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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時代的腳步不斷地向前邁進，隨著科技的發展和創新，資訊與知識不斷在更新

與成長，配合108課綱的實施，全校教師積極投入創新與實驗教育的行列，研發校本

創新特色課程，重視學生品格教育，關注學生適性發展，重視培養基礎學力。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本於全人教育的精神，以「自發」、「互動」及

「共好」為理念，強調學生是自發主動的學習者，學校教育應善誘學生的學習動機

與熱情，引導學生妥善開展與自我、與他人、與社會、與自然的各種互動能力，協

助學生應用及實踐所學、體驗生命意義，願意致力社會、自然與文化的永續發展，

共同謀求彼此的互惠與共好。 

    「文武兼備全方位、多元展能至善人」方案係充分說明本校提供多元的學習、

適性的教育、豐富的教學及綠色學校的場域，是最足以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

學校，打造適性發展的學習機會、開展創新多元的學習歷程、培養主動認真的學習

態度、實現允文允武的學習成效。在至善國中小而美的環境下，提供學生全面適性

的照顧及豐富多元的舞台，展現亮麗的學習成果。 

 

關鍵詞：至善國中、優質學校、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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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本現況 
    值此21世紀工業4.0的時代，學校教育要培育學生面對未來世界的視野與能

力，在整體規劃上，必須以「學生學習」為中心，重視人文、科技、品格、平

等、誠實與正義等課題，並建立關懷、關心與傾聽的溝通機制，有教無類、因材

施教，透過適性輔導以發展其多元智慧，讓每位學生能主動地探索、發現、思考

與創新，同時強化學生與人相處、關懷、分享與合作的能力，協助其建立正確的

價值觀，並塑造孩子具有國際視野與科技運用之素養，以全人發展為教育終極目

標。 

一、創校歷史 

    本校之創設，係遵奉先總統  蔣公加速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之訓示，於民國

57年1月由當時隸屬於陽明山管理局所規劃建立。初創時本校命名為「兼善國民中

學」，後與由 蔣公取大學首章「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重

新命名，故改為「至善國民中學」。教育之最高境界乃「止於至善」，寓意深長，

逐成為本校永遠追求的目標，亦是代代師生莫大的光榮。 

二、社區環境 

    至善國中位處陽明山麓、士林外雙溪畔，學校周邊有山有水，校舍廣闊樹木

扶疏，充滿原始自然風味，自然生態非常豐富，景色十分優美。社區內有蜚聲國

際之故宮博物院、至善園、臺灣創價學會至善文化會館、士林官邸、芝山岩、順

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東吳大學、衛理女中等文化機構或地方史蹟，另有內外雙

溪自然步道、大崙尾山與金面山步道等自然生態教學場域，可供教師教學活動運

用，學校遠離塵囂、學習氛圍自由，誠為莘莘學子國中階段優質之學習場所。 

三、學校規模 

 (一)員額編制 

班級數 6個普通班、3個體育班及特教與學困各1班，總計11班。 

學生數 男生88人，女生43人，總計131人。 

教職員工數 
校長及教師共31人，專任運動教練1人，護理師1人，專任行

政8人，工友2人，警衛2人，總計45人。  

  班平均人數約15人，師生比為1:4.2，師生互動密切，同儕間相處融洽，因為

師生比很低，所以能給孩子更多的關注與指導，關照到每一位孩子;教師平均年齡

39.7歲，兼具創意與資歷，已取得碩士學位者共18位(有4位正在進修中)，專業知能

佳。 

 (二)校舍設施 

1.校地面積：21,410平方公尺。 

2.校舍設施：有行政樓、科學樓、教學樓及活動中心等共4棟建築，另設有教育  

 局國防教育體驗場地及體育局中長跑訓練設施，專科教室16間，200M 紅土操 

 場乙座、室外籃(排)球場2面、網球場2面。 

  至善國中創校迄今已53年，回顧過往校史，囿於設校之地理位置，雖然風景

優美、自然環境佳，但交通相較於市區缺少便利的捷運，周邊亦沒有喧鬧的景

致，故自創校以來班級數與學生數在臺北市的國中裡，是屬於小型精緻的學校，

近年來更受到少子化的影響，班級數與學生人數逐年降低，但在歷屆校長及師長

們的努力下，至善國中仍舊培養出一屆又一屆優秀的學生。 

 自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後，學校特別規劃出臺北市唯一的全校溯溪體驗活動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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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並發展出一系列的校本體驗課程，讓至善的每一位學生在體驗過程中學習互

助合作的精神，培養健全的人格、合作的態度，以學習正確的人際互動與分享模

式。106學年度學校因應十二年國教之實施及實驗教育之風潮，成立課程核心小

組，重新檢視與修正學校願景、學生圖像及校本特色課程，在原有體驗活動課程

之基礎上，積極規劃發展跨領域之「全人體驗課程」，並推動「英語融入領域教

學」與「新興科技教育」，在107學年度教師們決議將學校這兩年積極推動的「英

語融入領域學習計畫」專案擴大績效，支持學校申請臺北市「雙語實驗課程學

校」，經教育局審核通過於109學年度成為臺北市國中的「雙語實驗課程學校」。 

貳、優質目標 
一、背景分析 

    針對學生學習的內部因素(優勢、劣勢)及外部因素(機會、威脅)整理 SWOT 策

略分析表如下： 

因素項目 優勢 劣勢 

內部

因素 

教師

專業 

1.教師具教育愛、有使命感，教學

認真、有耐心。 

2.專業度高有創意，能互相合作，

且願意自主進修成長。 

1.同領域教師人數少，肩負一般

性事務較為繁雜且負擔重，互相

討論及刺激相對不足。 

2.身心障礙學生比率偏高，教師

工作量大且挑戰性高。 

行政

服務 

1.行政團隊近年來流動性低，業

務嫻熟且願意參與學校各項專案

計畫的推動。 

2.行政橫向溝通佳，與教師間溝

通密切，隨時支援教師教學與學

生學習。  

1.行政編制少工作量大，兼任行政

教師負荷高。 

2.參與各項教育政策活動及競爭

型計畫，團隊負擔增加。 

3.缺少相關激勵措施。 

課程

規劃 

1.教師參與校本特色課程發展比

例高，展現教師創意與教學專

業。  

2.規劃假日學習、寒暑假與課後

輔導、學困指導、學習扶助及特

教課程等，落實差異化教學 

3.安排職業試探、社團與辦理各

項學藝競賽活動，鼓勵孩子自我

探索與多元發展。  

1.教師人數少，又需兼顧教學工

作、班級經營與課程發展，負擔重。 

2.規劃課程多，師資調度上有不足

之情形，易造成行政與教師之困

擾。 

3.辦理各項學息活動需整合各項

資源與爭取經費，是行政工作的另

一種負擔。 

學生

學習 

1.學生具學習潛力，素質尚佳，

潛力待開發。 

2.學生來源多元，利於培養多元

文化價值觀。 

3.學生本質善良、尊重師長、喜

歡和師長互動，勇於參與各項學

習活動。 

1.各班學生人數雖少，特教學生比

例高、程度差異大。 

2.學生平均基礎學歷低，競爭力不

足，自信心與學習動力較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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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項目 機會 威脅 

外部

因素 

地理

環境 

1.距市中心較遠，具有豐富自然

風貌，校園內外生態環境優美。 

2.社區內有故宮博物院、至善

園、臺灣創價學會至善文化會

館、士林官邸、順益台灣原住民

博物館、芝山岩、東吳大學、衛

理女中等文化機構或地方史蹟，

充滿人文氣息。 

1.社區比較偏遠，無鄰近捷運站，

雖校門口就有公車站牌，但相對而

言較不便利。 

2.周邊少住家與商店，晚上人煙稀

少，學生晚自習或課業輔導後回家

比較沒有安全感，生活機能較不理

想。 

社區

家長 

1.學區里長多能對學校支持與肯

定，與學區雙溪及溪山國小、泰

北高中、東吳及台北海洋科技大

學等互動合作密切。 

2.家長對老師相當信任，關心學

校活動，並能尊重與配合學校行

政各項事項。家長會組織完善，

有助於協助推展校務，並能給予

校學適時的支援。 

3.社區資源支持學校活動與發

展，提供學生學習所需。 

1.周邊社區至學校距離遠，與學校

連結較不緊密，鄰近高級別墅住宅

區，更新速度緩慢，就學人數降低。 

2.因少子化因素，家長人數隨學生

人數降低而減少，參與學校活動之

情形亦偏低。 

3.雙薪、單親家庭、隔代教養多，

溝通不足易影響親子關係，疏於管

教之學生數遽增，部分學生有學習

意願低落之情形。 

教育

政策 

1.因應十二年國教的實施及實驗

教育之風潮，促進學生多元適性

發展。 

2.推展創新教學、跨領域課程及

雙語教育等，落實以學生為中心

之學習。 

3.推動閱讀教育、新興科技教育、

國際教育的推動，型塑學校特色，

重視補教教學與差異化教學，提

昇學生基礎學力與全球視野。 

1.教師與家長對新政策因不了解

而恐慌、排斥或過度期待。 

2.教師面對新課綱、跨領域課程與

雙語課程之教學能力待成長，行政

與教師之溝通與互動需再深入與

加強。 

二、具體目標 

(一)方案理念 

    「雙語科技、創新多元、全人至善」是至善國中邁進十二年國教後的學校願

景，而「自信勇敢、負責合作、積極表達、探究實踐」為至善國中之學生圖像。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本於全人教育的精神，以「自發」、「互動」及「共

好」為理念，強調學生是自發主動的學習者，學校教育應善誘學生的學習動機與

熱情，引導學生妥善開展與自我、與他人、與社會、與自然的各種互動能力，協

助學生應用及實踐所學、體驗生命意義，願意致力社會、自然與文化的永續發

展，共同謀求彼此的互惠與共好。 

    「文武兼備全方位、多元展能至善人」方案係充分說明本校提供多元的學

習、適性的教育、豐富的教學及綠色學校的場域，是最足以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的學校，在至善國中小而美的環境下，提供學生全面適性的照顧及豐富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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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舞台，展現亮麗的學習成果。 

(二)方案目標 

    綜合至善學校願景、學生圖像與 SWOT分析之脈絡，依循優質學校學生學習的

四項目及八大指標，本校團隊訂定「文武兼備全方位、多元展能至善人」方案，

聚焦實現方案教育目標：「適性發展的學習機會、創新多元的學習歷程、主動認真

的學習態度、允文允武的學習成效」，培育出「自信勇敢、負責合作、積極表達、

探究實踐」的至善學子。 

參、具體做法 
一、實施內容 
    本校依據學生學習「學習機會、學習歷程、學習態度、學習成效」四個項目

及指標、標準，具體做法如下: 

(一)適性發展的學習機會： 

指標1.1尊重學生的主體性並保障學生學習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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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開發多元智能起動自信舞台 

    辦理國語文競賽、母語競賽、英語演講比賽、班際英語歌唱比賽、好書推薦 

海報比賽、班際體育競賽、多元社團及社團成果發表；鼓勵學生參加校內外才藝

競賽，如五項藝術競賽(書法、國樂、樂曲創作等)；參與校外專題寫作、家政競

賽、國樂比賽、體育競賽等多面向活動，各式慶典提供學生表演機會，如校慶及

歲末感恩活動，熱舞、國樂、武術隊演出；積極參與校外展演活動邀請，如故宮

藝術游牧活動記者會開場國樂演奏。鼓勵學生展現多元優勢，找到屬於自己的舞

臺及方向。 

(2)重視學生為中心的課程設計 

    定期召開各領域教學研究會議，教師依學生程度設計有效教學、發展創新教

學運用行動載具、資訊融入教學、實驗操作、差異化教學、異質分組及合作學習

等以促進學生課堂之學習；發展校本特色課程─7、8年級全人體驗課程，跳脫一

般的學科知識之外的多元課程，創造學生多樣貌的學習機會，如攀岩、溯溪、故

宮尋寶、鐵馬芝山岩、釣蝦趣、小田園等課程來探索自我、突破自我、超越自我，

培養求知、求真、求變的學習態度。 

(3)校長午餐有約傾聽學生意見 

    每學年辦理乙次「校長有約」，透過短短的午間時光，拉近校長與學生間距

離，讓孩子有機會進入校長室，認識校長室，並與校長面對面互動。除了針對不

同年級給予學習方向外，校長亦透過此機會了解學生的想法，以及聽取學生的建

議，以期針對學生的需求，給予更多幫助。  

(4) 學生公共事務的參與與討論 

    學校定期實施午餐滿意度調查，並邀集學生代表定期召開午餐供應委員會，

了解營養午餐辦理概況，以作為廠商改進之參考。透過班週會的召開、午餐滿意

度問卷調查、優良生選舉活動、敬師活動、校慶活動規劃及畢業典禮活動規劃

等，學生擁有充分表達意見之空間，並產生了積極參與學校公共事務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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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個不能少學習零差異 

   針對學科學習落後的學生，透過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篩選，進行課後及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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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扶助教學，開設學困班、數學採三班三組，鞏固學生的基礎學習。本校屬於

大學區，設計客製化課程，如原住民族語遠距教學、華語教學等適性課程，以兼

顧不同型態的學生，引發對自身文化的認同及適應優勢文化。 

(2)提供適性探索參與機會 

    針對學生升學及職涯選擇，辦理各項講座，使學生了解多元的升學管道，以

及不同職群的工作內容，此外亦透過技職參訪與職業參訪，讓學生實地認識學校

及工作環境，貼近真實生活，並協助對技藝班有興趣的學生深入了解各職業類群

之課程，提供更充足的升學試探機會。 

(3)開設多元探索操作課程 

    對於不同興趣與專長的學生，開設多元能力開發班，精力充沛的孩子可以透

過校外的動態課程學習或是參訪，習得在戶外活動的知識與相關場館的文化；喜

愛手作的孩子，可更加磨練自己的能力，創作出更精緻的藝術品。 

(4)安心無匱乏的學習照顧 

    照顧 M型化社會失衡的一端，申請安心就學計畫、中低收入、原住民、新住

民、清寒等家庭及家庭突災變故等補助，在社福機構的善心、善舉與關懷，為需

要的家庭注入一股暖流，同時給予學生一份安定的學習。 

獎助學金項目 補助

人次 

補助金額 

(總金額) 

提供單位 

安心就學溫馨輔導實施計畫 44 294108 教育局 

天母淨光寺獎助學金 10 25000 天母淨光寺 

原住民學生教育補助 7 27390 臺北市政府 

行天宮助學金 2 10000 行天宮 

優秀學生獎學金 29 14500 教育局 

低收入戶學產助學金 16 32000 教育部 

運動績優獎勵金 74 依競賽成績申請 教育局 

體育班學生學雜費補助金 74 依競賽成績申請 教育局 

複習考成績優秀獎學金 
30 4900 

李楊寶玉女士紀念獎助

學金 

段考成績優秀獎學金 
86 15000 

李楊寶玉女士紀念獎助

學金 

陳安文教基金會獎助學金 15 15000 陳安文教基金會 

第十七屆靈鷲山慈善基金會普

仁獎(地區獎項) 
1 5000 靈鷲山慈善基金會 

天美慈善基金會108學年度至善

助學獎學金 
15 39000 天美慈善基金會 

108學年度臺北市國中自強學生

助學金 
5 15000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與

華夏婦女文教基金會 

108學年度複習考暨教育會考學

生獎勵金-優秀獎/進步獎 
10 3000 

李楊寶玉女士紀念獎助

學金 

財團法人臺北市三幸慈善基金

會助學金 
8 32000 

財團法人臺北市三幸慈

善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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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女力國際蘭馨交流協會

清寒優秀學生獎助學金 
1 20000 

臺北市女力國際蘭馨交

流協會 

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急難慰問

金 
1 20000 教育部 

午餐補助(低收入戶、清寒生) 23 133,860 教育局 

至善國中教育儲蓄戶 11 25,422 至善國中 

  

1.1尊重學生的主體性並保障學生學習權 

 

   

校長有約傾聽學生意見 國語文競賽 鐵馬芝山岩 國防體驗-攀岩 

    

參與午餐供應委員會 班際體育競賽 故宮記者會表演 參與校慶籌備會 

指標1.2整合多元的學習資源並增加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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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完善的學習空間 

    自107年起，陸續完成家政暨禮儀教室、地科教室、理化教室整修工程及操

場跑道地坪整修，以因應實作體驗、實驗操作及學生活動需求；匯聚校內預算等

各方資源，添購烹飪設施、實驗教學設備、改善場地等，建置完善的學習環境，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2)智慧的校園環境 

    因應政府政策，校園增設電子圍籬，確保學童安全；智慧支付販賣機，融入

理財及生活教育課程，教導學生正確之交易與理財觀念；另外，校園無線網路及

基地台全面更新，新興科技特色教室的建置，設有 AR、VR、地球及實體 AI機器

人 m bot，透過理化虛擬實驗室、水循環及程式設計等主題課程，培養學生以

「做、用、想」的生活美學實踐力;為普通教室新增大屏螢幕，讓師生具有更高

效能的智慧學習環境。 

(3)雙語的學習情境 

   108學年度起學校轉型雙語實驗課程學校，積極塑造語文教室、地球科學、理

化教室及圖書館與學校廊道等設計雙語課程之情境元素，營造雙語境教新學習的

樣貌。 

(4)友善的學習環境 

    規劃足夠家長接送區空間，打造無菸校園、人行道及無障礙環境校園，強化

通學之交通安全環境，定期進行學校設施安全巡邏與檢核，建置校園安全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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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經費，汰換老舊設備，提供學生友善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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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整合各方社會資源支持，豐富學校課程活動 

機構單位 挹注資源或活動 

軍訓室全民國防教育資源中心、士林

官邸、故宮博物院、芝山岩惠濟宮、

車輪釣蝦場、天文館、臺北海洋科技

大學、中華民國溯溪協會 

7、8年級「全人體驗」之彈性課程 

臺北市少年警察隊、翠山派出所、士林

區少輔組、北區少年服務中心、學區里

長及周邊愛心商家 

校園安全防護網 

臺灣科技大學 學生英語廣播培訓 

東吳大學 
學習扶助、大學生陪讀、史懷哲課程師

資、大學生認輔 

莊敬高職、臺灣師範大學 雙語協同教學師資：營造雙語學習 

稻江護家 家政競賽協同老師：支援參賽學生 

學術交流基金會 
外籍協同雙語教師：營造雙語學習、英文

繪本閱讀及會話、烏克麗麗社、足球社 

普林斯頓高中 
多元開發課程：特效化妝、支援技藝競賽

學生訓練 

(2)善用社區人文地理環境，提升素養能力 

    本校依大崙尾山傍外雙溪，自然生態豐富，發展生之藝─鉅觀世界：畫我校

園、婆婆橋步道─植物冒險王、溯溪等生命教育及環境教育課程；結合社區的資

源，開展 Cultural Footprints、故宮尋寶及田野踏查─鐵馬芝山岩、戀戀凱達

格蘭、溪情畫意、官邸尋幽、釣蝦趣等實地訪查課程，深化學生對在地文化的認

同感，並將課堂上所學習的知識轉化成生活上運用的能力，以達成培養108課綱

素養能力之目標。 

(3)連結校內外之人力資源，增進學習廣度 

    辦理各類宣導、講座及活動(如：視力保健宣導、食品安全宣導、法治教育

宣導、防溺宣導、藥物濫用宣導、健康檢查、CPR急救訓練、小田園計畫、各種

職業面面觀等)，除了邀請專家學者外，更運用校友、家長及社區機構(如：派出

所、衛生局、消防隊等)資源，除了讓學生學到相關生活知能外，也透過鄰近周

邊專業人士，吸取不同的經驗或能力。 

1.2整合多元的學習資源並增加學習機會 

    

雙語情境布置 E化學習環境 活動空間寬敞 智慧支付販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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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尋寶 笑匠劇團反毒宣導 校友返校分享職涯 家長好書分享介紹 

(二)創新多元的學習歷程： 

指標2.1重視學生學習的個別化與差異化  

2.1.1厚植教師專業，規劃個別化與差異化學習課程 

(1)綻放專業社群創新多元課程 

   八大領域每學期定期召開領域教學研究會，剖析素養試題命題、試題分析、

差異化教學、減 C策略等，精確掌握學生學習需求，擬定適當教材及策略；另成

立課程核心小組、雙語教學共備社群、全人體驗課程共備社群等跨領域社群邀請

專家學者指導，發展校本特色課程之軸心及學生學習圖像，並在共備與公開觀課

的交織中，滾動式修正課程及優化教師專業力。 

(2)實施各項測驗探索瞭解發展 

    七年級實施智力測驗、八年級實施多元性向測驗及九年級實施生涯興趣測驗

與學生模擬選填等機制；針對不同能力的學生給予差異化引導，幫助學生了解自

身的特質及風格，找到適切的發展方向。  

(3)重視個別差異關注每個孩子 

針對特教學生定期召開 IEP會議，透過平時觀察並與家長、學生對談，了解

學生需求，開設相關課程提升基礎能力，適時提供學習輔助。在教學中更針對學

生需求，對學習單或試卷難易度做個別調整，以利其學習，並於定期評量中視學

生需求個別申請，提供報讀、電腦作答或延時等服務。 

(4)重視學力養成開展多元學習 

辦理課後輔導、留校自習、假日學習加強、升學講座等，提供學生有加深加

廣的學習機會。體育班皆有專任運動教練依年度訓練計劃實施訓練，另開設有各

項社團校隊的課後學習訓練課程，有英語廣播社、國樂社、籃球隊、木球隊等，

皆有專業師資指導，參加各項比賽、演出，鼓勵學生結合興趣多元發展。  

2.1.2教師能發展合作學習與適性補(救)教學的機制，弭平學習落差 

(1)看見天賦因材施教 

   透過 IEP會議及特推會，顧及特教生之需求，開設國文、英文、數學、社交技

巧、職業試探等課程；依據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篩選，進行課後及課中學習扶助

教學、學困班、數學三班三組、第八節課後輔導、假日學科精進班，以收拔尖托

底之成效；小天使展翅班、多元能力潛能開發班、原住民族語遠距教學、華語教

學等適性課程，真誠陪伴看見天賦，弭平文化差異，開拓學習視野。 

(2)三個臭皮匠勝孔明 

   教師設計多元的課程並依照學生特質，進行異質分組合作學習，進行小組競賽、

團隊任務、小組實作、專題報告等形式，培養對他人的關心與尊重，彼此互相激

勵扶持，達成共同目標，營造良性的學習氛圍，全面提高學生學習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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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重視學生學習的個別化與差異化 

    

課後輔導 
多元能力 

潛能開發班─化妝 
學習扶助補救教學 數學分組教學 

    

課程核心小組 
雙語教學 

共備社群 

資源班職業試探 

課程製作手工餅乾 
國樂社演出 

指標2.2引導多元創新的學習策略  

2.2.1引導學生運用多元創新的學習策略 

(1)雙語校園國際接軌 

   順應國際化趨勢，本校109學年度通過雙語實驗課程學校；106至108學年度申

請「英語融入領域教學計畫」，陸續於健康教育、數學、童軍、體育、生活科技、

表演藝術及彈性課程等嘗試以雙語形式教學；107學年度申請「引進外籍大專生教

育實習計畫」及108學年度申請「外籍教師協同教學計畫」，營造真實雙語情境，

孕育學生儲備國際化的才略。 

(2)科技領導 E化教學 

   科技日新月異，為教學帶來新氣象，教師應用平板電腦、大屏螢幕、AR、VR、

實體 AI機器人 m bot 等設備進行科技化教學，並透過 kahoot!評量系統、Pagamo

線上學習平台、google 表單設計、scratch 程式等軟體激發學生互動學習，增強

學習的深度與廣度。 

(3)閱讀理解終身學習 

   圖書館定期舉辦圖書借閱快閃活動、家長好書分享、班書交換、班際好書推薦

海報比賽、海洋教育及生涯教育等主題書展；週三晨讀時光，各領域教師延伸課

程，設計仿 PISA的閱讀素養提問單，進行深層思考與評鑑；109學年度申請新文

化新精神──經典閱讀計畫，引導學生學科經典閱讀，陶冶出能思考、有自主的

學習能力。 

近五年來閱讀推廣人數逐年上升，圖書借閱冊次及借閱率統計如下表： 

閱讀推廣/年度 105 106 107 108 109 

圖書冊數 8472 11702 12353 10729 10249 

學生人數 161 153 133 131 132 

借閱冊次統計 538 818 885 943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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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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真實性評量展現學習軌跡 

   自105學年度始參與臺北市卓越科學推動──燈塔社群與多元評量，並延續推

動自然科段考：顯微鏡操作、液體疊羅漢、藍染術、氣球競速等實作。教師盤點

學科內容、學生特性，藉由檔案評量、程式設計、小組任務、桌遊競賽、專題報

告、戲劇表演、英文聽力測驗、引導式寫作、主題報告、均一線上教學平台、Kahoot!

即時評量回饋系統──經由形成性與總結性的評量，增進學生學習效益。  

(2)體驗式實作檢視學習成效 

    校本課程與彈性課程透過課程參與、操作、學習單與期末口頭報告，展現課

程學習成果；學校週朝會、重要慶典及活動，讓學生擔任活動主持與演出，朝會

國文與英文抽背，呈現學生課後自學成果。   

(3)落實反思回饋的評量機制 

    訂有定期評量命題審題機制，教師過領域會議、共同備課制定出題範圍與評

量規準。評量後進行試題鑑別度、難易度、標準差分析，進而了解學生能力並作

為下次教學與命題參考，並對學習困難學生實施補救教學與補考。每年會考後依

據學生表現研修教學內容與方向。   

2.2引導多元創新的學習策略 

    

朝會抽背 新興科技 E化教學 理化段考多元評量 全人體驗專題報告 

 (三)主動認真的學習態度： 

指標3.1激發主動負責的學習態度  

3.1.1學生具有主動學習、自我探索、發展生涯的表現 

(1)規劃多元學習機會，引導主動學習態度 

    辦理校內各項競賽與活動、鼓勵參與校外各項比賽與演出，包含語文類、學

藝類、體育類、科學類、技藝類、環保類等競賽，參與臺北科學日、校慶親山淨

山活動、故宮尋寶活動記者會演出等，培養學生正向積極的學習態度。 

(2)規劃引導自我探索，認識自己適性發展 

    在不同學年辦理智力、性向、興趣等測驗，讓學生能夠階段性的瞭解自己能

力所在，並主動探索自己的專長，進一步知道自己的興趣，最終將專長、興趣等

合一，選擇適合自己的未來走向。 

(3)主動探索未來進路，開創無限發展可能 

    運用職校闖關、高中職專科靜態展、學長姐返校分享等多元方式，提供不同

學制學校、職群的資料，讓學生主動探索升學資訊，並透過技職參訪、職涯參訪

體驗，更深層了解不同學校學習及不同職業的工作內容。 

    本校106~108辦理技職體驗活動方式及參與人次統計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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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學年度 107學年度 108學年度 

技職參訪 動力機械群 

電機電子群 

土木建築群 

外語群 

餐旅群 

設計群 

家政群 

228

人次 

電機電子群 

餐旅群 

家政群 

設計群 

外語群 

214

人次 

電機電子群 

動力機械群 

機械群 

餐旅群 

家政群 

設計群 

藝術群 

179

人次 

職場體驗 喜來登飯店 10 

人次 

白沙灣自然活

動中心 

16 

人次 

青年職涯發

展中心 

8 

人次 

技職嘉年華 9 

人次 

青年職涯發展

中心 

12 

人次 

外雙溪車輪

釣蝦場 

79 

人次 

適性入學宣導 304人次 288人次 272人次 

3.1.2學生具有自我負責並與他人合作分享的態度 

(1)樹立典範標竿學習 

   辦理個人與團體競賽，如國語文競賽、英語演講比賽、班際英語歌唱比賽、好

書推薦海報比賽、班際體育競賽等，樂觀主動內化自我，以終為始的態度，促進

團體合作精神，並透過獎勵制度與公開頒獎，樹立良好楷模，再創佳績。 

(2)自我突破團隊共榮 

       校本體驗課程中有完成個人使命：攀岩、三索、滑降、騎單車等，訂定個人目

標，挑戰極限；亦有小組任務：漆彈對打、小田園、闖關活動等，透過合作分工，

互為領導，無形中提升能力的火候與思考的高度。 

(3)分工合作負責承擔 

    辦理生活秩序、整潔競賽、幹部訓練及各項班際競賽活動，並透過學校領域

與彈性體驗課程、童軍隔宿露營及校際體育競賽等，強化團隊之分工與合作之學

習，養成主動負責態度，為班上爭取班級以及個人榮譽。 

3.1激發主動負責的學習態度 

   

 

英語演講比賽 漆彈對打 班級教室布置競賽 幹部訓練 

指標3.2培養尊重關懷的公民態度  

3.2.1學生具有關懷他人、尊重多元文化的學習態度 

(1)城鄉交流攜手互惠 

   107、108學年度與臺東瑞源國中結為夥伴學校，瑞源是原住民重點學校，在

視訊交流及三天兩夜的實地探訪，走進原住民生活體驗射箭、樂天的個性，了解

城鄉特色及資源分配不均的現象。縮短城鄉距離，汲取原住民文化的優勢，建立

兩校教學資源與特色課程交流的臉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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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元文化理解接納 

透過課程及講座使學生了解不同國家、族群的多元文化，此外，亦有親子共

廚的活動，由家長和孩子一起學習異國料理。透過上述方式，多元並生動的讓學

生了解並欣賞與自己不同的文化與生活，培養尊重的態度。 

(3)歲末感恩感謝祝福 

    在年終辦理聖誕感恩活動，搭配資源班職業試探課程製作手工餅乾；對手調

有趣學生沖調咖啡，一起將成品親手交給全校教職員工，在活動培養學生感恩敬

師的心。搭配天使家族歲末感恩活動，家族成員(學生)製作感恩小卡，感謝家族

家長(老師)的關心，全校師生在溫馨的氛圍中，一起歡喜迎接新年的到來。 

3.2.2學生具備民主法治、社會參與和國際視野的素養 

(1)友善校園民主法治  

    每學期辦理友善校園宣導法治、反霸凌、防治幫派、性別平等相關議題。透

過全校優良學生選舉、班級會議推動班級及學校事務等，建構民主機制；學務處

開設多元社團並尊重學生興趣，以公開公平方式辦理自主選社。  

(2)立足臺灣放眼國際 

   開設 Cultural Footprints、文化探索、國際視野與全人體驗等彈性課程，融

入海洋、環境、戶外及國際教育等議題，進行社會參與活動，如淨山、淨灘及社

區表演活動；外籍教師深入介紹當地的文化，增加學生對異國文化的理解與尊重，

並了解全球重大議題，進而關懷社區縱觀國際。 

(3)自然環境愛惜保護 

    透過小田園之體驗課程、溯溪及婆婆橋步道等，認識學習學校周圍生態環境

及愛惜保護環境之觀念；參與公民意識、環保與環境友善種子協會合作白沙灣淨

灘活動，在課程中了解海中動物因人類帶來的威脅，並用實際行動改善環境，藉

此活動啟發學生的公民意識，共同為環保盡一份心力，更真切的感受到保護環境

的重要性，並思考自己能落實所學實踐於生活中。 

3.2培養尊重關懷的公民態度 

    

城鄉交流 學習義式料理 學生親自沖調咖啡 天使家族歲末感恩 

  

  

體驗海龜在海洋中

覓食恐遇到的威脅 
學生統計 

寶特瓶出產地 

婆婆橋步道 

淨山活動 

合力撿拾白沙灣 

垃圾 

(四)允文允武的學習成效： 

指標4.1展現自主的學習與生活素養  

4.1.1學生具備學科基本能力與跨領域的綜合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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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翻轉學習提升基本學力檢測 

    領域教學研究會分析學生學習情形，設計課程及擬定教學策略，辦理學科營

隊活化課程，翻轉學生的學習。近三年在校成績四個領域及格人數達100%；近三

年九年級學生會考成績 C 比例逐漸下降，達基礎比例提高至6成7，在升學表現上

108年59.2%、109年69.8%學生錄取公立高中職及五專就讀，致力涵養學生的基本

學力，厚實下一個階段的學習。  

(2)跨領域核心素養全人至善人 

    定期社群共備──校本「全人體驗」課程，規劃「國防體驗」、「人文踏

查」、「環境自然」等三個主軸，學生在課程中習得樂於助人及公開發表所學；

「雙語教育」之跨領域協同教師發展課程，藉助英語相關課程活動及節慶，強化

學生英語能力及國際視野。「科技教育」，透過 AR、VR的體驗、「用 block玩

AioT」、「課椅模型製作」與「圖悟-運用5E教學法悟出影像辨識之奧秘」，整合

跨域學科的知識，提高學生問題解決能力及創造力，以達止於至善人之精神。 

4.1.2培養生活、自我管理及人際互動的素養 

(1)建立健康生活觀念，強化落實自我管理 

    推動健康促進計畫及落實 SH150，辦理口腔衛生、視力保健、菸害檳榔防制

等宣導活動，培養學生正確的健康促進觀念；每週二、五朝會完畢實施全校跑

步、週四晨間武術，鼓勵課間與課後自主運動，並自我紀錄，落實執行 SH150，

養成良好運動習慣；推動衛生教育與環境教育，實施生活教育惜福競賽，讓學生

能具備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節能減碳的能力，共同愛護並珍惜我們所身處的環

境。實施生活教育整潔與秩序競賽，透過每日整潔與秩序的維護與競賽，培養班

級同儕合作努力爭取榮譽，並養成生活自理的能力。 

(2)主動參與公共事務，培養為人服務習慣  

    學生能擔任班級幹部與小老師、各處室小志工、重大活動服務人員等，並透

過寒暑假返校打掃及每學期達成6小時公共服務時數等學習，培養學生自我管理

及為人群服務之習慣。 

4.1展現自主的學習與生活素養 

    

九年級升學輔導

會議 
無人機程式設計 

晨間跑步 

落實執行 SH150 
口腔癌宣導 

指標4.2運用高層次的思考與創新素養  

4.2.1學生具備反思進步與問題解決素養 

(1)動手操作玩創意 

分類 活動名稱 

數理 
數獨遊戲、氣球競速、藍染術、力與運動 virtualLAB、單擺行動 APP、

SteamVR 中控平台、指尖上不倒翁、浮空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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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圖悟-運用5E 教學法悟出影像辨識之奧秘、凱比機器人、用 block 玩

AioT、VR 導覽影像、iRobot-AR、無人機程式設計、SPRKball 程式設

計、虛擬實驗光學、google表單設計 

藝文 
劇本創作、校刊投稿、英語歌唱表演、拍攝畢業影片、Performing Arts 

for life 

技能 
酵素製作、栽培農作物、食物烹調、帳棚拆搭、生火練習、田野踏察、

鐵馬訪雙溪、鐵馬芝山岩 

(2)多元評量展創意 

    針對學生不同起點與興趣，進行差異化教學與指導，幫助學生持續成長，教

師設計多元實作評量，如：自然科定考實作、人文踏查訪問報告、探索體驗期末

口頭報告、生之藝作品呈現等，讓學生有多元智能發揮空間展現創意學習成果。  

(3)培養公民行動力 

    指導學生參與公共事務，如：公共服務、寒暑假返校清理校園、校慶登山淨

山活動、白沙灣淨灘活動、環保教育愛地球等，透過活動啟發學生的公民意識，

共同為地球盡一份心力，更真切的感受到保護環境的重要性，並思考自己可以落

實所學實踐在生活中。 

4.2.2學生具備創造思考與創新素養 

(1)走進校園聽英語廣播話家常 

    與外師及臺灣科技大學合作，成立英語廣播小組，由學生的興趣出發，貼近

生活的題材如夜市、夢、認識自己及世界等主題，並錄製廣播影片，在互動的過

程中發掘學習的樂趣與自信，於午間時間播放，建構學生英文聽力的學習環境。 

(2)走出校園玩科學處處有智慧 

    推動科技教育與智慧學習，成立新興工作坊，帶領學生編寫程式、AR、VR與

人工智慧的操作學習，並於臺北科學日與臺北市109教育博覽會中，設攤展現由工

作坊學生帶領來賓動手玩科學。 

4.2運用高層次的思考與創新素養 

    

人工智慧編寫程式 控制機器人 AR操作 英語廣播小組 教育博覽會 

二、創新做法 

(一)適性發展的學習機會 

    1.提供學生展能舞台：辦理各項競賽與活動，鼓勵學生展現自我，找到屬於                   

自己的舞臺及方向。 

    2.規劃適性學習機會：依照學生個別差異，拔尖托底、一個都不能少，提供                        

適性學習的各項課程與活動。 

    3.打造優質學習環境：逐年修建專科教室與其他學習場地，建構智慧學習的

環境，布置良好的雙語學習情境，營造友善的學習氛圍。 

    4.整合充分學習資源：結合家長、社區、鄰近文教機構、教育主管機關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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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企業與熱心人士之各項人力、物力與環境等資源，挹注或融入學生學習

課程中，滿足學生學習之需求。 

(二)創新多元的學習歷程： 

    1.發展創新多元課程：教師透過課程核心小組、雙語教學及全人體驗等跨領                        

域共備社群，發展符合學校願景及學生學習圖像之校本特色課程，並依學

生學習回饋滾動式修正課程。 

    2.引導適性發展學習：辦理課後輔導、留校自習、假日學習加強、升學講座                        

等，提供學生有加深加廣的學習機會。體育班亦有專業訓練課程，特教學

生依 IEP 會議選擇合適學習之課程，學習落後的孩子有學習扶助課程，每

位學生在至善皆可選擇適性學習的課程。 

    3.運用創新學習策略：配合雙語教育推動與學校新興科技發展，校本特色之

全人體驗課程等，學生透過教師的指導，運用分組合作學習、E化智慧學習

及問題解決等策略，提升學習成效。 

    4.適切多元評量機制：嚴謹的命題審題評量機制，實作、參與體驗、學習單

與口頭報告等多元的評量方式，讓學生學習更活潑有趣。 

(三)主動認真的學習態度 

    1.引導主動學習態度：鼓勵學生投入有興趣之學習活動、競賽或社團，提升

學生學習動機，進而養成主動學習的態度。 

    2.自我探索瞭解發展：透過各項測驗，讓學生能認識自己，並了解自己興趣

與性向之所在，參與學校職涯試探活動，選擇適合自的未來進路方向。 

    3.負責承擔合作分享：透過生活教育競賽、各項班際競賽活動及學校領域與

彈性體驗課程、童軍隔宿露營及校際體育競賽等，學會團隊之分工與合作，

為團隊與個人負責與承擔。 

    4.民主法治國際視野：透過各式宣導與講座，培養正確法治、菸害防制、性

別平等觀念；學會思考關心海洋、環境、戶外及國際教育等議題，透過外籍

教師深入介紹各國的風俗與文化，增加學生對異國文化的理解與尊重，進

而關懷社區縱觀國際。  

(四)允文允武的學習成效 

    1.基本學力與素養能力：教師一方面透過會考與定期評量結果研究分析學生

學習情形，設計課程及擬定教學策略，提升學生基本學力；另一方面規劃

跨領域學習課程培養生活運用之素養能力。 

    2.健康生活與自我管理：透過健康促進與 SH150計畫之推動與執行，學生建

立正確的健康生活觀念，再經由生活教育之配合，養成自我管理的能力。 

    3.參與公務與為人服務：指導學生學習參與公共事務，並能適時表達意見與                          

想法，協助學校活動或班級事務之推展，培育為人服務之精神。 

    4.創意思考與問題解決：透過不同的體驗實作課程，引導學生反思與行動，

透過多元評量結果，發現學生創意之思考，並觀察問題解決能力之形成。 

肆、優質成果 
一、目標達成 

(一)提升學生基礎學力表現 

    教師透過不斷的研究分析學生會考與定期評量之結果，了解學生學習情形，

並實施多種教學課程及指導學生擬定學習策略，學生近年來會考基本學力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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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以上之比例有顯著提升，公立高中職錄取比例也從105年近40%提高到109年

的70%。 

107-109年度學生基本學力檢測情形 

科目與年度 107 108 109 平均(%) 

國文 
精熟 8.33% 8% 10.87% 9.07% 

基礎 72.92% 70% 71.74% 71.56% 

英文 
精熟 16.67% 20% 21.74% 19.47% 

基礎 47.92% 46% 45.65% 46.52% 

數學 
精熟 6.25% 10% 13.04% 9.76% 

基礎 54.17% 36% 54.35% 48.17% 

社會 
精熟 10.42% 12% 8.70% 10.37% 

基礎 66.67% 74% 73.91% 71.53% 

自然 
精熟 6.25% 2% 2.17% 3.47% 

基礎 64.58% 64% 69.57% 66.05% 

 

 

(二)多元進路學生適才適所 

   1.106- 108學年度體育班學生升學情形：     

學年度 運動績優升學結果 

106 

林敬捷、蕭聖曄、王俊凱錄取中正高中 

何亞璇錄取陽明高中    莊凱茹錄取大直高中 

鄭炎坤錄取南湖高中 

107 

王品超、陳姍柔、徐子翔錄取臺北市中正高中 

賴東健錄取陽明高中    杜家樂錄取大直高中 

林呈維、陳亭宇錄取新北市三民高中體育班 

左  浩錄取成淵高中    解安傑錄取臺北市內湖高工 

108 

李宜蓁、劉曈璟 錄取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蘇玟昕、劉奕萱、林聖祐 錄取臺北市立大直高中 

鄭潔栭、洪語婕 錄取臺北市立南港高工 

許  皓 錄取新北市立三民高中體育班 

2.106- 108學年度特殊生安置成果 

學年度 特殊生安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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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黃可陽錄取市立明倫高中     郭博洋錄取市立內湖高工 美容汽車科 

陳允晞錄取泰北高中 美工科  郭姵君錄取育達商職 表演藝術科 

107 

鍾文哲錄取市立明倫高中     曹容綸錄取市立明倫高中  

邱啟翔錄取大安高工綜合高中 汪尚紘錄取市立士林高商 資料處理科 

鄭凱駿錄取強恕高中 美容科  張宸緯錄取市立內湖高工 電子科 

呂宏騏錄取開平餐飲學校     李承恩錄取泰北高中 應用日語科 

卓晟璁錄取稻江高商 廣告設計科  

108 

李彥均錄取市立士林高商 會計科  何ㄦ柔錄取國立宜蘭高中 美術班 

吳孟儒錄取市立士林高商 商業經營科 

楊捷凱錄取稻江高商 廣告設計科  呂宜峰錄取育達高職 餐飲管理科 

楊上誼錄取稻江護家 門市服務科  李孟勳錄取惇敘工商 門市服務科 

(三)鼓勵多元適性學習發展 

    學生學習表現文武兼具，屢獲佳績 (106- 108學年度)： 

學年度 學生優異表現 

106 

1.106 年學年度台北市交通安全教育評鑑榮獲金輪獎 優等 

2.第56期「今日至善」榮獲臺北市106學年度公私立中等學 

  校教育叢書暨校刊競賽-國中組：校刊類---報紙型 優等 

3.107年北區四城市中小學學生專題寫作比賽決賽榮獲優等    

4.【106學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 

  801黃笙榮獲國中個人組 B組非音樂班/笛獨奏北區甲等第二名。 

5.網球隊參加107年全中運國女網球女雙、團體 榮獲全國第6名                               

6.臺北市106學年度教育盃中學武術錦標賽：榮獲武術總錦標第6名   

7.106學年度臺北市教育盃網球錦標賽 

  ◎硬式網球 團體國男甲組：季軍/國女甲組：亞軍 

  ◎軟式網球 團體國男 殿軍/團體國女 亞軍 

8.高爾夫球隊參加106年高球教育盃： 

  901洪棋剴國男 亞軍  901鄭炎坤 季軍 

107 

1.108年北區四城市中小學學生專題寫作比賽決賽榮獲佳作 

2.米郜˙牡亞參加臺北市107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課程技藝競賽 

  （藝術群）榮獲第一名 

3.陳亞歆參加臺北市107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本土語言 

  類) 排灣族語朗讀（北區國中組）榮獲第二名 

4.李宜蓁參加臺北市107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國語類)  

  演說類（北區國中組）榮獲第五名 

5.米郜˙牡亞參加臺北市107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本土 

  語言類)阿美族語朗讀(北區國中組)榮獲第五名 

6.【107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1)米鼐榮獲國中個人組柳葉琴獨奏榮獲優等 

  (2)戴妤蘋榮獲國中個人組揚琴獨奏榮獲甲等 

7.中華民國108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1)硬網國女組團體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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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洪語婕 鄭潔栭 硬網國女雙打 第四名 

8.107學年度臺北市教育盃網球錦標賽： 

  硬式網球：團體國男甲組季軍、國女甲組冠軍 

  軟式網球：團體國男亞軍、國女甲組亞軍 

9.臺北市107學年度教育盃中學武術錦標賽： 

  國男組：宋子群國際第一套太極拳、太極劍第一名、陳畇榤國際 

  第一套長拳、刀術第一名、王品超第三套長拳第一名 

  國女組：陳姍柔國際第三套長拳、劍術第一名 

4.107學年度市長盃校際游泳接力賽榮獲乙組混合第三名 

108 

1.【臺北市 108年度語文競賽(中等學校學生組國語類)】 

   李宜蓁 榮獲 演說類（北區國中組）佳作 

2.【臺北市108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 

 何禹葳 榮獲 技藝競賽農業群 (植物栽培)第5名 

(一) 3.【108學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 

  曹榮次 榮獲 國中個人組 B組/二胡 獨奏 北區甲等 

4.【108年學年度臺北市教育盃網球錦標賽】 

  (1)硬網國女甲組團體第一名、國男甲組團體第三名 

  (2)鄭潔栭 洪語婕 硬網國女雙打 第一名 

5.中華民國109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1)硬網國女組團體第二名 

  (2)李宜蓁 劉曈璟 硬網國女雙打 第三名 

6.中華民國109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宋子群 太極拳 太極劍 冠軍、陳畇榤 棍術、槍術 亞軍 

7.【臺北市108學年度教育盃桌球錦標賽】 國男甲組團體第五名 

    

109年全中運網球 

榮獲佳績 

107學年度教育盃武

術榮獲佳績 

107年度北市國語文

競賽演說第五名 
專題寫作比賽 

決賽優等 

    二、創新成果 

(一)適性發展的學習機會 

    

英語歌唱表演比賽 好書推薦創意海報 適性探索技職參訪 多元開發課程 

(二)創新多元的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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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交流攜手互惠 真實雙語情境學習 新興科技 VR 體驗 溯溪體驗勇氣展現 

(三)主動認真的學習態度 

    

田野調查 

釣蝦顧客訪談 
假日學力精進班 親子共廚 優良生選舉活動 

(四)允文允武的學習成效 

    

技藝競賽藝術群

第一名 

校慶全校武術 

表演 

臺北科學日 

攤位指導與說明 

天使家族歲末感

恩社團成果展演 

伍、學校特色 

    本校以「「文武兼備全方位、多元展能至善人」」作為學生學習的教育目標，透

過創新的思維與做法，有效增進學生對於學習的行動及成果。本校學生學習的特色如

下： 

一、提供「提供學生展能舞台，規劃適性學習機會」及「打造優質學習環境，整合充

分學習資源」打造適性發展的學習機會。  

二、積極「發展創新多元課程，引導適性發展學習」並「運用創新學習策略，適切多

元評量機制」開展創新多元的學習歷程。 

三、加強「引導主動學習態度，自我探索瞭解發展」且「負責承擔合作分享，民主法

治國際視野」培養主動認真的學習態度。  

四、注重「基本學力與素養能力，健康生活與自我管理」與「參與公務與為人服務，

創意思考與問題解決」實現允文允武的學習成效。  

    關注學習的主體──學生，成就每一個孩子，親師共同打造一所友善樂學、雙語   

科技的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