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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士林國中歷史悠久，位居繁榮的商業區，因社會變遷、少子化的影響與教育

政策的調整，以及校地幅員的限制，由過去升學導向的學校逐年轉型為多元適性

與精緻優質的教學環境，善用鄰近社區資源，發展創意教學、與時並進的學習殿

堂，全方位培育術德兼修、允文允武的士中之子，發揚士林文風鼎盛、人文薈萃

的傳統，再造「佳士如林」的新高峰。 

士林國中教師不斷精進提升專業能力、吸收教育新知，主動組成教師社群，

透過專業對話，設計創意的教學活動，透過實踐與分享，成果在全國及臺北市各

項教育競賽中屢獲佳績、表現亮眼。在轉變的歷程中，可以觀察到師生自我的肯

定、社區對學校的認同。有一種能量在校園各處萌發著，各領域都在蓄積教學的

創意與熱情，融入創新教學主題，幾年來的耕耘，教育的成果豐碩，培育出具備

學習力、移動力、創造力、表達力及問題解決能力等關鍵能力的世界公民，展現

創新、多元的新士中校園。 

 

關鍵字：專業發展、創新教學、合作、多元、活化 

 

壹、基本現況 

一、設校歷史 

    本校在民國 34年創設「臺北縣立士林初級中學」，53年奉准試辦高中，56

年元月奉准改制為完全中學，57年士林中學奉令分設為「陽明山管理局士林高

級中學」及「陽明山管理局士林國民中學」， 60年 7月邵夢蘭校長專任「臺北

市立士林高級中學」校長、60年 8月徐駿德校長接任本校改制後的國民中學校

長。62年本校改隸臺北市政府，校名定為「臺北市立士林國民中學」，64年 2月

士林高中新校區完成後遷出（64年 8月更名為「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原

有教室收回，本校始有一完整校區。 

    創校至今 70年，在歷任校長與全校教師的共同努力下，發展教師團隊，主

動積極參與有效教學教案設計與行動研究，第 17、18、20屆教師專業與行動研

究徵件近四年有三屆獲得臺北市團體第一名，成績斐然。 

    面對 12年國教的浪潮與少子化減班的壓力，我們積極規劃教師教學專業成

長與知能，透過同儕的專業對話，以提升教師教學效能，進而建立學校教師教學

專業品牌及提升學生學習效能，以達成適性揚才的教育目標。近年逐漸帶動各領

域教師積極參與教學活動的開發與研究，已連續多年在「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

究徵件活動」與「有效教學教案甄選」中大放異彩，在在激勵教師團隊的動力與

能量。在內外資源優勢與各項困難因素需要克服的交錯影響下，期望透過具體且

系統的教師教學專業精進，以建構培育具備關鍵能力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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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環境 

    本校位在士林區中正路，社區資源豐富，鄰近市立天文館、科學教育館、故

宮博物院、士林地方法院及藝術中心與戲劇中心，提供教師多元創新的教學場域；

李科永圖書館、市圖士林分館與本校館藏圖書借閱合作方案，讓學生可以擁有豐

富圖書資源；士林區行政中心、故宮、慈諴宮提供服務學習資源；鄰近至善國中、

百齡高中、陽明高中與中正高中，校際高國中教師交流頻繁。學校週邊資源豐富、

傳統與創新文化兼具，充分提供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教育環境。 

三、學校規模 

(一)班級數與學生人數 

學年度 
普通班 特教資源班(普通班抽離) 合計(不含學困) 

班級數 學生數 班級數 學生數 班級數 學生數 

106 34 732 2 25 36 732 

107 32 680 2 18 34 680 

108 30 651 2 28 32 651 

(二)108學年度人員編制：教師 83人(含校長、主任，不含兼課教師)、職員 16

人、技工友 2人、校警 1人，共 102人。 

貳、優質目標 

一、背景分析 

    本校依據教師特質，規劃組織各類型的專業學習社群，建立教師對話機制；

鼓勵教師專業成長，善用社區資源，發展多元創新教學活動，邀集家長參與，屢

獲肯定。專業社群的發展，以「教學創新」、「活化多元」的教育理念，設計出「合

作分享」、「寓教於樂」的教學活動，建構出具有動能、精緻優質的教學環境。 

(一)教師教學背景分析(SWOT) 

項目 優勢(S) 劣勢(W) 

內 

部 

因 

素 

1.有 9成的教師任教年資皆在 10

年以上，教師教學經驗豐富。 

2.近 3年教師團隊在創新教案研發

與行動研究參賽，成績斐然，注入

正向的教學能量，並增強教師改變

的力量。 

3.教師持續增能、研發並能產出教

案，跨領域專業社群成形，教師團

隊持續進行專業發展與教學創新。 

1.教學年資較久之教師因內在動能

與外在環境衝擊的交互影響，需克

服傳統教學慣性改變的心理因素，

較不易嘗試教學創新。 

2.教師超額使部分領域師資結構改

變，影響教學穩定性。 

3.近三年校舍建築不斷補強，無法

進行教室教學設備長程規劃。 

項目 機會(O) 威脅(T) 

外 

部 

因 

1.第七群組辦理共備分享研習，透

過校內外分享，教師展現共備歷程

與教學成果。 

1.私校增班、少子化現象，加上鄰

近兩所完全中學有直升優勢，學生

流失，造成減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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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2.與鄰近社教機構、高中職合作，

運用多元的教學資源，發展專業、

活潑、豐富的教學內容。 

3.通過各項專案計畫的申請，提供

了教師專業發展重要經費來源。 

2.學校的教學模式與部分社區人士

期待有落差。 

 

 (二)教師師資特質分析 

任教 

年資 

1—10年 11—20年 21年—30年 

7人 8.4% 35人 42.2% 41人 49.4% 

年齡 
20—30歲 31—40歲 41歲以上 

1人 1.2% 11人 13.3% 71人 85.5% 

學歷 
博士學位 碩士學位 大學學位 

1人 1.2% 55人 66.3% 27人 32.5% 

 

二、具體目標 

(一)規劃具有系統化與創新性的計畫與方案，有效的運用與整合專業成長的資源。 

(二)辦理多元化及實踐教師專業的成長活動，實施系統性的公開觀課與專業對話。 

(三)展現教師提升學生學習的專業發展成果，並應用專業發展成果建立校本特色。 

(四)評估專業發展計畫成效並持續修正改善，分享教師專業發展成果並永續推廣。 

 

參、具體做法 

一、實施內容 

(一)專業規劃 

1.1 規劃系統的專業成長計畫和方案 

1.1.1 專業成長計畫具系統化 

1.落實學校願景並配合 108課綱的實施，組織各領域、跨領域的專業成長社群，

並規劃教師專業成長之有系統的專業發展計劃。 

2.鼓勵教師參加跨校的專業成長社群，如：臺北市各領域輔導團，藉由不同學校

的教師交流與對話，激盪校內的教學與課程設計。 

1.1.2 專業成長方案具創新性 

1.科技日新月異，行動學習社群與時俱進，從 106到 109年有系統規劃辦理平板

電腦使用、教學 APP的應用、虛擬實境(VR)、擴增實境(AR)融入教學等循序漸進

的專業成長研習，全面提昇教師資訊融入教學的能力。 

2.依照校本課程發展方向，辦理主題式的增能研習，如素養導向課程設計、國際

教育、專題導向課程設計、公開觀課等，以增進教師專業知能、強化其專業態度

和改變其專業行為，進而提升教學效能和擴大學生學習效果。 

1.2 整合多元的專業成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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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有效運用專業成長資源 

1.積極申請專案經費，並有系統的規劃經費等資源，邀請專家學者擔任講座，辦

理相關的專業成長活動，為校內教師增能，106至 108學年申請通過的專案列舉

如下：素養導向之課程與教學推動計畫、精進課程及教學資訊專案計畫、主題式

課程國際學伴計畫、教學輔導教師、國際教育認證、活化課程與教學計畫、新五

倫智慧創客學校試辦計畫、適性分組教學兩班三組。 

2.邀請自主活化教學工作坊專案指導教授定期到校指導，擴展教師的教育專業視

野，激發教師教學創新與課程設計的成長精進，例如：智慧創客教育(KTAV模式)

單元學習食譜教學活動設計。 

1.2.2 適切整合專業成長資源 

1.適切整合各處室的專案活動，於寒、暑假備課日舉辦多元化的研習活動，聘請

校內外教師或專家學者擔任講座，如班級經營、輔導知能、特殊教育、CPR 等，

均可實際運用於教學現場。 

2.善用校園空間，建置各類型的專科教室，提供各領域專業成長所需的教學空間，

方便教師進行教學實作演練以利教學，例如：行動學習教室。 

   

教師參加跨校社群-英語

輔導團，進行專業對話 

辦理 VR、AR於教學上的應

用研習活動 

辦理全校教師 CPR、AED

研習活動 

 

(二)發展歷程 

2.1 辦理多樣的進修成長活動 

2.1.1 辦理多元化進修研習活動 

1.依據教育政策及教師教學需求，推薦或指派教師參加校外各項相關研習。 

2.運用各領域共備時間、社群時間、寒、暑假備課日，辦理各領域教學、行動學

習、輔導知能、特殊教育、課程設計、班級經營、國際教育、環境教育等研習活

動，提供多樣化的專業成長。 

2.1.2 辦理實踐本位專業成長活動 

1.各領域依照各科教學需要提出需求，每學期均會排定各科專業知能精進研習，

例如：綜合活動領域辦理「從世界的需要看見你的生涯夢想」研習活動。 

2.因應 108課綱素養導向課程實施，各領域均會參加臺北市各群組辦理的研習或

種子教師培訓等專業成長活動。 

2.2 實施有效的教學觀察與回饋 

2.2.1 實施系統性的教學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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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學年度各領域均排定至少兩場教學觀察，也開放給有意願的老師自由參加；

108學年度開始，每位教師均辦理公開授課，授課教師均會先進行共同備課，並

提出教學活動設計，供觀課教師參考實際進行觀課。 

2.校長透過校內公開觀課規劃，實際走進教室，進行觀課，與教師建立夥伴關係，

並協助老師提升教學效能。 

2.2.2 發揮教學觀察與回饋作用 

1.授課教師及觀課教師於公開授課後，就該公開授課之學生課堂學習情形及教學

觀察結果填寫回饋表，進行專業對話，給予專業回饋，以提升教師教學的質與量。 

2.105、107及 108學年度辦理跨校公開觀課，邀集專家、學者蒞臨指導，提升

各校教師相互備課、觀課、議課（專業回饋）與成長的意願，藉由同儕教學視導

及輔導等專業活動，進行公開授課與專業回饋。 

   

綜合活動領域「從世界的需

要看見你的生涯夢想」研習 

107學年度地理教師公開

觀課，校長進行教學觀察 

108學年度國文領域教師

進行跨校公開觀課 

 

(三)發展成果 

3.1 展現教與學的專業發展成果 

3.1.1 呈現教師教學的專業發展成果 

1.教師設計多元的教學模式，如：分組合作學習、數位行動學習、學思達教學法

及跨領域協同教學，於教學活動中具體實踐，並撰寫行動研究，系統化呈現教學

專業發展成果。 

2.教師積極發展創新教學策略，並參與各項教學成果的發表及教學經驗的分享，

例如：領域主題活動、素養導向課程、行動學習設計…等，107年度參與「臺北

市有效教學教案設計徵件比賽」參賽作品件數共計 11 件再創新高，榮獲特優 1

件、優等 3件、佳作 4件、入選 3件。 

3.1.2 提升學生學習表現的教師專業發展成果 

1.教師積極參與校內外研習，提升並實踐教學專業能力，指導學生參加校內外各

項競賽，在語文類、生活科技類、資訊科技類、體育類、藝術類…等方面，皆有

具體且顯著的績效。 

2.教師將行動學習融入各領域教學，師生之間透過行動載具進行多元的互動，學

生亦藉由行動載具的使用激發學習的熱忱，增進課堂的參與度，無形中提升學習

的動機和成效。 

3.2 彰顯校本特色的專業發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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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有效應用教師專業發展成果 

1.為落實「智慧、愛、正義與快樂」的學校願景，教師專業社群積極發展「品德

教育」、「環境教育」、「國際教育」…等特色課程，「從產地到餐桌」專題課程結

合品德、環保和國際三大議題，不僅讓學生透過實際行動推廣學習成果，亦榮獲

天下雜誌創意教案徵選首獎。 

2.教師主動參與專業社群，並自主發展教師社群，帶動教師間的專業對話，除創

新領域課程外，也構思、設計跨領域主題課程，並將專業研究的精神和態度投入

於校務工作中，協助學校建立正向、專業的教育形象。 

3.2.2 建立具有校本特色的專業發展成果 

1.各領域教師共同備課，將領域課程與學生活動結合，發展具有校本特色的主題

課程活動，例如：國文領域唐詩闖關、社會領域臺灣好社、藝文領域聖誕快閃、

綜合領域聖善交響樂…等，展現專業的教師教學成果。 

2.教師善用社區資源，長期與鄰近的故宮博物院、科教館、天文館、美術館建立

友善的合作關係，發展多元創新的教學活動。 

   

教師參加行動研究比

賽，年年獲獎 

「從產地到餐桌」專題課

程，榮獲天下雜誌首獎 

藝文與綜合跨領域校本

特色主題課程 

 

(四)專業永續 

4.1 推動客觀評估及持續修正的專業發展方案 

4.1.1 評估教師專業發展的系統規劃與執行成效 

1.各項專業發展活動皆建立回饋機制，針對研習內容設計回饋單、自評表格，了

解教師專業成長的需求，或社群執行的具體成效，並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場合，

徵詢教師對專業規劃的意見，以作為學校專業發展方向的參考。 

2.安排專家學者到校訪視，提供學校未來執行專業發展活動的具體建議，並作為

日後持續不斷修正的參考，例如：邀請劉美慧教授蒞校指導，發展國際教育的認

証及課程設計。 

4.1.2 根據評估結果，研擬改善措施並落實執行 

1.根據各領域有效教學工作坊和專業發展社群的回饋意見，研擬教師進修發展計

畫，並整合各項專案的實施，制定符合教師成長需求和學校發展特色的研習活動，

增進教師主動參與的意願。 

2.根據專家學者的諮詢建議，教師進行專業對話與省思，逐步調整教學策略和專

業發展的方向，例如：數學領域補救教學和兩班三組、英語領域國際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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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個案輔導技巧…等，並透過教與學的互動過程落實執行。 

4.2 建置分享與永續的專業發展機置 

4.2.1 教師專業發展成果進行分享推廣 

1.教師透過共備研習、課發會、校慶教學成果展、專題網頁製作…等方式，進行

專業發展成果分享，讓不同領域的教師也能了解校內特色課程的執行情形，營造

互動共好的校園氣氛。 

2.教師應邀至校外、國外研習活動進行分享，分享的主題包括：行動學習的運用、

素養導向的課程設計、跨領域主題課程、學思達教學、分組合作學習…等，並藉

由他校教師的回饋、交流，激盪更多的教學火花。 

4.2.2 教師專業發展成果呈現逐年成長趨勢 

1.各領域教師除了成立有效教學工作坊，每學期至少規劃八次的共備主題外，也

積極參加校內外研習、第二專長進修、跨校共備…等，勇於吸收新知，並樂於成

長精進，在研習主題和研習時數方面，都有顯著的進步。 

2.教師參與專業社群的人數日益增加，且參加「有效教學教案設計徵件比賽」的

人數亦逐年成長，並從單一領域的設計，朝向跨校、跨領域的多元發展。 

   

邀請劉美慧教授蒞校指

導，發展國際教育認證 

教師到印尼泗水跨國分享

學思達教學設計 

有效教學教案設計比

賽，參賽人數屢創新高 

 

二、創新作法 

成立跨領域「新興科技社群」 

    為鼓勵教師將新興科技融入課程教學，發展創新教學模式，成立跨領域「新

興科技社群」，透過校內外教師增能研習，學習新興科技設備的操作與運用，並

思考如何應用在各領域的教學設計中，並舉行公開觀課，透過同儕教師的觀察和

回饋，提升教師教學效能及學生學習成果。 

    社群教師能依據自己的專業學科知識設計教案、教材、學習單，其所設計的

教案內容全部集結於本校 AR、VR教材網，並上傳至臺北市益教網，以達到推廣

及分享之效。 

肆、優質成果 

一、目標達成 

(一)成立『行動研究工作坊』： 

   從 101年開始成立行動研究工作坊，透過有系統的研習、分享、實作、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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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教師觀察教學現場的現況，構思並產出創新的教學活動，透過行動研究的方

式，直接運用在實際的教學現場中，讓教師間的對話更趨專業，並藉以提昇學生

的學習成效。本校教師參加臺北市中小學及幼稚園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於

105、106、108 學年度榮獲臺北市團體組第一名，成效卓著，展現各領域教師創

新教學與研究的能力，並持續發展。成果如下： 

學年度 105 106 107 108 

參賽件數 14 17 11 15 

參加人次 31 34 26 42 

團體名次 第一名 第一名 第四名 第一名 

(二)行動學習社群： 

    行動學習社群人數從 105學年草創 22人至今已增加至 26人，社群的專業成

長目標是推廣數位科技融入教學以提升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效，社群活動主要

是邀請校內外數位載具應用講師開設教師研習，如：從 IPAD開始你的行動教學、

GOOGLE Cardboard應用實作、用 ipad 玩 VR、AR，提昇教師創新知能，並建置豐

富多元的教學輔具，如：平板電腦、行動載具、即時回饋系統；教師增能後，能

運用行動載具搭配 Kahoot!、Padlet、YouTube平台等，活化學習內容，提昇學

習成效，教師使用行動載具設計教學活動，於 107、108年有效教學教案設計比

賽獲得特優及優等等獎項，108年行動學習智慧教學教材教案徵集競賽獲得個人

及團體組優等。 

(三)各領域、跨領域及跨校共同備課： 

    成立各領域有效教學工作坊，教師共同備課，持續研發活化教學教案，發展

校本特色教學活動。本校105學年度第七群組共備分享，共計五個領域表現優異，

獲得教育局肯定，各領主題課程也榮獲臺北市中小學及幼稚園教育專業創新與行

動研究各類獎項。 

領域 主題課程 
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

徵件比賽獲得獎項 

國文 《唐詩闖關》 「佳作」 

英語 《國際教育》 「優選」 

數學 《數學金頭腦》 「入選」 

社會 《臺灣我最行》 「特優」 

自然 《摸骨大師》 「特優」 

藝文 《溫馨聖誕快閃音樂會》 「佳作」 

健體 《生命安全防溺工程》 「優選」 

綜合活動 《轉角換換愛》《聖善交響樂》 「佳作」 

    除了各領域教師共同備課外，教師也能針對課程設計及學生學習需求，主動

與其他領域教師合作，進而與鄰近學校教師交流，進行課前、課後討論，引用並

調整新進的學習策略，活絡教學現場，讓師生共享教與學的過程。本校跨校及跨

領域共同備課的成果豐碩，於臺北市中小學及幼稚園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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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有效教學教案設計比賽也獲得優異成績。獲獎件數成果統計如下： 

年度 105 106 107 108 

跨領域(科)

件數 

10 11 12 13 

跨校件數 3 4 4 2 

(四)多元的專業發展成果   

    本校多元推動教師專業發展，除辦理教師專業成長活動，鼓勵教師透過研習進

修和交流分享，提升教學專業能力，也有效整合校內外資源，進行專業成長。 

    就教師而言，107學年度新增三人取得第二專長證書，並有三人正在進修，

而非專長配課教師，也完成相關增能研習；校內教師與百齡高中、臺北海洋科大

進行專業交流，指導拳擊與藤球運動代表隊，參加校外比賽，成績斐然，並逐年

規劃與新加坡、泰國、韓國等國家的國際交流活動。 

    就學生而言，教師專業發展成效反應在學生多元的學習表現，列舉如下： 

1.2019年國際學校網界博覽會獲金獎。 

2.108年中華民國生活科技創作競賽獲任務挑戰競賽組第三名。 

3.臺北市 108學年度公私立國民中學家政活動學藝競賽獲個人獎第四名。 

4.臺北市 108學年度語文競賽學生組(國語類)演說組獲北區第六名。 

5.臺北市 108學年度語文競賽學生組(本土語言類)閩南語演說組獲佳作。 

6.108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北區漫畫類獲佳作。 

    7.108年國中小學生 Scratch 貓咪盃創意競賽獲國中動畫短片組入選。 

 

二、創新成果 

    本校「新興科技社群」結合七大學習領域、15位教師，以合作共備的方式，

設計出 13份 AR&VR新興科技教材，於 108年以「AR&VR士中進行式」一案獲得

「臺北市百大菁英資訊科技應用人才教育獎」國中團體組「特優」，為第一所、

也是唯一一所國中獲得特優殊榮的學校，讓士中教師群在新興科技與教學應用上

的專業投入獲得了最高獎項的肯定！ 

   

家政科-用 VR 

逛逛德國耶誕市集 

數學科-用 AR 

看立體圖形 

「臺北市百大菁英資訊科

技應用人才教育獎」 

國中團體組「特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