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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初鹿國民中學 108年度推動品德教育核心價值與具體行為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友善校園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作業計畫。 

(二)教育部人權教育與公民教育實踐方案。 

(三)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 

(四)臺東縣 108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計畫。 

(五)本校總體計畫及各處室計畫。 

二、實施目的 

(一)增進教師及學生對於當代品德之核心價值及其行為準則，具有思辨、選擇與反省，進而

認同、欣賞與實踐之能力。  

(二)結合學群/社區之「品德校園文化營造」予以推動，使全體成員(包括學生、教師、行政

人員、家長、或結合社區/民間人士等)，於對話溝通歷程中，建立品德教育之核心價值、

行為準則，營造友善校園。  

(三)提升教師及學生品德教育知能，將該理念融入教學課程並落實於日常生活中，以增進家

長與社區對於品德教育重視，進而建立和諧、友善之生活環境，發揮家庭與社區教育的

道德功能。 

(四)結合各級機構、家長與民間（媒體）等資源，強化社會之品德教育功能，進而提升全民

道德文化素養。 

三、實施方式 

(一)依據臺東縣 108 年度推動品德教育核心價值與具體行為實施計畫內容之品德教育核心價

值與具體行為準則，納入學校總體課程或行事曆實施，設計適合的活動引導學生認同核

心價值及行為準則，推動學校品德教育實踐，以加強學生品德教育，作為培育良好公民

的典範。 

(二)積極鼓勵教師參與「品德核心價值與具體行為準則」融入式優良教學教案設計甄選與及

觀摩研討活動。 

(三)配合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辦理結合家長參與及結合社區與民間團體資源積極

辦理之品德教育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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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生命教育體驗與服務學習活動，讓學生由做中學、學中思，學習感恩、勇敢和堅強

的美德。 

四、品德教育之核心價值 

(一)本校品德教育核心價值：落實本校校訓「誠、毅、慧、健」之品格培養，發揚「行善、

學習、創新、適性」之願景，達成有品格、勤學習、能創新的目標。 

五、各處室分工 

(一)教務處： 

1.落實課程融入，督導各階段品格教育課程實施。 

2.規劃教師增能研習，深化教師專業知能。 

3.鼓勵教師發展品格教育課程教案以及積極參與各項教師研習課程。 

(二)學務處： 

1.擬定與推展品德教育計畫。 

2.訂定相關辦法及實施要點。 

3.規劃並辦理親師生品德教育活動與講座。 

4.辦理每月優良事蹟表揚。 

5.建立預警指標，降低學生不良適應行為的發生率。 

6.辦理學生服務學習。 

(三)輔導室： 

1.協助辦理親師生品德教育活動與講座。 

2.推廣品德教育相關之親職教育。 

3.適時輔導個別學生及規劃班級輔導活動。 

(四)總務處： 

1.維護校園環境，營造總體安全及美化校園。 

2.協助辦理家長及社區活動，提升家長、社區品格營造。 

3.推展品德教育相關設備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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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活動規劃 

實施項目 辦理時間 實施內容 地點 主辦單位 

專題演講 週會時段 

1. 邀請專家學者演講「品格教育」 
2. 辦理「人權品格教育」宣導演講 
3. 辦理生命及性別平等教育演講 
4. 辦理「藥物濫用防制」專題演講 
5.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演講 
6. 辦理「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演講 
7. 辦理職業達人生涯經驗分享講座 

圖書館 
學務處 
輔導室 

親職日 2、9 月份 
利用親職座談會實施活動與宣導，提升家長專業

知能與對品格教育的重視 
本校 

學務處 
輔導室 

優良學生選舉

活動-自治鄉長

選舉 
4 月份 優良學生選舉，以培養民主之政治風度。 本校 訓育組 

體育競賽 6、12 月份 
舉辦班際排球、籃球比賽、大隊接力、運動會，於

比賽規則中培養遵守運動精神。 
操場 體育組 

幹部訓練 2、9 月份 予以班級幹部權責區分，學習自治自律。 本校 訓育組 

教室佈置比賽 11 月份 配合品德教育宣導主題。 各班 訓育組 

訂定班會 
討論題綱 

經常性辦

理 
寒暑假生活須知及生活規範，每年皆配合宣導守

法觀念及品格教育且列入班會討論議題。 
本校 訓育組 

辦理環境整潔 
生活秩序競賽 

經常性辦

理 
藉各項生活常規競賽，培養學生重視團體紀律，

遵守法治規範。 
本校 

生教組 
衛生組 

舉辦漫畫、 
海報比賽 

配合宣導

週 
辦理 

舉行反菸毒春暉、交通安全、防止不良幫派勢力

入侵校園學藝競賽。 
本校 

生教組 
衛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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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教育參訪 
高關懷活動 
生命教育營隊 
職場參訪活動 

5-6、11-12
月份 

1. 藉由校外旅行學生學習團體紀律之遵守。 
2. 參訪鄉鎮、縣級、中央單位法制單位，從實

際參訪體驗中了解法治教育與品格建立的重

要性。 
3. 安排表演及義賣活動，讓學生從中建立良好

品格及學習服務社會的精神。 

外縣市、縣

內 
學務處 
輔導室 

課程宣導 
經常性辦

理 
於公民課、輔導活動課程中固定實施，並將各項

宣導教育融入各科教學課程中。 
教室 教務處 

宣導活動 適時辦理 

1. 校慶運動會辦理園遊會、社區體驗活動，於

活動中培養服務、樂群，並透過活動提升社

區參與。 
2. 透過語文競賽、美術競賽融入品格教育議

題，讓參與者與觀摩者能藉由競賽方式培養

品格。 
3. 於每週朝會適時宣導時事議題，針對相關社

會事件宣導品格教育。 

 各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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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週次品格教育宣導題綱 

週次 中心德目 實施內容 

一 勇敢 為人之道，首在誠實，無論做事、說話、居心，均須真實不欺。 

二 整潔 對國家須盡忠，對父母應盡孝。 

三 公德 盡己之力，扶助他人，每日至少行一善事，不受酬，不居功。 

四 誠實 
待朋友須親愛，待眾人須和善，對生命要尊重，對社會要關心，對大自然要

愛護。 

五 忠孝 對人須有禮貌，凡應對進退，均應合乎規矩。 

六 助人 明事理、辨是非，待人公正，處事和平。 

七 仁愛 信守承諾，克盡職責，遵守團體紀律，服從國家法令。 

八 禮節 心常愉快，時露笑容，無論遇到何困難，均應處之泰然。 

九 公平 好學力行，刻苦耐勞，不浪費時間，不妄用金錢。 

十 負責 義所當為，毅然為之，不為利誘，不為威屈，成敗在所不計。 

十一 快樂 身體、服裝、住所、用具須整齊清潔，言語須謹慎，心地須光明。 

十二 勤儉 愛惜公物，重視環保，勿因個人便利，妨害公眾。 

十三 勇敢 為人之道，首在誠實，無論做事、說話、居心，均須真實不欺。 

十四 整潔 對國家須盡忠，對父母應盡孝。 

十五 公德 盡己之力，扶助他人，每日至少行一善事，不受酬，不居功。 

十六 誠實 
待朋友須親愛，待眾人須和善，對生命要尊重，對社會要關心，對大自然要

愛護。 

十七 忠孝 對人須有禮貌，凡應對進退，均應合乎規矩。 

十八 助人 明事理、辨是非，待人公正，處事和平。 

十九 仁愛 信守承諾，克盡職責，遵守團體紀律，服從國家法令。 

二十 禮節 心常愉快，時露笑容，無論遇到何困難，均應處之泰然 

二十一 公平 好學力行，刻苦耐勞，不浪費時間，不妄用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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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預期成效 

(一)達成校園民主及參與，使學校行政團隊、教師、學生及家長等皆成為品德教育之實踐主

體，共同體現公民及品德教育之精神。 

(二)納入學校教學課程，落實學校教育、引導人心向上及向善，以期鼓勵學校及社區一起參

與，共同打造品德優良學校，並藉此影響社區，將核心價值納入學校教學課程，俾建立

永續發展的機制。 

(三)融合品德教育課程，將學校正式、非正式品德教育課程，融合現行教育政策、課程教學

或相關品德教育之活動，據以推動並深化學校品德教育之內涵與功能。 

(四)具備人文情懷，使學生具備團隊精神、品學俱優、溝通合作等能力。同時建立學生正確

人文情懷觀念，尊重自己及關懷他人，具有健全個人與社會價值觀與開闊世界觀的國民。 

(五)營造優質學習環境，將品德教育融入各學習領域，使學生透過實踐、體驗與省思，進而

願意主動實踐品德行為，並營造品德教育優質學習環境，達成潛移默化自省之目的，建

立學校品德教育之核心價值、行為準則，提昇校園之人文素質。 

(六)藉由本實施計畫之推動，建立學校品德教育之核心價值、行為準則，發展學校本位品德

教育特色，營造品德校園文化，進而導引親師生瞭解品德教育之內涵。 

(七)達成全面參與，廣闢各管道資源並結合學校、社區及家長提升對品德教育之重視，使每

位參與者皆成為品德教育之實踐主體及夥伴關係，以增進對當代品德核心價值及其行為

準則之認識與實踐，齊力發揮言教、身教、制教與境教之德育功能。 

 

九、本實施計畫經學務會議討論通過，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 

 

 

承辦人：                   各處室主任：              校長： 

承辦處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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