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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健康快樂、多元發展、獨立思考」為學校核心價值，「構築一所『自發

學習•樂於互動•追求共好』並具思考熱度的學園」為學校願景，在規劃各項

學生學習活動皆以達成學校願景為目標。 

    本校整合具專業知能的教師、組織穩定的行政、熱心奉獻的家長、設備齊

全的設施、豐富多樣的社區資源，讓大安學子都能在學校構築的 SMART 智慧

學園，達成「健康快樂、多元發展、獨立思考」的核心價值。 

    本方案之主題為「適性學習育學子•多元展能現大安」，以學生學習為主

體，建構以資訊、藝術為基礎的書香、生態、國際智慧學校。達成本方案的五

大具體目標為: 

(一)S t u d e n t - c e n t e r e d 以學生主體為目標的課程內涵，保障學生學習權利 

(二)M ult i - intel l igence 以多元智能為目的的學習樣態，豐富學生學習機會 

(三)A ggressive learning 以深度學習為方法的學習歷程，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四)R espect & responsible 以尊重負責為信念的品格陶養，育成學生公民素養 

(五)T echnology & information以資訊科技為工具的終身學習，展現學生高層創思 

    給孩子帶得走的能力是讓他們更具競爭力的不二法門。希望大安學子在學

校的規劃下，藉由親師共同合作，將知識化為力量，共同開啟孩子「適性學

習」的契機，充分展現「多元智能」。 

 

關鍵詞：適性學習、多元智能、英語融入、資訊融入、探索體驗 

 

 

 

 



2 

 

壹、 基本現況 
一、 創校歷史 

本校位於臥龍街，創立於民國18年，建校已90年，設校重要歷程如下表： 

歷程 重要校史 

日治時代•創校傳習 

民國18~34年 

18年創立大安公學校 

30年改為臺北市富田國民學校 

光復時期•學校改制 

民國34~57年 

34年改名為臺北市大安國民學校 

35年開辦「臺北市大安國民學校附設補習學校」 

九年國教•普及教育 

民國57~108年 

57年改稱「臺北市大安區大安國民小學」 

72年制定校訓「勤、誠、恆、毅」及校徽 

90年配合九年一貫課綱實施，訂定「健康快樂、多元發

展、獨立思考」的學校願景 

103年依教育局之資訊教育白皮書，打造中小學的資訊

化教育和數位校園，完成班班電子白板建置 

106年配合臺北市「Play for All」政策，保障所有兒童

享有平等的遊戲權益，設置臺北市首座校園共融式遊戲場 

106年推動「行動學習•智慧教學」，加速校園光纖骨幹網路

更新工程 

108年家長會募款完成班班有冷氣 

十二國教•素養為要 

民國108~   年 

108年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實施，訂定「構築

一所『自發學習•樂於互動•追求共好』並具思考熱度

的學園」為學校課程願景，並轉化「健康快樂、多元發

展、獨立思考」為核心價值 

108年配合教育局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建置「國小智慧未來教室」 

108年爭取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經費補助，建置「創

意積木教室」 

歷經 90年的歲月，大安國小一直獲得社區的支持與肯定。走進校園，寬廣

的空間和動植物多元的生態環境，是推動環境教育的好地方；教學設施齊備，

校園氣氛和諧，加上富涵本土情懷、多元文化融合的社區文化，是學生學習的

最佳資源，在歷任校長和教職員工的努力經營下，將教育的理念由概念轉化為

共同實際參與的行動。 

二、社區環境 

學區幅員廣闊，涵蓋大安區、信義區 8個里；區內新舊社區雜陳，但社區

資源充沛，自然環境資源豐富，富陽自然生態公園、福州山公園、義芳居、自

來水廠，有益於發展本土教學。鄰近學府林立，社教機構資源充足，臺灣大

學、臺灣科技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輔仁大學城區部、和平高中、芳和實

中、科技大樓、市立圖書館分館、黎明圖書館、道藩圖書館、清水溪書店等圍

繞四周，教材資源充足，教學軟硬體資源豐沛，經整合規劃能成為最佳的學生

學習資材。 

三、學校規模 

(一)員額編制：108學年度普通班 41班，體育班 2班，資優班 2班，集中式特

教班 1班，不分類資源班 4班，附設幼兒園 7班，特殊幼兒班 3班共 60

班，學生人數共 1,117人。師資年齡平均 42歲，師資學歷碩士 76人、師



3 

 

範大學及教育學院 29人、一般大學 8人，師專 1人，全校教師 114人，加

計職員工共 141人。 

(二) 校舍用地現況：校地面積 30,390 平方公尺，土地合計五筆；校舍分為忠孝

樓、仁愛樓、信義樓、實踐樓、活動中心、游泳池，綠地(含花圃)共 9,273

平方公尺，運動場(含遊戲區)共 10,118平方公尺，跑道全長共 200公尺。 

貳、優質目標 
一、背景分析 

「健康快樂、多元發展、獨立思考」為本校核心價值，「構築一所『自發學

習•樂於互動•追求共好』並具思考熱度的學園」為本校學校願景。規劃各項

學生學習活動皆以達成學校願景為目標，於執行前進行背景分析，作為發展優

質學生學習之參考，以下為學生學習項目的 SWOT分析: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大 安 國 小 學 校 情 境 S W O T 分 析 表 

項目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教

師

資

源 

1.教師普遍具教學
熱忱。 

2.藝術、英語、
資訊、體育師
資陣容堅強。 

3.教師資訊素養
能力佳。 

4.教師同儕間相
處和諧。 

1.教師專業自主
性高，實施共
同備課尚須著
力。 

2.新進教師少，
無法有效輪替
職務，容易有
倦怠感。 

1.教師專業能配
合十二年國教課
程實施。 

2.各類師資，可
配合發展學校特
色課程。 

3.教師會組織健
全，能協助校務
推動。 

1. 教師仍須著重學
生智育發展，親
師對多元智慧觀
念仍需推廣。 

2. 教師缺乏自主性
的成長動力，參
與創新教學與行
動研究之意願稍
弱，常影響教師
成長發展。 

學

生 

1. 學生純樸肯學，
多元學習興趣
高，具可塑性。 

2. 家長社經多元，
不同家庭管教風
格，學生亦發展
多元。 

1.因家庭社經背景
參差，學生學習
程度落差大。 

2.單親家庭及新住
民子女多，部分
影響學生學習與
人際關係。 

1.辦理多元活
動，充實學習內
涵，尊重學童多
元智慧，提供多
元化、適性化、
個別化之教育活
動課程。 

1.因家庭因素所造成
行為偏差兒童人數
多，亟需輔導。  

2.因班級數減少，
社工師移出，輔
導人力不足 

3.學生個案諮商輔
導人力負擔大。 

家

長 

1. 家長會組織健
全，協助親師
溝通，提供學
校助力。  

2. 志工素質高並
富熱忱，樂於
奉獻。 

1.家長社經地位落
差大，部分家長
為工作時間較
長，無多餘時間
參與校務活動。 

2.部分家長教育理
念差異大，須花
較多心力溝通。 

1.強化家長會功
能，鼓勵家長走
進校園，參與學
校活動。 

2.推展學校本位課
程，使家長成為學
校教育的夥伴。 

1. 家長有心，但學科
能力及時間上無法
給予學生指導。 

2. 單親、新住民家庭
比例高。 

3. 愛心家長流動率
大。 

教

學

設

備 

1.校地廣大，活動空

間充足，各項教學

設施設備齊全。 

2.資訊設備齊備及並

完成骨幹網路更新

及水平布線。 

3.設有溫水游泳池，

學生游泳能力提

升。 

1. 部分硬體設備老
舊，無法即時更
新，以因應教學。 

2. 各項教學設備新
舊雜陳，線路顯
得凌亂，有礙美
感教育養成。 

3. 教材電子化後，
實體教材應用度
降低，不利學生
操作學習。 

1.規劃班級體育競
賽，發展普及性
體育活動，強化
學生體適能。 

2.辦理社團及課後
才藝活動，開展
多元課程，提供
多元學習環境。 

3.發展創客課程等
資訊教育，以利
學生從做中學。 

1. 校舍建築老舊，
經整修後部分空
間仍顯陳舊感。 

2. 因校園開放，學
校設施易遭破
壞，維護不易。 

3. 發展自造者課程
之材料及零件易
損壞，需自籌經
費及人力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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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具體目標 

    本方案整合具專業知能的教師、組

織穩定的行政、熱心奉獻的家長、設備

齊全的設施、豐富多樣的社區資源，讓

大安學子都能在學校構築的 SMART 智

慧學園，達成「健康快樂、多元發展、

獨立思考」的核心價值。方案達成五大

具體目標為: 

(一)S t u d e n t - c e n t e r e d 以學生主體為

目標的課程內涵，保障學生學習權利 

(二)M ult i - intel l igence 以多元智能為

目的的學習樣態，豐富學生學習機會 

(三)A ggressive learning 以深度學習為

方法的學習歷程，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四)R espect & responsible 以尊重負責為

信念的品格陶養，育成學生公民素養 

(五)T echnology & information以資訊科技為

工具的終身學習，展現學生高層創思 

 

 

參、 具體作法 
一、實施內容 

目標 Student-centered 以學生主體為目標的課程內涵，保障學生學習權利 

項目 1.學習機會 

指標 1.1尊重學生的主體性並保障學生學習權 

內涵 1.1.1尊重學生的主體性，提供學生主動探究與創造的學習機會。 

作為 

(1)全校教師參與學年會議及領域備課社群，共同參與課程發展及共同備課，以橫向

及縱向連結，共同討論學校課程與教學，保障學生之學習權益。 

(2)訂定基本學力提升計畫：落實教學正常化，奠基學生基本能力；著重

考題多元化，提升學生思考能力；推動閱讀常態化，培養學生判斷能

力；分析成果數據化，評估學生學習能力。 

(3)根據學生能力設計合宜的學習活動，透過參與、體驗、實作、展演等方

式讓學生參與各項主題活動課程，如小田園、校際交流與國際交流、感

恩教育、節慶活動、體育表演會、藝能科成果發表會及園遊會、兒童節

體驗活動等，由學生自行設計與執行。 

(4)結合學生自治活動，成立糾察隊維護上放學秩序、衛生服務隊進行資

源回收及校園整潔維護工作、幼童軍及幼女童軍負責學校儀典進行，

以培養學童主動學習與服務能力。 

(5)開辦舞蹈類、運動類、藝文類及資訊科學益智類等多樣性課外社團，更開

設書法及高爾夫等專為教育關懷身分學生的社團，提供學生均等的學習機

會並保障弱勢學生的學習權，以達寓學於教的目的。 

     
教師備課社群 

自製教具 

田園教育 

體驗活動 

衛生服務隊勵行 

服務學習 

幼童軍負責學校 

儀典進行 

專為教育關懷身分學

生的高爾夫球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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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學習機會 

指標 1.1尊重學生的主體性並保障學生學習權 

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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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機會 

作為 

(1) 善用評量系統及評量結果，掌握學習需扶助學生： 

①透過定期評量、學習扶助測驗、基本學力檢測等評量系統，獲得量

化紀錄，輔以教師之質性評量，掌握學生之學習狀況。 

②落實辦理安心就學調查，建立完整之檔案資料，給與晨間補救教

學、攜手激勵班次、課後社團及課後照顧班之學習扶助。 

(2) 落實班級輔導與認輔等一級輔導、小團體輔導與輔導教師諮商等二

級輔導，以符合學生個別的需求。 

(3) 重視特教服務，進行資源學生 IEP、資優學生 IGP 教學方案，以提

供特教資源支持系統。 

(4) 設置教育儲蓄戶，提供弱勢家庭或突遭變故家庭相關經費之扶助，

保障學生之學習權。 

(5) 辦理畢業生校外教學參觀活動、校際交流活動、國際交流活動等外

埠教育參觀，提供弱勢學童經費減免補助措施。 

(6) 選拔模範生、禮儀楷模及榮譽楷模等，正向激勵學生學習表現以展

現個人亮點。 

(7) 發展及組訓各類校隊，如童軍團、合唱團、弦樂團、排球隊、足球

隊、籃球隊、桌球隊、田徑隊、溜冰隊、游泳隊、扯鈴隊等，培養

學生專長，以多元展能。 

(8) 利用寒暑假及周末假日，辦理各項營隊活動，如寒假英語營、暑假泳訓

班、欣客夏令營、校隊寒暑訓等，提供多元適性的學習機會。 

     
辦理晨光補救教學， 

協助需扶助學生 

進行小團體輔導， 

協助學生自我覺察 

辦理校際交流活動， 

提供適性發展機會 

成立游泳隊參加盃 

賽，培養學生專長 

辦理欣客夏令營， 

提供多元適性學習 
 

目標 Multi-intelligence 以多元智能為目的的學習樣態，豐富學生學習機會 

項目 1.學習機會 

指標 1.2 整合多元的學習資源並增加學習機會 

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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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 

(1) 結合學校課程特色、建構多樣學習環境： 

① 配合深耕閱讀計畫，充實圖書室藏書、購置班級圖書、補充巡迴圖書

等精神食糧，每年購書金額約 30萬元；鼓勵教師於教室設置圖書角，

構築閱讀環境；幼兒園新設圖書室與國小低年級共享。 

② 結合國際教育計畫，設置國際教育廊道，以整合課程中所認識之國

家及其著名地標。 

③ 執行資訊教育計畫，建置無線網路以利行動學習；設置創意積木教室以

培養系統思考能力；規劃微軟教室以外部資源提升學生資訊能力。 

④ 實施生態教育計畫，構建大安生態園區以兼行食農教育與環境教育課

程；建置各式植物牌輔以二維條碼，遂行自主學習及行動學習。 

⑤ 落實藝文教育計畫，設置大安學藝中心以展示學生優秀作品；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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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作品廊道，展現學生學習成果；配合藝能科發表會，辦理大安

學生美展，展出美勞課程作品。 

⑥ 發展多元團隊，優化專業設施設備，如室內綜合球場、室內溫水游泳池、高

爾夫球練習場、韻律教室、飛輪教室…等，以提升團隊訓練成果。 

(2) 建置學習資源網頁、搭建行動學習鷹架： 

① 校網建置教學資源網頁，除連結臺北酷課雲、均一教育平台等教育相

關資源，另有語文、數學、社會、自然、藝文等領域學習資源。 

② 建置大安國小資訊教育網，連結三~六年級資訊課程訊息、各種數

位學習資訊工具及學生作品等。 

③ 設置本校網博團隊歷年得獎作品專頁，計 10 件，以分享學生同儕

自主探索體驗學習課程成果。 

④ 架設大安探索花園網頁，搭配校園區域植物牌，以提供學生自主

學習素材。 

(3) 配合校舍整修工程、揭示學生學習願景： 

① 實踐樓~西側：德智體群美；東側：排球、游泳、扯鈴等學校特色 

② 忠孝樓~北側剪力牆：學習與探索；南側翼牆：躍動青春活力 

③ 信義樓~多元豐富之運動團隊、藝術人文之本位課程、放眼世界之

深耕閱讀、資訊科技之未來發展 

④ 活動中心~~形塑書香校園、生態校園、國際校園 

     
充實圖書館藏書， 

提供學生閱讀 

利用微軟教室資源， 

進行小組教學 
植物牌加二維條 

碼，以利行動學習 

室內溫水游泳池， 

天天都是游泳天 

以拼花馬賽克揭

示學生學習願景 
 

項目 1.學習機會 

指標 1.2 整合多元的學習資源並增加學習機會 

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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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 

(1) 整合人力資源，輔助學童精熟學習： 

① 組訓家長愛心志工服務隊，計有圖書服務、補救教學、導護志

工、幼兒保育、衛生服務、EQ教育等 6組。 

② 引進外部資源，如消防局、創價學會等專業單位；崇德社志工、

光鹽社志工等學生團體。 

③ 與在地里里長辦公室資源互助。 

(2)開拓教育資源，協助學童多元學習：協同國北教大、銘傳大學、中

山女高、芯福里情緒教育推廣協會等進行學生學習活動。 

(3) 善用自然資源，啟發學童體驗學習：辦理富陽自然生態公園、福州山公園

等親山淨山活動；爭取使用環保局閒置空地，擘建大安自然生態園區。 

(4) 募集經費資源，挹注學童均等學習：結合教育儲蓄戶功能，經由地方善

心人士、里辦公室、家長及家長會等經費資源，安定學生學習環境。 

     
課業輔導組志工 圖書服務組志工 國北教大學生資源 福州山公園親山淨山 大安自然生態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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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Aggressive learning 以深度學習為方法的學習歷程，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項目 2.學習歷程 

指標 2.1 重視學習的個別化與差異化 

內涵 2.1.1學校能發展符應學生學習個別化與差異化需求的課程。 

作

為 

(1) 檢核學習狀況，設計多元適性課程： 

① 透過定期評量、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基本學力檢測及作業調閱等

方式，掌握學生學習情形，適時進行補救教學。 

② 藉由數值化分析學生定期評量成績及基本學力檢測結果分析，了解

學生學習趨勢，作為教學策略調整之依據。 

(2) 辦理增能研習，增益差異教學能力： 

① 辦理差異化教學研習，補救教學研習等，設計多元適性課程以滿足

學生差異需求。 

② 透過教師共同備課、學年會議、領域會議及課發會，檢討課程內容

與實施成效。 

(3) 欣賞個別差異，提供探索學習管道： 

① 依據學生需求，發展多元團隊，如合唱、弦樂等音樂性團隊，球

類、溜冰等運動性團隊等。 

② 透過各種競賽培訓，指導學生參加語文競賽、科展、美術比賽、

機關王、寫程式等各式競賽。 

③ 持續開辦各項學生學習個別化與差異化需求課程的社團。 

(4) 關照特殊需求，著重個別教育計畫： 

① 針對特殊需求學生，訂定 IEP、IGP個別教學計畫，符應個別需求。 

② 提供體育班績優學生升學管道，培養基層優秀的體育人才。 

     
學生參加學習扶

助科技化測驗 

教師集會時，進行基

本學力檢測結果分析 

辦理教學研習，設

計多元適性教材 

召開 IEP 會議，以

關照特殊需求 

召開IGP會議，以

關照特殊需求 

項目 2.學習歷程 

指標 2.1 重視學習的個別化與差異化 

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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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 

(1) 善用各式教學策略，引發學生學習動機 

① 全體教師皆參與領域備課社群，藉由學年會議及領域會議共同備

課，並實施公開觀課與議課，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 

② 運用行動載具，設計探究教學課程，透過合作學習與動手操作機

會，提升學習興趣與學習效果。 

③ 積極經營正向良好之師生關係，適時增強個別學生之學習動機。 

(2) 設計主題教學活動，發展合作學習模式 

① 辦理兒童節慶祝活動，以大手牽小手、班際體育競賽、定向運動及

親山活動等，學習合作技巧與負責態度。 

② 辦理大安嘉年華~園遊會活動，體驗擔任闖關關主與闖關者的角

色，以探索自我特質與合作經驗。 

③ 辦理期末統整活動，以分組討論、分工合作及完成影片拍攝，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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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分享，展現合作學習成果。 

(3) 整合各種教學人資，提升補強課程效果 

① 開辦課後照顧班及攜手激勵班，招聘合格教師人資，有效提升補

救教學效果。 

② 辦理晨光補救教學，招募課輔家長志工，協助低年級需學習補強

之學生，助其同步原班之學習程度。 

③ 開設假日課輔班﹐配合大學社團志工，協助弱勢家庭學童於周末

假日時缺乏陪伴之補救網絡。 

④ 辦理新住(移)民課業補強班，邀請在學師資生協助新轉入之新住

(移)民學生課業，幫助其儘快適應學習型態及學習內容。 

     
全體教師皆參與

領域備課社群 

辦理大手牽小手活

動，培養合作學習 

分組分工合作完

成影片拍攝 

招聘教師開辦攜

手激勵班 

北醫崇德社學生

協助學童課輔 
 

項目 2.學習歷程 

指標 2.2 引導多元創新的學習策略 

內涵 2.2.1學校能引導學生習得並運用多元創新的學習策略。 

作為 

(1)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發展多元學習 

① 結合電子白板運用電子書、利用行動載具發展行動學習、使

用互動 APP進行學習診斷等資訊科技融入，以活化教學。 

② 發展不插電程式設計課程，奠基系統思考能力；實施scratch課

程，訓練邏輯思考能力；進行Mbot機器人教學，組織綜合思考能

力；施行Ｍicro:bit結合積木教學，整合機械運思能力。 

(2) 主題探究學習設計，落實探索學習 

① 辦理校內科學展覽活動，提供學生創新與探究之學習機會。 

② 辦理校內植物介紹活動，提供學生整合線上資源、內化學

習與發表能力之學習機會。 

③ 辦理自編故事、小小說書人等深耕閱讀競賽，提供學生運

用各種閱讀學習策略的學習成果。 

(3) 多元學習舞台提供，呈現自學成果 

① 辦理藝能科成果發表會，提供學生音樂與美術學習成果展現平台；

辦理校慶音樂會及弦樂團期末成果發表會，呈現學生在音樂方面自

學之成果；辦理新書介紹活動，構築學生分享讀書心得之舞台。 

② 辦理校內語文競賽、美術比賽等藝文類競賽，辦理班際體

育競賽、參與校外各項教育盃賽事，展現學習成效。 

③ 辦理精靈廣播電台及快閃音樂舞台，多元化展演形式。 

     
使用互動 APP 

進行學習診斷 

智高積木機器人，整

合機械運思能力 

提供學生創新與探究

之學習機會的科展 

美術學習成果展現

平台的大安美展 

弦樂團期末發表

會，呈現學習成果 

項目 2.學習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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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2.2 引導多元創新的學習策略 

內涵 2.2.2學校能發展適切多元的評量機制，促進學生學習成效。 

作為 

(1) 發展多元評量方式，了解學生學習成效 

① 落實定考試題雙向細目分析及同領域教師審題機制，以提高

試題信度與效度。 

② 參與基本學力檢測標準化測驗及個案學生參與學習扶助電子化測驗。 

③ 應用APP進行形成性評量；利用實作或專題報告檢視學習歷程。 

④ 英語能力測驗含括聽力及口說測驗。 

⑤ 四到六年級學生於定期考查加考作文。 

(2) 分析學生學習迷思，調整教師教學策略 

① 依基本學力檢測結果，對通過率較低之向度提出改善策略。 

② 依定期考查成績分析，對學生普遍之迷思概念行補救教學。 

③ 依學習扶助測驗結果開設攜手激勵班，補強其學習落差。 

④ 依定考作文成績分析，調整作文教學內涵。 

(3) 建立多元獎勵制度，促進學生學習動力 

① 訂定閱讀高手計畫，檢核閱讀書籍之數量與質量，頒予獎

狀及參與校長有約活動。 

② 配合榮譽制度，獎勵各項學習優良成果，提升學習動力。 

③ 漸次結合 e 酷幣制度，進行學生獎勵制度及專長認證，給予

學生學習成果的即時回饋。 

     

參加師大科學推理測

試，了解學生能力 

利用實作檢視學

生學習歷程 

定期考查結果分

析教師說明會 

閱讀高手們與校

長有約早餐會 

公開表揚學生優良表

現，提升學習動力 
 

目標 Respect & responsible 以尊重負責為信念的品格陶養，育成學生公民素養 

項目 3.學習態度 

指標 3.1 激發主動負責的學習態度 

內涵 3.1.1學生具有主動學習、自我探索、發展生涯的表現。 

作為 

(1) 辦理探究學習活動，激發主動學習動機 

① 辦理圖書館尋寶趣活動，提供學生主動學習機會；辦理小小書評

家活動，激發學生閱讀興趣。 

② 辦理校園解說員活動，透過討論歷程達成探究學習目標。 

③ 實施班級輔導及小團體輔導活動，探索自我特質、興趣與價值觀。 

(2) 辦理多元體驗活動，激勵接受挑戰精神 

① 辦理山訓活動，進行雙索、三索、垂降及攀岩等，激勵接受挑戰精神。 

② 辦理障礙體驗活動，增進同理心與助人為樂的態度。 

③ 辦理登山健行活動，提升自我體能與耐力。 

④ 辦理各項校外教學活動，經由實地踏查應對課堂上之知識。 

(3) 辦理生涯轉銜輔導，培養適應未來能力 

① 擬定畢業生輔導計畫，藉各項輔導活動培養適應國中生活能力。 

② 辦理升學博覽會，以使學生了解各國中學校發展特色。 

③ 對音樂、美術及體育專長學生提供藝才班升學資訊，以持續發揮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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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圖書館耶誕尋

寶趣活動 

班級發展性輔導活

動以探索自我特質 

進行山訓體驗活

動 

辦理障礙體驗活

動以增進同理心 

探索國中資優班課

程以持續發展專長 

項目 3.學習態度 

指標 3.1 激發主動負責的學習態度 

內涵 3.1.2學生具有自我負責並與他人合作分享的態度。 

作為 

(1) 推展服務學習活動，培養學生負責盡心的態度 

① 落實班級自治工作，選舉班級幹部並賦予服務任務。 

② 組訓新生服務愛心導生，入班協助新生適應國小生活；組訓課業

輔導愛心導生，協助課輔志工進行低年級課業輔導。 

③ 組訓糾察隊，負責上、放學秩序維護；組訓衛生服務隊，協助資

源回收並進行校內環境維護工作。 

④ 組織幼童軍及幼女童軍，擔任各項儀典進行之司儀、旗手及遞獎工作。 

(2) 辦理團隊競賽活動，訓練學生團隊合作的情操 

① 配合校慶運動會辦理接力競賽、每學期辦理班際體育競賽，凝聚

班級向心力，並培養學生合作及負責的態度。 

② 配合校內語文競賽，辦理英語讀者劇場班際競賽活動，以培養學

生同儕間之默契，並提升團隊合作之態度。 

③ 組訓各運動團隊參與教育盃競賽，培訓音樂團隊參加音樂比賽，

藉以訓練學生團隊合作精神。 

     
衛生服務隊協助資源

回收落實服務學習 

組訓糾察隊維護

上、放學秩序 

童軍擔任司儀旗

手培養負責態度 

英語讀者劇場比賽

提升團隊合作態度 

舉辦大隊接力比賽

培養合作負責態度 
 

項目 3.學習態度 

指標 3.2 培養尊重關懷的公民態度 

內涵 3.2.1學生具有關懷他人、尊重多元文化的學習態度。 

作為 

(1) 推展節慶感恩活動，奠基尊重與關懷的態度 

① 配合祖父母節，感謝家中長輩的關心與照顧；配合母親節活動，

感謝父母的關愛與辛勞。 

② 辦理教師節敬師活動，培養學生尊師重道的觀念；辦理歲末感恩

活動，養成感恩惜福的的態度。 

③ 融入感恩節、耶誕節等西洋節慶教學活動，尊重多元文化與關懷他人情操。 

④ 配合愛心志工表揚大會及園遊會，表達對志工的感謝。 

(2) 辦理多元文化宣導，培育接納與包容的情懷 

① 配合園遊會活動，進行多元文化體驗活動，認識不同語言及文化。 

② 辦理校際交流及國際交流，以認識理解不同文化與環境。 

③ 接待外校學生團體，透過共同上課了解學習方式之差異。 

④ 邀請 AIESEC國際志工、扶輪社交換學生蒞校服務，進行沉浸式



11 

 

教學與文化交流活動。 

     
敬師活動培養尊

師重道的觀念 

歲末感恩活動-

溫馨報佳音 

園遊會闖關多元

文化活動 

香港可立小學運

動訓練營交流 

AIESEC志工蒞校

做文化交流 

項目 3.學習態度 

指標 3.2 培養尊重關懷的公民態度 

內涵 3.2.2學生具備民主法治、社會參與和國際視野的素養。 

作為 

(1) 推展民主法治教育，奠定未來公民素養 

① 辦理法治教育宣導課程，並含交通安全、租稅教育與反毒教育

等，以深植法治觀念。 

② 推展班級自治活動，透過參與班級事務討論與表決，學習民主程序精神。 

③ 舉辦模範生、禮儀楷模、孝親楷模、榮譽楷模選拔，奠基民主法治概念。 

(2) 參與社會服務活動，形塑當代公民態度 

①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工作，如參加社區節慶活動表演、配

合兒童節活動進行福州山及富陽公園親山淨山活動。 

② 組織幼童軍及幼女童軍團，參與社會服務工作，如捷運站禮儀宣導活動。 

③ 配合英語融入領域教學課程，進行社區報佳音活動、校內smile活動。 

④ 配合扶輪社活動，實施跑步做愛心活動~「為愛而跑」，募集 15

萬元善款，捐助偏鄉。 

(3) 推動國際教育活動，開展世界公民視野 

① 辦理校外教學、畢業校外參觀教學、校際交流等，透過文化、才

藝、體育與課程互動，拓展學生學習視野與經驗。 

② 接待中國大陸、香港等來訪學生，藉由入班共學，了解不同背景

兒童學習上之差異。 

③ 與日本東京都竹立區本町小學學童進行書信卡片交流活動，開展

學生國際視野。 

④ 安排學生進行英語情境中心校外教學，培養學生跨境移動能力。 

⑤ 邀請 AIESEC國際志工、扶輪社交換學生蒞校服務，進行文化交

流活動，讓學生有與外國人交流機會。 

⑥ 設置國際教育廊道，以整合課程中所認識之國家及其著名地標，

體驗天涯若比鄰的感受。 

     
參加反毒教育宣導

之實境解謎巡演 

舞藝社團參與黎孝

里元宵節表演 

幼女童軍參加捷運

站禮儀宣導活動 

金鼎國小校際交流學

生共同交流學習 

扶輪社交換學生蒞

校參與校慶活動 
 

目標 T echnology & information以資訊科技為工具的終身學習，展現學生高層創思 

項目 4.學習成效 

指標 4.1 展現自主的學習與生活素養 

內涵 4.1.1學生具備學科基本能力與跨領域的綜合素養。 

作為 (1) 落實領域教學活動，提升學科基本學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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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教師藉由學年會議及領域備課社群，進行課程知縱向及橫向連

結；透過定期評量及基本學力檢測成績分析，調整教學及評量方

式，確保學生具備學科基本能力。 

② 定期作業調閱，檢視學生學習狀況；整合各方人力資源，進行補

救教學及開辦攜手激勵班，以扶助學習落後學生。 

③ 藉由課程評鑑及家長滿意度調查，檢核學生學習狀況。 

(2) 推展綜合學習活動，深化跨域統整能力 

① 自 105 學年度起申辦「英語融入綜合領域教學」計畫，自辦「資

訊融入綜合領域教學」計畫，以落實跨領域教學活動。 

② 透過深耕閱讀計畫、小田園計畫、國際教育計畫等，整合各領域

學科知識，培養跨域綜合素養。 

③ 辦理語文競賽、藝能科發表會、大安學生美展、創客教育成果展

等展演活動，呈現跨域學習成果。 

     
英語融入綜合領域，

落實跨域教學 

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培養跨域素養 

辦理語文競賽活

動，深化跨域能力 

藝能科發表會展

現跨域學習成果 

創客教育成果展示，呈

現跨域學習作品 

項目 4.學習成效 

指標 4.1 展現自主的學習與生活素養 

內涵 4.1.2學生具備生活、自我管理及人際互動的素養。 

作為 

(1) 落實生活教育，培養自我管理能力 

① 各班級訂定班級公約，養成學生自律及尊重之觀念。 

② 實施「五育獎章榮譽制度」，強化學生向上向善之動力。 

③ 辦理生命教育課程、生命鬥士講座、環境保護活動等，協助學生

了解生命意義與價值，以尊重生命，愛護自然。 

④ 實施情緒教育課程，以培養學生自我控制能力；實施班級輔導、

小團體輔導活動，以落實情緒管理素養。 

(2) 推展合作學習，培育人際互動知能 

① 開辦多元課後社團、多元學校團隊、團體競賽活動、校外教學活

動、校際交流活動等，促進與人互動之機會，培養人際互動能力。 

② 於領域教學中，以小組學習及合作學習等教學策略，提供學生傾

聽與對話機會，培養良好的溝通與表達能力。 

③ 鼓勵學生參加各項校內外比賽，展現其表達能力，並利用兒童集

會時間，讓學生進行演說類展演，提升其於大型場合之膽識。 

     
辦理生命鬥士講座

了解生命意義 

辦理愛護動物生命

講座以尊重生命 

芯福里情緒教育推

廣協會EQ教育 

辦理校外教學，培

養人際互動知能 

生態校園闖關，培養

小組合作學習能力 
 

項目 4.學習成效 

指標 4.2 運用高層次的思考與創新素養 

內涵 4.2.1學生具備反思進步與問題解決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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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 

(1) 推展思辨內涵課程，培養獨立思考能力 

① 結合讀報教育，探討生活時事，引導學生理解脈絡、價值澄清及分析辯證。 

② 透過班級共讀圖書，進行文本探討、反思問題，以討論解決方案。 

③ 著重探究式教學，運用實驗歷程以驗證假設，培養獨立思考精神

並培育問題解決能力。 

(2) 推動資訊融入課程，育成問題解決素養 

① 結構化資訊教育課程，實施資訊課程之基本能力及資訊倫理之養成，導

入程式教學、3D列印、雷射雕刻、Micro:bit程式板教學等創客課程，並

整合程式及程式板搭配Mbot 及積木教學，培養學生問題解決能力。 

② 配合畢業生輔導活動，辦理「大安搞什麼飛機」活動，進行 2D 轉

3D 飛機音樂盒製作活動。 

③ 參與彭博慈善基金會 Global Scholars 專案，藉由線上學習及實地

踏查課程，育成問題解決素養。 

④ 進行「機關王」積木課程，藉由積木結構變化，以解決問題，培

養實際動手做的能力。 

⑤ 參與國際學生網界博覽會活動，將行動研究成果化為網路資訊，

以擴展其影響力。 

     
舉辦書評活動以

探討反思問題 

以科學實驗驗證假設

培育問題解決能力 

大安搞飛機活動進行

2D轉3D訓練 

機關王積木課程培養

實際動手做的能力 

網界博覽會展

現研究成果 

項目 4.學習成效 

指標 4.2 運用高層次的思考與創新素養 

內涵 4.2.2學生具備創造思考與創新素養。 

作為 

(1) 設計創造思考課程，開發創意潛能 

① 發展程式設計課程，培養邏輯編程能力；規劃視頻拍攝活動，整

合學生寫稿及表藝能力。 

② 辦理四~六年級科學展覽活動，藉由自主學習，自覓主題進行科

學研究參加校內科展。 

③ 每學期進行寒、暑假進行自主學習，並於開學時進行自主學習成

果發表，培養學生自主規劃能力，開發學習潛能。 

④ 開設資訊類及科學類課後社團，提供學生進階學習機會，開發創意潛能。 

(2) 規劃多元展能活動，展現創新成果 

① 舉辦迎新才藝展演、藝能科發表會、歲末感恩祝福活動等，鼓勵

學生發揮創意，展現創新素養。 

② 辦理園遊會活動，讓學生發揮創意設攤，以吸引群眾光顧。 

③ 舉辦大安學生美展，一生至少一作品展現其創作成果；學生美術比賽

及美術創作展作品進行長期陳列，以利楷模學習，展現創新成果。 

     
發展程式課程

培養邏輯能力 

規劃視頻拍攝活動，

整合寫稿及表藝能力 

開辦資訊類社團提

供進階學習機會 

開辦科學類課後社團

開發創意潛能 

園遊會發揮創意

設攤以吸引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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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作法 

(一)以提升英語能力為基礎之國際教育 

提升英語能力一直是學校努力的目標。在教學情境營造上，歷經專科教

室改善工程，讓英語教學情境化；建構國際教育廊道，將教材中有關各國文

化彙整於廊道，並將世界各國知名地標佐以英語解說，讓英語成為一項溝通

與學習的工具，以培養孩童跨境移動之能力。中年級實施英語融入綜合領域

教學，透過 CLIL 教學模式，帶領孩子們進到 bilingual 的教學情境中。四

年級的讀者劇場班際競賽，有效提升學童英語聽力與口說能力的活動，藉由

全班練習一篇英語劇本以凝聚班級的向心力。組織學生團隊參與彭博慈善基

金會的 Global Scholars 的學習活動，進行全英文的線上課程，也結合環境

議題做生態都市營造的專題研究，實踐跨科、跨領域的學習模式。藉由微軟

所提供的資源，希望可以藉由視訊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學生進行交流，漸次進

行一班(認養)一國的國際交流活動。每年邀請國際志工蒞校服務，是學生直

接與國際人士面對面說話的好機會，來自各國的國際志工與學童進行各項學

習交流活動，營造出使用英語的情境，未來也將繼續邀請各國志工來校服務。 

(二)以建立系統化思考能力為目標的資訊教育 

資訊教育是本校課程規劃的另外一個重心，105學年度本校以「e起愛

音樂」專題，榮獲教育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應用團隊」典範團隊殊榮。

在資訊課程規劃，中年級除了資訊課程教授電腦基本操作外，也導入 Scratch

程式設計作為 Micro:bit電路板操控的基礎；高年級則有屬於創客課程的 3D

列印、雷射雕刻、VR 及 AR，另有 MBot及智高機器人課程，讓學童可以用平

板電腦控制機器人，而手機 APP 編寫則可提升學童 Coding 的能力。未來在

學校網路環境建置完成後，行動學習會更加的方便，學校也會將美勞課程與

創客課程進行結合，將美勞作品以掃描裁藝機或以雷射雕刻輸出，增加學童

作品的多樣性。更與仁愛國中自造中心成為夥伴關係，導入各項自造者課程

融入教學中，107 學年度進行畢業禮物自己做的「飛機音樂盒」課程，未來

將逐步融入美勞課中，讓畢業生輔導活動更具意義。 

(三)以培養獨立思考能力為目的的閱讀教育 

本校歷來致力推展深耕閱讀活動，包含「圖書館成長日誌」、「圖書館利

用教育融入課程發展」、「閱讀理解策略教學」、「小一閱讀起步走」等活動。

並辦理校內好書推薦、班級圖書、閱讀高手、小小說書人、手工繪本、劇本

創作等閱讀創作，以培養學生閱讀習慣。利用圖書志工資源辦理校內「圖書

館利用教育」競賽、「圖書館尋寶趣」、「小小書評家」等活動，提升學生圖書

館運用知能。依四年閱讀計畫訂定「閱讀高手辦法」提供學生閱讀卡，學生

循序漸進取得各級別獎勵，並辦理「與校長有約」早餐會，隨時激勵學生持

續閱讀。週間配合閱讀計畫實施寒暑假閱讀存摺及晨光閱讀 15 分鐘活動，

培養學童閱讀習慣。 

(四)以落實體驗探索為信念的生態教育 

本校校地總面積 30,390平方公尺，綠覆率達 40%，可透水面積近 50%，

寬敞的校園和動植物多元的生態環境提供大安學子有最佳的學習環境。歷年

來經過總合治水工程、中庭庭園整修工程、操場周邊整修工程等，優質化校

園情境。在校長推動下，各班師生利用教室前花台進行可食作物的栽種，落

實田園城市的理念。 

106年度起，利用臺北市大安區臥龍街 151巷（環保局用地），進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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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自然生態環境學習園區實驗計畫」，三年來大安學子不定期享受辛勤耕耘

後，採收瓜果蔬菜的樂趣，透過豐富地域性在地自然生態資源，共同參與大

安臥龍學園之自然生態實驗園區之環境教育課程，發展環境教育獨特性特色，

共同為在地生態自然園區建置發展不一樣的體驗課程，進而帶領學生體驗人

與環境的教學歷程。希望透過生態實驗園區的機能強化，激發起生態有機性

的力量，建立永續性發展，落實學生環境保護的信念。 

(五)以內化藝術涵養為目標的藝文教育 

本校由 100 學年度起，即以藝術與人文課程作為本校之校本課程，藉

由專業並極富熱忱之藝文教師任教，類模組化之藝術課程，讓學生每學年都

能有固定產出，除以各學期學校日進行藝文作品展覽外，每年藝能科發表會

皆有全校性的「大安美展」，展示每一大安學子的美勞作品。而每一年度各項

美術比賽，也都能有優異的表現。 

(六)以發展多元智能為方向的學校團隊 

隨著社會環境變遷、資訊快速流通，學生僅具備知識力已不足以應付即

將面對的未來生活，透過規劃辦理各項多元體驗活動，組織各種學校團

隊，開展學生多元智能，以培養學生創造力、解決問題能力、與人合作學

習，提供學生表現舞台，發現潛能並培養自信。本校之多元團隊如下： 

薪傳民俗的校本課程：民俗體育是大安過去輝煌的學校特色，也是學校重

要的本位課程。為持續傳承大安文化，推動民俗體育，鼓勵普及參與，培

養個人專長。近年來發展民俗體育重點著重於扯鈴項目，近六年皆獲得教

育局「推展傳統藝術教育」特優獎勵。 

多元發展的藝文體育：利用班際體育競賽及各項團隊選拔賽，發掘具運動

潛力選手組織學校體育團隊，計有排球隊、游泳隊、溜冰隊、田徑隊、足

球隊等運動團隊。除學期間每日固定時間練習外，也利用寒暑假期間進行

寒、暑訓，以精進團隊選手之專項技能。而透過藝術與人文課程中之音樂

課培養學生音樂素養，並利用團隊甄選方式，選拔合唱團及絃樂團成員，

成立合唱團參與合唱比賽及校內外演出；成立弦樂團擔任學校音樂大使，

並接受外邀演出。每年在各項體育競賽中，都能名列前茅，表現亮眼。 

    大安國小除了在正式課程之外，更積極培養每個孩子在運動及藝術方面

至少擁有一項專長，期待學子們成長過程中有健康的休閒生活，能終身學習

並享受幸福快樂的人生。 

肆、優質成果 
一、目標達成 

(一)S t u d e n t - c e n t e r e d  以學生主體為目標的課程內涵，保障學生學習權利。 

1. 每學年度定期召開學年會議及領域備課社群會議各 8 次；辦理教師研習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9 場、第 2 學期 13 場，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11

場；108 學年度所有教師參與公開觀課，第 1 學期已完成 58 場。 

2. 107 年基本學力檢測，在數學科在答對率及 11 個評量向度皆高於臺北

市平均。另於定期成績評量加考作文，在分段數、錯字數及得分數平

均，皆有進步趨勢。 

3. 開辦課後照顧班 108 學年度共開設 13 班次，參加學生 323 人次。 

4. 設置教育儲蓄戶，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扶助 8 人、第 2 學期 22 人、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24 人，扶助金額共 80,177 元。 

(二)M ult i - intel l igence  以多元智能為目的的學習樣態，豐富學生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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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期充實學校圖書，107 年度採購金額約 308,646 元、108 年度 26,8618

元；每學年度辦理圖書館利用教育，學生參與率 100%。 

2. 圖書館借閱冊數：106 年度為 44445 冊、107 年度為 44968 冊、108 年度

為 35298 冊。其中 106 年 8 月~107 年 6 月因鼓勵學生大量閱讀，故借閱

數量大；107 年 8 月後，閱讀後有一定數量需填寫閱讀卡，以著重閱讀

的品質，故在借閱數量有所減少。 

3. 學生全面參與晨讀 15 分鐘活動；學生參加閱讀高手計畫，獲認證參與與

校長有約活動，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81 人、第 2 學期 78 人，108 學年度

第 1 學期 111 人。 

4. 開辦課後社團 108 學年度共 41 班次，參加學生 619 人次；組訓音樂及體

育校隊，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參與學生共 273 人。 

5. 活動中心綜合球場 30M*22M，提供學生集會活動及上課使用，另提供排

球隊、扯鈴隊及排球社、游泳社練習，每周約 654 人次使用；游泳池

25M* 15M，提供三~六年級每學期 4 周泳課外，另提供泳隊 30 人及游泳

社 60 人使用；韻律教室計有 3 間，提供體育課使用外，另提供舞蹈類社

團、跆拳道社團及扯鈴隊身段練習，每周約 168 人次；高爾夫球場提供

激勵社團使用，每周計有 40 人次學生參與；飛輪教室計有 11 部飛輪訓

練機，提供 30 位田徑隊同學訓練之用。 

(三)A ggressive learning 以深度學習為方法的學習歷程，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1. 正式教師全數參與過差異化教學研習及補救教學研習。 

2. 定期召開潛能班 IEP、資優班 IGP 個別化教學計畫會議；定期召開普特

導師會議、個案轉銜會議、個案會議等給予個別學生學習銜接。 

3. 利用教育局配發之行動載具及微軟提供之筆電，由學校建置之無網路及

網路學習平台進行行動學習。 

4. 辦理校內科展，107 學年度共有 17 件參賽，其中 1 件入選北市科展；108

學年度共有 23 件參賽，預定 109 年 3 月參與市賽。 

5. 108 年度參加本市語文競賽，在報名的 16 項競賽中，共有 12 項得獎成績

斐然，其中國語朗讀項目榮獲冠軍，代表參加全國賽榮獲全國優等獎。 

6. 辦理晨光補救教學，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每周參與 25 人次；辦理崇德社

及光鹽社志工假日課輔，107 年度參與 192 人次、108 年度 252 人次。 

(四)R espect & responsible 以尊重負責為信念的品格陶養，育成學生公民素養。 

1. 組訓新生入學愛心導生共 16 人，協助新生適應生活；課輔愛心導生 18

人，協助低年級課業輔導；糾察隊 30 人，負責上放學秩序維持；衛生服

務隊 21 人，協助資源回收及校園整潔維護；幼(女)童軍 13 人，負責學校

儀典等。 

2. 全校參與圖書館尋寶趣活動、藝能科發表會、體育表演會、班際體育競

賽、國際志工文化交流等活動；六年級參與山訓活動、大手牽小手活

動、障礙體驗活動、畢業輔導活動等；五年級參與親山淨山活動、校際

交流活動及校園導覽員活動；四年級參與定向運動及讀者劇場活動；三

年級參與校園探索活動等，以尊重負責的精神。 

(五)T echnology & information 以資訊科技為工具的終身學習，展現學生高層創思。 

1. 三、四年級全數參與英語融入綜合領域教學專案；五、六年級全數參與

資訊融入綜合領域教學方案。 

2. 六年級學生全數參與飛機音樂盒製作活動；培訓資優班學生參加 1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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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機關王比賽。 

3. 網博團隊近年獲得獎項：「核去核從」榮獲 2016國際網界博覽會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Issues 類別」白金獎；「Establish a 

Sustainable Ecological City 」榮獲 2018國際網界博覽會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Issues 類別」金獎 

二、 創新成果 

(一) 以提升英語能力為基礎的國際教育 

1. 優化英語學習情境：本校有 5 間經專科教室環境改善之英語教室，並設置國

際教育廊道，成為學生學習的重要教學資源。 

2. 英語融入綜合領域：自 105 學年度起申辦英語融入領域教學專案，於三、四

年級實施每周一節之英語融入綜合領域課程，108 學年度計有 342 位學生參

與。107 學年度參與「雙語大教室」成果發表會，榮獲優良教案。 

3. 舉辦英語學藝競賽：107 學年度辦理五年級英語演說比賽，計有 15 位學生

參加；辦理四年級讀者劇場班際競賽，計有 155 位同學共同參與比賽。二項

比賽優勝之選手參加臺北市語文競賽，皆獲得優等佳績。 

4. 申辦彭博專案課程：本校 108 學年度組織學生團隊參與彭博慈善基金會的 

Global Scholars 的學習活動，除進行全英文的線上課程外， 也結合環境議

題做生態都市營造的專題研究，實踐跨科、跨領域的學習模式。 

5. 邀請國際志工蒞校：本校自 103 年起，邀請 AIESEC 國際志工蒞校服務，

108 年邀請來自德國及馬來西亞的志工，與本校學童進行各項學習交流活

動，自然而然地營造出使用英語的情境。 

6. 參與國際交流活動：106~108 年分別有弦樂團至中國大陸、溜冰隊到韓國及

法國交流比賽，109 年扯鈴隊即將到泰北參加交流活動；另有中國大陸 3 所

小學及香港 1 所小學學童蒞校交流，促進彼此的了解。 

(二) 以建立系統化思考能力為目標的資訊教育 

1. 資訊教育典範團隊：105 學年度本校以「e 起愛音樂」專題，應用音樂鍵

盤、iPad、Mac 學生自己作曲、編輯等，榮獲教育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

新應用團隊」典範團隊殊榮。 

2. 資訊融入綜合領域：自 105 學年度起自編資訊融入領域教學，於五、六年級

實施每周一節之資訊融入綜合領域，連同原有之資訊課程，每周相當有 2 節

資訊課，以深化學生之資訊應用能力，108 學年度計有 336 位學生參與。 

3. 導入程式設計課程：本校資訊課程規劃，中年級除了資訊課程教授電腦基本

操作外，也導入 Scratch 程式設計作為 Micro:bit 電路板操控的基礎。學生參

加貓咪盃程式設計比賽，107 年度 1 組 2 人獲得第三名、1 組 2 人獲第 7 名

及 108 年度 1 組 2 人入選獎等成績。 

4. 結合自造創客課程：本校高年級有屬於創客課程的 3D 列印、雷射雕刻、VR

及 AR，另有 MBot 及智高機器人課程，讓學童可以用平板電腦控制機器

人，提升其系統思考及問題解決能力。 

5. 參與自造中心聯盟：本校於 107 年與仁愛國中自造中心成為夥伴關係，導入

各項自造者課程融入教學中，107 學年度進行畢業禮物自己做的「飛機音樂

盒」課程，讓 188 位畢業生輔導活動更具意義。 

6. 建置創意積木教室：配合 108課綱的不插電程式設計課程及動手做的自造者

課程，學校將建置創意積木教室，讓大安學子能在自主的學習歷程中，發揮

創造力與組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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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培養獨立思考能力為目的的閱讀教育 

1. 辦理圖書館之利用教育：利用圖書志工資源辦理校內「圖書館利用教育」每

一學年度每班參與 2 節課，除以繪本故事帶入圖書館利用外，也指導學生完

成「我的圖書館成長日誌」，提升學生圖書館運用知能。 

2. 舉辦圖書館尋寶趣活動：配合歲末感恩活動，辦理圖書館尋寶趣活動，學生

從題目卡中，利用圖書資源找答案，提高學生問題解決及探究學習的能力。 

3. 實施閱讀高手認證計畫：依閱讀計畫訂定「閱讀高手辦法」提供學生閱讀

卡，以循序漸進取得「小學士」、「小碩士」、「小博士」、「銀博士」、「金博

士」、「鑽博士」獎勵，並辦理「與校長有約」早餐會，隨時激勵學生持續閱

讀，參與早餐會 107 上學期 81 人、107 下學期 78 人、108 上學期 111 人。 

4. 舉行各項深耕閱讀活動：推展深耕閱讀活動，包含「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小一閱讀起步走」、「好書推薦」、「班級共讀圖書、巡迴讀書」等，週間配

合閱讀計畫實施晨光閱讀 15 分鐘活動，培養學童閱讀習慣。 

5. 參與各項深耕閱讀競賽：辦理小小說書人、自編故事劇本等校內比賽，並參

加臺北市比賽，自編故事劇本 107 年度 3 組(8 人)獲優選獎、108 年度 1 組

獲特優、1 組獲優選、2 組獲佳作；小小說書人 107 學年度 1 組獲佳作。 

6. 榮獲深耕閱讀獎項肯定：本校於 106 年度榮獲臺北市深耕閱讀學校團體類甲

等獎、107 年度榮獲「閱讀推手—書城閱冠磐石」績優團體獎，閱讀教育推

行績效深獲肯定。 

(四) 以落實體驗探索為信念的生態教育 

1. 得天獨厚的廣闊校園：本校校地總面積 30,390 平方公尺，綠覆率達 40%，

可透水面積近 50%。目前學校有一千多位小朋友，有寬敞的校園和動植物

多元的生態環境提供大安學子有最佳的學習環境。 

2. 豐富多樣的生態環境：本校擁有豐富的生態環境，除有多樣的植物外，松

鼠、麻鷺、藍鵲、貓頭鷹等動物更是校園中的常客，學生藉由大安探索花園

網頁，可以了解豐富的生態。 

3. 觀察體驗的探索學習：配合兒童節活動，設計以中庭前庭植物為學習內容的

探索學習課程，讓學生在小組合作的基礎下，認識校園的植物。 

4. 從無到有的生態園區：106 年度起，擘建「大安自然生態環境學習園區」，

三年來學生不定期享受辛勤耕耘後，採收瓜果蔬菜的樂趣，帶領學生體驗人

與環境的教學歷程。 

5. 絕無僅有的臥龍綠廊：結合都市發展局、大安區公所及里辦公處等單位建置

的「臥龍綠廊步道」，由麟光捷運站出口旁的臥龍街連接至臥龍學園總長 

1,216 公尺的步道，包含了富陽生態公園及福州山公園等，本校每一學年辦

理一次全年級的親山淨山活動。 

6. 師生共築的田園城市：在校長推動下，各班師生利用教室前花台進行可食或

觀賞植物的栽種，落實田園城市的理念，面積約有 19.44 平方公尺。 

7. 有目共睹的甜美果實：本校於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7 年度小小神農評選榮獲

小田園國小組特優學校；臺北市 2019 田園城市建置成果競賽表揚，榮獲綠

屋頂國小組優等獎。 

(五)以內化藝術涵養為目標的藝文教育 

1. 推展藝文本位課程：本校由 100學年度起，即以藝術與人文課程作為本校之

校本課程，藉由專業並極富熱忱之藝文教師任教，內化學生之藝術涵養。 

2. 辦理大安學生美展：學生每學年都能有固定產出，除以各學期學校日進行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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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作品展覽外，每年藝能科發表會皆有全校性的「大安美展」，展示每生一

件美勞作品的短期展覽。 

3. 參與學生美術競賽：每學年度辦理學生美術比賽及學生美術創作展等校內比

賽，擇優參加市賽，其中學生美術比賽 107 學年度共有 17 件作品獲獎；108

學年度共有 13 件作品獲獎，成績優異。 

4. 營造美感校園環境：本校在進行校園修建工程時，除要求工程品質外，亦將

學校發展願景融入工程中。另於師生多元空間配合活動進行師生美展、仁愛

二樓有美術競賽優秀作品常設展、穿堂有配合節慶活動的美勞作品展等，營

造校園美感空間。 

5. 發展藝文跨域學習：結合藝文及資訊創客內涵的跨領域學習，擴增學生學習

範疇，其中含雷射雕刻、3D 列印及掃圖裁藝機等，培養跨域應用能力。 

(六)以發展多元智能為方向的學校團隊 

1. 循序結構的體育競賽：本校歷來推展結構化體育競賽，106~108 學年度六個

年級共辦理 9 項班級競賽活動；另配合運動會辦理低年級 60M、中年級

80M、高年級 100M 競賽及三~六年級大隊接力。以普遍化的競賽，兼顧個

別發展與選才的目標。 

2. 普遍參與的課後社團：108 學年度開設舞蹈類 5 班次、運動類 17 班次、藝

文類 9 班次、資訊科學益智類 6 班次、激勵類(書法、高爾夫)4 班次，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參加學生共 619 人次，提供學生發展多元智能機會。 

3. 追求卓越的競技團隊：本校計有合唱團及弦樂團等藝文團隊；排球隊、田徑

隊、扯鈴隊、游泳隊、溜冰隊、足球隊、籃球隊、桌球隊等 8 個體育競技團

隊。近年參與各項競賽，107~108 年度重要盃賽成績表列如下： 

排球隊 107學年度教育盃排球錦標賽女童五年級甲組季軍 

108年臺北市 Conti青年盃排球錦標賽少年女童五年級組亞軍 

108學年度臺北市國小排球聯賽六年級女童組季軍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7屆校友盃排球賽六年級女童組季軍 

田徑隊 107年臺北市春季全國田徑公開賽男童組 200公尺第一名 

107年臺北市青年盃田徑賽女童組壘球擲遠第二名 

107年臺北市中正盃小鐵人大隊接力錦標賽六年級女生組冠軍 

108年臺北市春季全國田徑公開賽女童組跳遠、鉛球第三名 

108年臺北市青年盃田徑賽女童組推鉛球第一名、壘球擲遠第三名 

108年臺北市秋季全國田徑公開賽國小男子壘球冠軍、亞軍 

108年臺北市中正盃田徑錦標賽國小男子組壘球擲遠第二名 

108學年度國民小學南區運動會田徑比賽甲組女子 3000 公尺競走第

二名、男生甲組壘球擲遠第三名、4*200公尺接力第三名 

扯鈴隊 106學年度教育盃中小學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扯鈴比賽： 

甲類國小女生組團體賽季軍、甲類國小男生組團體賽季軍 

教育部體育署 107學年度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個人舞臺賽女

子組特優 

臺北市 108年青年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扯鈴比賽甲類扯鈴國小男

生組雙人賽第一名、甲類扯鈴國小男生組團體賽冠軍、甲類扯鈴國

小女生組團體賽季軍 

臺北市 107學年度教育盃中小學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扯鈴乙類國小

組團體賽特優、甲類國小女生組團體賽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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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臺北市中正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甲類國小女生組扯鈴團體賽

亞軍、甲類國小男生組扯鈴團體賽季軍 

教育部體育署 108學年度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扯鈴雙人女子

組 特優 

游泳隊 臺北市 106學年度國小運動會游泳賽男生組自由式 50 公尺及 100公

尺皆獲得第一名 

108年全國北區分齡游泳錦標賽女子組 10及以下歲級 200公尺自由

式接力第三名 

臺北市青年盃小鐵人二項錦標賽四年級女子組第一名 

108年臺北市中正盃分齡游泳錦標賽女子 50公尺蛙式銀牌 7-8歲男

子 100 公尺仰式銅牌、9-10歲女子 100公尺仰式銅牌、9-10歲女子

50公尺仰式銅牌 

108學年度國民小學 南區運動會游泳比賽男童 50公尺、100公尺、

200公尺自由式第一名 

50公尺蛙式第二名、4*50公尺自由式接力第三名 

溜冰隊 臺北市 106學年度教育盃中小學溜冰錦標賽國小組 

團體花式第三名、國小組團體花式四人組包辦一二名 

臺北市 107學年度教育盃中小學溜冰錦標賽國小組團體花式第三名 

108年全國中正盃溜冰錦標賽國小組 團體花式 第三名 

足球隊 107學年度教育盃五人制足球錦標賽 U10男童乙組第四名、U12男童

丙組第八名 

伍、學校特色 
一、致力學生學習環境優化：其他修建工程及專案工程執行金額，106 年度

21,663,270 元、107 年度 24,909,962 元、108 年度 21,214,443 元。 

二、普遍實施資訊融入教學：五、六年級全面實施資訊融入綜合領域(正式課

程)教學，使學生的學習在持續的基礎之上而有所創新。 

三、充分保障弱勢學生權益：建立各種特殊身分學生檔案，參加課後照顧、課

後社團、攜手激勵班等皆申請補助，以弭平學習落差；申請學產基金、原

住民獎學金、清寒獎學金等獎住金，以確保弱勢生安心就學。 

四、辦理年度大型統整活動：每學年度第 1 學期辦理校慶運動會、歲末感恩活動；

第 2 學期辦理兒童節活動、藝能科發表會與園遊會等大型全校性活動，以呈

現跨領域學習成果。 

五、特教學生分科選修課程：潛能班及資優班學生，依據其需補強部分及其興趣

與需求，分組選修相關課程，以培養適應環境的能力，並發揮其所長。 

六、營造安全友善學習情境：以愛整潔、守秩序、有禮貌為行為準則，讓學生能

尊重同儕個別需求及差異，幫助弱勢、拒絕霸凌，成為安心學習的友善校園。 

 

陸、結語 
現今世界的變化速度更甚以往，給孩子帶得走的能力是讓他們更具競爭力

的不二法門。希望大安學子在學校的規劃下，藉由親師共同合作，將知識化為

力量，共同開啟孩子適性學習的契機，充分展現多元智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