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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親子天下
《親子天下》
親子天下》2012 年優質國中報名表
優質國中報名表

基 本 資 料
學校名稱

臺北市
地址 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 321 號
私立衛理女中

官方網站

www.wlgsh.tp.edu.tw

學校類別(複選)

學校人數

□公校 私校 □公辦民營
□國中 完全中學
一年級 6 班 247
二年級 6 班

234

三年級 6 班 220
老師總人數：共 70

人
人
人。共 18 班，合計 701 人。
人。(國高中併計)

1.在住校的環境中培養學生良好品格及獨立精神。
2.以六年一貫的課程讓學生學習欣賞萬物，培養閱讀、表達和思考能力。
3.落實學生服務及人文關懷的涵養。
請校長填寫 12 年
十二年國教讓孩子們少一次考試的束縛，也為老師們創造一段為學習
國教時代，最想做 而教的時間。衛理女中多年來一直以基督教的愛為立校精神，在全體學生
的 3 件事(300 字 住校的環境下，培養學生獨立自主，注重品格發展，強調全面的教育。未
內)
來仍秉持此教育理念，繼續我們均衡、多元、愛的教育的作法，更將藉此
學制的轉變讓課程更能達成六年一貫的設計，由國中訓練踏實的閱讀、表
達、思考等基本能力；高中培養主動學習的精神，加強學生學會如何學習、
如何搜集資料，如何表達自己想法的能力。
□ 生涯發展優質學校
□ 閱讀教育優質學校
報名類別
(只能選擇一項)

□ 健康體育優質學校
□ 社團多元優質學校

 藝術人文優質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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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藝術人文優質學校做法及具體事蹟：
藝術人文優質學校做法及具體事蹟
學校辦理藝術人文教育的理念說明。(500 字內)
一、衛理女中為全體住校的學校，除注重學科學習，德、體、群、美各育均衡發展。在
藝術人文方面，平日更藉著自然環境的美，陶冶學生欣賞的能力。並依循九年一貫
課程綱要規劃藝術人文課程，依專業研訂課程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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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校長「落實人文關懷」的理念下，我們結合各項校內外競賽、活動及服務學習，並
佈置校內藝術空間，充實學生人文藝術鑑賞及表現能力，養成終身學習的興趣。
（一）校內競賽及活動：詩歌比賽、櫥窗設計比賽、啦啦隊比賽、藝文活動、校慶感
恩禮拜、畢業崇拜、電影欣賞、室內樂團、表演工作坊戲劇社、舞蹈社、姐妹
校來訪。
（二）校外競賽及活動：
1.國內競賽、活動及參訪─
臺北市音樂比賽及美展、故宮及美術館參訪、愛心月報佳音、探訪老人院…
等表演活動，每年均定期舉行。
2.國際交流：
（1）與國外中學締結姐妹校，八年級學生赴日本或新加坡畢業旅行，在參訪
時進行表演。
（2）寒、暑假遊學團學生參觀羅浮宮、大英博物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三）協同教學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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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科以崑曲結合故宮「牡丹亭」的演出；英文科以希臘、羅馬神話搭配「羅
浮宮展」
；社會、國文科電影藝術講座。
（四）透過服務學習設計，規劃畢旅至偏鄉國小服務；藉由英文選修課程學生學習
設計英語教學活動，並於暑期擔任志工到偏鄉進行愛心服務，落實學生人文
關懷。
請條列說明：學校內擁有藝術與人文專長教師數？與學生的比例？教師如何進修與自我
成長？學校如何規劃藝術與人文課程？非上課期間透過哪些方式提升學生藝術與人文素
養？或列舉學校其他藝術人文教育的具體做法。
一、本校人文藝術教師 100％為合格且具專長教師，經常進修與追求自我成長。
（一）本校音樂、美術各有一位專任教師，負責國、高中課程。由於課程繁重，因
此，在九年級音樂課聘請東吳音樂系教授開立「音樂欣賞講座」
，美術課也請
校外教師兼任。
（二）七、八年級表演藝術課程，分別由兩位北藝大戲劇系畢業教師兼任，其中一
位為宗教室全職員工，同時規劃愛心月、愛心服務隊相關人文藝術活動。
（三）本校依計劃鼓勵所有老師專業進修，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每學年均參加校內、
校外專業成長研習，美術科黃老師在 99 學年度與其他 10 位教師赴韓國參觀
姐妹校。
二、校內設有音樂、美術、表藝專科教室各一間，每班每週共有三節藝術人文領域課程，
由老師分科進行校內課程及評量。
（一）音樂課：
1. 基本課程：
七、八年級──
配合課綱內容，建立學生帶得走的能力，包含讀樂譜、認識音樂和聲、樂
曲欣賞。
九年級〈音樂欣賞講座〉──
藉著不同形式、風格和音樂呈現方式，來享受音樂提供的美與善，使身心
得到紓解，情緒得以宣洩，也由音樂的秩序、和諧與協調中學習合作與共
襄盛舉的美好與重要。
2. 主題課程：
配合教師專長及本校特質，設計延展學生基本能力的課程，包含合唱表演
(校內外節慶活動、國外校際交流活動)、合唱比賽(校內及台北市音樂比
賽)、歌劇與音樂劇賞析、班級音樂會…等，鼓勵學生從學習活動中感受
音樂世界的美好。
3. 評量：
因著每個人「年齡」
、
「美感認知經驗」及「學習能力表現」的不同，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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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生與高中生學習要求也不同。
國中評分的基礎為：1.認知 25％ 2.技能 50％ 3.情意 25％，較強調同學
基本能力的學習及基本素養的建立。
高中評分的基礎為：1.認知 30％ 2.技能 40％ 3.情意 30％，較強調多
元的學習能力表現。
以「班級音樂會」為例，舞台表演呈現的優劣，不是評分的唯一結果，教
師會觀察同學準備的內容，是否能真實反映他們的基本能力，準備過程中
團隊小組能否合作分工，而於表演節目進行中，觀眾的共鳴與回饋，也成
為成績表現的參酌。
（二）美術課：
1. 基本課程：
七年級──
培養基本繪畫能力:水墨、水彩、紙雕、素描、插畫與文字造型設計。
八年級──
嘗試各種媒材創作:壓克力顏料點畫、鋁線造型、拼貼、版畫創作。
九年級──
提升應用鑑賞能力:個性徽章設計、校園彩繪、動畫賞析、參觀展覽。
2. 學校特色課程：
（1）新生始業活動─安排參觀學校附近的故宮博物院或張大千故居、至
善藝文中心、順益原住民博物館，邀請藝文專家學者演講(如:幾米)，
並在大禮堂舉辦新生集體創作課程，透過一枝枝粉筆在地上恣意揮
灑，為每位新生開啟藝術的大門。
（2）愛心月活動─衛理女中是基督教學校，將聖誕節規劃為愛心主題月，
於課程內融入校園聖誕布置並製作給受刑人子女的關懷卡片。
（3）春天有約活動─每年四月設計「與春天有約」課程，前往金山朱銘
美術館或淡水十三行博物館、宜蘭蘭陽博物館、鶯歌陶瓷博物館…
等，提升學生藝文素養。
3. 評量：
學生學習採用不同工具描摹、剪貼或創作──
臨摹三幅水墨畫、設計一面水墨絹扇或集體創作水墨捲軸、運用各種紙張
特性製作卡片或紙雕、能知道色相、明度、彩度的代表含義，並以三原色
調色畫出十二色相環、插畫作品、壓克力點畫作品、線畫作品、拼貼作品、
運用麥克筆練習 POP、設計文字畫、凸版藏書票作品、凹版作品、個性作
品應用創作─帆布鞋、傘…等創作。
筆試─寫出 POP、點線面代表藝術家、美的十大原則、版畫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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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藝課：
1. 基本課程：
七年級──
將「藝術帶領生活」的精神教導給學生，讓學生可以透過劇場遊戲、表演
藝術作品的賞析及媒體社群通識課訓練自己觀察力、專注力、創造力與合
作的能力，課程規畫包含肢體聯想、戲劇排演、廣告呈現。
八年級──
授課教師透過觀賞、開發、創造與執行，帶領同學們更進一步地貼近一秒
瞬間表演狀態。課程規劃包含：
（1）觀賞：欣賞優秀編劇、導演、演員的創作，深入剖析創作元素的結
合，達到解構作品的能力，養成個人觀賞與批評的獨特品味。
（2）開發：激發同學們表演兩大元素—「聲音」與「身體」的可能性，
透過引導訓練，將其內在可塑性提升。
（3）創造：以小組合作的方式進行學生們的腦力激盪，編織各種線條的
思考迴路，再將之集結成作品，準備呈現。
（4）執行：每學期規劃三個學月的主題課程，每一學月均有小組呈現該
學月的學習成果，透過最後的演出執行實踐同學們的學習與吸
收。
2. 評量：
依照教學設計，每一主題結束後進行個人或小組創作，有些採即興創作，
有些事先給予主題集體腦力激盪。舞台表演呈現的優劣，不是評分的唯一
依據，教師會觀察同學準備的內容，是否能真實反映他們的基本能力，準
備過程中團隊小組能否合作分工，而於表演節目進行中，觀眾的共鳴與回
應也成為成績表現的參酌。
（四）不同領域協同教學：
1. 愛心月活動──宗教室結合導師、音樂、美術、國文科教師策劃「寫信給
受刑人子女」
、
「聖誕活動校園布置」
、
「工友福音」
、
「醫院及老人院參訪」…
等進行表演及布置，在付出中表現才藝。
2. 直升班課程──
（1）國文科教師介紹崑曲，並至故宮觀賞崑曲表演—牡丹亭。
（2）英文科以希臘、羅馬神話為教材，搭配到故宮參觀「羅浮宮展」
。
（3）音樂、美術科結合進行數位課程，並赴「數位音樂中心」參觀。
（4）參加藝術人文相關講座：
a. 曾昭旭教授：電影欣賞講座「戴珍珠耳環的少女」
。
b. 蘇達先生：從原住民劇場到電影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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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畫教學

詩歌比賽

名家講座—幾米

參觀故宮赤壁特展

合唱比賽

高一新生集體創作

三、學校在日常生活中規畫各項人文藝術競賽、社團、活動及展覽，使學生提高學習興
趣，展現優質學習成果。
（一）透過各項競賽，進行人文藝術統整課程，也發掘優秀人才。
‧校內競賽──
1. 團體競賽：
七年級：詩歌比賽、早操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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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級：啦啦隊比賽。
以上為各班均須參加的團體競賽，每個學生都是選手，比賽中的指揮、
選曲、編舞、制服變化出的服裝設計都由學生自行擔任，啦啦隊比賽
結合校慶、反毒、反霸凌…等主題，可稱年度盛事。透過以上競賽，
也凝聚出班級向心力，讓學生學習人際相處、民主或協調…等帶得走
的能力。
2. 個人競賽：
櫥窗比賽、插畫比賽、壁報比賽、攝影比賽──以上為個人或自由組
隊參加，插畫比賽與國文科「翰聲獎」得獎作品結合，將優選的散文、
新詩情境化為插畫，作品與畫作結合發表於校刊，學生都踴躍參加，
爭取在校刊留下美好紀念的機會。
‧校外競賽──
1. 八年級：臺北市合唱比賽、個人琵琶比賽。
2. 全校：臺北市全國美術比賽、漫畫比賽。
（二）透過活動及社團，使學生增加鑑賞、演出…等學習機會。
‧藝文活動──
1. 在段考後，下午安排電影欣賞（自由參加）
、晚上邀請知名藝術表演團
體到校進行「藝文之夜」演出，如：優人神鼓、表演工作坊“談琴說
愛”。
2. 參觀國內、外博物館或展覽：
（1）七年級始業活動──參觀社區內的故宮博物院、至善藝文中心（楊
英風雕塑展）
、張大千故居…等藝文場所，使在未來三年自主至附
近善用藝文寶藏。
（2）七年級二日「春天有約」活動，安排朱銘美術館、陶博館…等；
99 學年度參訪花博館，欣賞優人神鼓表演。
（3）遊學團以美東、英國為主，每年約 30~50 位師生參觀大都會博物
館及大英博物館、羅浮宮。
3. 成立表演工作坊戲劇社、室內樂團、舞蹈社…等藝術人文社團，在聖
誕晚會、頒獎典禮、社團成果展，均有表演機會，尤其是表坊戲劇社
在校友基金會支持下，由表坊專業老師指導，每年在校內公演，丁乃
竺女士都前來鼓勵，學生都以加入此社團為榮，也獲益良多。
4. 國際交流活動──日、韓、新加坡學生來訪，日、韓語社學生都有交
流表演活動。每年有 400 位學生參加韓國、新加坡或日本畢旅，以班
級為單位，表演合唱或啦啦舞。
5. 校慶感恩禮拜、畢業禮拜，由音樂老師及宗教室徵組學生及教師詩歌
班獻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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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設置文藝走廊展示區，定期展出美術、家政縫紉、拼布、生科、攝影…
等學生優秀作品；圖書館不定期展出退休教師剪紙作品、學生書法獲
獎作品；校園內有傑出校友畫作及雕刻，也讓在校學生參與校園美化。
7. 陶藝社有電動拉坯機兩台，陶藝電爐一座，每學期完成作品並燒製。

室內樂社

聖誕櫥窗設計比賽

管樂社

藝文之夜-優人神鼓

四、透過服務學習設計，以落實學生人文精神及學得藝術涵養：
（一）近年，學務處將服務學習納入教育旅行，在每年的校外教學活動中，加入為
當地國小設計的服務工作。
（二）自 96 學年起為新竹縣尖石鄉新樂國小、花蓮縣萬榮鄉西林國小、屏東縣佳東
鄉羌園國小、屏東縣東港鄉大潭國小、屏東羌園國小、宜蘭聖方舟教會共約
480 位小朋友舉辦暑期夏令營〈愛心服務隊〉
，99 學年開始，教務處開設「英
語活動專題設計」選修課程， 結合「英語活動專題設計」選修課程，透過反
思、改善的過程，發展學習策略及提升學習能力，讓學生自己設計教案、活動，
使學習課程與〈愛心服務隊〉緊密結合，學生除需借用英語、音樂、美術 、
表藝能力帶領小朋友；由付出體悟「施比受更有福」的服務精神，是衛理女中
認為：可一生受用的人文教育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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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月把愛傳出去活動

愛心服務隊

請條列說明學校實施藝術與人文教育曾遇到的困境及解決方式，截至目前為止成效及學
生改變。請以整體校園文化及學生改變為主，而非音樂班或美術班辦學成效。
一、實施藝術與人文教育曾遇到的困境及解決方式：
（一）衛理師生及家長都能支持教學正常，五育均衡發展的教育理念，因此，藝術
人文教師對自己的工作都具有使命感，讓課程成為學生在課業外的深呼吸空
間，學生也喜歡這些課程及活動，實施並沒有太大困難。
（二）問題是：
1. 學校班級數不多，每班每週一節，專任教師必須同時負擔高、國中課程，
設計教材負擔較重，也無其他專任教師可討論，以鼓勵參加校外教師研習
補足教師專業成長。
2. 表藝由兼任老師擔任，師資來源較不穩定，101 學年度考慮聘一位專任表
藝老師，使有更好效果。
二、實施藝術與人文教育成效及學生改變：
（一）學生在藝術與人文課程產生興趣，激發潛力，在競賽有優異表現
1. 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北區非音樂班乙組第一名。
2. 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表現傑出：
‧99 學年度──
張 容 平面設計類 第一名 杜杰勳 書法類
王安淇 平面設計類 第二名 李唯嘉 書法類
劉倚帆 平面設計類

第一名
第三名

佳 作 呂瑞妮 漫畫類

佳 作

‧100 學年度──
蔡幸緹 漫畫類 第一名
李杰昕 版畫類 第三名

劉葳妮 漫畫類 第一名
王辰瑀 版畫類 第三名

張 彤 書法類 第三名
李杰昕 平面設計類 佳作

陳祈親 書法類 佳 作
甘 昕 漫畫類 佳 作

十二年國教 優質國中 100 選徵選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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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葦庭 平面設計類 佳作
3.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表現傑出：
劉葳妮 平面設計類 入選

李杰昕 版畫類

入選

（二）學生在藝術與人文課程產生興趣，高中升大學時有許多學生選擇美術、設計、
多媒體…等科系；也有受表坊戲劇社影響而選擇北藝大戲劇系為第一志願。
（三）透過藝術與人文教育改變學生的氣質及人生態度，學生在「愛心服務隊」的
回饋單寫著：
「從課程設計到實際做道具和教材，我們做活動、排戲、唱詩歌，我們互相
學習，一起討論，在衛理堂時遇到的挫折都激勵我們前進，成為我們的動力，
讓我們知道自己的不足及時修正。…是多麼的幸運，讓我在 2011 的夏天有不
一樣的回憶和成長，更邂逅這些南臺灣的天使。」
「我們陪他們度過有限的每天，陪他們念每一個單字、陪他們寫學習單、陪
他們回家、走路談心、騎腳踏車和打鬥牛三對三。我有歡笑有汗水也有淚水，
對孩子的愛護和付出是無法用紙筆形容的，五天內我們就培養出密不可分的
感情，這些孩子的臉，永遠都會印在我心中。」
學生從內心改變，影響終生，正是我們所追求的藝術與人文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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