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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 市 OO 實驗教育學校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 

一、學校名稱 oo 市 OO 實驗教育學校 

二、實驗教育名稱 社團法人 ooooo 學會申請辦理學校型態之「OO 實驗教育計畫」 

三、學校所在地 OO 市 OOO 

四、教育理念及計畫特色     魯道夫•施泰納（Rudolf Steiner）人智哲學的教育理念 

以魯道夫•施泰納（Rudolf Steiner）人智哲學(Anthroposophy)為

基礎發展教育理念，實踐全人~頭、心、手的教育，使人擁有｢堅定的

工作意志；熱情參與世界的一顆心；清明、創意而富彈性的思想。」

並且成為真正自由的人，｢有能力定義自己的目標，指導自己的生

活」。 

計畫特色: 

1…… 

2…… 

3…… 

五、課程及教學規劃 一、整體教學 

1.教學內容著重隨著年齡需求與發展而變化。 

2.以……理念為基礎，教學設計從課程主題至自我發現與自我實踐，

再從個人到整體社會。 

3.學科主課程與藝術副課程相輔相成。 

4.承認並尊重每個人天賦，引導、鼓勵並挑戰學生達到最完全的潛

能。 

二、OO 理念中學課程的設計  

1.呼應、和諧並滿足學生從青春期移轉到成年早期的階段發展。 

2.基於青少年發展本質，各年級課程各有特殊的學習任務與主題。  

3.教師針對學生正在發展的特定能力，提供滿足需求的課程。 

六、學校制度 採 OO 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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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行政運作、組織型態 本校設置下列行政處(室)： 

一、教學處，職掌業務如下： 

1、學生入學及適性分析流程之規劃、執行與管理。 

2、與教學相關之教務、課務、體育、校外教學及學生學習評量等行

政協助。 

3、校務發展研究之協助。 

4、師資培育、實習輔導之行政協助。 

5、學校文宣、刊物、書籍出版等事項。 

6、 

二、總務處，職掌業務如下： 

1、學生註冊、學籍保管、畢業證書核發。 

2、學生保險、醫護衛生、特教、兒童研究與輔療等相關事務。 

3、學校慶典活動之執行與班級活動之協助。 

4、總務、庶務、出納，資訊設備之處理、維護等事項。 

5、學校公文書之收發。 

二、人事財務處，職掌業務如下： 

1、人事、人力資源相關事務。 

2、依法辦理歲計、預算之會計，並兼辦統計事項。 

三、公共事務處：處理國內公部門、校際交流，團體、家長之公共關

係。 

四、國際事務處：處理國外學術交流、講師聯繫、國際關係及 OO 理

念學校組織研究等事項。 

請參閱附件-計畫 06_OO 組織圖 

八、設備設施 請參閱…教學資源與設備 

九、實驗規範 …… 

十、校長資格與產生方 

    式、教職員之資格及 

    進用方式 

•資深教師會議由本校資深教師組成，為校務最高決策會議，由資深

教師互推一人擔任召集人，並報請人智學會指定為實驗教育計畫之主

持人。召集人負責主持資深教師會議之進行；定期會議每月至少二

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資深教師會議議決事項如下：  

一、組織規程及重要章則之訂定與修訂。 

二、預、決算之審定。 

三、校務發展計畫之核定。 

四、教師團主席、校長之遴選、教職員之聘免、薪給與評量。 

五、第六條所列處(室)設置、增設、撤除及召集人之聘派。 

六、其他有關學校之重大決策。 

•教師團由本校專任全職教師組成，置教師團主席一人；主席應由資

深教師會議遴選派任，資深教師會議召集人得兼任之。 

教師團會議議決事項如下：  

一、各年級課程規劃、研究與發展。 

二、全校性慶典暨各年級活動規劃暨預算之初審。 

三、教師養成暨在職研習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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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之評量方式。 

 

•學校置校長一人，為校務行政之代表，綜理第四、五條以外之行政

運作(統稱行政部門)，並對外代表本校。 

校長遴選依資深教師會議之決議辦理，人事資料並應送人智學會理事

會備查。 

 

•師資 

  一、實驗教育之各「專業領域教師」，以聘任完成國內、外華   

      德福師資培訓之教師為主，輔以國內、外師培教育大學且 

      領有教師證照之教師，及國內、外大學以上各相關領域畢 

      業之專業教師等。         

  二、教師聘任甄選程序含：面談、教學觀摩、觀察報告、試   

      教、教師會議，及資深教師會議審核通過等。 

•職員-各處室職員以聘任具備相關專業能力之人員為主，甄選      

       過程含：面談、觀察及資深教師會議審核通過等。 

請參閱附件–計畫 05_OO 學校組織規程 

十一、學生入學、學習成就 

      評量、學生事務及輔 

      導之方式 

•學生入學、學習成就評量 

請參閱附件-計畫 09_OO 學習評量 

      附件-計畫 10-12_學生自評表  

      (課程評量科目依據各年級發展而隨之更訂) 

•學生事務處理及輔導 

   學生事務範圍廣泛，期許親師及學校之間都能有緊密的 

   交流，以期能對兒童發展的現況有更全面的了解，工作方向敘 

   述如下： 

一、教學處：ooooooo 

二、教師：oooooo 

三、學校：oooooo 

四、家長：oooooo 

   

十二、社區及家長參與方式 請參閱附件-計畫 13 oo 社區及家長參與 

十三、經費需求、來源及    

      經費基準 

略 

十四、預計招收學生人數 依據法規每年級上限 50 人，全校學生總人數不逾 600 人。 

十五、實驗期程及步驟 招收 ooo 年級新生參與實驗教育計畫，000 為原則 

十六、自我評鑑之方式 自我評鑑將會以四個方向進行，四項度中各有學校自訂的預期成效內

涵指標，進行質性非量化的總結性自我評鑑 

1.教師治校…… 

2.家長參與… 

3.非營利經營… 

4.學生參與…. 

十七、實驗教育計畫主持 1.實驗教育之「師培指導」人員，以聘國外各專業領域之資深 OO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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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及參與人員背景 

      資料 

師為主，國內資深 OO 理念教師為輔，每年約有 35 個研習工作天。 

2.實驗教育之各「專業領域教師」，以聘任完成國內、外 OO 理念 

  師資培訓之教師為主，輔以國內、外師培教育大學且領有教師 

  證照之教師，及國內、外大學以上各相關領域畢業之專業教師。 

請參閱附件-計畫 16_OO 參與研究之相關人員背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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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計畫 01 

ｏｏ市 000 實驗教育學校 

地址及位置略圖                               

略 

 

附件-計畫 02 

ｏｏ市 OO 實驗教育學校 課程綱要 

（僅提供各教育階段部分年級之概述課表） 

 

年級 七大領域課程 OO 課程 

 

低   

年 

段 

某 

年 

級 

例 

示 

語文 國語、英語、日語；童話、寓言、聖人等故事 

數學 數學（數的本質、整數四則的本質與應用） 

生活 (國小一二

年級社會、自

然、藝文領域合

併為生活領域) 

自然環境與生活教育，含各種「轉化」主題的故事 

生活與道德（大自然、動物與慶典故事） 

水彩、手工、蜂蠟捏塑、泥塑、蠟筆畫、形線畫、音樂唱

遊、五音木笛、舞蹈 

健康與體育 室內外遊戲課、高蹺、游泳、爬山 

綜合活動 晨圈（肢體律動、音樂、唸謠、吟詩、心算）、說故事、

烹飪、線繩、慶典、生日會、戲劇、練習與回顧、清潔打

掃 

 

中 

年 

段 

某 

年 

級 

例 

示 

語文 國語、英語、日語、各民族信仰之神話故事 

數學 數學 

自然與生活科技 建築、農耕；含地球、植物、動物及人類文明發展的故事 

社會 生活與道德（大自然、動物與慶典、偉人故事）、地方地

理與歷史 

藝術與人文 水彩、手工、蜂蠟捏塑、泥塑、形線畫、蠟筆畫、音樂、

七音木笛、合唱、小提琴、戲劇．．． 

健康與體育 內外遊戲課、高蹺、扯鈴、體操、球類運動、游泳、爬

山、舞蹈．．． 

綜合活動 晨圈（肢體律動、音樂、唸謠、吟詩）、說故事、慶典、

生日會、戲劇、練習與回顧、輔導活動、清潔打掃 

 

 

語文 國語、英語、日語；世界古文明等故事 

數學 商業數學（百分比、利息與利率、統計圖）、代數、幾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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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年 

段 

某 

年 

級 

例 

示 

自然與生活科技 極化性動物、植物學、物理、天文、礦物學、生活 

社會 生活與道德（自我認識與人際互動）、台灣,亞洲地理歷史

與公民 

藝術與人文 水彩、粉彩、蠟筆畫、色鉛筆畫、形線畫、書法、炭筆素

描、泥塑、手工、木工、七音木笛、合唱、合奏、戲劇、

表演藝術 

健康與體育 室內外遊戲課、體操、單輪車、球類運動、游泳、爬山、

舞蹈、健康教育 

綜合活動 晨圈（肢體律動、音樂、唸謠、吟詩）、說故事、慶典、

生日會、戲劇、練習與回顧、輔導活動、清潔打掃 

 

 

 

 

國 

中 

以 

上 

階 

段 

例 

示 

語文 國語、英語、日語；從發現新世界到改革與創新等故事 

數學 幾何（尺規作圖）、代數、聯立方程式、一次函數→ 

實數系、正多邊形與柏拉圖立體、二次曲線→ 

代數、組合、二項式定理、對數計算、算術與幾何的不可

通約性、幾何 

自然與生活科技 物理、化學、天文、生物、健康與人體、生活→ 

氣象學、生理學、解剖學、資訊→ 

生物、解剖學、人體生理學、物理、熱力學、化學、有機

化學、地質學、地球科學 

社會 生活與道德（世界聖人與偉人）、法律與生活、從中國到

史地公到十五~十八世紀歐洲史地，再到現代世界史、革

命與改革、藝術史 

藝術與人文 音樂：中音笛、合唱、合奏、無伴奏合唱、爵士樂團、聲

音優律司美 

戲劇：劇場練習、音樂劇、表演藝術 

視覺藝術：水彩、炭筆素描、透視圖、黑白畫、 陶藝、

書法、 金工；版畫、泥塑 

實用藝術：木工/木雕、銅器加工/蠟染、編籃術、烹飪 

健康與體育 舞蹈、球類運動、體操、健康教育、優律司美 

綜合活動 肢體律動、音樂、慶典、生日會、輔導活動、清潔打掃、

社區服務 

社區服務：生機互動農場 

 

 

 

高 

 

 

中 

 

 

階 

語文 國文、文學(詩學、戰國策；希臘人；莎士比亞、帕西法

爾、神曲；孟子；現代問題、康德先驗哲學/愛默生超絕

論、超驗主義者；韓非子)、英文、日語 

數學 代數，二次方程式；以整數與有理數為指數的次方，對

數；數列與級數（或 11 年級）；平面三角學；畫法幾何；

圓和直線的幾何工作；投影幾何的要素；數列與級數；函

數（或 12 年級）；代數與解析幾何；振盪（為 11 年級電

力主課程的數學奠基），所有的解決方案均透過計算和圖

形完成；球面幾何；數學地理；數學天文；數理邏輯；無

窮小、微積分、積分；選修：旋轉固體體積。幾何：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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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性和分析的投影與仿射幾何 

社會 歷史：古代史、台灣原住民史、台灣島內爭戰及 19 世紀

希臘與羅馬史詩與浪漫小說、語言的力量、生涯學習、本

土研究；音樂史、羅馬、文藝復興期、 回教世界、建築

史、現代藝術、比較宗教學； 

地理、公民與社會、公民學/市政學；浪漫主義詩人、帕

西弗（Parzival by Wolfram von Eschenbach）、法律與

生活、知識的理論 

自然 地球科學(水文/氣象)、生理學、力學與運動、無機化

學、胚胎學、酸、鹼和鹽、植物學、胚胎學、動物學、電

學/磁學、原子化學、光學、當代物理學、人類發展、當

前問題 

藝術 音樂：無伴奏合唱、爵士樂團、聲音優律司美 

戲劇：班級戲劇 

視覺藝術：彩繪、泥塑 II、人體繪圖 

實用藝術：木工一/木雕、編織、測量、裝訂術、精細木

工選修：蠟染、烹飪、編織、攝影、彩色玻璃、煅鐵 

生活 時事、野外求生、社會性學習新約聖經、台灣歷史、社會

性學習、高年級選修、12 年級生物學；戲劇製作、歌德

的浮士德、建築史、媒體研究、12 年級專題 

高中畢業前，承辦一個以社區服務為基礎的旅行 

健康與體育 運動、體育、戶外教育、優律司美 

社區服務： 

台灣原住民部落、商業及貿易專業、大自然保護協會、荒野獨奏、老人安養院 

※所有課程皆由兒童各階段身心靈發展為考量做計畫性的安排參考，實際進行時，

教師團將視當下學生需要與環境資源而有適當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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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計畫 03 

OO 市 OO 實驗教育學校課程時間規劃 

以高中十年級課表為例如下: 

 

 

 

 

 

 

 

 

 

 

 

 

 

上學期 一 二 三 四 五 

08：30-10：30 主課程 

10：30-11：00 早點心/下課 

11：00-11：45 英文 國文 英文 數學 國文 

11：45-12：30 英文 國文 英文 數學 國文 

12：30-14：00 午餐/午休 

14：00-14：45 數學 生物 藝術 地科 選修 

14：45-15：30 數學 生物 藝術 地科 選修 

15：30-16：15 音樂 舞蹈 體育 日文  

16：15-17：00 音樂 舞蹈 體育 日文  

17：00 放學 

    下學期 一 二 三 四 五 

08：30-10：30 主課程 

10：30-11：00 早點心/下課 

11：00-11：45 英文 自然 數學 自然/金工/烹飪 國文 

11：45-12：30 英文 自然 數學 自然/金工/烹飪 國文 

12：30-14：00 午餐/午休 

14：00-14：45 電腦 數學/木工/

手工 

國文 英文 導師時間 

14：45-15：30 日文 數學/木工/

手工 

國文 英文 木工/金工/烹飪 

15：30-16：15 合奏 合唱 藝術 體育 木工/金工/烹飪 

16：15-17：00 合奏 舞蹈 藝術 體育  

17：00 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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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計畫 05 

OO 實驗教育學校組織規程 

第一章 設校目的暨學校制度 

 

第一條 設校辦學宗旨及教育理念 

第二條 名稱 

第三條 學校制度 

本校為十二年一貫制之 OO 理念教育學校；一至八年級為小學部，九至十二年級為

中學部。自本校八年級結業或於其他學校修習同一階段之教育後，始得參與九至十

二年級之中學部課程；修畢十二年課程後，由本校頒發畢業證書。 

 

第二章 學校組織及會議 

第四條 資深教師會議 

條列資深教師會議之任務及功能（與校務行政組織運作相關事項）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第五條 教師及教師團主席 

條列教師團會議之任務及功能（與課程發展及學務相關事項）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第六條 中學部主任 

有關中學部主任的產生方式及工作項目 

第七條 校長之產生及行政運作 

有關校長的產生方式及所轄各處室之行政事務執掌 

一、教學處，職掌業務如下：ｏｏｏｏｏ 

二、總務處，職掌業務如下：ｏｏｏｏｏ 

三、公共事務處，職掌業務如下：ｏｏｏｏｏ 

四、國際事務處，職掌業務如下：ｏｏｏｏｏ 

第八條 教職員聯席會議 

學校應於學期間每週定期舉行教師團暨行政部門職員之聯席會議，但當週遇有假日

或重要活動者，得予改期或取消。各學期之始末，並應加開學期結束回顧暨開學預

備會議。 

教職員會議之目的，僅限於部門行政溝通，如有決議事項，仍應轉交各專責會議或

部門之追認與執行。 

第九條 幹部會議 

教師團主席、校長及各處(室)主管應定期舉行幹部會議，就教學與行政事務之執行

進行溝通協調；各會議組織、處(室)並應將協調彙整後之意見，分別轉交各部門進

行會議討論。 

 

第三章 課程及教學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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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課程規畫與排課 

教師團主席應於每學年開學前，召集所有教師並協同教學處人員舉行課程規劃會議

以擬定各年級主、副課程之科目、授課教師、週次順序及週課表。．．． 

第十一條 學生之學習評量 

教師團主席應於每學期結束後，督導各年級導師彙整所有專、兼任教師出具之學生

課程學習報告，協同教學處人員，完成各個學生之學期學習評量。 

 

第四章 教職員工之進用方式 

第十二條 教職員工之進用 

規範有關教職員工的人力配置與人力資源管理，及教職員工進用之標準與程序… 

 

第五章 學生入學與註冊收費 

第十三條 學生入學與收費 

入學公告及適性分析等相關辦理程序，由教學處訂定辦法，提請校長核轉資深教師

會同意後施行。 

入學註冊流程與收、退費等相關事務，由總務處訂定辦法，提請校長核轉資深教師

會同意後施行；前段有關收費部分於核轉資深教師會前，應先行取得核心小組之共

識。 

 

第六章 設備設施之管理 

第十四條 資產採購與維護 

規範有關學校資產的採購及管理維護方式….. 

 

第七章 家長之參與 

第十五條 家長會 

本校學生家長得籌組家長會，其辦法由家長會會員大會自行訂定。其任務如下： 

一、推派家長會委員(下稱家委)代表三名參與核心小組會議；其中家長會會長、副

會長為當然之代表。 

二、協助學校事務推展及提供改進建議事項。 

第十六條 核心小組會議 

為落實 OO 理念教育之家校合作，並形塑教養觀念之共識，校長應每月定期邀集家

委代表召開核心小組會議，報告學校之財務、校務狀況及重要活動，以建立學校與

家長溝通協調之平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核心小組會議成員為家委代表、人智學會代表、校長及各處(室)召集人。 

 

第八章 附則 

第十七條 會計作業 

本校會計作業採曆年制。 

會計相關人員應於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編具本年度歲入歲出決算表、資產負債表、

收支對照表及財產目錄。年度終了前一個月內，依據人力資源管理單位彙整之人員

需求規劃，連同教師團提出之課程預算需求，編具下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書。 

前項各類會計書表，均應送請資深教師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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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規程之實施及修改 

本規程經資深教師會議決議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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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計畫 06 

OO 市 OO 實驗教育學校組織 

              

OO 理念學校重視家庭的參與，並由校長每月召集家委代表進行核心小組會議，落實 OO 理

念學校的家校合作，並形塑家校同步之教養觀念，實踐 OO 理念教育的三元社會。 

(採科層體制或扁平管理的)大致架構圖： 

磊川組織
105/7/31

教師行政

學校

 
 

附件-計畫 07  

OO 市ｏｏｏ實驗教育學校 課程教學資源及設備 

課程 相關設備 

語言文學課程 ｏｏｏｏｏ 

數理課程 ｏｏｏｏｏ 

音樂課程 ｏｏｏｏｏ 

資訊課程 ｏｏｏｏｏ 

藝術課程 ｏｏｏｏｏ 

園藝建築課程 ｏｏｏｏｏ 

自然科學課程 ｏｏｏｏｏ 

表演藝術課程 ｏｏｏｏｏ 

運動遊戲課程 ｏｏｏｏｏ 

社區資源 ｏｏｏｏ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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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計畫 08 

OO 市ｏｏｏ實驗教育學校 

實驗規範 

(僅提供格式供參考；請自行依實際需求，選取排除適用之法令！) 

*依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九條第一項之規定，就第三條第一項所定事項 擬訂，於該

規範之範圍內，得不適用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教師法、國民教育法、高級中等教育法、特殊

教育法、私立學校法及其相關法規之規定，並應載明其不適用之相關規定。 

 *本校實驗規範，擬訂不適用法規及其相關規定，並提具替代措施如下： 

實驗

範圍 

擬不適用之法規 ｏｏ學校組織規程/計畫 

(替代措施) 

排除適用說明 頁

碼 

學校

制度 

國民教育法 第 3條 

國民教育分為二階段：前

六年為國民小學教育；後

三年為國民中學教育。 

 

高級中等教育法 

第 2條第 1項：九年國民

教育及高級中等教育，合

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第 42 條第 1項修業年

限。 

第三條 學校制度…… 

 

詳參：附件-OO 

 

OO 理念教育體系係依兒童發

展階段，以 1至 8年級為小

學，9至 12 年級為中學，有

其特定理念需求，故以排除

前開法規為宜。 

 

 

課程

教學 

國民教育法第 8條 

暨 依國民教育法訂定之

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

程綱要 

國民教育法第 8-2、8-3

條 關於課程綱要、教科

書 暨 依國民教育法訂定

之相關規定 

 

高級中等教育法： 

第七章 課程及學習評量 

其中第 43…關於課程綱

要、教科書 暨 相關規定 

第十條  課程規畫與排課 

 

附件-計畫 03 主課程表 

附件-計畫 04 周課表暨副課程  

     表 

教育實驗之精神即在促進教

育多元化發展，進行整合性

實驗教育，此參本條例第 3

條之規定包含課程教學即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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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

型態 

國民教育法第 10、11、

12、18 條關於組織型態暨

相關子法…… 

 

高級中等教育法： 

第四章組織及會議 其中

第 20……條關於組織、委

員會之設置。 

……暨其相關規定。 

 

教師法： 

第八章教師組織 其中之

學校教師會。 

 

特殊教育法： 

第 14 條學校成立專責單

位。 

第 31、33 條學校應提供

整體與持續性之轉銜輔導

及服務，包括學習及生活

人力協助、復健服務、家

庭支持服務等。 

第 45 條學校成立特殊教

育推行委員會。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第…條關於之規定 

第四條  資深教師會議 

資深教師會議由ｏｏｏｏｏｏ

組成，為校務最高決策會議，

ｏｏｏｏｏ 

資深教師會議議決事項如下： 

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 

第五條 教師及教師團主席 

ｏｏｏｏｏ 

教師團會議議決事項如下： 

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校長為處理所轄行政事務，得

視需要設置下列處(室)： 

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 

ｏｏｏｏｏｏ 

 

 

附件-計畫 05 學校組織 

實驗教師之教學方向多元

化，各課程、教師類型之需

求量及種類多不同於一般學

校教育，需要保有靈活配置

教師之特質。 

OO 理念教育非常重視家校合

作暨教師共同治校之模

式…… 

ｏｏｏｏ 

參照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

條例第 3條暨國民教育階段

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務辦法

之精神，宜給予實驗學校適

度之彈性如下： 

1.ｏｏｏｏ 

2.ｏｏｏｏ 

3.ｏｏｏｏ 

基於上述原因，不適宜以要

求一般學校應具備特教資源

之標準，相繩於實驗學校，

應保持彈性，建置適合實驗

教育與特教生之整體環境。 

 

校長

產生

之方

式 

國民教育法第 9、……條

關於校長之規定 

高級中等教育法： 

第三章校長聘任及考核 

私立學校法： 

第 41……條關於校長之聘

任與資格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第 4、5……條有關校長之

資格及遴聘。 

第七條 校長之產生及行政運

作 

對外代表本校…… 

 

詳參：附件-OO 

 

為落實 OO 理念教育ｏｏｏｏ

ｏｏ教學與課程等事務由教

師團規劃，ｏｏｏｏｏｏ。 

 



15 
 

教職

員進

用方

式 

國民教育法： 

第 10、……關於教職員任

用暨相關辦法之規定。 

…… 

 

高級中等教育法：…… 

 

私立學校法： 

第 OOOO 條關於教職

員……教師法： 

第三章 關於聘任……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第 12、13……條關於之教

職員之資格與遴聘…… 

第十二條  教職員工之進用 

 

 

詳參：附件-OO 

擔任實驗教育之校長及教師

有其一定之條件及師資養成

過程，與一般學校之需求標

準不盡相同；但為維護及鼓

勵參與實驗教育，ｏｏｏｏ

ｏｏ。 

 

行政

運作 

國民教育法： 

第 10、……條關於行政運

作暨其相關子法 

 

高級中等教育法： 

第 25、……條關於校務會

議、學生獎懲規章會議等

行政會議運作暨其相關規

定。 

 

私立學校法：…… 

第四條  教師會議 

教師會議由本校教師組成，，

為校務最高決策會議， 

ｏｏｏｏｏｏ。 

資深教師會議議決事項如下： 

一、組織規程及重要章則之訂

定與修訂。 

二、預、決算之審定。 

三、校務發展計畫之核定。 

四、ｏｏｏｏｏｏ 

五、ｏｏｏｏｏｏ 

 

詳參：附件…… 

實驗教育主要計畫負責人、

校長及教師，按教師教學自

由及行政區劃原責，均有其

一定之條件及師資養成過

程，與一般體制之標準不盡

相同。 

 

 

設備

設施 

國民教育法： 

第 8-1 條關於設備基

準…… 

第十四條  資產採購與維護 

學校資產、教學及行政所需設

備設施，其採購、修繕與報

廢，均應編列造冊及訂定流程

管理。ｏｏｏｏ 

詳參 

附件- 計畫 07 課程    

      教學資源與設備 

實驗教育在過去的發展上，

多由非營利法人所設立，財

務規劃難期符合公校之標

準，宜有彈性放寬之必要，

並符合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

施條例(下稱本條例)第 16 條

不受相關法規限制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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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入學 

國民教育法： 

第 20 條關於學區劃分

暨…… 

 

高級中等教育法： 

第 35……條關於學生資

格、入學方式及就學區劃

分……. 

第十三條  學生入學與收費 

入學公告等相關辦理程序，由

教學處訂定辦法，提請校長核

同意後施行。 

採自由學區……。 

附件-規範ｏｏｏｏ入學流程 

     圖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就學生人數已有特別規定，

應從其特別規定。 

本校據以申請實驗計畫之非

營利法人設立…即已採取自

由學區原則， ｏｏｏ 

 

學習

成就

評量 

國民教育法第 OO 條第 1

項 

暨 依國民教育法訂定之

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

準則 

……之規定。 

 

高級中等教育法： 

第七章課程及學習評量 

第 OO 條關於……學習評

量、發給畢業證書、學生

獎懲等暨相關辦法之規

定。 

第十一條  學生之學習評量 

教師團主席應於每學期結束

後，督導各年級導師彙整。 

 

 

詳參：附件-OO 

1.本校實施 OO 理念實驗教

育，課程設計係排除部定課

程綱要實施教學，且不採紙

筆測驗之學習評量方式。 

2. 本校不鼓勵競爭、比較，

或以紙筆測驗或量化考試作

為兒少學習的評量表述。在

呈現學生在校學習歷程及學

習成果表現上，本校教師採

用ｏｏｏｏｏ(條列敘述)等

多元方式，評量學生學習成

就。 

 

學生

事務

及輔

導 

高級中等教育法： 

第 OO 條關於輔導之相關

辦法。 

 

本校設有輔導小組專責輔導。 

詳參：附件…… 

 

 

OO 理念實驗教育對學生係以

注重兒少發展為核心之教

育，對學生之行為衝突、紛

爭及學習成果，不以獎懲觀

念看待。有定期的學生個案

研討與相關兒童與青少年發

展與輔導之能研習機制，ｏ

ｏｏｏｏｏ，導師關注兒少

身心靈之發展狀況更甚於知

識之傳授，本即在日常進行

與輔導功能相同之師生互

動…… 

 

家長

參與

方式 

國民教育法: 

第 OO 條及其相關子法，

關於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事

務。 

 

高級中等教育法： 

第 OO 條關於學生家長會

之相關辦法。 

 

第十五條  家長會 

本校學生家長得籌組家長會，

其辦法由家長會會員大會自行

訂定。其任務如下： 

一、ｏｏｏｏｏ 

二、ｏｏｏｏｏ 

第十六條  核心小組會議。 

會議成員為家委代表、校長及

各處(室)主管。 

實驗教育著重於家校合作之

特質，有其特殊之互動關

係，不僅止於學校與家長之

關係，而是更深入的社群建

構關係。 

學校財務狀況及重要活動，

以建立學校與家長溝通協調

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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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參：附件-OO 

其他 OO 法： 

…… 

本校除了……計四次師訓。內

容包括:ｏｏｏｏｏ此外每位

教師均應完成為期三年之完整

師資養成課程。 

OO 理念教師必須熟習並持續

研究「人智學」，且據此以充

分認識「兒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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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計畫 09 

         OO 市 OO 實驗教育學校 

學生評量 

    對學生的發展採多元評量的方式，基本上有入學診斷性評量、在學形成性評量，及……

評量等。 

與家長會談、溝通學生身心靈的成長狀況及其未來可能努力與發展的方向。 

一. 入學診斷性評量 

ｏｏｏｏ。 

二. 在學之評量」 

1. 學生平時在各領域ｏｏｏｏ。 

2. 學生在班級中口語表達，在個別報告、提問、回應，參與討論的評量 

3. ｏｏｏｏ。 

4. ｏｏｏｏ。 

5. ｏｏｏｏ。 

三. OO 性評量： 

1. 為確定教學目標達成的程度，ｏｏｏｏ，成績不是親師生的重點，重點是我們可以從不

同的評量面向檢討教與學的得失、每一方自我檢視的依據，知道自己與一般教學或同齡

學生在學習上的差別。 

2. 每學期末，學生自己填寫「自我評量表」，內容包含ｏｏｏｏ。 

3. 每學期末，教師綜合學生的評量結果，做成「學習評量手冊」。內含ｏｏｏ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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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計畫 10 
 
 

              OO 市 OO 實驗教育學校 
 

學生自我評量表之範例 
 

請在你認為最合適的地方打ˇ    姓名                    年級         學期 

 

活動/結果 工作表現程度 喜歡程度 

 非常好 好 普通 不太好 很不好 非常喜歡 喜歡 普通 不喜歡 

晨圈          

歷史          

天文學          

數學（主課程）          

數學（副課程）          

英語          

科學          

社會          

日記          

課本製作          

合奏          

合唱          

藝術          

手工          

遊戲          

泥塑          

中音笛          

生物          

生活與道德          

國文          

書法          

歐洲地理          

清潔打掃          

 很喜歡 喜 歡 普 通 有點不喜歡 不喜歡 

自己      

家人      

朋友      

老師      

上學      

上課       

工作      

遊戲      

世界      



20 
 

 

附件-計畫 13 

OO 實驗教育學校 

社區及家長參與 

          期望透過投入時間，深入人智學、OO 理念教育、期待親師生間的共同合作進一步擴大

彼此間的凝聚及合作力，形成一股社群互助、互信、互愛的氛圍。 

 

                              親師與家校合作 

兒童的成長需要親師間的共同工作，請家長一起參與 
1. 核心小組會議： 
ｏｏｏｏ 
2.家長大會/家長委員會： 
  家長充分交流、支持學校教育發展ｏｏｏｏｏ家校面對面一起解決問題。也透過家校
合作辦理各項活動等。 
3.新生家長成長營：ｏｏｏｏｏ 
4. 慶典：ｏｏｏｏｏｏ 
5. 親職聊天室：ｏｏｏｏｏｏ 
6. 讀書會：ｏｏｏｏｏｏ 

社區參與 
 

透過 OO 理念教育，讓兒童能擁有熱情參與世界的一顆心，並具有果決的行動力，因此
祈願我們都能伸展觸角、與人相遇：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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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計畫 14 

oooOO 實驗教育學校 

經費規劃 

105-117 學年度經費收支預估表 

略ｏｏｏｏ 

 

 

說明 ｏｏｏｏｏ       

  一、收入：ｏｏｏｏｏ 

     

  二、經常性支出：ｏｏｏｏｏｏ      

                  

 班級人數預估表 

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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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計畫 15 

OO 市私立 OOO 實驗教育學校 

預期成效 

時間 活動名稱 內容與預期成效 

一、實踐人智學教育理念，落實ｏｏｏ 

 

教 

 

 

師 

 

 

治 

 

 

校 

資深教師會議 ｏｏｏｏ 

教師團會議 每週召開一次會議 

教職員會議 
進行行政與教學之溝通討論，全校工作夥伴相互配合與支援。

每   週召開一次會議 

低中高年級會議 ｏｏｏｏｏ 

副課程會議 ｏｏｏｏｏ 

國內外教師研習 ｏｏｏｏｏ 

每週 OO ｏｏｏｏｏ 

教師個別約談 ｏｏｏｏｏ 

發展學生的「自

我」  

ｏｏｏｏｏ 

教師讀書會 閱讀施泰納文獻書籍 

二、親師合作，ｏｏｏｏｏｏ，適合學生學習的生活環境。 

家 

長 

參 

與 

核心小組會議 

 

家校間溝通平台， ｏｏｏ 

家長大會 

家長委員會 

家長充分交流、支持學校教育發展、提供改善建議，並舉辦各

項活動活絡社群以發展社群凝聚力量。關係更增進，社群更凝

聚成長 

新生家長成長營 ｏｏｏｏｏ 

慶典 家長主辦、協辦或參與學校慶典關係。 

親職聊天室 ｏｏｏｏ 

讀書會 ｏｏｏｏｏ 

三、非營利經營辦學，集眾人的力量，做眾人想做，但單獨個人難以做到的事。 

非 

營 

利 

經 

營 

ｏｏｏ 

人智學學會 

 

 

 

本校隸屬非營利法人團體– 

 

四、學生有熱情參與ｏｏｏｏｏ、美學及推己及人的社會能力。 

實踐 

人智 

學理 

念 

德智體群美 

身心靈教育 

教師認識並尊重每個學生的天賦，鼓勵並挑戰學生達到他們最完

全的人類潛能。目標是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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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計畫 16 

oooOO 實驗教育學校 

參與研究人員之相關資料 

「師培指導」人 學經歷 

   

   

   

   

 

教師團隊 職責及學經歷 

   

   

   

   

 

指導師暨藝術教師 參與個別發展 

   

   

 

學業顧問 專業領域 

   

   

  

 

校外專家 專業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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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規範 01 

oooOO 實驗教育學校 

入學流程圖 

                                                   104/11/27 製圖 

 

略 

 

說明：ｏｏｏｏｏ         

        

           附件-參考 01         

OO 市 OO 實驗教育學校 

教師名冊 

職稱  姓名  教育程度 

     

     

     

     

     

     

 

  附件-參考 02 

ｏｏｏ實驗教育學校 103 學年度下學期行事曆 

時間  活動名稱  備註 

2/24(二)  103 學年度下學期開學  全校師生 

2/25（三）14:00‐

16:00 

消防演練  當日副課程暫停 

2/27‐3/1  二二八連續假期  放假 

3/2(一) 15:30  一年級班親會  一年級親師 

以下略  以下略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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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參考 03 

ｏｏｏ實驗學校入學申請書 

◆學生資料                                        填表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相關個資 

◆家長資料                                     主要的家長聯絡人：□父  □母 

父、母相關個資 

◆之前就學記錄 

 

◆面談時間 

 

◆讓孩子進入這樣的一所學校就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請問您在決定的過程中曾經考慮

過哪些因素？正面的？負面的？ 

 

◆ 一般人都是一路接受體制內的國民義務教育成長，請問您對目前體制教育的看法為何？

對本校的期待為何？ 

◆ 您擔心未來銜接的問題嗎？您所擔心的問題有哪些？ 

◆ 兒童發展史 

1. 請描述您孩子的課業表現、工作能力，及學習特色 

2. 請描述您孩子的同儕關係、親師關係及師生關係 

3. 請描述您的孩子曾經遇過的生理或心理上的困難，以及您們的處理過程 

4. 請描述您孩子的優點、缺點，以及特別讓您覺得驕傲及擔心的地方 

5. 請描述您的教養態度，請舉例說明。 

6. 請問您最希望您的孩子從本校獲得什麼？ 

7. 請描述您孩子的睡眠與飲食情況？ 

8. 請問您孩子的是否看電視？幾歲開始？每天看電視時間？ 

9. 曾上過的學校（含 K幼兒園）？離開的原因？ 

10. 英、日文；樂器等的學習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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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參考 04 

 

ｏｏｏ實驗學校師訓及教師會議 行事曆 

 

月份 內容 

一 
寒假期間： 

1.視外師來臺狀況，若成行，則安排約為期一周師訓 

2.兩次全體教職員會議 (假期的開始與結束)  

二 1.每周一次 oo 會議 

2.每周一次  高中 oo 會議 

三 1.每周一次 oo 會議 

2.每周一次  高中 oo 會議 

 

    四 

視當學年活動安排，於四、五月 

1.擇一周安排內部師訓 

2.視外師來台時間，若能互相配合，則安排加入外師課程 

3.每周一次 oo 會議 

4.每周一次  高中 oo 會議 

 

五 

六 1.每周一次 oo 會議 

2.每周一次  高中 oo 會議 

七 暑假期間： 

         1.至少三周內部師訓- 課程報告 

         2.兩次全體教職員會議 (假期的開始與結束) 
八 

九 1.每周一次 oo 會議 

2.每周一次  高中 oo 會議 

十 1.每周一次 oo 會議 

2.每周一次  高中 oo 會議 

   

十一 

1.擇一周安排內部師訓 

2.視外師來台時間，若能互相配合，則安排加入外師課程 

1.每周一次 oo 會議 

2.每周一次  高中 oo 會議 

十二 1.每周一次 oo 會議 

2.每周一次  高中 oo 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