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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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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西屯區大仁國民小學 

壹、前言 

一、學校概況 

（一）學校沿革： 

1.本校創設於民國 69年 8月，當時為臺中市第四期重劃區唯一國民小

學--「中仁分校」；民國 72 年 8月奉准獨立，定名為「中仁國民小

學」，市府派權潤梅為首任校長，同年 9 月，奉令改校名為「大仁國

民小學」；民國 84年 8月李文進先生接任第二任校長；民國 87年 8

月施富薇先生接任第三任校長；民國 98 年 8月由陳怡婷女士接任第

四任校長；民國 105 年 8月由劉美芬女士接任第五任校長至今。 

2.本校位於住商混合的文教區，鄰近中山國中、文華高中，交通便捷

生活便利，是典型的都市型態小學。但附近國小學區密集、新校林

立，面對少子化衝擊、校舍老舊等困境，學校同仁目標一致戮力同

心，進行校務改革、硬體改善、課程調整等一連串的努力，不僅讓

各界看到不一樣的大仁，也使大仁團隊充滿成就感與榮耀感。 

（二）學校現況： 

1.校地面積：17,581 平方公尺。 

2.班 級 數：國小 20班(含 2 班體育班)；幼兒園 2班。 

3.學生人數：國小 443人；幼兒園 58 人。 

4.員額編制：校長 1 人；教師 39人；職員 4人；工友 2 人；護理師 1

人；營養師 1人。 

5.教師性別：男教師 11人；女教師 28人。 

6.教師學歷：博士 1 人(校長)；碩士 20 人；學士 19人（5人碩士班

進修中）。 

二、學校整體發展分析 

（一）發展統整的課程，建構有效的聯結： 

1.所有的課程包括領域課程、彈性課程、校本課程、教育活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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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都具有同等的地位。 

2.落實全員參與，共同集思廣益，致力學校穩健發展。 

3.引導教師專業發展、精進教學終身學習，兼顧自我實現與校務發展。 

（二）提供學生多元的體驗，豐富學習的內涵： 

1.加強生活教育、落實品德教育，培養健康身心與良好品格。 

2.落實正常教學、推動校本課程，強化學習能力及競爭優勢。 

3.辦理多元活動、加強體育教育，提供展現自我及成功機會。 

（三）善用並活化社會資源，共同謀求彼此的互惠與共好： 

1.整合各項人力資源，協助校務永續發展。 

2.參與各項社區活動，互助互惠、共創雙贏。 

3.引進學術、社會機構，協助師生學習輔導。 

三、教育願景 

（一）學校教育願景 

以生活教育為中心、全人教育為理想，達成「快樂學習有朝氣，

專業認真大仁心」的願景，培養追真、求善、成美、有愛，並具備終

身學習能力的好兒童。 

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的環境，培育學生健康活力、積極上進、愛心

關懷；營造教師優質教學的環境，鼓勵教師專業自主、寓教於樂、耐

心照護；整合社區文化傳承的環境，期望家長愛家愛校、參與奉獻、

關心支持。 

學校願景 LOGO～ 

符應本校學校願景 

「快樂學習有朝氣， 

專業認真大仁心。」 

跳躍的綠色圖案蘊含著兒童在充滿朝氣與活力的校園中，快樂的

學習、健康的成長。 

展翅的黃色圖樣代表大仁教師是 e 化的團隊，以專業認真的態度

讓孩子的夢想飛揚。 

兩圖樣合而為一，型塑本校「朝氣、活力、e 化、飛揚」的校風。 

（二）學校教育願景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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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以生活教育為中心、全人教育為理想」的教育理念，與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課程發展精神不謀而合。 

在「快樂學習有朝氣」的願景中，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的環境，期

望培育健康活力、積極上進、愛心關懷的學生；而「專業認真大仁心」

部份，則營造教師優質的教學環境，積極鼓勵專業自主、寓教於樂、

耐心照護的教師，期盼達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的教育目標，不

僅成就每一個孩子，也成就每一位教師。 

本次以教師專業發展為主軸，落實推動品德教育發展與小小科學

家主題探究為目標，期望藉由「教師互動」，引導「學生自發」，進而

達成「師生共好」的教育理想。 

四、申請 108課綱轉化項目及 107年度計劃重點 

（一）落實合作研究模式： 

1.學校合作研究團隊持續研究課題。 

2.研究團隊落實活動進行模式與行動共識。 

（二）申請前導學校計畫： 

              1.依據新課綱願景及目標，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架構。 

2.研發素養導向教師教學策略與學生學習策略。 

（三）強化學校課程發展機制： 

1.以教師專業發展為主軸，落實推動品德教育課程與小小科學家主題

探索教學，強化教師課程設計及實作能力。 

2.加強校訂課程與各領域核心素養與學習表現的對應關係。  

（四）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1.推動備課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讓教師藉由專業對話，分享教學經

驗，並共同討論教學策略與引導學生學習的學習策略。 

2.落實公開課堂及同儕觀課，共同提升教學品質。每位教師每學年公

開課一次、觀課四次以上。 

（五）參與及辦理增能研習： 

1.外聘專家學者蒞校演講及分享，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2.與鄰近學校策略聯盟，共同辦理進修活動。 

       （六）試寫新課綱版本課程計畫，並提供其他學校之實務問題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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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情形 

  一、學校與學術單位或專家學者的協作 

          104、105 學年度整整兩年的時間，聘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陳延興副教

授每月蒞校指導，帶領全體教師研發品德教育校本課程，成效良好。106學年

度則聘請退休的邱克能主任，帶領全校老師做小小科學家課程研發，建立校訂

課程的架構。其中更有幾次諮詢會議邀請臺中教育大學陳延興副教授與曾榮華

助理教授協助我們盤點與規劃校訂課程。107學年度聘請臺中教育大學李松濤

教授帶領全校老師做小小科學家課程研發，重點放在如何引導學生學習的學習

策略，運用 5E 學習環與布魯姆的理解策略重新審視小小科學家教案，經討論

後逐步修正。 

 二、校內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落實 

           大仁國小自 102 學年度開始，由同學年教師組成教師專業社群，教師自行

訂定每月研討主題及討論題綱，成效良好，教師能自行發覺教學現場的問題，

並研討解決方法。102 學年度期末，由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決議高年級學習

節數於星期一減少一節，中年級與低年級維持星期一下午無課務，讓所有老師

能在星期一進行開會研討。103、104、105 學年度為了提升教師專業、活化教

學，進一步將學習社群轉型為以推動品德教育發展為主軸之專業學習社群。 

           106、107學年度則是以推動科學教育~培養追真求善成美有愛的小小科學

家為主軸之專業學習社群，並邀請本校退休的邱克能主任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李松濤副教授指導，教師利用社群時間與課餘時間共同討論、分析教材與設計

課程。其中尤以學生學習策略為討論重點。 

  

           107 學年度開始，除了週一的任務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外，教師針對學

校發展特色及個人興趣申請多元專業社群，利用週三下午的教師進修時間進行

討論。目前進行的社群有：學習共備社群-食在有趣、互學共好社群-大仁心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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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情、專業實踐社群-硬筆字之美、互學共好社群-大仁自造家、課程研創社群-

尋找神奇寶貝。 

  

   三、學生的跨領域主題探究學習 

           各學年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其目標在於產出主題統整教學的課程設計與

教學策略，從品德教育到小小科學家，皆著重跨領域主題統整與主題探究課程，

引導學生自主學習、探究學習。 

   四、研發學生學習策略與教師素養導向教學 

           薦派老師參加學習策略相關研習，教師組團共備議課與磨課，並協助國教 

院拍攝素養導向教學錄影帶。以下是二年三班王靜慧老師上課的照片： 

  

學生分組討論 學生自製字謎與猜字謎 

  

學生最愛成語躲貓貓 用字卡拼出成語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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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學校校訂課程建構 

          持續發展「品德教育」、「小小科學家」、「大仁自造家」等校訂課程，

並規劃校訂課程節數，107學年度已完成大仁國小校訂彈性課程的架構，以第

一學期節數為例如下表：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彈性學習課程規劃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共 21週) 

          年級 

 

一年級 

63節 

二年級 

63節 

三年級 

84節 

四年級 

84節 

五年級 

84節 

六年級 

84節 

體育班 

84節 

科學 

創客 

(追真) 

小小 

科學家 
9 9 9 9 13 13 融入 

大仁 

自造家 
2 2 2 2 2 2 融入 

數位 

資訊家 
融入 融入 21 21 21 21 21 

全球 

眼界 

(求善) 

國際 

新視野 
21 21 21 21 融入 融入 融入 

文化 

新展望 
11 11 融入 融入 融入 融入 融入 

適性 

揚才 

(成美) 

多元 

社團 
融入 融入 11 11 21 21 融入 

因材 

施教 
融入 融入 融入 融入 融入 融入 融入 

戶外 

教育 
融入 融入 融入 融入 4 4 融入 

舞蹈 

課程 
8 8 8 8 4 4 融入 

有品 

公民 

(有愛) 

品德 

教育 
融入 融入 融入 融入 7 7 融入 

性平 

教育 6 6 6 6 6 6 6 

議題 

融入 
6 6 6 6 6 6 8 

特殊需求 

(體育專業訓練) 
      49 

   

    除了規劃彈性學習節數，並建構完整性的大仁國小校訂彈性課程地圖。(如下圖) 

 

課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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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執行成果 

          學校在實施以上的項目之後，有關行政績效、教師專業發展、學生學習成效等方

面所獲致的成果如下： 

  一、行政績效： 

      (一)引進專家協作，推動教師專業社群發展。 

      (二)確定學校校訂課程架構與課程地圖。 

      (三)引導教師討論確認彈性課程內容與節數。 

      (四)辦理相關研習，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二、教師專業發展 

      (一)教師透過學年社群討論與分享，漸漸了解何謂素養導向教學。 

      (二)教師能做到每學年公開課一次、觀課四次以上。 

      (三)每週一下午進行主題探究課程討論並設計跨領域教學活動。 

      (四)協助討論校訂課程架構與課程地圖，並確認彈性課程內容與節數。 

      (五)四位教師參加「香港學校學習活動」，回校後與全校教師分享。 

  

香港觀課照片 香港觀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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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學生學習成效 

           (一)學生能跨領域作主題探究學習，以下是各學年學生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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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生能主動學習、快樂學習，而且習得與生活結合應用的知識、技能與態

度，是符合素養導向的學習。 

         (三)學生在老師的引導下做跨領域的主題探究學習，使學習不限於課本，也不

限於室內或校內，在體驗、合作與觀察的過程中，學生懂得如何學習、享

受學習，進而可以做到終身學習。 

         (四)在校訂課程學到的學習方法，可以延伸運用於部定課程之學習，使學生漸

漸了解何謂素養導向的學習方法。 

 

肆、 建議 

  一、當前課程與教學革新的方向，主要是希望將教室的主角由教師轉為學生，希望

在教師有策略的引導下，幫學生建立好的學習策略，希望學生能夠主動學習、

探究學習，進而建立終身學習的素養。所以師資的養成很重要，不只教育現場

的老師需要在職進修，師資培育機構也要有相對應的措施。 

  二、實踐新課綱不只教師的觀念需要改變，家長的觀念若無法配合改變，在執行上

難免會有窒礙難行之處，因此建議教育主管機關也要關注對家長的宣導工作。 

  三、經費運用方面，研究合作經費是執行完畢後才開領據撥款，因此執行時承辦人

經常需要墊款，若能在經費核定後即開領據並提早撥款，較方便工作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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