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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景興國小自民國 69年創校迄今已逾 30年，三十而立的景興，已經亮麗翻轉進入

創新成長、風華開展的里程。透過系統化的智慧網絡建立、適性化的人力資源運用、

品質化的事務運作效能，創造了優質化的績效表現。101至 105學年度 5年之間，本

校陸續通過臺北市教育 111標竿學校認證；榮獲優質學校「資源統整」、「校園營

造」、「學生學習」、「課程發展」、「教師教學」、「學校領導」、「專業發展」

等七向度，共八座獎項；「自然社群」及「藝文社群」亦榮獲教學卓越優選團隊的肯

定；自然社群「水行者」團隊更一舉榮獲教學卓越金質獎的肯定。 

立於傳承過去豐碩成果的基礎上，本校積極規劃「精粹優質  創造品質  打造仙

跡岩下的卓越景興」行政管理方案，運用 PDCA管理模式，以「管理規劃創新卓越」、

「管理歷程友善溫馨」、「管理檢核專業優質」、「管理績效進步永續」為經營理

念，以「創新」、「友善」、「專業」、「進步」為經營核心，整合校內外教育及社

會資源，打造適性環境、提升教育績效、形塑專業團隊、同塑教育遠景、達成全人目

標。 

基於此，本方案目標臚列如下：  

目標一：智慧網絡系統化，提升專業效能。  

目標二：人力培用適性化，發揮團隊力量。  

目標三：事務運作品質化，周延行政支援。 

目標四：績效表現優質化，落實永續理念。 

本校依學校願景與本校中長期教育發展計畫，結合優質學校實施理念，透過學校

背景分析與系統性規劃，以學生需求為主體，經由景興團隊縝密的思考與對話，同步

整合發展學校校務發展特色，規劃多元精緻的學習活動，營造溫馨適性的學習氛圍，

建構優質合宜的學習環境，積極達成創新景興、友善景興、專業景興、進步景興的學

校願景。 

 

關鍵字：1.行政管理  2.景興國小  3.優質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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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粹優質  創造品質 

打造仙跡岩下的卓越景興 

壹、 基本現況  

一、設校歷史 

景興國小創校於民國 69年 8月，在景美仙跡岩特定觀光區的山麓中，校舍興建

由荒蕪的坡地到巍峨的校舍，逐年蛻變成學習的最佳園地，94年活動中心新建工程正

式完工啟用，學校發展又邁入另一個里程碑。學校在歷任校長苦心規劃與具前瞻思維

積極辦學，帶領全體教職員工熱忱奉獻、群策群力，教師團隊努力不懈，教學設施齊

備，校園氣氛和諧溫馨融洽，在家長間建立一致肯定的口碑，長久以來廣受社區支持

與好評。 

(一)從草創時期招生17班到現今的36班，各年級均趨近額滿狀態。 

(二)101年榮登「臺北教育111」標竿學校，獲優質學校「資源統整」獎項，教育部環

境教育計畫百大優良學校，全國創意教學GreaTeach-KDP國際認證優選。 

(三)102年榮獲優質學校「校園營造」、「學生學習」獎項，學校課程計畫審查特優，

推動生命教育工作學校評選特優，推動傳統藝術教育特優。  

(四)103年榮獲優質學校「教師教學」、「課程發展」獎項，臺北市交通安全教育評鑑

特優，臺北市卓越科學體驗情境學校，臺北市金輪獎績優學校，藝術與人文教學深

耕計畫評選特優。 

(五)104 年度藝文領域及自然領域榮獲臺北市教學卓越獎評選優勝，自然領域教學團    

隊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獎評選金質奬、校際交流互訪活動成果評選特優，臺北市中

小學學生每週在校運動 150分鐘典範學校評選優等。 

(六)105年榮獲優質學校「學校領導」獎項，「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評選第一名、課

程計畫審閱特優學校、多語文學藝競賽原民語組團體第一名。 

(七)106年榮獲優質學校「專業發展」、「資源統整」獎項，友善校園績優學校、駐校

藝術家計畫執行成果評選特優。 

二、社區環境 

本校位於臺北市邊陲新店之交界的文山區，鄰近教育機構眾多，屬文教區，校園整

體環境優美寧靜空氣清新，為都市中的森林小學，社區環境特色如下： 

(一)善用地理環境，提供課程研發來源：依傍仙跡岩、景美溪等，加以鄰近景美老街，

內有集應廟(文山區唯一的三級古蹟)，是景美文史工作者導覽時的著名景點，具有

豐富的自然生態資源與人文鄉土資源，有利發展特色課程，成為取材來源。 

(二)挹注社區資源，豐富教學深度廣度：鄰近寶藏巖、表演 36房、優人神鼓劇場，文

山小劇場等，藝文資源豐富，福田樹木保育基金會、臺灣蝴蝶保育協會、臺大農場

等，提供學生多元學習體驗場域，加深加廣學習。 

(三)尋求社區認同，支持學生多元學習：緊鄰本校的仙跡岩自然生態豐富，居民多屬中

產階級，平均教育程度較高、文教氣息濃厚。家長對於學校動態十分關注，學校辦

理各項教學活動多願支持投入，熱心參與，使得學生可以多元學習、健全成長。 

三、學校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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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班級學生人數 

小學部 36班，分散式資源班 2班，學生數 937人。幼兒園 4班，學生 120人。 

(二)教職員編制數 

現行編制教師總數 92人，專任職員總數 11人，專任工友 6人，共計 110人。 

(三)校地特色與面積 

本校位於仙跡岩山坡下，擁有 1.58公頃餘的校地，每位學生平均使用面積為平方

公尺。校地呈五角形、地勢前低後高，擋土牆面積頗大，天然空間應用規劃較為

困難，死角與階梯較多，但教學、活動空間仍算充裕，軟硬體設施亦完備。 

貳、 優質目標  

一、背景分析 

    本校願景為「創新、友善、專業、進步」，各項教育作為均以達成學校願景，發展

學校特色為目標。本方案之行動架構，以 P管理規劃創新卓越-D管理歷程友善溫馨-C

管理檢核專業優質-A管理績效進步永續 管理循環為策略方針，實踐創新、友善、專

業、進步的行政服務，達成精粹優質、創造品質的發展目標，打造仙跡岩下的彩虹卓

越景興。 

 

  景興國小 PDCA行政管理與方案目標關係圖 

☆現況 SWOTS分析 

本校行政管理從「智慧網絡、人力資源、事務運作、績效管理」四個向度切入，

以 SWOTS分析說明如下： 

項

目 

內部 外部 
策略(S) 

S(優勢) W(劣勢) O(機會) T(威脅) 

智

慧

網

絡 

1.資訊基礎設

施完備，建立

知識管理平

臺。  

1.教師業務繁

忙，以學年

分享為多。  

2.學校行政業

1.各項資訊研

習有助提升

e化能力。  

2.教育局提供

1.資訊來源多

元化與教師

自 我 意 識

高，行政溝

1.善用雲端科

技，建構完

善 E化知識

管理平台。  



參選編號：1071E005 

4 

 

 2.教師互動氛

圍佳，樂於知

識傳遞分享。 

3.教師團隊碩

博士學歷達

59%。 

4.會議皆建立

電子化資料。  

5. 教學媒體、

資源 E 化共

享行之有年。 

務量日益增

多，行政工

作 負 擔 較

重。  

3.部分教職員

工 e化能力

待提升。 

4.教師需要關

注 議 題 頗

多。 

 

資訊設備及

資訊專案發

展經費。  

3.雲端科技發

展快速，資

訊便捷性日

益進步。 

4.學校鼓勵團

隊 專 業 成

長，有利於

取得資源。  

通需要高度

技巧。  

2.建構周延知

識管理平臺

不易，知識

分享需持續

推廣。 

3.資訊環境需

長期投資，

並持續引進

資源。 

2.規劃多元專

業對話，營

造專業對話

氛圍，凝聚

共同目標。  

3.資訊設備持

續更新更臻

完善。 

 

人

力

資

源  

 

 

1.依法進用專

任人員並適

才適用  

2.家長會志工

團積極協助

學校發展。  

3.成員積極參

與進修，互

動良好。  

4.同仁相處融

洽感情佳。 

1.雖有獎勵措

施，但激勵

誘因待提升  

2.職位異動影

響 經 驗 傳

承，業務發

展需要較多

心力。  

3.新增議題漸

多，人力未

能增加。   

1.因應近幾年

退休潮，增

加新進教師

人力，注入

新血活化組

織。  

2.計畫性辦理

教育專業訓

練，提高人

力素質。 

1.資深教師退

休，經驗無

法有效傳承  

2.職工編制不

足，影響行

政服務  

 

1.建立教職員

工獎勵制度

提高自我實

現價值。  

2.建立教師經

驗分享與傳

承平台  

3.開源節流，

增加場地收

入因應人力

匱乏窘境。 

事

務

運

作 

1.定期依法編

列經費預算

並執行。  

2.定期辦理財

產盤點，確

保設備正常

使用。 

3.全校 e 化管

理完善。 

1.校舍逐漸老

舊，單位預

算內之維護

費 較 為 緊

迫。 

2.學校設備數

量龐大，管

理不易。 

3.事務人員不

足，造成學

校 事 務 繁

重。 

1.爭取經費改

善校園空間

與校園安全

設施。 

2.教育局逐年

提供經費更

新設備。  

4.熱心家長及

社會團體提

供資源支援

教學及維護

學童安全。 

1.校園設施開

放 社 區 共

享，容易遭

破壞與維修

不易。  

2.政府精簡人

力，學校編

制縮減，預

算減少。 

3.家長會資源

有限，難給

予充分支援 

1.場地設備落

實專人定期

巡檢。  

2.全校師生凝

聚愛物惜物

的共識  

3.充分利用學

校空間增進

教學效果。 

4.廣泛爭取經

費維修、更

新設備。 

績

效

管

理  

1.定期檢視事

務規劃執行

與成效。  

2.學校與家長

會建立良好

溝通機制。 

3.參與各項競

賽與評鑑，建

立課程與教

學品牌。  

1.教室及活動

空間不足，影

響理想施展。  

2.教學與行政

因課務、業務

繁重難以落

實全面檢核

機制 。  

1.家長會運作

積極正向，有

利校務推展。  

2.運用績效檢

核機制，以提

升服務效能。 

3.建構主動積

極 觀念，提

升行政服務

績效。 

1.政策變動，

增加教職員

工作量，以致

影響績效。  

2.家長對學校

期望紛陳，意

見難免較多。 

3.學校成員對

績效概念較

難精確掌握。  

1.各處室計畫

統整成冊，以

利傳承及檢

討改善  

2.建立職務輪

調與交接制

度，並確實做

好傳承，以提

升服務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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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具體目標  

     依據上述背景分析的結果，結合本校願景發展研擬本校發展優質行政管理方案理

念、具體目標及實施策略臚列如下：  

 學校願景－進步 專業 友善 創新  

結合校名－Jingxing及學校願景－「創新」、「友善」、「專業」、

「進步」，設計出四個活潑可愛的景興寶寶。願學生如花朵綻放，

展現活力與自信；充滿友善熱誠，彼此合作，猶如流暢的音韻，營

造歡樂積極的學習氣氛，打造繽紛璀璨的彩虹學園。 

行政管理願景－精粹優質 創造品質 打造仙跡岩下的卓越景興 

方案

理念 

創新 友善 專業 進步 

管理規劃創新卓越 管理歷程友善溫馨 管理檢核專業優質 管理績效進步永續 

具體

目標 

智慧網絡系統化，

提升專業效能。 

人力培用適性化， 

發揮團隊力量。 

事務運作品質化， 

周延行政支援。 

績效表現優質化，

落實永續理念。 

實施

策略 

1.建立有效的數據

管理與運用機制 

2.推動創新的知識

管理與決策  

1.進用優質的人力

與專業培訓 

2.落實有效的管理

考核與激勵機制  

1.建立完善的校舍

建設與採購程序 

2.落實適切的經費

編列與財物管理 

1.運用管理技術提

升績效 

2.展現卓越的行政

績效 

卓越景興 優質璀璨 永續發展 

教師因精進專業成長而教學卓越，學生因有效學習而優質璀璨， 

學校因優質行政管理而永續發展。 

參、 具體做法  

一、實施內容： 

    本校行政管理係根據四個方案理念，落實推動具體目標，透過方案實施策略與具

體措施內容有效達成。茲將實施內容分述如下：  

一、智慧網絡 

目標 智慧網絡系統化 提升專業效能 

指標 具體作法 

1-1 

建立

有效

的數

據管

理與

運用

機制 

一、建置行政及教學資源數據資料庫及各類行政及教學e化服務系統 

(一) 建立知識管理網絡：建構全校 e化系統環境，建置學校及班級網頁，並適時更

新加速知識流通。發行校刊、宣導通知等傳遞學校訊息，以彌補數位落差。 

(二) 建置分享交流平臺：於校內網路系統設置 FTP檔案中心、Google雲端協作平

臺、You Tube分享平臺、教學資源分享中心，將相關教學資源、教師教學經

驗、團隊課程研究等資源完整蒐集，促進知識分享與創新。 

(三) 資訊設備升級：逐年編列經費，依據設備使用年限訂定汰換原則，升級各項資

訊設備；積極申請資訊專案補助，增加資訊設備，以提升教師教學專業知能。 

(四) 運用處室行政網頁及 FTP檔案中心、Google 雲端分享平臺建立行政知識庫：

運用組合、分類、有效管理知識。文書組專責將「教師晨會」、「擴大行政會

報」及「校務會議」等紀錄，透過電子信箱即時傳遞給每位同仁。 

(五) 在學校網頁上開設校內「修繕專區」，提供便利的報修服務及查詢處理流程。 

二、建立教育專業發展知識管理系統與系統間聯結的回饋檢核機制 

(一) 研習滿意度調查：辦理教師研習活動後，透過研習回饋表，建立回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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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召開檢討會提出興革意見：重大活動如體育表演會及藝能科發表會，結束後召

開檢討會，以供來年改善參考。 

(三) 問巻回饋單：如每學期學校日回收滿意度及意見回饋單，做為學校興革參考。 

(四) 發展課程評鑑機制：定期針對課程設計及實施填寫評鑑表，進行課程檢核。 

(五) 統計學生閱讀量：圖書借閱率與閱讀排行檢核與獎勵。 

(六) 統計水電使用情況：掌握校園用電、用水費用，實施節能檢核機制。 

(七) 統計午餐滿意度調查結果，作為午餐供應委員會討論及改善依據。 

   
自製教學網站共享教學資源 學生閱讀排行榜 建置雲端知識分享平台 

1-2 

推動

創新

的知

識管

理與

決策 

一、善用各級教育網路資源，聯結與應用管理，提升行政品質。 
(一) 利用學生健康管理系統，統計學生健康數據：統計學生體適能、視力及口腔檢

查結果，並統計傷病原因、次數與地點，據以提出改善。 

(二) 建置教學資源網站連結：校網首頁連結教育部六大學習網、兒童深耕閱讀網、

臺北益教網、臺北市線上資料庫入口網、均一平台…等，提供教師便利運用。 

(三) 分享雲端硬碟資源：運用雲端共作方式提高行政運作、資訊分享與事務簡化。 

(四)開發校本教材：如魔岩傳奇、品德教案等，建構校本智慧資本，共享教學資源 

二、依據數據展現決策歷程，進行各項專業分享與儲存成果。 

(一) 數據化分析的專業成長：針對學生基本學力檢測結果進行數據分析，並研擬教

學及命題改進策略，擬定命題類型與比例規範、修正檢核表等相關改進措施。 

(二) 建置各類教學主題網站提供師生教學資源查詢及各項活動成果分享。 

(三) 辦理『教師交享閱-為你而讀』：建構雲端網上論壇，將閱讀的心得、摘要或回

饋，透過網上論壇進行即時分享，同時透過論壇資料庫完整保留運作軌跡 

(四) 協作平台分享成果：將教師社群專業成果，經由雲端協作平台共作方式進行成

果公開分享與系統儲存。 

(五) 建立校務資料之統計分析，以數據顯示評鑑結果，提供檢討精進的策略。 

   
學生健康管理系統 校本課程教材：魔岩傳奇 教師社群成果公開分享 

 

二、人力資源 

目標 人力培用適性化 發揮團隊力量 

指標 具體作法 

2-1 

進用

優質

一、 透過合法有效程序篩選優秀人才 

(一) 事先審查進用人員：本校進用代理教師、社團等人員，先行查詢是否有涉

及性平等不良紀錄，再行任用。 

(二) 召開相關會議：召開教師評議委員會、教師及職工考績會、社團審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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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

力與

專業 

培訓 

 

 

 

 

 

 

 

 

 

 

 

 

 

 

 

 

 

會，審評聘用人員，遴選優秀才。 

(三) 定期考評社團師資，去蕪存菁：課後社團排定執勤人員巡察督導，依據指

導老師表現，提交社團委員會決定是否續聘。 

(四) 建立人力資料庫：建置現職教師、員工、退休老師專長檔案；調查家長專

長及服務意願，成立人力資源網絡。 

(五)志工招募，任務編組：根據家長專長及意願進行編組，協助校務推動。 

二、 定期辦理教師及行政人員專業成長訓練 

(一) 辦理教師增能研習：規劃辦理輔導知能、性平教育、特教研習、健康促

進、環境教育等進修活動，並辦理寒暑假備課研習，提升教師專業知能。 

(二) 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本校申請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透過觀課與分

享，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增進專業素養。  

(三) 成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辦理國語文、數學、英語、自然與科技、社會、

健康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綜合等教師專業社群，促進同儕專業成長。  

(四) 辦理行政知能研習活動：如辦理文書作業研習、資訊知能研習等，提升行

政人員專業知能。 

(五) 承辦教育局各項活動，增進行政與教師專業成長：承辦傳統藝術教育成果

展演活動、生命教育工作小組等增進行政人員專案管理知能與經驗。 

 
  

辦理教師專業知能研習 資訊組長講解設備使用 承辦全市點子科學競賽 

2-2 

落實

有效

的管

理考

核與 

激勵

機制 

 

 

 

 

 

 

一、 定期進行員工管理考核 

(一) 召開教師及職工考績會議：訂定考核指標，參酌平時考核紀錄。 

(二) 落實員工差假管理：員工請假依法辦理，確實登錄及檢視。 

(三) 提供各項工作規範：明訂員工工作規範，建立明確分工機制。  

(四) 查核人員差勤狀況：人事主任不定期巡視，核時記錄，列入考績。  

(五) 相關活動平時考核：健身操、慢跑、晨讀 15分鐘、潔牙推動等執行情形由

老師平時記錄，期末繳交，作為敘獎依據。  

(六) 暢通申訴管道：成立申訴評議委員會，以公開、公平、公正的方式處理各

項案件，凝聚教職員工的向心力。 

二、 建立激勵機制與提升危機處理能力。 

(一) 設置師生獎勵機制：由家長會發予獎金激勵參賽師生。 

(二) 公開表揚正式頒獎：公開頒獎，適時表揚同仁優良事蹟，增加榮譽感。  

(三) 申請員工記功嘉獎：各項教育政策推動，如：資訊倫理素養、健身操、慢

跑活動、午餐指導等有功人員，辦理敘獎。 

(四) 員工活動增進感情：辦理員工文康活動、外埠教育參訪等，增強向心力。 

(五) 辦理感恩活動：體表會頒發服務 5、10、15、20、25年員工感謝紀念獎

座；教師節辦理學生感恩奉茶活動；舉辦退休人員歡送會，溫馨感人。 

(六) 危機處理演練：定期辦理防災、防止暴徒入侵演練，加強危機因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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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表揚正式頒獎 辦理複合式防災演練 文康活動增進員工情誼 

 

三、事務管理 

目標 事務執行品質化 周延行政支援 

指標 具體作法 

3-1 

建立

完善

的校

舍建

設與 

採購

程序 

一、 訂有學校設施興建與維護計畫，並能定期保養、修繕、追蹤及記錄。 

(一) 依據中長程發展計畫訂定年度修建工程計畫：依據中長程發展計畫申請年度

其它修建工程、教室精進方案、美化校園環境等經費，以改善學校環境。 

(二) 訂定設施設備保養修繕計畫：定期辦理委外維護作業，加強設施設備維護、

改善與追蹤，提高設施設備妥善率。 

(三) 擬定各項自主檢查作業：如遊戲器材、教室設備、水電設施、各類公共區域

等安全檢查作業，落實自主管理，維持各項設備設施安全性。 

(四) 環保節能設施規劃降低採購成本：如安裝省水水龍頭、全面更換 T5燈具、

汰換老舊電扇，減少能源消耗。  

(五) 定期填報「環保署採購網」，環保採購比例符合規定。 

二、 訂有採購案件標準化作業流程，能簡化採購流程，建立追蹤控管的做法 

(一) 依據「臺北市政府採購標準作業流程」辦理工程、勞務、財物採購作業。 

(二) 善用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及後續擴充採購機制，以簡化採購作業。 

(三) 依據「採購稽核作業」及「施工查核作業」之內容進行自主檢核。 

   
消防受信總機系統檢測 飲水機水質檢測網頁 線上報修系統 

3-2 

落實

適切

的經

費編

列與 

財物

管理 

一、能依法定程序編列與執行預算，及建立經費編列與執行的績效管控機制。 

(一) 依法定程序編列預算：依據「臺北市地方總預算附屬安慰預算編製要點」、

「教育經費與管理法」等相關辦法編列年度預算。 

(二) 配合校務發展需求編列預算：調查各處室、各學年、各領域需求，經費合

乎比例原則，由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後編入年度預算。 

(三) 把握時效執行預算：依據「臺北市政府所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確實掌握

預算執行率，每年預算執行率均達95%以上。 

(四) 各處室訂定執行期程：各處室擬訂年度工作計畫，編造分期採購進度，據

以確實掌握執行情形。 

(五) 建立經費分析評估績效：由會計室提出每月各項經費執行分析表，據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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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管控執行情形。 

二、訂有財物管理計畫，善用資訊確實做到精確的財物管理。 

(一) 建置e化財物管理系統：運用「財產管理系統」列管本校財產與物品。 

(二) 建立管理辦法及盤點實施計畫：訂定財產(物品)管理辦法、財產暨物品盤

點實施計畫，落實校內各項財物管理。 

(三) 建置線上場地借用及設備修繕系統：建置校內「設備修繕管理」網路報修

系統、「專科教室預約」系統，提供場地管理效率。 

(四) 建立校園資源共享及財物盤點機制：定期盤點財物及辦公事務用品，避免資 

    源浪費；善用「惜物網」進行報廢設備之拍賣，物盡其用增加收入。  

   

專科教室預約系統 財產管理系統 惜物網拍賣報廢設備 

 

四、績效管理 

目標 績效表現優質化 落實永續理念 

指標 具體作法 

4-1 

運用

管理

技術

提升

績效 

一、能有效進行績效管理，親師生滿意度高。 

(一) 各項活動進行前制訂完整實施計畫，並召開工作協調會議，凝聚共識達成

團隊分工合作機制。 

(二) 活動後召開檢討會議，彙整意見供作未來活動參考、改進。 

(三) 透過問卷與檢核表，收集行政運作、活動辦理、教學實施的實況與反應，

評估目標達成與績效表現。 

(四) 透過校網行銷、校景佈置、成果展示，讓親師生感受參與感、享受尊榮

感，增進認同度、提高滿意度，展現優異表現，激勵成員士氣。 

(五) 規劃標竿交流參訪，如宜蘭華德福、和平實小，進行優質典範學習。 

二、展現管理技術，進行計畫、試作、檢核及改進的實例。 

(一) 訂定 SOP標準作業流程，確保計畫與活動執行成效。 

(二) 落實 PDCA品質管理循環，追求持續改善，品質不斷提升。 

(三) 建立校務資料之統計分析，以數據顯示評鑑結果，提供檢討精進的策略。

如：學生傷病統計、學力檢測結果、視力牙齒檢查結果、易受傷場所等。 

(四) 落實課發會之學校課程評鑑，作為課程計畫修正參考依據，並多次榮獲學

校課程計畫優良學校。 

(五) 每周召開主管會報及教師晨會、每月召開擴大行政會議，適時檢討改進。 

   
工作協調會議 凝聚共識 傷病統計 提供改進方向 落實課程評鑑 作為修正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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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展現

卓越

的行

政績

效 

一、能建立追求卓越的績效管理制度 

(一) 定期召開主管會議、擴大行政會議進行意見交流研討，落實 PDCA管理。 

(二) 各項會議資料均由文書組長建置於雲端會議管理系統，方便追踪檢核。 

(三) 積極申請各項專案，如深耕閱讀、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教學輔導教師、

駐校藝術家、小田園、傳統藝術等，引進資源以促進校務發展。 

(四) 每學期定期進行校務經營績效表格的內容更新，建立系統化的績效管理

機制，展現教師專業發展與學生優質學習的卓越成果，追求永續發展。 

(五) 主管勤於校園走察、巡堂、觀課，主動積極掌握班級、校園現況；並做

成紀錄、討論，以求改善現況。 

二、行政管理績效能展現學校特色，並符應學校未來發展需求 

(一) 校長依據校務發展計畫，定期檢核校務發展績效，落實自我評鑑與檢討

改進，健全回饋修正機制。 

(二) 各處室於每學期校務會議進行經營成果及未來經營重點進行報告與說明。  

(三) 落實教育 111精神，發展學校特色，培養學生專長，成就每一個孩子。 

(四) 參與各項競爭型方案評選，如優質學校、教育 111、行動研究、KDP國際

認證，從評選歷程累積精益求精的經驗，並擴展典範學習的視野。 

(五) 運用網頁、電子看板、穿堂海報及新聞稿發布等多元管道，公告各項優異

表現，以行銷辦學績效。 

   

教育111標竿認證 校務會議經營成果報告 召開行政會議建立共識 

二、創新做法 

(一)建置 E化資訊網絡，實踐智慧網絡效益 

1.活用 google雲端共用功能，加速資料彙整分析 

  ☆運用 google雲端共用功能成效表 

功 能 研發運用 運用成果 

Google表單 課後社團報名系統雲 
能自動於雲端硬碟匯出試算表，便於

快速彙整資料，掌握訊息。 

Google文件共用 各項會議記錄 
會前資料登打，會中即時討論，會後訊

息公告。 

Youtube 活動影片 集結全校影片，即時公開與宣傳。 

雲端硬碟 全校相簿、文件公告 統整全校文件、相簿儲存與共享。 

Google街景 校園實境導覽 以環景照片探索校園打造實境體驗 

協作平台 
各主題教學網、學習領

域網站、班級網站 

打造多元公開平台，推展活化教學分 

享。 

網上論壇 全校讀書會、主題討論 匯流知識訊息，激盪創意花火。 

Gmail 全校公務信箱 留存校務運作軌跡以利經驗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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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置全校有線、無線網路環境，完成全校數位系統。 

3.建立校內網際網路防火牆，安裝防毒軟體並定時更新病毒碼及防毒引擎，落實控 

    管教職同仁帳號權限，禁止使用未經授權軟體，建構校園資訊安全網絡。 

4.班班配置電腦、投影機、電子白板、影音廣播設備，建立教室資訊化系統。 

5.景興影音即時播：透過校網設置影片、照片推薦專區，大門圍牆外、警衛室穿堂 

    及自然科學館三樓走廊分置 42吋數位電視，播放學校各項活動，行銷辦學成果。 

   

無線網路讓學習更便利 影片推薦專區 分享精采剪影 照片推薦專區 內容多元 

(二) 結合線上學習平台，建構適性學習系統 

    運用「精進課堂與教學資訊專案計畫」經費與「均一教育平台」，提供老師進行

「適性學習」、「差異化教學」、「補救教學」時的最佳輔助。讓老師更確實而有效

率的掌握學生學習歷程，並藉以做更精準的教學設計，提升學習成效。 

       
辦理均一平台研習 組成實驗推動小組 小組成員推動實務分享    建置雲端分享論壇 

(三) 建立獎勵激勵措施，促發人力資源專業能量 

 1.優良表現，主動申請記功嘉獎：各項專案執行與獎勵辦法事先公告，力求機會均 

等與公正公開，鼓勵教職員積極努力。  

2.資深教職員工公開頒發獎牌：服務本校滿 5年、10年、15年、20年、25年、30

年員工，安排於體育表演會典禮公開表揚，由家長會致贈感謝獎牌。  

3.頒發獎金，激勵員工士氣：家長會每年提撥經費，獎勵師生參加對外比賽獲得佳

績，也鼓舞教師進行專業發展。 

   

課後社團報名系統雲 Google文件 會議記錄 Youtube活動影片 

   

Google雲端相簿 Google街景 校園導覽 協作平台 數學領域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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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辦理迎新座談、同仁慶生、退休歡送、休閒旅遊等活動，凝聚組織成員的情感。 

☆家長會獎勵金實支金額 

學年度 102 103 104 105 

教師專業發展獎勵金(元) 3,200 6,000 10,550 12,400 

對外競賽師生獎勵金(元) 15,750 29,400 19,680 15,755 

    

    
優質展現與有榮焉 揚善公堂見賢思齊 退休歡送思慕師承 歡樂出遊情感交融 

(四)訂定標準作業流程，管控事務管理機制 

1.每月初定期檢查各項設備及設施，若有損壞即提報修繕，簽約並定期檢修用電設

備、設施與水質安全，提供學生安心安全的學習環境。 

2.依計畫與經費執行預算，預算執行皆依會計程序陳核並於期程內辦理完畢。 

3.簡化文書作業流程，提昇文書處理績效，推動少紙化環保概念，以配合市府文書

自動化系統之規劃與建置，加速公文製作及檔案管理資訊化。 

4.規劃永續校園環境，改善校園環境設施，裝設節能設備，推行資源分類回收，自

設廚房供應午餐，鼓勵多吃蔬食，建立廚餘回收機制。 

5.落實全面安檢制度，加強校產維護管理，落實機械保全監控管理，建立維護巡檢

機制，強化門禁管理檢查，設置校園巡邏點，並繪製校園安全地圖，張貼於校門

穿堂及學務處旁，以作為隨機教育之教材。 

6.開放校園場地，資源共享，提供鄰近社區居民使用，帶動健康運動風氣；另提供

場地租借、地下停車場供民眾租用，藉此增加收入；停車場設置掛牌，同時呈現

日夜間車位租用人車號，便於保全核對車號，管控進出車輛。 

(五) 建置校園 e化安全系統，校園安全滴水不漏 

  1.運用電子巡邏棒有效巡邏:購置 5支電子感應巡邏棒，供保全人員、導護老師等巡

邏使用。巡邏棒感應巡邏點的同時，仍可觀察巡邏點週邊情形，改善巡邏點簽名的

不便，讓巡邏人員能快速有效的進行校園巡邏，維護校園安全。巡邏記錄供電子化

運用，便於掌控巡邏時間及次數，以分析改善校園巡邏人力編配。 

  2.建置電子圍籬 e化監控:監視畫面 e化管理，除可調閱、儲存外，亦可透過網路 

於桌機畫面監看，即時掌握校園突發狀況。歹徒翻牆闖入時，電子圍籬能正確發

報，並傳送畫面至相關人員手機，讓校方人員能即時因應處理，確保師生安全。

此外，更透過每週 2次電子圍籬自我檢測，確保系統於歹徒闖入時能正常運作。 

   
電子巡邏機感應巡邏點 電子巡邏感應記錄 e化監控畫面 

(六) 工程管理結合課程運作，打造亮麗彩虹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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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亮麗圍籬工程：結合校本特色課程仙岩綠活，讓學生以仙跡岩的常見動植物為

主題製作陶板，再鑲嵌於本校圍牆，獲臺北市教育局頒發「亮麗永續獎」。 

2.小操場環境改善工程：於防撞鍍鋅鋼板上彩繪仙岩綠活導覽地圖及品德教育核

心價值彩繪圖案，讓學生學習更便利，充分發揮境教的功能。 

3.優質化圖書館工程：重新規劃圖書館動線及空間彩繪，並設計景興故事屋，推

廣深耕閱讀活動，本校河馬劇團即利用此場地協助辦理各項主題宣導活動。 

4.優質化工程：在進行防漏隔熱斜屋頂工程時，整體規劃彩虹校舍彩繪施作，讓

學生進行仙岩綠活實地踏查課程時，以彩虹校舍為地標認識方位。 

 
  

 

亮麗圍籬工程 仙跡岩植物窯燒

陶板 

 彩虹屋頂是地標 故事屋內活動多 

肆、優質成果 

一、目標達成  

(一) 智慧網絡系統化，提升專業效能。  

1.辦理教育訓練，提升成員資訊素養    

研習時間 研習內容 研習成果 

104/03/06 104年度圖書資訊利用教育 22人/3時 

105/01/22  105年均一教育平臺研習 30人/3時 

105/08/26 線上公文處理整合系統運用教學 22人/2時 

106/01/23 資訊專案成果發表會—圖書館書海 2.0 22人/3時 

106/02/10 校園資訊安全與協做平台研習 22人/3時 

106/08/28  班級網頁製作研習 30人/2時 

107/01/26 臺北市 OPEN ID應用與 PaGamO 66人/3時 

2.建置網路平台，促進知識分享轉化   

平臺類別 主要項目 

行政分享 

校內 FTP、校務行政系統、十二年基本國民教育主題網站、教育部校園

自由軟體諮詢中心、線上資料庫入口網、臺北市民 e點通、性平教育學

習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反霸凌專區、行政會議紀錄、電

子護照、無障礙環境、各行政處室網站等  

教學分享 

仙岩綠活網站、書法教學網、游泳教學網、客家文化網站、臺北市教育

局 105 學年度線上資料庫入口網、兒童深耕閱讀網、臺北 e 大數位學

習網、教育部六大學習網、教育部教學資源網、資訊素養與倫理  

學生學習 
今日景興、資訊小玩家、資訊小作家、資訊小畫家、交通安全網站、幼

女童軍部落格、均一平台。 

家長服務 

學校午餐網站、學校最新消息、學校願景、特色、現況、地理位置、歷

史等簡介、學校校規、行事曆、活動照片、榮譽榜、班級網站、留言信

箱、學校日特區、家長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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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辦理學生活動，培養資訊運用能力 

 系統規劃三到六年級資訊學藝競賽，強化學生資訊運用能力。 

資訊學藝競賽名稱 參與年級 說明 

仙岩綠活百萬小學堂 三、四、五、六年級 結合綜合領域校本課程 

繪圖比賽 三年級 配合三年級資訊課程 

海報設計 四年級 配合四年級資訊課程 

程式設計 五年級 配合五年級資訊課程 

簡報設計 六年級 配合六年級資訊課程 

4.申辦多元計畫，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持續辦理臺北市教學輔導教師計畫、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及教師教

學專業學習社群，精進教師教學品質。截至 106學年度為止，本校具教學輔導教

師資格者共 19人；通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階認證者 43人，進階認證者 2人；

教師專業社群參與率達 100％。 

(二) 人力培用適性化，發揮團隊力量。 

1.晉用專任人員，專才適用發揮專長 

(1) 105學年度新進教師 3人（總務主任、資源班教師、級任導師）。 

(2) 106學年度新進教師 5人（科任教師、幼兒園教師），職工 6位。 

2.考量學校需求，聘任臨時約聘人員 

(1)103-106年度進用專業合格代理教師擔任各領域教學。 

(2)103-106學年度進用客語、閩南語、原住民教師每年 7名。 

(3)遴聘專業合格老師擔任課後照顧班、攜手激勵班教學。 

(4)辦理校內團隊(直笛、合唱、游泳、田徑)及課外社團，聘用師資具第二專長本

校教師及校外專長教師指導學生，學生參加踴躍。  

3.鼓勵在職進修，提升員工專業知能  

(1)近 2年教師碩博士人數達 54％以上：教職員碩士以上學歷比率高，以本校師資

平均 16.3年年資，近年仍有老師進修碩士學程，純屬不易。  

            進修＼學年度  103  104  105 106 

碩博士(含 40學分班及進修中)  36  43  50 44 

教師人數  83  86  84 86 

碩博士教師比率  46.99 % 53.49 % 59.52 % 51.16% 

(2)各項專長人員培訓：依照學校發展辦理相關研習，或自願及推派人員參與校外

專長認證，培養學校各項專業人力。 

認證

培訓 

項目  

環境教

育認證 

閩南語

檢定中

高級 

客語檢

定初級 

霸凌防

制人才

高階 

霸凌防

制人才

初階 

性平調查

小組人才 

採購法

認證 

CPR及

AED急

救 

人數 2 5 2 2 4 4 5 81 

(3)教師積極參與研習，發展專業：教師利用週三、備課日、假日等參與進修研

習，充實教學知能，提升專業素養，平均每年每人研習時數超過 80小時。  

4.善用獎勵制度，鼓勵員工積極努力  

(1)優良表現，主動申請記功嘉獎：各項專案執行與獎勵辦法事先公告，力求機會

均等與公正公開，鼓勵教職員積極努力。  

(2)資深教職員工公開頒發獎牌：服務本校滿 5年、10年、15年、20年、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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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員工，安排於體育表演會典禮公開表揚，由家長會致贈感謝獎牌。  

(3)頒發獎金，激勵員工士氣：家長會每年提撥經費，獎勵師生參加對外比賽獲得

佳績，也鼓舞教師進行專業發展。 

 5.志工任務編組，協助校務推動發展  

 (1)志工團隊分為圖書行政、閱讀小學究、認輔、監廚、健康、衛生、環保、導

護、美工、安全、美化綠化、故事、幼兒園及行政等 14組，大家各司其職。 

(2)管樂後援會組織嚴密，協助執行年度行事，推動團務正常運作，平日負責點

名、譜務、管理等雜務，演出時更是全員出動，聲勢浩大。 

(三) 事務運作品質化，周延行政支援。  

1.校舍修繕維護，落實管控爭取補助 

  本校近 4年爭取公務經費超過 2524萬元，用以改善廚房、耐震補強、教室設施及

戶外空間改善等，營造安全友善優質的生活空間，提供師生更佳的學習環境。  

   
2.設備定期巡檢，追蹤把關安全無虞 

  建立自我檢核機制，落實維護、巡檢及修繕工作，為校園安全把關，打造安全無

虞的學習

 
3.校園場地開放，社區互助資源共享 

  積極整合社區資源，開放場地供家長辦理愛心志工團家長成長班，鄰里辦理節慶

慶祝活動，里民同好作伙來運動，鼓勵社區家長走進校園。 

4.預算依法編列，簡化流程有效執行 

(1)善用共同供應契約，簡化採購流程，執行情形良好。 

年度 103 104 105 106 

採購金額(元) 1,505,029 175,980 575,000 757,822 

執行率 100 100 100 100 

學年度 103 104 105 106 

志工人數 132 122 121 120 

學生人數 1,028 990 963 934 

比率  13% 12% 1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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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優先購買環保標章產品，採購執行率均達 100% 。 

  年度  103 104 105 106 

採購金額 (元) 1,419,409 508,034 888,318 3,745,518 

綠色採購比率  100 100 100 100 

 5.e化系統管理，節能展現工作效能 

以下依公文檔案資訊化管理、線上「修繕登記中心」執行及「惜物網」拍賣執行

分別敘述之。  

(1)103年 8月起公文線上簽核系統，提高公文簽辦效率，減少紙類使用，執行良好。    

(2)善用線上「修繕登記中心」系統進行報修，修繕執行率達 100%。 

(3)利用「惜物網」進行報廢設備拍賣，物盡其用增加收入，執行情形良好。 

(四) 績效表現優質化，落實永續理念。  

1.善用統計數據，著眼需求改善現狀 

 (1)藉由校務經營、學校日、友善校園等問卷，了解親師生三方的意見與建議，作

為後續規劃及精進依據。 

(2)學生傷病部位及地點統計分析，以數據顯示結果，加強環境改善與教育宣導。 

 

 

 

 

 

 
                                        

  ☆ 105學年度受傷部位人數統計表     ☆ 105學年度受傷地點人數統計表 

 (3)本校藏書 5萬多冊，統計借閱率，辦理閱讀認證，公開表揚，提升閱讀風氣。 

學年度 學生借閱總次數 全校學生數 學生平均借閱量 

103 38292冊 1033人 37冊 

104 35613冊 986人 36冊 

105 27581冊 937人 30冊 

 (4)掌握全校弱勢族群及低社經背景家庭學生人數，予以關懷及補助。     

年 度 103 104 105 106 

線上簽核比率 (%) 96.03 93.79 96.03 97.05 

電子收文比率 (%) 97.76 98.11 98.37 97.85 

電子發文比率 (%) 97.84 100 100 100 

     學年度 103 104 105  106 

線上報修案件數  3 91 152 198 

執行情形回報數  3 91 152 198 

年度  103  104  105 106 

拍賣件數  133 44 135 130 

拍賣金額  117,490 35,000 106,039 97,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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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關懷弱勢學生，積極辦理各項活動，協助學生學習及適應。 

關懷項目 支援內容 說明 
學年度  

103 104 105 106 

學習輔導 

課後照顧班 參與人數 600 610 598 603 

全校人數 1,033 986 963 937 

攜手激勵班 參與人數 118 156 77 30 

全校人數 1,033 986 963 963 

行為輔導 

認輔活動 認輔人次 20 17 17 21 

個案會議 會議次數 12 6 4 3 

團體輔導 參與人數 360 240 112 324 

2.員工展能揚才，達成專業發展目標 

(1)教學輔導教師制度進行第 10年，共培養 19位教學輔導教師，協助新進教師。 

(2)自 99學年度起教師全數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以精進教育專業能力。 

(3)展現教師教學專業，連年獲獎無數。        

項  目 年度 得 獎 榮 譽 

教師教學檔案徵件 

 

103 特優 1件 

104 優等 1件 

臺北市教材教案設計比賽 103 入選 2件 

104 佳作 4件 

106 入選 1件 

全國創新經營 KDP國際認證 103 特優 3件、優等 1件 

106 優等 1件、甲等 3件、佳作 1件 

臺北市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 102 優選 1件 

103 優選 2件、佳作 2件，團體第八名 

104 佳作 2件、入選 1件 

106 優選 1件、佳作 3件 

(4)獎勵措施引導員工正向積極發展，激勵員工優良表現。105學年度教職員工行政  

   敘獎次數合計次，其中嘉獎 401次，記功 12次。 

 (5)開設多元社團，滿足學生學習需求，發揮多元潛能。     

學年度 開設班次 參與人數 全校總人數 比例 

104上 38 565 
986 

57.3 % 

104下 38 571 57.9 % 

105上 42 713 
963 

74.0 % 

105下 44 767 79.6 % 

106上 42 680 937 72.6% 

學

年 

原住

民 

低收

入戶 

隔代

教養 
單親 

新住

民 

家

暴 

特教

學生 

弱勢生

總人數 

全校 

學生數 

學生 

比例 

104 12 47 14 73 96 3 40 285 986 29％ 

105 13 46 10 75 88 1 42 275 963 29％ 

106 11  46  11  74 76 1 22 241 937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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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DCA優質管理，修繕維護安全校園 

   (1)依據學校發展計劃，充實維護校內硬體設施，營造友善安全的校園環境。 

   
建置校園安全地圖 電子圍籬系統檢測  防災演練 檢測消防設備 

4.追求績效永續，展現團體個人績效 

(1)景興國小用心辦學，追求績效永續，近年來成果卓越，獲得多項榮譽與肯定。 

年  度 獲 獎 項 目 

101 臺北市優質學校資源統整獎 

102 
臺北市教育 111標竿學校認證 

臺北市優質學校校園營造獎、學生學習獎 

103 臺北市優質學校課程發展獎、教師教學獎 

104 教育部教學卓越金質獎 

105 臺北市優質學校學校領導獎 

106 臺北市優質學校專業發展獎、資源統整獎 

(2)激勵成員服務熱忱，推薦表揚本校優良教職員工，樹立學校教育典範。 

  1.榮獲杏壇芬芳錄優良事蹟：李希康先生、廚工團隊、永固會、余張金枝女士、 

圖書館小學究志工團隊、陳貴明先生。 

  2.榮獲卓越科學教育亮點教師：吳欽鴻老師 

  3.榮獲閱冠磐石奬：劉浚霖幹事、徐昇旭老師 

  4.榮獲攜手激勵績優教師：王俞鈞老師 

  5.榮獲臺北市優良教師：吳憶禎老師、廖大烱主任 

  6.榮獲臺北市特殊優良教師：廖大烱主任 

  7.榮獲教育部師鐸獎：廖大烱主任 

(3)家長及退休教師積極參與學校教育活動，多方資源挹注，榮獲正向肯定。 

表揚團隊與個人 年度 獎  項 

李炎生先生等 7人 100-101 臺北市志願服務貢獻獎 

鄒雅葳女士 101 志願服務績優銅牌獎 

余張金枝女士 102 臺北市杏壇芬芳錄優良事蹟 

圖書館小學究志工團隊 103 臺北市杏壇芬芳錄優良事蹟 

邱麗玉女士 104 臺北市優良導護志工 

呂小英女士、林久菁女士 105 臺北市志願服務貢獻獎 

鄭淑惠女士 106 志願服務銅牌獎 

謝茂榮先生 106 長青志工松青獎 

楊惠君女士 106 志願服務貢獻獎 

余張金枝女士   106 臺北市志願服務金牌獎 

 

(4)提供多元課程，學生適性學習，發揮潛能，表現優異，獲獎成果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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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成果 

景興團隊藉由本行政管理方案落實實施，提供五育並重的適性學習情境，讓老師

樂於「教」與「學」；學生樂於探索、主動學習，開展多元潛能，成為兼具品質、品

格與品味的成功學習者，在逐年推動後具體創新成果如下： 

(一)建構校本特色課程，深化教學體驗學習 

    聚焦學生學習，將既有的綜合領域「仙岩綠活」─「山」的課程，整合現有自然領

域各年級有關「水」的單元，逐年蛻變「山」「水」景興課程。其中「山」的課程貫穿

一到六年級，發展出系統化的教學內容，引導學生認識社區內的動植物及人文歷史環境，

深受社區家長與學生的肯定與喜愛。「水」的課程則設置「魔幻水世界」水資源循環學

習角，並研發「魚菜共生」課程，由低年級到高年級逐年加深加廣學習，除透過長期觀

察取代課堂片段記憶外，也藉此培養學生愛護環境的態度與行動力。同時本校校本特色

課程榮獲 2014年臺北市優質學校「課程發展」獎項的肯定。 

(二)激勵教師專業發展，展現成果締造品牌 

    行政團隊與教師相互合作，精進研習並研發教材，締造景興教師專業品牌，於全

國「學校經營創新」暨「教師創新教學」KDP國際認證、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

各領域教學活動設計競賽及教師教學檔案競賽屢獲佳績；並榮獲 103年教育部社群審

查特優，104年教學卓越金質獎及臺北市優質學校 103年「教師教學」與「課程發

展」106年「專業發展」等獎項的肯定。 

(三)多元機會發展潛能，活力學生有效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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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創多樣化的課程與社團活動、校隊，如國際教育交流學習課程、校際交流活

動、直笛團、合唱團、管樂團、古箏社、童軍團、游泳隊、足球隊等，培養學生多元

興趣並提供學生展能機會，深受家長及社區的認同與肯定，並於 102年榮獲臺北市優

質學校「學生學習」獎項殊榮；104年校際交流互訪活動成果評選特優、每週在校運

動 150分鐘典範學校評選優等；幼女童軍團獲台北市女童軍會 101~106年度績優團。 

(四)友善安全 e化環境，提升品質行銷成果 

    行政團隊以打造安全、便捷、服務教學的友善校園為理念，結合 e化系統有效進

行品質管理工作。如建置網路監視系統及電子巡邏感應機及感應點，改善保全及導護

老師巡邏簽名之不便，有效掌握校園安全狀況。行政團隊更善用媒體行銷，展現學校

各項優質成果。本校於 101~103學年度三獲教育行銷獎；103年獲臺北市交通安全教

育評鑑特優、臺北市金輪獎績優學校；105學年度獲友善校園績優學校、深化紫錐花

運動績優學校評選特優。 

(五)營造溫馨校園氛圍，鞏固學校人力資源 

景興在行政與教學團隊共同合作努力下，對於學生的輔導管教一直以正向積極態

度、溫情關懷，形塑友善的校園氛圍。為倡導尊師重道的精神，在教師節辦理敬師奉

茶，公開表揚資深教職員工，並辦理員工退休歡送會，感恩同仁的付出與奉獻。 

為感謝愛心志工的貢獻，由家長會與輔導室共同規劃，辦理志工成長班，包含讀

書會、國畫班、有氧舞蹈、手工皂、點心 DIY、烏克麗麗、桌遊等，吸引更多熱忱的

家長一起投入志工行列。 

對於資深志工的付出，利用體育表演會公開頒發感謝狀，推薦特殊表現志工爭取

志工獎項，近三年榮獲志願服務績優金、銀、銅牌獎各 1位，優良導護志工 5位，志

願服務貢獻獎 3位，優良長青志工 2位，志願服務榮譽 23人。 

(六)工程規劃結合課程，藝文創意優雅校園 

    校園工程不只是興建、修繕，我們把握每一次改善校園環境的機會，期望結合蘊

含美感與體驗的課程，讓學生參與實作，營造處處是教室、時時可學習的人文藝術校

園，達到「所有活動都有教育意義」的教育願景。本校於 99年度以亮麗圍籬工程獲頒

臺北市教育局「亮麗永續獎」；104年藝文領域獲臺北市教學卓越獎評選優勝；105、

106學年度獲頒推動駐校藝術家計畫績優學校。 

(七)廣開多元資源進路，打造區域科普中心 

    申請臺北市卓越科學計畫經費，建置「魔幻水世界」──微水域生態學習角、魚

菜共生實驗農場、生態缸實作教室等科普教育體驗情境，讓景興學子沈浸在優質科普

氛圍中學習成長；同時優質的科普學習情境氛圍，也讓本校獲得「臺北市卓越科學教

育情境體驗學校」的殊榮；每年舉辦科學遊戲及科學展覽活動，深化學生科學探究精

神與系統問題導向思考；自然領域教學團隊研發山水景興特色課程，也榮獲教育部教

學卓越金質獎的肯定；另外本校也擔任臺北市卓越科學普及活動召集學校，致力於科

普教育活動的普及與推廣。 

三、結語 

「教育止於至善」，本校透過「精粹優質 創造品質 打造仙跡岩下的卓越景興」行

政管理方案，從「智慧網絡系統化」、「人力培用適性化」、「事務運作品質化」、「績

效表現優質化」四個實施主軸，結合行政效能、教師專業、家長及社區資源共同努力，

提升景興全面品質管理，達成「友善、進步、專業、創新」的教育願景。我們期許景興

這片福田，在全體夥伴的辛勤耕耘下，能有更璀璨的成果，讓景興更加卓越優質、永續

發展，成為孩子最佳的成長殿堂；讓景興的優質，如陽光般灑落在每一位景興孩子的身

上，呈現在校園的每一個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