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孩子是文化復興的種子，老

師則是那群播種者。西門學子在一

群充滿創意與教育愛的教師帶領下，

藉由扎根領域課程、海洋教育課程、

本土課程開發與實踐，為孩子找到自

己及家鄉未來的方向。每個孩子從生

活、活動、課程到認證，都能找到屬

於自己的舞臺。

在有機整合基本領域課程、本位

課程與探索性活動下，團隊堅持追

求卓越。目前已開發一系列的課程教

材、多元向度學習評核系統與線上教

學資源數位化，期能在孩子的軟

實力、硬實力與流動力方

面有所建樹，陶鑄西門

學子健康活潑、關懷

善解、創新分享與

自然美感的特質。

壹、學校願景

西門國小創立於民國 2年，昔時
稱為「安平尋常小學校」，民國 28
年遷移至前身為英國領事館現址。但

因校舍老舊危險，經學校家長會、地

方仕紳及民意代表積極爭取校園重

建，適逢「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區」

計畫開展之際，將西門國小納入風景

區核心計畫之中；民國 92年校舍全
面重建，96年完工，讓西門國小改
建成融合社區、古蹟情境，塑造具有

在地色彩、溫馨、和諧的人文校園。

前 言

文 臺南市西門國小．莊崑謨校長

走向

臺南市西門國小

關懷善解

創新分享

自然美感

學校
願景

關懷

自然

健
康

創
新

健康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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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國小位於安平，擁有三環深

厚文化美學資產與豐富自然資源，由

外而內：第一環為水景意象，第二環

為文化古蹟，第三環為校舍建築；開

放式、高度透空視野的空間規畫、親

和性綠籬、閩南合院式、古城意象、

17世紀歐風建築設計，且壁面建置
19座劍獅群，讓西門國小榮獲「2007
優質都市景觀建築園冶獎」及「2007
國家卓越建設獎公共建設類最佳規

畫設計金質獎」等兩項殊榮。

在得天獨厚的環境與團隊群策

群力下，積澱歷史與海洋雙軸文化，

雙軸文化底蘊呈現學生的天賦、教師

的專業與學校的創新價值。

一、本土教育的實踐

學校將古蹟活化成為孩子學

習空間，整合在地文史優質資源，

發展本土校本課程與特色課程，

民國 96年至 99年間曾榮獲教育
部教學卓越教學銀質獎、連續 3年
獲本市本土教育成效特優，以及本

土教育推動傑出團體獎。

二、海洋教育的實踐

民國 96年成立臺南市首支樂觀
型帆船隊開始，將孩子學習場域，從

教室延伸到古蹟、社區、海洋，結合

生活、學習、生涯發展與在地永續等

貳、雙軸特色

▲�依學童心理發展設計適性的課程，培養學

童從知情意各方面理解與欣賞在地文化。�

上圖：低年級《西門航海王》�

下圖左：中年級《拜訪西門後花園》�

下圖右：高年級《西門的海湧》

▲�透過藝文課程了解在地的過去、現在與�

未來，積極培育熱愛家鄉的博雅解說員。�

左圖：結合中年級《拜訪西門後花園》�

課程，開始培育博雅的小小解說員�

右圖：高年級藝文課程：創藝西門四部�

曲／安平囝仔搬戲．飆街藝

翰林文教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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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地行動  全球視野

培養學生欣賞多元文化，涵養

「鄉土情、世界觀」，讓在地文化與

國際接軌。以低年級《西門航海王》

課程為例，發展多國語言繪本，內容

涵蓋 17世紀大航海時代史實與目前
在地發展，透過不同語言學習，理解

各國文化差異。近年，有來自日本、

荷蘭、墨西哥、澳洲及瑞典等國際友

人蒞校指導，豐富了孩子文化素養。

二、創新適性的課程設計

（一）多元智能學程

以多元智能理念，培養學生帶著

走的能力。課程規畫以本土文化為內

涵，以培養學生多元智能為策略。課

程結合自然生態、說唱藝術、鄉土語

言、資訊媒材、歷史文化與戲劇表演

等，讓學習內容更加完整，開展教育

新風貌；課程中學生透過實地踏查體

驗、資料收集、說唱藝術與解說服

面向，期待能透過嚴謹且多元教學活

動設計與體驗課程，涵養學生以生命

為本的價值觀、以臺灣為本的國際觀

及以海洋為本的地球觀。因此，在民

國 97年榮獲商業周刊評選為百大特
色小學。

一、規畫完整的課程地圖

「心繫西門、立足王城、放眼世

界」為西門國小落實課程理想的行動

策略。

（一）在地學習化  學習在地化

本校活用圍繞校園的古蹟情境為

教材與教室，以中年級《拜訪西門後

花園》課程為例，就是帶領學生結合

領域與彈性課程，深入了解「安平樹

屋」、「德記洋行」的歷史、人文與

自然生態。

叁、課程實踐的行動策略

▲��左圖為古蹟成為活教室，右圖為前總統

參訪樹屋與小小解說員合照。

▲�左圖為澳洲國際志工Jody向西門學子介紹

澳州文化；右圖為盧森堡國會議員Adam來

訪，與小小解說員在學校世界地圖前合影。

8走向臺南市西門國小



務，拓展學習廣度，也在問題解決過

程中培養高層次的智能，實現適性揚

才的教育理念。

（二）系統性課程設計

本土校本課程統整了語文、社

會、自然與生活科技、健康與體育、

藝術與人文領域，和融入海洋、資

訊、環境教育等議題，發展主題式教

學，以社區文化古蹟與生活環境自然

生態為教材，以貼近學生生活經驗開

始，促使學生關切在地生活的人、

事、物。在課程設計方面，除研發生

動活潑的學生讀本與手冊外，並規畫

教師手冊與影音光碟，讓教材簡單易

教、讓學生樂意學，達成基本能力與

本土素養養成。

（三）教材數位化  提高學習成效

參與校外教學資源整合學習路線

計畫，研發學習路線。一為安平遊學

趣：劍獅、古蹟、自然、水濱與神韻

之美等；二為海洋生態體驗之旅：臺

江、漁光島、安平港風情之美，且有

冒險力海洋休閒活動 OP帆船體驗。

▲�透過藝文表演的空間及舞台，激發學生多

元能力的展現。

▲�西門小小解說員為幼

稚園小朋友介紹德記

洋行。

▲�林明志老師帶領小小

解說員實地踏查體驗

德記洋行。

同時與聖約翰大學專案合作「府城小

小解說員數位典藏」計畫。三者可提

供教師備課與學生自主學習的內容。

帶領學生集體前往樹屋及德記洋

行校外教學，搭配安平遊學網，實地

驗證書本知識，並以本校小小解說員

西
門
航
海
王
︵
低
年
級
︶

健
康

拜
訪
西
門
後
花
園
︵
中
年
級
︶

關
懷

西
門
的
海
湧
︵
高
年
級
︶

︻
安
平
遊
學
趣
︼
遊
學
路
線

自
然

創
新

本土教育、海洋教育、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多元文化、國際教育
解說教育、領域（國語文、社會、
生活、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與人
文、健康與體育）

本土教育融入校本課程架構圖

翰林文教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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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社群的老師們每兩個星期聚會一次，並由教授指導。

每一次聚會都有主題與進度的安排。

數位典藏示範導覽作為學習典範，勉

勵孩子都能有志成為未來西門最棒的

「府城小小解說員」，將本土課程、

古蹟與數位化學習結合，學生學習的

成效既深且廣。

三、組織社群式專業團隊

（一）發展校內學習型團隊

除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學習領

域小組，更積極經營教師專業成長社

群和參與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讓校本課程發展過程中，教師持續學

習與交流分享中，累積成團體能量，

形塑學習型組織文化。

（二）跨界整合資源

西門國小校本課程除整合學校、

社區、古蹟與歷史空間，且與教育、

文化、觀光、產業與 NGO團體的異
界政策資源結合；課程發展過程不斷

向安平文史專家、社區耆老、鄉土語

言教學、藝文作家與大學教授等請

益。透過網絡式的合作與對話，讓校

本課程注入更多樣豐沛生命力。

▲

�櫻橋外語傅老師協

助西門航海王日語

版的翻譯工作。

▲

�建置安平遊學

趣網站，並研

發遊學的學習

手冊方便學習

者現場使用。

▲�西門國小結合海洋教育的本土課程─

海洋生態體驗之旅網站。

▼

�台南大學林瑞榮

教授到校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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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軟實力

將軟實力定義在：生命教育、

品德教育與生活美學能力。從生

命教育過程中認識、欣賞、接納

自己並培養信心與勇氣；以領導

力為品德教育主軸，教導孩子原

則的力量，由內而外，提升自己的

態度和價值觀，發展有品手冊，將七

個好習慣的內涵與學生的行為準則

結合，透過學校、班級、家庭及自我

期許與要求，引領學生自我領導，健

全品格與修性，形塑優質學校文化；

藉由茶與藝的美學課，讓學生探索中

國茶藝之美，培養生活美學力。

經由茶與藝的課程使現代學生

透過生活化的學習來了解茶的內涵，

並且實地體驗茶文化，於茶藝課程實

踐中陶冶性情、增進人文素養。也經

由「茶與生活」系列課程拉近茶與學

生的距離，同時在茗茶與奉茶文化拓

展人際之間禮儀與分享的謙和態度。

肆、形塑未來人才的能力

二、硬實力

對硬實力的定義是：從實際生活

當中習得有用知識，善用知識解決問

題，並透過閱讀與寫作，連結生活經

驗，記錄與分享旅程中精彩的記憶。

（一）體驗生活  活化課程知識

結合語文、數學、生活領域的戶

外教學，小組分工合作，從自己購票

搭火車轉捷運，來一場 3D動畫藝術
展與橋頭糖廠生態之旅。

▲��親師生橋頭糖廠生態之旅

▲ �學生自己購買火

車票，在月台上

等火車情景

▲�上圖：紅茶製作之旅�

下圖：生命教育─人己學習的討論

翰林文教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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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圓夢行動力

從圓夢計畫行動中為孩子裝上追

夢的翅膀，培養獨立自主的精神，讓

他們有勇氣乘風破浪，有熱情追求夢

想，有能力開創自己海闊天空的人

生。如「自我挑戰」：學生自己提計

畫向學校申請經費去圓夢；「山林行

腳」：由師長帶領弱勢學童深入山林

及博物館開展視野，了解各行各業；

「揪團圓夢」：由志同道合的師長、

家長及學生，為共同的夢討論圓夢

方式，搭著大眾交通工具，一起去圓

夢。

▲�左圖：新生圖書館週認識圖書活動�

右圖：沉浸於迷人的圖書世界

▲圖1 日本HIPPO家庭來臺南HOMESTAY

　圖2 墨西哥友人狄亞哥到校學習中文和學生互動長達二個月

　圖�3 活潑的胡浩德先生用荷蘭語教校長及與會貴賓用荷語說感謝狀的內容

　圖4 自由時報報導瑞典作家Anita來臺參與「西門航海王再見福爾摩沙」活動

　圖5 來自瑞典和藹可親的Anita和排隊等握手的學生擁抱情景

（三）閱讀與寫作

打造閱讀，築夢未來。閱讀與寫

作深耕計畫的推動， 培養學生愛聽、
享說、悅讀、樂寫之閱讀與寫作習

慣，激發學生閱讀的興趣，培養學生

閱讀習慣，提升享受閱讀的樂趣，引

導正向的閱讀與寫作態度。

三、流動力

（一） 以臺灣為本的國際觀：荷蘭、日

本、墨西哥、澳洲與瑞典交流活

動

▲

��親師生一起圓夢�

花蓮賞鯨(愛家人)

1 2 4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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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培養學生的國際觀，讓學生

自小就能接觸各國文化，西門國小

積極爭取國際交流機會，讓學生能和

國際友人進行交流，擴展學生國際視

野，期待對學生未來發展有正向引導

作用。

（二） 展現新能與熱情分享：讓孩子成

為舞臺上主角，揮灑自己的空間

1   多元創新校慶活動，舞動西門新象
西門國小的生日，全員一起唱

歌、跳舞，為西門慶生。有親師生的

歡慶晚會、有來自瑞典友人的參與、

有校友的薪火相傳，也有社區鄰居的

祝福。結合不斷突破與創新的課程、

活動及教學新典範，

將舞動學校蛻變，

展現西門新象。

2   啟發設計潛能─設計新式運動服

及建立校徽學校識別〔註〕

學校是學生學習主要場域，透過

參與活動，可檢核學生學習成效，更

可凝聚對學校的愛。在 100年寒假
作業中，邀請學生設計一款運動服及

紀念服，挑選質優的設計稿，請擁有

服裝設計背景的家長，將精彩元素予

以整合，完成一套新式運動服及 100
年的紀念服。

在不斷創新、突破限制、明確發

展方針下，為建立學校識別，特別將

雙軸特色建立在新校徽中，並透過全

校票選，選出最滿意的新校徽。新校

徽不僅詮釋西門國小老校新生、雙軸

特色，更帶領學生航向國際。

3    才藝發表會─繽紛童年漾西門

多元社團豐富學生學習渴望，每

年四月的「繽紛童年漾西門」，是學

生展能的舞臺，從靜態的兒童美展，

到動態的社團表演及個人表演，從主

持人、工作人員到表演者，皆由學生

擔任，老師只是陪伴者，鼓勵者及欣

賞者。

▲�左圖：�二胡社團表演

　右圖：「繽紛童年漾西門」可愛的主持人

▲�上圖：�結合舞蹈課程展現學生平時的

努力

　下圖：�西門國小畢業典禮以孩子學習

為中心，畢業班獻舞藝　

翰林文教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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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陳庭瑩及陳葵源設計圖為起想，將所有西門

人化為守護天使，於建校100年的風華再現，串連

出西門心，感動100，以亞克藍袖方式剪接，讓線

條更形活潑，色彩配色為中性色調，適合各種年齡

層及性別穿著，肩袖以藍色配色代表著翅膀，飛舞

西門心（新）希望，展現西門百年風華。

　　以林雍智、陳庭瑩及姚冠廷設計圖

為起想，將肩部分配上跳動的亮色系，

活動中增加律動感，在右下脥處壓上配

色，除了讓線條更活潑，也能於男女的

配色中拉出平衡，並在左胸前加上校

徽，褲側角貼上英文標，除了增添比例

調合，也讓整體設計更前衛。

401-25 陳庭瑩

402-16 陳葵源

401-8 林雍智

401-25 陳庭瑩

301-3 姚冠廷

設計沿革

設計沿革

▲��紀念服設計概念

運動服設計概念▲

西門國小教育發展離不開歷史文

化與地理環境，因為只要脫離此二元

素，即無永續發展。除此二客觀要素

外，人力的團隊合作，是功成關鍵，

師長們上下一心，期待西門學子皆能

健康活潑、關懷善解人意、創新樂於

分享、兼具自然與人文美感。 

結 語

▲�新校徽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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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翰林文教基金會榮獲100年度績優教育基金會殊榮

P5 翰林文教基金會清寒助學金簡介

臺南市西門國小特別報導

文教
會訊

2012年 3月 【第一期】

NO.1　　陪伴大家九年的「翰林文教月訊」走入歷史，即日將以

嶄新的面貌「翰林文教會訊」再度與大家見面！

　　本翰林文教會訊改版後，將改成季刊方式發刊，篇幅內

容上亦會稍作調整，除不定期報導翰林文教基金會動向之外，

並會和教師分享教育新知與教學實務，期盼全國小、中、高

教師和我們共同耕耘，一起在這塊教育園地上，共同為培養

下一代、提升國家未來競爭力並肩攜手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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