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請編號：104343603

104年度臺北教育111標竿學校認證申請書

學校名稱：臺北市中山區長安國民小學
喜閱書海 幸福長安

校長：韓崑河
聯絡人：葉惠芳
聯絡電話：25617600轉110
電子郵件：newfang1961@gmail.com
學校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5 號
申請日期：104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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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基本資料
一、設校歷史
(一)創校整建期(民國37-57年)：
民國37年創校，校名定為「臺北市建成國民學校」，39年設置新校區，興建
校舍，40年遷入新校區，校名改為「臺北市中山區長安國民學校」，57年校
區東側興建長安國民中學，國中小共用操場，並將校名改為「臺北市中山區
長安國民小學」。
(二)校區擴班期(民國58-84年)：
民國74年成立分散式資優班（2班），76年增設附設幼稚園，民國84年成立學
習障礙資源班（1班）。
(三)校園環境精進期(民國85-97年)：
95年起普通教室環境改善工程，96年校園圍牆工程完成是建立溫馨校園的第
一步，改善校園無障礙設施，營造友善校園。97年新建活動中心完工，包含
新穎的圖書館、體育館、溫水游泳池、演藝廳、專科教室、藍色跑道，提供
一個健康、卓越的學習環境，同時推動「長安新四力」：閱讀力、健康力、
藝術力、資訊力，建立學校教育目標與方向。操場整建及活動中心的使用，
孕育了校本健體課程，深耕閱讀教育與重視資訊素養，讓長安的學生能在優
美的環境中，快樂學習。
(四)校園文化深耕期(民國98-104年)：
為形塑校園文化，98年起開辦學生社團提供更多元的學習機會，經由體驗學
習而發揮潛能、發展自我，建立多元的價值觀。成立體育班(棒球、籃球、田
徑)，帶動校園運動風潮。規劃興建藝術牆、長安藝廊、長安威秀、閱讀廣場，
積極推動藝術教育與閱讀教育，增添校園人文氣息。102年開始推展圖書利
用教育活動，提升閱讀風氣，使校園人文、藝術的涵養更加豐富。103年整
治長安生態池及校園茂盛喬木，增設休憩區，讓長安校園更加充滿綠意及生
機。103年大智樓結構補強工程、改造司令台，重新美化校舍，典雅溫厚的
大智樓外牆、走道與中川堂，讓人有彷彿走進古樸文化隧道中。103年、104
年申請英語外師駐校方案，透過與英語外師的面對面互動與英語繪本教學，
提升長安學子國際視野與多元文化觀。
二、 社區環境
(一)學區：涵括興亞里、正守里、正義里、正得里、朱園里、民安里、中吉里。
(二)學區環境：學校座落臺北市市中心地帶，學區屬住、商混合，社區安靜。
(三)自然環境：面臨中山北路、南京東路、長安東路、松江路，市民大道，公車
四通八達，雙捷運匯集。社區雖大樓林立，但兩旁路樹綠意盎然，有松江詩
園、吉林公園、興亞公園、伊通公園，充滿詩情畫意。
(四)家長對學校之支持：家長支持學校教學與行政，熱心參與活動與擔任志工。
(五)社區資源：學區內資源豐富，有助於學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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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規模
(一)班級數：
1. 普通班 21 班
2.特殊班（類別請說明） 0
3. 資源班 3 班
(二)學生數：
男__237__人，女__222__人，總計__459__人。
(三)人員編制：
1. 教師編制人數(含校長)： 共
51 人，
2. 本學年聘用長期代課教師共 8 人。
3. 專任職員總數共
7 人。

班

貳、教育111 推動理念
一、願景與目標
在「溫馨、健康、卓越」的學校願景引導下，設定目標，推動校務發展，建
構優質的教育環境，來達成全人發展的目標。以校務發展計畫為基礎，不斷透過
系統思考，以確立長安的「教育111」的願景與目標。
(一)願景：「溫馨、健康、卓越」，讓每一個學生都能在溫馨的環境中健康成長
與快樂學習，並追求卓越的自我實現。
(二)目標：
1.規劃學校總體課程：透過各領域學習課程與學校本位課程的體驗學習，激
發學生的潛能，促使自我成長與自我實現。
2. 形塑學校課程品牌：藉由健體教育課程結合學校運動環境的建置，營造學
校課程的特色，行銷學校的優質教學活動。
3.培養閱讀能力習慣：透過各項深耕閱讀活動，建立良好閱讀習慣，鼓勵親
子共讀，培養帶著走的閱讀能力。
4.提供多元學習舞臺：成立藝術與運動學習社團，舉辦各項多語文與才藝競
賽，給予學生展現多元學習的成果。
5.建構學生支援網絡：主動的高關懷機制，整合學校與社區輔導資源，協助
學生健康成長與快樂學習。
二、價值與信念
教育的核心價值在於「一個都不少」，要把每一個學生帶上來。在實踐「教
育111」的歷程中，所堅信的價值與信念為：
(一)多元機會自我實現：讓學生有發揮的舞台，提供多元智能與揚才適性的機會，
並強化學生的自信與勇氣。
(二)正向關懷獲得激勵：每個學生各有不同的潛能、個性和興趣。老師們接受學
生的個別差異，進而提供適性發展的正向激勵。
(三)推動閱讀深耕學習：透過學校閱讀活動的規劃與執行，讓長安的每個學生在
閱讀教育上，獲得拓展視野與增長智慧的樂趣，並藉由落實閱讀教育的認知、
實踐和體驗，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並提升各領域的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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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策略與原則
長安團隊透過教育111的實踐，以營造一所優質的學校，實現「溫馨、健康、
卓越」的學校願景，採行以下的策略與原則。
(一)策略
1.營造氛圍建構願景，加強宣導形塑共識：
(1) 營造學校推動教育111的氛圍，透過掌握學校的優劣勢與契機等關鍵分
析來實踐與規劃，以建構學校教育111的願景。
(2) 透過各種團隊的對談與研討，宣揚教育111 的理念論述基礎，進而建
立共識，落實執行於校務經營、班級經營之中。
2. 整合資源有效運用，結合課程建立特色：
(1) 統整校內外資源，建置支援網絡，提供便捷有效的服務系統。
(2) 組織課程發展組，建立學校本位課程，結合領域教學，形成課程特色。
3.提升績效活化教學，激發動機多元學習：
(1) 以經營優質學校為目標，強化行政效能，活化課程發展與設計，精進
教師專業成長，提供充足的活動空間，滿足師生教與學的環境需求。
(2) 規劃多元學習課程與社團，讓學生樂參與，勇展能，進而建立專長。
4.評估成效修正執行，落實理念精進成長：
(1) 強化學校校務發展中長程計劃、處室工作計畫、學校總體課程等運作
與教育111 的執行作業相結合，以落實教育111 的理念與執行。
(2) 透過行政會議，持續檢視推動教育111 的成效，更新策略，精進成長。
(二) 原則
1. 回歸教育本質：透過課程規劃與學生學習，展現於「學校特色、學生專長
與一個不少」，以推動教育111。
2. 以學生為主體：尊重、接納與關懷每一個學生，把每個學生帶上來。
3. 正向鼓勵展能：鼓勵肯定學生，讓學生有自信正向成長。
4. 親師生共同體：教師發揮教育愛，讓家長成為教育合夥人，學生正向參與
各項學習之機會均等。
三、 組織與人員

執
行
組

組別

負責

召集人

校長

「一校 教務
一特色」 主任
「一生 學務
一專長」 主任
「一個 輔導
都不少」 主任

教學活動組

學年
主任

成員

工作內容
綜理與評核「教育111」。

教學組註冊組資訊組 「一校一特色」之計畫、執行、
閱讀志工
評估相關教育活動。
訓育組體育組
健體藝文教師

「一生一專長」之計畫、執行、
評估相關教育活動。

特教組生教組註冊組 「一個都不少」之計畫、執行、
資源老師袋鼠志工 評估相關教育活動。
執行教育111 與學校課程連結
之課程發展與教學活動。

全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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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發展一校一特色』的作法與成果
本校重視「閱讀教育」，親師生都有著共同的理念與目標，透過總體課程規
劃，設計實施豐富多樣的閱讀活動，並融合在各領域教學中，使各項教學成果與
比賽活動有豐碩的成就。
一、 『發展一校一特色』的特色項目
(一) 特色項目：閱讀教育
(二) 特色主題：喜閱書海 幸福長安
以「喜閱書海幸福長安」為推動主軸，期許營造豐富閱讀環境，塑造書香校
園氛圍；並建立閱讀支援系統，發展多樣閱讀思維；辦理多元閱讀活動，增進創
造思考能力。並結合家長志工與社區提供資源，讓長安學子從浩瀚書海中領略閱
讀之喜樂。學校課程地圖與閱讀課程地圖如下：

學校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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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課程地圖
二、『發展一校一特色』的具體作法
行政以服務的態度為學生和教師提供有力的支援，而教師社群、家長志工與
社區人士亦合力協助辦理推動「閱讀教育」，具體作法說明如下：
(一)營造豐富閱讀環境，塑造書香校園氛圍：
1. 布置舒適的圖書館
(1) 重新分區易於借閱：將受歡迎的語文區搬出書庫，並開闢閱讀護照專
區，讓學生更容易找到想借閱的書。
(2) 美化空間活潑舒適：降低服務櫃台的高度，以利於與學生互動；運用
豐富色彩佈置圖像，設計長安小毛為閱讀代言人；重新隔間規畫，提
供舒適空調，讓圖書館成為舒適寬敞的閱讀場域。
2. 便捷的行動書車
(1) 推動初期每週二、五行動書車到南川堂，提供離圖書館較遠教室的學
生借還書。
(2) 透過無線網路，第一節下課還書，第二節大下課借書，方便又快捷。
(3) 根據統計，行動書車推出後，借閱率第一個月增長26%以上。因成果
顯著，而獲得政大大學報、聯合報與圖書教師電子報完整的採訪報導。
日期

行動書車

借閱本數

借閱本數/全校人數(512)

102.11.05(二)

無

80

15％

102.11.12(二)

無

93

18％

102.11.19(二)

有

212

41％

102.11.24(二)

有

213

41％

3. 布置讀報閱讀場域
(1) 徵求更多報章雜紙、期刊等置於圖書館閱報區提供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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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訂國語日報，規劃其他離圖書館較遠的班級牆面設置壓克力展示板，
固定更新，讓學生每日均有國語日報可以閱讀。
(3) 設置書香閱讀角，包含孝梯、愛閱廣場、長安威秀、南穿堂、和梯等
五處。並訓練由閱讀小志工負責整理與換書。

舒適且館藏豐的圖書館

書香閱讀角處處可閱讀

行動書車樹下呷涼活動

102年12月6日政大大學報

102 年 11 月 28 日聯合報

103年4月圖書教師電子報

(二)建立閱讀支援系統，發展多樣閱讀思維：
1. 彈性時間進行國語文增能方案
(1)各班排定彈性時間進行國語文增能方案，低年級每學年詩詞賞析30首以
上，中高年級進行閱讀教育。
(2)每週一節班級圖書館閱讀課程，其餘時間透過預約開放使用。
2. 樂活閱讀列車之數位課程建立
(1) 錄製圖書館介紹、讀報教育、繪本導讀等影音，提供教學平台點閱。
序號

標題

點閱數

1

圖書館利用教育(三)-圖書館大追籍

438

2

樂活閱讀列車-便便真是了不起

452

3

樂活閱讀列車數位課程_悲慘的開始_中高年級

447

4

讀報教育之(二)剪報的製作

406

5

讀報教育之(一)版面知多少

384

6

圖書館利用教育之(二)如何借還書

373

7

圖書館利用教育系列課程-(一)圖書館闖天關

409

8

樂活閱讀列車數位課程_當獅子向你問時間_中高年級

462

9

樂活閱讀列車數位課程_好朋友_中低年級

459

10

樂活閱讀列車數位課程_靈犬萊西_中高年級

457

(2) 此課程獲臺北市第13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教學活動設計入選。
3. 方便好用的共讀書箱
(1) 編擬課程計畫時，結合各領域學習內容，開列共讀閱讀文本至少9箱。
(2) 每年預算編列50000元添購學校書籍，以配合共讀閱讀需求。
(3) 申請行天宮閱讀書箱，提供班級共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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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圖書館利用教育
(1) 配合教育局【我的圖書館成長日誌】手冊，依年級與學期辦理實施。
(2) 結合閱讀志工，以演劇、講座、有獎徵答、遊戲等多元方式進行。

圖書館閱讀課

樂活閱讀列車數位課程

圖書館書箱大集合

低年級圖書館利用教育
中年級圖書館利用教育
高年級圖書館利用教育
(三)辦理多元閱讀活動，增進創造思考能力：
1. 閱讀護照
(1) 使用方式
閱讀護照分為低、中、高三個年段使用，每生皆持有一本閱讀護照。
學生在兩年(同ㄧ年段)中閱讀本護照中所列之建議閱讀書單，並紀錄閱
讀日期，再請家長或老師簽名認證。
主動閱讀建議書單外的好書，也可登錄認證。
參訪社教機構或參觀藝文展覽，加蓋戳章或黏貼票根亦可列入認證。
(2) 獎勵方式與標準
獎項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探花小書蟲

閱讀書籍 36 本
閱讀紀錄 5 篇

閱讀書籍 24 本
閱讀紀錄 5 篇

閱讀書籍 12 本
閱讀紀錄 5 篇

榜眼小書蟲

閱讀累計 72 本
閱讀紀錄 10 篇

閱讀累計 48 本
閱讀記錄 10 篇

閱讀累計 24 本
閱讀記錄 10 篇

狀元小書蟲

閱讀累計 108 本
閱讀紀錄 15 篇

閱讀累計 72 本
閱讀記錄 15 篇

閱讀累計 36 本
閱讀記錄 15 篇

經圖書室負責人檢核後，可獲頒《探花小書蟲》
、
《榜眼小書蟲》
、
《狀元
小書蟲》獎狀ㄧ張。兒童朝會公開頒獎，並與校長合照留念。
(3) 實施進程
103學年度再創超級閱讀護照，提供升級版給已取得狀元學生使用。
增添多元認證方式，除了書本閱讀，影音賞析、參訪機構、觀賞表演
亦可，也鼓勵閱讀英語繪本。
獎勵制度結合學校好讚貼紙、家長會的圖書禮券與周邊商家的餐飲兌
換券(米塔蛋糕、摩斯漢堡)，豐富的獎勵，增添閱讀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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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統計：
學年度

探花人數

榜眼人數

狀元人數

超級狀元人數

102

179人

54人

25人

1人

103

9人

40人

22人

1人

共計

188人

94人

47人

2人

2. 線上閱讀認證
(1) 透過閱讀「教育生活家」的網路書籍，進行線上閱讀認證。
(2) 每月公布本校前十名排行榜，給予好讚貼紙與小禮物。
(3) 102學年度9月起推廣；目前本校104學年度線上註冊人數479人，通過
線上認證100本以上的學生人數，統計如下：
本數

2000本
以上

1999~1000
本

999~800
本

799~600
本

599~400
本

399~100
本

人數

3人

4人

4人

3人

2人

22人

總計

24012本

3. 參與深耕閱讀比賽
舉辦小小說書人、自編故事劇本、閱冠磐石、閱讀校楷模……等活動。
4. 英語故事屋
(1) 102學年度與社區資源(科見、快樂瑪麗安)結合辦理六場英文故事屋。
(2) 103學年度申辦、104學年度續辦英語外師駐校方案，透過英語外籍老
師的唱跳教學、英語繪本故事導讀，增進閱讀英語讀物的興趣。
5. 主題書展
(1) 結合資優班公共服務課程，由資優生企畫，辦理主題書展並搭配學習
回饋單或相關活動。
(2) 103學年度辦理主題有鬼精靈、科普知識、多元文化、各行各業、海
洋小公民；104學年度至今有古靈精怪萬聖秀、種下希望讓愛飛揚。
6. 閱讀小志工新書介紹
(1) 小志工利用中午時間協助圖書上架、整理共讀書箱或打掃圖書館。
(2) 親子編寫劇本以戲劇表演進行圖書館新書介紹，歡迎借閱。
7. 與作家有約
邀請作家子魚與學生面對面說故事，提升閱讀與寫作的興趣與知能。
8. 換書募書活動
(1) 102學年度學校園遊會時，教務處學習攤位進行好書交換活動，讓書
籍再次發揮功能再現風華。
(2) 103學年度園遊會進行「喜閱好書募書活動」，列出書單，家長熱烈
認捐，為圖書館增添新書。
9. 423世界閱讀日戳戳樂活動
舉辦4月23日世界閱讀日活動，進行「戳戳樂每日一問」，活動透過網路
資料搜尋填答送禮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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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中高閱讀護照

閱讀線上認證

小小說書人比賽

外師進行英語繪本教學

主題書展_各行各業

長安威秀進行新書介紹

與作家(子魚)有約

園遊會的換書活動

423世界閱讀日戳戳樂

(四)結合家長志工團隊，連結社區提供資源：
1. 圖書館利用教育
與志工家長協助辦理，以同一學年為單位，上下學期各辦6場。
2. 社區資源結合
(1) 結合科見、快樂瑪莉安社區資源，英語外籍教師進行英文故事屋活動。
(2) 結合摩斯漢堡、米塔企業、7-11便利商店…等社區資源，贊助獎勵品。
(3) 申請行天宮書箱活動，充實閱讀書籍。
(4) 由里長提供花燈，鼓勵行動書車借閱圖書者。

低年級圖書館利用教育

中年級圖書館利用教育

高年級圖書館利用教育

申請行天宮班級書箱

閱冠王頒獎狀與米塔蛋糕

社區資源_借書抽花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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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一校一特色』的特色成果
推展本校閱讀教育，成果豐碩。除了媒體與大學報的採訪報導，書籍借閱率也大
幅提升，更營造「喜閱書海 幸福長安」的書香校園。成果說明如下：
(一) 改善環境，提升閱讀效能。
1. 學生閱讀習慣養成：每周一、二、四晨光時間閱讀15分鐘。
2. 參與閱讀活動的學生學習成效顯著：本校在基本學力檢測國語文部分，
在102-103學年度逐漸縮短與臺北市平均值差距，尤其在分析與直接推論
兩個向度高於臺北市平均值。
向度

了解

分析

閱讀能力

閱讀理解

直接推論

學年度

102

103

102

103

102

103

102

103

102

103

臺北市

79.42

84.28

60.88

68.38

67.34

73.03

62.88

69.67

64.70

70.30

本校

75.69

83.07

59.12

68.41

65.53

72.70

60.38

69.57

65.35

72.42

差距

-3.73

-1.21

-1.69

+0.03

-1.81

-0.33

-2.5

-0.1

+0.65

+2.12

3. 學生應用圖書資源之能力提昇：行動書車出動的每周二五，當日借閱率
比其他時間平均提高20%以上。
(二) 支援系統，發展多樣閱讀思維。
1. 提升圖書館設備利用率：每周每班至少一節到圖書館進行閱讀課程，使
用圖書館設備與資源。
2. 促進圖書資源之利用率：共讀書箱每學年每班由5箱增加到9箱以上。
3. 增加圖書館藏書之借閱率：依圖書館線上統計，100~101學年度平均每人
借閱量為21本以上，102~103學年度平均每人借閱量增為34本以上，平均
每生每學年書籍借閱量提高13本。
學年度

100

101

102

103

圖書借閱量

11858

11480

18761

14917

學生數

590

543

512

486

每生圖書借閱量

20.10

21.14

36.64

30.69

4. 共讀活動、全校性活動之參與率提高：參與閱讀活動與比賽如小小說書
人、閱讀校楷模等校內提件數逐年增加。
(三) 辦理多元閱讀活動，增進創造思考能力。
1. 辦理各項閱讀活動建立良好的閱讀氛圍。
2. 設計獎勵制度鼓勵學生閱讀活動成績斐然：100-101學年度每月平均借閱
量為972本，102-103學年度每月平均借閱量為1403本；雖然學生數因少子
化逐年遞減，每月平均借閱量不但未減反而增加431本，可見學生借閱書
籍量逐年攀升激增。
(四) 結合家長志工團隊，連結社區提供資源。
1. 有效進行資源整合與運用：102-103學年度閱讀志工團協助圖書館每日借
還書與整理上架；行動書車出動120次以上；新書完成編目2197本；辦理
圖書館利用教育十八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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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結合資優班公共服務課程進行圖書小志工培訓：閱讀小志工負責國語日
報更新、書香閱讀角整理。自103年10月起至104年9月閱讀小志工總計辦
理鬼精靈、科普知識、多元文化、各行各業、海洋小公民、古靈精怪萬
聖秀等6場主題書展與2場新書介紹活動。
3. 結合社區資源共創閱讀環境：102.103年申請行天宮書箱有16班次；家長
會提供購書經費與圖書禮券；米塔麵包、摩斯漢堡、7-11、里長提供閱
讀獎勵品，支持本校閱讀教育。
(五) 具體表現與成就
1. 榮獲102年度臺北市推動兒童深耕閱讀活動團體組特優。
2. 榮獲台北市深耕閱讀計畫102年「閱冠磐石得主」。
3. 榮獲102年深耕閱讀小小說書人比賽高年級組優選(點心攤)。
4. 榮獲102年臺北市兒童深耕閱讀親子自編故事劇本兩件佳作。
5. 榮獲102學年度行天宮班級閱讀成果評選最佳獎。
6. 榮獲台北市深耕閱讀計畫103年「閱冠磐石得主」。
7.
8.
9.
10.

榮獲臺北市103年度國民小學推動兒童深耕閱讀活動推廣組團體優選。
榮獲103年深耕閱讀小小說書人比賽高年級優選(數學世界)。
榮獲103學年度行天宮班級閱讀成果評選最佳獎。
榮獲104年度小小說書人徵件活動中年級組優選、高年級組佳作。

102 學年度深耕閱讀特優

102年度閱冠磐石獎

103 年度閱冠磐石獎

肆、『培養一生一專長』的作法與成果
本校一生一專長的規劃，係以藝術及體育兩種學習領域為主，以學藝競賽、
才藝表演、運動團隊、課後學藝活動（社團）等學習活動為輔。
一、學校規劃並落實藝術或運動之多元教育活動的具體作法
本校以「溫馨、健康、卓越」為願景，規劃長安學子的『一生一專長』。課
程與教學依此脈絡發展，在正式與非正式課程中為學生專長奠基學習；同時規劃
學藝競賽、才藝表演、運動團隊、課後學藝活動（社團）等學習活動，提供學生
專長學習及專長展現的多元舞臺。
(一)活動評估：
1. 預期成效：啟發藝術學習、培育運動專長。
2. 每學年末由教務處製作全校學生護照評估統計表於公佈欄，提供老師及學
生瞭解活動執行情形，並藉以激勵學生開發潛能，追求卓越。
3. 學年末視實施成效得辦理獎勵或觀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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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費編列：所需經費由學校相關費用支付。
(三)執行配合：
1. 本活動之認證請授課教師務必盡責把關學生能力。
2. 請導師留存所有學生已通關之護照，期末收回統計並予適當鼓勵。
3. 每學年護照認證全數通過者，即由校長頒給認證證書「長安學習達人」。
二、學校訂定檢核標準及實施情形
現就本校『培養一生一專長』學生學習護照認證辦法，說明如下：
(一)實施對象：本校四至六年級學生
(二)實施日期：每年9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
(三)認證人員及標準：以導師、任課教師為主要認證人員，得輔以其他相關教職
員協助，認證標準參酌各護照能力認證內容。
(四)認證內容及摘錄：
認證
類別

認證 年
項目 級
四

通過標準
1. 能認識寒暖色系，並運用水彩完成一張彩畫作品。
2. 能運用捏塑技巧完成一件樹脂造型作品。

1.
視覺 五
2.
藝術
1.
六 2.
藝術
四

認證
人

能運用蠟筆與水彩混色技法完成一幅彩畫作品；
能了解立體造型基本原則並運用紙黏土完成一件作品。
能認識基本構圖技巧(前、中、後景)，並完成一件彩畫作品。
能認識基本造型原理，並運用素材(如冰棒棍)完成一件立體
造型作品。

美勞
老師

能吹奏直笛指定曲6選3首。1.紫竹調、2.我的家、3.河水、4.
祝你生日快樂、5.清溪水慢慢流、6.安娜羅荔

聽覺
能吹奏直笛指定曲6選3首。1.數蛤蟆、2.都銳咪之歌、3.快樂 音樂
五
藝術
的向前走、4.西風的話、5.野玫瑰、6.龍貓
老師
六

能吹奏直笛指定曲6選3首。1.銀鈴、2.乘著歌聲的翅膀、3.天
空之城、4.神隱少女、5.風中奇緣、6.Proud of You

四 能20秒內完成80公尺短跑。
田徑 五 能25秒內用蹲踞式起跑完成彎道100公尺短跑。
六 能22秒內用蹲踞式起跑完成彎道100公尺短跑。
四 能15M捷泳（正確換氣2次以上）。
運動

游泳 五 25M捷泳、蛙式（2選1）。
六 50M捷泳、蛙式（2選1）。
1. 能完成全場直線及S型來回運球。
籃球 四 2. 能做出投籃動作10球進3球。
3. 能進行1對1的籃球鬥牛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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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籃球

1. 能完成雙人胸前傳球全場距離不掉球。
五 2. 籃下30秒能投進5球。
3. 能進行3對3的籃球鬥牛賽。

體育
老師

1. 能做出運球3步上籃動作，10球進3球。
六 2. 籃下30秒能投進8球。
3. 能進行全場的籃球比賽。
三、『培養一生一專長』的實施成果
本校推動學生學習護照的認證，鼓勵運動與藝術的展能，對「培養一生一專
長」具有激發學習興趣與提升能力的效益，實施成果說明如下：
(一)達成指標
1. 有規劃並落實藝術或運動專長之多元教育活動。
2. 有認證標準之藝術或運動專長項目至少 5 項。
3. 國小四到六年級之全校學生擁有至少 1 項藝術或運動之專長。
(二)認證推動辦法與執行歷程
1. 由教師團隊研訂認證項目與標準提領域小組會議與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後，據以執行。
2. 各科授課老師進行認證，各年級通過藝術或運動專長分項統計數據如
下：
(1) 藝術專長
視覺藝術
聽覺藝術
學生
年級
人數 通過人數
比例
通過人數
比例

年級

四年級

82

77

93.9%

64

78%

五年級

70

63

90%

42

60%

六年級

98

94

96%

87

88.8%

93.6%

193

77.2%

合計
250
234
(2) 運動專長
田徑
學生
人數 通過人數
比例

游泳

籃球

通過人數

比例

通過人數

比例

四年級

82

76

92.7%

46

56.1%

55

67.1%

五年級

70

57

81.4%

43

61.4%

56

80%

六年級

98

92

93.9%

80

81.6%

80

81.6%

合計

250

225

90%

169

67.6%

191

76.4%

全校學生擁有一項藝術或運動專長之人數統計表
全校學生人數：459 人

全校四到六年級學生人數：250 人

一生一專長之人數：241 人
（四到六年級學生）
學生擁有專長人次統計
（可複選計算）

佔全校四到六年級學生人數百分比
96.4%
藝術類

運動類

241 人次

236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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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專長─視覺藝術認證

藝術專長─聽覺藝術認證

運動專長─田徑認證

運動專長─游泳認證

運動專長─籃球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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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班際運動競賽、才藝展能

西非曼丁鼓社的學習

游泳教學向下延伸

一年級呼拉圈比賽

二年級跳繩比賽。

三年級足球射門比賽。

四年級棒球擲準比賽。

五年級樂樂棒球比賽。

班際游泳接力賽。

說唱藝術社練習情形。

說唱藝術社 於校際 交流 辦理學生才藝競賽，讓學 兒童節慶 祝大 會以學生
活動表演。
生展現才能。
為主體，讓孩子表現專長

伍、『確保一個都不少』的作法與成果
本校對於『確保一個都不少』採取預防宣導與積極關懷的作法，包括中輟生
輔導方案、弱勢學生的支持與補助、學習落後學生的補救教學等各項方案的實施
成果說明如下：
一、學校對中輟生輔導之方案
為了達成『確保一個都不少』零中輟的目標，本校實施對高風險家庭保持密
切聯繫，具體作法與成果說明如下：
(一) 「對中輟生輔導」的具體作法
1. 建置預防缺課措施：
針對可能缺課或瀕臨中輟的學生，建立即時處理程序：
了解學生狀況→每天電話關心→家訪勸導→復課→課業輔導。
2. 中輟生輔導措施：
（1） 落實中輟生教育程序：通報→尋找→復學→輔導。
（2） 建立高風險家庭學生資料，並與家長保持密切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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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合社會資源，輔導中輟生適應回校後之生活及學習。
（4） 訂定個別教育計畫。
(二)「對中輟生輔導」的實施成果
1. 對高風險家庭建置關懷名冊，適時提供支援與協助，高風險家庭人數由7
名降至4名，更讓學生均能安心就學。
2. 本校建置「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輔導實施計畫」、「中途輟學學生鑑定
安置輔導小組」、「家庭訪問實施辦法」等預防缺課措施完善，自102
學年度起沒有中輟生和缺課學生，達成「零中輟」目標。
二、 學校對弱勢族群及低社經背景家庭之學生的協助及補助方案
本校對於弱勢族群及低社經背景家庭之學生積極關懷，尤其是提供補助與資
源，具體作法與實施成果說明如下：
(一)「對弱勢族群及低社經背景家庭學生的協助及補助」的具體作法
1. 建立關懷名冊：級任導師隨時掌握學生家庭動態，隨時將需要幫助學童
通報輔導室，建立學童關懷名冊。
2. 發揮校園關懷：
（1） 啟動教育儲蓄戶、仁愛基金急難救助
（2） 回收舊制服及教科書供重複使用
（3） 辦理外配子女小團體輔導(藝術治療、教育輔導)
3. 善用社會資源：
（1） 世界和平會提供7位弱勢學童免費觀賞戲劇
（2） 世界和平會提供3位弱勢生早餐
（3） 聯絡心理師、社工師蒞校協助學生個案輔導
（4） 說故事志工家長導讀繪本
（5） 13位袋鼠志工利用晨光時間進行23名學生課業輔導。
（6） 為弱勢學生申請政府民間單位各項獎助學金等。

世界和平會提供弱勢生
心理師、社工師蒞校協助
袋鼠志工協助課業輔導。
早餐。
學生個案輔導。
(二)「對弱勢族群及低社經背景家庭學生的協助及補助」的實施成果
1. 引進社區資源，對弱勢學生及低社經背景家庭之學生的協助，其補助情
形如下表。
資源名稱
長安仁愛基金
教育儲蓄戶專款
學產基金
原住民助學金
課後照顧
菩提慈善基金會

協助對象
急難家庭
急難家庭
低收入戶學童
原住民學童
低收入戶學童
清寒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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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受惠人數

核用額度

18
4
21
7
21
38

依急需申請審核
依急需申請審核
最高 1000 元
依政府核發
依政府核發
每名 1000 元

申請編號：104343603
五福財神廟獎助金
退休校長協會

清寒學生
急難家庭

15
1

每名 3000 元
每名 5000 元

行天宮文教基金會

急難家庭

1

每名 3000 元

2. 總計上表，本學年度共協助126人次，累計共資助141000元整。
3. 級任老師依學生家庭狀況，主動幫其申請仁愛基金，而學生不需付任何
證明書，由仁愛基金支付學期所需費用。全力協助弱勢家庭學生，讓長
安學生能夠在學校安心求學，不受大環境干擾學習。
三、學校對學習落後及適應困難學生的補救教學與輔導機制
對於學習落後及適應困難學生，招募志工、引進社區資源，提供補救教學與
輔導機制，具體作法與實施成果說明如下：
(一) 「對學習落後及適應困難學生的補救教學與輔導」的具體作法
1. 發揮「教學及輔導學生機制」
（1） 健全一級預防機制：全面提升教師輔導知能，增進一般教師輔導理
念融入教學、提高辨識學生行為問題的能力、知曉危機處理程序、
扮演好導師及認輔教師角色、會運用班級經營技巧，以及團體動力，
營造優質班風，願意個別關懷適應困難及行為偏差學生。
（2） 二級預防工作：學校輔導室針對受輔學生中有需要的個案，安排教
師進行個別輔導及小團體輔導。
（3） 三級預防的工作：建置與運作學校輔導網絡，針對特別輔導個案引
進資源協助診斷治療及必要復健工作。
2. 鼓勵全校教師參與認輔學生
（1） 針對各類需要幫助學生，建立基本資料，邀集全體教師全面參與認
輔學生，給予受輔個案個別關懷及愛心陪伴，周延紮實照顧學生。
（2） 發揮兼任輔導教師功能，執行發展性及介入性輔導措施。
（3） 引進社會資源協助認輔：
3. 全面輔導觀照適應困難學生
實施個案輔導及人際關係及情緒管理團體輔導，必要時進行人際關係及
性平教育之班級輔導。
4. 強化危機處理小組運作
加強校園暴力、性騷擾等嚴重干擾教學秩序行為之宣導、預防，並精熟
通報流程、危機處理流程與模式。
5. 提供精緻轉銜服務
（1） 落實轉銜服務：每位弱勢學生在轉換環境的資料能無接縫銜接，讓
下一階段教師快速認識學生背景。
（2） 落實特教生個別輔導，確實執行IEP教學計畫。
6. 引進社區資源
（1） 袋鼠志工利用晨光時間進行國語、數學、英語個別補救教學
（2） 臺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協助學生個案輔導
（3） 引進厝邊頭尾協會協助生命教育課程。
（4） 引進純潔協會、台灣生命之光協會協助辦理性平教育、特教宣導。
(二)「對學習落後及適應困難學生的補救教學與輔導」實施成果
1. 對高關懷、偏差行為、情緒困擾學生，輔導團隊加心理師或專業社工人
員協助，給學生矯治性諮商及身心復健，學生明顯進步，適應學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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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國小協助學習落後及適應困難學生之項目一覽表
協助項目
弱勢
低收 家庭 團體 攜手 補救 個案 資源 轉介 肢動
類別
入戶 訪視 輔導 激勵 教學 輔導 班
服務 訓練
學習
1
38
18
23
2
10
4
0
弱勢
16 人
適應
2
4
0
0
10
7
2
6
困難
2. 認輔學生表示覺知自身情緒更穩定，變得快樂有自信，更加喜歡自己，
也表示更能和同學相處，課業也因之而進步。
3. 在13位袋鼠志工利用晨光時間進行國語、數學、英語個別補救教學後，
23名學生在班上學業表現進步者有15名，可見效果顯著。

厝邊頭尾協會協助生命 袋鼠志工利用晨光時間 關照適應困難學生，進行
教育課程。
進行個別補救教學。
人際關係性平班級輔導。

提升教師輔導知能，增進 引進 社會資源 辦理性平 對需特別輔導個案，引進
輔導融入教學。
教育、特教宣導。
資源協助診斷治療。
四、學校能以正向輔導與管教方式施教
本校以品德教育為核心，整合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落實生命教育、性別
平等教育、春暉教育等之實施，孕育接納、關懷、溫馨、互助校園文化。
(一) 「以正向輔導與管教方式施教」的具體作法
1. 建立機制
（1） 與家長會、教師會訂「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與正向管教計畫。
（2） 成立學生獎懲與申訴委員會：以利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適性發展，
並培養健全人格。
（3） 建立處理違法處罰學生事件的機制。
（4） 建立「台北市中山區長安國小榮譽制度實施辦法」，提供獎勵鼓勵
學生正向行為。
2. 團隊分工
（1） 建構支援網絡：行政團隊主動協助教師因學生不服輔導或管教等情
形，化解教學困擾，強化教師專業知能。
（2） 辦理教師增能：辦理教師進修與提供成功案例，增進教師輔導知能，
激勵教師經營友善學習的教室。
18

申請編號：104343603
（3） 引進輔導資源：善用社會資源，提供教師輔導與管教之諮詢，發揮
團隊輔導成效。
3. 落實績效
（1） 定期檢核校園正向管教：訂定正向管教策略，教師每月自行檢核。
（2） 營造溫馨的校園文化：型塑親師生接納、關懷、互助的環境氛圍。
(二)「以正向輔導與管教方式施教」的實施成果
1. 本校教師均能透過教學並使用正向輔導策略的班級處理法，降低學生問
題行為，增加學生正向行為。
2. 103學年度學校未出現教師體罰事件，達成「零體罰」目標。。
3. 本校自從實施榮譽制度後，有效減少學生偏差行為，學生正向行為有顯
著增加。103學年度總計榮獲榮譽兒童金質獎者有9位、榮譽兒童銀質獎
者有49位、榮譽兒童銅質獎者有86位。

辦理教師研習進修，增進 辦理開學迎新活動，營造 辦理敬師感恩活動，激發
班級經營技巧。
溫馨關懷校園。
親師謝恩態度。

陸、綜合效益
一、學生學習
(一) 閱讀為本校特色課程，本校致力將閱讀教育融入各領域教學，有效提升學生
的語文能力及競爭力。學生參加語文及閱讀相關競賽，獲獎頻傳；本校周善
柔老師及徐佑琪老師分別於102及103年度連續獲得臺北市深耕閱讀磐石
獎。
(二) 課後社團發展蓬勃，至今本校共有16個社團在運作；除此之外，本校學生團
隊有棒球隊、田徑隊、桌球隊、毽子隊、圍棋隊、合唱團及說唱藝術社，提
供學生選擇，擴大培養專長的機會，達一生一專長的效益。
(三) 擴大培養專長的機會，打破班級界限，提供學生選擇，達一生一專長的效益。
二、教師專業
(一) 激勵教師精進專業知能，參與教師行動研究、教學檔案製作、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教學輔導教師方案。
(二) 組織專業學習社群，教師能透過領域備課自主研討與分享、輔導特教知能進
修研習，實施有效教學。
(三) 檢視學生學習成效，結合教室走察、校長觀課、學習共同體等，回歸教育本
質，積極關懷與正向管教，教育愛，帶好每一位學生。
三、家長參與
(一) 家長會與學校互動良好，正向參與學校各項會議與活動等學校事務，極為信
賴與支持學校，成為學校辦學有力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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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長愛心服務團積極參與學校服務性工作，有系統、有組織的為全校師生提
供最佳的、全心的協助與服務，是學校最得力的助手。曾獲內政部全國績優
志工團隊獎、臺北市優良志工團隊金鑽獎、青輔會青年志願服務績優團隊獎、
臺北市志願服務協會十大績優志工團體獎。
(三) 家長參與協助班級學習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強化親師的互信力與凝
聚力，是學校教育的好夥伴。
四、學校品牌
(一) 榮獲102學年度全國中輟輔導績優學校。
(二) 榮獲臺北市教育局推展家庭教育：102年度績優團體工作獎、績優工作人員。
(三) 榮獲臺北市政府102年度體育推展有功人員-優秀教練獎。
(四) 榮獲臺北市杏壇芬芳錄：102年潔牙志工；103年導護志工分別獲選。
(五) 榮獲臺北市特殊優良教師：102學年度(導師類) ；104學年度(數學類)殊榮。
(六) 榮獲臺北市行動研究：第15屆榮獲一件特優；第16屆榮獲一件特優、佳作三
件，團體成績第三名。
(七) 榮獲臺北市推動兒童深耕閱讀活動學校團體：102年度特優；103年度優選。
(八) 榮獲臺北市深耕閱讀閱冠磐石：102年度【悅讀】獎；103年【書城】獎。
(九) 榮獲友善校園活動：102學年度第2學期~103學年度第2學期國小組績優學
校。
(十) 榮獲深耕閱讀小小說書人比賽：103年高年級優選；104年度中年級優選與高
年級佳作。
(十一) 榮獲行天宮班級閱讀成果評選：102學年度、103學年度均為最佳獎。
(十二) 榮獲臺北市國民中小學相聲比賽：102年度丙組對口特優；103年度單口
特優與對口佳作；104年榮獲丙單口組優選、乙對口組佳作。
(十三) 榮獲臺北市兒童美術創作2014春季展。
(十四) 榮獲103年扶輪社兒童電腦繪畫比賽中高年級兩組雙料冠軍。
(十五) 榮獲2013機關王臺灣選拔賽與2013世界機關王總決賽金牌、銀牌。
(十六) 榮獲臺北市專題式網頁競賽：第11屆「中華職棒24年經典再起」第二名；
第12屆觀光資源類第1名(白金獎)，其他議題類第2名。
(十七) 榮獲國際學校網界博覽會：2015白金獎(第一名)。
(十八) 榮獲臺北市氣象探究競賽：103年兩組佳作；104年度榮獲優等、佳作。
(十九) 榮獲多語文競賽：102年閩南語朗讀優等、客語演說優等、客語朗讀優等、
太魯閣歌唱第1名；103年國語朗讀優等、閩南語朗讀優等、阿美族歌唱優
等；104年國語朗讀優等、阿美族朗讀歌唱第2名、優等、歌唱第6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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