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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學校「行政管理」以實現學校教育目標為終點，緊緊圍繖著目標開展活動。

興隆國小的行政管理，以 SMART原則訂定目標，以 PDCA管理技術循環管控績效，

確保校務朝向目標前行。 

行政管理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藝術。興隆團隊透過參與者的智慧與努力，

校長的帶領下，掌握學校內在優勢及外在機會，以學校願景為學校發展的目標準

據，訂定「優質興隆～專業、效率、高品質的行動派『隊』」方案主題，研擬優

質行政管理方案，本方案目標如下： 

(一)建構智慧網絡系統 促進轉化創新   (二)進用優質專長人力 發揮專業動力 

(三)完善事務管理流程 展現效能行政   (四)善用評鑑回饋機制 追求卓越創新 

此外，更秉持「努力成就每個孩子、用心興旺整個學校」的「成人旺校」

信念，透過學校行政、教師團隊、家長團隊齊心合作，整合校內外資源，藉由雲

端化、分享化、賞識化、專業化、制度化、品質化、滿意化、創新化的新穎作法，

有效推動「智慧網絡」「人力資源」、「事務運作」、「績效表現」行政管理系統，

締造創新成果： 

(一)創客創新的智慧校園，展現學校特色品牌 

(二)共享共好的教師團隊，永續專業標竿典範 

(三)亮麗亮綠的藝術校園，營造興隆幸福學園 

(四)優化優質的績效表現，共創興隆卓越榮景 

關鍵字:行政管理、興隆國小、智慧網絡、人力資源、事務運作、績效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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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現況 
一、設校歷史 

興隆國小在歷任校長努力經營下穩定成長，聲譽卓著，學校團隊表現不凡，

曾獲得「優質學校-校園營造、資源統整、學生學習及專業發展」四大向度的獎

項；102及 106年度二次獲得「教育 111標竿學校認證」，更獲得「105年度教育

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典範學校優等獎」。校園生機勃勃，處處展現亮點，有如繁

星爭輝，興隆團隊不斷展現榮耀。 

 

我們將秉承既有的優質校風，傳承優質，戮力經營校務，再尋學校新契機，

在既有繁星爭輝，處處是亮點的美麗光環外再創教育新藍海，發展具有教育性、

普遍性、獨特性、新穎性，又能永續發展的學校特色品牌，成為文山區一所幸福

學校的地標，猶如在眾星中看到一輪明月高掛天空，光彩奪目人人皆知人人說好。

披掛「興光熠熠耀文山」之名，嶄新的團隊將帶領興隆攀登高峰，再創新局。 

二、社區環境 

(一)生活環境：校園四周匯集了文山區重要的公車路線、木柵捷運…等，往南

接木柵動物園，北通公館、臺北市區，對外交通通暢便利，惟本校活動中

心緊臨興隆路，易受車流噪音干擾。 

(二)人文環境：學校附近擁有豐富的文史古蹟，如集應廟等，社區氛圍溫馨友

善，但近年來學校受「少子化」衝擊，學校附近公私立小學林立，共同學

區造成學生人數下滑，逐年減班結果教師編制員額下降，學校經營面臨極

大挑戰。 

(三)自然環境：學校附近擁有豐富的自然生態，包括興隆公園、仙跡岩、木柵

觀光茶園、景美河濱公園…等，成為學生延伸、體驗學習的最佳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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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規模 

(一)班級數：普通班 24班、資優班 2班、樂活班 2班、幼兒園 6班 

(二)學生人數：小學部男生 315人、女生 279人，幼兒園 165人，計 759人。 

(三)教師編制：教師 67人，職工 9人，碩士 34人、學士 31人，博士 2人；研

究所在職進修碩士班 2人、博士班 1人。 

貳、優質目標 

一、背景分析 

(一)方案背景分析： 

在瞬息萬變的資訊時代，多元的教育思潮湧現，校園生態丕變，考驗學校行

政團隊的管理能力。興隆團隊以「專業、效率、高品質」的優質行政管理思維，

引領學校校務發展，並以具體行動，建構智慧網絡系統、進用優質專長人力、完

善事務管理流程、善用評鑑回饋機制，落實「行政服務教學、創新追求卓越」，

致力校務發展，達成目標。 

(二)現況分析： 

依方案目標進行 SWOT分析(如圖 1)，作為擬定行政管理參考依據。 

 
圖 1 興隆國小行政管理(SWO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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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體目標 

透過上述相關背景SWOT分析落實PDCA管理，掌握學校內在優勢及外在機會，

以學校願景為學校發展的目標準據，訂定「優質興隆-專業、效率、高品質的行

動派『隊』」方案主題，研擬優質行政管理方案，透過學校行政、教師團隊、家

長團隊齊心合作，整合校內外資源，訂定方案目標如下： 

(一) 建構智慧網絡系統，促進轉化創新：雲端化、分享化 

(二) 進用優質專長人力，發揮專業動力：賞識化、專業化 

(三) 完善事務管理流程，展現效能行政：制度化、品質化 

(四) 善用評鑑回饋機制，追求卓越創新：滿意化、創新化 

參、具體做法 

一、實施策略及實施內容 

本方案以「雲端化、分享化、專業化、賞識化、品質化、制度化、滿意化、

創新化」創新作法，結合「智慧網絡」、「人力資源」、「事務運作」、「績效表現」

行政管理向度，運用目標管理策略中的SMART原則，發展學校行政管理策略，藉

以發掘問題及尋求解決途徑，發揮行政管理最大的效益，創造行政服務教學的最

高價值。為達成上述目標，實施歷程以PDCA品質管理循環，針對目標工作，按規

劃、執行、查核與行動來進行活動，以確保可靠度目標之達成，並進而促使品質

持續改善。本方案SMART目標及行政管理實施策略如圖2： 

 

圖2 本校SMART目標及行政管理實施策略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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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主題之實施內容如圖3： 

 
圖 3方案主題之實施內容架構圖 

 

二、創新做法 

(一)雲端化、分享化的智慧網路 

1. 建置行政資源庫及e化服務系統：線上行政公告，隨時提供親師生即時訊

息；主題教學網頁，如唐詩教學、英語每週一句、英語線上聽說讀寫評

量系統等；定期出刊樂活興隆電子報，活絡校務推展展現學習成果。 

2. 設置校內nas網路硬碟：教職員登入帳號密碼後，即可提供便利之資料存

取，分享教學教材及行政資訊。 

3. 共享化雲端資源：教職員皆有Google教育帳號，校內外皆能使用雲端硬

碟、mail、共用文件、行事曆…等資源，進行資源的分享與再利用。 

(二)專業化、賞識化的人力管理 

1. 廣納專業人力，人才多元豐學習:依法進用專任人員，聘請專家學者協助、

引進外聘專業人士擴充師資陣容；持續與國北教大慈愛社及警專崇德社

合作增加輔導等人力，協助學校校務推展。 

            【實施策略】                    【實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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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社群及工作坊，專業成長齊邁進:本校專業成長多軌並行(專業教師

社群、教學輔導教師、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學習共同體、行動載具

教學工作坊)持續運作與擴展，成立讀書會形塑學習型組織。 

3. 激發組織動能，良師典範教育愛:校長激勵同仁參加各類教育活動評選，

如：優質學校、教育111認證、閱讀推手、優良護理人員等，並公開表揚

學校團體及個人優良榮譽事蹟，如：教師集會、電子看板、網頁榮譽榜

等，行銷興隆共塑學校品牌。 

(三)制度化、品質化的事務運作 

1. 爭取經費資源，優化學習環境：依校務發展計畫逐年爭取教育局年度修

建工程預算、統籌款、專案補助工程款等經費優化環境設施，並積極尋

求家長會、社區及民間團體等資源挹注，打造優質校園學習環境。 

2. 落實事務管理e化，簡化作業流程：建置線上修繕系統、線上場地教室預

約系統，方便同仁使用，發揮行政效益；公文、影印及財產管理數位化，

簡化行政流程，發揮管理效益。 

3. 執行預算控管，發揮經費效益：依法核實編列預算據以執行，並依期程

分配每月執行進度，於主管會報列表控管，落實追蹤管控機制，近四年

學校預算執行率平均達98%。 

(四)滿意化、創新化的績效表現 

1. 學校創新經營，績效卓著有口皆碑：校長帶動學校追求創新與卓越，打

造藝術空間、發展專業學校、形塑友善校園，在少子化的衝擊下仍能穩

定班級與學生數，師生優異表現有目共睹，辦學績效有口皆碑。 

2. 落實PDCA機制，掌握最佳品質:透過各項活動回饋單及問卷調查，整合親

師生想法與建議，作為後續規劃的依據與參考。 

3. 善用外部評鑑機制，追求創新卓越：主動積極參與各類外部評鑑訪視，

有效管控行政效能，展現學校效能，行銷學校，建立品牌。 

肆、優質成果 

一、目標達成 

(一)建構智慧網絡系統，促進轉化創新 

  1.建置完善網頁服務平台，活絡訊息流通：本校善用 e化服務所具有的即時、

快速、廣佈，且有助於量化管理和分析的特質，建置各類系統如表 1。 

    表 1 智慧網絡平台一覽表 

平台類別 項    目 

重要政策

宣導平台 

十二年國教、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正體字主題網、行政中立

宣導、隱私權及資訊安全政策 

教師教學

e化平台 

環境教育、健康促進、人權法治、交通安全、校外教學、唐詩教學、

愛滋防治、植物步道、反霸凌專區、視力保健、防災教育專區、性

別平等專區、閱讀教學、學生研究專題網頁、資訊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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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服務

e化平台 

各處室網站、組織架構、業務職掌、優質學校、臺北市校園災害防

救計畫、班網上傳、行政管理、新校務行政公司、預決算書公開專

區、線上差勤系統、校園出入管理系統、活動競賽研習公告區、場

地租借服務、修繕登記、教室預約、網路硬碟、學生管理、校務行

政、線上資料庫、無障礙環境 

學生學習

e化平台 

英語每週一句、英語童話動動書、英語聽說讀寫評量、鄉土資源、

教學資源(數位教材中心、網路字典、英語教學資源)、網路未來城、

powerpoint2010、Word2010文書輕鬆打、打字練習、學生游泳 121、

Windows7電腦小學堂、Word2010教學、非常好色 8、網路探險王、

部落格未來城、臺北市線上資料庫知識管理平臺 

家長服務

e化平台 

最新消息跑馬燈、報名系統(課外社團、課後照顧班) 、興隆簡介、

班級網頁、興隆花絮、興隆大愛、榮譽榜、校園公告、行事曆、樂

活興隆、熱門連結、活動照片、動態影片、數位藝廊、興隆相簿、

師生榮譽榜、課程計畫、校外教學、台北市民 e點通 

 

  2.發展雲端學習，因應數位學習時代：本校已完成處處可上網之無線網路學習

環境，積極建置雲端學習系統，研發行動載具在各領域教學上的應用。 

    

Google應用研習 雲端共用行事曆 酷課雲平台教學 行動學習工作坊 

 

(二)進用優質專長人力，發揮專業動力 

  1.活絡教師專業發展，促發轉化與創新：行政團隊以「靜水行船」的推展模式，

增加驅力、減少抗力，主動支持並鼓勵教師每次的進步與變革，形塑教師向上

的文化。 

表 2 教師同儕專業成長一覽表 

名稱 

人數 

年度 

教師同儕專業成長 其 他 

教師專業 

社群數 

教學輔導 

制度 

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 
教師 

讀書

會 

教師球

隊(籃排

球) 

揪團

自主

研習 
參與 

人數 

參與 

比例 

參與 

人數 

參與 

比例 

103 9 19 28% 36 53% 12 22 0 

104 9 20 29% 32 48% 6 20 0 

105 9 20 29% 26 39% 10 22 0 

106 9 18 27% 33 51% 15 2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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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教育部 

教專典範學校 

教師自主揪團 

雷雕創客研習 

興隆創客智慧 

課程小組對話 

參與學共第七 

群組合作學校 

(三)完善事務管理流程，展現效能行政 

  1.經費運用得宜，展現校園營造成果：依據校務發展需求，擬定中長程發展計

劃，妥善爭取和運用經費，營造藝術美感校園。 

 

 

 

 

文山風情遮陽板 通學步道上學趣 明亮空間優行政 活潑繽紛幼兒園 

  2.環境養護得宜，校園處處是美景：校園環境與設備設施分派專人維護保養，

打造校園綠化美化環境。 

 

 

 

 

隆園生態豐學習 定期澆灌美綻放 興隆田園樂豐收 綠簾花廊花草香 

  3.e化自主化管理服務更有效率：透過 e化報修系統，除加速設備修繕維護效

率，更利於追蹤並留下維護記錄，常保 100%的修繕處理完成率。 

表 3 e化線上服務平台 

平台名稱 平台內容 

線上修繕登記 
線上教室設備器材報修登記，分為資訊設備維修及總務修繕

兩部分，由專人進行修繕維護及系統管理。 

線上教室預約 
場地與教室預約為無人化管理，教職員依使用需求於線上登

錄，除可節省人力資源，並達成自主化、e化、簡化目標。 

表 4 線上修繕案件及處理完成率 

 總務修繕 資訊設備修繕 

年度 103 104 105 106 103 104 105 106 

案件數 490 477 450 468 177 174 200 231 

處理數 490 477 450 468 177 174 200 231 

完成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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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落實追蹤控管，預算執行績效佳：本校藉由精準的概算和預算編列，加以有

效的經費運用執行管控，多年來預算執行率均達高標。 

表 5 近四年預算總執行率 

年度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執行率% 96 97.9 99.8 96.5 

 

(四)善用評鑑回饋機制，追求卓越創新 

  1.完善校務發展計畫，實現學校願景目標：本校運用 PDCA的管理技術循環，

妥適訂定目標並透過校務和預算檢核管控機制，使學校持續表現創新卓越。 

表 6 臺北市興隆國小 PDCA品質管控表 

項目 落實PDCA回饋機制 

校務 

工作 

檢核 

1. 各處室依年度工作計畫研訂處室行事曆。 

2. 運用 Google雲端資料庫定期稽核執行情形。 

3. 活動或專案結束後，填寫工作成果檢核表陳閱校長。 

4. 透過各項會議彙整意見，確實執行決議並追蹤執行成效。 

預算 

管控 

1. 依年度預算收支估計編製預算分配表供各處室依時程進行採購。 

2. 預算執行結果檢討 

  2.追求永續卓越發展，成就優質學校地標：本於滿意化和創新化的永續追求，

參與多項競爭性計畫均獲得佳績，成為文山區優質學校的地標。 

表 7 學校近幾年卓越績效一覽表 

項目 獎項內容 

學校 

整體 

表現 

績優 

105年度校務評鑑，八向度一等獎，一向度二等獎 

優質學校校園營造獎、資源統整獎、學生學習獎、專業發展獎 

102及 106年度臺北市教育 111標竿學校認證 

104年行政院國家防災日績優學校、教育部防災校園基地優選 

104年度深耕閱讀訪視分組績優學校、深耕閱讀學校團體甲等獎 

105年度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典範學校優等 

104、105學年度課程計畫特優、傳統藝術教育成果特優及優等 

98-105學年度友善校園週績優學校 

 

二、創新成果 

(一)創客創新的智慧校園，展現學校特色品牌 

    我們以「體驗學習」、「創客精神」為核心理念，在「願景領導創價值，創新

經營旺學校，創意思考活教學，創客精神做中學」的經營策略下，培養興隆的孩

子成為「科技領航員」、「國際溝通者」、「生活藝術家」。孩子個個有創意，能創造

作品，能述說故事，打造創客智慧校園，舉凡「深耕閱讀」「國際英語」、「數學步

道」、「雷射雕刻、「程式設計」、「邏輯創思」等都有卓越表現。榮獲世界設計之都

最佳整體規劃獎、教育部防災校園建置金獎、教育 111標竿學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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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藝畢業美展 程式設計創意展 創客教學成果展 未來城市創新展 

(二)共享共好的教師團隊，永續專業標竿典範 

行政團隊透過「教師專業社群」、「公開觀課」、「教室走察」等作為，結合「教

學輔導教師」、「學習共同體」、「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等制度運作，實踐教師

專業發展行動力，建立學校教師專業品牌。榮獲優質學校學生學習獎、專業發展

獎及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典範學校。 

    

數學領域共備 

社群公開觀課 

學習共同體關注

學生學習情形 

教學輔導夥伴經

驗傳承邁向共好 

榮獲優質學校 

專業發展獎 

(三) 亮麗亮綠的藝術校園，營造興隆幸福學園 

本校重視美感教育，為營造一所富人文、藝術氣息的學校，近年來積極爭取

各項環境改善經費，優化校園環境，舉凡圖書館、藝文館、露臺小棧、光影遮陽

板等校園處處充滿藝術美感，不僅深獲親師生的肯定與喜愛，更吸引許多學校前

來取經。榮獲臺北市亮麗圍籬金質獎、優質學校校園營造獎之殊榮。 

(四)優化優質的績效表現，共創興隆卓越榮景 

校長以身作則，帶領專業、效率、高品質的行政團隊，持續擔任行政工作六

年以上年資之同仁比率高達 90%以上，服務績效獲親師生肯定，並吸引國內外教

育團體參訪(新加坡聖加俾爾小學、香港青松小學)，行政效能有口皆碑。 

 
 

 
 

榮獲校務評鑑 

8向度一等獎 

榮獲教育 111 

標竿學校認證 

山東教育處暨中

小學校長參訪團 

陽明 20 候用主任

班標竿學習參訪 

結語~~ 

    教育是學校帶領親師生追求美好願景的歷程，優質的行政管理是確保旅程朝

向願景的重要依據。經由「優質興隆-專業、效率、高品質的行動派『隊』」方案

的執行，興隆團隊展現的效能行政，成為親師生最有力的後盾。儘管在蛻變的過

程中，難免有問題與挑戰，但透過集體的智慧與努力、策略的運用和成果的凝煉，

終能羽化展現卓越績效，成就教育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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