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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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網站
學校類別(複選)

學校人數

新竹縣關西鎮東光里十六張 49 號

新竹縣立
地址
富光國民中學

http://www.fgjh.hcc.edu.tw
■公校 □私校 □公辦民營
■國中 □完全中學
一年級

3 班

60

人

二年級

3 班

67

人

三年級 2 班 50
特教班 3 班 36
老師總人數：共 31

人
人 。 共 11
人。

班，合計 213

人。

1. 減少紙筆測驗，鼓勵師生多利用 Moodle 平台做學習自我評量，增強孩
子自主學習的胃口，讓學習變有趣，讓學生愛上學，激發學生的創意
潛能比分數重要多了。
請校長填寫 12 年 2. 辦理多元學習活動、發揮創造力教學精神，讓學生在體驗中學習並能
國教時代，最想做
團隊合作，累積好的學習經驗，開發各別孩子的優勢潛能，讓每個孩
的 3 件事(300 字
子都有上台分享學習生活成果的機會，個個都是富光之星。
內)
3. 落實生涯發展教育，均衡德智體群美勞等六育，強調勞育由做中學，
由勞動中服務，學習利他助人的美德。指導學生紀錄三年的生涯發展
檔案，結合導師、輔導老師、家長的意見，讓每位學生都清楚自己的
特質適合未來的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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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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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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鄉地區的富中學子可以藉由藝術人文教學增進自信心、創造力及多元學習。多方
思考決定先由美化校園環境來打造獨特的「富光國中」
。
教師團隊一致認為---資源共享，引進不同專業專長的藝術工作者能讓課程更豐富，
教師也能學習不同類型的教學方法除了讓全校師生能和藝術家面對面互動，以了解、分
享藝術家創作歷程，藉由藝術家的專業帶動教師的增能學習，以提升本校師生的藝文知
識與技能。看到學生能珍惜得來不易的師資也是一件喜事。所以，培養全方位均衡發展
的健康學生，而讓校園中的孩子更能穩定的成長，在此參考海內外初等教育的實施計畫
及歐美國家的人文教育與素養，發現唯有藝術教育再深耕是不二法門。
「藝術教育」藝在先，術在後！思想的啟迪勝於技術的引導。藝術教育並非一天兩天
或一年兩年就能繳出一張亮麗的成績單，盼望在藝術家指導下，讓富中學子可以親身體
驗藝術家之創作，使藝術與人文能深化師生的生活，落實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的目
標－心靈富有
心靈富有，
光明在望。
心靈富有
，光明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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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藝術與人文專長教師 10 人；師生比約 1：20
（1）專任教師： 音樂教師
林宜靜

一、

視覺藝術教師
表演藝術教師
（2）兼任教師：陶藝家

盧美玲
蘇佩玲
葉佐燁

創意設計師
八音樂師
雲門舞集舞者
木雕藝術家

黃斯梵
羅運財
溫景靜
曾定榆

客家棚頭藝術師 巫俊明
版畫藝術家
彭泰一
二、教師進修與自我成長
由本校藝文、綜合、體健領域教師及駐校藝術家、行政人員協同組成專業社群、
定期運作以發展整體課程及單元教學設計、安排研習、完成成果與檢討彙報並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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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以力求精進。
三、藝術與人文課程規劃
（一）
）音樂教學
1.教學群與駐校藝術家共同設計課程與教學，並進行協同教學。
2.進行音樂教學。
3.音樂課人人學彈吉他.學陶笛
4.定期進行教師同儕專業分享與對話。
5.辦理校內、外成果展，展示師生學習成果。
6.撰寫執行報告書。
（二）視覺藝術
視覺藝術
1.與駐校藝術家洽談合作方式等事宜。
2.教學群與駐校藝術家共同設計課程與教學，並進行協同教學。
3.進行陶藝、裝置、版畫藝術教學，如：陶土材料的認識、基本工具使用方法、
版畫創作……等。
4.彩繪教學，如：運用學校空間美化校園。
4.定期進行教師同儕專業分享與對話。
5.結合社區資源，辦理校內、外成果展，展示師生學習成果。
6.撰寫執行報告書。
（三）表演藝術
表演藝術
1.教學群與駐校藝術家共同設計課程與教學，並進行協同教學。
2.指導學生表演藝術。
3.定期進行教師同儕專業分享與對話。
4.走出校外舉辦大型展演。
5.每學年電影欣賞
6.廣達游於藝活動及鄉土文化協會合辦小小解說員活動
7..撰寫執行報告書。
提升學生藝術與人文素養方式

四、課餘

1..藝術即生活：藝術不僅是課堂上的一門課，多元化、實用化才是真諦，最後將藝術
融入生活之中更是本校藝術教育最終目標。
2.美化校園，創意無限：用學校現有的環境，提供學生學習與表現的空間，帶走技能，
留下作品。
3.師生同登藝術舞台：本校的老師、學生人人皆可登上舞台一展才藝，並且屢獲佳績，
永留無限回憶。
4.與社區共舞：引進社區各項資源，參與社區各項展演及比賽，讓社區與學校合為一
體。
五、藝術人文教育的具體做法
1.透過教師群與藝術家共同討論設計課程，進行協同教學，以提升「藝術與人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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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教學內涵與品質。
2.提供師生實際的體驗，體認視覺藝術教學的形式與內容，並增進藝術欣賞與創作能
力。
3.結合藝術家及本校教師群，深化學校本位藝術與人文課程之推展，並建立藝術與人
文教學的創新及永續發展。
4.透過陶藝及表演來創作，除了能增進學生對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深入暸解，更藉由
共同創作，來培養學生互助合作的社交知能。
5. 閒置校舍改為陶藝教室
6. 所有活動皆為全校參加.每位學生都各有藝文專長
7.寒暑假必辦藝文研習活動.學生免費參加
8. 獲教育部活化校園空間補助.規劃學生休閒活動空間及戶外展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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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境及解決方式

（一） 困境
1.地處偏遠經費缺乏
2.班級數少師資結構不完整
（二） 解決方式
1. 整合相關資源
以本校整體發展計畫結合客委會客語生活學校計畫、教育部藝文深耕計畫、教育
部教育優先區發展學校特色計畫、教育部技藝教育教畫、農委會農村再生計畫及
社區綠美化經費等資源整合辦理
2. 發展課程特色
透過藝術與人文教學活動，發展感受性的情意教學，豐富學生的美感經驗外，陶
冶學生的性情，豐富學生的生命。 讓藝術走入師生生活，並能體會處處是美，
並進而嘗試創作。藉由駐校藝術家的活動推展，培訓藝術種子教師與學生，讓藝
術教育的散播層面更深廣。多元學習各種藝文知識，啟發學生內在潛能。
成效及學生改變
（一）97-101 年藝術與人文的對外比賽成績優異
1. 97 年中區客語生活學校客家歌謠比賽甲等。
2. 97 關西鎮鹹菜甕嘉年華會系列活動―牛欄河親水公園寫生比賽活動馬恩宇、葉

二、

佳俊、余修豪、王永毅佳作。
3. 97 年度新竹縣傳統及創作歌謠競賽、族語模範家庭選拔競賽部落組母語歌舞劇
第二名
4. 97 年度新竹縣傳統及創作歌謠競賽個人組歌謠賽張韻勤第二名 潘陽芯第三名
楊億祥甲等 陳天惠甲等
5. 97 年度新竹縣閱讀悅讀『演』出活力『說』出生命演書比賽獲得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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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7 年度新竹縣中小學校園優秀傳統藝術社團
7. 97 年度創意偶戲比賽新竹縣優等
8. 97 年度全國創意偶戲比賽偶戲組優等
9.
10.
11.
12.

97 全國身心障礙才藝大賽國中組 第二名、佳作
97 年度新竹縣國中、小學「廉能政府」創意話劇比賽特教班榮獲國中組第二名
98 年度創意偶戲比賽新竹縣優等
98 年中區客語生活學校客家歌謠比賽甲等。

13. 98 學年度新竹縣國中美術比賽 馬恩宇 版畫類第一名
14. 98 年度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動計畫－演書比賽獲得第二名
15. 98 方慧華老師指導本校 802 班獲得新竹縣 98 年度國民中學演書比賽國中組第二
名
16. 99 年度新竹縣國中英語對話競賽馬恩宇、鍾慈芸第二名
17. 99 年度新竹縣國中原住民語演說比賽張韻勤第四名、鍾慈芸第五名
18. 99 年度應邀參加公共電視「台灣囝仔讚」錄影得到最佳表演獎 10000 元獎金
19. 99 年 802 班 葉蓁 同學參加「資源回收綠生活、用心讓地球更樂活」創意繪畫
及寫作比賽榮獲佳作
20. 99 年度獲得新竹縣 99 年度國民中學演書比賽國中組第三名鄭志瑄同學並獲得明
日之星獎
21. 100 年度全縣創意偶戲比賽第一名
22. 100 年度參加新竹縣英語競賽成績優異英語朗讀第二名指導老師賴承莊參賽同
學 703 班陳美辰 英語對話佳作指導老師賴彥如參賽同學 801 班吳詩棋.802 班宋
佳螢.802 班張美慧
23. 100 年度新竹縣花燈製作比賽優等：范宸瑄 張美慧 余曉娟 佳作：溫宜娟 邱家
榆 陳美辰 謝芸軒
24. 100 年新竹縣參加 99 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榮獲手套偶戲組--國中組甲
等
25. 100 年全縣美術比賽 平面設計類 葉 蓁 第三名； 版畫類 戴偉馨 第三名 張芳
瑋 蘇子揚 彭冠慈 佳作
26. 100 年第七屆客語生活學校中區觀摩賽口說藝術類 吳詩棋.林女文 獲得甲等
27. 100 年度獲得新竹縣 100 年度國民中學演書比賽國中組優等。
28. 100 年度全縣本土語言歌唱藝術競賽張舒婷同學參加客家語國中獨唱第三名 彭
于芬同學參加原住民語國中獨唱第三名
29. 100 年本校榮獲新竹縣藝文特色典範種子學校
30. 100 年度全縣國中英語讀者劇場比賽榮獲優等(第二名) 指導老師: 賴承莊 參賽
同學: 戴偉馨 趙孝丞 徐東陽 羅潔
31. 100 年度榮獲新竹縣學生創意偶戲比賽-甲等.並於 101 年代表新竹縣參加全國賽.
32. 101 年本校學生參加新竹縣元宵節花燈製作吳詩棋、陳雨穠、葉蓁、戴偉馨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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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作品
（二）學校班級數及學生人數逆勢成長
1.普通班學生班級數由 97 學年度 6 班成長至 100 學年度的 8 班
2. 全校學生數由 97 學年度 171 人成長至 100 學年度的 213 人
（三）學生日常生活及學業表現提昇
1.98、99、100 學年度零中輟生
2.98、99、100 年度無重大霸凌事件。
3. 98、99、100 學年升公立高中職比例均超過 50％，100 年更高達 60％

十二年國教 優質國中 100 選徵選辦法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