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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敦化自創校以來，即致力營造全人成長環境，校園欣欣向榮。近幾年更以

積極態度迎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透過亮點計畫、前導學校計畫等積極發展

校本課程，鼓勵社群發展；更藉由教學輔導教師計畫，於薪傳中創新、活化課

程與教學策略。在歷年全校師生努力下，榮獲臺北市107學年度國民中學校務評

鑑八個向度一等殊榮。 

為發展敦化孩子核心能力，我們以「課程領導、課程設計、課程實施、課

程評鑑」四個面向，擬定具體策略：「依據願景架構課程，建立課程發展機

制」、「完善課程計畫內涵，發展素養導向課程」、「系統提升教師專業，轉

化發展教學評量」、「規劃適切課程評鑑，活用評鑑改善課程」，實現「適性

發展、健康成長；有效學習、快樂上學」學校願景，以期適性揚才，培養具有

終身學習力的優質國民。 

 

關鍵詞：優質學校、課程發展、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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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本現況 

一、 設校歷史 

本校於民國 74 年 7月 1日成立籌備處，吳武雄先生奉派擔任籌備主任。民

國 76年 7月 1日，學校正式成立，首屆學生入學。吳武雄先生亦奉派擔任校

長，期間第二期校舍及學生活動中心興建程順利竣工，建校目標，圓滿達成。

校舍建築新穎，環境優美，設備齊全，師資優秀，歷經孫超、邵忠雄及蕭智烈

等校長的戮力經營，成為培養健全「敦化人」搖籃。 

第五任校長吳忠基校長，致力營造全人成長環境，績效卓越，93 學年度藝

文領域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金質獎。97年 8月，戴麗緞校長經遴選榮任本校第

六任校長，以愛與榜樣領導校務，校園欣欣向榮，期間 97學年度綜合領域亦在

97學年度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金質獎；98學年榮獲教育部品德教育績優學校。 

101年 8月 1日，高敏慧校長經由遴選擔任本校第七任校長，積極帶領本

校迎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透過亮點計畫、前導計畫等積極發展校本課程，

並在臺北市 107學年度國民中學校務評鑑八個向度均榮獲一等殊榮。 

二、 社區環境 

本校位於松山區捷運松山線及文湖線交叉口，交通便利，位在南京東路

上，商業金融中心林立。鄰近資源豐富多元，如：城市舞臺、小巨蛋、田徑

場、松山運動中心、中崙與行天宮圖書館、敦化國小、長庚醫院、臺安醫院等

以及 2處公園綠地，社區居民素質整齊，關心學校教育。本校綠美化有成，開

放空間，成為居民運動休憩的最佳場所，並與周邊商家形成愛心商店資源網

絡，資源共享守護社區安全，共築敦化大家園。 

三、 學校規模 

敦化國中校地面積 27,471平方公尺，目前共 76班：含普通班 72班、身心

障礙資源班 2班、學困及數理資優資源班各 1班，學生人數 2018人；教職員編

制： 108學年教師編制有教師 173人（校長 1人，兼任主任 4人，兼任組長 11

人，兼任副組長 3人，專任輔導教師 3人，資源班教師 9人，導師 72人，專任

70人）；師資學歷：研究所占 64.16%，大學占 35.84%；行政人員 25 人（人事、

會計、護理師、社工師、專任組長、幹事），校警 1人，工友 3人，共 202人。 

貳、 優質目標 

一、背景分析 

以SWOT進行課程發展背景分析，詳見下表： 

 優勢（Strengths） 劣勢（Weaknesses） 

行

政 

/ 

設

備 

1. 校長積極領導，行政人員認真執行

各項政策，服務品質佳。 

2. 普通及專科教室規畫完整，資訊設

備充實，圖書館藏豐富，運動與活

動場館規劃管理妥善。 

3. 積極辦理社團、班際活動與國際交

流，提供學生多元學習機會。  

1. 學校人數眾多，業務量龐雜， 

行政工作繁重，行政組長流動率

高，不利業務長期推動。 

2. 學生班級數多，專科教室相對不

足，教室空間飽和，不易拓展特科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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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勢（Strengths） 劣勢（Weaknesses） 

教

師 

1. 能主動進修，透過社群共備、經驗

交流，累積多年課程發展經驗。積

極創新課程，歷年行動研究與有效

教學屢獲佳績。 

2. 參與多項課程發展相關計畫 (如亮

點、前導、先鋒學校、國際彭博基

金會計畫……等)增能培力，提升

教師專業知能。 

3. 輔導與特教教師人力充足。 

1. 因員額控管教師超鐘點授課普遍，

負荷量大，時間有限不易兼顧課程

發展與班級經營。 

2. 教師分散於各小辦公室，意見不易

整合，跨領域共備時間安排困難；

新進教師多，對學校風氣、經驗傳

承產生影響。  

3. 領召多以輪流擔任，社群的課程領

導經驗不易累積。 

學

生 

1. 學生資質中上，本質善良，具多元

學習潛能。 

2. 多數家庭社經背景佳，文化刺激

多，學生多才多藝。 

1. 學生著重考科，生活自理能力較

弱，主動性不足。 

2. 常以自我為中心，對周遭人事物較

不關心。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s） 

政

策 

1. 積極參與各項專案活動，有助於促

發教師課程與教學的革新與調整。 

2. 善用專案經費汰舊換新，充實硬體

設備及教學設施。 

1. 計畫與各項專案皆有期限，一但期

限過後，經費與外部資源將短缺。 

2. 各項教育政策更迭，教師疲於整與

繳交各項政策成果資料。 

社

區 

/ 

家

長 

1. 位金融商辦區交通便利，益於師生

運用社區文教人力資源。 

2. 家長社經背景高，多重視家庭與學

校教育。 

3. 學校家長會組織健全。積極協助且

投入各項學生活動。 

1. 家長重視子女智育成績，補習風氣

重，時間安排溢滿，壓縮非考科學

習與活動的投入。 

2. 部分家長的投訴，易造成教師發展

創新教學、多元評量的阻礙，教師

班級經營壓力大，影響教師熱忱。  

二、 具體目標 

(一) 整合各項計畫資源，形塑專業課程領導 

本校積極持續參與各項課程發展計畫，舉凡103學年度國教院「課綱轉

化學校實驗」、103-107學年度參與彭博計畫、105-107年亮點計畫、

106學年度先鋒計畫、104學年度至今參與的國教署的前導學校計畫…

等，皆有助於形塑專業課程領導，進而導引教師社群發展多元課程。 

(二) 跨域建構課程地圖，發展素養導向課程 

行政與教師依據108課綱、學校願景、學生圖像與校本素養，共同規劃

本校課程架構與校本課程，以期適性揚才，培養具終身學習力的國民。 

(三) 發展教師專業社群，培力教師專業知能 

借力上述與課程相關的各項計畫，發展教師專業社群，舉凡領域或跨

領域社群皆有系統的安排專業研習，鼓勵社群對話與共備，藉由備、

觀、議三步驟，培力教師專業知能，以提升教師動能。 

(四) 滾動發展課程評鑑，建構課程回饋機制 

為使課程健全發展，課程核心小組規畫課程評鑑工具，鼓勵教師進行課

程評鑑，檢核課程成效，以優化課程規劃及課程內涵，此外鼓勵教師公

開授課，透過同儕觀察與回饋修正教學方案，提升教師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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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具體做法 
一、 實施內容 

(一) 課程領導-依據願景架構課程，建立課程發展機制 

1.明確的課程願景與課程架構 

「帶好每個孩子」是本校的核心

價值，希望透過「校長、行政、教

師、學生、家長、社區」六個面向的

努力，實現「適性發展、健康成長；

有效學習、快樂上學」學校願景(圖

1)，以期適性揚才，培養具有終身學

習力的現代優質國民。   

(1)課程願景語課程架構 

從學校願景出發，除了透過部定

課程奠定基礎學力，更延續亮點計畫，藉由「品我才」、「品地性」、「品德

行」課程與教學活動，培養學生具備「自我發展」、「溝通對話」、「閱讀思

辨」、「自主探究」、「品格體現」、「環境關懷」六大敦化核心能力。學校

願景與課程架構關係如(圖 2)、透過三年課程達成(圖 3-1；圖 3-1)： 

 

圖 2：學校願景與課程架構

 

圖 3-1：課程地圖(九年一貫-106、107學年度入學) 

 
圖 1:學校願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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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課程地圖(十二年國教-108學年度入學) 

(2)學校課程目標 

    基於 108課綱精神，配合國中學習階段重點，以課綱「啟發生命潛能」、

「陶養生活知能」、「促進生涯發展」及「涵育公民責任」總體目標為依歸，

規劃連貫且統整的「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落實十二年國教「自發」、

「互動」與「共好」的課程理念，除了培養十二年國教之學生核心素養外，更

能習得校本核心能力，校本核心能力內涵說明如下： 

表 1：校本核心能力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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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整體課程的盤點與規劃 

整體課程的建立並非一蹴可幾，自 105年起歷經多次的會議討論與社群共

備，匯聚眾智凝聚共識，建構規劃課程： 

 發展歷程(簡述) 

105 

年 

奠

基

年 

1.透過 SWOT與共識會議，發展確認敦化六大核心能力-自我發展力、溝通對話

力、閱讀思辨力、自主探究力、環境關懷力、品格體現力。 

2.透過縱向/橫向社群運作模式，盤點建構校本課程地圖： 

 

106

年

發

展

年 

 

1延續 105年發展，持續發展「品我才」、「品地性」、「品德行」課程： 

(1)「品我才」課程：以「產銷履歷」為軸心，透過三年各科課程活動，建構專

屬履歷，發展多元智慧以利孩子適性發展。 

(2)「品地性」課程：以「在地走讀」為核心發展跨域課程，透過課程走訪校園，

以生物筆記為基礎，經由跨領域專業技術整合--水彩寫生、新詩撰寫、影像處

理編輯開發出以環境為藍圖的文創品，培養環境具感知與關懷力。 

(3)「品德行」課程：將原「三好品格」轉型為「社會探究」，發展「社會閱讀」

彈性課程，透過閱讀理解、探究各種時事議題，最後提出改善和解決策略。 

2.發展課程評鑑 

107

年

強

化

年 

1.各領域因應 108 課綱，轉化與發展素養導向課程與評量。 

2.延續 105、106 年，增刪修改課程架構與三年課程內容： 

「品我才」-適性發展 「品我才」-環境感知 「品德行」-社會探究 

   

2.發展課程評鑑 

3.嘗試從校本課程轉化為 108課綱「彈性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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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優質專業領導與課程發展機制 

因應 108課程發展，透過各社群建構本校課程發展機制(圖 4)： 

 
圖 4：課程發展機制 

各課程社群運作確實且制度化(圖 5)：「課程發展核心小組」整合學校願

景、整體規劃及教師期待，規劃本校課程方向，再由「課程發展核心小組」

成員與領域召集人帶領各領域社群、跨領域社群修正發展課程內容(以彈性

課程社會悅讀為例，圖 6)，最後透過「課程發展委員會」的對話與審議，確

認課程計畫；執行後由各領域教師自評與「課程發展委員會」課程評鑑，經

反饋再次修正課程。 

 
圖 5：各課程社群運作確實且制度化 

 

 
圖 6：課程發展歷程-以社會悅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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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設計-完善課程計畫內涵，發展素養導向課程 

1.完善的課程方案與計畫 

從學校願景出發，以部定課程為基礎，105-107年藉由亮點等計畫規劃

「品我才」、「品地性」、「品德行」校本課程，透過跨域協同設計、領域課

程方式執行；106 年起再從上述部分課程進一步轉化建構社會悅讀、永續家園

等彈性學習課程(圖 7)，並對應敦化人核心能力，發展課程(表 2)。 

 
圖 7: 轉型計畫方案，發展彈性課程 

表 2：校本課程與六大核心能力對應 

校本課程 

敦化核心能力 

執行方式 自我
發展
力 

溝通
對話
力 

閱讀
思辨
力 

自主
探究
力 

環境
關懷
力 

品格 
體現
力 

品

我

才 

1 
敦中產銷履歷(一) 

~我的學科學習力統計 
      領域課程 

(數學) 

2 
敦中產銷履歷(二) 

~認識升學學校資訊  
       

領域課程 

(輔導) 

3 
敦中產銷履歷(三) 

~思考並與家長溝通  
        領域課程 

(家政) 

4 
敦中產銷履歷(四) 

~就是 I 現：未來的我 
       

領域課程 

(視藝) 

5 
敦中產銷履歷(五) 

歷史人物履歷表 
       領域課程 

(歷史) 

6 
替未來塑型(一)： 

職業訪談 
      

領域課程 

(輔導) 

7 
替未來塑型(二)： 

技職學校參訪 
      領域課程 

(輔導) 

8 
多元試探與才藝培養 

(各類社團) 
      社團活動 

9 技藝學程       選修 

(輔導) 

品

地

性 

10 永續家園       彈性課程 

11 
微旅行─在地走讀(一) 

校園觀察之旅 
      

跨域 

統整課程 

(童軍) 

(生物) 
12 

微旅行─在地走讀(二)  

校園植物點兵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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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 

敦化核心能力 

執行方式 自我
發展
力 

溝通
對話
力 

閱讀
思辨
力 

自主
探究
力 

環境
關懷
力 

品格 
體現
力 

13 
微旅行─在地走讀(三) 

我的一行詩：遇見植物 
      

(國文) 

(視藝) 

(資訊) 

(輔導) 

(英語) 
14 

微旅行─在地走讀(四)  

我的敦中我創作： 

遇見一株○○ 

      

15 
微旅行─在地走讀(五)  

校園小記者 
      

16 

微旅行─在地走讀(六) 

Location of Dun Hun 

Junior High School 

      

17 
學習資源地圖 

~建構我的學習資源網 
      

領域課程 

(輔導) 

18 海洋教育       
領域課程 

(童軍) 

19 
繩乎奇技 

-環保「袋」著走 
       

領域課程 

(童軍) 

20 大地遊蹤       
領域課程 

(童軍) 

21 藝術大聲公─戰爭篇       
跨域課
程(歷史) 

22 國際交流社       社團活動 

23 園藝植栽社       社團活動 

品

德

行 

24 社會悅讀       彈性課程 

25 友善的彩虹校園       
跨域課程 

(公民) 

(表藝) 

26 嘉家加佳       領域課程 

(健教) 

27 
影像記錄 

~世界的美麗與哀愁 
      領域課程 

(表藝) 

28 歧視的存在與消除       
跨域課程 

(輔導) 

(英語) 

29 小丑 Free Hugs       社團活動 

30 童軍團       社團活動 

31 自助助人小團輔社       社團活動 

教師再依據規劃撰寫領域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計畫(圖 8)，於每年五月

送交課發會審議、教育局備審，並於新學期初上傳校網，提供家長了解課程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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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課程計畫格式 

 

2.合宜的課程內容與學習活動 

(1)在校本架構下，以部定課程、彈性課程雙軌並進 

教師以學生為中心，在各領域部定課程奠基下，輔以校本課程，藉由領

域課程與彈性課程雙軌並進，落實校本特色，並搭配學校例行活動，規劃各

種教學活動與教學內容，示例如下： 

品我才課程(適性發展)-自我發展力、溝通對話力、自主探究力 

以「產銷履歷」為軸心，透過三年輔導課程引導學生完成生涯檔案，視藝課引導學生選用

適當媒材，搭配「就是 i 現：未來的我」自我形象系列創作，引導九年級學生思考生涯選

擇與自我圖像；藉由「攏是為著你」課程引導親子溝通，讓孩子感受父母的關愛支持。 

   
為自己出征(輔導) 就是 I 現：未來的我(視藝) 攏是為著你(家政) 

品地性(環境關懷)- 環境關懷力、自主探究力、品格體現力 

持續進行校園觀察課程，培養學生對自己所處的環境的感知力；透過「環境永續」彈性課

程培養環境關懷力，發展行動方案；各領域也將環境議題融入，以行動或倡議愛地球。 

   

校園觀察之旅(童軍) 環境永續(彈性) 環境美麗與哀愁(表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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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行(社會探究)-閱讀思辨力、自主探究力、品格體現力 

透過閱讀理解能力，培養學生理解情境全貌，探究社會與全球議題的能力；藉由議題融入

領域課程與各項活動(例如金頭腦、性平小主播)，引導學生關懷社會重要議題。 

   

社會悅讀(彈性) 友善的彩虹校園(表藝) 

(2)整合多元活動課程，協助學生適性發展 

為發展敦化孩子核心能力，除了規劃校本課程外，更結合各領域教學規畫

辦理各項展演競賽活動(圖9)，提供學生多元發展的平台，例如：生科、家政競

賽、音樂展演會、小主播活動、田徑比賽、籃排球競賽、游泳比賽等。此外，

多樣化的社團、技職參訪、隔宿露營、暑假生活科技等營隊與國際教育等多元

活動： 

 
圖9：結合教學，規畫辦理三年活動、展演、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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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程實施-系統提升教師專業，轉化課程教學評量 

1.有效的課程管理與教師動能 

(1)透過社群備、觀、議確保教學品質 

透過前述課程發展機制(圖 3)進行課程管理，部定課程由各領域教研會共

備，特色課程與彈性學習課程則由跨領域社群運作，歷經研發、試行、評鑑、

修正等歷程。為提升課程教學品質，鼓勵教師透過備、觀、議發展與修正課程

(圖 10)，一方面確保教學品質，一方面透過對話傳承增能，精進成長： 

 
圖 10：透過備、觀、議發展修正課程 

(2)活用專案計畫，培力教師專業 

為協助教師具備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的能力，提升教師動能，教務處自

103年起整合各項計畫(圖 11)，規劃教師增能研習，借助專家學者指導培力教

師教學與評量知能。 

 
圖 11：整合各項專案計畫 

增能研習規劃列舉如下： 

(1) 全校性研習：著重課綱、核心素養、評量等基本理念的理解與解惑。 

(2) 社群研習：著重領域、社群特性與需求，透過示例/工作坊方式進行。 

(3) 教師課程發表：研發教師分享，透過現場教師互動回饋、相互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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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軸 全校性研習 社群研習 教師課程發表 

105
學
年 

1.認識新課綱、校本課程 2場   
2.素養導向教學  領域 8場  
3.彈性課程發展諮詢  跨領域 1場  
4.彈性課程工作坊  彈性社群 2場  
5.主題課程評量規準  跨領域 1場  
6.亮點社群課程增能  跨領域 2場  
7.亮點/前導課程研發成果   社群 3場/校外 2場 

106
學
年 

1.因應新課綱 1場   

2.新課綱素養評量命題建議 1場   

3.亮點社群增能/課程統整  跨領域 3場  

4.素養導向教學示例  領域 8場  

5.專業增能、領綱解讀  領域 8場  

6.彈性課程社群工作坊  彈性社群 5場  

7.亮點課程/資訊融入研發   社群 5場/校外 5場 

107 

學
年 

1.課程評鑑  跨領域 1場  

2.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領綱  領域 8場  

3.領域專業增能/資訊融入  領域 8場  

4.亮點課程/資訊融入研發 1場  社群 5場 

5.彈性課程發表 2場  社群 2場/校外 4場 

108 

學
年 

1.素養導向評量 1場  預計 109/12/10實施 

2.前導/彈性課程發表   社群 3場/校外 3場 

3.領域專業增能、議題融入  領域 9場  

2.妥適的課程運作與學習評量 

(1)善用數位媒體，創新教學  

各項課程因應課程目標、課程特性、學習情境，選用適切的教學策略與

方法，規劃適切、多元教學的活動，並善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重視問題解決 引導創意發想 善用資訊即時互動 發展專題探究能力 

  

國際教育-立足台灣牽手俄羅斯 智慧居家-專題設計 S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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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規劃適切多元的教學評量 

除了多元的教學活動，亦配合教學目標語課程規畫多元的評量方式，

如自評、小組互評、實作成果、學習歷程檔案建立、成果展演、小組報

告、心得寫作、紙筆測驗、影片製作、線上即時評量(如 Nearpod)等，透過

評量結果掌握學生學習成效、回饋教師教學，為課程提供修正與建議。 

 

 

 

線上即時評量 小組報告 影片製作 

   
成果展演 實作評量 師生作品聯展 

 (3) 活用教學資源進行差異化教學 

學期中召開各學習領域教學研究會，各科教師針對教學內容、教材教

法、學生程度、學習風格，研討相關差異化教學之實施策略，並藉由試題

分析了解學生學習狀況調整教學實施，針對學生的差異化設計教學活動，

課後補救教學、個別化教學、分組學習等，並調整學習單與評量的難易

度，以協助不同程度的學生學習。 

此外運用運用彈性分組(抽離數理資優班學生、資源班學生依學生程度

安排課程，寒暑假針對國英數三科未達基本學力學生開設基本學力輔導

班，簡化課程內容，英語科更運用平板教學，活化補救課程。)創造學生的

學習機會，使每位學生得到高品質的教學。 

針對學習落後學生，則運用「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線上測驗進行篩

選，測驗不合格者進入本校個案系統，開設基本學力輔導班進行補救教學。 

  
  

討論差異化策略 段考後試題分析 運用平板差異化教學 基本學力輔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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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課程評鑑規劃適切課程評鑑，活用評鑑改善課程 

1.適切的課程評鑑規劃 

 本校課程評鑑規劃與實施依循PDCA模式運作，並依「課程規劃」、「課程

設計」、「課程實施」、「成效評估」四個向度進行評鑑：  

 

 
課程評鑑表 

依循PDCA模式運作 

課程評鑑相關規劃簡述如下： 

項次 項目 內容 

1.  評鑑人員 各領域教師、課程評鑑小組(課發會成員) 

2.  
評鑑向度 

評鑑指標 

「課程規劃」、「課程設計」、「課程實施」、「成效評估」

等四個向度，並依向度規畫評鑑指標。 

3.  評鑑方式 

1.評鑑以量化為主，質化為輔。 

2.評鑑方法：自評、他評、教學現場觀察、教學檔案、學

生學習報告或檔案；評量分析資料等。 

4.  評鑑工具 
課程評鑑表(領域教師、課發委員)、質性描述、巡堂紀錄、

教學觀察工具、會議討論等 

5.  評鑑時間 學期中進行歷程性評鑑，學期末進行總結性評鑑。 

6.  評鑑結果運用 

評鑑結果包含量化結果與質性描述。透過評鑑結果 

1.提供課程發展相關成員，進行課程規劃、設計、實施、

成效評估等檢討改善。 

2.提供教師於課程、教學及評量之檢討改善。 

3.提供課程發展委員會檢討修正本計畫與課程發展方向

的依據。 

2.學期中透過備、觀、議修正課程與教學 

除了期末的課程評鑑外，亦在推動全校公開授課，學期中亦鼓勵教師藉由備

(課前會談紀錄表)、觀(教學觀察表)、議(觀察後會談表)歷程，透過課室觀察

回饋教師教學，以修正教學策略與課程內涵(圖 12)。。 

Plan 
1.教務處擬定評鑑
工具初稿，課程核
心小組修訂。 

2.經課發會討論通
過後執行。 

Do 
1. 透過備、觀、議

與課室觀察進行
專業對話回饋。 

2. 透過多元評量了
解學習成效。 

2.經課發會討論通

Check 
1.進行教師個人自評 
2.課發會(課程評鑑

小組)進行評鑑 
3.課程計畫訪視委員

訪視評鑑。 

Action 
1.教師依評鑑結果

進行課程修正。 

2.準備執行下一次

課程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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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推動全校公開授課，透過課室觀察回饋教師教學 

3.運用課程評鑑結果協助課程發展 

 除了教師間的課室回饋外，教師能根據評鑑結果做為課程發展與修正的依

據，以「國際教育-遇見俄羅斯」及 108-1彈性課程「永續家園」為例： 

國
際
教
育-

遇
見
俄
羅
斯 

 

彈
性
課
程
「
永
續
家
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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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更將課程評鑑結果進行量化分析，並適切運用課程評鑑的結果，修正課

程，行政端也根據評鑑結果辦理相關研習，協助教師專業成長。 

  

期中課程方案評鑑-修正教學策略 期末課程評鑑-量化分析(舉隅) 

二、 創新做法 

(一) 透過計畫引入外部資源，建構課程發展能量 

自 103年起積極持續參與各項課程發展計畫，引入外部資源，一方面

整合運用經費有系統的規劃辦理研習與國內外交流參訪活動，拓展教師視

野，專業導引教師社群發展課程；一方面更新硬體紹備，提升學習成效。 

 

(二) 教師自組社群跨域合作，活化課程評量 

自 105年推動亮點計畫起，本校積極籌組跨領域教師專業社群，藉由

跨域合作發展特色課程，也透過對話與回饋帶動思維改變，活化課程教

學與評量。 

 
 

鼓勵教師籌組跨育社群共學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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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鼓勵教師分享研發成果，型塑共好氛圍 

因應新課綱，本校教師積極發展課程，並進行課程教學與評量的轉

化，研發之餘，安排教師利用校務會議、教學輔導教師、群組會議、前

導會議、課程博覽會等發表研發成果，教師參與校外競賽也成果豐碩，

有助型塑共學共好的校園氛圍。 

  
老師校內分享研發成果共同增能 鼓勵教師校外分享課程研發成果 

肆、 優質成果 

一、 目標達成 

(一) 學生有效學習，學生基本學力優異 

在全校師生努力下，本校學生五年來國、英、數、社會、自然各科

達精熟程度學生均過半；

待加強比例幾乎都在5%以

下，甚至有些科目僅2%學

生屬於待加強程度(圖

13)。 

(二) 厚植學生能力，學生表現

獲獎無數 

學生不僅在學科表現優異，舉凡科展、語文比賽、體育競賽、臺北市

與全國五項藝術比賽、生活科技與家政競賽、資訊競賽、技藝競賽等，在

教師的指導之下，學生也屢獲佳績，適性開發學生潛能，茲以107、108學

年度獲獎為例： 

類別 107學年度 108學年度第1學期 

語文類 市賽個人9項 全國個人2項 市賽個人8項 

音樂類 全國團體7項 
市賽團體7項   個人15項 

市賽團體7項 個人68項 

美術類 市賽個人9項 市賽個人17項 

舞蹈類 市賽團體1項 賽團體1項 

科學類 全國團體1項次 個人1件 
市賽團體第3名 個人5項 

全國個人2項 北市獎助計畫7件 
市賽團體第1名 個人7件 

資訊科技類 全國個人1項 市賽個人5項 全國個人1項 市賽個人2項 

家政類 市賽個人1項 市賽個人1項 

體育類 市賽團體6項 市賽個人6項 全國個人2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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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師精進研發，課程方案獲獎屢獲佳績 

教師在用心教學之餘，亦積極參與課程與教學研究，並將研究成果參

加行動研究、有效教學等相關競賽展現研究成果： 

競賽  得獎作品 獎項 

有效

教學

教案

徵件 

107 敬師好優show(跨領域) 優選 

108 

面目一新:我們與Masks的距離(跨科) 特優 

飛吧：手擲機(科技領域) 優選 

遇見俄羅斯(英語領域) 佳作 

公因倍數配(數學領域) 入選 

中小

學及

幼兒

園教

育專

業創

新及

行動

研究

徵件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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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 

(107) 

臺北市國中團體組第10名 

生涯導航GO(綜合) 優勝 

國中滋味(綜合) 優勝 

翻閱傳染病(健教) 佳作 

九要藝起玩舞台(藝文) 佳作 

料理中的科學-烹飪與熱傳播(跨領域) 佳作 

透過資訊融入翻轉教室方式幫助學生學習酸與鹼的

性質 
入選 

那些年之我的童年時代 入選 

設計的「歷」量(跨領域) 入選 

閱讀素養導向教學:非連續文本認識與解讀(社會) 入選 

巧克力狂想曲(社會) 入選 

八年級數理資優生在四邊形單元之解題歷程分析 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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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園四重奏-課程轉化經驗分享(綜合) 優選 

不信青春換不回─提升國中閱讀素養的行動策略 優選 

社會閱讀彈性課程:從閱讀走進社會探究 佳作 

歌仔吟唱 佳作 

看見他人~談尊重 佳作 

國中八年級數理資優生解題歷程分析 入選 

找尋學生亮點-以指導國中生參與臺北市點子科學

競賽經驗分享為例 
入選 

Un Certain Regard :Film Literacy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English Class 
入選 

二、 創新成果 

(一) 國中校務績效指標訪視評鑑-八個向度一等學校 

在全校師生多年共同努力下，從行政領導、課程教學、教師發展、學生

事務、學生輔導、校園環境、公共關係到學生學習表現，皆依循學校的規畫

系統運作發展，因此在臺北市 107 學年度國中校務績效指標訪視評鑑榮獲

八個向度皆一等的殊榮(參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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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優質表現亦獲媒體報導與國內外教育團隊參訪 

本校師生優異表現，吸引許多教育團隊參訪，以108學年第一學期為例： 

時間 參訪敦化的教育團體 性質 

108.07.30 日本美浦中學 姊妹校交流 

108.09.05 上海婁山中學 座談、入班交流 

108.11.14 新加坡中正義順中學 座談、入班交流 

108.11.19 新加坡正華中學 社團交流 

108.11.30 新加坡維多利亞中學 社團交流 

此外師生優異的表現，也榮獲許多媒體報導： 

    

雜誌專訪 

    
畫作與衛星升空 會考作文範本 校友國際科奧金牌 親子天下創新100 

   
新聞採訪棒球隊 2017女兒獎獲獎 弦樂團-SCL維也納國際音樂展演報導 

伍、 學校特色 

一、課程研發獲肯定，獲前導核心學校殊榮 

    本校課程與教學發展與十二年國教課綱結合，於104學年度起至今持續參與

國教署前導計畫，107年為前導計畫核心學校、臺北市課程與教學工作圈課程領

導組總召學校，至今持續與其他前導學校攜手發展課程，並成為台北市彈性課

程發表的前導學校之一。 

二、行政端積極支援，社群課程研發動能強 

    行政端積極整合各項資源，掌握教育發展脈動，持續推動校本特色課程發

展，系統規劃教師增能，各社群亦積極轉化研發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回應課

程願景，提早因應十二年國教。 

三、課程多元具創意，教師專長授課比率高 

    學校皆依規定聘請專業師資進行授課，全校教師專長授課比率皆高達95%

以上，僅少數因畸零課程進行非專長教師配課，各領域教師皆認真教授，致力

帶好每個孩子，課程豐富多元具創意，讓學生皆能有效學習、適性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