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璀

燦

's:v

軍丁

理

噩
北
市
私
立
衛
理
女
子
高
級
中
學

e

L一

廖
韻
芳
@
教
務
主
任

這;'180告 中草教育科2巷草2期

c二三

I .創校精神一護衛真理為理念

提起臺北市私立衛理女中，許多人會說 r 是蔣夫人

創辦的學校，注重生活教育，學生氣質很好。」也有少數

人疑惑 r 衛理?是護理學校嗎? J 本校緊鄰國立故宮博

物院，面積 42764平方公尺是一所全體住宿的完全中學，

從七年級到高三，全校學生約 1300人。衛理的英文校名

rWESLEY J 是紀念衛理公會的創辦人約翰衛斯理，而中

文「衛理」二字則蘊含「護衛真理」的意義。因此，民國52

年訂校訓為「明德衛理J ' r 明德」二字源自大學篇 r 大

學之道，在明明德...... J '期許學生能明白真理、彰顯美善

的本性，並能學習護衛真理。

民國50年9月 25 日，是衛理女中創校的開學日，本校在

今年歡度五十週年校慶，前後經歷陳紀韓、梅翰生、梅瑞珊

校長經營領導，直至98年吳家怡校長接任，一直秉持「每個

學生不可能都是第一，卻都是唯一」的信念，看重每一個學

生，全校教師都以專業及熱忱認真教學，加上教職員工營造

良好學習環境，因此建立良好口碑。二十幾年前，有一位外

國教育界人士來訪，稱許衛理女中的辦學績效如同「冠冕上

的明珠 J 0 96 、 97年，本校榮獲教育局優質學校三個獎項一

學校文化、學生學習、教師教學， 98年又通過「台北教育

III標竿學校」認證，全校師生都深以為榮，厭謝這些榮譽

肯定衛理的光芒不滅。

文化係經長期的盟釀、轉化與累積，在共同參與、彼此

分享、互相激勵的過程中，凝聚親密、認同的情戚與建立未

來努力方向的共識，本校強調以「愛」為教育的核心價值，

學校文化也凝聚「愛」作為永續發展最珍貴的力量。

本文係針對本校所獲學校文化的真體作法及成效，與教

育界先進分享。



每年校慶舉行感恩禮拜，師生獻詩傳達愛。

II. 優質學校「學校文化一以愛為冠冕」

方案規劃、實施策略與具體作法

一、方案規劃

衛理女中是一所依據基督教信仰的「愛」所創立的學校，辦學的信念、規範、儀式、活

動......等皆由此核心價值發展出來，透過教職員工、學生、家長、校友及其他相關人員，很自

然地運行。然而，當外在環境與內在因素逐漸改變，逐漸出現不同的聲音，也有希望加入新元

素的需求。但是，想改變什麼，需要加入什麼，則須在信任尊重包容的情境下，釐清原有文化

的價值，共同建立新遠景。 91學年度，親師生共同參與建構學校遠景及學習圖像，提供了對

話與重塑的機會。在討論的過程中，發現「愛」依舊是眾人認同的核心價值，因此「以愛為冠

冕」一營造優質學校文化，成為眾人努力的方向。

本方案以學校遠景及學習圖像為核心，輔以SWOT分析，據此規劃六個子方案，即「自愛

愛人的學生學習」、「愛與典範的教師團隊」、「正向參與的親師合作」、「穩健創新的行政

運作」、「積極熱誠的校友網絡」、「共享共榮的社區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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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第略與成效

全體住校的策略使衛理有很好的條件來完成「以愛為冠冕」的教育理念實踐係將「珍愛自

己」、「珍愛家人」、「友愛朋友」、「熱愛世人」、「關愛世界」核心價值融入生活和課程

實施，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學習:

(一)珍愛自己

透過「引以為傲的衛理人 J .衛理強調「每一個孩子都是寶 J .教導每個孩子以自己為

傲，在團體競賽中，每個學生都有參與機會，發展潛力，進而培養自信。

(二)珍愛家人

由七年級到高三，正是青春期風暴容易蘊釀、需要寬解的關鍵期，離家生活的孩子由想家

到獨立，透過「親愛家人」的引導，使學生懂得珍愛家人。

(三)友愛朋友

住宿使學生的相處十分緊密， r 遇到摩擦時如何化解? J 是一門大學間. r 戚謝有你」教

導學生體貼、支持朋友，相互扶持的好友往往成為一生知己。

(四)熱麓世人

每當吃飯時，學生開心唱謝飯歌，提醒「自己有的分給人 J .在十二月的愛心月，為弱勢

族群出錢出力，讓孩子「把愛傳出去 J .同時也溫暖自己。

(五)闢愛世界

處在地球村的時代，放眼世界可以使學生的胸襟更加開闊，在「春天有約」的活動中，除

了欣賞台灣和國外美景，和姊妹校學生相處，更是美好的交流經驗。暑假辦理英、美遊學團以

拓展學生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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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School

三、實施內容

子方案一:自愛愛人的學生學習

1.依據SWOT分析及學校遠景，建構愛與尊重、開發個人潛能的教學環境。

2. 依據學生學習圖像規劃以智慧、活力、熱誠為指標的學習架構。

3 結合各領域學習課程、學校特色課程及各處室活動、競賽等，訂定實施計劃。

4. 透過知，情意行的學習與體驗過程，將「愛與關懷」落實於生活中。

十二月是本校愛心月，二年級學生帶給老人歡樂。

~
A

依據上述學習架構，本校規劃各項特色課程如下:

(一)智慧:建立正確的價值判斷，透過「靈性」與「學識」課程及活動完成:

靈性一

I 開設生命智慧課程，敢發學生廠恩情福敬天愛人的靈性與品德

E 配合學校重要活動舉辦開學禮拜、結業禮拜、校慶~恩禮拜、畢業戚恩禮拜

血開設生命智慧成長班，培育學生靈性發展

W 餐前唱謝飯歌，學習凡事戚恩

V 辦理「愛心月」關懷行動

VI 組織暑期愛心服務隊，關懷偏遠鄉鎮兒童

ι

學識-

I 落實德智體群美靈六育並重之教學課

程，發展全人教育

E 舉辦各嶺域專題研究競賽，深化學生學習

E 舉辦各項學藝競賽，開發學生多元才能

W 辦理國外教育旅行，開拓學生學習範疇

及與他國學生交流

V 辦理「春天有約」校外教學活動，引導

學生多元體驗學習

VI 圖書館定期舉辦書展，推動「衛理書單

認證 J .鼓勵學生閱讀

祖設立「書香獎 J .帶動班級閱讀風氣

四推動「衛理學習護照 J .引導學生多元

學習與公益服務

E 設立「書卡獎 J .鼓勵學生個人進步表現

X 設立榮譽考試制度，培養學生誠實品德

i 制定「愛校服務銷過制度」引導學生勇

於改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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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力:透過課程及活動，培養強健

的身心體魄，係透過「韌性」、「朝

氣」課程及活動完成:

韌性一

I 生命智慧課及週會辦理生命教育講座，

認識不同的生命典範

E 落實各領域「生命教育」融滲課程，培

養樂觀進取的生命態度

E 開設多元智慧課程，開發學生不同長才

W 辦理生活教育競賽，激發同儕正向的學

習態度

V 制定飯後洗抹餐桌服務制度，培養自愛

與服務的品德

W 制定公共服務制度，拓展服務範疇

朝氣-

I 舉辦各項體育競賽，培養強健體魄及團

隊精神

E 舉辦各項育樂活動，增加校園學習樂趣

血舉辦校慶國遊會，培養學生辦活動之能力

W 舉辦社團活動，激發學生多元長才

V 辦理班級幹部訓練培養學生領導組織能力

VI 協助與指導班聯會辦理各項活動，培養

學生領導溝通能力

VII 辦理優良學生選舉，樹立學習典範

(三)熱誠:教導學生具有主動的承擔能

力，係透過「群性」、「愛心」課程

及活動完成:

辭性-

I 開設「生活高手課程 J .培養良好生活

態度與習慣

E 落實住校生活教育，培養自律與尊重他

人的團體生活習慣

至184告中，教育事62巷草2期

E 設立「禮儀楷模」推薦辦法，鼓勵學生

言行有禮進退有據

N 設立「榮譽大姐制度」協助學妹適應新

環境

V 設立宿舍樓長、寢室長服務制度，培養

學生自治精神

M 設立「熱心服務獎 J .鼓勵學生熱誠服

務助人

珊設立各學科「小老師 J .鼓勵學生發揮

長才協助同學

四落實環保教育，學習像樸'I昔物

愛心一

I 結合各領域發展學校本位特色「愛與關

懷」統整主題教學活動

E 組織「暑期愛心服務隊」為需要關懷的

見童舉辦營會

E 制定義工服務制度，提供學生服務機會

\l

\/

冒



Feature School

( 11-12月)
把愛傳出去

( 9-10月)
引以為傲的衛理人

(元一2月)

親愛家人
(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綜合領域)

(3-4月)

與春天有約

( 5-6月)
感謝有你

圖 1 衛理女中特色課程

子方案二:靈興興範的教師團隊

「每個學生不可能都是第一，但都是唯一」是衛理女中的教育理念，看重並關愛每一個學

生並開發其潛能是老師們的使命。學生住宿，老師付出的時間與心力相對增加，生活教育更是

重要的一環，除了課堂的授課，在各個時地都是教導的機會，也因此老師的身教更形重要。在

衛理，上下班雖有時間設定，但絕大多數的老師們提早上班，延後下班，主動熱誠地關懷學生

的身心靈健康及課業。學校提供教職員單身宿舍及有眷宿舍，學生晚自習時間，許多老師常至

教室關心學生的自習狀況。此外，老師們常於課後指導具有不同長才之學生參加校內外競賽，

並設立各學科獎學金及教師會獎學金。數學科教師長年舉辦「數學遊戲 J .激發學生對數學學

習的興趣。國文科教師設立翰聲文藝獎，提供獎金鼓勵學生文藝創作。這種積極主動、全心投

入教育工作的精神與作法，透過資深教師的典範而傳承下去，很自然地成為衛理的教師文化。

學校小，同仁彼此熟識，每天在校共進午餐，住教職員宿舍者，又為鄰居，情誼深厚，不

論在工作上或生活上都自動互相支援補位。每週復有教師禱告會及教師團契，互為屬靈肢體。

在教學上更不吝情分享，相互學習，共同提升整體專業能力。

近年來資深教師逐年退休，美善的教育理念與典範的傳承益形重要，年輕教師加入，增添

不同的動力;從教師學習圖像中看到共同的期許，盼能透過方案的執行，讓愛與典範在校園中

永續傳承。

June. 2011 Secondary Education 這于185~



依據本校學習圖像 智慧、活力、熱

誠，本校行政及教師國隊規劃下列各項措

施、活動、競賽，以專業協助學生蓄積能

量，並建立正確價值觀。整體目標及具體做

法如下:

1.傅承美善的教育理念及教師典範

(1)辦理新進教師及新任導師座談會

(2) 落實教學輔導教師及導師輔導制度

(3) 辦理新進教師教學觀摩與視導

(4) 辦理資深教師教學觀摩與視導

(5) 辦理導師會報

(6) 辦理導師有約

2. 落實因材施教的教育策略

(1)實施英文小班分組教學

(2) 開設英文精進課程

(3) 實施英文資優生個別化教學

(4) 設置鼓勵學生個人進步之「書卡獎」

(5) 個別指導學生多元長才

(6) 教師提供獎金設立各學科及教師會獎學金

(7) 國文科教師提供獎金設立翰聲文藝獎

(8) 數學科教師舉辦「數學遊戲」

(9) 小班補救教學

(1 0) 個別化補救教學

(11) 生涯規劃課實施小團輔教學

中等教育革 62卷草2期

(1月升學個別化輔導

(1 3) 直升學生多元學藝課程

(1 4) 熱誠參與認輔工作

3. 型塑學習型教學團隊

(1)召開各領域教學研究會

(2) 舉辦教師研習經驗分享

(3) 辦理各領域輔導團訪視與經驗交流

(4) 舉辦各領域專業研習

(5) 建立教師教學檔案

(6) 建構教學平臺

(7) 舉辦輔導知能研習

(8) 鼓勵教師參加校外研習

(9) 舉辦讀書會

(1 0) 辦理教師團契聚會

(1 1)薦派教職員出國考察觀摩

(1 2) 訂定教師進修辦法，給予學費補助

(1月衛理校友教育基金會提供教學專案研究

經費

4. 發展多元創新的教學活動

(1)實施「春天有約」跨領域教學活動

(2) 實施「愛心月」跨領域教學活動

(3) 實施藝術、人文、語文、自然等專題教

學活動

(4) 各領域行動研究

(5) 各領域教材研發

八年級每週一節在圖書館享受英文閱讀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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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方寒三:正向妻典的觀師合作

家長是學校重要的教育夥伴，不論是在

辦學理念的堅持、課程學習與教育活動的規

劃、對學生的輔導管教態度上，都有賴家長

的認同與支持。此外，家長不同專業能力、

正向參與的態度及熱誠，更是達成學校遠景

的力量。盼透過方案的執行，整合家長力

量，形塑正向參與的親師合作模式。

依本校學習主軸，親師合作目標如下:

智慧一終身學習、親師合作、尊重傾聽

活力一關心校務、志工服務、熱心奉獻

熱誠一同理閱價、陪伴成長、親和溝通

以上目標透過各項活動凝聚家長共同理

念，其具體作為如下:

1.了解並支持學校辦學理念，親師共塑願景

(1)舉辦新生入學歡迎會、學校日、班級家

長會，說明學校辦學理念

(2) 成立家長代表小組，參與討論學校遠景

與家長學習圖像

(3) 建置班級家長聯絡網，增進親師互動

(4) 建置電子家庭聯絡簿，隨時關心孩子的

成長

2. 建立家長「正向參與」的機制

(1)召開班級家長會、家長代表會議、家長

委員會，溝通正向參與的觀念

(2) 鼓勵家長積極參與學校與班級各項活動

(3) 邀請家長參加校務會議、學務會議、輔

導工作會議、學生申述評議會、課程發

展委員會等

(4) 提報家長敘獎

3. 舉辦親職活動，增進教養翊能

(1)舉辦親職教育講座

(2) 舉辦生命教育講座

(3) 舉辦多元入學管道說明會

4. 結合家長組織力量，建構優質教學環境

(1)鼓勵家長依個人長才參與各項志工

(2) 家長會提供經費贊助學生藝文與康樂活動

(3) 家長提供經費美化校園、增添資訊設

備、更新健康中心

(4) 家長會與教師會意見交流座談會

c二三
d

仆\ 點即令令:7177 視。
子方寒間:鑄健創新行政運作

衛理女中的創立來自世界各地愛心人士的點滴奉獻，無私、誠信、堅守教育理念、主動

關懷，是學校行政的風格。近年來結合校務短中長期計畫，充實軟硬體設備、增建圖書資訊大

樓、進行校舍全面改建、增進教職員福利、鼓勵教師進修及出國考察、降低班級人數、實施小

班分組教學等。在招生上，一本基督教愛的精神，結合家長會、校友會的力量，推動「明珠計

畫 J .幫助優秀而家境括掘的學子。面對未來發展，期盼透過下列四個面向的執行，激發新的

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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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營造溫馨和諧全員參與的校園氣氛

(1)重視每一位成員的努力，並給予肯定及

獎勵

(2) 辦理行政人員專業研習，持續提升主動

積極的服務熱誠與效能

(3) 裝修各教學辦公室，提供精緻工作環境

(4) 提供教職員宿舍，安頓同仁生活

(5) 設立教師團契及禱告會，同仁間互相關

懷支持

(6) 辦理退休教職員年終聚餐並致贈禮金

(7) 學校各項會議，各處室各領域代表及教

師會長參與會議，廣納建議

(8) 重要校務發展計畫，如教師辦公室裝修、

校舍更新等，多方聽取建議

(9) 教師會、教職員協會及家長會代表參與

各項會議，並隨時與校長及行政單位溝

通意見

(1 0) 班級家長會所提建議及時回應處理

(1 1)班聯會與班長會報所提意見，及時回應

處理

(12) 校長與教職員每學年作個別談話，關心

其生活與工作狀況

(1月校長與畢業班談話，關懷學生並聽取建議

2. 提升教職員福利，共享共榮

(1)提供教職員有眷宿舍及單身宿舍

(2) 提供教職員午餐

(3) 致贈資深教職員年終禮金

(4) 致贈三節禮金(中秋節、端午節、教師

節)

(5) 致贈教師指導學生競賽績優金

(6) 提供教職員交通補助費、子女教育補助

費、結婚生育喪葬補助金等

(7) 辦理退休人員聚餐並致贈禮金

~188'~至中，教育科堵軍2期

(8) 致贈資深教師校慶紀念金牌

(9) 辦理教職員工國內旅遊活動

(1 0) 辦理資深教職員國外旅遊考察活動

(1 1) 為教職員工投保意外險

3. 鼓勵教職員進修，提升專業翊能

(1)訂定教職員進修辦法，給予學費補助

(2) 鼓勵教職員出國參觀訪問考察:

(a) 寒暑假學生遊學團隨隊參訪

(b) 學生國外教育旅行隨隊參訪

(c) 姐妹校教育交流參訪

(d) 資深教師出國參訪考察

(e) 大陸及香港教育交流活動

(3) 衛理校友教育基金會提供經費作教學專

案研究

4. 更新校舍，發展學校特色課程

(1)增建圖書資訊大樓

(2) 增設學生宿舍

(3) 重新裝修教學辦公室

(4) 進行校舍整體改建計畫

(5) 降低班級人數

(6) 發展語文特色課程

(7) 發展系統化校外教學活動

(8) 推動「明珠計畫」



Feature School

子方寒五:積極熱誠的接友網儲

衛理為全體住校學校，學生三年甚至

六年朝夕相處，共同學習、生活，彼此戚情

深厚。在看重關懷每一個孩子的教育環境中

成長，戚恩與關愛他人的信念在無形中融入

許多校友的生命，也因此校友們的凝聚力、

向心力及回饋行動皆令人感動。目前校友約

12，000人遍布世界各地，國內外校友會與學

校聯繫密切，除極積參與學校各項活動，並

募集經費回饋母校及社會。近年來更積極建

構連繫網絡，匯聚力量發揮衛理人的精神。

擁有深厚校友資源的衛理，擬定實施策

略並確實執行，使校友在各方面都對母校有

很好的把注。

1.建構校友聯繫網路

(1)成立校友會及國外分會

(2) 建立校友聯絡網

子方寒式:分享共鑄的社區夥伴

本校位於士林區外雙溪，環山面水，自

然景觀優美亦提供豐富的教學資源;鄰近有

故宮博物院、順益原住民博物館、張大千摩

耶精舍、錢穆紀念館，復有東吳大學及多所

中小學，可謂人文薔萃。擬透過相關課程設

計並結合周邊學校資源，發揮更深更廣之學

習效能。此外，社區居民單純、風氣純樸，

民國65年成立社區展協會，各項有益鄉土活

動陸續展開，擬透過相關課程與教育活動之

設計，建立共享共榮之合作關係。

把握得天獨厚的社區資源，本校與社區

夥伴完成下列目標，成效甚佳。

t JbhlZZK山 λ主謹此之主|

(3) 設置校友會網站

(4) 定期召開校友大會

(5) 出刊校友會訊及電子報

(6) 成立人力支援網站

2. 舉辦校友成長活動

(1)每月舉辦各項成長活動

(2) 每年舉辦不同主題之校友成長營

3. 設立獎學金回饋母校

(1)積極參與學校各項活動

(2) 設立「陳紀靠校長紀念獎學金」鼓勵品

學兼優熱心服務的學生

4. 成立衛理校友教育基金會，回饋社會及母校

(1)籌募基金贊助母校及臺北市中學教師多

元教學計畫

(2) 籌募新建宿舍大樓校友捐款

1.運用周遭自然環境，進行體驗教學

(1) 發展生物、地科與地理學習課程

(2) 發展天文課程及專題研究

(3) 舉辦外雙溪健行體驗活動

(4) 成立生物研究社做專題研究

2. 利用社區人文藝術資源，增進學習果效

(1)發展認識故宮與故宮主題展課程

(2) 結合課程至順益原住民博物館認識原住

民文化

(3) 結合課程參觀張大千摩耶精舍

(4) 結合課程參觀錢穆紀念館

(5) 舉辦家長藝術講座，認識故宮藝術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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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與故宮合作進行「愛上博物館」學習計

畫

3. 引進周邊學校資源，建立學習合作群組

(1)協同東吳大學進行英文、生物合作教學

(2) 協同德明技術學院合作游泳教學

(3) 參與高中職社區化「士林學園」計畫，

發展各項學習計畫

4. 參與社區活動、組織，建立良好互動關係

(1)發展綜合領域「認識外雙溪」課程

(2) 鼓勵設籍本校眷屬宿舍之教職員參與社

G
三、迎接挑戰一永續創新~目標

區協會

(3) 薦派主任參選社區協會理事

(4) 參與社區各項活動

5. 提供學校資源及社區服務，建立國饋社區

機制

(1) 提供場地、設備、人力、支援社區辦理

活動

(2) 舉辦愛心月睦鄰活動，回饋社區

(3) 辦理認養外雙溪公園

(4) 辦理社區服務

ζ之力
ζ之力

98年8月，本校由吳家怡傳士接任校長，面對社會的變遷、教育政策的多元開放及學生的變

異性，我們期許自己:仍維持「以愛為冠冕」的核心價值，調整、創新各項策略，例如:面對

99課綱實施，本校在高一數學實施每週兩節分組教學、英文實施小組教學及專題選修，以更加

落實因材施教，實施後，成效深受肯定。另外，本校教師積極參加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

畫，並成立深耕閱讀、數位教學、班級經營......等專業學習社群。校方也積極安排教師出國進

修等機會，期許行政團隊及教師都能充實能量，迎接十二年國教的新局面。

新局面是挑戰，也是契機，我們期望能善用五十年所累積的好口碑，整合教師、家長、校

友、政府、社會及國際資源，妥善規劃逐步引領學生的課程、更多元的活動，以學校新願景及

學習圖像為藍圖，使創校理想在創新思維中永續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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