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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獎勵學校發展特色－方舟學校認證實施方案 

103學年度申請試辦期成果報告 

 

 

 

 

 

閃耀陽光˙創意無限 
 

 

 

 

 

 

 

 

 

認證主題：創造力學校 

學    校：新竹市東區陽光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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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由： 

(一)陽光，是什麼樣的學校 

「陽光是怎麼辦到的？」 

「你們是體制內的學校嗎？」 

 

    體制內的諸多限制陽光一樣都不缺，但最困難的其實是思考的框架，尤其

是關於學習、關於孩子、關於人與人之間的真實相待。夥伴們一直在思考和討

論的是：「我們到底是在控制，還是在發展孩子的行為？」 

陽光的教育觀，是以人本為基石，以人文為本質，以多元學習為核心，以

向上向善為信念，以關懷激勵為動能，以逐夢踏實為願景，而達「以孩子為主，

透過體驗，在溫暖、豐富的環境中，創造有夢踏實的人生」之教育目標。因著

教育目標，我們致力於開創一個充滿創意與人文發展的校園氛圍與文化。 

 

(二)陽光，如何營造學習 

1.營造充滿故事與想像的學校校園，涵養創意與多元的氛圍： 

    陽光的校園空間充滿想像，孩子們於其中自在適意的遊走探索，一連串人

與空間激盪光輝互動的過程，點點滴滴，創造了無數有趣動人的校園故事。 

2.以孩子為學習主體、人文精神為主軸的學校課程： 

   深具特色的校本位課程，涵蓋閱讀寫作、創意思考、環境與生活課程等，

除了系統性融入各領域中實施之外，亦透過校園內臨時性的議題，進行全校性

的課程方案。 

3.藉著想像力與創意課程的營造，提供兒童發想創造和解決問題的舞台： 

以密集的參觀訪談、專家分享、討論思辯，及至於付諸行動，建構出以解

決問題導向的教學活動與課程，著重於開啟思考、啟發想像，「為孩子築一條

通往世界的雲梯」。 

 

(三)陽光，創意無所不在 

1.在多元與紮實的課程教學中，啟動「創意課程」 

    陽光的課程觀充滿了生命力與創造力，課程內涵兼顧能力與知識、感性與

理性、藝術與邏輯、文化與創新、自由與自主，透過想像力、創造力、解決問

題能力與未來思考能力之培育課程及教學實驗，培養學生發現問題、想像問題

及解決問題的能力，發展新型態課程及內涵或其他有利於提升學生創造力之課

程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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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系統與效能的組織運作下，經營「創意社群」 

「 願景、策略、行動」是陽光組織的三大核心要素，「學生、教師、家長」

是發展的三大主體，而優質的學習組織文化是陽光永續、前瞻發展的基石，更

是經營校園創造力的不可缺少的。有鑑於此，陽光的學習組織文化透過下列歷

程來發展： 

（1） 教師層面： 

透過專業知能成長工作坊、學群課程發展會議、學年代表會議、領

域工作坊會議、跨領域課程會議、核心團隊課程發展會議、課程規

劃與實踐研討會等，透過理解相伴，激發教育熱情與智慧，營造教

學的創新。 

（2） 行政層面： 

落實以服務教學為行政首要的價值體認、以創新、關懷與尊重為目

標，透過行政團隊培力工作坊、主任會議及行政會議凝聚共識，提

供創新發展的校園氛圍。 

（3） 家長層面： 

透過親職教育工作坊、家長核心團隊組織、親子故事團體培訓、義

工聯誼等，激發家長參與的熱情，成為學校的伙伴，學子創新的後

盾。 

3.在愛與學習的校園文化中，培養「創意學子」 

自然、人文、愛則是強調學童基礎教育的精神與內涵，自然是指一種真實

的生活情境、真實的情感流動與情境體驗，希望可以讓陽光學童在豐富且真實

的情境中，學習活的知識，進而滋生智慧與勇氣。 

而人文是對自己與他人深刻的認識與理解，並透過多元的學習，拓展經驗

與視野，培養同理、尊重與關懷的能力。 

而自然與人文的素養中，最終要孕育出的氣質，便是「愛」的能力；一個

人必須先要懂得愛自己，然後在同情共感的同理心基礎上，懂得去愛周遭的人，

進而具備土地倫理，關懷環境、守護大自然，轉化自然與人文情懷成為一種「愛」

的行動。 

陽光國小將「愛與學習」定調為學校的核心價值，創造出「處處有愛、學

習挑戰、無所不在」的校園文化，在這樣的校園文化中，學生勇敢創新。 

 

4.在美與有機的學習環境裡，營造「創意校園」 

陽光國小是一所建校十年有餘的小學，建校時保存了校園內三合院和小土

地公廟，乃植基於鄉土情感和文化守護的熱情。這幾年來，教師團隊為環境與

課程的永續發展，致力營造兼具自然生態多樣性與四季環境美學的陽光校園。

依照學校整體環境規劃，進行種植、綠地圖等等課程，讓學生配合季節植栽；

也配合各項專案申請計劃，打造了有著四季風貌的生態環境，而這樣的環境正

是學生培養創造力、展現創造力的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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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準備期 

建構課程發展模式： 

 

 

 

 

 

共構教師發展歷程： 

從「課程的執行者」轉換為「課程設計者」; 

從「被動的學習者」轉換成「主動的研究者」; 

從「教師進修研習」轉換成「教師專業發展」 

成為 

（1）「創新的課程理解者」  

（2）「深刻的課程反思者」 

（3）「合作的課程規劃者」 

（4）「獨立的教案設計者」。  

※第一階段：教學團隊課程規劃階段 

社群工作坊-激盪思考規畫課程並實施  

時間：創校至今 

方式： 

      學年夥伴大手牽小手 

行政陪力與培力 

校內外研習 

專家學者資源引入校內 

創新教學方案發表 

外埠參訪-凝聚熱情與動力 

體驗與覺知 發想與創造 行動─實踐與服務 

校園五感地圖、社區踏查 空間改造、環境議題參與

助旅行計畫 

行動書店、社區服務 

愛心義賣、模型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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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期 

※第二階段－課程實施階段 

方式： 

 

課程名稱 活  動  內  容 教學者 

綜合課程 校本位課程「陽光舞四季．節氣慢生活」 各班級任 

南門溪未來想像模型實作 五年級級任 

藝術與 

人文課程 

校園五感地圖、合流環境藝術、傳統偶戲故事劇場、 

畢業禮物、畢業美展、畢業展演及謝師宴 

藝術與人文教師 

社會課程 家鄉與社區在地本土課程 社會領域教師 

自然課程 學校附近的河—水中生物與水質檢測 自然領域教師 

生活課程 社區踏查 生活領域教師 

彈性課程 行動書店、社區服務、愛心義賣、希望廚房 行政人員 

 

分析課程層次與

內涵、能力發展： 

自然體驗 

美感經營 

創作與表現 

理解與表達 

知識與技能 

價值與情操 

 

討論和撰寫課

程方案及教學

活動 

 

分享與對話

課程實施與

學習成效 

 

釐清學校課程

發展脈絡、理

解創意課程發

展方向、整合

各項方案發展

資源 

永不停止的對話－ 

藉著伙伴的對話與研討凝聚共識 

 

建構「陽光創意」課程方案 

分頭實施「陽光創意」課程方案 

全校總動員－ 

「一~六學年教師」團隊 

＋「各領域科任教師」團隊 

＋「行政」團隊 

＋ 

 

 

釐清課程綱要、方案

目標、課程價值、課

程架構、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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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深耕期 

※第三階段－課程具體操作階段 

    基於陽光創校精神與未來想像創造力方案的執行，陽光持續追求創造力學校

的目標，以下就四個方向作介紹： 

 

(一)創意課程 

透過一~六年級節氣課程、空間魔法師課程。三四年級田園夢食農課程。 

六年級夢想家系列課程。一年級字感課程等陽光校本課程，以正式課程與非正式課程

的營造，發掘創意教師與課程，營造師生共有的創意氛圍。 

課程名稱 活  動  內  容 參與年級 

綜合 校本位課程「陽光舞四季、節氣慢生活」-順應節氣，進

行種植、採擷、裝置、體驗、探索等課程 

一~六年級 

綜合 校本位課程「空間魔法師課程」-探討空間的規劃與使用 一~六年級 

綜合、自然 「夢想田園，陽光綠生活」田園夢農課程-以種植課程為

起點，打開學生關愛地球的環保行動力量 

三四年級 

綜合 夢想家系列課程-邀請一系列有夢想人士進行分享，使學

生心中懷抱夢想與創造力種子 

六年級 

國語 字感課程 –透過藝術與肢體，打開學生學習的創意基因 一年級 

 

•一~六年級節氣課程。一~六年級陽光空間魔法
師課程。三四年級田園夢食農課程。六年級夢
想家系列課程。一年級字感課程。........ 

 

創意課程 

•多元社團活動。市民農場。節氣舞台。學
生自治會。議題追追追。上課變下課。校
慶博覽會。自助旅行。畢業美展。...... 

 

創意學子 
•藍天工作坊。 學習共同體讀書會 。字感教學
工作坊。綠農生活工作坊 。....... 
 

創意社群 

•校園空間空間改造系列活動。陽光水田。
陽光梯田。三合院故事館。合流課程。.... 創意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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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氣課程~種子迷宮 田園夢食農課程~厚土堆肥 

 

 

夢想家系列~與江秀真有約 字感教學~猜猜這是哪個國字 

 

(二)創意學子 

透過探索與體驗，學生自治會、議題追追追、上課變下課、校慶博覽會、自

助旅行、畢業美展等多樣性的課程與活動，培養學生意志力、想像力與行動力，

促使學生能重新打開五感經驗，進行創造思考與行動。 

課程名稱 活  動  內  容 參與年級 

統整課程 學生自治會-讓學生參選的政見落實，進行社區服

務、愛心義賣、愛校服務、節目主持等活動 

五~六年級 

統整課程 上課變下課-透過自我活動規劃，學習做自己的主人 一~六年級 

統整課程 校慶博覽會-利用闖關活動的設計，將學習成果以創

造力的方式作展現 

一~六年級 

統整課程 自助旅行-統整規劃行動能力 五~六年級 

藝術與 

人文課程 

畢業美展與謝師宴-透過自主統整規劃美展、謝師活

動，展現學子創意 

六年級 

統整課程 議題追追追-透過閱讀課、國語課、社會課等課程，

引發學生思辯與關懷社會議題，進而展開行動，解決

問題。 

五~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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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治會~愛心義賣會 上課變下課~三合院吃醋電影院 

 

 

 

校慶博覽會~水去哪裡了 議題追追追~瓦斯管線連署活動 

(三)創意社群 

     整合學校各領域社群、學習共同體社群、精進社群、教專社群，形塑專業對話

與創意思考；透過外埠參訪學習活動，讓教師看見「學校在窗外」的另一些可能，以

充實創造力的專業知能與行動力。 

社群名稱 活  動  內  容 參與者 

藍天工作坊 每學期初與大型活動時，以戲劇展演方式傳達學校

年度發展重點，打開學生不同的學習視野 

行政團隊 

學習共同體讀書會 透過讀書會，打開教師教與學的新思維，重新認識

老師的教與學生的學 

有興趣教師 

字感教學工作坊 在學生學習之始，融合肢體、藝術與想像，讓學生

透過不同的學習方式學習文字 

一年級 

與行政團隊 

綠農生活工作坊 透過食農課程，激發學生行動力與實踐力 

，並發展出關懷土地的情感與行動力 

四年級教師 

領域會議 透過不斷的對話，觸動橫向思維發展，以多面相的

角度形成對話圈 

全校教師 

學年會議 透過不斷的對話，觸動縱向思維發展，發展深沉、

厚實的友善對話社群 

全校教師 

 



8 
 

 
 

 

藍天工作坊~校慶環境議題戲劇演出 學習共同體~打開對話窗 

 

 

綠農生活工作坊~行動從老師開始 領域會議~校園桌也有大議題 

(四)創意校園 

     透過體驗學習活動引導學生覺察校園空間的想像，誘發學童對校園的夢想創意

行動，並連結至校園外的社區空間；透過節氣課程，使學童能感知校園空間並發展對

土地的情懷 

課程名稱 活  動  內  容 實施場域 

校園空間空間改

造系列活動 

陽光的空間有別於一般學校，學生透過討論，

一起規劃空間的使用並訂出使用規則 

全校空間 

陽光水田 在校園的一隅，利用陽光的水資源，闢一畝

田，成就學生的種田心願 

三合院 

陽光梯田 硬實長不出草的校園閒置空間，利用創意變成

九宮格創意梯田區，滿足孩子種植夢 

藝術人文

館旁 

合流課程 走出校園，與社區藝術家合作，一起看見南門 

溪的美麗與哀愁，一起關心我們的河流與環境 

南門溪 

社區踏查課程 走出校園，發現問題，啟發創意，一起想點子，

解決問題，關懷社區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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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院~水稻田耕種樂 巨人吸管梯田~九宮格種植箱 

 

 

 

 

 
合流課程~探訪南門溪 校園空間~溜滑梯的使用與維護 

五、未來展望與建議 

在陽光，老師彼此互相激勵，追求卓越與創新 

    創意課程無時不發生，創意課程無人不發生，校園裡的每個人都是那個一

點就亮的燈泡，透過動員與對話，要讓陽光的創造力在一點一滴中不斷累積蘊

釀與發酵。 

對於創造力，陽光期許，好還要更好 

透過各種專題計畫與遊戲的進行，無論老師或學生在過程中進行觀察，發

現問題，進行探究，為了要解決問題，老師與學生均須運用各種知識進行思考，

產生解決方案。這正是創造力的重要基礎，亦即找到不同的方式來有效解決問

題，達成目標。同時，老師與學生一起在「玩」、「遊戲」、「觀察」、「體驗」中，

激發想像力與創造力，以達成下列六項長程任務： 

 

1. 建立「學生主體」的精神內涵：立基以學生為學習主體來建構課程與教

學行動，讓學子勇於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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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促成「社群建構」的人力智庫：促進創意教師行動研究團隊之間形成專業

社群，讓老師不畏創新。 

3.研發「探索體驗」的學習策略：提供探索體驗機會增強團隊信任感和反思

成長，讓創新機會常在。 

4.增進「行動實踐」的學習取向：透過創意教師團隊觀摩研習增進行動實踐

能力，創造創新契機。 

5.致力「公共參與」的行動力量：導引教師學生參與公共事務以增進教育領

導力，落實有效創新。 

6.追求「永續創新」的行動評估：藉由不斷對話分享腦力激盪以強化永續創

新力，真實行動與實踐。 

六、結語 

現在，陽光持續在創新的路上大步邁進 

校園裡的友善來自於每一個大人或小孩，聲音都能被傾聽、被理解與重視；

校園裡的創意來自於不受限制的想像、敢於做自己的勇氣和願意接納的眼光；

校園裡的能量來自於熱情關懷教學與課程、環境與空間和人的內裡與外在，點

點滴滴化為想像未來、繼續前行的活力和動力，時間的彼端，有無限的可能。 

 

進步，意味著目標不斷前移，階段不斷更新， 

它的視野總是不斷變化的。———— 雨果 

在創造力的路上，讓我們繼續前移、繼續更新， 

讓視野不斷擴大與加深…… 

 

http://mingyan.xyzdict.com/mingren/?n=%E9%9B%A8%E6%9E%9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