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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受訪人員基本資料

小熊國中受訪教師一覽表

代號 職務 受訪人員資歷 訪談時間 受訪地點 訪談方式

P 校長

1.任教職約 30 年

2.在小熊任教 23 年

3.曾任校長、主任、

組長、導師等職務

1. 2007/8/31—15：00

2. 2007/9/28—15：00

3. 2007/10/5—15：00

個案學校

校長室
全程錄音

半結構式訪談

M1
行政

人員

1.任教職約 22 年

2.在小熊任教 15 年

3.曾任主任、組長、

導師等職務

2007/8/10—09：00
小熊國中

諮商室
全程錄音

半結構式訪談

M2
行政

人員

1.任教職約 24 年

2.在小熊任教 20 年

3.曾任主任、組長、

導師等職務

2008/3/6—14：00
小熊國中

諮商室
全程錄音

半結構式訪談

M3
行政

人員

1.任教職約 23 年

2.在小熊任教 16 年

3.曾任組長、導師等

職務

2008/2/4—09：00
小熊國中

諮商室
非全程錄音
半結構式訪談

T1 教師

1.任教職約 25 年

2.在小熊任教 19 年

3.曾任組長、導師等

職務

2007/8/1—09：00
小熊國中

諮商室
全程錄音

半結構式訪談

T2 教師

1.任教職約 23 年

2.在小熊任教 15 年

3.曾任組長、導師等

職務

2008/1/31—10：00
小熊國中

導師室
全程錄音

半結構式訪談

T3 教師
1.任教職約 20 年

2.在小熊任教 16 年

3.曾任導師職務

2008/3/4—16：00
小熊國中

諮商室
全程錄音

半結構式訪談

T4 教師

1.任教職約 23 年

2.在小熊任教 19 年

3.曾任組長、導師等

職務

2008/2/19—14：00
小熊國中

諮商室
非全程錄音
半結構式訪談

T5 教師

1.任教職約 16 年

2.在小熊任教 13 年

3.曾任組長、導師等

職務

2008/2/26—14：00
小熊國中

諮商室
全程錄音

半結構式訪談

T6 教師
1.任教職約 27 年

2.在小熊任教 18 年

3.曾任導師職務

2008/2/26—16：00
小熊國中

諮商室
全程錄音

半結構式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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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初步訪談大綱（校長版）

「從新竹市一所國中談學校轉型之個案研究」訪談題綱
96.08.01

一、背景資料

（一）擔任教職的年資，任教科目

（二）待過的學校、職務、文化、任職年資

（三）之前任職學校對您的重大影響

二、小熊國中以往學生外流，社區家長風評不佳之緣由？

三、小熊國中從以前到現在的發展

（一）硬體方面：建築、設備、外在環境、內在環境等

（二）軟體方面：

1. 人員：教職員、行政團隊

2. 政策：教育部 or 教育局 or 學校政策

3. 課程（教學）

4. 學生

5. 學校文化

6. 其他

（三）行政支援方面：

1.家長會

2.教師會

3.教評會

4.員生消費合作社

5.其他

（四）其他相關層面：學校特色、公共關係、社區民眾的想法

四、推動小熊國中轉型的過程中，校長您的策略為何？哪些是促成學

校如此發展的原因（指標、面向、因素）？分別影響了哪些發展？

按照影響關鍵的等級區分，這些原因您認為排序應該為何？

五、在推動小熊國中轉型的過程中，發生過哪些較特別的事件、案例

或經驗？最棘手或最困難或印象深刻的事？

六、小熊國中的發展對您的影響？未來對自己或學校的期許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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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初步訪談大綱（教師版）

「從新竹市一所國中談學校轉型之個案研究」訪談題綱
96.08.01

一、背景資料

（一）擔任教師的年資，任教科目

（二）待過的學校、職務、文化、任職年資

（三）所之前任職學校的重大影響…等

二、小熊國中從以前到現在的發展

（一）硬體方面：建築、設備、外在環境、內在環境等

（二）軟體方面：

1. 人員：校長、教職員、行政人員

2. 政策：教育部 or 學校政策、

3. 課程（教學）

4. 學生

5. 其他

（三）行政支援方面：

1.家長會

2.教師會

3.公共關係

4.員生消費合作社

5.其他

（四）其他相關層面

三、小熊國中從以前到現在，哪些是促成學校如此發展的原因（指標、

面向、因素）？分別影響了哪些發展？按照影響關鍵的等級區分，

這些原因您認為排序應該為何？

四、在小熊國中任職中，發生過哪些較特別的事件、案例或經驗？

五、小熊國中的發展對您的影響？感受為何？為何有這般感受？

六、未來對自己或小熊國中的期許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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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深度訪談大綱

「從新竹市一所國中談學校轉型之個案研究」訪談題綱
97.02.15

一、背景資料

（一）擔任教職的年資，任教科目

（二）待過的學校、職務、文化、任職年資

（三）之前任職學校的重大影響

二、民國八十三年教改以來，國民教育法修頒、制定教師法、教育基

本法等，進而推行校長遴選、成立教評會選聘教師、推動九年一貫

統整課程等，光武國中從以前到現在，在下列四個面向有何改變？

（一）學校行政：係指發展計畫、行政領導、行政效能、溝通互動等；

（二）學校教學：係指教師專業、課程設計、教學方法、教學評量、

師生互動等；

（三）學校氣氛：係指組織文化、教師互動、學生表現、家長參與、

公共關係等；

（四）學校環境：係指綠美化、空間設計、營造工程、學校設備等；

（五）其他層面：

三、造成上述學校效能的改變，您認為哪些是促成學校發展改變轉型

的原因？分別影響了哪些發展（改變）？

四、在小熊國中任職中，發生過哪些較特別的事件、案例或經驗？

五、小熊國中的發展對您的影響？感受為何？為何有這般感受？

六、未來對自己或學校的期許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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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小熊國中歷年獲獎紀錄

一、91學年度

對外競賽項目 成績

1 新竹市第廿一屆國民中小學科展物理科 第三名

2 新竹市第廿一屆國民中小學科展數學科 第三名

3 新竹市第廿一屆國民中小學科展應用科學 第三名

4 新竹市第廿一屆國民中小學應用科學 佳作

5 台北市 92 年度中小學多媒體單元教材甄選 佳作、入選

6 指導學生參加 91 學年度環境教育園遊會 績優

7 全國第一屆玻璃創意競賽磨刻噴砂組團體 第一名

8 全國第一屆玻璃創意競賽磨刻噴砂組 個人佳作

9 全國第一屆玻璃創意競賽熱塑組 團體佳作

10 全國第一屆玻璃創意競賽特別獎 特別獎

二、92學年度

對外競賽項目 成績

1 參加新竹市稅捐處 92 學年度三對三鬥牛賽 第三名

2 92 學年度中小學拔河比賽(國男組) 第一名

3 92 學年度中小學拔河比賽(國女組) 第一名

4 新竹市中學生交通安全才藝競賽 第一名

5 新竹市 92 學年度國語文競賽原住民演說組 第一名

6 新竹市 92學年度國語文競賽國語演說教師組 第二名

7 新竹市 92學年度國語文競賽閔語演說教師組 第二名

8 新竹市 92 學年度國語文競賽字音字形組 第四名

9 92 年中小學市長盃大隊接力錦標賽 第二名

10 市長盃直排輪賽 第二名

11 大江盃直排輪 第二名

12 92 學年度美術比賽西畫組、平面設計類 第三名、佳作

13 92 學年度書法比賽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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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九年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媒體製作 特優

15 新竹市兩性平等教育教案設計 第一名、佳作

16 「用愛關懷愛滋-愛的紅絲帶創作設計」競賽 第二、五、六名

17 菸害防治徵畫暨網頁設計比賽 特優、優選×2、佳作×2

18 92 市運會田徑成績績優 第 1～8名共 24 項獎

19 市長盃羽球賽女子組 第一名

20 合作金庫盃路跑賽 第二名

21 新竹市 92 年奧林匹亞科學遊戲 各年級總冠軍

22 92 年學生音樂比賽—大團及絲竹室內樂 優等、個人優等

23 92 年市長盃跆拳道比賽 第二名

24 稅捐處租稅海報比賽 第三名

25 全國中學生交通安全才藝競賽 佳作

26 93 年中小學聯合運動會 第 1～8共 14 項獎

27 92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絲竹室內合奏 優等

28 國際玻璃藝術節作文比賽 第二名、第三名

29 認識租稅作文比賽 第一名、第二名

30 92 學年度中小學拔河賽 第一名

31 93 年創新教學方案評選(自然領域 ) 特優、佳作

32 93 年創新教學方案評選(藝術與人文領域 ) 甲等

33 93 年創新教學方案評選(社會領域 ) 甲等

34 新竹市跆拳道錦標賽(紅帶組) 冠軍

35 新竹市 93 年度交通安全才藝競賽 第一名

36 新竹市第廿二屆國民中小學科展應用科學科 第一名

37 新竹市第廿二屆國民中小學科展物理科 第一名

38 新竹市第廿二屆國民中小學科展生物科 佳作

39 93 年度市長盃溜冰賽國男組 5000m 大隊接力 亞軍

40 全國科展物理科 第一名



237

三、93學年度

對外競賽項目 成績

1 92 市運會田徑成績績優 第 1～8名共 26 項獎

2 市長盃大隊接力 第 1名

3 市長盃羽球賽 第 2名

4 93 年交通安全才藝競賽 第 3名

5 第二屆全國奈米科技 k12 教案比賽 佳作

6 教育部中小學資訊融入教學教案甄選 佳作×2

7 奧林匹亞科學競賽 第 1名

8 新竹市 93 年度美術比賽—平面設計類 第 3名

9 新竹市 93 年度音樂比賽—琵琶獨奏 優等

10 新竹市 93 年度音樂比賽—長笛獨奏) 甲等

11 新竹市 93 年度音樂比賽—國樂合奏) 優等

12 新竹市 93 年度音樂比賽—絲竹室內樂) 優等

13 新竹市 93年度音樂比賽—管樂合奏室內男隊 甲等

14 新竹市市長盃拔河賽(男.女組) 第 1名

15 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特優

16 94 年中小學聯合運動會(男子組)100 公尺 第 1～8名共 27 項獎

17 93 學年度創新教案—自然 特優、優等

18 93 學年度創新教案—數學 優等

19 93 學年度創新教案—社會) 甲等

20 93 學年度創新教案—藝術與人文 甲等

21 93 學年度創新教案—性別 甲等

22 93 學年度創新教案—綜合 佳作

23 93 學年度創新教案—國文 佳作

24 93 學年度創新教案—國文 佳作

25 93 學年度中小學拔河錦標賽 第 1名、第 3名

26 23 屆中小學科展比賽—生物與地球科學 第 1名、第 2名

27 全民拼治安校際漫畫比賽 第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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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94學年度

對外競賽項目 成績

1 94 年市運會(社男組跳遠) 第一名

2 國中男組(四百公尺接力) 第六名

3 94 年中小學班級大隊接力 第一名

4 94 學年度國語文競賽—閩南語演說 第三名

5 94 學年度國語文競賽—作文 第三名

6 94 學年度國語文競賽—國語演說 第二名

7 94 學年度國語文競賽—客語演說 第三名

8 94 學年度國語文競賽—作文 第一名

9 94 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卡片設計 佳作

10 94 學年度音樂比賽—國樂合奏 優等

11 94 學年度音樂比賽—絲竹室內樂 優等

12 94 學年度音樂比賽—簫獨奏 優等

13 94 學年度音樂比賽—笛獨奏 甲等×3

14 94 學年度音樂比賽—南胡獨奏 甲等

15 94 學年度中小學拔河比賽(男、女子組) 第一名×2

16 94 學年度奧林匹亞科學競賽 第一名×4驚爆 911 等 5項

17 95 年中小學聯合運動會(400 公尺比賽等) 第二名×2、第四名×2

18 新竹縣市第三屆英文詩歌朗誦比賽 第二名

19 95 年新竹市中小學拔河賽(男、女子組) 第一名×2

20 新竹市 24 屆中小學科展—數學 第一、三名、佳作

21 新竹市 24 屆中小學科展—生物與地科 第二名、佳作

22 新竹市 24 屆中小學科展—理化 第三名、佳作

23 全國科展 第二名

24 93 學年度創新教案—課程創新 特優

25 93 學年度創新教案—國文領域 優等

26 93 學年度創新教案—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 優等

27 93 學年度創新教案—社會領域 優等

28 93 學年度創新教案—健康與體育領域 優等

29 戲劇競賽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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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95 學年度

對外競賽項目 成績

1 教育部改善校園治安(海報類) 第一名

2 教育部改善校園治安(漫畫類) 佳作

3 全國發明展 優等

4 新竹市運 第 1～8名共 14 項獎

5 95 學年度特殊皃童才藝比賽 第三名 

6 新竹市大隊接力 第一名

7 舞蹈比賽 第二名

8 國中男子組 200 公尺自由式 第六名

9 國中男子組 200 公尺自由式 第五名

10 新竹市 95 學年度音樂比賽—國樂合奏 優等

11 新竹市 95 學年度音樂比賽—管樂合奏室內 優等

12 新竹市 95 學年度音樂比賽—絲竹室內樂 優等

13 新竹市 95 學年度音樂比賽—琴揚獨奏 優等

14 新竹市 95 學年度音樂比賽—直笛獨奏 優等

15 新竹市 95 學年度音樂比賽—長笛獨奏 優等

16 新竹市 95 學年度音樂比賽—琵琶獨奏 優等

17 新竹市 95 學年度音樂比賽—口琴獨奏 優等

18 95 年資訊融入多媒體自製競賽 入選

19 95 學年度全民國防創意隊呼 第三名

20 95 學年度中小學拔河賽(男、女子組) 第一名×2

21 95 學年度學生創意偶戲比賽—投影偶 優等

22 95 學年度學生創意偶戲比賽—其他偶 甲等

23 95 學年度學生創意偶戲比賽—手套偶 甲等

24 奧林匹亞競賽－滑板高手（一年級組） 第一名

25 奧林匹亞競賽－滑板高手（二年級組） 第一名

26 奧林匹亞競賽－創造思考(二年級組)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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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奧林匹亞競賽－九宮格（一年級組） 第一名

28 96 中小學聯合運動會(400 公尺等) 第一、二、四名

29 95 年度語文競賽複賽—客語演說 第二名、第三名

30 95 學年度全國學生偶戲投影偶戲類 優等

31 95 學年度全國學生偶戲其他偶戲類 甲等

32 95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組揚琴獨奏 優等

33 新竹市 25 屆科展—理化科 第一、二名

34 新竹市 25 屆科展—應用科學 第二名

35 新竹市 25 屆科展—數學科 第二名

36 96 年創新教案暨創意學校評選—課新創新 特優

37 96 年創新教案暨創意學校評選—國語文領域 特優

38 96 年創新教案暨創意學校評選—社會領域) 特優

39 96 年創新教案暨創意學校評選—人權教育組 優等

40 96 年創新教案暨創意學校評選—課程創新類 優等

41 96 年創新教案暨創意學校評選—數學領域 甲等

42 96 年創新教案暨創意學校評選—健體領域 甲等

43 96 年中小學拔河賽—國女組 第一名

44 96 年中小學拔河賽—國男組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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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六 小熊國中 2000～2008 年新聞摘要

日期 報紙 報導內容

2000.10.31 中央日報
小熊人英聽快譯通
生活化教學加強聽力和外國人對話沒問題

2000.11.22 中國時報
義工媽媽監廚吃出健康
小熊國中營養午餐一級棒，感謝好幫手

2000.11.23 中國時報
期待點燭人
與其詛咒黑暗，不如點亮一根蠟燭，小熊國中監廚義工，

點亮暗地裡的一道燭光

2000.11.24 自由時報
小熊國中元極舞壯聲勢，校慶熱鬧滾滾
社區媽媽、婆婆演出，博得觀眾好評，義工媽媽也獲表揚

2000.11.24 中央日報
小熊國中校慶營門超炫
各班級設計獨特營門有創意

2000.12.2 聯合報
義工媽媽把關，小熊國中午餐品質佳
廿多人排班輪流到校監廚，讓師生吃得營養又健康，令不

少學校羨慕

2000.12.4 自由時報
加料的午餐
小熊國中表揚義工媽媽無私的愛

2000.12.9 自由時報
營養午餐公辦民營，市府要全面推廣
小熊國中試辦兩年，價格低、菜色佳、衛生好、廣受好評

2000.12.22 聯合報
師生家長搓湯圓 同樂
小熊國中應景活動 全校嘗湯圓大餐

2000.12.22 民生報
竹市小熊國中師搓湯圓
冬至應景活動 邀社區居民參與

2001.01.18 自由時報
照護啟智學童 義工媽媽獲表揚
小熊國中昨表揚賴淑惠、陳月霞、吳翠卿、吳彩姿

2001.04.29 中國時報
個人放一邊 團體合創佳績
國中學子活學活用 激發研究潛能 動力船、水火箭成焦點

2001.12.21 自由時報
師生搓湯圓 同享好滋味
小熊國中安排全校團體活動 學生好興奮

2002.11.22 聯合報
校慶 小熊國中、竹中樂音揚
小熊昨天歡慶四十歲 請校友回娘家

2002.11.22 自由時報
新竹師院啦啦隊比賽 熱鬧滾滾
小熊國中音樂發表會 充滿感性

2002.11.25 民眾時報 小熊國中四十週年校慶活動開鑼啦!

2003.03.21 中國時報
雨灑木棉 詩樂相和
小熊國中音樂節作詩奏樂 雨景美不勝收

2003.03.21 聯合報
小熊木棉花節 雨中燒
校方規劃相關課程 讓學生從語文、藝術、自然等不同領

域 更認識木棉



242

2003.04.04 中國時報 清明應景食品上市

2003.04.05 聯合報

校寶胡○○ 面子比校長大
小熊國中當校工，一雙巧手，服務近半世紀!

學生認不得校長，但幾乎都認得「胡伯伯」!

學校如果沒了他，熱水沒得喝，飯也沒得吃!

兒女接他回家住，他捨不得，執意以校為家!

2003.06.21 自由時報
小熊畢業禮 「校寶」很風光
八旬高齡胡伯伯 住校服務 獲頒永遠義工獎 與校狗小寶分享

2003.10.04 中國時報 竹市國中小拔河賽 小熊關東大贏家

2003.10.09 中國時報
中學生玻璃傑作 美得冒泡
數名好手表現出色 擊敗大學院校美術系大哥 獲教育部

頒獎表揚

2003.12.20 聯合報
風車打手 五分鐘汲一公升
奧林匹亞競賽 科學小子邊玩邊比賽 樂得明年還要來

2003.12.20 自由時報
奧林匹亞科學遊戲 16 校較勁
竹市 46 隊 230 人參賽 比試創意交換心得

小熊國中成績最耀眼

2003.12.20 中國時報
國中奧林匹亞科學遊戲
腦力總動員 歡笑一籮筐

2004.02.25 中國時報
兩綠色學校 掛牌
竹市小熊國中濕地之旅 書包丟一旁 學子赤腳踩泥

新埔文山國小展「楓」情 大樹下吹琴 詩歌朗誦生態

2004.02.25 中國時報
通過教部綠色認證 小熊國中掛牌
推動校園美化 落實環保分類資源回收再利用 經營永續

校園 全校師生努力獲得肯定

2004.04.02 自由時報
小熊國中木棉花節 濕意濃
音樂會、射遠賽…趣味十足 大雨下個不停 師生興致不減

2004.04.02 中國時報
表揚模範兒童 相約六福村
小熊國中木棉花盛開 校園詩意滿滿

2004.04.02 聯合報
小熊四月天 木棉花節慶
校門木棉道迎賓 花下音樂會響起 花色中擲遠、拔河熱戰

2004.04.03 聯合報 小熊國中 班服自由添購

2004 自由時報
玻璃創新 13 歲 53 歲都很優
小熊國中 13 歲○○○ 拿下最佳創意獎

2004.08.03 聯合報
全國科展國中組 竹市團體奪魁
英英國中林可昀「越野蟑螂車」雙響砲 連奪兩大獎

小熊國中研究磁浮 物理科第一名

2004.08.03 中國時報
全國科展秀創意風城子弟奪冠
培英林可昀以極限越野蟑螂車獨得第一

小熊四同學運用電磁感應開發實用的緩絳產品

2004.12.16 中國時報 科學遊戲賽 玩家出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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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彈跳、陸上行舟、紙飛碟、寶特瓶火箭…比創意

小熊、華華與明明國中績優

2004.12.22 自由時報
冬至 溫在胃裡暖在心頭
竹市小熊國中全校師生搓湯圓 家長同樂 同時募集衣物

和基金送暖

2005.02.28 蘋果日報 國中生發明磁浮緩降梯

2005.02.28 中國時報 青少年發明展 我參賽作品出爐

2005.02.28 自由時報 畚斗自動倒 少年發明家鬥智

2005.03.25 中國時報
小熊國中學生 進軍國際
三學生研發「磁浮緩降梯」 一再過關斬將 五月代表我國

參加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2005.04.01 聯合報
小熊國中擲遠賽…用木棉花ㄟ
木棉花節登場 樹下靜聽「木棉道」

路跑冠軍戴花冠 要記住這「鼻子癢癢的日子」

2005.04.07 中國時報 小熊國中舊倉庫 培育兩百位小科學家

2005.05.28 中國時報 小熊國中教師團隊 入圍科學標竿

2005.05.31 聯合報
考完基測好爽 考生放輕鬆
小熊國中內 又見學生瘋實驗 今天 5個班去逛百貨公司

2005.06.24 聯合報
小熊國中 推甄高中表現亮眼
7 人考上實驗高中 桃竹苗區人數最多

2005.06.30 自由時報 小熊國中 將成立科學資優班

2005.07.08 自由時報 小熊國中科學班 下週招生

2005.07.08 聯合報
小熊國中科學資優班 招生
結合清、交大師資和資源 11、12 日報名

2005.08.31 聯合報
髮禁 Bye ! 新學期看不到小平頭
中小學開學 服儀檢查也不列懲處 同儕壓力大

部分老師：太標新立異、太難看 都會被同學嫌棄

2005.12.23 聯合報
凱蒂貓湯圓 學生動手搓
小熊國中全校總動員 共度冬至

2005.12.28 聯合報
仁啟新大樓 小熊國中打基石
師生家長齊力募款 15 萬 晨曦學園有著落

2006.09.27 聯合報
小熊國中解碼自然 老師 帶學生登高溯溪
日日跑步儲備體能「前面沒太多車輪壓過 不可能通往更

開闊的空間」 課程獲卓越金質獎

2006.09.27 中國時報
野外當教室 用行動接納孩子
小熊教學團隊 獲杏壇最高榮譽獎

2006.10.25 中國時報
小熊國中校長邀請傑出學生 5星級飯店早餐

光榮饗宴

2006.10.04 聯合報
偏差生推老師下水 真情交流
學生當教練 老師學溯溪 角色互換 感情緊張變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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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熊國中重建孩子自信

2006.10.25 聯合報
市運金牌小子 校長請吃 5星早餐
小熊國中 6位體育好手 邊享大餐邊學禮儀

2007.01.10 聯合報
校園反菸毒 溯溪、說相聲
小熊國中用「自然生態法」……拿下績優

2007.01.25 聯合報 新竹小熊國中中輟生 帶隊溯溪 找回自信

2007.03.28 自由時報
教師書選用 縣市教局：維持一綱多本
改回一綱一本 反對聲浪大

2007.05.06 自由時報 范○○、鄭○○ 夫妻小熊志工成就多

2007.05.30 自由時報 校外教學 體驗愛護大自然資源

2007.07.26 聯合報 孝悌朱○○ 照顧殘爸超貼心

2007.07.26 中國時報 國中生朱○○ 獲全國孝行獎

2007.07.27 中國時報 新竹 5少 獲總統教育獎

2007.07.27 自由時報 李○○ 醉心科學不怕苦

2007.07.27 聯合報 李○○ 科展高手意志堅

2007.08.07 聯合報 魏○○獲績優學務工作人員獎 父親節賀禮

2007.08.08 中國時報
小熊國中全國科展最佳創意

光敏計時器 便宜市價百倍

2007.08.08 聯合報 小熊國中全國科展第 3名

2007.08.14 中國時報
小熊國中 4女生 發明水管發電機
拆下電腦讀寫碟想出水管發電機科學實驗，放在水龍頭下發電

2007.09.27 自由時報
小熊國中 教孩子體驗自然美
從攀岩地形中體驗地形地貌，小熊國中在大自然上地球科

學和理化

2007.09.27 自由時報
小熊國中探索台灣 獲環保特優
探索台灣溪流河川、高山與海洋等體驗課程是獲獎主因

2007.10.08 自由時報
全國孝行獎得主 國二女顧傷父 全校愛相隨
朱○○父親因車禍受傷，全家頓失經濟來源，但他不悲

觀，每天幫爸爸復健且煮飯給爸爸吃

2007.11.07 立報
投入環境教育 小熊國中立大功
不只教孩子撿垃圾 環境教育中增加師生情感

2008.01.01 聯合報
小熊國中上山下海 獲教學獎
新竹市小熊國中完成合歡山攀登，更親近台灣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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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 研究參與同意書

研究參與同意書

本人同意參與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院研究生張仲凱之研究論文訪

談，並認可其在研究論文中以匿名的方式，引用本人的訪談內容與所

提供的相關資料。

研究者正在進行「新竹市一所國中學校轉型之個案研究」的學術

研究，透過深度訪談法及文件分析收集資料，以便建立指標及未來建

構理論的基礎。

為遵守研究倫理，您接受訪談的內容及個人姓名絕對嚴加保密。

訪談逐字稿完成後，惠請查核，並於論文完成後錄音檔案即刻銷毀。

論文敘述以匿名或化名方式為之，請放心回答，不必有所顧忌，此外

您保有敘說內容之決定權，選擇保留不願透露之部分，以及在研究過

程中，您有權提出與研究內容及程序有關之疑問，並於研究結束後獲

得完整之研究結果。

您的熱誠參與，對本研究有極大的貢獻，感謝您的幫忙與協助，

若有任何建議事項，敬請列述如下：

敬祝

教安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院

學校行政碩士專班

指導教授：井敏珠博士

研 究 生：張 仲 凱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八月

受訪者：

訪談者：

時 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