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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資 料
學校名稱

臺北市私立靜
地址
心國民中小學

官方網站

http://www.chjhs.tp.edu.tw/

學校類別(複選)

學校人數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 2 段 46 號

□公校 ■私校 □公辦民營
■國中 □完全中學
一年級 6

班

272

二年級 6

班

263

三年級 5 班 220
老師總人數：共 36

人
人
人。共
人。

17

專案聯絡人

聯絡電話

E-mail

手機

班，合計

755

人。

1.成立國際部高中--突破現有課程架構，建置靜心中小學 16 年一貫課程。
並於每一學習階段成立美語班，全面落實學生英語聽、說、讀、寫的能
請校長填寫 12 年 力。
國教時代，最想做 2.培育領袖人才—營造學校特色，培養學生帶得走的能力，透過國際交流
的 3 件事(300 字 活動，拓展學生視野，讓學生具有宏觀的視野，使學生成為各行各業的
內)
菁英份子。
3.推動學生自主學習—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透過與同儕溝通討論，具備
解決問題的能力，並運用到各種學科學習及生活適應上。

報名類別
(只能選擇一項)

□ 生涯發展優質學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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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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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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的藝文課程的設計理念是：以『人』為核心的藝術教育，透過藝術、空間及活動的交互
應用，激盪出全校藝文發展的火花。我們並希望孩子養成主動學習的習慣，透過各種教學法激發
創作力，並能在學習過程中追求自我實現。所以我們要幫助孩子們找回學習的熱情、發展自我天
賦、老師有創意的教，孩子在學習中展創意，最後形塑「藝術生活化」的靜心特質，並且一屆一
屆的傳承下去。為此，我們設計了一系列七到九年級的跨領域課程，並加入數位創作的關鍵能力。
所有的課程，我們都強調「創造力」，因為創造力是無價之寶，我們希望靜心的孩子帶著這珍貴
的學習寶藏，在離開校園之後，都能盡其在我的展現自己，都有把夢想實踐的執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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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心國民中小學是一所私立學校，國中部目前 17 班，2 位音樂老師（一位兼行政），
1 位視覺藝術老師。大家對私立學校的刻板印象就是資源好、學生好、成績好。而家長的
最大的期待就是成績。於是私立學校的優勢成了我們藝文教學的最大阻礙。我們從孩子
每天背的沉重書包、地上、桌上、置物櫃中堆得滿滿的參考書，看在眼裡，真的非常心
疼。針對靜心的孩子，我們開始自編教材規劃適合靜心學生特質的藝文課程，希望能夠
還給他們一個快樂的國中生活。
93 年本校的簡毓玲校長接下了臺北市藝術與人文輔導團的團長，我們兩位每個禮拜
二早上跟著臺北市藝術與人文輔導團的老師們在兩年內走訪了臺北市大部分的國中，聆
聽分享了各校的藝文教學活動，也因這個機緣，讓我們學習到各校藝文教育的精華部分，
也開始思考我們能在靜心能做出什麼樣的特色。

年國文黃華玉老師時任導師，也是極富教育理念的一位教育工作者，在教學上很強調全人
學習的理想，在教學常常構思變化，點燃孩子們的學習熱情，激發創造力，漸漸地在學校當中，
自然而然的聚在一起討論一些課程當中所提到的與音樂美術相關的部分。就這樣因緣際會之下，
開始嘗試著『異業結合』。漸漸地，本校另外一位資深國文范淑娟老師以及年輕有活力的教學組
李美慧組長也一起加入我們的團隊，也讓本藝文教學團隊在創意及經驗上更加的兼備。從單打獨
鬥的兩個藝文老師，整合成跨領域的『藝氣風發』團隊。
94

我們團隊設計了一系列的課程，七年級我們規劃了『越夜越美麗』以及『愛在心裡
口難開』的單元，融入『用詩學畫』
、
『以畫教詩』的教學策略，讓文字更有畫面，畫面
更有深度。這兩個單元除了讓孩子們學到文學作品當中，作家如何去導演一首文學作品，
讓文字有聲響、氣味、溫度、顏色、慢動作以及停格放大的畫面效果，在朱自清『背影』
那一課當中，搭配美術攝影課程，讓孩子透過自行拍攝的背影人物，讓自身的故事延伸
到課堂之外，也讓孩子們對於日常生活事物有多一點的觀察以及反思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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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到九年級一系列課程設計

六大教學策略

八年級我們設計了『小雨來的正是時候』
、
『為你寫詩』以及『影音夢工廠』等三個
大單元。透過聲音的描繪，我們嘗試讓抽象的音樂節奏，與線條色彩作結合，而音樂當
中那種模仿、模擬、象徵的創作技巧，在美術畫面上轉換為抽象的線條以及具像的圖案，
透過音感作畫的方式喚起孩子們對於藝術感通當中的共感覺的能力。而中國自古詩、歌
樂不分家，詩詞文字當中之聲韻，都有著一定的音韻及音律。我們在這孩子們情竇初開
的年紀，引領他們進行情詩的欣賞及創作。這個單元引起孩子們很大的共鳴之外，我們
還想出另一個學習詩作的好方法，就是在課堂中帶入了好的流行歌曲教唱，讓孩子們對
於文字聲韻以及旋律有著更深一步的感受及體會。唱著唱
著，孩子們好像對歌曲創作，也感興趣了起來。於是，我
們就自創『和聲環』還有『卡農公式教學法』
，開始帶著
孩子去進行簡易的旋律創作，我們看到了很多的奇蹟。譬
如說有對音樂一竅不通的孩子，竟然可以用五聲音階創作
出中國風味的曲調，還讓人聽過一遍之後就能朗朗上口，
情詩創作單元
這不是讓人對於孩子的潛能感到驚訝嗎？
『影音夢工廠』的單元則是帶入數位剪輯及創作的能力，讓創作轉為動態的，自己
寫腳本，錄音、配樂以及錄影剪接等，透過孩子們實做，除了可以看到創意及巧思之外，
也可以讓孩子們在分組的過程當中，瞭解每一個人的專長以及特質。
到此，我們的孩子能說能寫，能拍能畫，能唱能作曲，到了九年級，看到孩子拼基
測的辛苦，也看到了日子的苦悶。我們看到孩子們的辛苦，也想要在這待了 3 年、6 年、
9 年，甚至 12 年的校園，最後，還能帶走一些回憶。在 97 年的秋天，當我們談論到孩子
們畢業歌的選曲，就那麼一句『我們教孩子自己來寫畢業歌好不好？』
，
『不能用徵稿方
式，大家都要參與創作，這樣才有意義！』
。就這樣，我們傻傻地開始進行這個『同儕』
口中，很難的工作。
在簡毓玲校長大力支持，除了要求作品要放進畢業紀念冊當中當傳承，還要管絃樂
團在畢業典禮的時候為全校伴奏。這個消息一出，每個孩子都躍躍欲試。或許在靜心最
光榮的時刻，就是這一刻了～
之後，我們看到孩子常常圍在一起討論歌詞內容，苦惱著要用誰的歌詞或曲調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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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也看到孩子們自己帶著樂器，下課時間躲在角落裡彈
奏。常常不時接到家長電話，說孩子晚上坐在鋼琴前面作
曲搞到半夜，拜託我們放過他們，孩子要基測～也看到那
些不會記譜、音唱不準的孩子，冒著被老師沒收手機的風
險，很努力的拿錄音來給我聽………而做為老師的我們，
看到孩子這樣的努力，心裡面除了偷笑以外，真的是很感
動。

班級畢業歌曲發

孩子們認真地準備及練唱，在班上一組一組發表，我們
將每班的代表作品全部都放到知名影音網站分享。最後，由
所有畢業生及老師校長投票選出。在畢業典禮的時候，當大
家一起唱出共同所選出的畢業歌曲，真是令我們感到驕傲！
我們把孩子們優秀的競選作品，當作歌星出專輯一樣的製
畢業專輯製作 作，由孩子們自行設計，這樣的成果也得到媒體的報導肯定，
記者家長熱情商借錄音室給我們，而 99 年更獲得家長會的認同及贊助，免費贈送專輯給
每一位畢業生，作為畢業最好的禮物。
除了有正規的系統性的藝文課程教學之外，在行政規
劃下有著很多元的社團。目前國中部有 21 個社團，以 17
個班級數的學校來看，再扣掉九年級 5 個班，實際參與為
12 個班的學生來看，是相當多的。而其中更有一半比例
的社團為藝文性質的社團。而每年透過校慶、以及靜心特

畢業歌專輯製作

有的教學博覽會，提供各社團學生學習成果分享以及展演

的機會。而這些社團當中，又以樂團發展為重點核心。靜心國中管絃樂團成立於民國 97
年，在董事會及簡毓玲校長的大力支持、樂團行政及家長後援會的全力合作下，日漸蓬
勃發展，每次演出無不驚豔全場，為國內中學兼具細膩的演奏技巧及訓練有素的學生樂
團。國中部樂團成立以來，以紮實的課程規劃、以及絕佳的團隊默契，在各大音樂比賽
中交出一張張漂亮成績單。以 100 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為例，本校管樂團、管弦樂團、
打擊樂團、弦樂四重奏、銅管五重奏、小提琴獨奏拿下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五個第一，
一個第二，全部代表臺北市參加全國賽這樣的成績應該是破全國紀錄（沒有學校能同時
拿到六個全國代表權）
，而管樂團更是連續兩年拿下市賽跟全國賽特優的佳績。
而這樣的樂團特色，也深獲國內外愛樂團體的肯定，邀約不斷。光以 100 學年度來
說，受邀交流演出場次有 100 學年度校長會議開幕、台中安和國中管樂、馬來西亞崇正
國中、兩岸第一屆青少年打擊樂交流、總統府開放日演出、
『愛管弦事』音樂交流、救國
團傑出青年表揚大會開幕………等等。
靜心為落實中小學課程一貫的理念，延續孩子自小培養的音樂能力，特別耗資上億
經費興建媲美國家音樂廳等級的演藝廳，讓孩子們在最優質的環境當中學習成長。讓孩
子在兼顧學業的環境中，仍可持續精進音樂素養能力，引領孩子邁向更專業的學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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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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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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課程的實施過程當中，我們的感動有太多太多了。我們時常在課程結束過後，孩
子拿著自己的額外的作品過來給我們指導，我們最感動的是孩子們這種源源不絕的創作
熱情，並且求精進的態度。而孩子的創意思考不僅只是在藝文科目的結合，甚至數學上
所學到的公式都能和文字的情意迸發出創意的火花。又比如說我們也有個各科成績很普
通的孩子，她的文筆在八年級時漸有個人風格，主動參加了青少年文學獎小說組比賽，
獲得首獎的肯定。我們感動的不是她得獎，而是看到她創作的潛力被激發，而且主動創
作的熱情。而我們另一個驕傲是，孩子們在文字的創作上，作品的質感也愈漸提升。以
這五年的基測作文成績來看，五六級高分群的比例在 101 年度達到最高，高達 80%，這
對我們團隊來說是一個很難得的表現也是值得驕傲的成績。
藝文教學團隊走到現在，從孩子那兒得到了這麼多令人
感動的回饋，看見他們生命被實踐的喜悅，我們會更堅定的
走下去！也期許我們所提出的方案小種子，能夠遍灑在各個
校園，大家一起來，瘋藝術，展創意。讓每一位孩子都能天
賦自由，找回他自己最陽光的笑容。而這樣的作法，在 99
年度榮獲臺北市行動研究特優的肯定，而整個教學團隊更在 100 年度教育部教學卓越獎
的評選當中脫穎而出，獲得教學卓越銀質獎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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