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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新體現‧學習好驚豔 
 
壹、 前言 

百齡高級中學前身為百齡國民中學，民國 80 年 7 月招收第 1 屆國中新生。民國 88 年
銜命改制為完全中學，更名為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招收國、高中學生。百齡高中歷任
校長、教師以熱忱的教育態度、專業的教學能力，多年來團隊兢兢業業，以「學生學習」
為主體，以「成就每個百齡人做最好的自己」為理念，原以「成為一所提供多元舞臺，激
發學生潛能，致力學習翻轉的智慧學校」為願景， 106 年起以「有創藝的智慧學校」為中
長程發展之新願景，確認「閱讀探究、批判創思、團隊合作、藝術涵養及世界接軌」為五
大校本關鍵能力，最終目標：「培育孩子成為未來世界所需要的人才」，提供多元學習環
境與機會，將校本願景融入各項課程設計，以培養齡園學子悅納自我、尊重他人、感恩惜
福、主動積極的學習態度。 

 

貳、 學校整體發展 

近年來，本校團隊動力已獲得不少肯定：100 學年
度本校榮獲教育局及教育部「推動閱讀績優學校－閱讀
磐石獎」、101 學年度及 102 學年度則分別榮獲臺北市
政府教育局「優質學校」評選「學生學習」及「行政管
理」向度優質殊榮。除此之外，本校也努力爭取不同方
案補助，如教育部高中優質化專案、教育局精進課程與
教學資訊專案等資源挹注，讓校本得以逐年豐富主題課
程、社團經營及其他各式活動，藉此提供學生多元機

會，於課業、社團、校內外各項學藝競賽或運動競賽
上，找到不同成就感。103 學年初，學校透過大小會議
討論凝聚共識，期望透過多元課程設計、教學活動，啟
發學生認知體驗、悅納自己、熱愛生命、尊重他人、自
主負責、規劃生涯、能思能言、接軌世界，規劃「百齡
鮮師專業發展、齡園領袖品格涵養、飛躍學習多元適性
以及揚名四海國際交流」四個子計畫，作為學校發展的
四大面向，也成為領先計畫執行內容來達到「深耕品格
發展、蘊育自主學習、強化思考表達、開拓國際視野」的目標。圖 1 勾勒學校願景與課程
圖像關係，圖 2 則用以終為始的概念說明領先課程的 WHY(核心價值)、HOW(達標證據)
以及 WHAT(學習經驗)來說明課程核心理念及其與學校願景之關聯。 

圖 1  學校願景與課程圖像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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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學校願景與領先計畫課程關係表 

 

參、 特色課程發表 
本校特色課程源自於從 101 學年度開始於高一實施之校本課程，後來為銜接新課綱更

名為「校本能力多元選修」。這套課程自 103 學年度起經過歷年滾動式修正作法，國英數
社自藝能等各學科教師團隊也積累課程設計經驗，其中有幾門課程頗受學生喜愛，也代表
百齡參加課程博覽會。103學年度以英文科 From Reading to Drama 代表海報展；104學年度
「數學遊戲思維與服務學習」和「資訊科基礎程式設計」兩科老師帶著學生分享學習；105
學年度則推出自然科「地球科學的觀察與實作」、「科學探究與實作」兩門課程發表；106
學年度則讓國文「品讀文學」和綜合領域「表達的藝術」師生站上舞台。 

在此以 105 學年度由湯慧娟老師開設的「科學探究實作」選修課為例說明選修課的特
色。為了迎向新課綱挑戰，湯老師的具體行動為 104 學年及 105 學年度連續開設「科學探
究實作」，旨在試探嘗試進而精緻操作，為新課綱打底。這門課以動手實作科學為主軸，以
翻轉學習為策略，所有學習歷程都呈現在雲端。學生們從起初不知從何入手，到師生協同
合作產出專案的歷程，是齡園學習圖像令人欣慰的一抹風景。學子們靈活結合數位資訊科
技，全程發揮創意，落落大方，有條有理，思路清晰地展現學習成效；體現 12 年國教「自
發、互動、共好」的核心理念。 

百齡高中多元選修的重頭戲之一為每門課的成果展。慧娟老師在開設選修的第一年就
率先以「開放教室」為理念，讓學生分組展現成果、擔任關主，邀請全校親師生共同參與。
今年 5 月，百齡高中校園中陸續出現「高中部多元選修」成果發表的海報，共十多門課輪
番上陣打開教室，分享課程結果。比方說，5 月 25 日(四)第七節，湯老師的學生們在熱鬧
非凡的化學實驗室上演「動手玩科學」：「夾子機器人」、「模擬雲」、「神奇藍曬圖」、「媽媽
樂氫氣車」「七彩變色瓶」、「氣旋升天」及「血液鑑定」。七個關卡前都有許多來挑戰與評
比的訪客。他們人手一個已下載各組的評分表單的 ipad。各組學生們為了這一天已經準備
良久：充實科學知識與實作能力、搜尋統整網路資源、製作主題海報、邀請函、關卡海報、
設計化學闖關內容、練習解說、設計線上問題。每個學生成果發表都扮演重要的角色，展
現自己習得的知識與才能。 

百齡高中 15 位選修「科學探究與實作」的學生在今(106 年 6 月 4 日)隨著湯慧娟老師
以「仿生」為主題參與「臺北科學日」。科學日當天，百齡高中仿生課程來了絡繹不絕的人
潮，學生準備的材料完全用罄，還被讚譽為最有趣的科學課。有機會參與「臺北科學日」
的學校都需要經過甄選，師生的努力讓百齡被看到，也堪稱是百中選修課程引以為傲的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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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選修課程 科學探究與實作 特色選修課程 玫瑰物語 特色選修課程數學思維與服務學習 

 

劉一寰老師基礎程式設計分享發表 湯慧娟(橘衣)老師分享發表 

 

李亭誼老師分享發表 

106 科學日 仿生教室 

 

特色選修課程 機器人 

 

106 科學日 仿生教室 

 

肆、 學生學習成果 

學生學習成果從子計畫二至四，齡園領導品格涵養學程、飛躍學習多元適性學程以及
揚名四海國際交流計畫執行成果彙整後呈現如後。 

一、 齡園領導品格涵養學程 

「齡園領導品格涵養學程」包括齡園領袖品格課程、領袖品格系列課程、齡園服務學
習課程、齡園藝術涵養課程等四項。百齡認知追求知識、穩固成績是十分重要的事，但培
養品格更是全人教育的基本盤。我們重視領袖品格，認為每個人都有成為領袖的潛力。
「負責、尊重、誠實、感恩」是百齡的核心品格，活出品格力就是領袖的本質之一。我們
在班級和社團的活動過程中，看到不少學生經過磨練學習，展現領導特質：他們願意承擔、
具有思考能力、熱忱服務、有執行力，可以帶著團體朝目標前進、完成任務。 

因為如此，除了正式課程、班級經營之外，我們同時重視與培養領袖息息相關的社團
運作、學生自治組織、各種延伸活動以及各式潛在課程。社團活動中，學生主動積極參與
團務的能量往往讓人驚艷，善加引導，讓學生學習到平衡時間管理，並且讓學長學姊在傳
承當中，積極培養適合的接班人，是涵養領袖品格的另一個面向。此外，從 98 學年起學務
處於每年暑假為高中社團幹部辦理三天兩夜的領袖營隊，今年更是納入國中學生領袖，同
步增能、擴大視野以及培養專案規劃力和執行力。近兩年，國高中學生透過百齡揚名四海
國際交流計畫，有機會到新加坡參加國際領袖研討會，大大開展學生的視野和格局。 

更值得一提的是，百齡運用完全中學的優勢，在不同的活動中導入「大手牽小手」的
機制，讓高中生有機會在國中的學習活動中扮演協作員的角色，這些大哥哥大姐姐展現專
長所學，成為學弟妹的學習典範。兩年前我們更試辦了「學生自主學習計畫」，讓學生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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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學科自主學習社群」、「主題活動學習社群」、「服務學習實踐社群」，藉著各式專
案經費幫助學生實踐理想，BLACK (Bai-Ling Academic Community of Knowledge)應運而生，
今年邁入第三年；去年學生領袖主辦首屆的 OST，一起探討百齡如何成為更好的學校。這
些都是齡園領袖品格涵養的具體成果，學生表現年年進步，值得肯定。 

  

第一屆高中生 OST 百齡棒球研究社 黑豹旗出賽 百齡暑假高中領袖營課程 

歲末感恩音樂會 OPEN DAY 大手牽小手 社團博覽發表會 

 

高三學生針對新考招焦點座談 

 

BLACK 自主學習社群 

 

高三準大學生 OST 

二、 飛躍學習多元適性學程 

百齡的核心理念「成就每個百齡人做最好的自己」呼應十二年國教新課綱「適性揚才」
的精神，並且透過領先計畫的「飛躍學習多元適性學程」體現理念。本學程涵蓋「適性導
入強化課程」、「校本能力多元選修課程」及「生涯學習統整課程」。 

在適性導入上，105 學年度起開始辦理國高中新生暑期學藝營，提供學生銜接學習活
動。我們也在 105 學年度起將傳統新生始業輔導轉型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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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中利用第八節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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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銜接 108 新課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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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學習夥伴三人行激勵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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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以
來已有多組同學因此計畫獲得協助，順利完成自主實踐學習計畫。 

在校本能力多元選修上，高中部從 101 學年度於高一開始實施跑班選修，課程類型分
為人文、數理以及生活藝術。104 學年度精緻化選修機制，讓學生在上學期有更多試探以
及發表的機會，下學期則是深化學習。實施兩年的經驗與師生的回饋，成為課程滾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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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參考。我們分析高中畢業生的進路，從中分析學生學習的需求，作為老師開課的依
據，有利於選修課程與新課綱和考招制度的結合。高中實施選修課的歷程，成為國中部規
劃專案專題選修課的基底，讓國中部順利於 105 學年度的國七開始實施跑班選修，因為受
到親師生的肯定，106 學年度國七國八同時實施跑班選修，提供學生更多適性發展的機會，
為臺北市國中創下先例。這些選修課特別強調探究、實作、分享，這兩年高中科學、社會
選修課的成果發表會都吸引許多師生登記參與，盛況空前。 

在生涯學習統整課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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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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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在課堂教學層面上，這三年我們鼓勵老師從傳統講述慢慢走向學教翻轉，
利用巧妙的教學設計讓學生承擔更多的學習責任，有效學習。很多學校也在此時推動「以
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學方法，百齡有更多的老師嘗試不同的方式引導學生：包含融入科
技讓學生行動學習、使用教學 APP 提升學習動機和成果，以智慧教室進行分組學習。又因
應「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閱讀理解」成為基本功之一，所以深耕閱讀在領先計畫中
也占一席之地，在圖書館的支持下，各科教師們設計不同的閱讀活動，或以提問教學讓學
生分析組織文本等等，展現百齡鮮師創新翻轉教學的動能。 

此外，各學科都積極延伸課堂學習，設計讓學生活用所學的活動，比方說英文科與音
樂科將競爭型的英文話劇轉型為全高二合作的音樂劇，讓學生以英文展現多元智能；數學
科「嬉遊數學社群」連續四年辦理 Bailing Running Math 數學闖關活動，讓國高中學生悠遊
其中，寓教於樂；自然科老師指導學生年年通過臺北科學日的遴選，讓學生在大型的科學
活動中展現教學的能力；科技領域老師在新課綱推動前就開始透過機器人課程導入程式教
學，引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延伸觸角；圖書館推動小論文比賽，讓學生學會「把一件事
情好好講清楚」的能力，近年並透過 BLACK 學生社群製作的 MOOCs 課程教導同儕或學弟
妹小論文的簡報技巧，海報製作等。 

 

科學青年社淨灘活動 行動學習與學教翻轉成果 生活科技學習競賽 最佳造型獎 

英文/音樂 + 音樂劇 

 

小論文校內發表會 

 

高中新生學藝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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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臺北科學日 

 

生物課堂學教翻轉 百齡數學 Running Math 闖關活動 

 

三、 揚名四海國際交流學程 

「揚名四海國際交流學程」包含「國際交流接軌課程」、「校園大使課程」、「外語
探索精進課程」及「全球公民素養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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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齡相信「See the World, and then We Know Where We Are!」所以從 104年度起，我們透
過高中領先計畫，規劃教師到海外參訪，並利用參訪機會，建立與海外學校的連結，讓學
生有機會到英國、芬蘭以及新加坡學習。為了增加參訪交流的效益，師生返國之後接安排
時間分享見聞。我們走出去，同時也歡迎海內外參訪教育團體到百齡參訪、交流，並且安
排高中昕晨大使團接待。 

大使團成立於 103 學年度，屬於本校服務性社團之一。每屆高中大使團約 40 人，平日
接受專家在語言、禮儀、思考表達等相關訓練，並定期邀請前駐法大使呂慶龍大使指導，
對於國際情勢與外交工作有更深的了解。昕晨大使團也主動邀請大學境外學生座談，磨練
語言並擴大視野。這些學習讓大使團在接待外賓時，更主動積極，充滿自信，讓來訪的貴
賓留下深刻的印象。 

交流活動只是國際教育的一環，從課程著手更可擴大學生對於國際的了解。在外語學
習面向，國高中皆開設第二外語選修課程，也開設假日語言班，教導學生語言學習策略。
此外，老師還帶著學生參與國際線上專案，讓學生不用出國也可以與世界接軌，例如與俄
羅斯交換Teddy Bear，與加拿大、英國、斯里蘭卡、斯洛維尼亞、白俄羅斯、巴基斯坦等國
進行假日卡片交流等活動，提升學生學習外語的興趣，培養學習運用英語文的能力。 

全球公民素養課程除了社會領域正式課程外，我們透過領先小講堂，邀請知名學者、
聯合報總編輯等解析當代國際議題。也曾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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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於朝會時間讓學生以說書的方式，介紹世界議題，提升學生對於
國際情勢的敏感度。 

 

新加坡立化中學國際領袖營隊 芬蘭學生來訪接機 把台灣帶到世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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昕晨大使團寒訓 本校學生到芬蘭 大使團接待芬蘭師生 

英國 City Academy 副校長觀課 英國學生包春捲 帶著學伴去故宮 

伍、 教師專業發展 

老師專業發展，一切為學生，而學生的正向回饋是激勵教師在發展的動力。領先計畫
中「百齡鮮師專業發展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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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齡，教師
專業發展分為以下不同的面向： 

一、 開學前全校共同備課日 

每學期開學前我們掌握全校備課日，搭建全校對話之平台，規劃跨學科、跨學程的專
業精進交流或是老師講給老師聽的分享活動。比方說 104 年 8 月全校教師共同勾勒學生圖
像讓我們看到老師對學生的深深期許；105年 1月在學科主席的建議下，我們邀請專家讓全
校教師共同精進專案式教學法，與友校實施 PLB 的教師對話學習。105 學年開學前，教師
論壇由出國參訪的團隊以及教學卓越獎的團隊分享所見所聞。106年 2月高中部進行校本課
程研討、國中部老師分享開設選修課的心路歷程。 

二、 學期中各領域專業學習社群 

在學期中，國高中每周都有領域學科老師踏實進行專業對話，精進專業。尤其新課綱
需要教師在課程與教學設計有更大的能量，所以老師們皆積極參與或辦理相關研習，如
「重理解的課程設計」、「專案式導向學習」等產出式工作坊。，從 103 學年度起推動「以
學習者為中心備課觀課議課計畫」，國高中每個領域每學期於 PLC研習排定一場公開授課，
從共同備課為起始點、觀課後也辦理議課，希望藉此形成風氣，有利於銜接新課綱之教師
專業發展。 

此外，我們還有跨領域的社群─行動學習社群、玫瑰物語社群、多元選修社群等、課
程核心小組課程，也都辦理定期聚會。特別一提的是本校行動學習社群，在圖書館的帶領
之下，努力學習，漸漸嶄露頭角，甚獲好評，為學校爭取到不少智慧學習相關的資源，為
教師進行「學教翻轉」打下良好的基礎。 

同時我們也引進世界咖啡館(World Café)、開放空間論壇(Open Space Technology)以及焦
點討論法(Focused Conversation 或稱 ORID)，以團體共創的方式，讓更多元的聲音可以被聽
到。百齡承辦高中工作圈以及國中亮點計畫，我們為臺北市辦理各式創新教學法工作坊─
邀請翻轉教學、學思達、MAPS、學習共同體等熱門教師到校開講，本校教師同時受惠，共
同精進。百齡鮮師為學生學習力求掌握趨勢，是我們引以為傲的教學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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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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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透過高中領先計畫規劃教師在國內標竿學習，過去三年本校曾參訪過麗山、成淵、
成功等友校學習課程發展、也曾到外縣市如宜蘭華德福學校觀摩國八專題報告發表課程、
新竹建功高中了解特色課程與教師專業等。國外參訪共辦理五次(其中兩次教師自費)，至
今教師足跡涵蓋英國、新加坡、上海杭州、北京以及芬蘭等。我們利用參訪機會，建立與
海外學校的連結，讓學生有機會到英國、芬蘭以及新加坡學習。為了增加參訪交流的效益，
師生返國之後接安排時間分享見聞。教師專業發展成果照片如下： 

開學前共同備課 跨領域對話 開學前共同備課 討論校訂必修 開學前共同備課 共創學生圖像 

資源統整共同會議 開學前共同備課 行動學習 課程核心智囊團 討論課程 

百齡參訪上海進才中學 百齡教師到芬蘭駐點交流 百齡教師參訪新坡學校 

 

陸、 結語 

在教育改革的巨輪下，每個學校都面對極多挑戰。面對環境與政策的內外變革，百齡
高中並非從零開始。我們在 98 學年度申請了高中優質化計畫，嘗試鬆動與創新課程，於
103 年申請教育局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時，檢視並釐清內在教育價值和外在教育改革的精
神與規定，期望透過執行領先計畫穩健地進行學校的轉型。百齡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將於
106 年度告一段落，不過學校整體發展際續往前行，106 學年度起，百齡以「有創藝的智慧
學校」為願景，以學生學習為中心，持續推動鮮師專業發展、學生領袖品格涵養、學習多
元適性、接軌國際教育，並以「專業‧創藝‧智慧‧國際」為百齡的未來展望。在下面的
旅程中，我們尤其需要深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努力落實新課綱精神與內涵。感謝
這三年有領先經費的挹注，不但充實學校硬體，也因為許多規劃所需促成不同學科單位的
對話、凝聚全校老師的共識，營造出內變革的氛圍。我們期待在「領先」之後，仍有機會
繼續獲得不同的資源支持學校‧‧‧向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