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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背景分析 

一、設校歷史 

 本校創立於民國 2 年，校名為「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又稱第四小學校，

學生多為日籍生及少數優秀的臺籍生，百年的名校美譽一直延續至今。 

（一）校名演繹：民國 34 年校名為臺灣省立臺北女子師範學校附屬小學；其

後隨母校經歷了師範、師專、師範學院和教育大學的改制，校名亦更改

之，民國 94 年校名為「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民國

102 年 8 月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與臺北體育學院合併，第十三次的校名為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二）使命與特色：本校一直以來皆為母校臺北市立大學的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除肩負一般學校國民教育的使命，更承擔教育研究和教育參觀實習的任

務。民國 97 年訂定以「人文、創新、卓越」為學校願景核心價值迄今。 

（三）引領教育潮流：由於附小任務的特殊性，常是教育政策實驗的引領者。

如：九年一貫課程實驗、首辦臺北市行動研究發表、精進教師課堂教學

能力、教學輔導教師、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室走察、能源科技發展教

育計畫、行動學習智慧教學、國際教育、十二年國教先鋒學校…等。 

（四）創造思考力智慧學校：本校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中長程發展願景，即強

調「善用科技啟發學生思考力，透過課程深化學生價值思想，整合大數

據診斷學生學習力，累積教學資料庫提升教師教學力」。使資訊科技的

應用成為一個全面性的有效循環，營造彼此合作、高度互動的學習情

境，促進教師的教學效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培育「深度思考‧自

主學習」的附小兒童，創造能提供最佳教學與學習情境的「思考力智慧

學校」。 

（五）學習型組織蓬勃成長：民國 89 年起實施教學輔導教師，95 年參與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97 年成為核心學校，98 年起全校教師參與教師專業學

習社群，103 年全校教師參與領域備課社群，105 年榮獲「教育部教專

典範學校」之殊榮，學習型組織的系統運作與深度對話在本校茁壯開花

結果，深受各界好評。 

二、社區環境 

本校位於臺北市的心臟地帶，轄區是博愛特區，也是古臺北城城內唯一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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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社區環境有以下特性： 

（一）地理環境特殊：位於政經與文教的樞紐，交通便捷、人文薈萃，特色街

道亦環繞周圍，環境的特殊性成為教師教材的選取來源，利於發展特色

課程。 

（二）學生越區者多：學區內機關多於住宅，學生不少來自鄰近機關員工之

子弟。家長社經背景普遍優良，公教人員、商業、醫護和金融業為數

不少，學校充分運用家長人力資源，擴展教學領域。  

（三）社區資源豐沛：附小為臺北古城內唯一小學，學校教育納入社區豐富資

源，已發展為學校特色課程，讓學生所學與社區人事物緊密的結合，不

僅藉以活絡、擁抱社區，將來更是發展社區與文化的傳承者，也是本校

創新特色課程發展的重要目標。 

三、學校規模 

（一）班級數：小學部普通班 48 班，集中式特教班 6 班，身心障礙資源班 3

班，資優資源班 3 班，共 60 班；幼兒園混齡班 6 班、特教班 3 班，全

校合計 69 班。 

（二）教職員數：教師含校長及行政職教師共計 156 人，職員、校警、職工 20

人，特教班約僱教師助理員 2 人，幼兒園教保員 1 人，全校教職員工合

計 179 人。多數教師早期來源為擇優禮聘，教師優質其來有自；即使現

今已加入北市聯招與調動機制，但「學習型組織」之各項成長機制發展

成熟，能有效帶領新進教師專業成長；學校成員整體素質優秀，有助於

校務順利推展。 

（三）學生數：小學部男生 786人，女生 643 人；幼兒園 196人，全校學生合

計 1626人。 

（四）行政組織：肩負教育研究和參觀實習任務，行政單位增加一處研發

處，有利於行政組織再造，提升行政效率，對豐富學生學習、教師專

業成長助力甚多，是學校發展的重要優勢條件之一。 

四、學校課程發展條件分析 

（一）透過 SWOT 分析規劃全校課程 

本校是一所典型的「候鳥型學校」，就學校整體情境進行 SWOT分析，說明

如下表： 

項目 S (優勢) W  (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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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遠
因
素 

學校 

規模 

學校除普通班、幼兒園外，特殊教育

班類型多樣。 

1. 分發的特教生影響普通班學生名

額。 

2. 學校設施須兼顧各類型學生學習，

教師特教專業知能仍待充實。 

行政

組織 

1.較一般學校多一研發處，人員編制

較高，利於行政組織適時調整。 

2.行政人員熱誠奉獻，樂為附小創佳

績。 

1.行政工作負荷重、節奏快，行政人

員流動率高。 

2.新手上路，傳承有待加強。 

學生

表現 

1.熱情、活潑有自信，勇於表現。 

2.學習力強，可塑性高 

3.多才多藝，校內外活動表現佳。 

1.學生大多數越區就讀，社區認同感

較低。 

2.學生課後學習安排多，相當忙碌。 

地點

環境 

1.位處臺北市博愛特區，多中央機構、

特色街道，資源豐富。 

2.交通四通八達，十分便利。 

緊鄰中央部會，常有集會遊行抗議及

喧鬧場面，學習易受影響。 

項目 O (機會點) T (威脅點) 

近
期
影
響 

教師

特質 

1.學歷高，具專業熱誠，有助於教育研

究發展。 

2.教師年齡多介於 35~44 歲，資歷和

體力為優。 

1.教師級務繁雜，需配合之活動和事

務多，教學與研究需費心兼顧。 

2.近年新進教師比例頗高，易影響學

校文化。 

學校

背景 

1.校史 103 年，隨著臺北市立大學校

名更動，本校校名亦有所更迭。 

2.肩負教育實驗研究和教育實習任

務。 

1.校史悠久，傳承與創新考驗辦學智

慧。 

2.外界視為標竿學校，期望高，無形

壓力大。 

家長

配合 

1.家長積極參與支援學校活動。 

2.家長會組織健全，整合家長人力資

源，發揮良好功能。  

1.自主性較強，時而造成老師班級經

營困擾。 

2.越區家長日益增多，社區意識較低。 

1.地理位置 

本校位於臺北市的心臟地帶，轄區屬博愛特區，四周分別與臺北市立大

學、氣象局、財政部、弘道國中、國家圖書館、中正紀念堂為鄰。方圓一公

里內更有總統府、教育部、外交部、財政部、中央銀行等中央機關，還有全

臺最高學府－臺大醫學院，以及教學資源豐厚的南海學園，地理位置集政經

與文教的樞紐，環視全省各國民小學，無出其右者。又，本校位居市中心，

各路公車行駛於學校四周幹道，捷運站更設在本校後門，包括重要輸運的淡

水象山線與松山新店線皆在中正紀念堂站交會，四通八達，交通之頻繁與便

捷可見一般。 

2.社區特色 

本校地理環境特殊，位於臺北市博愛特區，是古臺北城內唯一的小學，

社區環境交通便捷、人文薈萃，特色街道亦環繞周圍，豐富的社區資源與環

境的特殊性成為教師教材的選取來源，利於發展特色課程；加上學生越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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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眾，家長社經背景普遍高，學校得以充分運用家長人力資源，擴展教學

領域。 

3.教師特質 

本校教師除在教學領域有其專業素養外，均積極吸取新知、深入教學研

究，且能在學年、領域中相互支援、鼓勵，組成社群專業成長，更多次積極

參與「開放教育」、「小班教學」、「教師行動研究」、「教學輔導教師」、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學圈」、「國教院 12 年國教國語文素養」、

「行動學習智慧教學」、「ISA 國際學校獎認證」、「12 年國教先鋒學校計

畫」等研究實驗工作，接受教育思潮的引領，積極參與教育改革的各項工作，

發展學校本位特色課程，共同推動本校成為學習型學校，積極參與臺北市優

質學校評選，藉以檢視並強化及深耕學校經營的精緻發展。於 100 學年度榮

獲優質學校選總體金質獎的肯定，於 105 學年度榮獲教育部教專典範學校之

殊榮。 

本校教師學歷、年齡、教職年資等背景之分析結果如下： 

(1) 本校有 61%的教師具有碩士以上的教育程度，其中博士學位 5 人，碩士

學位 81 人，39%大學院校學歷，師資水平高。 

(2) 教師年齡方面 30-49歲的教師約75％，青壯年齡顯示本校教師充滿活力。 

(3) 教師任教年資 10 年以上約 81％，顯示本校教師具有豐富的實務教學經

驗。 

4.家長期望 

本校家長社經地位較一般學校高，周圍中央機關林立，公務員子弟特別

多，加上親子至國外旅遊或遊學比例甚高，亦頗多歸國學人，在現代化、國

際化的洗禮下，他們關心學校教育、重視子女表現，無論是投入學校義工行

列，支援教學，或是純粹作教育監督者，均促使教師走上專業，校務發展更

為順暢。 

5.學生需求 

本校透過學生定期評量、課程評鑑、教師行動研究及北市基本能力檢測

等結果，了解學生學習成效及分析學生迷思概念，作為新學年度課程規劃與

教學設計調整之依據。以 105 學年度為例，從本校 105 學年度「五年級學生

基本能力檢測結果」，歸納發現如下： 

(1)「國語」領域：「能掌握文章要點，並熟習字詞句型」的指標低於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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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平均值，進一步分析分項結果發現，閱讀理解部分高於平均值頗多，而字

詞義與句型部分，則低於平均值；另外，閱讀理解題型中，關於圖書館應用

的「圖書分類概念」，本校學生亦低於北市平均值，需進一步加強。 

(2)「數學」領域：共有以下三條指標學生整體表現低於臺北市平均值，

包括在「幾何」中的「認識平面圖形全等意義」；「統計」中的「報讀生活中

常用與複雜長條圖」；「代數」中的「能理解乘除互逆並運用於驗算與解題」。 

(3)「英語」領域：在每個向度均大幅高於北市平均值，惟以下兩條指標

學生表現低於臺北市平均值，分別為「能辨識印刷體大小寫字母」以及「能

讀懂中年級所習得的句子」。 

因此，透過學年會議與領域備課社群的討論，106 學年度課程計畫與教

學設計調整重點如下： 

(1)國語領域：加強「字詞義解析策略」與「句型之情境應用策略」的指

導，包括「字詞義理解策略」之教學，引導學生主動解析字詞義的內涵，包

括「從上下文情境中推敲字義」，「運用已知推論未知」、「從生活經驗中推敲」、

「運用部首偏旁推論」等策略來理解字義，加強學生推論與解析字詞義的分

析性思維能力，引導學生練習強調動腦思考，運用各種策略協助自己擴充識

字量，而不是只用死背的方法去認字、識字、寫字；同時，亦透過不同生活

情境體驗與轉化練習，提升學生對句型特性理解與應用之能力。 

(2)數學領域：由於此次學生表現較弱的指標有明確的數學概念，將針對

「全等」、「報讀長條圖」以及「乘除互逆概念的應用」三個面向，在數學教

學計畫中，透過加強情境化與具體化的布題設計，引導學生澄清迷思並熟習

相關概念；同時，持續探究「涵蓋數學迷思概念的思考性布題設計」，結合「啟

發思考之數學討論對話引導策略」，並提供學生「精熟練習」的任務，透過系

統性教學模式的建力，提升學生數學概念理解與精熟解題策略能力。 

(3)英語領域：本校英語學力檢測結果，大部分之向度均優於臺北市平均

值頗多，惟辨識印刷體大小寫字母與讀懂中年級習得的句子兩部分低於臺北

市平均值，因此，將於中年級英語課程加強字母辨識與英文句子閱讀理解的

指導。同時，期許本校學生能在閱讀與聽說能力上更加精進，與團隊透過「繪

本討論」、「讀者劇場」、「對話編寫」、「生活任務挑戰」…等結合學生生活經

驗之教學策略，提升學生將英語應用於生活中的能力。106 學年度更進一步

希望透過國際教育課程的結合，讓學生應用所學習之英語能力，參與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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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與互動。 

由上述分析結果可知，本校在充分考量上述學校條件、社區特性、家長

期望及學生需求等相關因素後，並根據學校優勢及機會點進行分析，進而規

劃全校課程計畫。各學年、領域教師亦依據學校目前課程發展，進行系統的

教學設計，並隨時透過課程發展委員會檢討、評鑑課程規劃適當與否，加以

修正、紀錄後，作為來年規劃課程之參考。 

 

 

（二）整合學校資源協助課程運作 

1.學校硬體部分： 

(1)協同課程與公開觀課空間：本校建築老舊，教室隔間固定，因應學群活

動或協同教學，教學空間明顯不足，因此開放會議室與活動中心供學年

領域進行協同課程；另外，活動中心二樓設置教學觀察室及教學實驗室，

供教師進行公開觀課、專業對談及教學觀摩使用。 

(2)規劃專科教室：在專科教室使用方面，透過排課方式，讓教室使用率大

大提升，如自然、社會、英語、本土語言與藝術與人文等領域皆有固定

的專科教室，讓學生置身於適切的教學情境中，在多元環境中互動，適

性發展而建構出自身的知識、能力與素養。 

(3)學年專業對話空間：每學年配置一間教師研究室，讓每位教師有批改作

業與備課空間，並作為學年會議及領域備課社群進行專業對話之場所。 

(4)高互動智慧教學情境建置：本校每間教室設有電腦與單槍投影機，並自

100學年度起，設置行動學習電子書包教室、建置自然、英語、社會及

資優班 E 化專科教室，並逐年於普通班增設 E 化教室。目前高年級班

班為智慧教室(電子白板+實物提示機與 IRS 即時反饋系統)，其他年級

皆設置至少兩間智慧教室。105學年度開始，補充建置中年級與部分科

任教室之電子白板設備，使中高年級普通班級教室以及多數科任教室

均能成為高互動電子白板教學環境；同時，佈建全校所有普通班教室之

無線網路環境，使教室內能隨時透過各類行動學習輔具(手機、平板電

腦)的加入，創造更多元與豐富的教學模式；也藉由整體高互動智慧教

學情境的整體規劃，推動資訊融入創新教學設計，促使學年領域之共同

備課能在相同的智慧化教學情境中，創造啟發學生思考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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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立系統性 E 化運作模式：本校各項校園活動均透過校內網路系統、

留言公告、影音檔案傳輸、電子報報導或教學資源表單來傳達各項意見

與訊息，且善用 google 雲端空間彙整與統合各項資料，進行共同編輯

與分享，逐步建立系統性 E化運作模式，奠定發展智慧學校的基礎。 

(5)建構學習資源中心：推展創新科技融入本校課程，建置「333未來教室」，

教室內設置大型觸控螢幕、六臺小組 All in one 電腦，整合多元互動模

式與各項最新數位教學資源，創造「思考力教學」的深度與廣度；未來

將進一步發展為虛擬教學中心、教學情境中心與學習資源中心，透過資

訊科技與更多元教學媒材的整合，擴展「思考力」的精緻與視野，創造

「思考力」的跨領域再創造。 

 

 

2.軟體部分： 

(1)人力資源豐沛，積極投入學校發展 

A.家長自我成長： 

輔導室組成家長讀書會、各種家長成長班以及定期舉辦親職講座，

帶領家長成長，促進親子關係，奠定終生學習的第一步。 

B.人力資源豐富： 

掌握家長人力資源，各行各業的家長對教育的共同投入，使本校的

教學更加生動、精緻。此外，本校家長會有愛心家長團，協助學校例行

業務的推展，如早晨交通崗、校園巡邏、圖書的整理修護、偶劇演出、

晨光活動的親師協同教學、EQ 課程推廣及快樂學習營的課業輔導等。 

C.校友的向心與整合： 

散佈世界各地以及各行各業的校友，當課程有需要專業協助時，都

能挺身而出。例如：談校史課程、校園空間規劃及生涯規劃等，校友們

都熱心投入，帶著學弟妹們進行相關的課程分享。 

(2)整合社區資源，參與社區活動 

在社區總體營造的概念下，將中正區的社區總體營造計劃，融入本

校學校課程中：將周圍的社區資源(如：二二八和平公園、國立臺灣博物

館、總統府等)納入課程，發展成為學校特色課程─「走進臺北城」；並

從九十一年學校課程「校門變變變」開始，將課程變工程，率先解構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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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成為擁抱社區的最佳範例，使學校與社區將更融為一體；此外，更

積極參與各項藝文或公益活動，例如國家音樂廳歌劇協演、客家義民節

開幕表演、世界書香日遊行活動、二二八紀念音樂會…等，本校師生均

躬逢其盛。同時，本校特於 99 年 12 月 25 日與鄰近臺北市立大學、北

一女中、弘道國中簽約締結「博愛學園四校聯盟」，除了與聯盟學校教

與學進行策略聯盟，更可就活動支援與資源共享等互惠措施，讓公園路

上難得"有緣"在一起的大中小學連結為一體，拓展社區資源的豐富性，

為博愛特區開啟歷史的新頁，可謂意義深遠！ 

 

分析學校課程發展條件，在時空環境的快速變遷中，人本化、科技化、國際

化、民主化、多元化的催促下，課程是學生學習經驗的總合，除了九年一貫課程

中所列基本課程外，努力營造在人文薈萃學區中的附小人獨領風騷的特色課程；

105 學年度開始，更積極投入探究 108 學年度將實施之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啟

動素養導向課程發展，並獲選為臺北市十二年國教先鋒學校。本校致力於教學品

質的提昇，將社區豐厚的資源與課程發展做結合，建構一個安全快樂的學習樂園，

以滿足兒童的需求與家長殷殷的期盼，為本校師生共同期望的責無旁貸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