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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105學年度第一學期
校務評鑑3項榮譽通過

暨優質學校認證



。

＊食農教育為本校推動重點之一，最早發展為技藝社團，逐漸轉型為本校特色
社團，107學年度開發為福營食農饗宴教育實驗計畫，108學年度深化為七年級
校本特色課程，幸福綠光農場現為福營國中戶外教學場地之一。

＊學校定期更新網頁，公告最新學校重要活動訊息、師生辦學成果以及志工資
訊專區

＊依學期初所制定之班週會行事曆，定期召開班週會，建立公開溝通平台，提
供學生表達意見、參與校務與班務機會。

＊七、八年級開設多元社團課程選修，聘請校內外優秀師資，提供學生多元豐
富之社團經驗，讓學生在參與社團活動的過程中，除了學習各種專長的認知及
技能，更能自我人格統整、群性發展與民主學習的重要一環，每學期並辦理社
團聯合成果展。

＊依照十二年國教108課綱精神發展由教研會及課核小組共同勾勒出課程願景
「福營在地深耕，創意躍進未來」及學生圖像，擬定總體課程計畫及校本課程

＊學校各樓層文化走廊陳列學生在各領域學習表現成果，另外生活科技教室以
及英語情境教室及圖書館亦陳列師生優良作品。

福營國中自省與精進
105年校務評鑑委員給予之建議事項,福營國中積極改善



◎本校位於新莊區南方，東濱大漢溪，北朝丹鳳山，西
南與迴龍、樹林為鄰，山川秀麗，民風樸實。創設於民
國七十年，至八十三年間校舍全面改建，曾經滄海、浴
火重生。初由十四班增至一百餘班，而後因丹鳳地區增
設丹鳳高中國中部及少子化現象，逐年減少至54班，然
校務依舊蓬勃發展，表現亮麗。
◎學校依照十二年國教108課綱精神發展擬定學校願景為
「福營在地深耕，創意躍進未來」發展學生圖像。現為
十二年國教國中前導學校之一，積極創新發展校本特色
課程。

學校概況說明



班級與學生人數 教師概況 其 他

普通班 51班 教師編制員額 140人 到職日期
104年8
月

特教班 3班 正式教師 119人 創校時間 70年7月

資源班 2班 代理代課教師 22人 校地面積 2.6公頃

數理

資優
1班

職 員 18人 家長會長 陳正雄

聽巡
1班

學生數 1454人 教師平均年齡 45歲 教師會長 朱以立

基本資料-員額編制



福營國中教師教育程度

教師學歷分布圖

碩士 教育大學及師範院校 一般大學教育院校 一般大學一般系

碩士學歷62%

教育大學及師範院校20%

一般大學教育院系1%

一般大學一般院系15%



名 稱 間數 名 稱 間數 名 稱 間數

普通教室 51 圖書室 1 親師懇談室 1

行政辦公室 10 會議室 3 美術教室 3

家長會 1 教師會 1 職探中心 1

校史室 1 科學實驗室 3 音樂表藝教室 5

特教教室 3 生物實驗室 1 童軍活動教室 3

資源教室 6 家政教室 2 創意實驗室 1

數理資優教
室 3 英語情境教室 1 生活科技進階教室 3

健康中心 1 儲藏室 3 視聽教室 1

無障礙廁所 12 諮商室 2 烹飪教室 2

廁所（男） 18 團輔教室 1 電腦教室 4

廁所（女） 18 迎曦廣場 1 綜合田徑場 1

學校教室場地設施



歷年來學生身分別統計

1711

1548
1437 1457

296 287 256 246

426 394 386 391

114 85 83 88

105學年度 106學年度 107學年度 108學年度

學生總數 新住民子女 寄單親 低收入戶



60%

17%

18%
5%

108學年度學生畢業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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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高中職就學人數比例圖

公立高中 公立高職

近年來有超過五成的學生進入
公立高中職就讀

福營國中近年來畢業生升學進路



•多元智慧

•自我實現

•師生共學

•終身學習

•重視獨特

•自主學習

•社區共好

•社會參與
優質
卓越

以人
為本

適性
多元

創新
學習

切合十二年國教精神教育理念



福營國中108課綱學校新願景

微笑天使為特教班唸繪本

參與珍古德根與芽活動 福營創客社團

管樂團赴日本交流學習



評鑑向度一、行政管理



尊重關懷、凝聚團隊、有效溝通
熱情—活力--效能--有擔當

行政管理

14

PDCA循環
執行

檢核
品質
績效行動

計畫

凝聚承諾
溝通分享

行政管理

福營心:
感恩惜福
追本溯源

新莊情:
關懷社區
服務學習

國際觀:
擁抱世界
接軌未來

自發 共好互動

理念目標

組織文化

資源整合
學生主體

教學支援



✓ 中長程發展計畫
✓ 校務發展計畫
✓ 教務工作計畫
✓ 輔導工作計畫
✓ 總務工作計畫
✓ 家長日實施計畫
✓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學校組織設置與運作

計畫 組織擬訂專責組織 組織運作



•

行政運作績效-
具良好效能，能有效支持教師教學、學生學習與政策推動

需求，以促進學校發展。

計畫 需求執行專責組織
促進學校
整體發展

國際教育
雙語教育

國際教育
創客教育
服務學習
適性發展



行政運作機制-
處室與組織之間行政運作溝通分工協調良好，彼此支援，
並能團隊合作，達成學校目標

生活科技教學工坊揭牌儀式

職探中心揭牌儀式 福營罩未來活動新聞照

105校務評鑑行政管理金質獎

韓國教育二水中學參訪本校



安全教育與安全維護-
有良好之分工與運作、相關辦法、安全會議記錄與
安全處理網絡

校外教學安全宣導 校園安全會議 交通安全會議 用藥安全宣講校園防災演練



校園危機之預防處理維護

＊學校危機管理小組組成合宜，並能適時召開會議
＊能明定校園重大危機事件處理流程並公告宣傳
＊透過積極有效的宣導，提升師生面對危機時的適宜應對
方式。

•



向度二、課程、教學與評量



福營在地深耕 創意躍進未來

培養追本溯
源感恩惜福
的人文素養

培 養 解 讀
資訊 ,跨科
學習的
閱讀力

具備關懷社區
解決生活問題
公民素養

培育擁抱世
界接軌未來
的國際素養

培 養 發 掘
問 題 、 釐
清 問 題 的
思辨力

強 化 雙 語
及 母 語 學
習 的 口 語
表達力

運用所學知
能 , 解決問
題的
創造力

提 升 做 中
學 、 學 中
思
品格力

建 構 體 驗
探索 , 自主
學習的
實踐力

福營心 新莊情 國際觀

結合在地
情懷與國
際視野 ,做
新世紀的
科技人

學校願景

課程願景

課程目標

福營國中課程總體架構

愛在福營 生活營家 營向未來



閱讀
力

思辦
力

表達
力

創造
力

實踐
力

品格
力

核心
素養

福營國中學生圖像



福營校本課程強調學科知識
和生活經驗結合

社區有教室之地景分組教學

生物課的植栽觀察

資源回收廢材再利用-彈性自然的軌道車

美術課的福營農場設計

童軍課的繩結應用

家政料理來自校園植栽

家政英文跨域設計菜單

學習與生活經驗相關



行動3-清理我的家園行動2-美化我的校園

面對面的表達溝通 分工合作完成任務

行動1-利用果皮做有機堆肥

福營校本課程強調自發、互動、共好
重視人與人、人與土地、人與環境的連結

通過生活測試來找答案

實踐力行的表現

知識需要運用在日常生活學生爲學習主體

具備素養使我們的生活過得更好、更美、更有意義與價值



七年級校定課程-社區有教室

昭德宮分組教學-我的信仰中心

福營地景分組教學-我的校園指引

福營前世今生課程-我的校徽大變身

以學習者角度出發設想課程
計劃與執行

脈絡化學習

計劃與執行

•閱讀策略

•科技運用

認識
福營

•人物文本

•社會變遷

了解
新莊

•自我觀點

•主題地圖

社區
意象

方法策略運用 學習鷹架 評量基準

整合知識、
技能與態

度

情境脈絡
化的學習

學習方法
及策略

活用實踐
的表現

發表導覽介紹
學習活動與學習評量設計原則

新課綱精神:強調在地，發展特色課程



七年級校訂課程-農場大亨

農場經營總說

成立農場營隊

農場實地參訪

遭遇經營危機、解決問題

結合理財教育及校本食農教育
並活用數學知能，啟動系統思考模式經營農場

以整體的角度看問題

目標管理

確立目標

學習型組織

知識的實用性

新課綱精神:強調在地，發展特色課程



七年級校本跨域特色課程-閱讀販賣

國文課閱讀擬定企畫書

閱推老師圖書館教育

美術課設計海報 表演藝術設計推銷販賣表演

新課綱精神:推動閱讀，跨域學習

閱讀販賣」是跨領域課程，
七年級新生學會如何利用圖
書館資源後，找一本要推銷
的書，在美術課製作看板、
表演藝術課練唱歌或演戲等

表現任務:企劃提案報告

表現任務:文案設計

表現任務:產品行銷



七、八年級中外師協同英語教學

家政科協同教學

英語節慶教學

SHOW PARTY

國際筆友明信片交流 英語話劇成果發表

105年起引進外師進行中外師協同教學，
每年辦理區級公開授課1-2次，109學年度
七年級實施健康教育雙語課程。

中外師共同設計課程
教研會時間共同備課

中外師公開授課

礁溪國中蒞校參訪交流

新課綱精神:重視雙語活化課程



七年級校訂課程-品味人生

主動尋求多元的詮釋，試著表達自己的想法

角色扮演，引導學生體驗主角心境
-同理角色與換位思考的思維態度找出關鍵句，擷取重點

道德兩難問題討論-價值觀的反省與思辯-換我當主角

透過世說新語「文本閱讀」，訓練學生閱讀策略，培養學生覺察省思及
人文素養

知

態度

行動

覺察省思

從文本出發，內化為學生對生命的涵養和品德的修練



七年級校訂課程-英文好品

Family tree -- Worksheet

Awesome jobs

Superhero

Classroom rules

透過分組合作議題探討，深化學生的品德教育，增強
學生表達溝通能力及人格陶冶

學習內涵:重視群體規範與榮譽
內涵:族群差異與平等

內涵:關懷弱勢實踐與反思

內涵:家庭倫理

學習主題:品德發展

主題:品德關鍵議題

新課綱精神:道德實踐核心素養教學

主題:品德關鍵議題

主題:品德關鍵議題



機器人專題課程

機器人競賽第一名

組裝機器人課程

仿生吸管課程仿生機構課程自走車課程

紙盒機器人課程
Mbot自走車課程

與黎明技術學院合作自走車

引進高中及大專資源(光啟、泰山、龍華科
大、黎明技院…)，開發彈性跨域課程

新課綱精神:培養學生創新思考模式，
提昇實作能力及科技知識的整合



閱讀深耕教育

圖書館利用教育

閱讀偵探活動藏書票設計

晨讀

與圖書館有約

讀報教育

培養學生閱讀理解素養-從理解
訊息到獨立思考之核心素養養成計畫

福營國中的藏書多達4、5萬冊，
平均每個學生約30本每週有2
次晨讀時間，鼓勵學生讀報及
接觸中長篇、不同類型的書籍，
訓練思考力。

各科重點筆記應用

閱讀心智圖 科普閱讀 主題閱讀學習單



補救教學課程-適性多元課程

英文感恩節卡片製作

英語節慶教學

補救教學期末餐會

各國國旗學幾何圖形

補救教學委員諮詢

主題文章課程

與輔大史懷哲合作計畫
數學課程

華語補救教學

校長頒發進步獎

教育有愛，學習無礙



福營特教教學—課程豐富多元

身障資源班除語文、數學之外，依學生需求開設特殊需求課
程。特教班按照12年課綱安排語文、數學、健康與體育、社
會、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綜合活動與彈性課程等，
另有自辦式國中技藝課程，包含烘焙、園藝，每週均有熱心
的義工媽媽進行課堂協助。

108學年度資源班身心障礙學生人數
包含輕度智障、學障、自閉症、情障等共68人

10901鑑定安置再提出5名疑似生。

108學年度特教班身心障礙學生人數 包含中重度智障、自閉症、多障、等共25人。

108學年度資優資源班學生人數 數理資優班學生共32人。



福營特教教學—校內外教學活動多元

• 每年因應不同時節舉辦活動，例如中秋烤肉、萬聖節、

聖誕活動、校際聯合運動競賽與畢業歡送會。

• 每學期至少一次的校外教學活動，以及其他不定期的活動

• 其他校外活動，如啦啦隊比賽、亞特盃、身障體育競賽。



特教班校內外教學活動

萬聖節不給糖就搗蛋

家長會贊助綜合課-中秋烤肉

聆聽的好夥伴--狗醫生到校服務

普通班學生陪伴特教班學生運動

校際運動會與畢業歡送會



普通班教師與特教教師合作密切

• 入學時:協調適合孩子特質的普通班導師，導師與特教組
平時密切合作，共同協助學生在班上的適應狀況。

• 平時:普通班老師主動轉介、特教組主動校內篩選。

• 課程:特教與普通班教師協同開課 (體育、音樂、綜合)



福營特教特色—學校、社區合作密切

• 每逢年節時分，學校附近全家便利商店舉辦愛心義賣、募集
年菜、餅乾禮盒給特殊學生及弱勢家庭。

• 與鄰近商家合作，例如美華泰生活館、麥當勞等，訓練孩子
在社區活動、購物的能力或參觀鄰近政府或私人單位，

• 例如昭德宮、消防隊、藝文中心、新莊運動中心等。

• 校外獅子會團體入校關懷捐款，陪特殊生活動。



數理資優班—強調動手操作與理論實踐

參觀中研院院慶

八年級成果發表會 偏鄉科學巡迴服務社區科學巡迴服務



向度三、教師專業發展



主動申請教育部（局）教育計畫

108學年度:十二年國教前導學校創客社群計畫.模擬聯合國學校計
畫.生活科技前瞻領航計畫.引進外籍教師協同教學計畫.十二年國教

前導學校

107學年度：福營食農饗宴教育實驗計畫.創客社群計畫.模擬聯合國
學校計畫.生活科技前瞻領航計畫.十二年國教前導學校計畫

106學年度:活化數學E起來教育實驗計畫.創客社群學校計畫.模擬聯
合國學校計畫.引進外籍教師協同教學計畫



課發會

領域研究會

發展課程 跨域統整

課程核心小組

校本課程

部訂課程 彈性課程

任務分工-擬定學校總體課程規劃

討論願景
訂定圖像
擬定彈課



相聚都有目的-改變福營師生的時刻(專業成長)

會議(研習)名稱 辦理場次 研討主題

各領域教研會
107學年度上下學期各領域
共16場次

108課綱宣講、公開教學演示實施方式、素養導向教學討
論、素養導向教學教案設計、校本課程擬定、校本課程
計畫撰寫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 107學年度共6場次 發展校本課程、訂定課程願景

課程核心小組會議 107學年度每月平均1-2場次 研擬素養導向教學、校本課程擬定、學校課程架構討論

國教輔導團入校研習 107學年度各領域時間 新課綱宣導、認識素養導向教學、校本課程規劃



課程主軸 愛在福營 生活營家 營向未來

年級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領域
學習
課程

語文 認識農場菜英文 歌舞青春

數學 農場方程式 手創數學 周(桌)遊數界
社會 走讀福營 生活公民
自然 福營生態園 生活科學好好玩 福營發電機
藝術 農場設計
綜合 福營巡禮 生活創意家 我的未來不是夢
科技 福營自造 圓夢計畫 創意市集
健體 福營吃貨 樂活玩家 樂活贏家

彈性
學習
課程

統整性
主題

社區有教室
農場大亨
英文好品
品味人生

手創拼圖王
生活科學王
地球公民守護者
品德實踐家

世界議題工作坊
周(桌)遊數界
模擬聯合國
築夢家

社團 多元學習社團 多元學習社團
其他 福營開講 福營開講 福營開講

主題活動
游泳教學、敬師感恩、
校慶系列活動、
閱讀販賣、校慶系列活動
生命教育系列活動

英語歌唱、校慶系列活動、
職業試探、生命教育系列
活動、科技競賽

校慶系列活動、畢業快
閃、升學博覽會、生命
教育系列活動

福營國中學校本位課程規劃



• 透過課程評鑑機制

• 滾動式修正學校每年課程計畫

訂定學校課程評鑑辦法與計畫 (P) 規劃階段
界定評鑑工作範圍(對象)、類型與面向
界定所要蒐集的證據資料
決定評鑑人員
編製評鑑工具

品質的自我管控-課程評鑑

從九年一貫走向108課綱
福營正在路上……105課程評鑑 108課程評鑑



國教輔導團到校分享素養導向教學示例分享

108英文領域輔導團到校輔導108自然領域輔導團到校輔導

107國文領域輔導團到校輔導 107自然領域輔導團到校輔導

107數學領域輔導團到校輔導

107社會領域輔導團到校輔導

領域教學研究會邀請輔導團及典範老師做新課綱增能



教師參與各項專業增能研習

科技融入教學 桌遊融入教學 Fun手玩科學

學思達教學 新課綱研習 課綱轉化教案設計

團體激盪校訂課程 素養導向命題實作坊 素養導向評量設計 素養導向教學實作

線上教學資源應用

持續參與或辦理新課綱增能活動



參與創客社群增能研習

星際光劍製作

自己的T恤自己做

皮雕手環製作仿生三角龍冰封北極熊

四足仿生步行機器人 手工筆製作珠光寶器移動迷宮

復古小板凳手工彈珠檯

培養教師多元專長，積極掌握學校校本特
色課程的發展趨勢，師生共同為發展學校
的未來願景而共備共好



教師社群共備素養導向教學

教師
社群

活化
國文

桌遊
數學

童軍
精進

生活科學
好好玩

英語
節慶

輔導



提昇教師輔導知能研習

認輔志工培訓

提升認輔志工輔導知能

高風險家庭辨識

專輔宣講高風險家庭辨識

目睹家暴兒少研習

認識如何處理目睹家暴事件
網路成癮

讓教師認識學生網路成癮徵象

性平教育

提升教師性平教育輔導知能

自我傷害防治

專輔宣講如何防治學生自我傷害



教師公開教學演示

美術科-教學觀摩

體育科-教學觀摩

國文科-教學觀摩理化科-教學觀摩

數學科-教學觀摩

108公民科-教學觀摩

歷史科-教學觀摩

生活科技科-教學觀摩

106學年度公開授課比率達50%，107學年
度達75%，108學年度全面實施公開授課，
帶動教師互相觀課議課，教室開放學習

正向開放氛圍的營造



發展小六冬令營主題課程

學生作品成果

生活科學動手做-彩色珍珠 動手玩數學

學生作品成果

生活科學動手做-正負極來電

廢材機器人

生物應用-糖水吹氣球

社群老師設計體驗式生活科學課程，
讓小六生有對國中課程有初步了解及
認識



科技領域老師支援馬祖
偏鄉生科課程

仿生機構課程

Scratch課程 Scratch課程

Mbot自走車課程 仿生機構課程

3D列印課程

Mbot自走車課程

新北.馬祖攜手合作啟動儀式

科技領域老師透過福營多功能生活科技教學工坊，
讓偏鄉和離島的學生共同參與與體驗，並將生科教
室的功能發揮到最大



職業試探暨體驗教育資源共享

學期間國小體驗營

國小體驗課程 國中育樂營 家長體驗教師研習

家長會長協會體驗活動寒暑假國中育樂營 國小教師研習

偏鄉服務

南投大鞍國小

國際交流

新加坡華文教師

偏鄉服務

新北瑞濱國小

國際交流

韓國二水中學



校慶闖關-科普活動

校慶闖關-創意發明家

校慶闖關-英文繞口令

開放社區同樂

校慶闖關-英語童話閱讀
校慶闖關-機械手臂

教師設計校慶闖關活動

自造夾娃娃機

中外師、數理資優班教師及創客團隊教
師依本校特色課程校慶闖關活動共同設
計內容，由校內師生擔任關主，於校慶
時開放社區親子共同參與闖關。



外師與英文老師期末英語話劇成果發表

106綠野仙蹤

108年度新北市show party應邀演出

105美女與野獸

107愛麗絲夢遊仙境 108小紅帽

中外師共同指導之英語話劇社，每學期期末安排
在全校師生參加之休業式作話劇社成果發表



向度四、學生事務



推展服務學習.強調合作榮譽

發展多元智慧.推動多元社團

教導生活常規.紮根品德教育

培養民主法治.重視安全教育

學生事務工作



愛整
潔

守秩
序

有禮
貌

重榮
譽

負責
任

校徽象徵著福營精神



七、八級年級選修多元社團

福營模擬聯合國親善大使團

福營天才聚集的科普社

福營第一天團管樂隊

幸福綠光社的幸福小農夫

服務學習社的愛心小天使

動靜皆宜閱野社

最搶手的創客社

最愛表演的吉他社

有膽就來英語話劇社

最愛地球的環保DIY社

最會唱歌的原民社

十二年國教強調多元適性



愛在福營敬師感恩活動

愛師九宮格當我們『疊』在一起 愛的超級任務

愛的超級任務敬師奉茶活動



品德教育-福營國中品格優先

模範生選舉

感恩月快閃活動模擬聯合國

微笑天使禮貌宣導 為特教班唸繪本



品德教育-福營國中品格優先

珍古德-根與芽活動

福營捐舊鞋 愛心又一頁

飢起幸『福營』向美好
『福』孕當頭孝顏『營』心

髮短心長-為癌症病友募髮

福幼扶幼活動



服務學習-社會參與

服務學習社年度活動社區日照中心老人服務

演奏台灣民謠給長者聽

關懷獨居長者



服務學習-社會參與

陪聽障兒童玩桌遊 廢棄瓶蓋美化校園

教育會考考場服務 特教生協助美化校園

為非洲女孩縫製布衛生棉



實物銀行募集-社會參與

實物銀行

校長主任將物資送至實物銀行

活動前宣導

希望樹
募資現場

家長也共襄盛舉傳遞幸福

募資現場

把家中的物資捐給更需要的人

募資現場

師生熱情貢獻小小心力

讓學生認識實物銀行

捐贈學生寫下祝福小卡



交通安全教育

導護志工值勤 導護志工交安研習

教師腳踏車體驗學生腳踏車體驗 創世交通安全宣導



防災教育-防災演練

教室內就地掩蔽 教室內就地掩蔽 防災逃生演練

防災逃生演練 幼兒園小朋友煙霧體驗 搶救組出動救災



防災演練、消防宣導及消防安檢

全體師生防災演練 防災演練集合 防災檢討會議

相關人員檢測
消防設備 防災演練任務分組 防災宣導



防災教育-地震體驗與防火安全

教師體驗地震車 學生體驗地震車 滅火器的使用

滅火器的使用 緊急傷病救治 指揮官-防災教育宣導



班級團隊競賽

七年級游泳教學

班際跳跳繩耐力賽 班際大隊接力 班際藍球比賽

拔河比賽 游泳教學-浮板打水



環境教育-身為地球公民的責任

全體教職員工環境教育研習

八里垃圾掩埋場校外教學

十三行博物館校外教學

世界地球日體驗活動

永續環教中心參訪 慈濟環保回收站體驗



衛生保健與健康促進

用藥安全有獎徵答活動 健康體位班活動課程 拒菸快閃表演活動

校園菸害防制自製短片

新生健促宣導活動

菸檳入班教學



食農教育

中和國中參訪本校可食地景 幸福綠光社學生義賣捐贈

農夫體驗一日營活動

教師食農教育體驗活動 校園農場育苗情形

農會參訪本校可食地景



食農教育

校園可食地景現場窯烤 雙溪茶花莊農場體驗活動

雙溪桂花農園四季桂花解說

農場製作稻草人活動 石碇桂花農園實作活動 石碇農園附屬書屋解說



向度五、學生輔導



多元生涯輔導•提供適性發展活動。

推動親職教育•促進親子和諧關係。

實踐性別教育•教導正確性別觀念。

辦理教師進修•提昇教師輔導知能。

推動多元輔導•照顧弱勢學生群族。

建立志工制度•推展成長服務文化。

落實特殊教育•實現人文融合理念。

學生輔導工作



落實輔導工作

初級輔導工作

二級輔導工作

三級輔導工作

•教師輔導知能研習

•家長親職講座

•學生輔導知能宣導

•班級輔導活動課程

•各班均有專責專任輔導教師

•心理師、社工師協助有特殊
需要之家庭與學生



生涯發展教育—職業試探

電機科配線體驗

開南商工

莊敬高職

成功工商開南商工

光啟高中

莊敬高職

成功工商

電機科電桿修護體驗

餐飲科製作鬆餅動力機械科認識汽車構造

表藝科體驗身體律動餐飲科製作大阪燒

電子商務科自製個人胸章 餐飲科製作手工餅乾

光啟高中

藉由不斷嘗試

探索自身興趣

迎向璀璨未來



生涯發展教育—選技職好好讀

耕莘護校

護理科打點滴體驗

耕莘護校

幼保科製作造型氣球

宏國德林科大

資工科自走車體驗

宏國德林科大

室內設計科體驗建築結構

台北海洋科大

航海系搭船體驗淡水之美

海洋運休系體驗獨木舟

馬偕護校

視光科簡介視力保健

護理科體驗基礎護理

馬偕護校台北海洋科大

參與中體驗技職

體驗中認識專業

專業中發展未來



生涯發展教育—宣導活動

職群宣導

邀請高職進行職群介紹

社區高中宣導

邀請社區高中介紹各校特色

技職教育宣導

引導學生進行生涯探索

技職教育宣導

協助教師認識技職教育

生涯探索宣導

協助學生認識技職認識自己

生涯探索宣導

職涯志工入班宣導

適性入學宣導

協助家長認識多元入學管道

針對教師進行適性入學介紹

適性入學宣導

從每次的宣導中多認識一些

讓每次的選擇中多一些認識



生涯發展教育—產業參訪

台北w飯店

認識餐廳服務內容

手信坊

圓山大飯店大黑松小倆口

郭元益糕餅金工手作

體驗食品製作

認識飯店餐旅實務認識食品製作流程

體驗糕餅製作過程體驗金屬吊飾製作

君品大飯店

體驗餐服折口布

三峽藍染

三峽藍染實作體驗

走出校園，走入現場

認識社會中不同產業的特色



生涯發展教育—體驗活動

校內體驗活動

高職到校讓學生實際體驗

校內體驗活動

學生藉由體驗活動探索興趣

升學博覽會

電控操作認識電機電子群

升學博覽會

指甲彩繪體驗家政職群

升學博覽會

人像速寫體驗設計職群

升學博覽會

表藝科用歌聲吸引學生目光

技藝班成果展

讓學生體驗機車維修

技藝班成果展

讓學生體驗電控模型

引進校外資源

讓學生體驗最直接的學習



技藝教育課程—技藝班

光啟機械班

鉗工課程

福營美工班

指導老師細心指導

光啟餐飲班

折口布課程

樹人餐飲班

藉由技藝班探索興趣

莊敬表藝班

身體律動課程

東海電機電子班

利用銲錫完成作品

復興美工班

電腦繪圖課程

一學年的技藝班

讓學生不斷地探索自身興趣

每學期不同職群

讓學生擁有更多元的學習機會



技藝教育課程—幸福綠光社(技藝性社團)

撒下種子

希望幼苗能好好長大

植物搬新家

種下希望

每個盆栽都是小小的希望

甜蜜的收穫

汗水耕耘後的果實特別甜美

小廚師上菜

除了種菜我們也學料理

大家細心的移植盆栽

細心呵護

用雙手照顧每一株植物

食農教育

食農種的開心吃得健康

分享幸福

分享幸福給更多人

幸福綠光從食農開始
種的開心吃得健康

與大自然共同學習
與身旁的人分享幸福



跨校聯合美展

美展前布展

美工班學生分工合作

美展前布展

美展

美展

四校聯合參展

美展

美工班代表致詞

美展

小畫家與作品合影留念

從布展中學習展場規劃

國小學生交換作品卡

與鄰近國小藝術交流

與鄰近國小藝術饗宴
創造學生嶄露鋒芒的舞台



中介教育—生涯技藝性課程

讓中途班學生習得一技之長

飲調課程

到光啟高中上飲調課程

飲調課程

課程中探索興趣

餐飲課程

磨練耐心發揮創意

果雕課程

實作中認識餐飲

餐飲課程



中介教育—生涯技藝性課程

學習按摩技巧

美容美髮課程

學生專注於製作吐司

烹飪課程

設計彈珠檯軌道模型

創客課程

老師耐心指導使用木工機具

木工課程

紙上練習彩妝配色

彩妝課程



中介教育—風險意識課程

結合社會資源探討青少年未來遇到的挑戰

當一個青少年的跳戰

更生人分享讓學生正視法治

法律教育

探討霸凌與被霸凌的經驗

霸凌防治課程

桃園地方法院主任檢察官到校宣導反毒教育

反毒教育



中介教育—多元學習課程

藉由情詩書寫訓練寫作能力

補救國文課程

電影欣賞探討台詞中性別議題

性別文本閱讀

專輔老師入班與學生共學

美術課程
透過桌遊提升邏輯思考能力

桌遊課程

自選流行歌曲進行合奏練習

樂團課程



中介教育—多元學習課程

除了打球也教學生們籃球觀念

籃球課程

棒球隊教練專業指導

棒球課程

培養學生吃苦耐勞的精神

重訓課程

讓生活興趣變成一種專業

撞球課程

舞蹈Locking動作基礎入門

舞蹈課程



中介教育—校外休閒娛樂活動

將課程所學學以致用

東海高中廚藝競賽

阿基師親臨指導

從比賽中成長

透過校際球賽以球會友

跨校聯合球賽

農場參訪認識農場經營

九斗村農場體驗

從農場體驗了解農業職群

小農夫體驗

到內壢國中進行籃球交流

校外籃球比賽



中介教育—職場參訪與體驗

中餐廚師示範剝蟹殼技巧

參訪中廚餐廳

參訪銷售屋找出屋件五大優勢

銷售房屋參訪

體驗泰式按摩並認識按摩產業

泰式按摩體驗

參訪音樂工作室認識音樂製作

凝聚力音樂工作室

自製沙拉與果汁

源鮮智慧農場



家庭教育活動—親職講座

網路霸凌與糾紛

探討學校常見的霸凌案例

叛逆心，由我來懂

分享家庭常遇到的親子問題

手機成癮

探討如何面對孩子手機問題

陪孩子走過愛情

分享如何和孩子一起面對愛情

親子溝通

心理師分享如何有效親子溝通

親子管教

探討家長管教的鬆與緊



向度六、校園營造與資源應用



仁愛樓廁所整修工程
行政樓東側廁所整修工程 107年度生活科技教室設

計及裝修工程統包案

107年度東側中庭噴水池
裝修工程

仁愛信義樓耐震補強工程 私立福營非營利幼兒園改
善教學環境工程

改善校園環境設施



5樓生物教室牆壁及漏水
改善專科教室教學環境計

畫（教學設備擴充）

增設風雨操場活動
舞台計畫

108年棒球改善設備計畫 特教班生活教室改善工程 課桌椅汰換

管樂團發展計晝
5樓會議桌及椅子

更新計畫
棒球隊訓練設施及環境

改善計畫

改善校園環境設施



消防安全設備改善

消防安全設備改善
充實圖書館及周邊環境

設備

行政樓外牆及柱體修復
計畫

108年度生活科技教育前瞻
領航實施計畫進階級設備

108年度第2階段充實公立國民
中學生活科技教室設備

改善校園環境設施



校園場地設備修善維護

籃網維修 樓頂雜物清理 建置收納設備

設備維修 充實校園夜間照明設備 定期保養高壓電設備

漏水查核 露臺地磚改善



專科教室、圖書館改善工程

專科教室-生活科技教
室改善工程5樓

專科教室-生活科技教
室改善工程5樓

專科教室-生活科技教
室改善工程3樓

專科教室-生活科技教
室改善工程3樓 圖書館改善工程 走廊改善工程



耐震補強工程及廁所改善工程

行政樓耐震補強工程 和平樓耐震補強工程 仁愛樓耐震補強工程

信義樓耐震補強工程 行政樓東側廁所改善工程 仁愛樓廁所改善工程



校舍規劃得宜、優質學習環境、孕育福營學子

舒適的學習環境 優質室內運動場地 風雨操場

標準的運動場地供師生
使用

校園教室花草樹木綠意
盎然

舒適的閱讀空間



創意實驗室 圖書館

5F理化實驗室 英語情境教室 創意實驗室

公益圖書館 圖書館閱讀意象牆 幸福農場

生活科技進階教室

福營體驗探索空間



向度七、績效與特色



語文競賽表現亮麗

原住民朗讀比賽

國語文競賽區賽

新北市英語合唱比賽

原住民朗讀比賽

聯合盃作文比賽獲獎

國語文競賽團體精進西區英語文競賽亮眼

重視各種語文教育，讓孩子能
有一個多元展能的主場舞台



105-106學生語文競賽優異表現



107-108學生語文競賽優異表現

108國中團體精進第二名

108國中團體總成績第三名



推動閱讀深耕教育成果展現與肯定



新北市模擬聯合國學校

方妤老師教導口語表達

學生表現優異新北市模擬聯合國發表福營親善大使

公民老師教授資料蒐集

自由磋商聚焦議題 參與青少年世界論壇新北市四校聯合發表

校內訓練情形

105學年度起參與新北市模聯學校計畫，
培養學生跨學科學習，精進邏輯思維
訓練表達能力及落實國際教育。



新北市創客社群學校

2016社群愛創客

2017創客展-彈珠台真好玩

2018創客展-福營瓦力 2019創客魔法市集2019新北市創客靜態展

2016市民做創客 2017創意滑車競賽

105學年度起參與新北市創客社群學校，結合學校
本位發展地方特色，將創客發展為校本特色課程，
引進相關資源形成策略聯盟。



校內師生創客作品

投石器

自走車機器人

自動旋轉彈珠台吸管仿生獸眺望(旺)福營

手工彈珠檯

遙控紙盒機器人線控挖土機

廢紙IQ燈



國際交流活動-管樂團

香港喇沙書院音樂交流

香港喇沙書院音樂交流 文化參觀與體驗 迪士尼樂園音樂表演



國際交流活動-管樂團

韓語課程分組學習與韓國華僑中學進行參訪 學生相見歡迎

國際音樂交流國際交流韓服體驗



國際交流活動-棒球代表隊

球隊與教練團合影赴日本進行國際交流賽 先禮後兵

大會教練團合影 國際交流大合照 最佳救援



國際交流活動-棒球代表隊

赴日本進行國際交流賽 國際交流賽全體合影 體驗外國文化風情

國際級的棒球場 交換禮品 交流之餘-服務學習淨灘



國際交流活動-科普社師生課程交流

與香港上海學生互動交流



校際交流-回母校民安國小升學輔導

民安國小校長說:這些學生是福營
的光榮，也是民安的驕傲



文化交流-國際志工入全校各班

馬來西亞文化介紹分享

韓國志工入班教學

韓國文化介紹分享

加拿大志工月會分享 國際志工與外師協同教學

志工參與Show Party

馬來西亞志工英語教學

105年起每年申請國際志工巡迴入每一
班進行6-8周國際文化交流，有來自墨
西哥.越南.尼加拉瓜.加拿大.馬來西
亞及韓國等國家。



歷年獲獎—品德教育/服務學習

105-106 獲獎紀錄：
新北市105學年度 服務學習楷社團模王團體獎
新北市105學年度 服務學習楷模王-學生楷模王服務學習社-815蘇品蓉
第17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全國前30名傑出志工獎服務學習社-906張安琪
第17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全國前120名奉獻獎服務學習社-904黃永安
第17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全國前120名奉獻獎服務學習社-811邱紫萱
新北市106學年度 新北市品德星光天使服務學習社-811邱紫萱
新北市106學年度 新北市品德星光天使服務學習社-811陳沛瑜
新北市106學年度 服務學習楷模王-學生楷模王服務學習社-805羅祥恩
新北市106學年度 服務學習楷模王-學生楷模王服務學習社-803林軒卉
第18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社團服務獎團體獎
第18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全國前30名傑出志工獎服務學習社-911邱紫萱
第18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全國前120名奉獻獎服務學習社-915蘇品蓉
第18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全國前120名奉獻獎服務學習社-901黃于語



歷年獲獎—品德教育/服務學習

107-108獲獎紀錄:
國教署108年度校園菸、檳危害防制教育競賽
「網紅就是你」短片-全國佳作團體獎
第19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全國前30名傑出志工獎服務學習社-916王又可
第19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全國前120名奉獻獎服務學習社-906郭冠華
第19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全國前120名奉獻獎服務學習社-905羅祥恩
新北市108年度 品德教育評選-星光天使服務學習社-806陳葦珊
新北市108年度 品德教育評選-星光天使服務學習社810-陳禹蓁
新北市107學年度 服務學習楷模王-學生楷模王服務學習社-814陳怡甄
新北市107學年度 服務學習楷模王-學生楷模王服務學習社-814陳淑娟
新北市107學年度 服務學習楷模王-學生楷模王服務學習社-810陳禹蓁
第20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全國最具影響力社團獎
第20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全國前30名傑出志工獎服務學習社-910陳禹蓁
第20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全國前120名奉獻獎服務學習社- 914陳淑娟
第20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全國前120名奉獻獎服務學習社-908林怡君



歷年獲獎—品德教育/童軍團

106女童軍獲獎紀錄:

1. 中華民國女童軍總會-優秀童軍團表揚-績優童軍團 女童軍
2. 中華民國女童軍總會-優秀女童軍表揚-優秀女童軍 女童軍-李方淇
3. 中華民國女童軍總會-優秀人員表揚-107年「勇」字獎章 張幸娥老師
4. 新北市女童軍會-優秀人員表揚-優秀團主任委員 李文旗校長
5. 新北市女童軍會-優秀人員表揚-優秀服務員 張幸娥老師
6. 新北市女童軍會-優秀人員表揚-優秀女童軍 女童軍-董侑臻
7. 新北市女童軍會-優秀人員表揚-優秀女童軍 女童軍-王玟諭
8. 新北市女童軍會-創會50周年慶服務獎章-績優團主任委員 李文旗校長
9. 新北市女童軍會-創會50周年慶服務獎章-績優團 女童軍
10. 新北市女童軍會-創會50周年慶服務獎章-績優團長 張幸娥老師
11. 新北市教育局-新北市服務學習楷模王-學生楷模 女童軍-李方淇



歷年獲獎—品德教育/童軍團

107女童軍獲獎紀錄:
中華民國女童軍總會-優秀女童軍 女童軍-董侑臻
中華民國女童軍總會-優秀女童軍 女童軍-王玟諭
中華民國女童軍總會-優秀女童軍 女童軍-陳怡庭
新北市女童軍會-優秀女童軍 女童軍-吳宜姍
新北市女童軍會-優秀女童軍 女童軍-陳怡儒
新北市服務學習楷模王-學生楷模 女童軍-蔡可凡
新北市星光天使選拔-星光天使 女童軍-李方淇
1. 第19屆保德信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女童軍-何蓁茵
2. 第19屆保德信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女童軍-吳宜姍
3. 第19屆保德信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女童軍-陳亮妤
4. 第19屆保德信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女童軍-莊淯婷
5. 第19屆保德信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女童軍-許育禎
6. 第19屆保德信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女童軍-李方淇
7. 第19屆保德信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女童軍-董侑臻



歷年獲獎—品德教育/童軍團

107女童軍獲獎紀錄:
8. 第19屆保德信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女童軍-陳靜汶
9. 第19屆保德信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女童軍-張婉婷
10. 第19屆保德信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女童軍-陳怡儒
11. 第19屆保德信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女童軍-黃冠瑜
12. 第19屆保德信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女童軍-陳姿佑
13. 第19屆保德信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女童軍-陳怡庭
14. 第19屆保德信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女童軍-李家瑀
15. 第19屆保德信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女童軍-何佩甄
16. 第19屆保德信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女童軍-陳美樺
17. 第19屆保德信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女童軍-陳奕臻
第19屆保德信志工菁英獎-社團服務獎 福營同少社
第19屆保德信志工菁英獎-指導教師志工菁英獎 張幸娥老師
中華民國臺灣女童軍總會2019亞太區領導獎-傑出團長 張幸娥老師



歷年獲獎—品德教育/童軍團

106男童軍獲獎紀錄:
6. 106學年度 童軍長城獎章 男童軍-陳柏邑
7. 106學年度 優秀男童軍 男童軍-蔡杰宏
8. 106學年度 優秀男童軍 男童軍-鐘薰頡
9. 106學年度 童軍菁英獎 男童軍-蔡杰宏
10. 106學年度 童軍菁英獎 男童軍-鐘薰頡
11. 106學年度 童軍菁英獎 男童軍-陳柏邑
12. 106學年度 童軍獅級獎章 男童軍-廖宏昌
13. 106學年度 童軍獅級獎章 男童軍-向智遠
107童軍獲獎紀錄:
1. 第19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社團服務獎 福營同少社
2. 第19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男童軍-沈宏璋
3. 第19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男童軍-張瑋晟
4. 第19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男童軍-廖宸漢
5. 第19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男童軍-陳建勝



歷年獲獎—品德教育/童軍團

107童軍獲獎紀錄:
6. 第19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男童軍-黃子倢
7. 第19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男童軍-林塏恩
8. 第19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男童軍-蘇于中
9. 第19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男童軍-蘇劭哲
10. 第19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男童軍-詹茗全
11. 107學年度 優秀男童軍 男童軍-廖宸漢
12. 107學年度 優秀男童軍 男童軍-陳思暟
108童軍獲獎紀錄:
1. 第20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男童軍-徐聖哲
2. 第20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男童軍-謝閔盛
3. 第20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男童軍-洪于翔
4. 第20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男童軍-陳信翰
5. 第20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男童軍-陳竣揚
6. 第20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男童軍-賴煒倫



歷年獲獎—品德教育/童軍團

108童軍獲獎紀錄:
7. 第20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男童軍-方代俞
8. 第20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男童軍-林宥廷
9. 第20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男童軍-楊明堂
10. 第20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男童軍-陳昱霖
11. 第20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男童軍-黃元詠
12. 第20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男童軍-張宏偉
13. 第20屆保德信青少年志工菁英獎-服務獎 男童軍-萬育



歷年獲獎—食農教育

▲新北市105年度-可食地景巧營造優良案例學校徵選 優等
▲新北市107年度-可食地景園藝營造優良案例學校徵選特優
▲新北市108年度-食農樂活巧營造優良學校案例徵選特優

歷年獲獎—管樂團

1. 2017年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管樂合奏優等
2. 2017年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管樂合奏優等
3. 2018年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管樂合奏特優
4. 2108年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管樂合奏優等
5. 2019年新北市學生音樂比賽管樂合奏優等



歷年獲獎--美術競賽

105學年度新北市學生美術比賽
平面設計類 第一名 715陳意涵 第二名 809洪于晴 第二名 917蘇俐云

第三名 917周彤
漫畫類 第二名 907林鈺婷 第二名 915施佳岑
西畫類 第三名 815蘇品蓉
水墨類 第二名 907鍾姿涵
版畫類 第一名 715陳意涵 佳作 803陳家榆 佳作 914安芷萱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平面設計類 佳作715 陳意涵 809 洪于晴 水墨類 佳作 907 鍾姿涵
漫畫類 佳作907 林鈺婷 版畫類 佳作715 陳意涵
106學年度新北市學生美術比賽
平面設計類 第二名 815陳意涵 第三名 912侯玉廷 第三名 912陳致文

佳作 901伊宇婕 904李怡臻
漫畫類 第一名 902林宜臻 佳作 917劉怡茹
西畫類 佳作 911陳御萱
水墨類 第三名 803張子芸
版畫類 第二名 815陳意涵 佳作 713洪明凱



歷年獲獎--美術競賽

106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平面設計類 佳作 815陳意涵
漫畫類 佳作 902林宜臻
107學年度新北市學生美術比賽
平面設計類 第一名 811楊采羿 第二名 905許依淳 第三名 811林丰青

第三名 711黃聖涵 佳作 905謝沛璇
漫畫類 第一名 704曾馨頨 第二名 915林以柔 佳作 712林哲寬
西畫類 佳作 914趙呈杰
水墨類 佳作 903張子芸
版畫類 第三名 813洪明凱
書法類 第二名 713許鈞惟 佳作 811林凱雋 佳作 711張瑜熙
107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平面設計類 佳作 905 許依淳 佳作 811 林丰青 佳作 811 楊采羿



歷年獲獎--美術競賽

108學年度新北市學生美術比賽
平面設計類 第一名 911楊采羿 第二名 713陸宣聿 第三名 811王春妮
漫畫類 第三名 803林雅玲 佳作 812林哲寬 佳作 813廖子堯

佳作 811王思懿 佳作 713丁采昕
西畫類 第三名 812趙羿華 佳作 709姜智傑
水墨類 第二名 904李紫瑜 佳作 904翁加宜
書法類 第二名 813許鈞惟 佳作 904魏廷恩

108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平面設計類 佳作 911楊采羿 佳作811 王春妮



歷年獲獎--美術競賽

108學年度新北市學生美術比賽
平面設計類 第一名 911楊采羿 第二名 713陸宣聿 第三名 811王春妮
漫畫類 第三名 803林雅玲 佳作 812林哲寬 佳作 813廖子堯

佳作 811王思懿 佳作 713丁采昕
西畫類 第三名 812趙羿華 佳作 709姜智傑
水墨類 第二名 904李紫瑜 佳作 904翁加宜
書法類 第二名 813許鈞惟 佳作 904魏廷恩

108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平面設計類 佳作 911楊采羿 佳作811 王春妮



歷年獲獎—體育代表隊

女壘隊：
◆新北市105學年度中小學壘球錦標賽 國中女子組 第二名
◆教育部105學年度中小學女子壘球聯賽 國中甲組 第七名
◆新北市106學年度中小學壘球錦標賽 國中女子組 第一名
◆2017年全國中小學女子壘球錦標賽 國中組 第四名
◆教育部106學年度中小學女子壘球聯賽 國中甲組 第三名
◆2018年加拿大盃女子壘球U16選拔賽 國中組第 三名
◆2018年協會盃全國壘球錦標賽 國中女子組 第五名
◆新北市107學年度中小學壘球錦標賽 國中女子組 第二名
◆教育部107學年度中小學女子壘球聯賽 國中甲組 第四名
◆2019年加拿大盃女子壘球U16選拔賽 國中組 第二名
◆教育部108學年度學生棒球運動聯賽 全國軟式女子組 第三名
◆新北市108學年度中小學壘球錦標賽 國中女子組 第三名



歷年獲獎—體育代表隊

田徑隊：
105學年度第二次田徑對抗賽 國男跳遠 王元均 第七名
105學年度第二次田徑對抗賽 國男擲鐵餅 翁聖凱 第三名
105學年度第二次田徑對抗賽 國男擲標槍 翁聖凱 第八名
新北市105年中等學校運動會 國男5000M競走陳柏翰 第一名
新北市105年中等學校運動會 國男5000M競走邱俊誠 第五名
新北市105年中等學校運動會 國男400MH 王元均 第三名
新北市105年中等學校運動會 國男推鉛球 翁聖凱 第七名
105年桃園市全國田徑分齡賽 U15國男擲鐵餅翁聖凱 第六名
106年桃園市全國田徑分齡賽 U17國男擲鐵餅翁聖凱 第七名
106學年度第一次田徑對抗賽 國男400M 王元均 第六名
106學年度第一次田徑對抗賽 國男400MH 王元均 第三名
106學年度第一次田徑對抗賽 國男擲鐵餅 翁聖凱 第四名
106學年度第一次田徑對抗賽 國男擲標槍 翁聖凱 第五名
新北市106年中等學校運動會 國男擲鐵餅 翁聖凱 第六名
新北市106年中等學校運動會 國男5000M競走陳柏翰 第五名



歷年獲獎—體育代表隊

田徑隊：
107年桃園市全國田徑分齡賽 U13女子200M 錢琍婷 第一名
107年桃園市全國田徑分齡賽 U13女子100M 錢琍婷 第八名
107年新北市全國青年盃田徑錦標賽 國男400MH 王元均 第七名
新北市107年中等學校運動會 國男400MH 王元均 第二名
新北市107年中等學校運動會 國男擲鐵餅 翁聖凱 第六名
108年新北市中等學校運動會 國女5000M競走林恩嬅 第四名
108年新北市中等學校運動會 100MH 陳宛吟 第七名
108年新北市中等學校運動會 800M 吳昕洋 第八名
新北市108年第1次中學田徑對抗賽 800M 林煒淇 第八名
新北市108年第1次中學田徑對抗賽 1500M 林煒淇 第六名
新北市108年第1次中學田徑對抗賽 國女4*400M 第六名



歷年獲獎—體育代表隊

棒球隊：
105年新北市長盃棒球錦標賽 殿軍
105學年度學生棒球運動聯賽國中軟式組<新北市> 季軍
2016新北市第五屆主委盃全國青少棒邀請賽 殿軍
2016年第八屆卦山盃全國青少棒錦標賽 季軍
2016新北市週末盃學生棒球對抗賽 亞軍
105學年度學生棒球運動聯賽國中硬式組<新北市> 季軍
105年度學生棒球全國聯賽(硬、軟式組) 全國十六強
2017新北市週末盃學生棒球對抗賽 季軍
106學年度學生棒球運動聯賽國中軟式組<新北市> 亞軍
106學年度學生棒球運動聯賽國中軟式組<全國賽> 殿軍
106學年度學生棒球運動聯賽國中硬式組<新北市> 第五名
2018新北市週末盃學生棒球對抗賽 亞軍
107學年度學生棒球運動聯賽國中軟式組<新北市> 亞軍
107學年度學生棒球運動聯賽國中軟式組<全國賽> 亞軍
108年市長盃青少棒錦標賽 亞軍



社區提供獎助學金

瀚邦獎助學金

昭德宮獎助學金

寒冬送暖清寒助學金

鎮北宮獎助學金

慈愛會獎助學金

傑出校友獎學金新莊獅子會獎助學金

設置各類獎助學金，提供清寒、各項競賽表現優異
、成績優異及急難救助金等，強調拔尖扶弱。



自造時鐘課程

創意夜燈課程多足吸管仿生獸課程

雙足步行仿生獸課程 創意變色龍課程

廢棄紙盒機器人課程熱轉印機印製

親子背包設計

社區共好-辦理科技教育親子體驗課程

吸管甲蟲

辦理社區體驗課程落實科技教育，發揮創客
精神~~共享共好這就是福營精神



社區共好-校慶/社區聯合運動會系列活動

校慶開幕典禮

校慶愛心義賣活動校慶愛心義賣活動 校慶頒獎活動校慶開幕舞蹈表演



社區共好-校慶/社區聯合運動會系列活動

運動會的幕後工作人員 大會表演-太鼓 運動會的最佳司儀組合

社區運動大會創意競賽大隊接力決賽-衝衝衝運動員宣誓



社區共好-特教生參與聯合運動會義賣



• 家長與學校溝通的橋樑
• 教學資源的協助

會長交接與傳承 會長交接與傳承 每月召開例會

家長會-貼磚彩繪留念 家長會-貼磚彩繪留念 昭德宮-會考祈福拜拜

家長會



• 家長與學校溝通的橋樑
• 教學資源的協助

電競-增能研習活動 畢典-會長致詞 教師節系列活動

家長會與教師親子日-
單車一日

教師與家長會大合照 39週年校慶

家長會



無論風吹日曬
無論颳風下雨

陪伴孩子們一起成長

健康中心志工

志工支援學生健康檢查

特教園藝志工

整理園藝協助特教技藝課程

圖書志工

協助圖書館借還書及整理書籍

導護志工

在每一個路口陪伴孩子們上下學

環保志工

協助學生資源回收與環境整潔

福營國中志工隊



感謝有志工夥伴的付出與努力
讓福營國中的孩子在溫暖和幸福中成長

志工生態之旅

每年辦理生態研習提升志工凝聚力

志工幹部聯誼會

定期召開志工幹部聯誼會討論志工事務

製作手提袋研習

辦理志工研習提升志工參與感

志工感恩餐會

舉辦感恩餐會感謝志工伙伴的辛勞

志工參與校慶活動

志工參與校慶活動與師生同樂

福營國中志工隊



省思與展望

建立教師專業，創造學生價值，打造福營的品牌與尊榮

用愛與關懷照顧每個孩子，開發學生多元智慧與未來能力

形塑一個充滿活力、希望、優質、卓越的校園文化

創造親、師、生三贏共榮的終身學習環境

品牌

多元

卓越

共好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精益求精，永不停歇



用愛心啟發孩子心中的善念

用專業培養孩子未來的能力

結語

每個來到福營的孩子，未來都能成為更好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