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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ing toward the world through DHJH
「一個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遠。」朋友是我們重要的人

際存摺，從教室、校園乃至於國外，有好朋友，經常往來交

流，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東湖國中深耕學校本位課程，以

「在地東湖」各學科融入式的教學活動設計，運用英語，與世

界各國學童交朋友，分享、交流、學習與成長，並得到教育局

與英國文化協會「ISA（International School Award）國際學

校」認證通過的肯定。

學校是孩子走向世界的橋樑，透過學科課程的教學，讓孩

子了解自己、愛家愛國。從認識家鄉的風土人情到與世界各地

的孩子互動，讓他們有能力對話、分享，使彼此的生命產生連

接。因為文化的交流，讓兩地的人文及自然生態對孩子們而言

有了更鮮活的意義。

東湖國中自創校以來，連續29年辦理6.6公里越野賽，近

幾年更將越野賽融入教學，成為東中特色課程。從語文領域、

自然科學、生活與藝術，以至於公民挑戰課程，全面驗證課本

上所學的知識，是能活用在生活、社區中的。

學校教育讓孩子明白，東湖社區就是我們的大教室。東湖

國中的文史東湖課程對人文史跡的精緻作探究 ，致力從歷史

脈絡中梳理今日整個社區發展的始末。課程設計既透露思古情

懷，更讓孩子體會「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密切連結，是有

趣又實用的活知識。

網路無遠弗屆，地球村不再是概念。東中從與國外學生視

◎柯淑惠 校長

以質樸自信與世界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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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東湖國中
師生榮譽榜

項目 得獎人 成績

臺北市國際學校獎認證
ISA，International School Award

黃璟蕙老師  林秀穗組長
石麗秀老師  陳意文老師   
葉瀚威老師 

國際
學校獎

臺北市校園珍食共享 Food 績優團隊 季鳳英組長 優等獎

臺北市有效教學教案比賽 -- 生活科技 倪惠玉老師 優選

臺北市有效教學教案比賽 -- 國文
王春鳳老師  許雙燕老師   
郭貞吟老師 佳作

臺北市有效教學教案比賽 -- 家政 陳意文老師 佳作

臺北市有效教學教案比賽 -- 英語 練志和老師 入選

臺北市卓越教育「水環境 O2O 教育」
教案甄選 -- 童軍

費郁雱老師 優選

臺北市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 -- 綜合 費郁雱老師  周怡瑄老師  佳作

臺北市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 -- 自然
徐珍梅老師  謝青芬老師
楊雅清老師  郭貞吟老師     佳作

臺北市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 -- 英語
石麗秀老師  林秀穗組長  
黃璟蕙老師 佳作

臺北市教育盃滾球比賽 ( 教職員組 ) 王國連組長  王嘉惠老師
張麗玉護理師

第 8 名

中華民國公私立國民中學
生活科技創作競賽

909 陳宥蓁  914 唐樹亨 
914 黃品鈞

第 4 名

中華民國公私立國民中學
生活科技創作競賽

901 呂佳家  912 林筠敏
915 林筠惠 第 5 名

臺北市閱讀知識王競賽
908 李紫涵  909 文純莉
912 周俞彤

優勝

臺北市生活科技創作競賽
909 陳宥蓁  914 唐樹亨
914 黃品鈞

第 1 名

臺北市生活科技創作競賽
901 呂佳家  912 林筠敏
915 林筠惠 第 3 名

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 806 蕭郁穎 第 1 名

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漫畫類 807 邱靖恩 第 3 名

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水墨畫類 909 周芮安 第 3 名

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西畫類 901 何若寧 第 3 名

臺北市交通安全創意海報設計比賽 901 褚漢娜    第 1 名 
臺北市交通安全創意海報設計比賽 901 何若寧 第 3 名

臺北市學生舞蹈比賽 ~ 民俗舞蹈 805 邱庭鈞
優等

第 1 名

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 ~ 直笛 直笛團
優等

第 2 名

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 ~ 弦樂四重奏 管弦樂團 佳作

臺北市語文競賽 ~ 國語類演說 908 李紫涵 佳作

臺北市語文競賽 ~ 客家語朗讀 903 康懷方 佳作

臺北市語文競賽 ~ 客家語字音字形 703 許玳綝 佳作

臺北市語文競賽 ~
原住民族語朗讀 ( 布農族語 ) 812 邱詩筠 佳作

臺北市性別平等教育宣導
小小說創作比賽

914 倪瑋翎 佳作

臺北市中正盃法式滾球錦標賽 滾球隊

女子組
第 5 名              
團體組
第 4 名

臺北市中正盃田徑競賽 ~ 女子組跳遠 田徑隊 第 4 名

臺北市中正盃田徑競賽 ~
女子組 400 公尺接力

田徑隊 第 7 名

臺北市教育盃個人射擊比賽 射擊隊 第 8 名

臺北市北區中等學校排球聯賽 排球隊 第 2 名

全民節電運動 ~
國民中學節約用電戲劇競賽

表藝團 佳作

臺北市教育局貓咪盃創意競賽 --
互動遊戲競賽

916 黃致皓  915 古明軒 佳作

臺北市教育局貓咪盃創意競賽 --
動畫短片競賽

909 吳孟儒  909 宋繼維 入選

▲本校周俞彤、李紫涵、文純莉同學

榮獲臺北市國中閱讀知識王優勝

▲本校王春鳳、練志和、陳意文 ... 等教師榮獲有效教學教案設計佳績
▲本校陳宥臻、唐樹亨、黃品鈞同學榮

獲全國生活科技創作競賽第 4 名

▲本校呂佳家、林筠敏、林筠惠同學榮
獲全國生活科技創作競賽第 5 名

▲本校榮獲臺北市 107 年度珍食共享績優團隊
▲本校多位教師榮獲臺北市第 19 屆教師

行動研究徵選佳績

◎家長會長呂雪雲

前美國第一夫人希拉蕊曾說：「培

育一個小孩，需要一個村莊的力量」(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意思是

說，教育學生不僅僅是學校的責任，也是

家長，甚至整個社區的工作。惟有學校積

極推動、教師用心經營、家長熱心 與，共

同努 營造 好的親師互動，才能開創「 師用

心、家長關心、學生開心」的三贏局面。

東湖國中家長會始終扮演支持學校、信任老師、關心孩子的角色，

在歷任會長及家長的努力耕耘下，與學校維持良好合作關係。雪雲自

107學年度上任以來，除賡續推動募款，補助學校更換教室布告欄外，

並推動設立「冷氣維護專款專用基金」，每位七年級新生一入學，不必

負擔冷氣機購置費用，因為前兩年所有家長、老師「前人種樹」的大

愛，已經讓各班都有兩台全新分離式一對一冷氣了。但冷氣用久了，也

需要清潔、維護、保養，才能發揮更舒適、更健康的效能。

因此，為了讓這些得來不易的冷氣能維持更好的狀態，我們需要設

立「冷氣維護專款專用基金」，七年級家長只需繳交一次費用，就能讓

孩子享有三年舒適的學習環境。期盼所有家長共同支持，讓孩子更好，

讓東中更好。

家長會為考生祈福

家長會祝福全校師生
中秋佳節愉快

107 學年度新卸任會長交接

家長會為九年級考生會考加油

家長會發糖果給全校師生，歡度聖誕佳節

家長會參與東中越野賽年度盛會

家長會致贈九年級考生「包高中」

親師合作，共創三贏

訊開始，進而引進外師入校，看到外國人就在眼前，孩子

們開心又好奇的運用簡單的英語，介紹自己、談起所在的

城市與所生活的社區的一切，同時開始體會「語言是必備

工具」這件事。

東中的國際教育課程讓孩子看見世界，透過觀察與反

思，孩子們深刻體認到理解多元文化的重要。「寫信馬拉

松」的活動，藉由尊重不同族群，讓孩子學會護衛人權，

明白要為全球環境生態永續經營付出心力，承擔起身為地

球村子民的分內責任。

東中師長們引導孩子們所進行的跨領域國際教育的學

習成果，將在第二、三版呈現給您。

校訂課程︰英閱Buffet 校訂課程︰文史東湖

課程

東湖社區藝起來

膠帶人

創作ing

七年級

美術課

- 裝飾+裝置

科技+藝術=膠帶人動起來

膠帶人遇見跑跑人

就用越野賽心得小卡為 

2018東中越野賽
Running Men課程
劃下句號吧！

九年級美術課-膠帶手

加碼
-膠帶人也要變美美的

八年級美術課

七年級表藝課-跑跑人動態表演

Running 
 Men 跨領域課程

東湖國中

越野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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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圖書館
Postcrossing

地理環境
學校與社區

社區人物
社區營造

發展歷史
人文史蹟

身體力行愛護鄉土

欣賞東湖環境之美

體會東湖人之善

認識東湖今昔之真

優質
溝通

學習
興趣

關懷
人文

國際
視野

批判
思考

真人圖書館
英語歌曲

寫信馬拉松
在地東湖

真人圖書館
Postcrossing
新聞英語-CNN news, 
BBC one minute

繪本教學
音樂劇與電影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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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上海

匈牙利

日本

史瓦帝尼

賴索托
吉里巴斯

貝里斯

美國

波蘭

德國

帛琉 索羅門群島

新加坡

真人圖書館

德國友人年鑑 ( 東湖的感謝狀 )
東湖國中與德國學校交換名片活動刊登
於德國學校年鑑

真人圖書館

日本濱松音樂交流活動

St.Hilda's 排球交流活動

真人圖書館 真人圖書館

真人圖書館

真人圖書館

美國 Brightwood Elementary School 國際摯友

真人圖書館

匈牙利友人來訪

ACC 關懷協會交流活動

寫信馬拉松

東湖國中至建平實驗中學參訪

國際特教組織倡導「寫信馬拉松」活動

呼應世界人權日為人權發聲。

宏都拉斯
多明尼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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