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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北市立新興國中於 58年 8月創校，體察教育趨勢的變化，以學生學習為

中心，照護新興學子「品德、健康、學習」三個學習核心面向，盼能「成就每

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具備未來生活的關鍵能力。 

    有效教學是達成學習目標的重要關鍵，而有效教學的前提則是具有與時俱

進專業知能的教師。新興國中自 102學年起推動「教學輔導教師計畫」促進教

師的專業分享與成長，鼓勵各領域教師參與「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專業創新及

行動研究」發表，解決教學實務問題提升教學效能。為落實 12年國教新課綱的

精神與內涵，以學生學習為中心，規劃「生活英語」、「創客教育」、「自然實驗

探究」及「社會人文」四大類統整性主題探究課程。並統整「區域職探體驗中

心」及「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規劃與設計各類探究與體驗實作課程，同時結

合學生生活經驗，設計各項多元學習活動，讓新興學子有不同的學習體驗及視

野，激發其潛能，而能找到自己的亮點，並進而創造自我實現的舞臺。 

    此外建構與更新校園數位環境（廣播系統、校園觸控展示螢幕、班級教室

大型觸控螢幕），整建各項專科教室（生物教室、理化教室、VR體驗教室、創

新教學教室），完成 107學年度校園優質化工程及圖書館整修工程，並建置「區

域職探體驗中心」及「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營造科技、溫馨與友善的校園學

習情境。 

 

關鍵字：教師教學、體驗探究、多元嘗試、科技教育 

 

壹、基本現況   

一、設校歷史：  

    民國 58年 7月之前，學校現址(林森北路 511號)是行天宮廟地，除了香火

鼎盛的行天宮，廟前、廟後約二百五十戶違建住戶，倚賴信徒消費營生。民國

58年 8月，首任校長詹出錐奉命籌設國中，由國宅會發包興建，詹校長發揮協

調疏導長才遷移所有違建戶，並由市府以地易地，行天宮遷至現今松江路、民

權東路口，但土地公喜愛此處不肯遷移，在巧妙協調斡旋下，土地公廟落座於

新生北路，本校區東南角，也一直庇護著新興國中教職員生。 

    民國 58年首屆新生入學暫時商借民生國中上課，民國 59年 7月遷回現

址，民國 69年 8月，第二任陳醮平校長接任，完成活動中心建築。民國 79年

8月第三任陳永鎮校長接任，於溫和敦厚的領導下，新興國中的特教工作傲視

全國。民國 86年 8月第四任陳今珍校長接任，掌握時代脈動制定校務發展願

景，參與「臥虎藏龍教育實驗方案」，營造學校特色。民國 92年 8月第五任曾

文龍校長接任，適值捷運新莊線動工，落實校園民主和諧親師合作，學校社區



 

                                         4 
 

攜手成長，資源共享邁向卓越。民國 96年 8月第六任謝勝隆校長接任，延續歷

任校長校務經營的成就，建構學校成為「學生主體、親師互信、校園友愛、共

存共榮」的優質學校。民國 103年 8月第七任朱玉齡校長接任，申辦以「學生

為中心」亮點計畫，及申辦設置「區域職業試探體驗中心」以落實體驗學習，

引導學生適性發展。 

    民國 107年 8月第八任楊啟明校長接任，重視學生的品德、健康與學習，

以「學力提升全面化、國際教育英語化、校務工作合作化、行政教學科技化」

四大辦學方向，期盼學生對於生活能保持熱情與關注，學習與人相處、謙遜有

禮、善良並具備同理心，維持運動的習慣，自動自發的學習態度，而成就每一

位學生。 

 

二、社區環境      

         本校位於臺北市中山區，屬商業區，而鄰近臺北市立美術館，大同大

學，雙連文昌宮，首屈一指的行天宮，捷運誠品文化走廊等，社區內豐富的文

化資源，提供孩子更多元活潑的學習機會，並在社區人士的支援下，豐富了學

生的學習內涵。 

    學區屬老舊社區，家長多屬商業零售者，作息時間與學校無法配合，降低

家長參與學校活動機會。而工作型態及經濟因素之故，家長教導孩子的時間有

限，學生的教養及文化刺激有賴學校教育功能，且弱勢學生比例偏高，故相關

學習輔導皆需學校費心規劃及安排，並仰賴教育局專案計畫補助及社區團體的

協助。     

三、學校規模  

(一）班級數：1.普通班 10 班、2.體育班 3班、3.資源班 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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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數：男生 128 人、女生 102 人，總計 230 人。 

(三）人員編制：  

1.教師編制人數(含專輔及專任教練)：共 45人。 

2.專任職員總數共 13人。  

3.專職工友總數共 1人。  

貳、優質目標  

一、背景分析      

        本校位於臺北市中山區，屬零售者居多之商業區，家長多忙於生計，

較無法積極參與學校活動；而面對少子女化趨勢，缺乏新血教師的投入，故於

方案規劃前，運用 SWOT分析學校內部環境的優劣勢及外部環境的機會和威脅，

以瞭解學校推動教師教學方案的客觀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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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體目標：     

    體察教育趨勢的變化，依 SWOT的背景分析，我們深刻體悟—落實 12年國

教新課綱的願景：「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將是新興未來的

生存契機與努力方向。為了照護新興學子「品德、健康、學習」三個學習核心

面向，成就一個不一樣的新興新氣象。故本校以「優質教學•璀璨新興」為方

案主題，依據教師教學 SWOT分析，擬定具體的目標：  

 (一) 建構科技化數位化校園，共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建構與更新校園數位環境，整建各項專科教室，建置「區域職探體驗中心」

及「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營造各領域校園教學情境，以智慧校園建設藍圖，

成就一個智慧校園。同時鼓勵教師組成專業社群，進行課程與教學之專業對話

與分享，透過備課、觀課、議課的歷程，精進教師專業知能，提升教學效能。 

  

 (二) 拓展學生的學習視野，提供學生成功的經驗： 

    以學生學習為中心，規劃「生活英語」、「創客教育」、「自然實驗探究」及

「社會人文」四大類統整性主題探究課程。並統整「區域職探體驗中心」及

「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規劃與設計各類探究與體驗實作課程，同時結合學生

生活經驗，設計各項多元學習活動，讓新興學子有不同的學習體驗及視野，激

發其潛能，而能找到自己的亮點，並進而創造自我實現的舞臺。  

 (三) 活化素養教學策略，善用多元評量原則： 

    藉由各領域教學研究會，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研議與討論各領域多元評量

的機制與原則，適切引導與協助學生學習，而發掘學生之優勢能力，找回學生

的自信心。同時整合相關專案經費，尋找外部專家資源，協助教師不斷吸收新

知，與時俱進，而能創新與有效教學；落實 12年國教新課綱的精神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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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落實新課綱的願景，發展校本彈性課程： 

    藉由課發會、領召會議、領域教學研究會等，研議新課綱「成就每一個孩

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的願景內涵，參酌「品德、健康、學習」之新興學

習願景，架構「生活英語」、「創客教育」、「自然實驗探究」及「社會人文」四

大類新興校本統整性主題探究課程。並由領域與跨領域的專業對話與分享，增

進教師素養教學之教學設計知能，而能有效教學，讓學生於學習歷程內化與遷

移；建構校本課程地圖，期課程脈絡化而能永續發展，璀璨新興展現新局。     

參、具體做法  

一、實施內容      

      本校依據教師教學「教學規劃、班級經營、有效教學、創新教學」四個

項目及其指標、標準，將具體策略與做法分述如下： 

 (一)教學規劃--建構科技化數位化校園，共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1.1規劃符合學習需求的教學情境  

1.1.1有效活用教學資源，設計符合學生學習的教學與學習機制 

（1）透過新生智力測驗、性向測驗及學習診斷測驗，評估與診斷學生的起點行 

     為，提供導師及任課教師擬定與規劃教學及輔導策略，學輔中心教師進行 

     IEP之差異化教學與輔導。   

（2）申辦臺北市國中小創新教學實驗計畫─兩班三組(三班五組)教學模式實驗 

     計畫，將九年級的英語及數學分成兩個班群 6個分組適性教學，並以多元 

     評量方式給予形成性評量，讓師生於教與學之互動歷程有所回饋，且依段 

     考成績以學期為單位，做為分組學生的組間流動調整，激發低學習成就學 

     生之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 

（3）申辦臺北市雙語實驗課程學校引進外籍教師英語協同教學實施計畫，於 

    「生活英語」之學校彈性課程中，進行中外師英語協同教學 

（4）邀請外部專家進行資訊教育訓練，讓校內教師了解、熟悉有關於大尺寸觸  

     控螢幕、大尺寸廣告機、視訊整合及智慧教室操作等數位科技知能，精進 

     科技運用之專業知能。 

（5）申辦「臺北市 108學年度國際學校獎(ISA)輔導與認證實施計畫」，透過國 

     際教育議題教學活動，以增廣本校教師視野、提升教學專業、激發教學熱 

     情及增進教學反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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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年級補救教學活動 中外師協同教學活動 AR/VR視訊整合研習 

 

1.1.2建構豐富多元的教學情境以回應不同學生的需求 

（1）申辦 107學年度「行動學習智慧教學計畫」，購置平板 120台、充電車 4 

     台，提供各領域教師於教學活動中使用，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2）爭取經費於 107年度暑假進行圖書館整修工程，以強化閱讀相關的情境佈 

     置，營造書香校園的氛圍，培育學生之閱讀素養。 

（3）申辦設置「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讓學生充分了解自己的志 

     趣，增進其對職場及技職教育的認識，提供職業試探與體驗的機會。 

（4）申辦「臺北市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計畫」，以「STEAM創新 科技新興」為 

     主軸，進行教師 STEAM課程創意發想與創新課程設計，帶領學生進行創客 

     自造，將自造教育融入生活科技與資訊科技課程中，以落實十二年國教的 

     教育目標與理念。 

（5）開設「3D列印創客手作社」及「創意機器人社」等特色社團，培養學生 

     核心素養，及滿足不同孩子的學習需求。 

（6）開設多元社團課程，含體育類、藝術類、技能類、學術探索類、語文類 

     等，透過資源的引進 ，讓學生可以自由選擇適合自己興趣的社團，而能  

     適性學習。  

（7）辦理 50週年校慶三部曲，以首部曲校慶音樂會來進行師生博雅教育，校 

     慶二部曲來教育孩子團隊精神與合作服務的實踐，校慶三部曲以科學大教 

     室方式來培養學生實驗探究，建構追求真理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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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週年校慶慶祝活動屏棄傳統園遊會方式，辦理結合運動會、全校大野 

     餐模式進行。以惜糧珍食愛農為主題，利用跨域學習方式讓各領域教師研    

     發短講課程，配合國際教育世界糧食日發想，讓親師生一起省思，培育世  

     界公民情操。 

   

優美靜謐的圖書館 職探中心設計教室 職探中心電機教室 

   

參加機器人大賽前誓師   機器人教學課程活動     職探體驗活動 

 

1.2發展多元有效的學習策略  

1.2.1在社群、共備等各種合作的機制下，發展豐富且具彈性的學生學習策略  

 (1) 申辦「臺北市 108學年度國際學校獎(ISA)輔導與認證實施計畫」，精進教 

     師國際教育議題之教學設計能力，以研發豐富具彈性之學生學習策略，提 

     升教學效能。 

（2）申辦 108學年度「臺北市立國民中學「PAGAMO」學習扶助暨閱讀推廣計畫  

     提供學生不同的學習體驗。 

（3）申辦教學輔導教師及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計畫，以持續增進教師之專業 

     成長，豐富學生的學習策略。 

1.2.2教師以研究的精神引進並調整學習策略 

 (1)依規定成立「學校課程核心小組」，成員包含校長、教務主任、教學組長和 

    領域召集人等，透過課發會、領召會議及各領域教學研究會議，依據課綱 

    及領綱以學生為中心，研議校本特色課程，漸進架構學校課程地圖。 

 (2)各領域教師透過教學相長互動，不斷地修正與調整教學與學生學習策略， 

    並透過觀課及議課，瞭解孩子 的學習歷程，進而不斷改進教學。 

（3）教師參與「臺北市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活動暨成 

     果發表會」藉以創新教學與回饋反思而精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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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成長之國際教育議題研習 教師專業成長訪視 課發會暨課程核心小組會議 

(二)班級經營--拓展學生的學習視野，提供學生成功的經驗  

 2.1 訂定適切的學生行為規範  

 2.1.1 具有明確的學生行為規範 

  (1)強調學校教育核心價值-學生的品德、健康與學習，新興不但要教學生專 

     業知識，也要教生活態度，知識是工具，我們更期待新興人對於生活能保 

     持熱情與關注，學習與人相處、謙遜有禮、善良並具備同理心，維持運動 

     的習慣，自動自發的學習態度，以適應未來的生活。 

 （2）訂有「新興學生手冊」含學生請假規則、獎懲實施要點、懲罰存記暨改 

      過銷過實施要點、行動電話管理要點、榮譽便服日實施規定、學生服務 

      學習計畫等，明確規範學生行為，形塑愛、尊重與包容的友善校園文 

      化。 

 （3）透過班會與學校日親師座談，親師生共同討論訂定班級生活公約，親師 

      生共同參與獎懲委員會、服儀委員會及學生申訴委員會等，各班級與學 

      校一起研議架構明確且合宜的學生生活常規，以培育具生活能力的新興 

      人。 

  (4) 辦理幹部訓練，讓幹部理解學校要營造的氛圍，請幹部以身作則 成為班 

      上的學習榜樣，以領導班上成為有品的班級。  

 （5）透過班會針對班級事務或重要議題，進行傾聽與對話，以培養學生思考 

      表達等能力。  

2.1.2 學生行為規範適切且有效  

  (1) 擬定「生活教育競賽實施要點」及「榮譽便服日實施規定」落實執行， 

      培養學生愛整潔、守秩序、有紀律、能尊重之生活態度，以形塑正向楷 

      模之校園氛圍。 

 （2）辦理優良學生票選活動、司儀志工甄選活動，藉此鼓勵同學自我挑戰爭 

      取榮譽；利用週會辦理生命教育宣導，提升孩子正向能量。  

 （3）針對行為偏差需要關懷的學生，透過認輔及個案會議整合相關資源給予 

      適切的輔導處遇，並透過愛校服務及改過銷過等相關策略，有效規範學 

      生的行為。 

 （4）辦理「教師節敬師活動」、「母親節感恩活動」等校園溫馨活動，營造感 

      恩同理的校園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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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舉辦「七八年級校外教學」及「九年級畢旅校外教學」以體驗學習引導 

      學生，設定個人自我期許及班級團隊合作目標，並將此能量化為力量， 

      於日常生活中實踐。 

2.2 建立支持信任的班級文化  

2.2.1 營造支持、和諧的班級氛圍 

（1）導師運用多元的班級活動，凝聚班級向心力，形塑班級正向文化，深化學 

     生學習，營造親師生和諧氛圍。  

（2）導師透過學校日親師座談、聯絡簿、電話及家長通訊軟體群組等，有效經 

     營班級事務，並適切讓班級同學對班級事務有表達意見與想法之機會，凝 

     聚班級認同與動力。 

（3）配合學校活動如班際球賽、園遊會等，帶領班級同學一起參與，增添班級 

     活力，並讓同學有體驗學習與成功的經驗。  

2.2.2 形塑信任的班級文化  

（1)透過班會針對班級事務或重要議題，進行傾聽與對話，提升班上同學的互 

    相理解，形塑尊重、信任與包容的班級溫馨分享文化。  

 (2)重視班級親師互動，適切引導家長參與班級事務，營造班級親師信任文 

    化，致家長熱心參與學校相關活動如學校日、校慶、畢業典禮與親職講座 

    等。    

 (3)配合學校活動如校慶園遊會、班際競賽、隔宿露營、畢業旅行等，帶領班 

    級同學與家長共同參與，藉由活動之彼此互動，培養學生合作互助的能力 

    與態度，形塑具信任感之班級溫馨氛圍。   

   

學校日校務說明 幹部訓練活動 優良學生政見發表會 

   

校外教學-畢旅活動 校外教學-隔宿露營 教師節敬師活動 

 

(三)有效教學—活化素養教學策略，善用多元評量原則  

3.1善用有效的教學方法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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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運用有效的教學策略以活化學生學習  

 (1)以學生為中心，依學生的起點行為與需求，擬定適切的教學策略，並結合 

    其生活經驗，規劃與設計適切的教學活動，以活化學生學習而達成教學目 

    標。 

（2）規劃設計體驗及實作課程，並帶領學生體驗學習；例如：閱讀走讀課程、 

     科展實驗課程、3D列印課程、機器人程式設計課程等，提供學生不同的 

     學習經驗，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 

（3）國文領域設計「閱讀走讀課程」，以語文領域出發，結合社會與綜合領域 

     課程，引導學生從問題探討，發現新的議題，進而有新的學習與嘗試，最 

     後無論老師或學生都能有新的收穫與成長。 

（4）健體領域設計「迷你網球課程」，以健體領域為主體，邀請英語、理化及 

     綜合領域教師，共同參與協同教學，期待未來能夠循序漸進的發展成校本 

     跨領域協同教學特色課程，以展現新興學子的學習圖像及獨特性。 

3.1.2活用多元的教學資源以進行適性與差異化教學  

 (1)秉持「多元智能」之理念，期盼啟發學生的多元潛能，發掘學生的優勢能 

    力，透過體驗學習之實作課程、引進業界師資，讓學校之師生可以與業界 

    教師進行交流互動而成長，並藉由分享與展演方式，找到學生的學習亮 

    點，進而讓學生找到自信及學習的方向，拓展學生的學習視野。 

（2）提供多元適性的學習機會，以期激發學生潛能而適性揚才。 

 申辦「中外師英語協同教學計畫」及「臺北市國中小創新教學兩班三

組教學模式實驗計畫-英語」，規劃九年級英語領域的適性分組教學，

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申辦「臺北市國中小創新教學兩班三組教學模式實驗計畫-數學」，規

劃九年級數學領域的適性分組教學，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申辦國教署「學習扶助計畫」及臺北市「大學生攜手陪讀計畫」，依

學生需求進行適性化之補救教學。 

   

閱讀走讀課程活動 閱讀走讀課程活動 2 中外師協同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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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程式初階課程 迷你網球介紹 3D列印社-3D陀螺製作 

 

3.2運用適切的教學評量與回饋 

3.2.1 運用多元評量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效  

  (1)各領域教師透過領域社群的運作，規劃設計教學活動與多元評量方式，藉 

     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並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例如：國文領域 

     之「閱讀走讀課程」，採書面報告、分享、作品製作及展演等多元評量方 

     式，評估學生之學習成效。   

  (2)英語領域藉由中外師協同教學，規劃與設計主題教學課程，以學習單、小 

     組討論分享、作品製作及展演等多元評量方式，讓學生展現不同的學習成 

     果。例如：「全球青年服務日」、「聖誕節快閃活動」及「雙語大教室」等 

     主題教學活動。  

  (3)結合校慶辦理領域教學成果闖關活動、才藝表演及期末社團成果展活動 

     等，提供學生不同的學習舞台，並透過同學的互相交流，深化學習展現學 

     生的學習成果。 

3.2.2運用有效的教學評量回饋機制  

 （1)領域教師於定期評量後，運用試題難易度分析、答對率等資料，研議與分 

     析學生的評量結果，以調整教學內容，並設計適切之補救教學策略，確保 

     達成學習目標。 

 （2）透過領域課程評鑑與公開觀課，研議有效教學與評量相關議題，藉由觀 

      察孩子在課堂上的學習樣態，思考相對應之教學策略，以提升學生之學 

      習成效。 

  (3)各領域於每學期進行多元的補行評量，除紙筆測驗外，採書面報告、體驗 

     實作、作品製作及展演等，讓學生以不同方式展現其學習成果。   

 

 

 

操作評量活動 走讀闖關評量活動 室外搭帳實作評量活動 

 



 

                                         14 
 

(四)創新教學--落實新課綱的願景，發展校本彈性課程  

4.1 展現創新實驗的教學知能  

4.1.1 教師具有創新實驗的教學素養  

  (1)本校 102學年度配合教育局試辦「中外師英語協同教學計畫」專案，並 

     自 103學年度起申辦迄今，深化英語領域教師之專業成長與合作機制，透 

     過外師的教學經驗、教學模式、溝通技巧、服務熱忱及文化刺激，激發學 

     生學習英語的興趣，營造學習的成功經驗，進而提升學習英語的成效。 

 （2）本校自 104學年度起申辦推動「國中小創新教學英語實驗計畫(兩班三 

      組)」，期讓程度不同的學生都能得到更適切的學習引導，適度解決雙峰 

      衍生的教學問題，達到適性教學與補救教學雙贏的目標。 

 （3）於 107學年度申辦「臺北市國民中小學英語融入領域教學實驗計畫」，期 

      讓學生英語生活應用化，強化其英語的「聽」、「說」信心，並藉由跨領 

      域主題式課程，培養學生多元體驗與核心素養。 

 （4）申請設置「國民中學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及「臺北市自造教 

      育及科技中心」，精進教師利用數位科技、多媒體、雷雕機、3D列印機 

      及相關載具等，融入教學之知能，活化課程設計與教學活動，啟發學生 

      之多元潛能而適性發展。  

4.1.2 教師能發揮創新教學之知能及熱情  

（1）規劃設計體驗及實作課程，並帶領學生體驗學習；例如：閱讀走讀課程、 

     科展實驗課程、3D列印課程、機器人程式設計課程等，提供學生不同的 

     學習經驗，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 

（2）國文領域設計「閱讀走讀課程」，以語文領域出發，結合社會與綜合領域 

     課程，引導學生從問題探討，發現新的議題，進而有新的學習與嘗試，最 

     後無論老師或學生都能有新的收穫與成長。 

（3）健體領域設計「迷你網球課程」，以健體領域為主體，邀請英語、理化及 

     綜合領域教師，共同參與協同教學，期待未來能夠循序漸進的發展成校本 

     跨領域協同教學特色課程，以展現新興學子的學習圖像及獨特性。 

（4）社會領域設計「微旅行-穿越時空認識臺北課程」，期學生從認識校園開 

     始，進而利用文本及善用科學載具探究家園，並透過分組合作做微旅行規 

     劃，以培養本土意識與生活情境的在地關懷。 

   

教師 3D列印研習活動 閱讀走讀課程活動 校慶主題共備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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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統整創新的教學歷程與成果  

4.2.1 以創新的教學策略活化教學歷程  

 (1)教師運用創新的教學策略，「以學生為中心」結合生活經驗，研發設計校本 

    特色課程；例如：國文領域之「雁陣齊行走讀課程」、英語領域之中外師協 

    同教學主題課程、自然領域之實驗探究課程、社會領域之「藍色水路-大稻 

    埕考察」課程及綜合領域之多元文化課程等。  

 (2)積極爭取外部資源，發展與創新教學策略及方法，例如：邀請「LIS  

    ( Learning in Science) 情境科學教學平台的講師等，與自然領域教師共 

    備，以學生為中心創新科學教學策略，進而活化教學歷程，提升學生之學 

    習成效。 

4.2.2 展現創新多元的教學成果  

  (1)本校 8年 2班張珈綾、陳奕伶、顏正昕等 3位同學，參加「臺北市 108年 

     度國民中小學自然科學探究式網路競賽」，榮獲優等。 

 （2）本校網球隊-楊凱翔、楊亞依、曹家宜、陳柏鈞及周祐德同學參加「108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勇奪二金一銀一銅佳績。 

 （3）本校網球隊參加「108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國中男子團體組、國中 

      女子組團體組雙雙勇奪金牌。 

 （4）本校口琴社參加 107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中團體組─北區】口 

      琴合奏、口琴四重奏雙雙榮獲優等。 

 （5）本校口琴社參加 107學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室內樂合奏-口琴四重奏 

      榮獲西區團體組優等第一名。 

 （6）本校林嘉瑜同學參加臺北市 107 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本土語 

      言類) 原住民族語朗讀(布農族語)榮獲【第六名】。  

 （7）本校宋起綸、李慈育同學及 903莊振揚、903張詠翔同學參加「2018WRO 

      國際奧林匹亞智能機器人聯盟賽(北區賽)」榮獲佳作。 

   

LIS講師與自然領域共備研習 校本課程地圖研習 創新多元的教學成果 

二、創新做法  

 (一)覺知教育趨勢的變化，營造適性學習的優質校園             

         體認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 

     的願景，重新探討學校願景與學生圖像，漸進形塑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情 

     境。102學年度配合教育局試辦「中外師英語協同教學計畫」專案，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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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起申辦推動「國中小創新教學英語實驗計畫(兩班三組)」，申辦設 

     置「國民中學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及「臺北市自造教育及科技 

     中心計畫」等，營造優質的適性學習環境，啟發學生的學習潛能，展現豐 

     富的教學成果。  

 (二)「閱讀走讀課程」：國文領域跨領域規劃與設計體驗學習課程，以語文領 

     域出發，結合社會與綜合領域課程，引導學生從問題探討，發現新的議 

     題，進而有新的學習與嘗試，最後無論老師或學生都能有新的收穫與成 

     長。 

（三）「微旅行-穿越時空認識臺北課程」：社會領域規劃與設計體驗學習課程， 

      期學生從認識校園開始，進而利用文本及善用科學載具探究家園，並透 

      過分組合作做微旅行規劃，以培養本土意識與生活情境的在地關懷。 

（四）「職探中心」及「科技中心」規劃設計體驗及實作課程，並帶領學生體驗 

     學習；例如：3D列印課程、機器人程式設計課程等，提供學生不同的學 

     習經驗，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 

   

中外師英語協同教學活動 閱讀走讀課程活動 機器人程式設計課程 

肆、優質成果  

一、目標達成      

(一)建構與更新校園數位環境，形塑友善優質校園： 

  1.優化校園網路系統，更新學校網頁，建置「區域職探體驗中心」、「自造教

育與科技中心」、互動教學教室(VR體驗教室)及創新教學教室，完成班級教室    

觸控大屏設置等。 

  2.激發學生學習熱情，學生遲到人數每天均低於 2％，出席率達 99％以上。  

  3.連續 3年學生會考成績，公立高中職錄取率均達七成以上。 

  4.學生彼此能夠尊重與包容，以學生獎懲數據分析，學生偏差的行為樣態及 

    次數，明顯降低，校園中少有發生打架事件等。 

(二)積極落實新課綱的願景，發展具校本特色之彈性課程： 

  1.了解與體認新課綱「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的願景內 

    涵，參酌「品德、健康、學習」之新興學習願景，架構「生活英語」、「創 

    客教育」、「自然實驗探究」及「社會人文」四大類新興校本統整性主題探 

    究課程，並漸進實施滾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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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榮獲「 108年新創科技學校」及「智慧校園」示範試辦學校。 

(三)教師活化教學，學生適性發展： 

  1.各領域教學研究會，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研議與討論各領域多元評量的機 

    制與原則，適切引導與協助學生學習，而發掘學生之優勢能力，找回學生 

    的自信心。 

  2.領域教師組成行動研究團隊，解決教學現場問題，提升教師教學效能。  

 （1）本校參加臺北市第 20屆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專業創新及行動研究： 

 林秀華師等榮獲創新教學活動設計類佳作及入選（題目：不要怕失

敗）。 

 鍾明維師榮獲創新教學活動設計類佳作（題目：美感實驗教育之比例

篇/<國中生專用、比你美的文件夾設計>）。    

 陳貞廷師等榮獲創新教學活動設計類入選（題目：2018新興國中雙語

聖誕音樂會）。 

 （2）本校參加臺北市第 19屆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專業創新及行動研究： 

 林秀華師等榮獲創新教學活動設計類特優（題目：愛的串蓮-〈愛蓮

說〉）。 

 郭育如師等榮獲創新教學活動設計類佳作（題目：新學習，興視野：

從生活英語教學與世界連結）。 

 鍾明維師榮獲創新教學活動設計類佳作（題目：美感實驗教育之色彩

篇/色彩初探）。 

 （3）本校詹景蘋及郭育如老師參加臺北市 108年度國民中學「有效教學教案 

      設計徵件比賽」，榮獲「佳作」。 

   

創新教學教室 專科未來教室 社會人文之藍色水路課程 

二、創新成果  

(一)完成 107學年度校園優質化工程、圖書館整修工程、生物教室整修工程、 

    理化教室整修工程、並建置校園廣播系統（播放情境音樂）、校園大尺寸觸 

    控展示螢幕（播放英語每日一句）等，營造書香校園及英語學習情境，以 

    孕育學生之人文素養。 

(二)優化校園網路系統，更新學校網頁，建置「區域職探體驗中心」、「科技及 

    自造中心」、互動教學教室(VR體驗教室)及創新教學教室，完成班級教室 

    觸控白板設置等；以建構與更新校園數位環境，積極落實學生數位及新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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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學習素養。  

(三)以浸潤式環境佈置，讓校園每一角落都是學習的教室，舉凡學科知識例如 

    週期表的內容、生物科學習、地球科學的天文星體、世界社會人文常識， 

    乃至於學生優秀作品文章、升學進路學校地圖等，都可以在校園一隅發現 

    與學習。 

(四)活動課程化及課程活動化，50週年校慶三部曲，以首部曲校慶音樂會來 

    進行師生博雅教育，校慶二部曲來教育孩子團隊精神與合作服務的實踐， 

    校慶三部曲以科學大教室方式來培養學生實驗探究，建構追求真理的價 

    值。51週年校慶慶祝活動屏棄傳統園遊會方式，辦理結合運動會、全校 

    大野餐模式進行。以惜糧珍食愛農為主題，利用跨域學習方式讓各領域教 

    師研發短講課程，配合國際教育世界糧食日發想，讓親師生一起省思，培 

    育世界公民情操。 

(五)更新官方網站，以更貼近家長、教師及學生使用者角度進行設計，並以每 

    日一讀專欄進行教育培養，內設三主題；「寰宇世界」強化社會人文的認 

    識、「生活英語」以國中課本上的重要佳句每日推播、「科普常識」則為自 

    然科學的觀念與新知，期待能增益學生多資源面向的學習。 

   

優質書香之圖書館 跨領域校慶主題課程 1 跨領域校慶主題課程 2 

伍、學校特色 

（一）102學年度配合教育局試辦「外師英語協同教學實施計畫」及 104學年 

      度推動「國中小創新教學英語實驗計畫(兩班三組)」迄今，讓程度不同 

      的學生都能得到更適切的學習引導，適度解決雙峰衍生的教學問題，達 

      到適性教學與補救教學雙贏的目標。 

（二）架構科技領域校本彈性課程並建置「區域職探體驗中心」及「自造教育 

      及科技中心」建置「運算思維」、「AIoT人工智慧＋物聯網」、「創意產品 

      設計」等教室為科技中心基地，積極落實 12年國教探究與實作之科技與 

      資訊應用素養。 

 (三) 「區域職探體驗中心」及「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結合外部師資及社區 

      資源，與大同大學及鄰近高中職合作，師資與設備交流共享，擴大課程 

      豐富度，讓學生有更優質的課程服務。期課程設計上，培養學生科技素 

      養的核心內涵，讓學生能運用所學之科學、科技、工程、數學（STEM） 

      等知識， 達到真正素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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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落實品德教育，發展學務週報刊物，並成就三好校園的申請，讓存好 

      心、說好話、做好事成為校園的基本文化。 

 (五) 養成學生健康習慣與觀念、晨跑加每日全校健康操活動，真正落實學生 

      SH150活動。  

   

中外師協同教學活動 電機職群體驗教室 校長帶領同學晨跑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