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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校教育目標及願景 

一、本校教育目標及願景 

    （一）教育目標： 

          1.讓學生瞭解自我並極開發自己的潛能，養成自省、自律的習慣，樂

觀進取態度及良好品德，並能表現個人特質。 

          2.積極運用社會資源與個人潛能，使每個學生均能適性發展，建立自

己的人生方向，並因應社會與環境的變遷，培養終生學習的能力。 

          3.培養具有民主素養的國民，能包容不同的意見，平等對待他人與各

族群，遵重生命、關懷社會、愛護環境、遵守法治。 

          4.正確、安全和有效地運用科技，蒐集、分析、研判、整合與運用資

訊，提升習效率與生活品質。 

    （二）學校願景： 

              人性化、家庭化、現代化、專業化、開放化、社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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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景 
 年度重點目標 具體作法 

人

性

化 

、 

家

庭

化 

教

務

處 

1. 落實教學正常化，編班常態化。 

2. 充實各科教學媒體，活化教學方

法。 

3. 落實生命教育於教學活動中。 

4. 促進家長對學校瞭解與凝聚家長

向心力。 

5. 尊重生命，愛惜物力。 

6. 培養學生具人文素養。 

1. 加強巡堂制度，了解各班上課情況。 

2. 依據部頒編班要點，實施編班。 

3. 全面清點各科、各專科教室教學設備。 

4. 編列預算，增添教學設備。 

5. 舉辦教學研究會，將生命教育精 神融入

教學之中。 

6. 舉辦家長座談會，充分發揮親師功能。 

7. 舉辦親師讀書會，小孩、家長及教師一起

成長。 

8. 持續舉辦補救教學，改進學習低成就者課

業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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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指導學生有效運用家庭、學校與社區公共

設施。 

學

務

處 

1. 指導保健衛生常識。 

2. 實施春暉專案，宣導反毒、禁菸、

拒食檳榔及防愛滋病感染。 

3. 加強體育教學活動，組訓體育校

隊，強健學生體魄，增進學生體

育專長。 

4. 實施環保、節能教育。 

5. 實施交通安全教育。 

6. 辦理仁愛濟助活動，培養學生愛

心。 

1. 配合衛生局辦理疾病預防宣導。 

2. 配合環保署(局)辦理節能教育宣導。 

3. 辦理視力檢查保健宣導。 

4. 辦理反毒、禁菸、拒食檳榔及防愛滋病感

染宣導藝文比賽。 

5. 辦理尿液篩檢（複檢）。 

6. 辦理安全檢查。 

7. 取締吸菸學生，輔導戒菸。 

8. 辦理三對三籃球比賽。 

9. 辦理師生球類對抗賽。 

10.辦理身高體重測量。 

11.建立學生緊急連絡人及健康資料卡。 

12.參加縣級專案執行結果評比。 

13.辦理童軍體驗營。 

14.辦理體適能測驗。 

15.辦理法律常識宣導。 

16.辦理並宣導垃圾分類。 

17.籌募仁愛基金。 

18.撥款慰問父母喪亡、重傷學生。 

19.協助義賣紅十字票、愛心活動。 

20.規劃上放學路線、加強安全教育、維護學

生安全。 

21.播放交通安全教育影帶、指導有關常識。 

22.校園張掛交通標誌圖片、指導學生認知。 

23.組訓交通糾察服務隊。 

24.加強登革熱防治宣導。 

總

務

處 

1. 提供安全舒適，快樂學習之環境。 

2. 提昇全人教育境教之功能。 

3. 養成學生「關懷合作、尊重他人」

的認知。 

1. 美化校園，提昇賞心悅目、充滿活力之

境教功能。 

2. 維護運動場所，並加強安全措施。 

3. 維護與檢查飲水設備。 

4. 維護運動場所，並加強安全措施。 

5. 定期配合環保局噴灑殺蟲劑。 

6. 整修各專科教室並定期檢修各項安全設

施。 

7. 定期呈報校園公共安全查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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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導

室 

1. 輔導學生認識自我，了解是非曲

直及對群體之關係，進而能感恩

惜福關懷別人。 

2. 期盼學生能改過遷善，同儕互勉。 

3. 落實兩性平等教育。 

4. 落實生命教育。 

1. 辦理認輔及個案研討會。 

2. 持續實施全學年學生違規後之追蹤輔

導。 

3. 實施兩性平等教育。 

4. 實施生命教育小團體。 

現

代

化 

、 

專

業

化 

教

務

處 

1. 成立各學習領域課程發展小組。 

2. 辦理校內教師學校本位課程研

習。 

3. 加強英語基本能力。 

4. 培養學生具有獨立思考與解決問

題的能力。 

5. 加強學生運用資訊的能力。 

6. 持續加強鄉土語言教學。 

7. 教育行動年十大主題融入九年一

貫課程。 

1. 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架構。 

2. 各領域每週有半天的時間進行課程討論或

研習。 

3. 持續推動資訊融入教學。 

4. 鼓勵教師參與全國舉辦之各種專業知能研

習。 

5. 每年舉辦數次統整教學之綜合活動。 

6. 定期辦理各科教學觀摩。 

7. 定期舉辦國語文競賽。 

8. 定期舉辦鄉土語言演講比賽。 

9. 定期舉辦英語文競賽。 

10.定期舉辦全校科展活動。 

學

務

處 

1. 倡導育樂活動，充實生活內涵。 

2. 加強道德教育，倡導校園倫理。 

3. 實施人權與民主法治教育。 

4. 強化生活教育，指導生活禮儀規

範。 

5. 豐富藝文活動內容，擴增學生發表

領域。 

1.辦理導師效能研習營。 

2.辦理教室美化布置比賽。 

3.辦理校內政令宣導海報比賽。 

4.修定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規範學生行為。 

5.推行禮貌運動、上課前向各任課老師問好、

課前向任課老師、謝謝、朝會時師生互道早

安問好、增進師生情誼。 

6.辦理班級幹部選舉，實施幹部訓練。 

7.辦理模範生選拔。 

8.辦理法律常識會考。 

9.辦理校外政令宣導漫畫、壁報、書法、作文

比賽。 

10.辦理防範犯罪宣導、藝文比賽。 

11.實施自強朝話、活化宣導內容。 

12.推行輕聲細語運動，培養良好生活禮儀。 

13.辦理整潔秩序比賽，獎勵績優班級學生。 

14.定期安全檢查及服裝儀容檢查。 

15.辦理校刊徵文、發行校刊。 

總

務

1. 校史文物之保存。 

2. 鄉土教育環境之塑造。 

1.擴充專科教室教學設備。 

2.建立學校史蹟文物，保存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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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3. 培養學生「惜福愛物」之良好習慣。 

4. 講求提供科技設備，以利教學活動

進行。 

3.充實各樓層文化走廊公告設備。 

4.充實體育館運動設施，提供師生休閒環境。 

5.擴充圖書館環境空間，充實館藏資訊。 

6.規劃校園人車分道，提供安全環境。 

輔

導

室 

1. 瞭解測驗結果與運用。 

2. 積極培養學生自信心。 

3. 檢視自己性向與能力。 

4. 培養 e 世代的積極進取精神。 

5. 鼓勵學生習得一技之長。 

6. 使學生能適性發展，實現自我。 

1. 實施二年級團體輔導性向測驗。 

2. 實施三年級團體輔導興趣測驗。 

3. 妥為運用測驗結果並加解釋，以利學生

之輔導。 

開

放

化 

、 

社

區

化 

教

務

處 

1. 配合 107學年度高中職多元入學

方案。 

2. 全面推動資訊科技，融入各科教

學。 

3. 持續加強英語會話與聽力教學。 

4. 強化基礎教育措施。 

5. 培養科學研究興趣。 

6. 加強學生閱讀能力。 

7. 持續加強鄉土文化教學。 

1. 配合校慶舉辦領域教學成果展。 

2. 寒假推動社區醫藥育樂營，服務鄉里。 

3. 推動家長資訊學習成長營，學習e 化的

溝通及管理方式。 

4. 聯課活動讓學有專才的家長加入，帶來

活力。 

5. 提供師生人力進入社區服務，也讓社區

人力支援校園各項教學活動。 

6. 仿基本學力測驗題型編製題庫。 

7. 營造活潑互動教學情境，提升學生英語

基本能力。 

8. 舉辦全校科學展覽。 

9. 舉辦全校閱讀活動。 

10.舉辦鄉土文化講座。 

學

務

處 

1.推展社團活動，開發學生潛能。 

2.推廣童軍活動，強化童軍教育教功

能，提昇學生創造及領導能力。 

1. 依教師專長，配合學生意願，自由選擇

參加社團活動。 

2. 鼓勵社團類別多元化，發表社團活動成

果。 

3. 組訓合唱團、直笛團、管絃樂社。 

4. 運用校外社團、人力、資源設備，設立

舞獅隊、溜冰社、跆拳社。 

5. 組訓各項代表隊：男女排球隊、男子籃

球隊、男女田徑隊。 

6. 組訓男女童軍團。 

7. 舉辦社區園遊會、校慶暨社區運動會。 

總

務

處 

1. 適應社會變遷，促進國際了解與

文化學習。 

2. 結合社區人力與資源，協助推動

1. 結合社區與校區資源之良性互動。 

2. 規劃教師辦公室電腦上網工程。 

3. 配合充實資訊教育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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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學習之生涯規劃。 

3. 致力提昇教育內容的附加價值。 

4. 協助推展「學以致用」之關鍵能力。 

5. 提供「能力導向」學習之教育設施。 

4. 開放學校資源，提供社區民眾學習機會。 

5. 健全家長會、校友會組織，爭取社會資源，

促進學校發展。 

6. 參與社區各項活動，做好校務行銷工作。 

輔

導

室 

1. 廣泛提供各類親職教育資料。 

2. 運用學校資源，積極推廣全民學習

理念。 

3. 促進學校社區情感交流。 

4. 運用社區資源，擴大學習領域。 

1. 彙編出版「馨園」、「親職教育」、「興

中月訊」等輔導刊物，宣導親子輔導觀

念，協助父母成長。 

2. 擴大辦理技藝教育活動（含家長座談

會、始業式、結業式、技藝競賽、成果展

覽、外埠參觀、保送推甄等）。 

3. 舉辦「高職職業類科宣導博覽會」。 

4. 實施三年級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調查。 

5. 辦理親職教育，加強親、師、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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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本位課程計畫： 

【校園的生命迴廊】 

    （一）計畫源起： 

                中興國中在建校卅周年時，歷經九二一大地震的摧殘，校園一

夕間全毀，在災難中，中興人秉持愛校如家的精神，積極投入重建。

其間師生沒有坐等他人援助，以『中興勇士』自勉，老師自行捐款

購買紅磚，並帶著學生一起鋪設走道，彎彎曲曲的紅磚上寫滿了中

興人的驕傲與淚水。 

                每每校友或退休教師返校溯及這段歷史，大家皆會感嘆：因為

共同參與付出而驕傲，校園強烈的生命力及凝聚力形成張力，也匯

聚成一股魔力，讓中興國中成為今日南投的翹楚。 

                走過艱辛方知珍惜當下，經過破壞才知道史蹟保存的重要，學

校中應該流傳優美的生命故事，應該要樹立學習的典範，讓學子浸

潤在優美的歷史中，感念學校文化的真善美，從而內化為個人的行

為。 

                重新省視中興的生命之河，讓所有的中興人共同參與製作『中

興的生命迴廊』，是懷念追思，是惜福當下，更是展望未來，給進

入中興校園的子子孫孫一個歷史的交代。 

    （二）計畫理念：生命計畫 

                學校與社區密不可分、資源共享，在強調學校社區化的主流趨

勢中，學校與社區的關係唇齒相依，社區的資源是學校的活化劑，

妥善的規畫利用將有助於提升教育的品質；社會學家Coleman 亦強

調：「積極結合家庭、學校與社區是學校教育的基礎，取得家庭與

社區的支持將有利於學校的革新。」，說明學校、社區、家庭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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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正是學生學習最有力的後盾。 

                因此本校規劃製作『中興的生命迴廊』，期望藉著各項活動、

各領域的師長指導下，讓中興國中的親師生加上社區人士、畢業校

友及退休老師等共同製作此一巨幅「中興的生命迴廊」，期盼在共

同參與中，凝聚彼此的情感、建立校園的歷史文化、護持校園的生

命之光。並於校本位主題課程與特色活動的規畫上，著重社區人

力、物力、環境資源的結合，考量學校周圍環境的未來性，將校園

永續的觀點融入課程中，利用活化校園空間來增進生命主題課程的

實施成效。 

    （三）計畫目的： 

          1、發展學校願景：人性化、家庭化、現代化、專業化、開放化、社

區化，深耕永續、活力創新、培養不忘本、活力健康的下一代。 

          2、活化校園空間，設立『中興的生命迴廊』，佈置主題學習步道，

運用空間美學、實體展示、歷史紀錄與多元創意活動等，打造主

題特色學校，發揮境教功能。 

          3、創新特色課程，研發學校本位課程，除於特定時間實施外，更積

極融入各領域教學，讓學生的學習更豐富多元。 

          4、發展學校特色活動，結合中興新村社區特色與資源，讓社區與學

校緊密結合，凝聚向心力，達成學校社區化的目標。 

          5、實施專業對話，建立知識分享平台，透過同僚間的溝通與協助，

全校教師共同研討課程與教學，不斷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造福

莘莘學子。 

          6、結合社區資源，打造以「中興新村」為主題的特色學校，並透過

活化校園空間、善用學校自然環境，透過體驗學習課程，發展深

層探索學習能力，提升全校師生行動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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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推動多元文化教育，發展英語、閱讀、生命故事等教學課程，配

合學校本位課程與創意活動，推動遊學計畫，培養學生基本能

力，發展國際視野與多元智慧潛能。 

          8、藉由多元評量與評鑑的方式，檢核計畫執行成效並不斷改進，提

昇學校競爭力。 

    （四）實施步驟： 

          1、建立『中興的生命迴廊』傳述校園生命故事。 

          2、整合本校現有教學資源和學校特色，積極規劃校園文化認同、生

命體驗課程，展現校園強烈的生命力及凝聚力，建立學校本位課

程發展，以促進師生共塑校園文化環境和體認生命的美。 

          3、結合各單位資源，透過環境、生命教育教師工作坊及小小解說員

培訓等，使成為學校生命故事的傳承者，建立學校特色。 

    （五）資源應用： 

    在強調學校本位經營的現代社會中，有效整合並運用有利的資

源，是帶動學校發展的重要方法。「中興新村」臺灣省政府所在地，

曾是人文薈萃的地方，留下不少歷史風華資產，本地「文史工作室」

對於在地文物及史料維護保存不餘遺力，社區各方資源整合不難，

可為學校推動活化課程的助力，為孩子們建構發展性資產，以適應

未來的生活。 

          1、社區資源：以「中興新村」為中心，配合未來「中興新村高等研

究院」的設立，積極建置社區資源及人力資料庫，以協助社區走

讀與「中興風華」教學活動的推展。 

          2、攜手聯盟：與中興新村文史工作室、地方史料研究者結盟，導入

多元師資與資訊，提供校園空間與課程活化專業建議，以強化教

師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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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人力資源列表： 

 

分工職稱 服務單位 行政職稱 姓名 工作重點 

召集人 中興國中 校長 蕭進賢 計畫提案人 

計畫顧問 
台灣省彰化生活

美學館 
館長 黃耀卿 計畫執行建議 

計畫顧問 台灣省政資料館 文教組長 廖登枝 計畫執行建議 

計畫顧問 中興文史工作室 執行長 史祝賢 計畫執行建議 

計畫顧問 
中興國中退休教師 

聯誼會 
會長 李枝桃 計畫執行建議 

計畫顧問 中興國中家長代表 家長會長 向恆達 計畫執行建議 

工程營 

繕組 
中興國中 總務主任 陳仕杰 計畫整合執行 

活動規劃 中興國中 學務主任 林煜釗 活動規劃設計 

活動規劃 中興國中 訓育組長 何孟茹 活動規劃設計 

課程規劃 中興國中 教務主任 林明煌 課程規劃設計 

課程規劃 中興國中 輔導主任 林佩君 課程規劃設計 

課程規劃 中興國中 教學組長 陳雅琪 課程規劃執行 

課程規劃 中興國中 輔導組長 葉桂杏 課程規劃執行 

課程規劃 中興國中 設備組長 張詠慈 課程規劃執行 

數位資訊 中興國中 資訊組長 陳柏叡 數位資料建構 

課程教學 中興國中 
語文領域 

教師 

陳慧鎂 

程琬瑜 
課程設計實施 

課程教學 中興國中 
數學領域 

教師 
李昆蓉 課程設計實施 

課程教學 中興國中 
自然領域 

教師 
王勁梅 課程設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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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學 中興國中 
社會領域 

教師 
陳仕杰 課程設計實施 

課程教學 中興國中 
藝文領域 

教師 
林煜釗 課程設計實施 

課程教學 中興國中 
綜合領域 

教師 
陳攸訓 課程設計實施 

課程教學 中興國中 
健體領域 

教師 
郭伙友 課程設計實施 

 

    （六）空間活化： 

              本校於921校園重建後設計便融入一些校園生命故事素材，然因

時空背景因素，原設置已部份殘缺，須加整修及補建；而當初校園

廣植植栽，於此時空轉移，校園植物高大且豐富，極富自然生態教

學之價值，故於本計劃基於：「生命 生態 中興文化」等主軸之下，

規劃校園空間活化以利整體創新教學之進行，達深耕在地文化及永

續經營之利。 

              以下為校園空間活化之規劃： 

          硬體部份： 

          1.建立生命迴廊：於原有之校園步道上建立訴說中興生命故事的藝術

廊道。 

          2.生命環境建置：配合整體創新教學環境及國際化教育主流，巧妙融

入生命教育環境。 

          3.自然教學步道：將環校步道建置校園植物及生態雙語解說牌及解說

台，以利進行教學。 

          4.生態教學園區：將校園死角原單身宿舍後方建置為生態教學園區，

符應環境永續教育。 

          軟體部份： 

              利用資訊設備建構主題網站，建置本校主題課程資料庫，並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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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育資源網站，建立資訊學習平台。 

    （七）課程規劃： 

    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是九年一貫課程重要的一環，校本課程乃

是依據學校願景因地制宜發展之學校特色課程，是一套運用「在地

化」教材教法的課程。教育學者Skilbeck 主張：「課程即經驗，是

師、生及環境的溝通。」正顯示出學生的學習並非僅侷限於教科書

而已，具有教育價值的探索、體驗與行動研究的創意學習，更能將

學生的學習與生活緊密的結合在一起。本校秉持這個理念，以「生

命 生態 中興文化」等主軸發展出校本特色主題課程。 

           悅讀生命 ─ 訴說生命故事： 

           1.活化空間：利用各樓層閒置空間建置校園閱讀園地。 

           2.課程活動： 

            （1）為何而讀：眾所週知，閱讀可以啟發思想、豐富生命、滋潤

心靈，但更重要的是處在知識經濟的年代中，唯有仰賴大量

閱讀，不斷的學習，才能在時代浪潮中站穩腳跟，甚或乘風

破浪。 

            （2）作什麼：利用各樓層導師室外學習角，成立班際圖書角落，

美化空間、募集書籍、借閱書籍之自主管理、及主題活動(如

繪本大集合)之辦理，不同活動中培養學生惜物、愛物、彼此

感恩與閱讀之樂趣；此外透過各班班級讀書角，增進學生利

用剩餘時間閱讀及同儕分享。 

            （3）如何作：利用晨光與閱讀課時間，提供豐富書籍，推動閱讀

教學活動。結合生命教育、環保教育，透過影片欣賞，看見

珍惜生命和環境保護的議題，體驗關懷、悲憫同理他人進而

書寫心得報告學習單，幫助學子看見世界、擁有新視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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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界。 

           傳述歷史的感動 ─ 「中興」的變遷： 

               課程活動： 

           1.由語文領域及輔導活動課程配合，寫出國中生活中個人值得回憶

的事。 

           2.由語文領域及综合領域課程配合認識「中興」的歷史。 

           3.由自然領域及藝文領域課程配合，攝影或錄影「中興」的故事。 

           4.每學年由競賽方式選出年度佳文多篇及攝影或錄影資料編印成

冊。 

           5.融入自然、藝文、綜合相關領域課程，指導學生認識「中興」的

歷史建築。 

           6.中興達人：配合語文及綜合領域課程，培訓學生解說「中興」的

故事。 

           7.故鄉的故事：結合社會領域認識家鄉課程，指導學生觀察、紀錄，

活化鄉土教學。 

           生命迴廊 ─ 製作生命課程： 

           1.利用學校原舊單身宿舍外空地及重整原生池。 

           2.輔導活動課程配合，尋找國中生活中個人值得回憶的物品一件。 

           3.每學年由競賽方式選出年度代表造型及色彩，由學校單位籌措經

費，製作雕塑作品之骨架。 

           4.特殊貢獻、優良事蹟學生，提供國中生活中值得回憶或代表物品

一件，作為雕塑作品的肌理。 

           5.選定日期，邀請學生共同在雕塑作品外表，用自己值得回憶物品，

押印出高低的變化，作為雕塑作品的肌理，留下歷史的見證，完

成作品。 

          中興藝廊 ─ 我畫藝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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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設置藝文學習成果展示走道，推動藝文教學。 

          2.課程活動： 

           （1）配合藝術與人文課程，彙整空間活化特色課程活動，運用在地

化素材，以創作手法展現藝術價值的作品，定期展示，提供學

生藝文展現舞台，培養學生欣賞表現與創新能力。 

           （2）視覺藝術課程中融入進行以彩繪大地方式，展開活動課程安排

如下： 

                A、導入活動敘說中興過去的人事物景，給予學生生命成長的

觀念，引發學生參與動機， 並分組進行彩繪草圖繪製。 

                B、進行活動及體彩繪大地活動：以各色粉筆塗鴉畫出中興過

去現在與未來繪製過程拍攝活動圖像與錄製影片，成為中

興國中的歷史紀錄。 

                C、分享活動：欣賞彩繪活動拍攝圖像與影片，說說自己心中

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