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程綱要：學校課程實踐與教師專業發展

107 年

度國教院研究合作學校
實踐經驗與反思-

臺北市立民族國民中學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學校課程與教學實踐」
研究合作學校成果報告
執行單位：臺北市立民族國民中學
壹、 前言
本校在連續多年皆為教育局公告之額滿學校的前提下，自 105 學年度起由基層教師群發起
改革轉型學校型態實驗中學，民族老師們開啟了對話的新頁。並於 107 學年度 4 月份通過教育
局審核，108 學年度正式招生入學。期許透過運用在地人文與自然生態資源，將學校課程連結
到周遭的社會與自然環境，使知識的學習與真實世界結合，能培養出「健康成長、快樂學習、
不斷超越自我，成為具國際觀的未來綠色公民」。
為落實族中課程改革，校內教師連續三年自主成立「實驗教育課程發展社群」
，依據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有關校訂課程之規定，開始進行符應學校願景之「生態實驗創新課程」
的研發與試行。教師須透過跨領域方式實施生態主題式課程，以「健康綠校園、快樂綠遊學、
卓越綠公民」為課程主軸，延伸發展「莫內小農場」、「愛樹特派員」、「蟾蜍好鄰居」、「城南走
讀趣」、「綠色生活家」及「環境守門員」等六大課程主題。

貳、執行情形
一、針對學校「生態實驗創新課程」之發展，係由本校教師自主成立社群，透過增能研習與定
期對話，從中培養團隊默契，激盪創意，共同開發符應學校願景與核心素養之課程，建立完善
的課程地圖。並聘請外部學者專家定期審核教師課程設計，給予回饋意見。其發展歷程如下所
示：
成立社群、增能

課程開發，教師

溝通對話，建構

專家提供回饋

研習、定期對話

跨領域合作

課程地圖

以利校內教師
修正課程

二、在教學實踐方面則是利用彈性節數規劃跨領域主題課程，老師彼此對話交流，練習與學習
跨領域主題式課程設計的方法與教學安排，透過教學試行與學生回饋，審視並調整課程內容以
符應學生學習需求，本學年度教學實踐執行流程大致如下：
規劃彈性節數

教師跨領域合

學生混班選組

學生提供回

進行跨領域主

作設計教學內

學習

饋，教師根據

題教學

容

回饋進行教學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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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執行成果
依課程規劃與教學試行兩方面目前執行現況，進行以下說明：
(一) 課程規劃
1. 修正並確認校本核心素養與內涵：透過外聘專家學者與社群教師的對話交流，對於
族中所要培養的學生圖像有更清楚明確的定位並重新審視與確認未來族中學生所應
具備的核心素養與內涵。

修正前

修正後

2. 修正校本核心素養與內涵的定義以及對應的能力指標，使其更加符應校本需求
核心素養 六大內涵
能力指標
說明
終身學習 自主學習 自主探索與 期望學生透過自動自發、主動參與學習，來提
問題解決
高自我素質、自我精進的探索能力，能在學習
歷程中從認知、情意、行為展現出主動，建立
學習的意願（或動機）、學習態度、有效學習
方法及基本學習能力。根據自己的學習需要釐
定目標，尋找資源，選擇最合適自己的學習策
略去執行和評估學習成效並能在面對新的或不
熟悉的情境中，運用個人的舊有經驗或已獲得
之知識及技能，去思索、探究與理解現狀，找
出問題產生的原因，培養對於問題發現的靈敏
度與學習問題解決的方法。
閱讀與邏輯 培養學生對於資料判讀分析並能比較異同，擁
推理
有歸納能力以及知識應用於生活上的能力，對
於事務處理，培養學生具有規劃、推理、有步
驟、有方法的來處理問題，能提出有效的解決
方案，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或途徑，培養具有
邏輯推理的概念與方法。
自我實現 生活力
瞭解並接納自我，對自我展現期許或需求，透
過努力與付出，提升挫折容忍力，激發自我的
潛能，盡力追求滿足，從而獲得自我超越的成
功經驗。能夠培養學生獨立在團體中有效處理
個人事務，展現出成熟、冷靜、性情穩定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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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

六大內涵

全球視野

國際理解

文化尊重

永續關懷

公民參與

反思行動

能力指標

說明
現，易受教師的信任與同儕的依靠，造就領導
者的特質與魅力。
創造力
能利用成功經驗，學習反思並接納自己，從新、
舊的經驗中找出新的方法與創作，開創新的知
識與成果，來展現自我的肯定與實踐。
國際參與力 在關心本土的議題上，建立在地化的理解與想
法，並積極參與全球環境議題的討論，增進國
際交流學習經驗。
國際行動力 能經過參與並理解全球環境議題，提升個人對
於在地與全球環境議題的重視，並擬定可行的
行動策略或方案，能落實推動，展現行動的力
量。
文化跨界
透過跨國界的文化學習，瞭解個體的獨特性與
對世界多元性的認知，如：性別、種族、語言
族群、文化遺產、學習型態、各種的知識技巧、
不同的世界觀以及對社會不同的貢獻…等，學
習包容不同意見，平等對待他人與各族群、尊
重生命、積極主動關懷社會、環境與自然，尊
重與欣賞他人以及不同文化的人本情懷。了解
差異與包容多樣性。來提升學生的視野。
文化理解
藉由國際文化差異，培養學生具有同理心與差
異文化上的理解與關懷。
實踐力
透過主動參與公益團體活動，讓學科知識與社
區、學校結合，培養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讓
學生擁有民主素養、法治觀念與環境意識，並
關懷生命倫理議題與生態環境，來提升學生公
民意識與參與實踐的能力。
溝通協調
培養學生對於學校、社區的公共議題，有正確
與正向的溝通與協調能力。
批判思考
透過參與生態議題的行動，能對生態及永續環
境有感知，培養學生具備利他的知能與合群的
態度。對於議題能提出自我回饋與反省，培育
學生對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和諧互動的能力。
應變能力
培養學生對於公共議題於實踐中，具有臨時應
變的處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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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進行並分析生態實驗創新課程的課程設計，以「綠色生活家」主題課程為例
生態實驗創新課程

學生最後的學習成果
學習知識

相關學科 六大內涵 核心素養

能力培養

「綠色生活家」課程宗旨： 全球暖化 閱讀與邏
引發學生對生活中環境問
輯推理
題的覺知，探究環境議題並
培養永續的思維，並能於生
活中親身實踐，建立一個綠 氣候變遷 自主探索
色樂活的生活方式。（讓學
與問題解
生能面對這時代的環境危
決
機。）
1. 節能減碳：
生態破壞 創造力
讓學生了解全球暖化對

符合才填
地科、生
物、地理

生物

自我實現

生物

公民參與
公民參與

碳足跡

批判思考

健體、理化 反思行動

經濟帶來垃圾汙染(塑膠
微粒、玻璃垃圾….)與資
源耗竭等問題。並能認識
循環經濟：綠色設計、循
環設計、塑膠製品循環再
生，對能源及經濟產生的

生質燃料 應變能力

理化

反思行動

永續關
懷

線性經濟 國際參與
力
循環經濟 國際行動
力
垃圾汙染 批判思考

公民、美

國際理解

術、家政
公民、美

國際理解

術、家政
理化、英

全球視
野

反思行動

文、地理
綠色設計 創造力

全球視
野

美術、生科 自我實現

永續關
懷
終身學
習

助益。
3. 聰明生活綠消費：

永續關
懷

能減碳的作為。
學生能認知傳統的線性

永續關
懷

型，及發展替代能源的重

2. 循環經濟：

永續關
懷

及核電的風險，並讓學生

要，進而在生活中實踐節

終身學
習

燒傳統能源造成的空汙
了解臺灣主要的能源類

終身學
習

理化

溝通協調

終身學
習

地科、地理 自主學習

生態造成的破壞，氣候變 石化燃料 實踐力
遷對物種造成的影響，燃
碳循環

自主學習

資料判讀 閱讀與邏
輯推理

從建立學生綠色消費意
識開始，探討相關議題，
並改變生活中的消費選
擇與習慣。能支持綠色商
品與公平貿易，建立自身
的綠色消費指南。（從自
己開始改變）。建立「簡
化與減化」的生活方式。
（減法美學與簡樸之美）
「物盡其用」～二手物再
利用（用創意開發二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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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國文 自主學習
數學

終身學
習

新生命）分得清楚想要與
需要，了解機會成本。

(二) 教學試行
106 學年度下學期以「愛樹特派員」為主題開始進行跨領域課程試行，由 10 位教師
合作發展 5 個次主題，以 5-6 週為一單位，讓學生混班分組選課，一學期下來每位學生
至少學習到 3 種不同類型的課程。透過這樣的實施過程，期望能讓學生的學習更適性多
元，也讓老師能對跨領域教學的合作與課程設計有更深入的認識理解。
107 學年度上學期七、八年級各爭取一節彈性節數實施跨領域教學，七年級以「愛
術特派員」為主題，10 位老師合力開發 6 個次主題，依據上學期的經驗將課程內容進行
檢視修正或創新，同時增加學生動手操作的教學比例。八年級則以「城南走讀去」為主
題，同樣發展 6 個次主題，並在課程中加入探究與實作元素，引導學生面對問題時能夠
連結學科知識與真實生活經驗，學習思辨與表達的能力。

七年級學生透過木工指導 七年級學生運用英文句型寫 七年級學生學習攀樹技巧，
親手製作獨居蜂旅館

下對校樹的感謝信

並擔任樹醫生檢查樹木的生
長狀況

八年級學生小組了解汙水 八 年 級 學生 實際 踏 查瑠 公 八年級學生透過老師的引導
處理後進而討論設計簡易 圳，認識公館地區水道的過 針對各組選定的水議題製作
濾水器

去歷史

行動劇

肆、 建議
面對十二年國教的課程改革，族中期許校內所發展的生態實驗創新課程，能夠以學生為中
心，強調問題導向與主題式學習。打破領域的框架，規劃多元的課程內容與探究實作的活動，
帶領學生在國際化脈絡下進行生態主題的思考。在全校教師們不斷的增能、磨合、對話、溝通、
嘗試等的歷程中，逐漸形塑出族中未來的校本課程地圖。
一路攜手前行的路途上，深刻體認到學校課程改革要成功，首先必須要啟動「教師社群發
展」的動能，凝聚教師對於學校願景的共識與認同，行政人員必須適時規劃教師所需的增能研
習，支持與支援教師社群的發展，鼓勵並提供每位教師嘗試課程創新與跨領域合作的機會，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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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師生雙方在教與學過程中的成就感，才得以使課程改革持續正向地運轉，也符合十二年國教
適性揚才，成就每一個孩子與老師，讓親師生都能在良善的互動下達到共好的理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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