歷高，多數為公教人員，社經背景普遍高，十分關注校務與子

女教育發展，能積極參加教育活動並樂於提供資源，家長會組織健全，愛心志

工陣容堅強。 

(四)社區發展： 

    學校位於充滿文文關懷、溫馨友善的景慶、景美里社區，社區內居民以公

教及受薪家庭居多，家長重視孩子教育，社區學校相處融洽，能共享資源相互

支持，共存共榮，友善社區蓬勃發展。 

三、 學校規模 

(一)班級數：普通班有 25班，身心障礙資源班 1班，共 26班；幼兒園混

齡班 4班、兩歲專班 1班，共 5班。全校合計 31班。 

(二)學生人數：小學部男生 334人、女生 343人、幼兒園 135人，總計

812人。 

(三)教師編制：教師 62人、職工友 18人，全校教職員工共計 82人。 

(四)校地面積：校地總面積 11,262平方公尺，平均每生使用校地面積

13.87平方公尺。 

(五)教學空間：普通教室 25間、專科教室 10間、幼兒園教室 5間、圖書

室 1間、電腦教室 2間、主控機房 1間、視聽教室 1間、行政辦公室

6間、校史會議室 1間、健康中心 1間、鄉土教室 1間、方陣教室 1

間、舞蹈教室 1間、多功能教室 3間、諮商室 1間、團體輔導室 1

間；操場、游泳池、桌球室各一座、籃球場 2座。 

貳、 優質目標 

一、 背景分析 

    為迎向新世紀教育改革的浪潮，以及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啟

發生命潛能」、「陶養生活知能」、「促進生涯發展」、「涵育公民責任」總體課程

目標，協助學生學習與發展。本校秉持「健康」、「多元」、「樂群」、「創新」四

大核心價值，以學生為主體，掌握每個孩子的「個別差異」，提供適性學習，發

展本校學生學習優質方案，達成「全人教育」的教育目標，創造孩子無限的可

能。 

    茲將本校學生學習現況以 SWOT 分析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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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因素 

 

 

 

 

 

 

內在因素 

機會（O） 威脅（T） 

家長普遍對學童學習成長有

高度正向期望，有利於學校

推動各項教育措施。 

附近人文與自然鄉土教材豐

沛，有利探索活動之進行。 

與鄰近高(國)中職、大學建

立合作關係。 

多越區就讀學生，在地意識較

缺乏。 

單親家庭增加，家庭教養功能

不足，親師合作困難。 

優勢（S） Go（SO）—增長策略 Hold（ST）—多元策略 

來自高社經背景與

關心教育之家庭者

居多，學童之文化

刺激多、自我期望

與學習動機強。 

行政人員以服務教

學為導向，具團隊

效能。 

配合校園特色及社區特性，

發展領域校本課程。 

營造精進學習氛圍，推動教

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提升

教師專業知能。 

積極增取各項經費，改善學

生學習空間及教學設備，營造

優質的學生學習環境和友善的

校園空間。 

透過親師合作，規劃及落實

家庭教育、生命教育與品格教

育課程。 

劣勢（W） Improve（WO）—扭轉策略 Retench（WT）—防禦策略 

少數家庭功能失

常，造成學生學習

情況低落。 

部份班級高關懷學

生人數多，行政、教

師負擔沉重。 

教師進行共同備課、議課和

觀課，增進教師課程設計能

力與教學效能，並提升學生

學習品質。 

落實三級輔導，關照學生學

習適應生活。 

配合各項節慶活動，研擬主

題活動課程，溫馨活絡校園

氛圍與認同感。 

落實補救教學等學習扶助計

畫，協助低成就學生建立學

習自信。 

  透過 SWOT分析，學校掌握了優質硬體、社區資源、效能行政、專業教師以及

豐沛家長資源之相關學生學習優勢，希望能扭轉劣勢、創新突破，打開原有框

架，為本校學生學習注入源源不斷的學習動能，落實學生學習優質效益。 

二、 具體目標 

    學校教育最大的目的在創造學生學習的價值，本校透過學生學習相關背景 

SWOT分析，掌握「學習機會」、「學習歷程」、「學習態度」、「學習方法」四大面

向，發展學生學習方案架構(如圖 2.1)，並以尊重個體完整的人格，注重適性

發展，協助學生了解自我，提供學生充分探究身心潛能的機會；並透過充實教

師專業知能，激發創新教學活力；結合社區資源，營造人文關懷永續成長的校

園之具體行動，來達成學生學習的總體目標，帶領學生邁向多元精進的學習目

標。 

    本方案之具體目標如下： 

(一)目標一：營造尊重關懷環境，提供個別適性的學習機會 

(二)目標二：整合系統學習平臺，激發活潑多元的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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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標三：規劃豐富體驗課程，培養共榮共好的學習態度 

(四)目標四：落實全人教育發展，展現優質創新的學習成效 

 
2.1本校學生學習方案架構圖 

參、 具體作法 

一、 實施內容 

(一)目標一：營造尊重關懷環境，提供個別適性的學習機會 

指標 1.1尊重學生的主體性並保障學生學習權 

標準 1.1.1 尊重學生的主體，提供學生主動探究與創造的學習機會。 

實施策略與做法 實施成效 

1. 專注學習本位，聚焦學

生學習成效 

(1) 學校總體課程之教學目

標聚焦於學生有效學

習，並依學生需求彈性

擬定合宜之教學目標與

多元評量。 

(2) 建立學習回饋機制，以

適時調整教學內容與評

量方式。 

2. 規劃自主探究，發展多

元智能學習 

(1) 改善教師心智模式，並

培養學生主動探索的策

略。 

(1)以「溪仔口悠遊卡(X-PASS)—小腳讀梘梶

˙大眼品山海」為主題之總體課程計劃，

其課程發展與各領域教學計畫、教學活

動，聚焦有效學習，並依學生需求彈性擬

定合宜之教學目標與多元評量。 

(2)規劃多元評量方式，辦理注音符號與數學

多元評量、運算思維跨班學習、英語主題

闖關評量，在體驗、動手做中了解學習成

效，並給予質與量的評量回饋。 

(3)重視評量後補救教學策略分析，適時調整

教學內容，回應學生需求。 

(4)以學生為主體之 SWOT分析 及教師多元評

量評估，因學生文化刺激多、自我期望與

學習動機強，課程設計以多元活動及自主

學習為重點，強化合作機會，提供問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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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養自主學習，發展多

元智能，培養探究精

神。 

(3) 辦理體驗活動，擴展學

習視野。 

決、自主探究的平臺。 

(5)辦理校內各項活動，培養自主學習，發展

多元智能。例如：寒暑假自主學習發表、

卓越藝術、卓越科學、科學社團、多語文

競賽、小小說書人、英語主題學習、體育

競賽等，提供適性機會激發學習動力，讓

溪口每個孩子都是明星。 

(6)除校外教學活動規劃外，一至六年級結合

XiKou Time課程規劃，拉大學習空間，從

校園、社區至跨區，規劃課程活動，重視

體驗學習成效。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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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實施策略與做法 實施成效 

1. 尊重個別差異，提供適

性發展機會 

(1) 發展學校特色團隊，鼓

勵學生參加學習競賽活

動。 

(2) 規劃多元化學習活動，

豐富學生學習內涵。 

2. 善用評量系統，掌握學

習弱勢學生 

(1) 透過質性與量化紀錄，

確保每一位學生學習成

功。 

(2) 善用大型評量系統或測

驗，關注弱勢學生並給

予協助。 

(1)成立學校特色團隊，如田徑、籃球、合

唱、直笛、游泳等。鼓勵學生參加多語文

競賽、美創展、美術比賽、中小學科學展

覽會、分區運動會等，追求卓越，展現專

長。 

(2)辦理多元多樣化學習活動，如溪口小鐵人、

樂樂棒球、班際籃球及水上運動會、語文、

藝文、體育、音樂會、畢業美展、體表會

等，展現學生學習成果，建立自信。 

(3)利用教育部科技化評量系統與臺北市學力

檢測資料，確切的掌握學習弱勢學生。目

前弱勢學生為 28名，已建立名冊並予以學

習上的協助，補救教學 107年 3 科進步

率為 95%。 

(4)提供個別學習機會，減少學習落差，提供

清寒、原住民、新住民、隔代、單親、寄

養、身心障礙……等學生給予攜手激勵

班、課後社團及課後照顧班的協助。 

(5)著重差異化教學協助適性學習。特教班引

進資源，如：園藝治療、獨輪車體驗，提

供體驗學習，建立自信。 

指標 1.2整合多元的學習資源並增加學習機會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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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策略與做法 實施成效 

1. 建構特色課程，連結多 (1) 以「溪仔口行動家」為課程目標，鼓勵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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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學習系統 

(1)發展多元團隊，培養興趣

專長展能，提供多元展演

平臺。 

(2)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藝文活

動，引導其運用生活經驗

發展創作靈感，並辦理藝

文活動，涵養生活美學素

養。 

2. 建置教學情境，營造適

切學習環境 

(1)爭取教育局經費，豐富校

園各學習角落、空間之建

置。 

(2)設立各科專科教室，配合

教師教學需求及活動設

計，增設教學資訊設備及

媒材，使教學更多樣化，

學生學習更具效能。 

生參與校隊、社團、假日親子學習營等活

動，提供學生適性發展之機會。 

(2) 結合節慶(教師節、歲末祝福、兒童節、

母親節……等)辦理學習成果展，提供學

生展現才華的舞臺，並積極鼓勵對外參

賽，挑戰自我。 

(3) 於溪口情廊、樓梯間、穿堂規劃學生靜態

學習成果展現空間，定期更新學生作品，

觀摩學習、涵養美學素養。 

(4) 營造優質學習空間，例如：溪口光廊學習

互動區、溪口情廊藝文作品展示、品德教

育情境佈置、溪仔口捷運站、國際教育

牆、多元文化窗簾、防災走廊、多樣性植

物花臺、小田園菜圃..等，校園教材化引

發學生自主學習動機，校園中處處可學

習。 

(5) 應用資訊科技輔具，發展智慧學習:班班

有單槍，普設電子白板、實物 投影機，

建置各項學習站，推動行動載具應用於各

領域學習等。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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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策略與做法 實施成效 

1. 整合各類資源，增進社

區共同參與 

(1)結合教育政策，爭取專案

發展課程，親師生共同參

與。 

(2)善用社會資源，向外引進

家長會、鄰近大學、臺北

市教育局輔導團、國際交

流參訪團、市立圖書館、

美術館、動物園、愛的書

庫、老人院…等資源，擴

展學生學習機會。 

2. 爭取社會資源，豐富學

生學習機會 

(1)依學習需求，招募家長志

工，協助各項學習活動 

(1) 爭取外部各項課程專案，挹注課程發展，

例如：「先鋒學校計畫」、「英語融入各領

域教學計畫」、「精進課程及教學資訊專案

計畫」、教育部「特色學校課程計畫」、

「防災安全校園建置進階學校」；臺北市

「科學行星學校計畫」、「卓越藝術各項子

計畫」、以上專案之申請，為課程運作挹

注經費 240萬元。 

(2) 與社會團體合作，進行體驗探索教學。如

消防局協辦消防防災日、監理所協辦自行

車體驗；結合校外資源 (例如：北美館、

動物園、英語情境中心…等)辦理校外教

學提升孩子學習樂趣。 

(3) 成立家長會、家長志工團隊(導護志工、

學輔志工、圖書志工、生命志工、校園綠

美化志工等)，人數多達 150人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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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學習落後者進行補救教

學，導入家長學輔志工、

鄰近大學學生社會服務等

學習資源。 

提供親師生良好的協助。 

(4) 辦理課後照顧班、攜手激勵班，招募學輔

志工、引進國北教大及師大學生進行學習

輔導；各類獎助學金；開辦特殊生獨輪車

社團、園藝治療、藝術治療。 

(5) 辦理跨國交流學習，例如：香港青松小學

科技交流、香港兆霖小學閱讀交流、香港

三校資優生聯訪科技交流、中國南寧藝術

文化交流等。 

(二)目標二：整合系統學習平臺，激發活潑多元的學習歷程 

指標 2.1重視學習的個別化與差異化 

標準 2.1.1 學校能發展符應學生學習個別化及差異化的課程。 

實施策略與做法 實施成效 

1. 滿足差異需求，設計多

元適性課程 

(1) 領域教師依據學生學習

需求，評選適合之教科

書，提交課程發展委員

會討論核定。 

(2) 透過教師共同備課、學

年會議、領域會議與課

發會，檢討課程內容與

實施成效。 

(3) 活化教學方法，幫助學

生沉浸學習 

2. 尊重賞識差異，提供探

索學習管道。 

(1) 重視學生學習主體，提

供探索及嘗試學習的多

元管道。 

(2) 藉由課程及宣導活動，

引導學生相互尊重、接

納差異，落實友善校

園、特教與生命教育宣

導。 

(1) 符應學生學習需求評選教科書，教師含家

長委員 93人(家長代表 16人)經討論決

議 提交課發會討論後定案。 

(2) 每學年召開 3次課發會、12次學年會

議，80專業社群會議，教師專業對話，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3) 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方案導入，活用分

組合作、個別化、 實做、思考啟發、情

意陶冶等多元教學，引導學生樂在學習。 

(4) 辦理體育表演會、社團成果發表會、閱讀

楷模甄選、游泳能力檢測等，鼓勵學生參

與活動的自主性，落實一校一特色、一生

一專長、一個都不少的理念，提供適合的

學習機會，帶好每位學生。 

(5) 善用各類教學法、媒材、多元評量等方

式，提供個別化需求，以提升學生學習動

機。  

(6) 規劃符合特殊生個別需求課程，特教團隊

與導師共同合作，定期舉辦 IEP 及個案

輔導會議，與家長合作尋求學習最佳效

益。 

(7) 邀請校外講師與學生分享法治教育、生命

教育、安全教育、環境教育…等。藉由解

說、表演及分享，引導學生理解並落實友

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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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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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策略與做法 實施成效 

1. 發展教師專業社群，推

展創新教學 

(1) 積極經營正向優質的師

生關係，鼓勵教師參與

分組合作學習並實際應

用。 

(2) 運用多元方式，引導學

生學習。 

2. 因應個別差異，穩健扎

根補救教學 

(1) 依循各項檢測數據，改

善輔導教學迷思。 

(2) 擴大教學輔導管道，滿

足學生各殊需求。 

(1) 教師積極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參與率

均達 100％。教師並爭取各種認證，展現

專業知能。 

(2) 視教學需求，以小組合作或動手做方式進

讓學生進行學習，例如：數學分組討論解

提、自然操作實驗、分組競賽、社會議題

探究。 

(3) 創新教學設計，引進科技自造、卓越藝術

專案，發展創客課程，創作作品。如：防

災小物、校際交流禮物，讓學習變得有意

義，藉此帶動學生學習動機。 

(4) 依基本學力檢測、體適能、游泳檢測，作

為教學及補救措施參及。檢測 CPM、SPM

作為輔導參考。 

(5) 辦理攜手激勵班提供學生補救教學，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進行學習成效質化量化分

析，掌握個別學習情形，進行輔導；針對

資源班學生擬定 IEP 符應個別需求。 

指標 2.2引導多元創新的學習策略 

標準 2.2.1學校能引導學習得並應用多元創新的學習策略。 

實施策略與做法 實施成效 

1. 堅持永續創新，追求教

學卓越績效。 

(1) 以有效教學，幫助學生

習得多元創新的學習策

略。 

(2) 發展資訊教育、國際教

育、雙語教育。鼓勵學

生動手做，參與創客、

美術創作、戲劇創作、

科展等活動。 

2. 運用適性策略，參與體

驗實踐反思。 

(1) 規劃輔導機制，改善人

際溝通 

(1) 本校教師通過專業發展評鑑認證共 56人

教學輔導教師 10人，近 3年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教材教案徵選、教育專業創新與

行動研究、校外教學研究發表等共有 25

名教師獲獎，教師自主精進意願強烈。 

(2) 教師以多元表徵方式(圖、表、廣告單、

影片)傳達學習任務，引導學生發現、學

會合作學習等策略。 

(3) 每年有高達 600人次學生參加各項活動競

賽，校外得獎屢獲佳績。 

(4) 107學年度實施小團輔 335 人次，個輔 

273 人次，指導學生學習人際溝通能力。 

(5) 活用資訊科技 (互動式電子白板、實物投

影機、KAHOO、平板等數化位設備等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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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用教學媒材及技巧，

提升學生專注力 

(3) 參與服務團隊，學習服

務利他精神 

平台或多媒體 ) 融入教學的模式，進行

教學創新活動，讓親師生以多元、即時、

互動的方式進行教學、討論互動、自主學

習與適性評量。 

(6) 組織學生環保衛生隊、交通糾察隊、典禮

服務員、播音員、旗手及各項活動擔任小

小主持人、導生服務員等工作，鼓勵參

與，展現出服務利他情懷。 

標準 2.2.2學校能發展適切多元評量機制，促進學生學習成效。 

實施策略與做法 實施成效 

1. 領域多樣評量，多方檢

證學習成效 

(1) 落實評量規劃，務實檢

核學習成果。 

(2) 建置學習評量系統，掌

握學生學習成效。 

(3) 善用輔助教材教具，引

導特殊學生 

2. 建立多元獎勵，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 

(1) 重視學生學習歷程，訂

定多元獎勵制度。 

(2) 引導學生展現多向度學

習成果，發揮正向學習

價值。 

(1) 教師善用多元評量，評量命題以雙向細目

表檢核命題與教學內容，同儕教師進行審

題，確保能有效檢核學習成效。並於評量

後分析討論，據以調整教學及評量策略。 

(2) 各領域發展檢測系統，如：體育專長檢

測、美術認證、科展、電腦作品創作、音

樂發表、游泳檢測、畢業美展等。 

(3) 運用桌遊及自行研發教材教具、安排獨輪

車課程及粉彩、陶藝等藝術治療、導入課

程協助特殊學生。 

(4) 建立多元獎勵制度，閱讀存摺認證、幸福

徽章等榮譽制度，鼓勵學生多元發展，定

期公開頒獎，建立榮譽感及正向楷模。 

(5) 設置學習優異及學習進步獎學金，彰顯學

習歷程中進步與改善的情形，以促進學生

學習成效。 

(三)目標三：規劃豐富體驗課程，培養共榮共好的學習態度 

指標 3.1激發主動負責的學習態度 

標準 3.1.1 學生具有主動學習、自我探索、發展生涯的表現。 

實施策略與做法 實施成效 

1. 建構品德核心，創造楷

模學習價值 

(4) 建構 SMART好兒童核心

價值。(Smile、

Morality、Action、

respect、Tolerance) 

(5) 透過教師共同備課、將

品德核心、SMART 好兒

(1) 建構每月品德核心中心德目，透過集會活

動、班級課程討論、對話，反思進而實踐

於日常生活中。 

(2) 將 SMART好兒童的核心價值，布置於校園

活動中心、圍牆，透過沉浸式的學習環

境，讓學生在潛移默化，成為溪口好兒

童。 

(3) 各班鼓勵學生良善好行為，透過好表現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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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之核心價值融入課程

內容與實施。 

(6) 提供學生沉浸式學習環

境，自我探索。 

2. 鼓勵學生多元參與，發

揮正向學習價值 

(1) 規劃多元的學習活動 

(2) 提供展能機會促進主動

學習 

(3) 積極鼓勵學生參與校內

外競賽 

3. 探索生涯發展，提升生

活能力 

(1) 重視學生學習主體，提

供探索及嘗試的多元學

習管道。 

(2) 藉由課程、節慶活動社

團展演等綜合性學習活

動，提供學生多元參

與、適性展能的機會。 

積「溪口幸福徽章」獲得榮譽卡，並以班

級為單位兌換榮譽獎狀，培養學生不只要

重視個人榮譽更要重視團體的榮譽。 

(4) 辦理楷模選拔，選拔「模範生」、「孝親楷

模」、「禮儀楷模」，藉由頒獎表揚，樹立

典範學習的榜樣。 

(5) 建立多元獎勵制度，閱讀存摺認證、幸福

徽章等榮譽制度，鼓勵學生多元發展，建

立榮譽感及鼓勵自主學習。 

(6) 鼓勵學生主動參與校外比賽，除市定教育

盃、五項藝術競賽、多語文競賽、兒童美

術創作展..外，亦參與游泳協會、籃球協

會、客委會等各公私立團體所辦理之各項

競賽。 

(7) 開辦多元課後社團多達 40幾班，提供學

生多元化的自主學習課程，激發學生主動

學習的動力與資源。 

(8) 辦理學年節慶活動，整合各領域教學成

果，提供學生展演舞台，激發學生自主學

習的動力。 

(9) 設置溪口光廊學習互動區，引發學生自主

學習動機，校園中處處可學習。 

標準 3.1.2 學生具有自我負責並與他人合作分享的態度。 

實施策略與做法 實施成效 

1. 實踐公共服務、培養民

主素養 

(1) 定期參與公共事務，

例：關懷長者、社區清

潔、回收分類。 

(2) 藉由班級級會討論班級

事務培養民主素養。 

2. 培養學生勇於溝通表達

並與他人分享的能力 

(1) 鼓勵教師運用分組合作

學習模式進行教學並實

際應用。 

(2) 運用多元方式，引導學

生多提問、勇於表達的

(1) 定期參與社區長者關懷活動，如：送菜至

社區關懷廚房、到老人院辦理歲末祝福活

動、社區環境踏查與清潔等。 

(2) 3-6年級班級每月召開一次級會，藉以學

習民主法治及議事規則，做好公民所具備

的基本民主素養。 

(3) 教師運用分組合作學習，視教學需求，以

小組合作或動手做方式進讓學生進行學

習，例如：數學分組討論解提、自然操作

實驗、分組競賽、社會議題探究，培養學

生團隊合作，學習與人分享、向人學習。 

(4) 成立小志工服務團隊(糾察隊、環保義

工、圖書志工等)招募，擴大服務學習參

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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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方法。 

3. 透過教學活動，培養學

習合作與共享的情操與

能力 

(1) 鼓勵參與服務學習，將

學習內化為素養能力 

(2) 引導學生學習與他人合

作與共享 

(5) 班際與校際比賽及交流活動，凝聚班級或

團隊向心力，培養學生合作、彼此尊重的

態度。 

指標 3.2 培養尊重關懷的公民態度 

標準 3.2.1學生具有關懷他人尊重多元文化的學習態度。 

實施策略與做法 實施成效 

1. 尊重多元價值，能夠關

懷與尊重包容 

(1) 落實人權與生命教育，

藉以尊重生命關懷弱

勢。 

(2) 辦理多元文化宣導、體

驗活動。 

2. 尊重多元文化，了解文

化差異 

(1) 帶領學生認識家庭、學

校、社區、家鄉 

(2) 設計主題性課程，讓學

生結合學習內容與生活

經驗認識各國文化 

(3) 節慶體驗活動 

(1) 藉由人權、生命教育導活動辦理，讓學生

認識人權與生命教育的意義，進而尊重他

人、愛護他人。 

(2) 辦理多元文化宣導，包括各國飲食、硬幣

等介紹，關注文化差異，學習尊重多元化

的學習態度。 

(3) 於 Xikou Time校本課程中透過梘梶天

地、山水遊蹤等課程認識居住環境與社

區。 

(4) 從西餐禮儀教學活動中，認識用餐禮儀

融，入日常生活運用。 

(5) 設計主題性課程，透過教學及遊戲，讓學

生結合學習內容與生活經驗認識世界各

國。 

(6) 配合節慶活動中，體驗不同的文化風情，

例如萬聖節、聖誕感恩季、冬至搓湯圓…

等。 

標準 3.2.2學生具備民主法治社會參與和國際視野的素養。 

實施策略與做法 實施成效 

1. 培育世界公民，培養民

主法治精神 

(1) 集會活動，培養民主素

養。 

(2) 參觀英語情境中心，體

驗國際學習。 

(3) 申請國際志工到校，進

行異國文化交流。 

(1) 學生參與每週兒童朝會、每月班會學生共

同討論班級事務，並透過愛的信箱反映班

級意見。 

(2) 六年級學生畢業前均至英語情境中心(萬

福國小)體驗一次課程。 

(3) 102學年度起每年申請國際志工到校進行

文化交流學習，期間共有 6位國際志工蒞

校進行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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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際學習交流，開展全

球學習視野 

(1) 辦理國內校際交流學習

活動。 

(2) 辦理國際參訪、國際體

驗。 

(4) 自 99年起，定期與同名學校花蓮溪口、

嘉義溪口進行校際交流互訪活動迄今已達

10年。 

(5) 108學年度申請馬新國際交流活動計畫。 

(6) 透過動態性的活動展演(如：歲末祝福、

教師節兒童節與母親節之節慶活動)、靜

態性的學習成果展(班級美展、主題展

覽、社團成果等展覽)，提供學生學習成

果展現的舞台。 

(四)目標四：落實全人教育發展，展現優質創新的學習成效 

指標 4.1 展現自主的學習與生活素養 

標準 4.1.1 學生具備學科基本能力與跨領域綜合素養。 

實施策略與做法 實施成效 

1. 落實正常教學，強化學

科基本學力 

(1) 透過教師共同備課、學

年會議、領域會議與課

發會，規劃與檢討課程

內容與實施成效。 

(2) 厚實教師課程規劃、教

學活動設計之能力。 

(3) 活化教學方法，協助學

生沉浸學習 

2. 統整學習活動，加強跨

域整合 

(1) 重視學生學習主體，提

供探索及嘗試學習的多

元管道。 

(2) 藉由課程及宣導活動，

引導學生相互尊重、接

納差異，並透過課程的

實施與學習，加強跨域

整合。 

(1) 每學年召開 3次課發會、12次學年會

議，80專業社群會議，提升教學成效，

以達到有效能的學習。 

(2) 透過教學輔導教師、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

統等方案導入，改變傳統教學，活用分組

合作教學，以個別化、實做、思考創新、

情意陶冶等多元教學，引導學生學習。 

(3) 善用各類教學法、媒材、多元評量等方

式，提供個別化需求，以提升學生學習動

機，例如：教育 111專長認證學習等。 

(4) 以學生為主體規劃各類型主題式教學活

動，例如：自行車騎乘體驗、高空垂吊之

體驗，希望達到主動學習、多元探索的學

習內容。 

(5) 本校最近 3 年邀請校外講師與學生分

享，引導學生理解並落實友善校園、關懷

生命、尊重他人、同理他人。 

(6) 鼓勵班級運用臺北市豐富的資源，辦理校

外教學活動，藉由實際參訪體驗，深化學

習效果，並達到跨域整合。 

標準 4.1.2 學生具備生活自我管理及人際互動的素養。 

實施策略與做法 實施成效 

1. 藉由課程活動，學習自

我管理能力 

(1) 宣導活動重視各類議

(1) 於兒童朝會辦理各型態宣導活動，例如：

環境教育、衛生保健、毒品防制、藥物濫

用、消費教育、租稅教育等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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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協助學生適應團體

生活。 

(2) 運用多元方式，引導學

生學習。 

2. 增進人際互動，樂於學

習參與活動 

(1) 在學習中自我探索與團

隊合作 

(2) 善用溝通表達能力，提

昇人際互動 

(2) 視教學需求，以小組合作或動手做方式進

讓學生進行學習，例如：數學分組討論解

提、自然操作實驗、分組競賽、社會議題

探究。 

(3) 辦理園遊會、體能闖關活動，由學生擔任

關主或負責攤位營運，提升人際互動能

力，並培養樂於學習的良好情操。 

(4) 配合六年級畢業參觀教學學習活動，自我

探索並與同學相互合作，展現不同的學習

方法。 

指標 4.2運用高層次的思考與創新素養 

標準 4.2.1 學生具備反思進步與問題解決素養。  

實施策略與做法 實施成效 

1. 學習思考提問，激發學

生思考能力 

(1) 以有效教學，幫助學生習得

多元創新的學習策略。 

(2) 順應教育思潮規劃一系列問

思學習的教學活動。 

2. 運用適性策略，參與體

驗實踐反思。 

(1) 規劃輔導機制，改善人

際溝通 

(2) 運用教學媒材及技巧，

提升學生專注力 

(1) 活用資訊科技，進而發展國際教育，親師

生以多元、即時、互動的方式進行教學、

討論互動、自主學習與適性評量。 

(2) 問題導向專題課程，經小組腦力激盪，培

養學生解決問題及創新思考能力；班級性

活動、校慶園遊會等皆培養團隊合作及問

題解決能力。 

(3) 以發展性、介入性、處遇性輔導機制，協

助高關懷學生提升其專注力、改善人際工

通。 

標準 4.2.2 學生具備創造思考與創新素養。 

實施策略與做法 實施成效 

1. 社團活動展演，提升學

生學習績效 

(1) 辦理科學性活動、科展

及科學暑期體驗營。 

(2) 每學期辦理社團成果發

表、藝文展覽、才藝表

演等活動。 

2. 加強創造思考，培養學

生創新素養 

(1) 重視學生學習歷程，訂

定多元獎勵制度。 

(1) 運用桌遊及自行研發教材教具、安排獨輪

車課程及粉彩、陶藝等藝術治療、導入課

程協助特殊學生。 

(2) 建立多元獎勵制度，閱讀存摺認證、幸福

徽章等榮譽制度，鼓勵學生多元發展，定

期公開頒獎，建立榮譽感及正向楷模。 

(3) 設置學習優異及學習進步獎學金，彰顯學

習歷程中進步與改善的情形，以促進學生

學習成效。 

(4) 透過動態成果展(節慶活動、動態展演)及

靜態成果展(學生美展、主題式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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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導學生展現多向度學

習成果，發揮正向學習

價值。 

學習成果展)，展現多元的學習成果，促

進典範學習及累積正向學習能量。 

二、 創新作法 

     本校學生學習方案之創新做法，秉持「健

康」、「多元」、「樂群」、「創新」四大核心價

值，結合學校總體課程發展，著重「認識理

解、感受探究、想像實踐、分享關懷」培養學

生獨立思考、問題解決的能力，期待溪口學子

人人都是「溪仔口行動家」個個擁有「幸福的

金色童年」。 

    創新作法說明如下： 

(一)突破既有體制侷限，創發學生學習的

加乘效益 

1. 夥伴協力策略：邀請家長、社區一同參與學生學習。如晨光故事分

享、主題書展、家庭教育等課程、園遊會活動、兒童節活動等。 

    

主題書展 
【感恩祝福分享】 

親職講座 
【上網不上癮】 

園遊會活動 兒童節活動 
【學生音樂展演】 

2. 網絡交織策略：針對本校弱勢學生，匯聚與整合校內外資源，建構學

業輔導、生活扶助、經濟支援、安全照護、輔導關懷、健康衛生等六

大全方位的關懷網絡讓弱勢孩子們，有公平均等的學習機會，在穩定

中發展，為自己開創學習的春天。 

    
學輔志工學習陪伴 寒暑假課後照顧 小型團體輔導 落實個輔會議 

3. 挑戰自我策略：規劃學習成果互動空間，學習分享、交流回饋，讓學

習再創價；辦理假日親子戶外共學活動、微電影製作、創客科技體驗

等活動，為孩子開展智慧，拓展其視野，豐富生活經驗，悠遊學習、

挑戰自我，享受學習無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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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山古道特色遊學 大手牽小手，我們一起

來攀樹 親子共作音樂鈴 親子共作，烹飪有一套 

(二)規劃主題跨域學習，展現素養導向的學習價值 

1. 活動課程化：將節慶文化和全校性大型活動融入課程設計，教師能在

活動進行中能了解學生學習成果。 

    
英語節慶活動 歲末祝福 生態美學主題 明信片設計 

2. 主題生活化：學習就在生活中，透過「溪口小農夫」推展小田園食農

教育，體現田園城市的概念；「防災自立計畫-蟲蟲危機 我的生存密

碼」落實防災教育的危機意識；「為一本書留下一種味道」與香港小

學生進行閱讀交流，實踐國際教育的內涵。 

    

小田園食農教育 

【溪口小農夫】 
小田園食農教育 

【溪口小農夫】 
防災自立計畫 

【蟲蟲危機-我的生存密碼】 
為一本書留下一種味道
【香港小學閱讀交流】 

3. 體驗意義化：校訂課程規劃「XiKou Time」學習課程，落實體驗學

習，學生在校園、社區、跨區的體驗中，深化學習的意義。 

    

植物世界 
【臺大農場參訪】 

梘梶天地 
【藝童溪遊趣】 

山水遊蹤 
【淡水老街踏查】 

海角奇航 
【東豐鐵馬道探險】 

(三)構築樂學共好氛圍，形塑創意創新的特色品牌 

1. 空間美學：配合節慶定期更新川堂布置，學生透過載具互動，創造科

技自主學習角落，配合各領域創新課程、校外資源，主題巡展。營造

處處可分享、可互動、可學習的校園氛圍。 

    



17 
 

校際交流成果展 靜態社團成果展 國際教育牆 我的學習狂想曲 

2. 普及參與：重視全員參與，規畫各年級不同序列活動，創造學習話

題。 

    
游於藝主題展覽 
【蟲鳴主題書展】 

原住民行動博物館展覽 

【原汁原味】 尋找綠的幸福 防災自立計畫 

3. 社會分享：學習有無限的可能，學習的成果分享不侑於同儕，走入社

區分享學習，加乘學校效益。 

    

臺北市卓越藝術生態

美學公車設計比賽 
我的超級阿公阿

嬤同班同學 

社區老人院分享

音樂學習成果 

自製幸福御守給

予長者祝福 

肆、 優質成果 

一、 目標達成 

(一)目標一：營造尊重關懷環境，提供個別適性的學習機會 

1. 友善校園—提供完善學習的照護系統 

(1)依家長需求，辦理課後照顧班至晚上 7 點，一年約 330人次 

(2)建立三級輔導支持系統，並落實輔特合作，申請職能、語言與物理

專業團隊資源協助個殊學生，本校榮獲 107學年度特殊教育執行成

效一等特優。 

(3)招募學輔志工輔導弱勢學生學業；結合鄰近大學入校針對學習不利

學生予以學習扶助；開設攜手激勵班，進行補救教學。整合內外部

資源，運用社福資源扶助高關懷家庭，讓學生能安心就學。 

2. 豐沛資源—開展多元多樣的學習管道 

(1)整合學校場地和師資，空間有效分配，建置多元課後社團、寒、暑

假育樂營，培養學生多元學習與專長，共計 37個社團。 

(2)成立直笛隊、合唱團、戲劇表演、游泳隊、田徑隊、男女籃球隊、

民俗舞蹈團校隊，給予學生適性揚才的學習舞台，培養興趣專長，

創造成功經驗建立自信，參與人次達 185人。 

(3)結合輔諮中心專案及家長會資源協助開立園藝治療、獨輪車課程，

增進課程多元性，協助學生多元學習。 

(二)目標二：整合系統學習平臺，激發活潑多元的學習歷程 

1. 健康校園—活出自主樂活的幸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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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規劃體育專長認證，認證項目包括跳繩、跑步、游泳、籃球四項，

分為 10 級，並融入課程教學中，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認證。 

(2)健康的身體是學習的基石，落實各項健康檢查與體適能檢測，積極

推動健康促進活動，例如：健康操、訂定 SH150計畫、落實晨間跑

步等，以提升學生體適能。 

2. 適性展才—促發自我實現的生涯發展 

(1)落實適性教育，關懷所有學生生活，建構自主適切的學習歷程，達

成自我實現的目標。相關實施方案彙整如下表： 

4.3學生適性學習方案一覽表 

實施方案 實施內容 

深耕創新的語文教育 深耕閱讀活動、圖書館利用教育、英語情境中心、多

語文競賽、世界母語日、閱讀認證、千字王…等。 

創意永續的科學教育 科學日、溪口積木夢工廠、浩瀚方陣科學體驗、自造

學習交流、卓越科學、行星計畫…等。 

多元普及的健康促進 辦理體育表演會、社團成果發表、班際體育競賽、各

項健康促進宣導活動……等。 

體驗學習的生命教育 溪口小農夫、歲末祝福、送愛心到老人院、建構輔導

網絡、落實三級輔導…等。 

友善適性的學習舞臺 辦理校隊、課後社團、校外教學、校際交流、國際參

訪、藝文發表、園遊會、畢業美展……等活動。 

(2)本校多元社團與校隊，充分展發學生多元智能，包括：106 學年度

直笛隊參加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直笛合奏榮獲南區優等第 2 名、參

加南區運動會榮獲 10金 5銀 4銅，男女田徑總錦標『雙料冠軍』、

籃球隊榮獲臺北市教育盃比賽籃球男童冠軍、女童亞軍，各項比賽

都展現卓越表現值得讚賞。 

(三)目標三：規劃豐富體驗課程，培養共榮共好的學習態度 

1. 社會參與—體現正向有品的學習態度 

(1)為鼓勵學生良善行為，本校積極推動學生「個人榮譽制度」、「團體

榮譽制度」(溪口幸福徽章)、「楷模選拔」(模範生、孝親楷模、禮

儀楷模、畢業生傑出市長獎)等，實施正向管教，激勵學生敦品勵

學重榮譽 ，並能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爭取團體榮譽。 

(2)訂定學校品德核心主題，發展低、中、高年級各階段品德實踐具體

行為指標，利用班會、導師時間融入各領域結合時事、品德小故事

及生活教材，讓學生透過實踐、體驗與省思，形塑良善美德及正向

價值。 

2. 體驗實踐—創造合作利他的生命價值 

(1)透過服務學習，培養參與社會的態度與知能，學生參與情形踴躍。 

4.4學生 106-107學年度參與服務學習情形 

服務團隊 儀典服務 環保義工服務隊 糾察隊 愛心小天使 導生服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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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 60 48 200 66 18 

(2)關懷長者與弱勢，利用節慶活動、小田園種植體驗活動，將學習成

果分享給學區內長者，讓他們體會到孩子對長者的關懷與尊敬。 

(四)目標四：落實全人教育發展，展現優質創新的學習成效 

1. 活化教學—展現精緻創新的學習品質 

(1)以「溪仔口行動家」為課程核心，落實領域教學及發展特色，深化

學習的意義。106、107學年度獲得總體課程計畫特優，及教育部

營造空間美學發展特色學校特優、優等。 

(2)引進國際志工、推動英語融入教學、國際教育主題月推展以及國際

交流之推動，創新教學模式，並通過國際教育學校(ISA)認證。 

2. 跨域整合—達成自我超越的學習素養 

(1)透過創客活動—分組運用平板到校園各處拍攝影片或錄音、及與師

長合作達成指定任務，創造師生合作價值。 

(2)結合廣達游於藝，教師創新課程設計-防災自立計畫，帶領學生製

作，各種防災救災設備，讓學習與防災與生命安全密切連結。 

(3)參與臺北卓越藝術、科學專案設計「尋找社區中的綠色幸福」創新

課程，帶領學生一起關心城市中的綠地，用平板紀錄、發想創作小

詩，分享社區長者，更製作 PM2.5檢測機、電腦抓鑽石遊戲、自製

3D模型製作鑽石餅乾，讓學習變得更有意義與價值。 

二、 創新成果 

(一)推動跨校學習，拓展多元文化視野 

    跨越校際的界線，與國內外學校交流，建立學習友伴，藉由交流活動，有

效開拓學生視野，亦有助於提升學生自信心，面對未來的挑戰。 

    
景美溪學習聯盟 幸福溪口一家人 為學習留下味道 城鄉共學樂無窮 

(二)豐富節慶活動，溫馨友善校園文化 

    為營造溫馨和諧的校園氛圍，配合節令慶典辦理各項體驗活動，並適時融

入課程，延伸學習觸角，在體驗中，將愛化為行動，感動自己、感動別人。 

    

迎春揮毫迎新年 
Happy Halloween~我在

溪口的 100種表情 歲末傳情到社區 聖誕音樂快閃趴 

(三)發展適性體育，養成健康樂活習慣 

    透過系列課程及體育活動實施及定期檢核，培養學生運動技能，養成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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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習慣，逐步強化學童體適能。 

    
水上運動會 溪口小鐵人 獨輪車成果發表 力拔山河 

(四)重視戶外教育，激發有感學習歷程 

    透過戶外體驗，啟動感知，在經驗中豐富生命。透過走讀、遊學、探索、

體驗、實踐、反思中，激發學生有感的學習歷程，創造出有意義的學習。 

    
石媽祖古道走讀 深坑老街踏查 林家草厝遊學 育藝深遠劇場體驗 

伍、 學校特色～學習好「溪」歷 

一、 友善校園—溫馨  和諧 

    本校自 107學年度起連續獲得友善校園特優學校。從人文藝術的校園空間

佈置到各類溫馨活動的辦理，學校處充滿笑聲、歌聲、讀書聲，親師生和樂融

融校園友愛，讓學生學習發揮相輔相成的作用，學校成為孩子喜歡駐足、喜歡

學習的快樂天堂。 

二、 智慧校園—科技  創新 

    本校 103學年度通過卓越科學情境體驗學校認證，近幾年推動自造科技課

程不遺餘力。透過跨領域整合課程，連結防災教育、環境議題，設計思考，科

技自造、問題解決，學生學習表現卓越，受邀親子天下全國創新教育展，國語

日報媒體採訪與刊登報章雜誌。 

三、 美感校園—創意  人文 

    溪仔口捷運站、性別平等牆、國際教育牆、學習穿堂、溪口光廊、溪口情

廊..等，學校充滿人文藝術氣息，豐富學生學習情境。各項專案的導入挹注學

生美感創意學習資源，卓越藝術方案、駐校藝術家，帶領學生參與生態美學公

車設計、社區改造，讓學生實踐美學素養，人人都是溪口小小藝術家。 

四、 健康校園—樂活  安全 

    多元的健康促進活動，強化學童身心健康，學生個個找到自己喜愛的運

動，營造校園玩運動的氛圍；建構防災校園，分析探究校園災害潛勢，擬定校

本防災行動方案，提升學校全體成員防災素養，讓學生活出健康、活得安全。 

學校，不僅是學習的場所，也是生活的場所。 

學習，在關心與興趣的教材中成立；學習，在相互認同與勉勵的集團中進行； 

學習，在彈性與多樣化的體驗活動中完成；學習，在快樂與成長的喜悅中獲得滿足與成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