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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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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類別(複選)

學校人數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三段 2 巷 14 號

http://163.21.25.8/default.asp
■公校 □私校 □公辦民營
■國中 □完全中學
一年級 4 班 137 人
二年級 4 班 139 人
三年級 4 班 139 人。共 12

班，合計 415 人。

老師總人數：共 33 人。
專案聯絡人

劉佳育

E-mail

Lau85@yahoo.com.tw

聯絡電話 02-29393651＃31
手機

0930-915-877

北政曾於 82-91 年進行「自願就學」及「自主學習」等兩個國內重要教育
實驗計畫，形成不斷省思「我們還能為孩子做什麼？」的創新學校教育的
教改文化。12 年國教的推動，正是本校更大步朝向在體制內辦出另類理
念學校的好時機，最想優先推動下列 3 件事：
1.逐年增加自編教材與研發多元評量的規準與方式，擺脫教科書及坊間測
請校長填寫 12 年 驗卷的制約。
國教時代，最想做 2.深化「價值與能力」的教學策略，倡導「完整學習」亦即每學科的單元
的 3 件事(300 字 教學除「主學習」
（學科知識）外要兼顧「輔學習」
（價值）與「副學習」
內)
（技能）
，以落實活化教學。
3.擴大活化第八節輔導課，除原先每週五天輔導課，已有兩節是社團活動
時間外，另外三天將轉型為「帶狀主題課程設計」
，供學生依程度與興趣，
自主選擇，例如：週一輔導課同一年級全部開「英文課」，初步規劃分為
「看圖案英文寫作」
「唱歌學英文」
「看影片學英文」及「旅遊英文」等四
個不同英文主題。
□ 生涯發展優質學校
報名類別
(只能選擇一項)

□ 閱讀教育優質學校
□ 健康體育優質學校
■ 社團多元優質學校
□ 藝術人文優質學校

三、社團多元優質學校做法及具體事蹟
學校辦理社團多元的理念說明：
學校辦理社團多元的理念說明：

無限學習機會 個個都是品牌---個個都是品牌----北政
----北政「
北政「全人發展」
全人發展」多元適性社團
（一）多元社團是達成本校教育理念與學校願景的好方法
北政「全人發展」的教育理念主張：教育是發揚「人性」
，教人成「人」的一種志業，
教育的重點不應只是知識；而應是成為一個「人」所要彰顯的「價值」
，以及為實踐
此價值所需要的「能力」
。據此，共塑「無限學習機會 個個都是品牌」的學校願景。
辦理多元社團可提供學生多元的學習機會，跳脫以知識為導向的學科學習，強化價值
與能力的學習，導引全人發展。
（二）尊重學生學習主體性，
尊重學生學習主體性，激發學習意願，
激發學習意願，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在現有學校課程的眾多學習科目是被統一規定限制下，社團活動是可以依學生需
求來規劃，能夠有效激發學生學習意願，可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三）社團是一種學生自治，
社團是一種學生自治，培養學生品德發展與多元能力
「品德」是一個人為維護並實踐「價值」所採取「自我管理」的程度，社團活動是一
種學生自治的教育方式，學校扮演輔導而非主導的角色。同儕在團體互動中，從被動
到主動，從主動到積極，從他律到自律。透過非制式化的教導，思索「尊重、負責、
關懷、正義、合作、紀律」等價值，及培養「做決定、創造力、解決問題、自我管理」
等能力。
（四）擴大學科教學領域
擴大學科教學領域，
，開發學生優勢智能與興趣
「適性發展」是學校教育目標，我們依據 Gardner 的多元智能理論，瞭解學生需求，
並配合學科教學，開設多元社團活動，以提供學生加深加廣的自我探索學習，讓學生
多元智能健全發展，並開發學生優勢智能與興趣。
請條列說明：
請條列說明：學校的社團數？
學校的社團數？類型涵蓋哪些？
類型涵蓋哪些？平均多少學生擁有一個社團？
平均多少學生擁有一個社團？外聘師資有哪
全校整體社團活動的規劃？
如何透過多元社團發掘學生潛能與興趣、
些？全校整體社團活動的規劃
？如何透過多元社團發掘學生潛能與興趣
、提供更多同儕互動
學習機會？
學習機會？或列舉學校其他社團多元教育的具體做法
或列舉學校其他社團多元教育的具體做法。
育的具體做法。
本校依據全人發展的教育理念，尊重孩子主體的學習，發揮小校多元彈性機制構思屬於孩子
揮灑的舞臺，融入核心能力及多元智能，發展適性化、精緻化、生活化的多元社團課程活動。
具體做法如下：
調查了解學生需求，
（一）調查了解學生需求
，配合學校發展開設多元社團活動
1.透過問卷調查學生社團需求，配合學校發展重點，整體規劃多元社團
新學期初透過問卷調查了解學生對社團的需求，並經會議整體思考學校發展重點、校內教
師專長及校外專業師資，並根據多元智能理論，規劃可導引學生全人發展的多元適性社團。
2.開設 4 類 26 個社團，平均 20 個孩子擁有一個社團，七年級學生每人參加 2 個社團

目前全校共開設 4 類 26 個社團分別開設在每週三下午第七八節（有 20 個，全校七八九年
級學生）及每週五下午第八九節（有 6 個，只有七年級學生）
，全校 415 位學生，平均每
20 個孩子擁有一個社團，其中七年級學生每位可選兩個社團。26 個社團的類型、名稱及
所對應的多元智能及所培養核心能力見下表 1。其中有些社團是配合學科教學，提供對該
主題有興趣的學生加深加廣的學習，例如：自然觀察社是配合學校生態教學課程、童軍社
是配合綜合領域童軍課、趣味數學社是配合數學課、生活科學社是配合理化課。
表 1.北政社團類型、名稱、對應多元智能及所培養核心能力一覽表
社團類型

社團名稱

學術性

多元智能

鄉土語言社、文藝社

語文智能

創造性思考、有效溝
通、批判性思考

電腦社、趣味數學社

邏輯智能

創造性思考、解決問
題、批判性思考

（7 個社團）

學藝性

核心能力

自然觀察社、生活科學社、 自然探索智
自己種菜自己吃
能

解決問題、自我管理、
批判性思考

吉他社、合唱社

音樂智能

情緒調適、抗壓能力、
自我管理

肢體運作智

有效溝通、自我管理、

能

創造性思考

（8 個社團）

優人神鼓社、戲劇社

創意生活社、板刻社、剪影 空間智能
社、魔術社

創造性思考、解決問
題、批判性思考

點心製作社

創造性思考、解決問題

人際智能

排球社、桌球社、籃球社、 肢體運作智
（5 個社團） 羽球社、足球社
能

有效溝通、協商技巧、
解決問題

＊童軍社（4 個）、服務學習

人際智能

情緒調適、抗壓能力、

內省智能

自我管理、做決定

運動性
服務性

（6 個社團） 社

＊本校童軍社計有國七 37 位、國八 30 位、國九 20 位，合計 87 位，為確保教學品質，並考慮童軍特
性，採童軍聯社方式，分別開設在週三及週五分開四個童軍社團。此外，童軍社每月的一次週六
童軍團聯社活動 87 位一起參與，是本校最大最有特色的社團。

3.整合豐富的社區資源
3.整合豐富的社區資源，
整合豐富的社區資源，外聘 18 位專業社團師資
專業師資是確保教學品質，有效引導學生學習。為聘請到有專長的優秀教師來北政開
社團，我們採取策略盟方式與政治大學、社區各專業協會（優人神鼓暨表演 36 房、中
華民國自然步道協會、指南社區發展協會）等結合，遴聘適合的外聘教師（表 2）
。
表 2 週三社團活動外聘師資
社團名稱

外聘師資

自己種菜

張臺山老師

自己吃

專長/證照

田園整體規劃

經

歷

文山社區大學社區成長學程助理講師

優人神鼓
社

優人教師群

表演藝術

優人神鼓暨表演 36 房專業講師

桌球社

林雅馨

體育教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所

籃球社

廖老師

體育教學

臺北體院體育系籃球隊

足球社

童軍社

政大足球隊
師資群
呂天福

大學足球校隊

童軍木章

國立臺灣政治大學學生
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所碩
士
政大山林溪童軍團總團長

點心製作
社

陳佳妙

烘焙乙級，中式 亞洲大學經管所碩士
麵食乙級
開名高職教師
新北市能仁家商吉他社

吉他社

林道元

吉他教學

自然觀察
社

曾坤發

自然觀察

板刻社

許麗芬

中華民國板刻
書法學會教師
證書

戲劇社

陳鈺萍

導演、編劇

趣味數學
社

林澤佑

數學專長

魔術社

蕭榮宏

魔術教學

台北市長安國中吉他社
仁愛國小烏克麗麗教師研習班
YMCA 吉他/烏克麗麗專任教師
中華民國自然步道協會資深講師
大安社區大學專任講師
永和國中板刻社團
九二一重建社團教師
板刻書法學會理事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戲劇研究所
路崎門劇團負責人
政大應用數學系學士、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學系
全民玩魔術講師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創新設計所
五峰國中美術代理教師
台北縣永和國中美術代理教師

創意設計
社

陳柔竹

中等學校教師
證－美術科

台北縣蘆洲國中美術代理教師/苗栗市
大倫國中美術代理教師/台北縣南山中
學老師與夜輔 POP 老師/產經網 網頁
設計人員

棋藝社

黃徨文

數學教學

臺灣科技大學統計學博士候選人

週五社團活動外聘師資

排球社

洪鈴雅

體育教學

羽球社

康志偉

體育教學

童軍社

呂天福

童軍木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民教育與活動
領導所碩士
政大山林溪童軍團
總團長

鄉土語言社（卑南
語）

王寶美

原住民語言能力證
書

（二）增加社團時間與次數，
增加社團時間與次數，以供學生更多試探並發掘個人潛能與興趣的機會
1.為增進社團活動學習效果，本校社團課程除依一般課程規定每週一節聯課活動外，社團時
間於每週三第七節外，針對七、八年級孩子加開一節第八節共連續兩節的社團活動。
2.為提供國七學生每位可選擇參加兩個不同社團，另於每週五第八、九節針對七年級孩子再
加開兩節社團時間，以提供孩子試探與發展多樣專長的第二學習機會。
（三）採混齡打破班級限制
採混齡打破班級限制，
打破班級限制，供學生自由選社，
供學生自由選社，以增進同儕更多互動學習機會
1.尊重孩子主體的學習，每學年第一學期開放全校孩子統一選社，以孩子個人專長興趣為導
向，採打破班級混齡方式自由選社，提供同儕及高年級學長姐切磋與彼此間觀摩機會，提
昇個人技能並培養人際關係及做決定之能力。
2.多元試探，認識自己－經過一學期嘗試後，孩子可較清楚了解自己真正的興趣與需求。
第二學期開放更換社團申請，給予試探後興趣不符孩子調整社團學習機會。
（四）透過增能賦權策略
透過增能賦權策略，
策略，培養學生社團自治的能力
1.每學期召開社團教師會議，共同研討增能社團幹部的教學策略及擬定學期教學計畫與
成果演出時間。
2.每個社團經民主程序，選出社長等幹部，在社團教師指導下，負責該社團的經營，培
養學生實務經營的能力。
（五）建立學習回饋機制，
建立學習回饋機制，以適時調整社團規劃符合學生學習需求
1.採問卷調查了解孩子對社團滿意及學習情形，建立孩子社團學習回饋機制，評估孩子對社
團活動的滿意情形及學習成效，作為調整社團辦理之依據。
2.藉由孩子的回饋亦可做為社團教師在相關教學之調整依據，同時針對孩子的個別需求可立
即給予回應及引導，讓孩子可以學得更快樂更好。

（六）鼓勵孩子申請創設新社團，
鼓勵孩子申請創設新社團，提供孩子主動探究與創造的學習機會
1.為讓孩子能有主動探究與創造的學習機會，特別規劃孩子創辦新社團之機制，鼓勵學
生申請創立新社團，後由校方找尋適合師資。例：魔術社、棋藝社及鄉土語言社等為學生
主動提出申請之社團。
2.申請創設新社團的過程中，可培養孩子負責的核心品德及自我管理、做決定等核心能
力。
（七）規劃各項競賽與節慶活動，
規劃各項競賽與節慶活動，提供社團展演成果機會
1.辦理各項班際、個人競賽與節慶活動，給予孩子發揮專長的舞台，肯定孩子學習成就。
善用每日上午 10:10~10:30 課間運動時間辦理全校班際籃球、排球、桌球等比賽。每
年校慶與畢業典禮等重大慶典，皆由社團孩子參與表演，例如：街舞社、童軍社等，
尤其童軍社夥伴每年協辦七年級校慶隔宿露營營火晚會、大地遊戲等活動，提供實際
應用學習成果的機會。
2.積極參與校外展演及活動機會，讓孩子有更多元的機會展現學習成果及更開闊的視野
面對世界，如：北政優人神鼓社更獲邀配合 2009 聽障奧運開幕演出及 2010 花卉博覽
會學生展演。
透過認證方式，
導引孩子發展一生個人休閒運動與藝術的專長
（八）透過認證方式
，導引孩子發展一生個人休
閒運動與藝術的專長
1.由本校美術、音樂，表演藝術，體育及行政等人員所組成「一生一專長推動小組」
，透過專
業對話，根據教學目標及不同年級孩子學習發展基準，並參考各項專長之國內外標準，訂
定本校籃球、排球、游泳、直笛、歌唱等五項為重點專長，各年級不同學習階段專長認證
標準，鼓勵孩子進行認證。
2.透過實質認證方式，正向激勵孩子從中獲得認同及成就，也讓孩子自我期許提升學習
動力與成效。
請條列說明學校辦理社團多元曾遇到的困境及解決方式，
請條列說明學校辦理社團多元曾遇到的困境及解決方式，截至目前為止成效及學生改變。
截至目前為止成效及學生改變。
（一）遭遇到的困境及解決方式
1.採取策略聯盟
採取策略聯盟方式
方式，
1.
採取策略聯盟
方式
，解決外聘專業師資聘任不易且不穩定的問題
(1)待解決問題：
為因應學生多元化需求及適性發展所規劃的學生多元適性社團，需要多專業師資的參與，
對於校內現有師資及外聘師資穩定度不夠的困境，有其限制性，偶有力有未逮之憾。
(2)解決方式：採策略聯盟方式增加外聘師資穩定度
a.多元社團需要大量師資，除校內師資外，校外師資的找尋更是相當重要一環。本校位
於優質學區（鄰近政治大學、景文高中、大誠高中、萬興國小）
，因此可與鄰近學校
資源共享，如：趣味數學社與政治大學應數系合作、點心製作與大誠高中合作、優人神
鼓社與景文高中表演藝術班合作等，硬體設備亦是彼此友善共用（泳池、大操場、 教室）
。
b.社區資源（中華民國自然步道協會、指南社區發展協會、萬興里、指南里）亦是學校

的友善支援，如：生態觀察社便是與自然步道協會合作
2.爭取家長會經費挹助
爭取家長會經費挹助，
爭取家長會經費挹助，解決社團師資鐘點費及相關經費不足的問題
本校因開設許多社團，其所需增加的教師鐘點費及勞健保費，依教育局規定所收取的
學生課輔費不足支應。本校除向教育局申請「臥虎藏龍」的經費彌補外，也獲得家長
會全力支持，透過對全校家長募款所得經費來支持，以確保社團永續經營所需經費無
虞。
3.靈活調整活動方式
靈活調整活動方式，
靈活調整活動方式
，克服雨天及場地不足的問題
本校因位於山區，易下雨，且缺乏活動中心。為克服雨天及場地不足的問題，多年來
致力於靈活調整社團上課方式，以及積極爭取借用政大場地。
（二）成效及學生改變
1.推展多元適性社團
推展多元適性社團，
有助學生全人發展，
1.
推展多元適性社團
，有助學生全人發展
，榮獲本市優質學校及教育部教學卓越獎
（1）整合社區資源，推展多元社團及各項教育活動，榮獲本市 97 年優質學校「資源
統整」 優質獎。
（2）建構延伸課室內學科教學，以提供學生加深加廣適性發展的多元社團課程設計，
成為本校特色課程之一，榮獲本市 98 年優質學校「課程發展」優質獎。
（3）推展多元適性社團活動，有效增進學生「全人發展」
，榮獲本市 99 年優質學校
「學生學習」優質獎。
（4）推展多元適性社團活動，有效培養北政每位學生學習一生受用的休閒興趣運動
或藝術專長，榮獲本市 98 年教育 111 標竿學校認證—一校一特色、一生一專長、
一個不能少
（5）整合課室教學（愛上大自然生態教育彈性課程）
、社團活動（自然觀察社、童軍
社、自己種菜自己吃等與生態教育相關社團）及全校性活動（段考下午全校登
山、生態國際交流…等活動）
，推展「全人發展」的生態教育，榮獲教育部 100
年教學卓越獎。
2.多元社團成為學校特色
多元社團成為學校特色，
獲社區家長肯定，
2.
多元社團成為學校特色
，獲社區家長肯定
，連續 8 年額滿增班再
年額滿增班再額滿的盛況
額滿的盛況
在一切以升學為導向的國中教育來說，要將每週五節的第八節輔導課，不全用來加
強升學課業，特別規劃每週二次，每次兩節課的社團活動時間，只為了讓國中生能
有更多自我探索、自我做決定要學什麼的機會！實屬不易。一路走來，也曾有徬徨，
恐不受家長親睞；然而，心想這是我們所堅持的教育信念，在講究「市場區隔」的
行銷時代，總是要有人提供不同的學校教育供家長自由選擇！8 年來，北政國中從
92 年一個年級只剩一個班的谷底，秉持「辦學有特色，就是優質學校」的信念，持
續耕耘學校多元社團，在少子化及 94 年鄰近成立政大附中的嚴峻壓力下，我們獲得
社區家長的肯定，逆勢上揚，連連增班年連額滿。受限於校舍不足，北政決定維持
全校 12 班的小校規模，誓言要將小校優勢發揮到「淋漓盡致」
，要在體制內辦出一
所另類的理念學校。
3.北政眾
北政眾多優質社團
多優質社團，
校外參
佳績；學生從社團中不只是讓自己潛力及興趣得
3.
北政眾
多優質社團
，校外
參賽屢獲佳績

以發展，更從社團自治的參與經營中，學會公民參與所需的品德與能力
在北政 26 個學生社團中，最具特色的社團如下：
（1）童軍社：是本校人數最龐大的社團，目前參加童軍社國七學生有 37 位、國八學生有
30 位、國九學生有 20 位，合計 87 位（平均每 5 位北政學生就有一位是童軍社）
。
其活動除每週一次兩節的社團時間外，每月會有一次週六的全部童軍團活動；國中
畢業後的讀高中職及大學的北政畢業校友都會返校擔任輔導員。北政童軍社所學習
的內容不只是傳統的童軍技能，更重視將品德及能力融入探索教育，並積極參與國
內及國際童軍活動（例如：參加 98 及 100 年全國童軍露營活動、2011 瑞典世界大
露營活動、2012 斯里蘭卡亞太露營..等）
，從事服務學習（例如：社區打掃、淨山
淨溪、服務養老院老人、舉辦迎新校內露營..等）
。榮譽事績如下：榮獲 98 年全國
績優童軍、99 年度榮獲臺北市第七次童軍大露營榮譽團、受邀擔任建國百年升旗、
國慶等活動會場服務志工學生、14 位學生參加 2011 瑞典世界大露營榮獲馬總統親
自接見加勉的殊榮。
（2）北政優人神鼓社：獲邀擔任台北聽障奧運開幕演出及 2011 臺北花博演出
（3）戲劇社：榮獲本市 98 年教全市性別平等教育戲劇大賽特優、教育部 100 年全國
家庭教育戲劇大賽佳作
（4）合唱社：榮獲本市 100 年合唱賽南區第二名
多元社團深
獲學生喜歡
喜歡，
培養又
玩又會
讀書的
北政學生
4.多元社團
深獲學生
喜歡
，培養
又會玩又
會讀書
的北政
學生
推展社團活動，是否會影響升學呢？經期末問卷調查統計結果顯示：北政 85%學生表
示學校推展多元社團活動，讓他學到多元專長，以及培養帶得走能力，這樣的成效也
具體反映學生在下列學習成果表現：
（1） 學生升學基測表現亮麗，大破小校學生缺乏學科競爭力的迷思：99 年度基測，PR90
以上有 22 位，5 位分數達第一志願，許皓程同學獲 412 滿分佳績（許同學是本校
童軍社小隊長）
，是本校創校來第一位滿分；100 年度有 7 位分數達第一志願，學
生考上公立高中職人數逐年提升為三分之二。
（2）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獲獎逐年提升：96 學年 8 人次獲獎、97 學年 8 人次
獲獎、98 學年 15 人次獲獎、99 學年 20 人次獲獎。

5.培養
培養既
培養既會玩又會
玩又會讀書之北政學子
讀書之北政學子，
學子，獲媒體熱烈報導
熱烈報導
（1）95 年「多元能力開發班－自己種菜自己吃」榮獲「教育局鼓勵校園栽種有蔬菜推
廣計畫」優等，聯合報、中國時報及大愛電視臺皆做過專題報導。
（2）97 年聯合晚報 97.9.28 北市教育版專題報導北政國中「會讀書、會打球、進建中」
（3）97 年度 2008 教育特刊專題報導北政國中教育理念
（4）97 年度聯合報 97.10.4 北市教育版專題報導「北政國中榮獲優質學校」
（5）98 年度 9 月 17 日聯合報、自由時報、台灣立報報導北政國中接待聽奧加拿大選手活動
（6）99.6.4 聯合報、自由時報「北政國中首見第一個滿分生」
（7）99.4.7 中國時報「北政林書綺 從小沒補習 成績一樣優 錄取北一女」

（8）100.8.26 聯合報「生態教育 北政田園樂 榮獲教學卓越獎」
（9）100.11 月份親子天下報導「北政國中早在 12 年國教鳴槍起跑前起跑」
（10）101.2.15 聯合報、自由時報「北政張紫湄激勵班進步主動學習有信心」

社團選課盛況

自然觀察社戶外實察

戲劇社榮獲全國戲劇賽佳作 合唱社榮獲北市西區合唱第二名

童軍社人數眾多

童軍社探索體驗活動

自己種菜自己吃社團

優人神鼓社校慶表演

童軍社榮獲馬總統接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