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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沿革 

一、學校簡史 

【籌備期】建設期（民國 87年～民國 94 年） 

麗湖國小自 87年 8月開始籌備，設籌備處主任及總務主任一人，依教育政策改

採開放空間規劃。校舍建築自 91年 9月開工，94年 4月完工。同年 94年 8月，麗

湖國小正式成立並開始招生。重要事件分述如下： 

․87.08.01 成立本市內湖區麗湖國民小學籌備處。 (台北市政府 87.09.07 府教三

字第 8706982800 號函) 

․87.11.23 委託余學禹建築師進行設校整體規劃建築計畫書編製工作。 

․87.12.03 委託大亞土壤技術顧問有限公司進行校地地質鑽探及基地調查工作。 

․88.03.01 地質鑽探及基地調查工作成果報告資料准予備查。(88.03.01北市教八

字第 8820768700 號函) 

․88.06.05 籌備處掛牌揭幕式(恭請教育局李錫津局長親臨主持)。 

․88.06.17 設校整體規劃校舍建築計畫書教育局同意備查。(88.06.17 北市教八字

第八八二三三二二七○○號函) 

․88.10.25 委託規劃設計監造建築師徵選資訊上網公告。  

․89.01.25 規劃設計監造建築師評選會議，經評選結果由謝欽宗建築師獲第一名，

取得規劃設計監造權。 

․89.10.26 校舍新建暨附建地下公共停車場工程基本設計報告書教育局同意備查。

(89.10.26北市教八字第八九二七二○一九○○號函) 

․90.04.18 校舍新建暨附建地下公共停車場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經台北市政府

90.04.16府都三字第 9003233800號函核備在案。 

․91.01.04 建造執照發照，執照字號：91建字第 0007號。 

․91.08.09 本校校舍新建暨附建地下公共停車場工程(土建部份) ，由亞記營造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得標。 

․91.09.27 本校校舍新建暨附建地下公共停車場工程開工 

․91.10.14 本校校舍新建暨附建地下公共停車場工程開工動土典禮，市長馬英九親

臨主持。 

․92.04.29 本校水電工程，由矽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得標。 

․94.01.19 本校校舍新建暨附建地下公共停車場工程(土建工程部份)預定完工

日。 

․94.03.09 本校校舍新建暨附建地下公共停車場工程(水電工程部份)預定完工

日。 

․94.08.01 創校招生。 

【萌芽期】（民國 94年～民國 99 年） 

94 學年度本校共招收國小普通班 30 班，資源班 1 班，附設幼稚園 3 班，全校

合計 34班；陸續逐年增班，至 99年計招收國小普通班 48班，資源班 2班，附設幼

稚園 4班，全校合計 54班為滿班狀態。重要事件分述如下： 

․94.07.21臺北市政府敦聘洪天乙校長為創校首任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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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4年 12月 8日校舍落成啟用典禮。 

․94學年度招收國小普通班 30班，資源班 1班，附設幼稚園 3班，全校合計 34班。 

․95 學年度國小普通班增 7 班，附設幼稚園增 1 班，計招收國小普通班 37 班，資

源班 1班，附設幼稚園 4班，全校合計 42班。 

․96 學年度國小普通班增 4 班，計招收國小普通班 41 班，資源班 1 班，附設幼稚

園 4班，全校合計 46班。 

․97 學年度國小普通班增 3 班，計招收國小普通班 44 班，資源班 1 班，附設幼稚

園 4班，全校合計 49班。 

․97.11.14校舍與停管處建物建照分戶完成登記。 

․98學年度國小增 2班，計招收國小普通班 46班，資源班 1班，附設幼稚園 4班，

全校合計 51班。 

․98.07.31臺北市政府敦聘洪天乙校長為第二任校長。 

․99學年度國小普通班增 2班，資源班增 1班。計招收國小普通班 48班，資源班 2

班，附設幼稚園 4班，全校合計 54班。 

【發展期】（民國 99年～迄今） 

目前共招收國小普通班 48班，資源班 2班，附設幼兒園 5 班。期間，本校曾榮

獲台北市東區合唱比賽第一名，台北市科學展覽競賽第一名，全國金安獎第一名。

其他類別獲獎無數，98 年度校務評鑑全數通過，100 年度優質學校通過行政管理項

度，101 年度通過臺北教育 111標竿學校認證，104學年度通過優質學校學生學習及

資源統整項度。重要事件分述如下： 

․100學年度通過優質學校行政管理向度 

․101.08.01. 臺北市政府敦聘胡慧宜校長為第三任校長。 

․101.11.22.通過 101年度臺北市教育 111標竿學校認證。 

․102學年度開始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102學年度開始辦理新加坡多元文化教育交流。 

․102學年度開辦資優校本方案。103、104學年度辦理資優校本方案榮獲績優。 

․103.02成立麗湖 220幼童軍團。 

․103學年度實施課程統整方案：有品有愛 溫馨麗湖。 

․103學年度計招收國小普通班 48班，資源班 2班，附設幼兒園增 1班 3歲專班共

計 5班，合計 55班。 

․104年通過優質學校學生學習及資源統整向度。 

․104年 12月成立桌球校隊。 

․104年學年度校務評鑑獲四個一等獎五個二等獎。 

․107學年度核定增設資優班 1班。 

 

二、榮譽事蹟 

【教師】(呈現 102-104學年度) 

參加 102 年度青年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沈聰智老師榮獲男教師個人組扯鈴及跳繩

第一名、許彩瀅老師榮獲女教師個人組扯鈴第一名。 

參加臺北市 102年度精進教學檔案比賽林美良老師榮獲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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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臺北市國語文演說比賽，柯怡安老師獲教師組南區第二名! 

參加 103 年東方藝術 epainting 線上繪圖比賽 王振興老師獲教師探索教學設計優

選。 

參加臺北市 103 年度國小暨幼兒園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月融入課程教學活動設計比賽

李云瑄老師獲中年級組榮獲佳作。 

參加臺北市 103 年度國小暨幼兒園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月融入課程教學活動設計比賽

葉盈均老師榮獲中年級組佳作。 

參加臺北市第 15 屆中小學及幼兒園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佳作--陳伶燕、許燕萍、顏淑雯、溫亦薇、劉寶汎、陳雅芬。 

參加臺北市 103年度國民小學教師精進教學檔案比賽 佳作--黃郁雯、周燕秀。 

參加 103學年度臺北市教師組字音字形比賽  陳建任老師獲第一名 

參加臺北市第 16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  B教育專業經驗分享類  入選 

打破砂鍋問到底！六合法在社會領域課文本位閱讀理解教學之應用--胡慧宜、

蕭淑均、林敏靖、黃家珍。 

參加臺北市 104年度國民小學教師精進教學檔案比賽 王元儷老師榮獲特優。 

榮獲 103 學年度辦理一般智能資優校本方案臺北市 103 學年度國民小學各校辦理特

殊教育方案績優學校殊榮。 

榮獲臺北市第 17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論文發表類   特優六何法結合筆記教

學在社會領域閱讀理解教學之實踐─胡慧宜、蕭淑均、林敏靖、崔禾樺 

榮獲臺北市第 17 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創新教學活動設計類    入選麗湖星

球 3E (English, Earth, Environment)—姜妤瑾、陳欣怡、白淑惠、張婉玲、

劉亭君、林雅真。 

榮獲 104年度活動 教師與學生檔案比賽 B組第二名。 

榮獲 104 學年度辦理一般智能資優校本方案臺北市 104 學年度國民小學各校辦理特

殊教育方案績優學校殊榮。 

榮獲臺北市 105年度國民小學推動兒童深耕閱讀走察輔導全市績優學校。 

 

【學生個人】(僅呈現 104學年度) 

參加 104 年臺北市青年盃游泳錦標賽游泳代表隊，608 丁郁倩 11-12 歲女子組 100

公尺自由式第三名、100 公尺蛙式第四名，605 班吳宇昕 11-12 歲女子組 100

公尺蝶式第五名，605陳奕璇、吳宇昕、江宣愛、608丁郁倩榮獲 200公尺自由

式接力第三名，407 魏綾鴻、605 吳宇昕 江宣愛、608 丁郁倩榮獲 200 公尺混

合式接力第五名。 

參加 104學年度全國有氧體操錦標賽，低年級組 205蔡佩珊女子單人第 2名，中年

級組總成隊冠軍，305沈姍霓女子單人第 1名，406簡子齊女子單人第 6名，304

鍾善和男子單人第 3名，305曾賈、306游紫彤配對組第 4名，305沈姍霓、406

簡子齊、408 黃薇聿三人組第 1名，305陳心云、307林亞潼、308 林郁庭、402

甘翊昕、408 黃薇聿五人組第 2名，高年級組總成隊季軍，506黃豊淯男子單人

第 4名，601 廖芯儀女子單人第 6名，603謝雨彤女子單人第 5名。 

參加內湖區群組體育競賽，604班內湖區群組體育競賽-游泳大隊接力賽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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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104年度臺北市中正盃游泳錦標賽，505魏綾鴻11-12歲女子組 100公尺仰式 第

八名，503 孫樂揚、606 鍾善宇、607 鍾旭恩、505 施克瑜 11-12 歲男子組 200

公尺混合式接力第八名。 

參加 104學年度臺北市教育盃跆拳道比賽，603 滕玉峯男子對打 68KG第一名、高年

級黑帶第四名。 

參加 104學年度東區運動會田徑賽，603 卓品妤女生甲組田徑賽 100公尺第 8名。 

參加 104學年度教育盃中小學競技體操錦標賽，低年級組 101王樂觀、102黃豊棋、

202彭祺軒團體第三名，中年級組 304 鍾善和個人短木馬第七名、吊環第七名、

雙槓第七名，高年級組 506 黃豊淯個人地板第一名、短木馬第三名、吊環第三

名、跳馬第三名、雙槓第三名、單槓第三、全能第四名。 

參加 105 年度臺北市青年盃游泳分齡錦標賽，202 徐睿靖 7-8 歲 100 仰式第七名，

202 徐睿靖 7-8 歲 100 自由式第六名，205 黃奕勝 7-8 歲 50 仰式第六名，404

洪韶澤 9-10 歲 100仰式第七名，403 陳九漁 9-10歲 100蝶式第八名，505魏綾

鴻 11-12歲 50仰式第三名，505魏綾鴻 11-12歲 100仰式第四名，607鍾旭恩

11-12歲 50 仰式第八名，404洪韶澤、305梁豈、303蔡仲曛、403陳九漁 9-10

歲 200公尺自由式接力第六名。 

參加 104學年度市小運游泳比賽，505魏綾鴻 50公尺仰式第四名、100公尺仰式、

第五名。 

參加第 38屆全國中正盃馬術錦標賽，504 李宇浩馬場馬術-B2級冠軍。 

參加 105年度財金盃桌球賽，六年級男生組第五名，604洪靖寬、王涵、605張琳揚、

607張東霖、606溫立行、508 郭川聖，四年級男生組榮獲第五名，406張詠皓、

407 章宸綺、302 王翔、303 郭川農、陳冠甫、307 張有祺、308 謝智軒、黃張

傑。 

參加臺北市 103學年度教育盃韻律體操錦標賽，206班沈姍霓榮獲全能第 2名、繩

第 2名、球第 3名、203班陳心云榮獲球第 4名、徒手第 6 名、105班蔡佩珊榮

獲繩第 1名，徒手第 3名，308班黃薇聿榮獲繩第一名、401 班蔡佩妤全能第四

名、球第七名、棒第四名、404班程煦徒手第八名、環第七名、405 林筱軒班 環

第五名，503 班謝雨彤 繩第三名、球第四名、508班羅珊 環第四名、605班林

囿妤 環第三名、棒第三名、608班王婕穎 全能第三名、繩第二名、球第二名、

棒第四名。 

參加 104 學年度教育盃溜冰錦標賽，105 許可穎榮獲國小中年級女生組(四年級以

下)200公尺個人計時賽(乙類)第 5 名。 

參加 104年度度臺北市學生精進學習檔案比賽 604王育蓁榮獲佳作。 

參加 104 年度臺北市多語文競賽 603 卓品妤國語演說獲優等、608 李恩齊國語字音

字形獲優等、604王育蓁國語寫字獲優等、406蔡政紘、伴奏 501林詠妍南區布

農組語歌唱獲第 1名、603王璿徹南區太魯閣族語朗讀獲第 3名，608李翊瑄、

伴奏吳晏廷南區客家語歌唱獲優等、603王予霆南區客家語演說獲優等、606 

張語彤南區閩南語朗讀獲優等、605 張琳揚、606賴迎暄、607李庭葦、603 

陳芊儒、604 劉聿兒、603 簡佳翎、605 林莉蓉、607 吳怡文、602 顏廷蓁、英

語 RT獲優等；506張凱勛、504 黃子卿、508邱遴蓉、504 游京霖、508陳羿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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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英語戲劇獲優等。 

參加臺北市 104年度小主播比賽榮獲特優 606 賴迎暄、606羅珊。 

參加 104 年度臺北市五項藝術美術比賽 204 張郁晨臺北市五項藝術美術比賽低年級

繪畫獲東區第 2名、207 林鈺軒臺北市五項藝術美術比賽低年級繪畫獲東區第 3

名、207陳柏言臺北市五項藝術美術比賽低年級繪畫獲東區佳作、604王育蓁 

 臺北市五項藝術美術比賽高年級繪畫獲東區佳作。 

參加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探索動 力」藝文徵件活動，505王姝婷獲優選 

參加尋根溯源～創意族譜設計比賽 602隋尚妘、604王育蓁獲特優；607 鍾語恩獲優

選；603卓品妤、606溫立行、606 賴迎暄、607林逸荷、608 朱苡睿、608 

 羅珊獲佳作；601 周愉芯、603 謝秉燊、603 游品咨、604 王涵、604 彭郁婷、

604 邱鈺茜、605楊詠荃、605林佑佳、608李元博、608宗岑芸、獲入選。 

參加 104年度臺北市兒童美術創作展 204 許心庭、408林品荷獲超級金牌獎。 

參加 104 年臺北市青年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扯鈴代表隊榮獲乙類國小團體組扯鈴

優等、跳繩代表隊榮獲乙類優等。 

參加 2016年北區四縣市中小學學生專題寫作比賽 606賴迎暄、606 張語彤、606陳

語佳、606林宜榛榮獲國小組特優。 

參加 104 年臺北市青年盃民俗體育運動錦標賽扯鈴代表隊榮獲乙類國小團體組扯鈴

優等、跳繩代表隊榮獲乙類優等。 

參加 104年度內湖區群組學校樂樂棒球賽 602班榮獲第二名 

參加臺北市中正盃民俗體育錦標賽扯鈴、跳繩代表隊 301 班吳杰霖、藍士理、305

班劉鍠溢、306 班謝侑均、401 班李孝謙、503 班閻承林、506 許育豪、602 班

郭開陽、603 班葉程安、605蘇昊榮獲扯鈴乙類國小組團體賽特優，501班朱庭

褕、許珈展、陳昱伸、薛祖汶、503班王予霆、謝秉森、505 班林宜榛、張琳揚、

606班黃紀傑、張品淮榮獲跳繩乙類國小組團體賽優勝。 

參加第 49屆臺北市科學展覽會 503黃麒任、503郭廣昇、508林定宇、508張曜麒

榮獲優等及研究精神獎。 

參加第 49屆臺北市科學展覽會 402蔡育紘、402張恆、402 沈育陞榮獲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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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校務基本資料 
 

一、人力資源部分 

(一)教師總數(含校長與主任)： 共 105 人，其中男性 20人，女性 85人 

(二)專任職員總數共 11人 

(三)專任工友總數共 2人 

(四)本學年聘用長期代課教師共 19人 

(五)全校已參加碩士級(含 40學分班)進修教師(含取得學位教師)： 共 46人 

(六)本學年家長擔任學校志工(如愛心媽媽、家長導護)共 260人 

(七)104學年度辦理學校日，家長出席率上學期 70%；下學期 51% 

(八)104學年度參加教育局行動研究教師：共 10人次，合計成果 2件 

 

二、學生基本資料部分 

(一)班級數： 

  1.普通班 46班  2.特教班 0班 3.資源班 2班  4.幼兒園 5班 

(二)各年級學生數： 

  1.一年級 197人  2.二年級 208人  3.三年級 235人 

  4.四年級 197人  5.五年級 185人  6.六年級 209人 

(三)學生裸視不良(其中一眼視力未達 0.9)共 795人 

(四)原住民學生數共 9人 

(五)新住民子女數共 61人 

(六)104學年度校內體育活動競賽舉辦情形：全校活動競賽共 2 次，學年活動競賽

共 4次 

(七)104學年度校內學藝活動競賽（含語文、美術、音樂類）舉辦情形： 

      全校活動競賽共 14次，學年活動競賽共 5次 

(八)本學年度所組成之學生社團或競賽團隊(家長會所主辦之課後才藝班不計入) 

 

社團或競賽團隊名稱 人數 每年預算經費 

合唱團 98 5,600 

直笛團 53 5,600 

幼女童軍團 36 8,000 

扯鈴隊 26 5,600 

有氧體操 25 5,600 

游泳隊 25 5,600 

 

三、校園網路部分 

 (一)連接台灣學術網路方式： □ T1 ■ADSL(上傳 640K，下傳 8MB) □有線電視光

纖或固網 ■臺北市教育學術網路連線 

 (二)普通與專科教室上網率：全校普通與專科教室共 72間，已連上校園網路共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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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三)全校行政用辦公室(含導師、科任、家長會…辦公室)共 12間，已連上校園網路

共 12間 

 (四)是否設有校內有線電視系統(可播映至所有普通及專科教室)：■是 □否 

 (五)設有單槍(三槍)投影機並連上網路的教室，專科教室共 24 間，普通教室共 48

間 

 

四、建築空間資源 

(一)  目前專科教室設置情形（一間普通教室以 63平方公尺計） 

名  稱 間數 共約等於幾間 

普通教室大 

名  稱 間數 共約等於幾間 

普通教室大 

自然科教室 4 4 音樂教室 4 4 

社會科教室 0 0 韻律教室 1 1.5 

電腦教室 2 2 美勞教室 2 2 

有階梯視聽教室 1 6 書法教室 0 0 

無階梯視聽教室 1 1.5 唱遊教室 0 0 

英語語言教室 4 4 資源回收室 1 1 

教師教學準備室 9 7.5 陶藝教室 0 0 

鄉土教育資源室 1 1 個別諮商室 1 0.5 

交通安全教育室 0 0 團體諮商室 1 1 

家事或禮儀教室 0 0 其他(請說

明) 

  

 

(二)運動球場部分 

 1.籃球場共 4座，共 10個籃框，是否共用：■是 □否 

 2.排球場共 3面，是否共用：■是 □否 

 3.網球場共 0面，是否共用：□是■否 

 4.桌球台共 14 張，桌球發球機共 0部，是否共用：□是 ■否 

 5.羽球場共 5面，是否共用：■是 □否 

 6.溜冰場共_0___處，是否共用：□是 ■否 

 7.其他(請說明)______球場(台) 共_____座，是否共用：□是 □否 

(三)綠地(含花圃)共 4500平方公尺   

(四)運動場(含遊戲區)共 7736.62平方公尺，跑道全長共 200公尺 

(五)游泳池 ■有，共 7個水道，每個 25 公尺長，是否為溫水：■是 □否  

           □無 

 

五、圖書資源部分 

(一)圖書室樓板空間共 288平方公尺 

(二)圖書室藏書共 32348冊，期刊共 30 種 

(三)平均每月圖書借出共 3208冊次 

(四)圖書室提供網路檢索專用電腦數共 8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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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費專案補助部分 

(一)104學年度在年度單位預算外，來自於市政府之補助，分別如列： 

補助單位 補助項目 補助金額(元) 

教育局 104 年 1-7月國小一般智能資優及才藝資優特

殊教育方案經費 

15,625 

教育局 104 年 9-12月國小一般智能資優及才藝資優

特殊教育方案經費 

37,500 

教育局 105 年 1-7月國小一般智能資優及才藝資優特

殊教育方案經費 

37,500 

教育局 105 年度執行外籍及大陸配偶子女教育輔導計

畫 

47,112 

教育局 104 年 1月特殊教育教師助理員經費 24,979 

教育局 104 年 8月-12月特殊教育教師助理員經費 90,591 

教育局 105 年 1月特殊教育教師助理員經費 14,099 

教育局 104 年度學校救生員職務代理人經費 42,240 

教育局 104 年度小田園教育體驗學習實施計畫經費 110,000 

教育局 104 年 2-6月特殊教育教師助理員經費 126,622 

教育局 105 年 2-6月特殊教育教師助理員經費 95,818 

教育局 2015 歡樂兒童月微夢想旅行有愛無礙幸福分

享經費 

18,000 

教育局 2015 歡樂兒童月微夢想旅行續拉出無限未來

經費 

15,000 

教育局 104 年 1至 6月學習共同體及授業研究經費 15,000 

教育局 104 年 8至 12月學習共同體及授業研究經費 20,000 

教育局 105 年 1至 6月學習共同體及授業研究經費 20,000 

教育局 104 年度國民中小學推展傳統藝術教育活動經

費 

24,000 

教育局 104 年度國民小學認輔小團體輔導計畫經費 10,000 

教育局 104 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教師進修研習經費 10,000 

教育局 104 年度國民小學辦理童軍教經費 16,000 

教育局 104 年度國小辦理生命教育系列活動生命鬥士

蒞校演講經費 

3,700 

教育局 104 年度第 1次退休金不敷數核定撥款金額 2,499,226 

教育局 104 年度人事費不敷數核定撥款金額 2,230,618 

教育局 104 年度國民小學推動夏日樂學試辦計畫(方

案二)經費 

10,080 

教育局 教育局補助104年度學校遊戲場汰換更新經費 55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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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 104 年度駐校藝術家實施計畫活動經費 41,000 

教育局 104年8至12月原住民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經費 

53,768 

教育局 104 年度卓越科學推動計畫營造科學體驗情境

行動方案經費 

400,000 

教育局 104 年度補助本土語言教學支援人員經費 255,461 

 

(二)104學年度在市政府之補助外，來自家長或其他單位之捐款或補助，分別如列： 

補助單位 補助項目 補助或捐款金額(元) 

教育部 104 年度國小輔導教師人力運用計畫兼任輔導

教師減授鐘點費經費 

19,510 

教育部 104 年 1至 6月原住民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經費 

25,431 

教育部 104 年 1至 6月原住民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第 2 期經費 

16,954 

教育部 105 年 1-6月原住民族語教學支援工作人員經

費 

71,432  

教育部 104 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游泳與自救能力教學

經費 

24,700 

教育部 104 年 1-7月調整特教教師授課節數超鐘點費

經費 

45,760 

教育部 104 年 8-12月調整特教教師授課節數超鐘點

費經費 

37,440 

教育部 104 年 1-7月外聘代理教師、調整教師授課節

數超鐘點經費及 103年度年終工作獎金 

2,924,847 

教育部 105 年 1-7月外聘代理教師、調整教師授課節

數超鐘點經費及 104年度年終工作獎金 

3,457,589  

 

教育部 104 年度國民中小學藝術與人文教學深耕計畫

經費 

60,000 

捐款 捐贈資源班教學資源使用經費 10,000 

捐款 捐贈特教教學與活動經費使用 8,000 

捐款 捐贈購置資源班教學及設備材料用途 10,000 

 

七、基本設施資源部分 

(一)學校午餐供應： 

     □否 

  □(1) 是，公營，群組主辦學校  

  □(2) 是，公營，群組學校 

  □(3) 是，公營，自給自足 

  □(4) 是，公辦民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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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是，契約廠商供應 

(二)飲用水設備現況： 

  □(1)開水供應 

  ■(2)飲水機共 36台 

  □(3)中央開水系統 

(三)衛生設備現況： 

1.男性教職員專用小便斗共 6個 

2.男性教職員專用馬桶(含坐式、蹲式)共 2個 

3.女性教職員專用馬桶(含坐式、蹲式)共 6個 

4.男性學生專用小便斗共 134個 

5.男性學生專用馬桶(含坐式、蹲式)共 46個 

6.女性學生專用馬桶(含坐式、蹲式)共 142個 

 

八、104 學年度學生自費參加之課外社團或才藝班 

 

社團或才藝班 人次 指導教師來源 

桌球 183 □ 校內教師 ▓ 校外人士 

流行舞蹈 55 □ 校內教師 ▓ 校外人士 

烏克麗麗 57 □ 校內教師 ▓ 校外人士 

扯鈴 237 ▓ 校內教師 ▓ 校外人士 

游泳 298 ▓ 校內教師 ▓ 校外人士 

手工書及卡片創作 29 ▓ 校內教師 □ 校外人士 

體操代表隊 148 □ 校內教師 ▓ 校外人士 

功夫 80 □ 校內教師 ▓ 校外人士 

跆拳道 68 □ 校內教師 ▓ 校外人士 

綜合球類 67 ▓ 校內教師 ▓ 校外人士 

硬筆書法 28 □ 校內教師 ▓ 校外人士 

圍棋 95 □ 校內教師 ▓ 校外人士 

弦樂團 64 ▓ 校內教師 ▓ 校外人士 

遊戲體操 32 □ 校內教師 ▓ 校外人士 

國標拉丁 29 □ 校內教師 ▓ 校外人士 

陶笛輕鬆學 33 □ 校內教師 ▓ 校外人士 

足球 31 □ 校內教師 ▓ 校外人士 

總計 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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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推薦參選項度指標實施成果 
向

度 
項目 指標 學校實施成效、特色優點 

六、 

校園

營造 

1. 

安全 

健康 

1.1規劃安全的學校環境

設施 

 
 

1.校地地質地勢，校舍結構，建材均符

合安全設計標準。 

2.人車分道動線明確，設有家長接送

區、校內安親班接送區，通學天橋

等。 

3.體能設施及器材等每天都由專人檢

查，填寫紀錄，並由總務處妥善維

護。 

4.樓梯均採防滑磚，並加裝防滑條。 

5.易碰撞之廊柱全面加裝防撞條，維護

安全。 

6.飲水機每天均由工友檢查機械功能

並擦拭機臺，並填寫紀錄。與專業廠

商簽訂契約，每月保養，並填寫紀

錄，每季(3個月)更換濾心並作水質

檢測(抽測1/3，幼兒園全數檢測)。

成立飲水機自主管理小組，每學期召

開1次以上飲水機自主管理會議。 

7.每學期寒、暑假清洗水塔及蓄水池，

並製作檢測報告。 

8.每年定期檢查高、低壓電力系統，並

製作檢測報告。 

9.定期申報建築物安全檢查，取得公共

安全標章。 

10.加強安全教育宣導:定期進行救災

防護計畫演練、將校園安全適時地融

入教學活動中，培養學生的正確安全

觀念。 

11.校園各角落設有60支攝影機，裝設

校園緊急求救通報系統及夜間照明

設備。全天候為安全把關，落實保全

人員巡護校園並填寫保全巡邏紀

錄、保全工作日誌以確保校園環境的

安全。 

12.建制2套電子圍籬系統，連線到警衛

室及保全公司，並具備行動推播功

1.2建立安維的資源整合

機制 

 
 

1.3設置健康的體能活動

設施 

 
 

1.4提供舒適的生活休憩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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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每週、每月皆排定自主檢查機

制，確保系統功能正常，保障師生安

全。 

13.建立完善的通報聯絡體系，落實校

園巡查工作，建立安全防護與危機處

理機制。 

14.訂定校園開放管理辦法，標示校園

開放時間，加強門禁管理和健全警衛

功能。 

15.繪製學校安全地圖，清楚標示校園

危險區域及防災避難路線圖。 

16.加強專科教室安全管理，落實校園

安全自我檢核機制，定期檢查校園各

項器材設施。 

17.完成學校災害潛勢分析評估及上網

填報情況，且填報率達100%，訂定「校

園災害防救計劃」。 

18.完成「災害防救推動小組」及「校

園災害防救組織」編組，並召開相關

會議1場以上。每學期至少辦理1場次

全校性師生災害防救逃生演練。 

19.建構校園安全網絡，加強資訊系統

安全保密工作，防止電腦病毒入侵與

資料外洩，設置電腦主機恆溫機房，

維護電腦正常運作。 

20.運動場球場於104年完成更新，跑道

於105年完成更新。設有室內跑道及

室內多樣化綜合運動場地，如籃球、

排球、羽球、桌球、跆拳道練習場等，

且具備完善韻律教室及室內溫水游

泳池。 

21.遊戲場依學程分區設置。 

22.校舍建築採光、通風設計舒適，色

彩明亮活潑，利用圖書館、交誼中

心、藝廊等，設置知性和感性學習與

休憩空間。 

23.校園設置小劇場、生態池、小橋、

水池、草坪等，以供休憩或探索，並

利用廊道及穿堂之餘角空間設置彩

繪課桌椅提供休憩。 

24.設置「師生聯誼廳」，是為師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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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活動的重要空間。如「校長有約」、

「新進教師座談會」、「期末教師聯

誼活動」都在這個場地舉辦。 

25.健康中心應布置優雅，提供重要的

健康資訊，並結合e化掛號系統為師

生服務。 

26.廁所衛生環境良好，數量足夠，女

廁數量亦充足。本校廁所男性學生專

用小便斗共134個，男性學生專用馬

桶(含坐式、蹲式)共46個。女性學生

專用馬桶(含坐式、蹲式)共142個。

廁所清潔衛生除安排四至六年級於

打掃時間清潔外，透過本校工友、家

長會護童專案經費，另聘請專業清潔

人員負責加強全校廁所清潔。 

27.操場在上學日的每日上午

5:00~7:00、下午5:30~9:30及假日上

午5:00~下午9:30均開放給民眾使

用，設置夜間照明，落實場地資源共

享。 

28.校地面積約2公頃，面積廣闊，校舍

樓地板面積亦寬廣，各項設施設備完

善。環境綠美化採年度規劃方式辦

理，舉凡全校室內外環境消毒、飲水

系統清洗、電梯、人力及機械保全、

消防檢修、機電保養等，均訂定妥善

維護方式辦理。 

29.建立網路線上報修系統，校園設施

設備有損壞上網報修，通報時間與維

修完成均有紀錄可查詢。學校設施均

有固定檢查維修，運動及遊戲器材每

天檢查，以確保學生使用的安全。 

2. 

人文 

藝術 

2.1形塑人文的校園風格 

 
 

1.校園建築揉合在地自然環境，校園設

施在現代化風格中保有傳統意象及

文物。 

2.建築設計均以教學及學習為中心，具

備現代化的班群空間教室和教學設

備。行政辦公室均採櫃臺式規劃，方

便家長、教師及學生洽公。 

3.提供教師舒適寬敞的辦公空間，106

2.2傳承本土的教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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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年度由教育局專款補助強化教學與

備課空間之功能，本校另備資訊中

心，提供教材製作之完善設備。 

4.規劃無障礙的校園環境，提供安全與

人性化的學習場所。 

5.精心設計校徽、創作校歌、票選校

樹，有效提升全體師生對學校的認同

感。 

6.校園空間及角落布置教學情境或學

習成果展，計有麗湖藝廊、各年級藝

文走廊、交通安全廊道等。各年級藝

文走廊配合學校民俗活動或地方文

化特色，布置鄉土教育情境。 

7.重視性別平等空間，設置哺(集)乳

室、更衣室、盥洗室等人性化的空

間。 

8.設置校史室典藏校史資料，妥善保存

學校相關文物，另備有完善nas妥善

保存相關電子檔案。 

9.設置多語文教室，備有完善教學設

施，提供母語教學使用。 

10.新建校舍即依規定控留1%的工程

經費，作為設置公共藝術之用。目前

並逐年妥善維護與管理。 

11.結合各項工程與課程，廣設校園公

共藝術增添校園美感、變化和趣味，

其中互動式藝術空間(希望城堡)成

為小朋友們最愛的遊戲場所之一，城

堡中設置麗湖鯨魚，是本校吉祥物，

也是學校重要象徵圖像。 

12.歷年規劃藝術家進駐校園等相關活

動，擴展藝術視野和教育效果。 

13.藝能科教室配備完善大型展示櫥

櫃，布置豐富的學生作品，美感和情

境教育成效良好。 
14.成立「麗湖藝廊」，這是全校親師生

及社區成果作品展示等藝文活動的

主要活動地。全巿的美術創作展得獎

作品聯展、十週年校慶社區美展、五

年級班級師生作品聯展……等藝文

2.3設置藝術的校園環境

設施 

 
 

2.4營造美感的校園教育

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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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均在此舉行。 

15.配合文化局「校園角落美學」計畫，

規劃親子彩繪課桌椅佈置校園，在校

門口內外、2F圖書室、英語教室外

走廊及資源班通道擺設親子彩繪課

桌椅，師生在校園內有個駐足的休憩

空間，也讓老舊的課桌椅有了新生

命。 

16.結合修建工程與專科教室改善經

費，重新設計教室牆面，讓原本單調

的空間變得更活潑、更有親切感，提

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17.將歷屆的畢業師生共同創作，與校

內學生比賽的優秀作品廣為佈置在

校園內，形成校園內處處皆是藝術的

美好氛圍。 

18.各班級運用教學與生活空間，布置

學生作品，以收觀摩學習分享與美化

環境之效。 

3. 

自然 

科技 

3.1建構自然的綠色建築

環境 

 
 

1.善用學校鄰近山邊的自然資源，以自

然工法設置生態池，種植蜜源植物與

蝴蝶食草，吸引蝴蝶於校園內翩翩飛

舞，並申請專案經費將山邊擋土牆的

排水引進生態池，形成一個最佳的生

態教育環境，本校也因此成為社區極

佳的生態公園。 

2.普遍安裝省水省電設施，以及太陽能

發電設備。若無學童閱讀，則進行午

休關燈措施。校園內設置感應式控制

照明設備，兼顧照明及節省需求。 

3.依永續環保觀念，落實資源回收教育

制度及節水、節能、減廢、減碳，為

愛地球盡一份心力。 

4.組織家長志工成立綠化美化組，引進

家長的人力資源進行校園環境的改

造，並配合節令佈置不同的校園環

境。 

5.配合工友人力外包將校園內植栽的

修剪交給專業的園藝廠商每2個月進

行校園植栽的修剪，藉由專業人員打

3.2建置永續校園的教育

情境 

 
 

3.3設置科技的學校環境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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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綠意盎然校園美景。 

6.推展植物名牌標示解說，全校師生票

選校樹，融入各科教學活動中。 

7.每學期均規劃不同的教職員環境教

育研習活動，充實教職員的環境知

能，藉由親身的體驗更能瞭解進而愛

護大自然，尊重生命。 

8.依學校電源使用之特性訂定合理契

約容量，搭配空調控制系統及智慧電

表有效進行空調使用之管制，達到節

電目的。  

9.結合教職員工識別證製作電梯卡，實

施電梯管制與服務措施，並宣導爬樓

梯有益身體健康。 

10.推行資源分類回收，垃圾減量管

理；開會自備茶杯餐具，紙張重複利

用；舉辦舊愛新歡、盒中送愛等活

動，培養惜福愛物情操。 

11.校內設施及設備維修採用線上報

修，每日上線檢查進行維修，如有緊

急狀況立即處理。 

12.停車場設置電捲門紅外線感知器，

走廊設置自動感應照明系統。 

13.妥設各項衛生設施與健康中心e化

管理系統及自動掛號系統，提升師生

健康生活品質。 

14.全校有線、無線網路鋪設足量無死

角，速度快穩定度高。校務行政管理

系統全面數位化，實施電子公文交換

與批閱系統，落實文書管理效能。數

位化校園電子警監系統(電子圍

籬)，提供即時影像，保障師生安全。 

15.普通教室及專科教室教學科技設備

之普及率達100%。每間教室皆設置單

槍投影機、電腦，並設置螢幕或電子

白板，並可搭配行動載具，如IRS、

IPAD，提升e化教學效果。 

16.結合教育雲端，建構數位教學平臺

CDtower、整合校內外教材與學習資

源庫，發展智慧型數位學習系統。 

17.繪製校園電子地圖，於網頁上提供

3.4建立校園的資訊管理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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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教學與民眾認識校園使用。 

18.完備的校內資訊網路之安全管理機

制：電腦登入採用認證機制，所有電

腦登入皆須校內教師之帳號密碼，且

皆留下紀錄以供查詢；定期檢查郵件

及防火牆紀錄，直接封鎖惡意 IP。 

19.管理電腦機房之安全性：建置線上

資料庫詳實登陸機房進出之紀錄及

工作內容；24小時保全，確保電腦機

房之安全性；冷氣採定時自動輪吹機

制，有效降低機房溫度，保護主機安

全運作；依規定配置滅火器等相關滅

火設備。 

20.自動化防火牆及防毒系統管理：藉

由防火牆功能設定，主動防止 p2p 

之封包進出校園網路，並自動將惡意

入侵之 ip 列為黑名單；建置集中化

管理之防毒管理機制，由主機定時更

新病毒碼，並針對遭受感染之客戶 

端主動通知，並進行病毒清理動作。 

21.重要資料定時自動備份：校內建置

Nas 網路儲存設備，提供行政單位、

各學年、領域重要資料之存放；購置

多顆大容量硬碟，針對校史之影音檔

案資料採一對一備份，確保校史影音

資料沒有遺失之虞；校務行政系統等

重要學生學籍資料採定期備份，除備

份在機房內之本機硬碟之外，本校資

訊機房設有防火牆，所有伺服器及個

人電腦也都有安裝防毒軟體，並能隨

時更病毒碼。 

22.學生電腦所用網路閘道與教師同仁

區分開來，電腦教室學生電腦更設有

proxy能控管學生使用網路。本校伺

服器系統為安全保密原則，部份僅供

校內連線，校外無法連線。 

23.網路與校園伺服器設備均由資訊機

房統一管理。資訊機房備有2道門鎖

及防盜措施，外走廊也有監視錄影設

備，人員進出均須登記並由資訊人員

陪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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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資訊機房內的機櫃依不同的用途，

將伺服器分類標示並妥善固定裝

置，排線並統一整理佈線。 

25.伺服器均由專責的系統管理師隨時

維護與更新，以確保服務不中斷，且

使系統均保持最新的安全狀態。 

26.依規定進行資訊內部稽核，確保校

內各單位皆明瞭資訊安全之重要性。 

4. 

學習 

資源 

4.1提供學生可操作學習

資源 

 
 

1.每間教室都至少有一部教師用教學

電腦，兩個網路接點及單槍投影機。

大部分教室尚配備有電子白板供互

動教學使用，圖書室另提供活動式的

實物投影機供教師借用。 

2.每間教室設備充足，上課時學生皆有

足夠的可操作設備，如CD player、

單槍投影機、電腦等，學生經授權即

可操作與使用。 

3.全校建置完善無線網路環境，提供教

學使用。教學軟體與教學媒全面網路

化，以虛擬光碟系統CDtower作為教

學軟體之資料庫，豐富教師的教學資

源。  

4.班群空間提供學生下課時間可自由

操作和學習的電腦、圖書與益智遊戲

器材。各班規劃圖書櫃、走廊閱讀

角、戶外移動式閱覽區等，方便學生

搜尋資料主動學習。 

5.規劃彈性教室空間(班群教室)，購置

利於學生學習討論的桌椅，以利共同

學習，並設置完善的學生置物櫃，供

學生置放學用品。 

6.圖書館提供豐富多樣的學習資源，每

年依學生需求，編列8~10萬元的圖

書、期刊及報紙的採購預算購買書

籍，目前館藏有3萬多冊圖書、10多

種期刊及2種報紙，另有大量的影音

光碟資料，採全開架式管理，檢索區

提供8台電腦供學生檢索使用。並有

便利的借還書系統，以滿足學生學習

需求。 

7.圖書館、開放式活動與遊戲空間等空

4.2建置便利的學習環境

設備 

 
 

4.3布置優良的飲食互動

環境 

 
 

4.4提供學生多樣的活動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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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均設置於中心點或有便捷動線可

資快速到達運用之處。 

8.教室用餐環境溫馨、舒適，班群空間

的休閒桌椅區可以是食用小點心的

休憩空間。 

9.規劃地下空間，成為體驗學習場域：

採開放式設計，包含視聽教室、師生

聯誼廳、室內跑道。供學生社團使用

與家長會辦社區成長活動。 

10.提供學生下課休息或課餘時間，多

樣運動場地和設施，例如：操場及綜

合球場、遊樂器材區、健身器材區、

小木屋、生態池、4樓活動中心、中

庭、希望城堡、2樓半戶外表演台、

彩繪課桌椅區、班群空間休憩區等。 

11.提供學生團體之活動、展演及辦公

之空間與設備。例如：課外社團辦公

室、童軍團辦公室、幼女童軍團辦公

室、B1視聽中心、師生聯誼廳、4樓

活動中心、風雨操場等。 

12.製作交通安全學習專區及英語學習

階梯，在校園的環境中融入英語情境

及交通安全的學習情境，讓校園內處

處皆可學習。 

13.巧妙運用開放空間，作為課後照顧

班之空間，兼顧家長接送與行政就近

照顧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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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薦參選項目校務評鑑委員評鑑報告全文 

向度 七、校園環境與教學設備 
一、概況說明： 

該校創校至今剛屆滿十年。校地面積約 2 公頃，周圍有小山坡，面積廣闊，

校舍樓地板寬敞，各項教學設施及運動場所完善，並且設有效能良好的校園安

全維護機制，能吸引學生入學。現在共有 55 班，屬中型學校（有 1,384 位

學生），是額滿學校，並未受少子化影響。 

二、訪評意見： 

（一）建構健康安全的學習環境，充實完善的教學資源 

落實校園安全管理制度，除警衛輪流守護，並有電子圍籬、導護志工、60 支

監控系統，加強校園安全防護，以確保學生安全。與專業合格廠商訂有契約，

定期檢視保養，確保飲水系統、水電、消防、供電、空調等正常運作，並有紀

錄。資訊設備充實，班班有單槍、電腦輔助教學，教學設備充足，圖書館藏書

豐富，多達 3 萬餘冊。空間規畫多功能化，例如：室內活動場地，各樓層皆

設有開放空間，經常有主題展覽（科學、美術、畢業作品展等），或作為桌球、

體能活動場所。 

（二）永續校園的規畫，學校社區化，培養親師生愛校的情懷 

假日時，學校開放公園式的綠地，昆蟲、鳥兒、蝴蝶隨處可觀察欣賞，並以「肉

桂樹」作為校樹，具有本土特質。運動器材也能提供居民健身用（未見破壞或

廢棄物，誠屬難得的水準）。重視人文環境的呈現，例如：各樓層的交通安全

提醒、藝文走廊、校園閱讀角落、圖案化休憩用課桌椅、小田園植栽、太陽能

板及水電節能的觀念設計，隨處可見巧思創意。 

（三）優質學校文化的營造，親師生共創美好學習經驗 

規劃精彩多元的親師生系列活動，例如：創意開學、社區感恩音樂會、踩街嘉

年華、體育表演、聖誕節等活動。行政能支援教學，鼓勵教師專業進修、指導

學生參加比賽、開放場地、設置夜間照明、社區童軍團、家長成長、志工培訓、

親職教育講座、課後社團，提供多元活動，協助家長解決課後照護問題。營造

支持性的家長會組織，家長支援護童專案，聘請保全人員。支援校慶、兒童節、

感恩、敬師、畢業系列等活動，增進學校和家長的感情，共同為學生營造優質

的學習環境。 

（四）資訊設備充足，且有熱誠的專業人力管理 

電腦資訊融入教學及學習活動中，提供行政或教學相當大的支援力量，在圖書

館、各行政辦公室、專科及普通教室、教師研究室、家長會辦公室，隨處可見，

並提供正常使用，足見學校資訊人員的熱誠和用心。 

三、具體建議事項： 

（一）校舍範圍大且綠地多，工友離職尚未補實，除造成修繕維護困擾外，亦需

動用維護費處理，建議儘快補足。 

(二）資訊及教學設備，項目數量多且複雜，對於現有人力的工作負擔是項挑戰。

建議在管理系統中，重新構思更有效、方便的運作機制，或投入新的人力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