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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07年度新北之星特色學校徵選計畫 

 

 

 

參加類型:特色品牌組(永續之星) 

  

 

 

  

 

  

 

 

 

 

 

 

 

 

 

 

學校名稱：汐止區東山國小 
負責人：林秀雲校長 
聯絡人：林嘉怡主任 
聯絡電話：2641-6170 分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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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願景與理念目的  

 一、東山特色學校背景: 

 (一) 姜子寮畔石硿子 菁桐古道連平溪 

本校位於汐止通往平溪菁桐的產業道路上，面山（姜子寮山）

臨水（石硿子溪），校地僅 0.34公頃，堪稱「新北市最迷你的普

通公立小學」。 

 (二) 雙生茄苳護東山 生態渾然自天成 

東山校門口的兩棵茄苳樹，鬱鬱蒼蒼的林蔭為孩子們撐起了

一片學習樂園的天空，每個從東山畢業的孩子，都可以說出屬於

自己的茄苳故事。 

 (三) 諾亞蕨類生態村 蕨茄東山綠啟航 

蕨類適合生長於森林底層的低濕環境，正與東山所在位置不謀而合；這使得學校恰似一艘綠色

海洋中的諾亞方舟，不但孕育了「蕨」「茄
ㄐ
ㄧ
ㄚ」生態環境，更為孩子們的學習持續向前航行！ 

 二、學校特色理念的發展緣起及轉換歷程:  

  (一) 危機就是轉機-茄苳「蕨」處逢生 

在去年推動「茄
ㄐ
ㄧ
ㄚ苳」課程時，學生發現到茄苳樹不若往年枝繁葉茂，在師生深入探究後，從

茄苳上的附生植物開始，發現學校到處蘊藏著不起眼卻種類豐富的原生蕨類。教師們感受到特色課

程不但為孩子們開啟「自然」之眼，也對發展特色學校方案更具信心。 

  (二) 開展「互動能力」-導入「學習共同體」理念 

106學年度首度參加全國「營造空間美學與發展特色學校」競賽即榮獲優等，107年度有更多

夥伴投入規劃，教師們透過對話提出以「蕨」類元素加入原有「茄
ㄐ
ㄧ
ㄚ苳」成為雙主題，編入「生態」、

「藝術」「閱讀」校本課程以及增列具 Maker 精神的「生活實踐(簡稱「生活」)」主題課程。接續

找出「永續(Balance)、欣賞(Enjoy)、分享(Share)及思考(Think) 」的「BEST核心價值」作為課程發

展主軸，以更貼近 12年國教核心素養的理念與精神。 

具體策略為導入「學習共同體」，實踐教師專業「共好」，並營造積極「互動」的校園空間(如：

參與式設計)，以促進學生合作學習、從生活中學習。方案轉化歷程也如同集結民間智力結晶的「四

巧板」變化，從期望每個孩子成為獨一無二的大樹，進展為擔綱在地與世界溝通的橋樑角色(如圖)。 

 

   
課程圖像說明：學生能像「茄苳樹」般向上發展各自的天賦，進而開展各種互動能力，建立具本土意識的國際視野，

成為在地與世界融合交流的「橋樑」。 

《蕨地武士》  

隱身在林蔭下  沿著 

石壁匍匐前進  或 

樹幹攀緣而上 

只為爭取一席陽光 

光明  是他們堅定不移的信仰 

-五甲何沛儒創作 邱意潼繪圖- 

 

「1茄
ㄐ
ㄧ
ㄚ1(T.R.E.E.)方案」         「蕨茄

ㄐ
ㄧ
ㄚ(B.E.S.T.)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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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東山願景、核心價值、理念與目的: 

   以「展現蕨茄
ㄐ
ㄧ
ㄚ (意喻絕佳) 實力」願景引領，實踐「BEST」理念，培養「護環境、揚美力、樂分享、

喜思考」的東山兒童為目的，讓孩子接軌世界、自信翱翔。 
 

貳、課程規劃與設計-系統化之素養導向課程架構  

一、「蕨茄
ㄐ
ㄧ
ㄚ」課程發展論述 

(一) 遇生存危機，茄苳「蕨」處逢生-融入生態課程 

度過危機的茄苳樹讓全校師生更珍惜，而因此發現的蕨類也成為另一個值得探究之議題。透過觀

察及研究，學生能夠增進對茄苳老樹及在地蕨類有進一步認識，學會對資訊進行分析、歸納，完成創

意導覽解說，進而習得對自然山林的尊敬及保育。 

(二) 揮灑美感力，打造「蕨」色校園-融入藝術課程 

    運用茄苳及蕨類兩大主題素材，並結合校內發展陶藝、版畫、踢踏舞及皮影戲等多元媒材，讓

學生運用五官及知、情、意、行四者合一進行創作，並給予舞台鼓勵發表，進行校園空間營造，從

中涵養生活美學。 

(三) 用文字語言，暢游「蕨茄」風情-融入閱讀課程 

    結合茄苳及蕨類兩大主題探究，透過走讀在地歷史及生態步道，以及賞析語言詩文之美，進行

閱讀、童詩、撰稿、劇本等創作，整合地方資源及人力，建立社區共通語言及向心力，期待孩子以

實際行動關懷家鄉與土地。 

(四) 翻轉教與學，為未來大「茄」分-融入生活課程 

    學校向來擁有「教師共學」的優良文化，透過特色學校方案，發揮團隊創意、翻轉教與學，設

計跨學科/領域的多元展能課程，冀盼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生活應用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亦即培養

孩子成為具有國際競合能力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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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價值: Balance 永續 

理念:永續平衡 

目的:培育愛護環境素養 

核心價值: Enjoy 欣賞 

理念:喜愛藝文 

目的: 涵養美感體驗素養 

核心價值: Think 思考 

理念:系統思考 

目的:培養系統思辨素養 

核心價值: Share 分享 

理念:創意共享 

目的: 啟發創客分享素養 

 

願景： 

展現絕佳實力 

讓世界看見 

 

 

 

 

 

 

 

 

我們 

生態茄 

藝術茄 

生活茄 

閱讀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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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蕨茄
ㄐ
ㄧ
ㄚ」課程架構 

 

四大課程 生態茄~茄叢綠蕨春 藝術茄~茄叢新蕨色 

核心價植 永續 欣賞 

理念 Balance永續平衡 Enjoy喜愛藝文 

課程目標 培育愛護環境素養 涵養美感體驗素養 

學習重點 

認知：認識蕨類及茄苳的特徵、繁殖方式。 

技能：透過觀察及研究，對資訊作適切處理，進行

創意導覽解說。 

情意：讓學生習得對校園環境的愛惜、對自然山林

的尊敬。 

認知：認識創作的方式及色彩的運用。   

技能：創意發想完成自己的作品及表演。 

情意：欣賞別人及大師的作品，感受不同形式

的藝術形式。 

學習內容

/ 

領域節數 

低年級：蕨茄好環境 / 生活 4、綜合 4 

中年級：蕨茄綠房客 / 自然 4、綜合 4 

高年級：蕨茄導覽員 / 自然 3、社會 4 

低年級：蕨茄樂陶趣 / 生活 4 

中年級：蕨茄藝版畫 / 藝文 4、彈性 2 

高年級：蕨茄皮踏舞 / 藝文 4、實驗 18 

空間美學 生態池綠化特色工程 茄苳樹旁牆面美化工程 

適性評量 實作評量 感官記錄 合作學習 分享發表 實作評量 分享發表 小組討論 團隊共學 

學生學習

素養檢核 

◎能仔細觀察蕨、茄苳並完成紀錄 

◎能歸納茄苳樹上與附近活動動物之關係 

◎能依據習得知識以及比較特徵發表想法 

◎能進行植物導覽解說 

◎能說出東山在水返腳的歷史以及御大禮植樹紀念

碑的意義 

◎能說出蕨、茄苳葉的形狀和觸感 

◎能完成以蕨、茄苳為主題的陶盆、版畫、踢

踏舞及皮影劇本的創作 

◎透過義賣與他人分享蕨、茄苳之美 

◎能完成踢踏舞及皮影戲的展演 

課程評鑑 

P-規劃茄苳樹與蕨類生態教學計畫 

D-執行茄苳樹與蕨類相關生態教學 

C-檢核與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    

A-進行後設評鑑，並修正教學 

P-規劃茄苳樹與蕨類藝文教學計畫 

D-執行茄苳樹與蕨類相關藝文教學 

C-檢核與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    

A-進行後設評鑑，並修正教學 

四大課程 生活茄~茄叢創蕨芽 閱讀茄~茄叢訴蕨語 

核心價植 分享 思考 

理念 Share創意共享 Think系統思考 

課程目標 啟發創客分享素養 養成系統思辨素養 

學習重點 

認知：能認識茄苳樹及各樣蕨類在生活中的用途。 

技能：能進行茄苳樹及各樣蕨類相關課程的生活體

驗。 

情意：能參與活動，欣賞他人作品，進而關懷他人。 

認知:認識水返腳以及茄苳樹與蕨類植物的在

地歷史。 

技能:了解在地文化與生態，培訓播報解說茄

苳樹及蕨類的能力與技巧。 

情意:走讀、踏查、欣賞茄苳老樹和蕨類與詩

文間的美，提升文化素養。 

學習內容

/ 

領域節數 

低年級：蕨茄綠手指 / 生活 4 

中年級：蕨茄勇攀樹 / 綜合 4 

高年級：蕨茄樂食農 / 綜合 6 

低年級：蕨茄喜閱者 / 國語 4、綜合 4 

中年級：蕨茄詩情君 / 國語 4、綜合 4 高年

級：蕨茄小主播 / 國語 4、綜合 4 

空間美學 東山農場溫室改建工程 生態人文走廊改善工程 

適性評量 五感觀察 體驗學習 實作創客 合作學習 閱讀賞析 心得分享 作品發表 合作共創 

學生學習

素養檢核 

◎能比較蕨類孢子、茄苳種子的差別 

◎能蒐集蕨茄植物，栽植、繪畫創意盆景盆栽 

◎學會攀樹基本繩結，透過攀樹認識附生茄苳樹上

的房客(蕨類、動物)，並體驗攀樹的樂趣 

◎能種植可食蕨類，並認識茄苳、蕨類可做成的料

理 

◎能製作創意料理並能相互分享、給予回饋 

◎能說出學校與茄苳樹的關係 

◎能觀察並敘述蕨類的特性 

◎能閱讀探索茄苳及蕨類相關資料，並進行詩

文或小書創作 

◎能應用新聞寫作進行採訪、編寫環境劇劇

本、操作戲偶進行表演 

課程評鑑 

P規劃茄苳樹與蕨類生活教學計畫 

D執行茄苳樹與蕨類相關生活教學 

C檢核與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 

A進行後設評鑑，並修正教學 

P-規劃茄苳樹與蕨類語文教學計畫。 

D-執行茄苳樹與蕨類相關語文教學 

C-檢核與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    

A-進行後設評鑑，並修正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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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有效教學與創新  

一、生態茄~茄叢綠蕨春 

學習重點 

認知：認識蕨類及茄苳的特徵、繁殖方式。 

技能：透過觀察及研究，對資訊作適切處理，進行創意導覽解說。 

情意：讓學生習得對校園環境的愛惜、對自然山林的尊敬。 

年級 低 中 高 

教學單元 蕨茄好環境 蕨茄綠房客 蕨茄導覽員 

領域節數 生活 4 綜合 4 自然 4 綜合 4 自然 3 社會 4 

核心素養 
生-E-A2 生-E-B2 

生-E-C1 綜-E-B3 

自-E-A3自-E-B1 

綜-E-B3 綜-U-A1 

自-E-A1自-E-B1 

綜-E-A1綜-E-B3 

優
化
學
生
學
習 

學習 
內容 

◎踏查：走訪植物所在區域 

◎概念：植物構造觀察重點 

◎歸納：認識比較環境異同 

◎踏查：走訪植物所在區域 

◎概念：與學校動植物互動 

◎歸納：動植物的生活異同 

◎踏查：將所學設為導覽點 

◎概念：導覽詞的撰寫 

◎歸納：寫出導覽詞並能施行 

學習 
表現 

◎了解：描繪記錄外型特徵 

◎推理：分析歸納外型特徵 

◎發表：描述走訪植物 

◎了解：記錄動植物環境特徵 

◎推理：分析歸納環境特徵 

◎發表：描述走訪動植物 

◎了解：說出導覽詞 

◎推理：安排導覽行程 

◎發表：實際帶領導覽 

多元化教材 
自編校園植物手冊 

康軒生活(二上 6) 

自編蕨茄筆記教材 

康軒自然(三上 1、四下 3) 

自編導覽課程 

康軒自然(五上 2)、社會(六上 2) 

活化教法 五感觀察 體驗學習 問思教學 五感觀察 心智繪圖 探究教學 心智繪圖 引導創作 資訊融入 

創新特色 

教學 

觀察入微：結合生活的教學力 

體驗實作：保留自然的美感力 

共學同榮：互相合作的學習力 

發表展能：表達分享的溝通力 

觀摩續學：蕨類知識的增能力 

創意無限：環境合作的創作力 

體驗實作：保留自然的美感力 

發表展能：表達分享的溝通力 

實作啟發：開啟全新的創造力 

創意無限：環境合作的創作力 

共學同榮：互相合作的學習力 

發表展能：表達分享的溝通力 

適性評量 紙筆評量 合作學習 實作評量 實作評量 發表分享 小組討論 團隊學習 實作評量 團隊共學 

學生學習 

素養檢核 

◎能仔細觀察並完成紀錄 

◎能簡單分辨/分類觀察結果 

◎能依據習得知識說明想法 

◎能完成動植物的環境紀錄 

◎能整理特徵比較 

◎能依據所學發表個人想法 

◎能進行植物導覽解說 

◎能歸納茄苳與樹上動物之關

係 

◎能說出東山在水返腳的歷史

以及御大禮植樹紀念碑的意義 

教師領導 專心觀察 小組討論 積極發表 分組合作 積極參與 分享發表 分組合作 積極參與 分享發表 

教師社群 
◎成立蕨類植物和茄苳樹的校園踏查社群，於每學期舉辦相關教師研習，透過觀察與實作等方式，

進行校內教學共備以及自我教學力的提升。 

課程評鑑 
P-規劃茄苳樹與蕨類生態教學計畫        D-執行茄苳樹與蕨類相關生態教學 

C-檢核與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            A-進行後實施評鑑，並修正教學 

教學實踐 

 

             
  教師認識蕨類    學生認識蕨類   描繪著生茄苳蕨類 發現茄苳斑蛾  撿拾茄苳雄花  學生簡介茄苳 

 

 



 P.6 

 

二、藝術茄~茄叢新蕨色 

教學目標 

認知：認識創作的方式及色彩的運用。 

技能：創意發想完成自己的作品及表演。 

情意：欣賞別人及大師的作品，感受不同形式的藝術形式。 

年級 低 中 高 

教學單元 蕨茄樂陶趣 蕨茄藝版畫 蕨茄皮踏舞 

領域節數 生活 4 藝文 4彈性 2 藝文 4實驗課程 18（高） 

核心素養 
藝-E-A1、藝-E-B3、藝-E-A3藝

-E-C1、生活-E-A3、自-E-C1 

藝-E-A2、藝-E-B1、視 E-Ⅱ-1

藝-E-C3、、自-E-A1、自-E-B3 

藝-E-C2、視 E-Ⅲ-3、視 E-Ⅲ

-3、視 P-Ⅲ-1、綜-E-C2 

優

化

學

生

學

習 

學習 

內容 
◎社會回饋：火車站義賣贈禮 

◎典範學習：透過廖繼春、莫內

和楊忠銘作品，學習創作時應

有的態度 

◎團隊合作：透過團隊練習，練

習與他人工作時應有的態度 

◎社會學習:公演時，讓學生有機

會體驗如何準備表演 

學習 

表現 

◎校園踏查：觀察蕨類和茄苳樹

的特色 

◎藝術創作：完成茄苳或蕨類為

主題的小陶盆 

◎植栽美綠：製陶盆種植茄苳 

◎思考觀察：認識作品色彩與自

然景物的關係 

◎拼貼版畫:利用茄苳樹或蕨類

植物完成創作 

◎合作學習：培養與同儕突破創

作瓶頸的能力 

◎精熟技藝：針對皮影戲、踢踏

舞的技巧，進行再精進的練習 

◎校外展演:美蕨踢踏舞、遠雄傳

藝節公演 

◎茄偶創作:美茄影偶景製作 

多元化教

材 

自編蕨藝、茄苳單元教材 

康軒生活(一上 2、二上 5) 

自編蕨藝、茄苳單元教材 

翰林藝文(三上 3)、南一藝文(四

上 1) 

自編踢踏舞、皮影戲教材 

南一藝文(五上 5) 

活化教法 
素材選擇、繪畫創作 

素材選擇、品格教育 

繪畫指導、引導思考 

引導創作、繪畫指導 

舞蹈引導、題材選擇 

戲劇創作、戲偶操作 

創新特色 

教學 

觀察入微：結合生活的教學力 

體驗實作：保留自然的美感力 

發表展能：學習分享的同理力 

共學同榮：互相合作的學習力 

觀摩續學：蕨類知識的增能力 

創意無限：環境合作的創作力 

體驗實作：保留自然的美感力 

共學分享：互相合作的學習力 

實作啟發：開啟全新的創造力 

創意無限：環境合作的創作力 

發表實作：發現樂學的編劇力 

共學共存：互相合作的學習力 

適性評量 實作評量 分享發表 團隊共創 實作評量 發表分享 小組討論 團隊學習 實作評量 團隊共學 

學生學習 

素養檢核 

◎能說出蕨類形狀和摸的觸感 

◎能完成蕨類葉子的創作 

◎透過義賣與他人分享茄苳美 

◎能運用陶藝技法創作出作品 

◎能運用典範作品為靈感來源 

◎能共同討論作品並提出建議 

◎能說出茄苳樹的生長特色 

◎能完成茄苳版畫並進行分享 

◎能用茄苳為主題創作舞碼 

◎能完成相關舞蹈的展演 

◎能用蕨類為主題創作劇本 

◎能完成相關戲劇的展演 

教師領導 積極參與 專心觀察 小組討論 學習態度 積極實作 分享發表 學習典範 積極實 積極參與 

教師社群 

◎成立蕨類植物和茄苳樹的校園踏查社群，於每學期舉辦相關教師研習，透過觀察與實作等方式，進

行校內教學共備以及自我教學力的提升。 

◎藉由實作陶藝作品、繪畫作品等，讓教師群進行省思回饋。 

課程評鑑 
P-規劃茄苳樹與蕨類藝文教學計畫        D-執行茄苳樹與蕨類相關藝文教學 

C-檢核與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            A-進行後實施評鑑，並修正教學 

教學實踐 

 

 
 教師陶藝增能  學生陶藝創作    蕨類絹印版畫 以蕨編舞理念 茄苳佈景集體創作 茄苳故事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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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茄~茄叢創蕨芽 

教學目標 

認知：能認識茄苳樹及各樣蕨類在生活中的用途。 

技能：能進行茄苳樹及各樣蕨類相關課程的生活體驗。 

情意：能參與活動，欣賞他人作品，進而關懷他人。 

年級 低 中 高 

教學單元 蕨茄綠手指 蕨茄勇攀樹 蕨茄樂食農 

領域節數 生活 4節 綜合 4節 綜合 6節 

核心素養 
生活-E-A3、生活-E-B3 

環 E1、國-E-B3 

綜-E-A2 

環 E3、國-E-C2 

綜-E-A3、綜-E-B3 

環 E2、國-E-C2 

優

化

學

生

學

習 

學習 

內容 

◎蕨茄觀察：觀察校園蕨類及茄

苳種子 

◎種植體驗：利用自製的陶盆，

種植蕨類、茄苳 

◎展望未來：想像盆景未來樣子 

◎欣賞回饋：欣賞作品給予回饋 

◎勇氣故事：分享不同勇氣的故

事 

◎攀樹課程：繩結教學及安全事

項說明 

◎攀樹體驗：用繩索攀茄苳樹 

◎觀察茄苳：高處觀察寄生動

物、植物 

◎可食作物：介紹茄苳、蕨類料

理 

◎食農創客：分組種植可食蕨類 

◎創意料理：運用種植蕨類、校

園耕種食材創作料理 

◎品嚐回饋：相互品嚐，給予回

饋 

學習 

表現 

◎了解：認識蕨茄種子 

◎實作：種植盆栽 

◎想像：描繪盆栽未來的樣子 

◎欣賞：描述作品的優美之處 

◎發表：述說勇氣的故事 

◎理解：練習基本繩結及描述安

全事項 

◎體驗：操作繩索攀爬茄苳樹 

◎觀察：指出茄苳樹上的蕨類 

◎認識：敘述茄苳、蕨類相關料

理 

◎栽種：種植可食蕨類 

◎創作：呈現創作料理 

◎發表：分享料理，給予回饋 

多元化教

材 

自編校園植物手冊 

康軒生活(一下 2) 

翰林生活(二下 1) 

自編蕨茄鄉土教材 

康軒綜合(三上 2) 

翰林綜合(四上 3) 

自編蕨茄食農課程 

康軒綜合(五上 3) 

翰林綜合(六上 4) 

活化教法 五感觀察 體驗學習 陶盆手作 五感觀察 合作學習 體驗學習 合作學習 體驗學習 食農創客 

創新特色 

教學 

觀察體驗-接近自然的觀察力 

觀摩實作-追求永續的延續力 

創意無限-展現全新的創造力 

共學共享-互相合作的分享力 

細說當時-娓娓道來的故事力 

手眼兼備-有條不紊的執行力 

挑戰勇氣-激發自我的突破力 

觀察體驗-接近自然的觀察力 

言之有物-具體說明的描述力 

觀摩實作-追求永續的延續力 

創意無限-展現全新的創造力 

愛上回饋-滔滔不絕的表達力 

適性評量 實作評量 口語評量 作品發表 檔案評量 實作評量 口語評量 團隊合作 實作評量 口語評量 

學生學習 

素養檢核 

◎能比較蕨茄種子的差別 

◎能種出蕨茄綠盆景 

◎能畫出種植盆栽未來的樣子 

◎能說出作品優美的地方 

◎能和同學說出勇氣的故事 

◎學會基本繩結及注意安全事

項 

◎能體驗攀樹的樂趣 

◎能找出茄苳樹的的蕨類 

◎認識茄苳、蕨類可做成料理 

◎能種植可食蕨類 

◎能製作創意料理 

◎能相互分享料理，給予回饋 

教師領導 
友善環境、積極參與 

校園連結、盆栽創作 

友善環境、校園認同 

動手思考、攀繩互助 

創意思考、提供舞台 

分組合作、關懷行動 

教師社群 

◎成立蕨茄東山教師專業社群，透過觀察、體驗、實作、共創、分享等方式，以提升蕨茄東山課程規

劃及教師生活實踐茄的教學力。 

◎運用低中高年級研討會議、社群專業成長、研習進修、教學專業成長方案自主規劃系等方式進行增

能。 

課程評鑑 
P規劃茄苳樹與蕨類生活教學計畫         D執行茄苳樹與蕨欸相關生活教學 

C檢核及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             A進行後設評鑑，並修正教學 

教學實踐 

 

 

 

 

 

 

 

    茄苳幼苗、蕨類分株繁殖              全校攀茄苳樹            種植、採收並進行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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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閱讀茄~茄叢訴蕨語 

教學目標 

認知:認識水返腳以及茄苳樹與蕨類植物的在地歷史。 

技能:了解在地文化與生態，培訓播報解說茄苳樹及蕨類的能力與技巧。 

情意:走讀、踏查、欣賞茄苳老樹和蕨類與詩文間的美，提升文化素養。 

年級 低 中 高 

教學單元 蕨茄喜閱者 蕨茄詩情君 蕨茄小主播 

領域節數 國 4 綜 4 國 4 綜 4 國 4 綜 4 

核心素養 國-E-A1、國-E-B1、綜-2-1-1 國-E-A2、國-E-B3、自-E-C2 國-E-B、國-E-C、自-E-A2 

優
化
學
生
學
習 

學習 
內容 

◎認識-茄苳樹的生長環境特色 

◎覺察-觀察不同蕨類樣貌差異 

◎維護-校園植物生長環境維護 

◎培養-閱讀興趣及新知的好奇 

◎運用-結合多重感官記錄變化 

◎探索-完成蕨類與茄苳樹創作 

◎發展-藝文與語文雙結合之作 

◎實踐-蕨類之美故事分享評析 

◎合作-播報新聞內容蒐集撰寫 

◎參與-東山小主播的新聞播報 

◎發展-護蕨生態的皮影戲表演 

◎思考-編寫蕨類生態皮影劇本 

學習 
表現 

◎聆聽-專心聆聽，尊重發言 

◎發表-表達想法，適當提問 

◎閱讀-讀懂故事，文本理解 

◎感受-情感表達，抒發感受 

◎討論-樂於參與，論點敘述 

◎仿寫-童詩仿寫，情感抒發 

◎分辨-說話情境，情感互動 

◎擴寫-基本句型，寫作練習 

◎撰稿-段落分明，高潮迭起 

◎播報-掌握技巧，流暢表達 

◎編寫-兒童戲劇，融入蕨類 

◎解決-聆聽建議，解決問題 

多元化教

材 

自編樹的童詩、蕨類小書 

康軒國語(一下 4，二下 1) 

翰林綜合(一上 1) 

自編茄苳童詩、蕨類作文 

康軒國語(三下 8四上 3) 

南一自然(三上 1四下二) 

自編導覽、皮影戲課程 

康軒國語(五下 14六上 7)) 

南一自然(五上 2 (六上 2) 

活化教法 問思教學 探索體驗 分享發表 實作練習 仿寫示範 小組共創 訪談擬稿 導覽實作 戲劇表演 

創新特色 

教學 

觀察體驗-接近自然的觀察力 

探索啟發-捕捉生活的思考力 

樂愛閱讀-鼓勵賞析的閱讀力 

分享共好-互相合作的分享力 

實務觀察-體察生態的專注力 

觀摩實作-追求永續的延續力 

分享共好-互相合作的分享力 

創意無限-展現全新的創造力 

展現才能-鼓勵成長的學習力 

編寫文稿-開啟論述的語文力 

實作排演-開創舞台的特色力 

共學同榮-合作學習的競爭力 

適性評量 閱讀賞析 心得分享 作品發表 作品發表 資料收集 文章創作 團隊合作 創意發表 合作共創 

學生學習 

素養檢核 

◎說出學校與茄苳樹的關係 

◎能說出如何保護樹的方法 

◎能觀察不同蕨類的差異 

◎能製作茄苳或蕨類植物小書 

◎能說出人與茄苳樹的關係 

◎能說出百年茄苳樹的故事 

◎能賞析蕨類文並進行創作 

◎能觀察蕨類的特性並敘述 

◎能應用新聞寫作進行採訪 

◎能向外賓導覽校園生態 

◎能編寫蕨類的環境劇劇本 

◎能操作皮偶進行戲劇表演 

教師領導 
友善環境、積極參與 

校園連結、自我認同 

友善環境、校園認同 

合作學習、詩文創作 

創意思考、提供舞台 

分組合作、省思檢討 

教師社群 
◎辦理語文教學專業社群，透過講授、體驗、實作共學、討論提升對蕨茄特色語文創作及課程規劃

的教學能力。 

◎利用學習共同體、公開觀課與議課、研習進修、國語文領域社群對話、教師專業成長等進行增能。 

課程評鑑 
P-規劃茄苳樹與蕨類語文教學計畫        D-執行茄苳樹與蕨類相關語文教學 

C-檢核與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            A-進行後設評鑑，並修正教學 

教學實踐 

 

 
           植物小書創作    茄苳童詩創作 教師作文指導分享 播報校園新聞  為貴賓介紹茄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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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空間美學與營造  

    東山國小位於汐止山區且已創校 91年，具有悠久的文史及豐富的生態環境，再加上深耕多年的

皮影戲及陶藝課程，是一個小朋友快樂成長、多元展能的學習樂園；學校並以創造出永續經營的校

園環境，培養學生的人文情懷、帶得走的技藝及創造力，做為持續不懈的發展目標。符應新課綱強

調跨科/跨域的學習，意味教學空間不應侷限於教室內，因此，學校每年思考活化校園空間，提供一

個支持課程的美學創客環境，以提升師生美感素養。 

 

  整合學校課程及環境營造概念來執行四項空間美學工程，期望藉由空間改造工程來配合特色課程實

施，擴大學習效益，讓東山的小孩能兼具人文素養與技能學習： 

課程主題 工程名稱 課程價值與美學概念 空間領導效益 空間特色價值 

茄叢綠

蕨春 

生態池綠化 

特色工程 

1、將水車池的牆面改種薜荔等

爬藤植物來綠美化。 

2、融入校本特色蕨類植物及皮

影戲等意象，豐富生態池意涵。 

透過情境營造來提昇學校

特色品牌 

培養學生愛護環

境的能力，並內

化成為具有綠色

行動的執行力。 

茄叢新

蕨色 

茄苳樹旁牆

面美化工程 

結合學校藝文課程來製作陶板

並將陶板嵌入牆面，美化且加強

學生對學校的認同。 

透過陶藝作品的展示，讓

所有貴賓均能瞭解學校校

本課程。 

透過陶藝作品的

公開，深化學生

美感教育。 

茄叢創

蕨芽 

東山農場溫

室改建工程 

透過屋頂的設置，將東山農場改

為溫室，讓學生能不受天候影響

來進行食農課程。 

實作課程身體力行食農教

育更勝於千言萬語的解

說。 

營造食農情境，

食材直接取自學

校，目標讓碳足

跡歸零。 

茄叢訴

蕨語 

生態人文走

廊改造工程 

透過東山文史照片及本土語文

詩歌的展示，培養學生愛鄉愛土

的情懷。 

運用空間改造技巧，以潛

移默化的方式來提昇對鄉

土的親近之心。 

以活化石筆筒樹及臺灣藍

鵲來營造懷舊的情感。 

彙整東山 91 載

歷史，同時呈現

生態與文史之

美，提昇學生人

文素養。 

4.東山農場溫室改建工程 

3.茄苳樹旁牆面美化工程 

1.生態人文走廊改造工程 

2.生態池綠化特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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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題 茄叢綠蕨春 課程主題 茄叢新蕨色 

工程主題 生態池綠化特色工程 工程主題 茄苳樹旁牆面美化工程 

工程前後 施工前 施工後 工程前後 施工前 施工後 

工程前後 

  

工程前後 

 

 

施工內容

及效益 

1.種植薜荔等爬藤植物來綠美化。 

2.融入校本特色的蕨類植物及皮影

戲等概念來建構學校特色裝置藝

術。 

施工內容

及效益 

設置一面師生貴賓作品區(陶板嵌入

牆面)主題則以校園出現的動物、昆蟲

為主，讓學生去體會、感受環境與自

己的關係，也讓到訪者很快地融入對

環境的認識。 

課程相關 環境教育 課程相關 藝文課程 

 

 

課程主題 茄叢創蕨芽 課程主題 茄叢訴蕨語 

工程主題 東山農場溫室改建工程 工程主題 生態人文走廊改造工程 

工程前後 施工前 施工後 工程前後 施工前 施工後 

工程前後 

  

工程前後 

 

 

 

施工內容

及效益 

在東山農場設置屋頂及可收式網布，

用以解汐止山區多雨潮溼對農作物的

損害。並透過作中學，增進學生在解

說食農教育時有更佳的理解與體悟。 

施工內容

及效益 

1.將投射燈源改為節能燈具，改善亮度

不足問題。 

2.以藍鵲及筆筒樹為背景，串聯東山文

史照片及東山本土語文詩歌，形成生

態人文走廊。 

課程相關 食農教育 課程相關 鄉土教育、語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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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資源整合與運用  

課程主題 

工程名稱 

「茄叢綠蕨春」 

生態池綠化特色 

「茄叢新蕨色」 

茄苳樹旁牆面美化 

「茄叢創蕨芽」 

東山農場溫室改建 

「茄叢綠蕨春」 

生態人文走廊改造 

人力資源 

耆老李校友 

林智謀老師 

陳識元老師 

鄭崇趁教授 

陳寶容老師 

陳厚均老師 

蕭如訓老師 

李南國校友 

徐慶洲等家長志工 

巧藝攀樹團隊 

閱推老師 

圖書館志工 

廖正良校友 

學術、環境

資源 

農委會林試所樹木

醫學中心 

荒野協會 

汐止多元文化藝術

協會 

台灣原生植物協會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故宮博物院 

陶藝工作坊 

影子傳奇劇團 

汐止區農會 

巧木樹藝有限公司 

家長會 

新北市國語輔導團 

新北市圖書館汐止

分館 

汐止火車站 

資源應用 

生態課程規劃諮詢 

山林學校師資培訓 

生態社團課程教學 

原生植物環境營造 

藝文課程規劃諮詢 

視覺/表藝師資培訓 

藝文社團課程教學 

美感校園空間規劃 

創客課程規劃諮詢 

食農教育師資培訓 

攀樹技能指導訓練 

食農教學志工培訓 

閱讀寫作課程諮詢 

學校/社區文史諮詢 

動態閱讀師資培訓 

師生展演安排協助 

經費規劃

項目 

外聘專家學者及內聘教師、課程所需材料、CIS文宣製作 

師生創作成果等資料印刷、課程編寫資料蒐集、特色學校交流活動 

生態池綠化、茄苳樹旁牆面美化、東山農場溫室改建、生態人文走廊改造等課程及活動費用 

經費效益 

外聘專家學者辦理課程規劃及師資培訓，共計 4場 

內聘教師進行方案 CIS設計與社群分享，共計 18小時 

完成「茄叢綠蕨春」「茄叢新蕨色」「茄叢創蕨芽」「茄叢訴蕨語」等課程教案，共計 4套 

完成推展課程、行銷學校之特色方案出版品 1份 

辦理特色學校交流 2場 

辦理移地學習活動課程 3場 

 

陸、特色遊學與交流  

方案主題 活動主題 學習內涵 地點 

A東山農情 

 

A1東山農耕樂 
東山農場體驗農村樂，學習翻土、栽種、料理，

認識「從土地到餐桌」的重要。 
後山及農場 

A2東山料理王 
利用學校廚房及土窯，以學校當季的蔬果為材

料指導孩子製作沙拉和披薩。 
宿舍旁咖啡座 

B東山藝耕 

 

B1偶戲傳古藝 
認識皮影戲歷史，學習製作並彩繪現代皮影戲

偶，以及操偶體驗。 
小禮堂 

B2植物敲拓印 
運用植物花葉的天然汁液透過敲拓完成棉布

染色，不但將自然融入生活創作，也是經驗專

注與美感的最好體驗。 

圖書室 

C走讀東山 

 

C1野溪悠游趣 
運用學校旁石硿子溪進行溯溪體驗，欣賞自然

美景，並培養冒險精神。 
石硿子溪 

C2姜草古道行 
走入昔日往來姜子寮及七堵泰安瀑布的要

道，認識當地動植物、人文歷史。 
姜草越嶺古道 

C2菁桐古道行 
走入昔日往來平溪及汐止的要道，認識當地動

植物、人文歷史。 

菁桐古道及菁

桐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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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方案規劃與效益                      

  一、實施對象：全校親師及一至六年級學生 

  二、實施期程甘特圖：107年 8月至 12月 

  三、預期效益 

 

捌、經費需求與概算                

 

       時程 
 

課程主題 

107年 

8 月 9 月 1 0 月 1 1 月 1 2 月 

茄叢綠蕨春 
 

 
   

茄叢新蕨色 
     

茄叢創蕨芽 
     

茄叢訴蕨語 
     

效益層面 內涵 

特色課程 

優化學習力 

1. 發展系統化的素養導向校本特色課程，完成跨學科的課程設計、評鑑以及學

習素養檢核。 

2. 讓學生成為自發主動的終身學習者，擁有面對未來的適應力及應變力。 

餘裕教室 

活化展特色 

1. 建置石頭屋藝文教室，找回地方記憶，並作為陶藝、校史及茶道教室。 

2. 活化生態池作為生態教學用及親子共同參與建置紫嘯鶇土窯活化閒置空間。 

正向經營 

對話塑願景 

1. 利用各項集會，闡述學校發展願景，凝聚經營共識，分工合作達成目標。 

2. 結合學校教師專業社群，專業深度匯談，發展校本永續發展特色課程。 

深耕特色發展 

培養多元力 

1. 邀集在地士紳、校友及社區人士，共同討論，深耕在地認同課程。 

2. 組織異質策略聯盟，發展多元特色課程，培養學生多元能力。 

延續地方文史 

敘說講故事 

1. 辦理親子創客營隊，進行在地食農、地方文史故事、藝文教育課程。 

2. 邀請老校友及地方耆老講述地方發展故事，提升在地文化認同。 

營造媒體行銷 

建構新品牌 

1. 建置網路臉書等平臺，即時行銷學校特色課程活動，行銷學校特色。 

2. 主動邀請媒體採訪，發放新聞稿，多元行銷以建立學校新品牌。 

項次 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複價 備註 

1 外聘講師費 1,600 小時 4 6,400 配合教師進修 

2 內聘鐘點費 800 小時 15 12,000 配合特色遊學 

3 材料費-陶土 10 人/份 200 2,000 陶板製作用(含陶土、切割工具等) 

4 材料費-披薩 25 人/份 200 5,000 窯烤披薩製作用(含麵粉、材料等) 

5 材料費-盆栽     30 人/份 200 6,000 
創意盆栽製作用(含培養土、赤玉

土、水苔、線、手套等) 

6 車資 10,000 輛 1 10,000 特色學校校際交流 

7 成果印刷 8,000 式 1 8,000 印製師生創作繪本、成果資料 

8 雜支 600 式 1 600 不超過總經費之 5% 

    合計 50,000 新臺幣伍萬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