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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齡高中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 105 年度執行成果報告書 

一、 期中諮詢輔導後的回應與作為 

（一）委員整體建議 

1. 從學校這兩年的校本選修課程發展歷程來看，「多元選修」取代「校本選修」，可

見「多元」一直是百齡師生高度認同的特色，今再度結合學校願景，聚焦形塑「智

慧學校」的特色值得肯定。 

2. 學校能營造輕鬆的氛圍，透過許多對話及工作坊，慢慢的陪伴、帶領教師創意發

想，研產課程，進而協助老師自我實現，誠屬可貴。另課程發展與教學上，學校行

政的支援與激勵，也深獲教師肯定。 

3. 百齡的教師課堂上重視學生發表能力的培養及團隊合作的實踐，也能成功引導學生

利用中午等課餘時間從事自主學習。因此學生訪談中高度展現「自主學習」、「獨

立思考」的能力。 

4. 從學生訪談中，可感受到學校多元選修課程的規劃，深獲學生讚許，尤其是「完整

教師授課資訊的提供」、「上下學期課程兼顧試探與深化」及「大小成果發表的設

計」。 

5. 多元選修課程宜兼顧「系統性」、「專業性」並把握「學生本位」。目前多元選修

只於高一開課，建議可系統性思考繼續延伸至高二甚至高三。另學校開設的多元選

修課程多為「師本課程」或「科本課程」，建議未來課程可於「校本課程」、「師

本課程」及「生本課程」取得平衡，跳脫考科或學科專業框架，試著開設一些跨領

域課程，或從學生本位思考，增設藝文、音樂或機械實作等領域的課程。 

6. 百齡許多具特色的課程如地理實察，英文話劇等頗受學生喜愛，學生也都能感受到

學校提供學生充分展能舞台的用心。建議可以試著結合士林夜市在地資源，就國際

化及外語溝通表達等發展相關校本課程。 

7. 肯定多元選修課程開課教師的學科專業，面對 107 新課綱，相信教師對本身學科領

綱已有一定的認識，若能進一步輔以對總綱的理解，俾能掌握多元選修的內涵，跳

脫學科屬性的思考，有利跨領域課程的發展。 

8. 多元選修課程名稱除具創意以爭取學生青睞外，建議把握能清楚傳達課程內容為

宜。 

 

（二）本校回應與作為 

1. 105 學年度本校除延續高一多元選修「上下學期課程兼顧試探與深化」及「大小成

果發表的設計」外，課程開設數量也從 104 學年度的 11 門增加到 14 門，其中「劇

場實務」更是引進策略聯盟大學的師資出任，結合區域資源，跳脫考科或學科專業

框架，豐富課程類型，落實「學生本位課程」的開設。 

2. 「齡園玫瑰物語」課程由本校國文、英文、家政等科別教師共同授課，為本校跨領

域課程立下良好基礎。「科學的探究與實作」、「地球科學的觀察與實作」及「機

器人專題製作與 Arduino 」強化學生機械實作能力的培養。 

3. 因應 107 課綱的實施，本校結合全校共備及各領域 PLC 聚焦於校訂必修之課程發

展與規畫，透過對總綱理解的增進，俾能掌握多元選修的內涵，目前校內已有共識

107 學年度本校高一多元選修將從現有 2 學分增加到 3 學分，輔以高二校訂必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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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跨領域「專題研究」的開設，應可跳脫學科屬性的思考，有利跨領域課程的發

展，系統性延伸及深化學生的學習。 

4. 面對 107 總綱認識，本校透過教師增能，由校長帶領課程團隊，設計認識總綱工作

坊設計考題及問卷，透過課程小組、各科教學研究會研讀討論，小組互動分享交

流。讓全體教職員認識 107 課綱核心精神，未來如何訂定課程及開課，校訂必修及

彈性課程開,各校的參考範例，透過問答及對話理解總綱，為 107 課綱選修課程，

開設 1.2-1.5 倍選修課程等作業軟體及硬體規劃，提早因應。進一步輔以對總綱的

理解，俾能掌握多元選修的內涵，跳脫學科屬性的思考，有利跨領域課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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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基本資料 

（一） 班級數、學生數 

領先 

期別 
□第 2 期（103 年-105 年）  ■第 3 期（104 年-106 年） 

學制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全校 

班級數 學生數 班級數 學生數 班級數 學生數 班級數/學生數 

日間部 9 318 8 291 8 270 25/879 

合計 9 318 8 291 8 270 25/879 

備註：本表為本校 105 學年度之統計資料 

 

（二） 教師專業成長情形 

現有師資 專任教師 兼任教師 代理教師 合計 

人數 60 1 5 66 

比率 90.9% 0.15% 0.76% 100% 

備註：本表為本校 105 學年度之統計資料 

 

項目 前年度 本年度 備註(增減數) 

參與教專評鑑教師數 41 39 -2 

已取得初階證書教師數 48 47 -1 

已取得進階證書教師數 3 6 +3 

現有教學輔導教師數 0 0 0 

參加校內專業社群教師數 58 58 0 

參加校際專業社群教師數 2 3 +1 

參加課程教學相關研習教師數 61 61 0 

學校規畫辦理課程教學研習場次 77 7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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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內教師 105 年度參加學校辦理課程教學相關研習情形 

序 
研習 

類別 

辦理 

日期 
研習名稱 

參加研習 

人數 

未參加 

研習人數 

1 b 1/21 
PBL 專題式學習實務分享工作坊（國文、英文、數

學、自然、社會） 
50 0 

2 a 2/24 學測試題分析（歷、地、公） 8 0 

3 a 3/2 觀課、議課（社會領域） 8 0 

4 a 3/7 試題分析（英文科） 10 0 

5 a 3/10 攝影拍攝實務（一）（國文科） 10 0 

6 a 3/16 見證樸克牌數學魔術奇蹟（數學科） 10 0 

7 a 3/21 共同備課（英文科） 10 0 

8 a 3/24 攝影拍攝實務（二）（國文科） 10 0 

9 a 3/25 高中物理科教師公開觀課（自然領域） 12 0 

10 a 3/29 
I Pad 與數位教學（一）~更多精彩、無限可能

（自然領域） 
12 0 

11 a 3/30 跟著小鎮去旅行（社會領域） 8 0 

12 a 3/31 聊齋誌異－勞山道士（國文科） 10 0 

13 a 4/6 趣味數學（數學科） 10 0 

14 a 4/11 公開授課（英文科） 10 0 

15 a 4/12 
科學議題教學設計共同備課~密室逃脫闖關活動

實作（自然領域） 
12 0 

16 a 4/20 PBL 講座（社會領域） 8 0 

17 a 4/21 國文科應試準備與提醒－應考作文的寫作技巧 10 0 

18 a 4/28 研讀 107 新課綱領綱草案（國文科） 10 0 

19 a 5/4 藝術 FUN 手玩（數學科） 10 0 

20 a 5/4 當代國際議題~恐怖主義與難民問題（社會領域） 8 0 

21 a 5/9 PBL 研習（英文科） 10 0 

22 a 5/17 105 學測試題分析與討論（自然領域） 12 0 

23 a 5/30 107 課綱研讀（英文科） 10 0 

24 a 6/7 密室逃脫遊戲於課堂教學的策略應用（自然領域） 12 0 

25 a 6/8 專題演講（數學科） 10 0 

26 a 6/15 試題分析（數學科） 10 0 

27 b 8/26 跨科討論議題：如何讓學生更喜歡在校學習 10 0 

28 b 8/26 
因應 107 課綱校訂必修之課程發展與實務（跨

領域對話） 
30 0 

29 a 9/2 第一次模考試題分析（自然領域） 12 0 

30 a 9/5 共同備課，教材規劃工作分配討論（英文科）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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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研習 

類別 

辦理 

日期 
研習名稱 

參加研習 

人數 

未參加 

研習人數 

31 a 9/7 
107 課綱校訂必修-主軸與課程之規劃及開設

（數學科） 
10 0 

32 a 9/7 
因應 107 課綱-臺北市分科校際交流對話校際平

臺研習訊息分享（社會領域） 
8 0 

33 a 9/8 討論校訂必修（1）（國文科） 10 0 

34 a 9/19 校定必修的發想討論（英文科） 10 0 

35 a 9/21 107 課綱校訂必修-課程大綱之規劃（數學科） 10 0 

36 a 9/22 討論校訂必修（2）（國文科） 10 0 

37 a 9/27 
跟著 Webduino 一起輕鬆玩轉物聯網（自然領

域） 
12 0 

38 a 9/28 

1.歷史科特色課程規畫與社群運作 

2.地理新課綱與特色課程分享 

3.107 公民與社會新課綱交流（社會領域） 

8 0 

39 a 10/1 酷課雲的教學應用（數學科） 10 0 

40 a 10/2 因應 107 教師員額及學科時數試算（數學科） 10 0 

41 a 10/2 考題新挑戰-大考國文命題研習（國文科） 10 0 

42 a 10/2 

1.歷史科酷課雲的應用 

2.地理資訊與多媒體應用 

3.公民科特色課程分享（社會領域） 

8 0 

43 a 10/3 
從大考命題與閱卷趨勢看高中英語教學（英文

科） 
10 0 

44 a 10/11 魔術科學（自然領域） 12 0 

45 a 11/1 
淬鍊  大學學測、指考試題的命題思考與學習

挑戰（數學科） 
10 0 

46 a 11/2 學測試題分析 10 0 

47 a 11/2 

1.歷史科特色課程觀課活動 

2.地理走察 PAPAGO 

3.業界經濟現況分享（社會領域） 

8 0 

48 a 11/3 搶救滑世代，救救菜英文（英文科） 10 0 

49 a 11/9 行動學習教學（國文科） 10 0 

50 a 12/1 Ipad 教學（與國中英語 PLC 合辦）（英文科） 10 0 

51 a 12/1 創意教具 DIY（自然領域） 12 0 

52 a 12/2 校本課程分享（國文科） 10 0 

53 a 12/2 107 課綱教學時數研擬與討論（社會領域） 8 0 

54 a 12/3 第三次模考試題分析（自然領域） 12 0 

未參加上開研習教師人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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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a 課程設計、b 教材教法、c 學習評量 

（四） 校本課程開設情形 

 

  本校於 105 學年度開設 14 門高一多元跑班選修課程，固定於每週四下午 6~7 節上

課。本課程為三階段選修課程，每位學生於上學期選修兩門課進行「多元試探」，下學期

選修一門課進行「多元深化」（如下圖 1）。每一階段課程結束皆會辦理小型成果發表，以

檢視學生於本階段學習成果，並做為教師期末選課面談參考，上學期末舉辦全年級成果發

表會，下學期末則舉辦各課程成果發表會。 

  選課機制為上學期初利用校務行政系統進行兩門多元試探選課，而上學期末進行大選

課，透過師生實地面談機制，輔導每個學生選擇一門課程進行深化學習，並配合下學期初

第一週搭配加退選機制加以落實。 

 
圖 1 百齡高中 105 學年度多元選修課程修課歷程說明圖 

 

1. 特色課程開設一覽表 

序 

課程 學生 師資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對象 
選修 

人數 

本校 

教師 

外聘 

教師 

1 
品讀文學—現代飲食與旅遊文學的

品味與探尋 
2 高一 19 吳侑軒  

2 From Reading to Drama 2 高一 25 
英文科

團隊 
 

3 歷史超時空之旅 2 高一 25 劉怡亭  

4 
文學，上演中-現代小說的新世代詮

釋 
2 高一 14 章瑄文  

5 藝游數學 2 高一 25 
數學科

團隊 
 

6 科學的探究與實作 2 高一 24 湯慧娟  

7 地球科學的觀察與實作 2 高一 17 李亭誼  

8 「從零」(JUNGLE)開始 2 高一 17 曾若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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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課程 學生 師資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對象 
選修 

人數 

本校 

教師 

外聘 

教師 

9 機器人專題製作與 Arduino 2 高一 25 劉文正  

10 時「上」生活-i 布置 2 高一 21 郭敏惠  

11 看電影談心理 2 高一 25 
王琤惠 

陳奕翔 
 

12 表達的藝術 2 高一 17 湯一嵐  

13 劇場實務 2 高一 19  
黃凱群 

文化大學 

14 齡園玫瑰物語(Rose Story) 2 高一 14 

曾久倫 

顏淑君 

馬玉玫 

蔡青芝 

 

 

2.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特色課程之關連 

序 社群名稱 
性

質 

開始 

年度 

校內成

員數 
開設之特色課程名稱 

產出教材

教案件數 

1 
國文科 

教師專業社群 
a 100 10 

(1) 品讀文學—現代飲食與旅

遊 

(2) 文學的品味與探尋 

(3) 文學，上演中-現代小說的

新世代詮釋 

2 

2 
英文科 

教師專業社群 
a 100 10 

(1) From Reading to Drama 

(2) 齡園玫瑰物語(Rose Story) 
2 

3 
數學科 

教師專業社群 
a 100 10 藝游數學 2 

4 
自然領域教師

專業社群 
a 100 12 

(1) 科學的探究與實作 

(2) 地球科學的觀察與實作 

(3) 「從零」(JUNGLE)開始 

(4) 機器人專題製作與

Arduino 

4 

5 
社會領域 

教師專業社群 
a 100 8 歷史超時空之旅 1 

6 
綜合領域 

教師專業社群 
a 100 3 

(1) 時「上」生活-i 布置 

(2) 看電影談心理 

(3) 表達的藝術 

(4) 齡園玫瑰物語(Rose Story) 

4 

7 
藝文領域 

教師專業社群 
a 100 2 齡園藝術涵養課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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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社群名稱 
性

質 

開始 

年度 

校內成

員數 
開設之特色課程名稱 

產出教材

教案件數 

8 
齡園行政 

團隊社群 
b 100 10 

(1) 齡園領袖品格涵養課程 

(2) 齡園服務學習課程 
2 

9 嬉遊數學 a 103 13 國小數學營 1 

10 
課程發展 

社群 
b 104 19 

(1) 文學，上演中-現代小說的

新世代詮釋 

(2) From Reading to Drama 

(3) 齡園玫瑰物語(Rose Story) 

(4) 藝游數學 

(5) 科學的探究與實作 

(6) 地球科學的觀察與實作 

(7) 時「上」生活-i 布置 

(8) 看電影談心理 

(9) 表達的藝術 

(10) 齡園領袖品格涵養課程 

(11) 齡園服務學習課程 

11 

11 
行動學習 

社群 
b 104 20 

(1) 文學，上演中-現代小說的

新世代詮釋 

(2) 科學的探究與實作 

(3) 地球科學的觀察與實作 

3 

*性質：a 同科、b 跨科、c 校際、d 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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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子計畫執行情形 

（一） 子計畫 1  

1. 子計畫名稱：百齡鮮師專業發展計畫 

2. 本年度計畫目標 

(1) 激發教育熱忱，啟動教育新思維。 

(2) 引領教師發展，展現教師專業性。 

3. 實際執行情形 

  本校以「教師增能與實踐」及「行政支援與激勵」兩大面向擬訂相關策略，

前者結合系統性「校本研習計畫」，全面提升專業知能，並實踐於課堂教學上，

培養種子社群，漸進發展與發散影響。後者則以「藍海策略四大行動架構」—消

除、減少、提升與創造，協助教師從工作中獲得身心靈平衡與成就感，創造工作

價值。 

(1) 教師增能與實踐 

a. 推動共同備課、觀課、議課 

b. 推動全校共同備課，暑假、寒假各一天，搭建全校對話之平台。（共同備課

課程如下表） 

c. 推動「以學習者為中心備課觀課議課計畫」，支持各學科 PLC 透過系列主題

式工作坊，有效進行專業對話與分享。並由校長及資深教師公開授課，帶動

風氣。 

d. 除了學科共同備科外，亦開始嘗試跨領與對話與合作。 

 

百齡高中 105 年度全校共同備課一覽表 

日期 活動主題內容 參加人員 

105.01.21 
PBL 專題式學習實務分享工作坊（國文、英文、數學、

自然、社會） 
全校 

105.08.26 辦理教師開放空間論壇 OST 及教學高峰經驗分享 全校 

 

(2) 辦理參訪開展教師視野  

國內校際交流一直是本校領先計畫子計畫執行的具體作為之一。領先計畫的執

行，也從以往以行政團隊為主，轉型為以相關課程發展社群教師為主。特別是領先

計畫提供國外旅費的補助，讓跨國參訪得以順利推動，更是開展本校教師視野，激

發本校教師多元創意。 

105 年度本校特安排至麗山高中參訪其研究方法專題課程及宜蘭華德福學校觀

摩國八專題報告發表課程；國外參訪則於 105 年 6 月由校長帶領 14 名同仁赴大陸

上海及杭州參訪育才、進才、學軍中學三所學校，藉以瞭解並學習大陸中學教育瞭

解並學習大陸地區教育的四個面向：（1）學校願景與校園文化（2）課程發展與教

師教學（3）教師專業發展與社群運作（4）學生學習與校園營造；並將所習得之經

驗帶回臺灣轉化成本校發展 107 新課綱課程之動能。（國內外教育參訪一覽表如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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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齡高中 105 年度國內外教育參訪一覽表 

日期 活動主題內容 參加人員 

105.4.18 
臺北市麗山高中 

研究方法專題課程 

校長、行政團隊、高中課程發展

社群成員共 14 人 

105.5.09 
宜蘭華德福中小學 

國八專題課程發表 

校長、行政團隊、高中課程發展

社群成員共 15 人 

105.06.14-18 
大陸上海、杭州課程發展教

師專業社群國際參訪 

校長、校本課程發展小組社群成

員共 15 人 

(3) 整合教師專業發展方案 

  本校自 100 學年度起以逐年期形式申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透過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營造出教學觀察的氛圍與機制，有利教學團隊或夥伴教師的

發展。輔以初階、進階及教學輔導教師認證機制，有效鼓勵教師持續專業成

長，並收傳承之效。104 學年度起初次改以多年期形式申辦，就參與本計畫而

言又進入另一階段，實屬可喜。至今（105 學年度）全校取得初階證書人數共

有 116 人占全體教師（151 人）的 76.82%，其中高中聘教師有 47 人占全體高中

聘專任教師（58 人）的 81.3%。目前取得進階證書人數有 13 人，教學輔導教師

證書有 4 人。105 學年度本校推薦進階評鑑人員 7 位，樂見教師參與進階評鑑

人員培訓的意願穩定成長。 

 

 

(4) 行政支援與激勵 

a. 適時關懷激勵教師士氣 

  近年來校長、家長會均支持鼓勵，本校教師參與行動研究徵件，並頒發獎金

以激勵士氣，近年來屢獲佳績（如下表）。 

 

 

百齡高中 103~105 學年度參與教專暨取得證書人數一覽表 

 
辦理 

類型 

學校 

教師數 

參與教

專人數 

參加教專

比例 

取得初

階證書

人數 

取得進

階證書

人數 

取得教

學輔導

教師證

書人數 

全校 全校 全校 全校 全校 全校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103 

學年度 
逐年期 

151 

58 

122 

49 

80.8% 

84.5% 

112 

43 

6 

2 

0 

0 

104 

學年度 
多年期 

151 

58 

96 

41 

63.6% 

70.7% 

122 

48 

9 

3 

3 

0 

105 

學年度 
多年期 

151 

58 

92 

39 

60.93% 

67.24% 

116 

47 

13 

6 

4 

0 



11 

 

b. 鼓勵分享展現運作成果 

(a) 利用共同備課日，辦理教師論壇，促進跨領域相互學習。 

(b) 善用雲端硬碟分享教材成果。 

 

 

 

百齡高中第 15-17 屆行動研究獲獎一覽表 

屆別 組別 類別 題目 名次 第 1 作者 

17 國中 
教育專業經

驗分享類 

齡園樂學趣‧風簷滿書香～愛閱百齡深耕

閱讀推動方案 
佳作 章瑄文 

17 國中 
創新教學活

動設計類 

「遊」中國－－桌遊融入中國疆域與行政

區教學 
佳作 張瓈云 

17 國中 
教育專業經

驗分享類 
翻炒第八節語文佳餚上菜 佳作 余雪溱 

17 國中 
創新教學活

動設計類 

PLC 共同備課融入課程與活動設計 －以

完全中學藝文領域為探討 
佳作 王斐瑩 

17 高中 
創新教學活

動設計類 

「化競爭為合作」~百齡高中「高二 英文

話劇」轉型經驗分享 
佳作 楊文莉 

16 國中 
創新教學活

動設計類 

當愛 PAD 遇上 QR 扣－齡園國文科行動

載具初體驗 
優選 余雪溱 

16 國中 
創新教學活

動設計類 
Hello 器官，你好嗎？ 佳作 張宗婷 

16 國中 
教育專業經

驗分享類 
齡園學子愛閱˙創作之旅 佳作 余雪溱 

16 高中 
創新教學活

動設計類 
騎士巡邏之遇見 100%的女孩 入選 李明峰 

15 國中 
教育專業經

驗分享類 

那一年，我們一起在百齡高中畫的牆－以

集體創作形塑班級延續性的集體情感 
優選 翁憲章 

15 國中 
教育專業經

驗分享類 
國文活化教學玩出新亮點 佳作 余雪溱 

15 國中 
教育專業經

驗分享類 
我們同在「嬉遊數學」社群的成長實錄 入選 邱淑娟 

15 高中 論文發表類 
「閱讀的翻轉-以百齡高中本位課程「禪

與文學」為例」 
優選 白濬暉 

15 高中 
教育專業經

驗分享類 

國文工坊-以共同學習法實作讓國文教學

有產出 
佳作 顏淑君 

15 高中 
創新教學活

動設計類 
新聞中的科學-地震二三事 佳作 張淵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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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果照片 

  

  

105.1.21 高中教師 PBL 共備研習- 

107 新課綱的挑戰與因應 

105.8.28 教師 O.S.T.活動及 

學習高峰經驗分享 

  

105.4.18 麗山高中參訪- 

發展專題課程交流活動剪影 

105.5.9 教師專業社群參訪宜蘭華德福中小

學剪影 

  

105.8.26 共備日 

大陸參訪團經驗分享 

105.10.19 

大陸參訪團檢討會議成果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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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子計畫 2 

1. 子計畫名稱：齡園領導品格涵養學程 

2. 本年度計畫目標 

(1) 培養學生領導能力，建立優良品格，養成自律、合群、成熟、負責任的成熟人

格。 

(2) 各項活動結合學生生活與多元學習主題，深化學習成效與體驗。系列活動歷程中

處處皆見老師的用心陪伴與學生的學習成長。學生於活動過程中能夠體會團隊合

作重要性，並「從做中學」領悟教育真諦。 

(3) 以多元藝術美學課程涵養領袖魅力，培養溝通能力，揮灑創意，厚植自我行銷能

力。 

3. 實際執行情形 

(1) 齡園領袖品格課程 

a. 全面涵養學生領導品格 

(a) 涵養新生品格教育 

  百齡高中新生始業領航營闖出美麗學習風景，為了迎接 105 新生，本校今年翻

轉始業輔導模式，連兩天「新生始業領航營」嶄新上場。課程大致分為闖關活動、

生活教育、學習地圖、班級經營、時光膠囊及社團迎新。其中顛覆傳統新生始業輔

導各處室靜態業務宣導模式，透過分站教育闖關競賽的方式，緊扣學校辦學理念、

規章與校園環境的課程內容，讓學生自己闖關找答案，把學習主導權回歸給學生，

有效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成效，讓 629 位新生們少了忐忑不安的心情，透過團體

闖關活動，不僅有破冰的效果、熟悉校園環境與規章，增進班級的向心力，並涵養

學生「團隊合作、悅納自我、感恩惜福、立志負責」等品格。 

(b) 社團領導實踐活動：社聯會於 8/23 至 8/24 利用新生入學始業輔導辦理社團嘉年

華，展現社團活力與成果；社聯會定期會議，各社團社長集思廣益，展現領導

能力與共好的精神。 

(c) 潛移默化品格涵養：於朝會、週會辦理各項主題講座，議題涵蓋生命教育、法

治教育、性平教育、環境教育等。透過專家學者的說明與分享，影片的觀賞，

以及百齡學生的分享等深化認知。 

 

b. 領袖品格系列課程 

(a) 領袖營 

  本校領袖營已辦理多年，一直以來參與的對象皆為本校班聯、社聯會暨各社

團幹部，期待透過參與為期兩天的領袖營，培養學生領導、組織甚於往後帶領社

團之能力。 

  而 105 年度之領袖營於 8/3 至 8/4 登場，營隊採實作與活動體驗進行，「分站

體驗活動」課程內容包含：學習人際溝通、解決問題、挫折感處理與凝聚團隊共

識、建立積極行動、展現領導風格、帶領團隊衝破難關、突破自我限制完成任

務，透過大團隊挑戰培養學員團隊精神、溝通協調、問題解決和情緒管理能力；

「服務學習反思與服務企畫」及「活動企劃與實務」課程內容包含：社團年度計

畫訂定步驟與技巧、社團管理與溝通實務、社團活動企劃與執行、資源整合與運

用，企畫內容還有服務學習的實際案例操作，反思如何真正落實服務的精神與熱

情，並透過企劃書簡單概念與執行步驟，落實學校活動企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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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領袖營回流：因領袖在學校各式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學期中，學校搭建協力

平台，領袖定期召開回流會議（如班聯會、社聯會），對話、溝通與學習。  

(c) 國際領袖會議：105 年暑假，一群百齡的孩子到新加坡立化中學參加為期一週

的領袖研討會，在與國際青年朋友交流過程中，藉由專業講座、深度參訪及與

密集交流等方式，提升百齡學生的國際視野，培養樂觀進取與提升國際參與熱

忱。 

(d) 學生自辦第一屆百齡 OST：105 年 12 月 11 日（日）由百齡學生們自發籌辦之

學生 Open Space Technology 活動熱情展開，主題訂為「如何讓百齡成為更好的

學校」，籌辦的幾個同學主動邀請學生領袖、社團幹部以及任何有想法想表達的

學生進行開放式溝通對話，激勵學生思辨表達之開放空間研討會，進一步討論

學校如何協助學生成為更好的學習者。 

 

(2) 齡園服務學習課程 

  本校提供多元服務學習機會，如學校重大慶典迎賓的禮賓隊、朝週會管樂隊的

演奏、上下學維安的交通糾察隊、環境維護的衛生糾察隊、慈幼社的特教服務、編

輯校刊之採編社、連結世界之大使團等。 

  學生在此多元服務學習環境之下，亦主動規劃一系列服務活動，社團幹部運用

領袖營相關課程學得的知能，結合節日慶典策劃辦理各項校園活動體現「感恩、尊

重、責任及誠實」核心品德，其系列活動包括「5 月齡園慈暉季」、「6 月齡園畢業

季暨社團成果發表會」、「9 月齡園樂師週」、「11 月校慶師展舞功」、「12 月齡園歲

末感恩季」等更是學校推動「感恩、尊重、責任及誠實」的一大動力。 

  學生亦有個人公服與社團公服，服務學習包括「合作、互惠、多元、以學習為

基礎、以社會正義為焦點」等特質，提供學生學習機會與誘因是學校的責任，百齡

以「學生個人公服與社團公服」雙軌並重，讓學生在從事服務工作中，體現「做中

學」，得到自我成長、生活態度、團隊精神、社區關懷等積極成效。 

  「星星點燈，燃情聖誕」聖誕節晚會活動，除讓同學們表現自我音樂舞蹈才藝

外，更結合公益，活動需憑 3 張當月發票入場，全數發票捐贈慈善團體，讓有困境

的人都能像我們一樣度過溫馨的歲末。 

  「大手拉小手，成長一起走」，完中特有的校園風貌。如 105 年 5 月 27 日辦

理修習「數學」多元選修課程的高中部學生，運用課堂所學投身「國中部數學闖

關遊戲」擔任關主，發揮所學表現優異，堪為國中部學弟妹的榜樣；105 年 12 月

7 日辦理「國小數學營」，這群愛好數學的高中生力軍，再次展現學長姐的風範，

協助營隊的進行。 

 

(3) 齡園藝術涵養課程 

a. 從多元課程中涵養藝術能力 

  藝文課程提供表演舞台讓學生展現不同才藝，及音樂課程辦理班級音樂會讓學

生具備基本音樂劇製作能力，美術課培養學生美學基礎及藝術作品的鑑賞指導，表

藝課結合戲劇、音樂、美術，強調肢體表演，介紹舞台設計技巧。 

  高中英文選修課將微電影製作列入教學內容，經由系列課程設計，使學生從電

影腳本規劃設計起始，能進一步發揮領導知能，召集電影團隊，導演、編劇、攝

影、擔任演員，乃至於製作佈景道具、剪輯、美編與後製等分工，與伙伴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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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電影專案作品。 

  有鑒於前一年比賽後餘波盪漾，班級受競爭帶來的得失心影響，105 年英語話

劇表演，開始嘗試跨領域合作（英文、音樂、表藝、美術、家政），轉化原先班級

競爭為協同合作。讓高中部參加的班級共同接力演出一個音樂劇，一班一班接力的

表演，觀眾心情隨著劇情起伏，也被所有角色牽動。讓學生完整表現所學，在台上

用著字正腔圓的英文，運用大方的肢體語言，享受在舞台上的演出。高二英文話劇

化競爭為合作，合作帶來完全不同的氛圍，學生的整體表現大大超過我們的預期！ 

 

b. 從各式活動中發展美育素養 

  結合相關課程學習定期辦理辦理各項藝文競賽，包括美術比賽、寫字比賽、海

報比賽、校慶邀請函封面設計比賽、畢業紀念冊封面設計比賽、班級舞蹈比賽、班

級英語話劇比賽等。 

  「星星點燈，燃情聖誕」聖誕節晚會活動，由班聯會學生一手策劃執行，藉由

聖誕節晚會讓同學們表現自我音樂舞蹈才藝。 

  圖書館結合閱讀推廣，除舉辦「攝影暨文學創作比賽」外，更推出學生圖像、

書籤、胸章等系列文創紀念品徵稿活動，電子書平台也規劃「美之饗宴」園地，全

面深化藝文美學教育。 

 

c. 從整體境教中涵養藝術美感 

(a) 設置藝術角落：善用校園空間，陸續完成「圖書館鐵捲門彩繪」、「陶板作品鑲

嵌裝置藝術」、「鏡廊」及「美化學習角」，除提供本校學生展現學習成果舞台

外，更發揮藝文境教效益。 

(b) 專業展演空間：近年積極爭取經費已完成「百齡藝廊」、「演藝廳」等展演空間

整修，辦理學生美術成果展、學生音樂會等活動，提昇校園藝術氣息。 

(c) 規劃充實音樂性社團設備，增加學生學習多樣性與豐富性，給予學生更多藝術

涵養課外活動選擇。 

 

4. 成果照片 

  

105.5.4 包高中活動 

接受祝福也學習感恩 

105.08.03-04 百齡領袖營 

學習溝通、凝聚共識與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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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1.05 校慶音樂發表會 

音創社社團演出 

105.11.21 

參加新加坡國際領袖研討會的學生，朝

會分享前的自主共備 

  

105.12.07 國小數學營 

修習「數學」多元選修課程的高中學

生，運用所學擔任關主。 

105.12.11 第一屆百齡學生 OST 

由學生自辦，正要進入討論前之說明 

  

105.12.10 服務學習 

慈幼社同學創世基金會服務學習 

105.12.23「齡園歲末感恩季」 

感恩晚會活動結合公益，憑發票入場，

全數發票捐贈慈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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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子計畫 3 

1. 子計畫名稱：飛躍學習多元適性學程 

2. 本年度計畫目標 

課程 主要目標 

適性導入 

強化課程 

1.強化基礎學科學習成效，提升學習興趣。 

2.強化適性導入學習功能，增進自主學習意願。 

校本能力 

選修課程 

1.提供學生多元學習機會、培養學生校本關鍵能力。 

2.增進教師發展課程能力、發展多元校本特色課程 

生涯學習 

統整課程 

指導學生掌握高中學習方向，輔以數位學習歷程檔案系統，協助學生

規劃生涯發展。 

 

3. 實際執行情形 

(1) 「適性導入強化課程」之具體作為 

a. 105 年 8 月 15 日至 8 月 17 日辦理為期三天的高一新生暑期學藝營，提供高一

學生銜接學習活動。 

b. 105 年 8 月 23 日~8 月 24 日辦理「新生領航營」，透過「幸福起點闖關活動」及

「我的學習地圖」成功增進學生自信心與學習熱情。 

c. 利用第八節開設高一二英數學科補救教學課程，聘請校內教師，針對學習弱勢

需扶助學生提供免費小班制補救教學課程。 

d. 呼應多元學生學習需求並鼓勵發展學生自主學習能力，訂定自主實踐學習計

畫，鼓勵學生以社群團隊，組隊報名參加甄選，經由學校審核，輔以面談進行

指導，提供相關經費及行政協助。本學期已有 4 組同學因此計畫獲得協助，順

利完成自主實踐學習計畫。 

 

(2) 「校本能力多元選修課程」之具體作為 

a. 本學年度除開課數量達 14 門創歷年新高之外，更結合文化大學師資開設「劇場

實務」，深獲師生好評。日後將持續引進大學相關人力資源，以提升課程發展能

量，提供學生多元學習機會，滿足學生多元需求，培養學生校本關鍵能力。 

b. 「玫瑰物語」課程授課教師涵蓋國文、英文、家政及具園藝專長數學科同仁

等，為本校跨領域課程的開設奠立了良好基礎，隨著下學期化學科同仁的加

入，將更加深化跨領所帶來的知識統整學習效果。 

c. 首度結合校慶製作高一多元選修課程海報，分人文、科學及生活藝術三大類，

充分就課程架構、課程內容、上課剪影予以說明宣導，頗受肯定。 

d. 地科李亭誼教師更結合「地球科學的觀察與實作」課程內容，設計生動且富教

育意義的「動能變電能」「雲朵生成器」體驗活動，吸引眾多家長與學生親身體

驗，充分落實寓育教於樂。 

e. 定期召開期初、期中及期末高一多元選修教學研究會，就相關課程發展及教學

實施進行專業對話，持續滾動修正，精緻化校本能力選修課程。 

 

(3) 「生涯學習統整課程」之具體作為 

a. 持續透過領先計劃逐年完善結合 e-portfolio (數位學習歷程檔案)平臺之建置，結

合高中輔導教師，指導學生填寫數位學習歷程檔案。型塑學生對高中、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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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學習的圖像，從新生探索、探究深化至生涯定向，涵養學生校本關鍵能

力，逐漸凝聚出學習亮點方向。 

b. 辦理「新生暑期學藝營」、「新生領航營」落實銜接學習指導；辦理「與百齡有

約」新生家長座談會、新生學習策略講座，並搭配生涯規劃課提供學生定向輔

導，規劃並如期完成興趣與性向等各項心理測驗施測及解釋。 

 

4. 成果照片 

  

科學的探究與實作~物質(馬鈴薯)的燃燒實驗 
機器人專題製作與 Arduino~利用筆電進行

程式設計與撰寫 

  

地球科學的觀察與實作~動能變電能體驗 地球科學的觀察與實作~雲朵產生器體驗 

  

劇場實物~學生分組成果發表前彩排 齡園玫瑰物語(Rose Story)學生製作手工皂 

  

時「上」生活-i 布置~學生上台報告 高一下學期多元深化課程選課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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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子計畫 4 

1. 子計畫名稱：揚名四海國際交流計畫 

2. 本年度計畫目標：開發國際交流管道平臺與機會，以利學生接軌世界，擴大視

野，培養國際公民素養。 

3. 實際執行情形 

  本計畫共有四個發展面向，分別為「外語探索精進課程」、「全球公民素養課

程」、「校園大使課程」、「國際交流接軌課程」。四種課程結合正式課程和非正式課

程，藉由精進外語能力擴大與世界溝通；深化全球公民素養，展望國際情勢；培育校

園大使，穩健踏出交流步伐，師生攜手面向全球，涵養齡園學子國際觀，並伸出觸

角，與世界教育接軌。計畫執行以來主要具體作為說明如下： 

(1) 外語探索精進課程 

a. 各項課程 

課程名稱 開設時間 參加人數 

高一多元選修 

From Reading to Drama 

每週三第六、七節(105 年 1 至 6 月) 30 人 

每週四第六、七節(105 年 8 至 12 月) 41 人 

高一第二外語 

每週三第八、九節(105 年 1 至 6 月) 日文班 1 班 30 人 

每週四第八、九節(105 年 8 至 12 月) 

日文班 1 班 35 人 

日文班 2 班 34 人 

西班牙文班 27 人 

法文班 35 人 

預修大學第二外語 
每週六上午 08:00 至 12:00 

(105 年 1 月至 6 月) 

日文 5 位 

西班牙文 1 位 

   

b.  各項活動 

活動名稱 辦理時間 參加人數 

高中生日語&日本文化體驗 105 年 03 月 15 日 6 位 

臺北市 104 學年度高級中學 

日語朗讀比賽 
105 年 04 月 13 日 

2 位 

(1 位獲得第三名) 

臺北市 104 學年度高級中學 

法語朗讀比賽 
105 年 04 月 14 日 

1 位 

(獲得第二名) 

臺北市 104 學年度高級中學 

西班牙語朗讀比賽 
105 年 04 月 15 日 1 位 

臺北市 105 學年度高中學生 

英文作文暨 

高國中學生英語演講比賽 

105 年 12 月 3 日 
高中 2 位 

國中 1 位 

 

(2) 全球公民素養課程 

a. 105 年 5 月 4 日辦理「當代國際議題－恐怖主義與難民問題」講座，由聯合報

總編輯暨全球瞭望節目主持人郭崇倫先生主講。 

b. 105 年 5 月 24 日辦理「多元教學法工作坊」，由 Pawel M. Kindler, Ph.D.( Visiti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20 

Cellular and Physiological Sciences & MD Undergraduate Program Faculty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Canada)主講。 

c. 105 年 12 月 6 日辦理「教育新南向家長座談會」，由輔仁大學企業管理系李禮

孟教授及亞齊大學來訪學者(Dr.rer.pol. Heru Fahlevi, SE, M.Sc；Dinaroe, SE, 

MBA, Ak.,CA；Ria Ervilita, S.Pd, M.Sc；Dini Andalia Dewi, S.Pd；Ilham 

Maulana, SE)主講。 

d. 高中大使團團員 5 人參加實踐／淡江國際大使團工作營。 

 

(3) 校園大使課程 

a. 辦理高國中校園大使團 

社團名稱 高中昕辰大使團 國中外交小尖兵 

成立時間 
103 年 9 月成立第一屆 

成員為高一、二學生共 24 位 

104 年 2 月成立第一屆 

成員為國七學生共 16 位 

發展情形 
104 年 9 月成立第二屆 

成員為高一、二學生共 33 位 

104 年 9 月成立第二屆 

成員為國七、八學生共 21 位 

目前情形 
105 年 9 月成立第三屆 

成員為高一、二學生共 41 位 

105 年 9 月成立第三屆 

成員為國七、八學生共 20 位 

授課時間 
隔週週五第六、七節 

(15:10~17:00) 

每週三第八、九節 

(16:10~18:00) 

師資來源 課程依主題聘請校外教授或校內教師講授 

     

b. 辦理高中大使團寒訓營 

(a) 活動時間：105 年 02 月 03 日至 02 月 04 日。 

(b) 活動目的：學習如何用表達、用熱情改變世界，以及實現夢想。 

(c) 活動講師：世界最棒工作的臺灣女孩－謝昕璇；大崗國中胡瑋瀚老師；百齡高

中教務主任湯一嵐主任。 

(d) 活動主軸：放眼世界－放大視野，積極補充新知，開拓視野。向世界學習，與

世界接軌！找尋夢想－找尋現階段的夢想，觀察周遭事物，和同學們一起繪出

未來的藍圖！做出改變－為了自己的夢想，自己的目標，做出改變，讓世界因

為有你的一點點改變，變得更好， 讓自己成為改變的起點！ 

c. 接待外賓扮演外交大使 

接待團體 接待時間 接待人數 

澳門粵華中學 105 年 03 月 28 日 09:00~11:00 師生共 43 人 

珠海市教育局 105 年 06 月 14 日 14:00~15:30 教師 16 人 

2016 年南湖區名師工作站 105 年 08 月 31 日 14:00~16:00 教師 20 人 

徐州三十六中學 105 年 09 月 22 日全天 校長 1 人 

芬蘭短期交換學生 105 年 10 月 15 日至 10 月 23 日 師生共 6 人 

英國短期交換學生 105 年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04 日 師生共 6 人 

日本靜岡縣立藤枝東高等學校 105 年 12 月 06 日 09:00~13:00 師生共 5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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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際交流接軌課程 

a. 國際交流網頁：http://web2.blsh.tp.edu.tw/files/11-1001-166.php 

b. 擴大交流活動 

(a) 俄羅斯與臺灣泰迪熊交流活動－Teddy Bear Partnership2(Russia-Taiwan)，共有學

生 28 人參加 

(b) 國中外交小尖兵「假日卡片」交換活動，共有學生 19 人參加，收到來自俄羅

斯、立陶宛、美國和新北市網溪國小等地的假日卡片。 

c. 教師海外參訪：105/6/14 至 6/18 課程發展教師專業社群共有教師 15 人前往大陸

上海、杭州參訪，參訪大陸育才中學、進才中學和杭州學軍中學。 

d. 學生海外參訪 

(a) 105 年 1 月 22 至 2 月 1 日，2 位教師與 6 位學生赴英國 Bethany School 進行短

期交流活動。 

(b) 105 年 7 月 17 日至 7 月 22 日，2 位教師與 14 位學生赴新加坡立化中學參加領

袖營活動。 

(c) 長期與日本體育大學及大陸地區等拳擊體育競賽交流 

交流活動 交流日期 

中國北京十剎海體育運動學校交流 105 年 02 月 17 日至 02 月 25 日 

中國大陸內蒙古自治區乎和浩特市 

赤峰市體育運動學校交流 
105 年 08 月 11 日至 08 月 24 日 

第三屆百齡盃國際拳擊交流賽 

韓國廣州高校、日本福井縣羽水高校、福井

高校、武生高校 

105 年 12 月 15 日至 12 月 18 日 

     

e. 國際交流分享 

(a) 赴大陸上海、杭州參訪教師於 105 年 8 月 26 日全校教學準備日分享參訪心得。 

(b) 國中外交小尖兵與芬蘭、英國短期交換學生交流，並於 105/11/22 朝會時間進行

心得分享。 

(c) 芬蘭短期交換學生於 105 年 10 月 19 日朝會時間與高中一、二年級學生交流。 

(d) 英國短期交換學生於 105 年 11 月 2 日朝會時間與高中一、二年級學生交流。 

(e) 赴新加坡參加立化中學領袖營學生於 105 年 11 月 23 日朝會時間分享參加活動

心得。 

 

 

 

 

 

 

 

 

 

 

 

 

http://web2.blsh.tp.edu.tw/files/11-1001-166.php


22 

 

4. 成果照片 

  

高一多元選修課程 From Reading to Drama 

上課剪影 

高一第二外語課程日文一班上課剪影－ 

製作賀年卡 

  

高一第二外語課程日文二班上課剪影－ 

穿著浴衣體驗 
高一第二外語課程西班牙文班上課剪影 

  

高一第二外語課程法文班上課剪影 
「當代國際議題－恐怖主義與難民問題」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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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教學法工作坊」講座 教育新南向家長座談會 

  

高中昕晨大使團上課剪影－面試技巧 國中外交小尖兵上課剪影－製作假日卡片 

  

高中昕晨大使團寒訓營隊與講師合影 
接待澳門粵華中學參訪團－ 

高中昕晨大使團團員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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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教育局參訪接待活動 
2016 南湖區名師工作站參訪活動－ 

高中昕辰大使團團員簡報 

  

徐州三十六中學校長參訪－ 

高中昕晨大使團團員簡報 

芬蘭短期交換學生活動－ 

高中昕晨大使團接待合影 

  

英國短期交換學生活動－ 

高中昕晨大使團團員簡報 

日本靜岡縣立藤枝東高等學校來訪－ 

入班觀課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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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外交小尖兵假日卡片交換活動－ 

來自世界各地的假日卡片 
教師 15 人赴大陸上海、杭州參訪合影 

  

16 位師生赴新加坡 

參加立化中學領袖營合影 
芬蘭短期交換學生與國中外交小尖兵交流 

  

英國短期交換學生與國中外交小尖兵交流 
芬蘭短期交換學生於朝會時間簡報－ 

與高一、高二學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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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短期交換學生於朝會時間簡報－ 

與高一、高二學生交流 

參加新加坡立化中學領袖營同學於朝會時間

分享參加活動心得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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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整體績效檢核 

（一） 教師專業成長 

1. 因應 107 課綱，課程發展團隊及社群陸續增加運作並展現成效 

  本校一直以來辦理校內共同備課，成功搭建了全校對話與分享之平台，並

因應 107 課綱的實施，聚焦於校訂必修的課程發展與規劃。 

  105 年度也透過成立課程發展小組，再加上一直以來的教師社群，設計認

識課綱等相關工作坊，共同研讀及討論，讓全體教師深入認識 107 課綱之核心

精神；加上前兩年度新加坡、大陸跨國參訪的辦理與心得分享，確實達成了

「激發教育熱忱，啟動教育新思維。」與「引領教師發展，展現教師專業

性。」的兩大年度目標。完整說明本校教師專業成長採「以終為始」、「系統組

織」、「同儕合作分享」、「善用工具」及「整合專案」等五大策略推動，且成效

優良。 

 
 

（二） 校本能力多元選修課程學習成果 

  本學期「校本能力多元選修課程」結束後，本校設計一份網路問卷調查學生對多元

選修課程之滿意程度，本次問卷截至 106 年 1 月 9 日統計結果，暫定有 100 人填答（男

生 44 人、女生 56 人）（因填答日期尚未截止，故填答人數較少）。 

  問卷結果顯示學生對本課程「整體滿意程度」達 3.76 分(最高為 5 分)，「學習收

穫」與「主題內容」兩項的滿意程度也分別達 3.81 分 3.78 分，詳見下表；又學生對從

本課程所能習得的校本五大關鍵能力，多表示肯定，尤其是「團隊合作」與「批判創，

思」能力，詳見下表。另多數學生認為透過本課程最能「強化思考表達」與「蘊育自主

學習」的學習目標（下表），顯示本課程的設計確實能有效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另也針對學生對於「校本能力多元選修課程」時間及堂數的安排上，表達認為一學

期多元制（即可選多門）佔 56%，一學期一門制 44%，亦可為本校後續安排課程選修

上的一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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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齡高中 105 學年度「校本能力多元選修課程」滿意度調查結果 

 

滿意程度 

1（很不滿意）---------------------------------5（很滿意） 平均數 

1 2 3 4 5 

主題內容 
1 5 32 39 23 

3.78 
1% 5% 32% 39% 23% 

選課方式 
1 2 37 37 23 

3.79 
1% 2% 37% 37% 23% 

時間安排 
2 2 27 43 26 

3.89 
2% 2% 27% 43% 26% 

教室安排 
0 7 32 37 24 

3.78 
0% 7% 32% 37% 24% 

開課數量 
1 11 38 34 16 

3.53 
1% 11% 38% 34% 16% 

學習收穫 
0 9 28 36 27 

3.81 
0% 9% 28% 36% 27% 

整體滿意程度 
1 6 34 34 25 

3.76 
1% 6% 34% 34% 25% 

 

百齡學生認為透過「校本能力多元選修課程」所習得的關鍵能力 

 閱讀探究 批判創思 團隊合作 藝術涵養 世界接軌 其他 

個數 36 68 85 31 23 4 

百分比 14.57% 27.53% 34.41% 12.55% 9.31% 1.62% 

 

百齡學生認為「校本能力多元選修課程」所強化的學習目標 

 深耕品格發展 蘊育自主學習 強化思考表達 開拓國際視野 

個數 27 66 81 2 

百分比 15.34% 37.5% 46.02% 1.14% 

 

（三） 學生學習成果多元展現 

  本校學生於科展表現也漸露頭角，105 年度更有兩件作品獲得佳績，分別為物理科

「顆粒受撞擊後運動行為的二維分析」獲得二等獎，及物理科「阻尼碰撞現形記─探討

阻尼對碰撞的二維分析」，目前校內也正積極培訓有興趣之學生，於下一年度鼓勵報名

參加。 

  另在本校一直以來推行閱讀成果之下，校內閱讀借閱率也不斷的成長，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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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借閱人次的成長，亦反映於本校學生參與高中讀書心得及小論文得獎人次之增加

（如下表），獲獎人次亦逐年提高，顯見在本校多元學習環境之下，學生亦逐漸展現多

元學習成果。 

 投稿篇數 得獎篇數 得獎比率 

讀書心得 96 45 46.88% 

小論文 49 28 57.14% 

 

（四） 管理與評鑑 

  「自主管理小組」召集人為校長，總幹事為教務主任，執行秘書由研發主任擔任，

其他成員包括相關處室主任、教師會會長、相關課程教學團隊教師（如下圖）。小組成

員定期針對課程理念、目標、課程發展與教學、學生學習、經費執行進行檢討評估。以

期發揮(1)強化統合協調機制，營造學校一體的組織。(2)活化資訊與知識，提升研發與

執行力。(3)精進結果導向的績效管理，增進學生學習成效，發揮領先計畫最大效益。 

落實「經費執行」與「執行成效」雙檢核，有利目標達成。 

1. 結合每週行政會報由研發處彙整會計室經費控管資料，提供「105 年度領先計

畫經費執行檢核表」，並檢視各處室主辦子計畫經費執行情形。 

2. 結合科召聯席會、選修課程教學研究會定期召開自主管理工作小組會議，掌握

實際教學需求，適時提供協助，並審閱各子計畫執行狀況，作為後續辦理之修

正依據。 

3. 引進外部專家學者，進行專家諮詢輔導，除就相關計畫提供建言外，更視各學

科領域需，進行課程發展與教學指導。 

4. 執行單位於年度末就年度目標或預期效益填寫「子計畫執行成效自我檢核

表」，並送執行祕書彙整以利成果報告之撰寫。 

 

33126 33453 33937
35456 36272 36789

7079
4648

8758 9523 10405

6626

269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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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自主管理檢核流程圖 

 自主管理小組 

定期檢核各計畫 
執行狀況 

並進行檢討 執行單位 
填報活動 
自我檢核
及成果記

召集人：校長 

總幹事：教務主任 

執行秘書：研發處主任 

其他成員： 

各處室主任、教師會會
長、相關課程教學團隊 

進行經費流用
或計畫修正 

通過檢核 

持續執行 

成果發表 

撰寫成果報告 

期中集中諮詢輔導 

專家到校諮詢輔導 

研發處結合
每週主任會
報進行經費
執行檢核 

執行單位 
填報 

子計畫執
行成效 

自我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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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校依下述指標進行績效檢核並說明之 

項目 檢核重點 說明 

一、 

校本課程設計 

與實施 

(一) 校本課程與學校願景、目標

能緊密關連，且能縱向銜接

及橫向聯繫 

1. 開課教師皆能撰寫完善課程計畫，

課程目標緊扣校本關鍵能力，以實

踐學校願景。 

2. 隨著經驗的累積，輔以增能工作坊

的參與，教師課程發展與設計能量

已日漸充沛，多能兼顧縱向銜接與

橫向聯繫。 

3. 105 學年度「玫瑰物語」課程授課教

師涵蓋國文、英文、家政及具園藝專

長數學科同仁等，為本校跨領域課

程的開設奠立了良好基礎，隨著下

學期化學科同仁的加入，將更加深

化跨領所帶來的知識統整學習效

果。 

(二) 校本課程實施之師資安排合

理且具永續發展 

1. 校本課程授課教師涵蓋國、英、數、

自然、社會及綜合領域，應屬全面。

其中英、數兩學科採團隊授課方式

進行。14 門校本課程中，近半數連

續 2 年開設相似課程，具永續性。 

2. 考量校內師資專業不足，今年首度

引進大學外聘師資開設「劇場實

務」。 

(三) 教學活動設計、教學方法及

學習評量有效、多元及創新 

1. 以學生為主體：考慮學生的差異，顧

及其起點行為， 

2. 設計符應課程目標的教學活動，採

用能達成課程目標的教學方法 

3. 兼容紙筆測驗與真實性評量之多元

的學習評量方式 

(四) 校本課程實施對象具普及

性，選課及學習輔導機制完

善 

1. 本校高一多元選修課程選課機制，

對象為全體高一學生，且據統計有

高達 7 成的學生均能選修第 1 志願

的課程，顯見本校選課機制應屬完

善。 

2. 另高一上可以選修兩門不同課程，

也有利學生進行多元試探，輔以期

末選課面談，有效落實選課及學習

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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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檢核重點 說明 

(五) 校本課程能培養學生自主學

習的能力 

1. 本校領先計畫總目標為「深耕品格

發展、蘊育自主學習、強化思考表

達、開拓國際視野」，校本課程特別

聚焦於發展學生校本五大關鍵能力

「閱讀探究、批判創思、團隊合作、

藝術涵養以及世界接軌」，以協助學

生成為具有品格力、自主力、學習

力、創思力以及國際視野的自信學

子。 

2. 105 學年度更首度訂定「自主實踐學

習計畫」及「學習夥伴 3 人行計畫」，

兩項計畫不僅強化學生同儕相互支

持激勵的良善氛圍，更增進學生勇

於面對挑戰、自主學習和實現願望。 

二、 

教師專業成長 

(一) 教師積極參與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 

1. 參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教師人數

逐年增加 

2. 參與教專評鑑的教師皆能完成自評

與他評，取得初階證書的教師人數

逐年增加 

3. 學校參加多年期教專評鑑 

4. 學校採取積極作為鼓勵教師成為教

學輔導教師 

(二) 教師專業社群能積極運作 

1. 教師專業社群數及參與教師數逐年

增加，並逐漸出現跨領域之社群運

作。 

2. 教師透過專業學習社群運作進行課

堂教學研究、研發教材以支持校本

課程之實施 

(三) 學校能配合校本課程，規劃、

實施教師研習 

1. 教師研習：指與課程發展有關的研

習，聚焦於 a 課程設計、b 教材教

法、c 學習評量 

2. 學校採取積極作為鼓勵教師參與研

習，參與教師數逐年增加 

三、 

學生學習成果 

(一) 學生學習成果能達成校本課

程訂定之能力指標 

積極於各段課程結束後以大小程發、問

卷方式檢視學生學習成果。 

(二) 學生自主學習能力能夠提升 

學生透過領袖營，自發辦理多元服務學

習活動（如感恩季），自發回饋學校、學

弟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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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檢核重點 說明 

四、 

自主管理與評鑑 

(一) 學校能落實自主管理機制的

運作 

1. 本校每個禮拜藉由行政會報進行經

費管控及掌握各子計畫執行進度 

2. 年度末就年度目標或預期效益填寫

「子計畫執行成效自我檢核表」，

並送執行祕書彙整以利成果報告之

撰寫。 

(二) 學校能落實自我評鑑機制的

運作 

本校除利用共用硬碟及雲端進行分享資

料，並透過不同會議、工作坊、研習等管

道蒐集及檢視資料、診斷問題並進行滾

動式修正。 

 

五、 檢討與建議 

就本年度學校執行問題、改進作法及未來建議等方向填寫。 

1. 困    難：受限校地面積有限高國中作息的不同，及本校可以使用之專科教室不足，嚴

重影響多元選修課程的開設與學生成果之發表。 

解決策略：將現有部分專科教室轉型為多功能教室，爭取金費增設多元學習角落，以利學

生進行自主學習與發表，爭取各項專案計畫經費資源增添教學設備。 

2. 困    難：選修課程著重關鍵能力培養，與現行學科紙筆測驗之升學考試無直接關連，

學生學習態度積極性稍嫌不足。 

解決策略：持續精進課程翻轉教室教學、發展教學設計拔尖扶弱課程，提升課程的深度與

吸引力，並研發多元且有效的評量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