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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福星國小以「責任、健康、卓越、榮譽」為學校願景，各項教育作為均以達成學

校願景、發展學校特色為目標。陳清義校長更以福星國小開頭英文字母 FHPS揭櫫本校

以 Future未來、科技；Humanity─人性、友善；Participate─參與、分享；Safety─

安全的福星等四個方向來期許學校成員共同達成學校願景，據此訂定各項實施計畫，。 

本方案結合校內、外資源，發揮行政團結合作的作為，透過領導者提出理念，團

隊共同努力，展現專業、創意的作為，以達到經營優質學校的最大效益。其優質目標

為：發揮優質的共同領導，從友善的教職員和家長做起，推動創新的管理與決策，展

現卓越的行政績效與學生學習成果。 

學校領導的績效，最終的展現在學校硬體設施環境獲得改善，學生學習成效的提

升，對外比賽及展演的成果，最終達成「福臨承恩栽桃李，星聚末廣育英才」的學校

使命。 

 

關鍵字：優質學校、學校領導、臺北市福星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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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現況 

一、設校歷史  

(一)校史沿革 

西元 1898年 創立「臺北小學校」，校長為辻村寬堯。 

西元 1915年(民國 4年) 學校改名「臺北第一高等小學校」，校長為本田茂吉。 

西元 1916年(民國 5年) 學校改名「臺北高等小學校」，校長為大塚堅次郎；西

元 1920年，校長由東八郎接任。 

西元 1922年(民國 11年) 學校改名為「臺北市末廣高等小學校」，西元 1922-1927

年，校長為東八郎；西元 1928-1931年，校長為三ツ橋

安郎；西元 1932-1940年，校長為大場孫治。 

西元 1941年(民國 30年) 學校改名「臺北市末廣國民學校」，校長為大場孫治。 

西元 1945年(民國 34

年)8月 

臺灣光復，李明珠女士奉令接管，並奉派任為校長。 

西元 1946年(民國 35

年)2月 

學校改名為「臺北市城中區福星國民學校」，林聰田任

校長，開辦附設幼稚園及夜間福星初級中學。 

西元 1968年(民國 57

年)8月 

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校名更改為「臺北市城中區福星國

民小學」。 

西元 1973年(民國 62

年)9月 

成立音樂資賦優異兒童教育實驗班。 

西元 1990年(民國 79

年)8月 

臺北市行政區域調整，本校更名為「臺北市萬華區福星

國民小學」。 

西元 1995年(民國八十三

年)3月 

拆除西寧市場，順利收回校地。 

西元 2004年(民國九十三

年)8月 

 

福星國小與中興國小合併。 

 

西元 2015年(民國一○四

年)8月 1日 

陳清義校長接任 

 

(二)發展歷程 

期程 發展摘要 

日治時期 

1898年於台北大稻程現在的貴德街，設立台北小學校。其後在現址

建立木造校舍。歷經數次改名，光復前改為臺北市末廣國民學校 

民國時期 

1945年台灣光復，1946年改名為臺北市城中區福星國民學校，1968

年再度改名為臺北市城中區福星國民小學 

專長發展期 

1973年(民國六十二年)九月成立音樂資賦優異兒童教育實驗班。1990

年(民國七十九年)八月臺北市行政區域調整，再度更名為「臺北市萬

華區福星國民小學」，當時福星國小音樂班為台灣的音樂教育培育了



參選編號：1071L008 

3 

 

許多優秀人才，現在的台北市交響樂團，各大學音樂系教授，都有福

星國小校友。 

精進期 
1995 年(民國八十三年)三月拆除西寧市場，順利收回校地。2004 年

(民國九十三年)八月福星國小與中興國小合併。 

精緻期 

2008 年榮獲臺北市優質學校「資源統整」獎。2009 年榮獲臺北市優

質學校「校園營造」獎。2010 年榮獲臺北市優質學校「學校文化」

獎。2014 年獲台北市小學運動會男子總錦標冠軍。2015 年獲第二屆

教育部藝術教育貢獻獎團體績優學校獎。2016 臺北市公立幼兒園基

礎評鑑訪評，評鑑項目全數通過。2015、2016、2017 連三年獲台北

市音樂比賽管樂第一名。2016年台北市學力檢測超越萬華區平均數，

2017年再提升超越台北市平均數。 

 

二、社區環境 

本校坐落於商業鼎盛的西門町旁，昔日更有知名的中華商場為鄰，莘莘學子多來

自此區。近年來，由於社區形態轉換，商業辦公大樓興起，及少子化影響，成就目前

優質的小班教學環境。新校舍落成，校門口才遷移至今日中華路旁新校舍落成，校門

口才遷移至今日中華路旁。 

民國 93年，新校舍落成，藝術人文氣息的校園建築風格、無圍牆學校設計，創造

出與社區融為一體的展演場所，成為中華路藝術大道旁的都市櫥窗；班群教室的多元

空間，提供令人溫馨舒適的安全學習環境；擁有優良的教學設施，充足的教學資源，

更有享譽各界、獲獎無數的音樂班及體育班，因此吸引許多學子慕名就讀。 

由於地處中華路北端（原中華商場孝棟），緊鄰北門、臺北車站（臺鐵、高鐵與

北市捷運三鐵共構）、中山堂、國定古蹟北門文化園區(未來臺北凱旋門廣場)、西門町

商圈鬧區、臺灣省城隍廟新公園與總統府，是富有歷史文化的社區；鄰近機場捷運站「臺

北關」出口，現在可在捷運站直接做登機 Check in作業；區內人文薈萃與古蹟、舊街、

文物資料館、博物館…等教育機構比鄰而居，提供本校親師生豐富的本土歷史文化與國

際教育教學資源。 

中興、福星兩校合併過程平和順利，成為全國也是臺北市第一所併校成功的國民

小學。目前本校亦在陳清義校長穩健而踏實的領導下，各方面表現蒸蒸日上，並能有效

發揮親師生團隊合作與向心力辛勤耕耘學校教育，以營造精緻溫馨的學習環境為目標，

成為一所傳統與現代、學校與社區、學校空間景觀與都市造街相互結合之開放、健康、

安全而且自然的多功能學校。 

 

三、學校規模 

(一)校地面積 20548平方公尺，教室設備正逐漸汰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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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教室 34 1 室內游泳池 1 6 

自然科教室 2 4 資源回收室 1 1 

體育器材準備室 1 1 團體諮商室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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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教室 2 2 會議室 1 1 

有階梯視聽教室 1 2 校史室 1 1 

無階梯視聽教室 1 1 家長會辦公室 1 1 

英語語言教室 4 4 教師會辦公室 1 1 

教師教學準備室 1 1 活動中心 1    

家事或烹飪教室 1 2 多功能球場 1  

音樂教室 2 2 資源班 2 1 

韻律教室 1 1 琴房 22 0.5 

美勞教室 2 2 田徑場 1   

圖書閱覽室 1 2 停車場 1  

   中央廚房 1  

(二)106學年度班級 31 班，國小部學生 671人 

學年

度 

普通班 體育班 音樂班 特教班 幼兒園 合計 

班

級 

學

生 

教

師 

班

級 

學

生 

教

師 

班

級 

學

生 

教

師 

班

級 

學

生 

教

師 

班

級 

學

生 

教

師 

班

級 

學

生 

教

師 

104 26 547 49 2 33 2 4 71 8 1 30 2 5 150 10 38 831 71 

105 26 519 51 2 30 2 4 84 8 1 39 2 5 150 10 38 822 73 

106 27 530  51 2 35 2 4 86 8 1 35 2 5 150 10 37 836 73 

 

貳、優質目標 
一、背景分析 

     

  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民小學「學校領導」SWOT分析 

 Strengh 

優勢 

Weakness 

劣勢 

Opporyunity 

機會 

Threat 

威脅 

Strategy 

策略 

領導

理念 

學校領導

團隊願意

共同承擔

領導責任 

領導團隊較

年輕，且剛

開始時組長

更換頻繁，

理念較難傳

承 

百週年系列

活動，使領導

團隊承辦活

動及團結力

大增 

學生學

力檢測

成績未

達預期

，里民年

年提出

更改學

區要求 

1．學校各種活動融入學

習元素 

2．檢討數據，邀請教師

參與策略討論與實做 

3．以 Future 的目標做

為努力的起點。就是以

終為始的概念。 

領導

團隊 

學校領導

團隊能做

創意發想

，並具有

執行力 

學校職工人

數少，要不

花錢又能完

成創意作為

，成為兩難 

家長志工能

全力發動友

援，且實際操

作協助完成

各項活動 

每個創

意發想

，會先打

破現有

平衡，離

開舒適

1．組織教師團隊參與

校外比賽，凝聚團隊

認同。 

2．以 Participate 的

理念，勇敢承擔新的

嘗試建立團隊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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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再重

新建立

新的平

衡，必須

仔細拿

捏火候

和時機。  

與分享完成後的榮

譽。 

領導

作為 

家長會與

學校行政

團結合作

並有強大

的志工隊

協助 

面臨校舍三

棟同時進行

結構補強，

影響教學環

境安排 

和家長、教師

增加了溝通

的機會，使同

仁共識更容

易建立 

教師和

家長因

為教室

的更換

頻頻，擔

憂學生

無法安

心就學 

1．融入 Humanity 理念

，每週教師朝會激勵、

讚揚同仁的 努力成果

，提升榮譽心。 

2．家長會會議，全體主

任一起參加溝通無礙，

建立 Safety的安全信任

。 

領導

績效 

近兩年領

導團隊成

員穩定，

能在策略

上逐漸傳

承。 

 教師願意共

同提升學生

表現，建立社

區口碑。 

家長會與社

區互動良好

。 

 

學校績

效卓著

，教育局

屢屢委

以重任

承辦大

型活動

。外部機

構慕名

而來想

合辦活

動。造成

行政人

員工作

壓力增

加。 

1．校內教師自行擔任

研究及講座，持續教

師專業發展 

2．學生學力檢測成績

大幅提升至超越臺

北市平均值。 

3．學生體育、音樂及藝

文比賽得獎無數。 

4．達成「責任、健康、

卓越、榮譽」的學校

願景 

 

二、具體目標 

本校學校領導之執行，透過行政、教師、家長及社區共同參與優質學校團隊，並

以 FHPS為努力方向，持續對方案進行全面品質管理。歸納本校願景、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與 SWOT分析結果之脈絡，並整合優質學校指標四大面向，擬定本校行政管理具體

目標如下： 

(一) 未來性與科技化的領導理念(F) 

     透過科技分析數據，找出問題，檢討改善發展目標，使用科技產品協助教學，提

升學生表現。以終為始，建立全體同仁共識，共同為達成目標合作努力。例如：找出

學力檢測低落的原因和項度指標，採用數位診斷工具，共同努力提升學生表現。 

 (二) 人性化關懷的領導作為(H) 

     努力競爭必然是辛苦，學校環境改善過程中，必然要與同仁、家長折衝。教師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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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教室的搬遷，家長擔心教室位置的好壞，開會、傾聽、人性關懷，是共同走過艱困

期必要的階段。 

(三) 共同參與並團體共享的領導團隊(P) 

     從學校的作息到參加校內、外的比賽、展演，都有老師、行政和家長共同與學生

一起參與的景象，無論在語文比賽、樂團比賽展演、體育項目的競賽及學力檢測的表

現等都是人人一起參與，並且共同享受參與後帶來的榮譽感。 

(四)建置安全溫馨的硬體和心理空間(S) 

     積極改善學校空間使硬體安全、設備科技、心理溫馨，親師願意樂意付出，學生

快樂成長學習。  

 (五)建立學生展能、教師專業的領導績效(FHPS) 

    重視學生學習需求，校園績效管理與品管機制從學生學習出發，以學生    為主

體，整合各項學習資源，將學校願景具體落實於各項校務工作上。教師的專業成長也

以服務對象為導向，執行 FHPS達成「責任、健康、卓越、榮譽」的學校願景。 

 

參、具體做法 
 一、實施內容 

    福星國小的願景是「責任、健康、卓越、榮譽」，校長領導的目標是 FHPS，具體

做法實施內容如下：  

（一）領導理念 

1.1 確立前瞻的辦學方向及特色 

1.1.1 學校成員能掌握辦學方向和永續發展 

一、主管會報定期化：每週定期舉開主任會報，溝通理念及議定學校大小事務，特

別是發生非平常事件時，先和主任溝通理念，理念確定了，再議定執行方式，

確保辦學方向的一致性。 

二、溝通理念常態化：透過教師晨會、宣導傳達理念，建立教師共識，遇有理念不

同時，在會後個別討論，尋找執行方式上的共識。每週公布至少一件好人好事，

提升正向能量。 

三、重要活動預告化：將年度重大活動在一年前列入年度計畫，並在二個月前完成

工作計畫，計畫召開教師、家長聯席會議，使親師生全面參與，活動結束即刻

獎勵或是檢討。 

四、擴大活動參與化：每次參加家長會委員會議，家長代表大會溝通宣導理念與活

動預告，爭取家長的全力支持。 

五、社區參與全面化：校長、主任共同參加社區宗教團體、社區發展協會、里長活

動，宣導學校辦學績效並邀請社區共同參與活動。 

六、 學生比賽動員化：率領主任、教師及家長會參與學生各項活動，各項對外比賽

務必到場加油關懷。 

七、 教室走查規律化：每天固定人員進行教室走查，遇有問題即刻解決。 

八、 校外服勤定型化：每天有固定人員至志工及教師導護崗位走訪，一面致謝拉近

關係，遇有突發狀況就近補位雨學生安全無空窗。 

九、 學校理念可視化：將牆面佈置、大型海報機．LED 大型顯示機呈現學校願景、

重要理念及表現成果。 

十、 教師發展專長化：發掘校內教師專長，媒合學校發展方向，邀請校內教師自行

擔任講座，切合學校發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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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校具有明確的辦學方向及特色，並訂有具體發展策略 

一、 積極主動：傳統的出版紙本宣傳品或校刊，已經不符合資訊流通的速度。學校

的溝通宣傳也不只有靠會議和活動的參與，因此透過大型布幕、ＬＥＤ對外宣

傳外，也透過ＦＢ臉書推播，在ｌｉｎｅ群組也推出每週福星ＦＨＰＳ主動推

播到公開的訊息群組讓校內、外人士都能看到，也能用手機分享，達到積極、

主動和即時性。 

二、 以終為始：104年發現學生學力表現低於萬華區，明確於校務會議和教師會議

宣達，學生的學力表現要提升，並邀請老師和家長一起討論提升的策略，接著

持續執行這些策略：午間好文分享、剪報比賽、唐詩背誦、書法揮毫、數學診

斷及少題天天練等策略。105年和 106年都有持續的進步。  

三、 要事第一：104年 8月甫接任就得知要補強三棟建築，3000萬經費，而不需補

強的那一棟則要進行教室內空間改善工程，幾乎全校區動工。但教室使用剛增

班，為飽和狀態。104年暑假中立即檢討設計圖說，變動以最不影響師生的方

式和位置施工，接著擬定 105年教室配置及施工中可能的更換次數降到最低，

105年 2月寒假中換教室，105年 4月從屋頂和地下室動工，7月學生放假再施

作教室部份，105 年 9月順利開學回復原來教室。 

四、 彼此尊重：104學年有百年校慶系列活動，又要結構補強工程，承辦台北市模

範生頒獎典禮，承辦台北市音樂班甄試，台北市兒童節表演活動。105學年度

協辦台北市國小校長會議，台北市音樂比賽，台北市交通志工表揚大會，台北

市燈會，主辦台北市音樂班聯合音樂會。106學年度操場整修工程，主辦台北

市西區運動會，台北市國小運動會和親子嘉年華活動。這麼多校外活動與學校

活動穿插，必須要有許多面向和不同單位的溝通協調，彼此尊重才能製造雙贏。 

五、 改變習慣：科技物品的使用會改變教師教學的習慣，也會改變行政作為的習

慣，學校早已改變為開放系統，辦學不再只是校內的封閉運作的事，在校務會

議揭櫫 FHPS時同時提出「友善校園從成人做起」的口號，邀請家長把老師當

朋友而非服務員，老師把家長當朋友而非顧客，在教導學生時才能當成「朋友

的孩子」般的關懷。朋友要常關懷，更要知彼解已，才能有最好的磨合。 

六、 創造合作：每年的校慶活動、聖誕點燈活動、倒數跨年、春節揮毫、母親節大

會和畢業典禮，都由行政和教師會、家長會一起會商，找出共同的目標和規劃，

並互相支援，從佈置、執行到成果的紀錄，都共同合作完成。 

七、 不斷更新：雖然每年的節日都相同，但每年的活動都有所不同，參與的人也擴

大新增，引起媒體的關注，經常受到媒體報導，也成為學校必須不斷更新的動

力。 

 

1.2導引適切的校務發展計畫 

1.2.1 訂有可行的校務發展計畫。 

一、 分散式領導的計畫擬定過程：領導並非只存在校長，更加存在於主任、組長和

教師，甚至於來幫忙的志工，因此校務計畫的擬定，不是在校長室裡文書作業

就好。必須了解校內成員的需求，家長及志工在協助校務上的需求，再共同議

定計畫。 

二、 分層負責的計畫擬定過程：計畫的形成在課程發展委員會、學年會議、處室會

議先行討論，考量硬體需求和目標達成的作為，再綜整成完整的校務發展計畫。 

三、 教師專長發展的計畫擬定：系統師設計了校園 google 行事曆，並且推廣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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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使用，使用校務計畫保持調整的彈性，只要有 google 帳號，都能看得到學

校計畫的調整和行事曆。 

四、 特色課程融入的計畫擬定：依據學區特性、家長需求、學生特質及教師專業等

因素，融入課程。校內有老師專長歷史研究、資訊使用、美術設計、劍道及排

球，將之訂定為學校特色課程和本位課程，並由老師開發課程再擔任講師分享

給全體教師。 

五、 統合綜效的的計畫擬定：硬體更新加上軟體使用，讓教學更加生活化和趣  

味性，整理校史室、佈置特色走廊、跑道更新、設置體能教室、修復視聽教室

桌椅及更新教室資訊設備，都讓各方面教學效果更精進。   

 

1.2.2校務發展計畫能反映並符合學校辦學方向及目標。 

一、學校訂有校務發展計畫推動校務 

依據願景及辦學方向，經由學校環境背景分析、擬訂具體目標、執行項目與經

費來源，已訂有 106-110 年校務發展計畫，也能透過教職員工校務說明會、家

長委員會及各種集會，向全體教職員工及家長說明，凝聚共識蓄積能量，在行

政團隊的帶領下，有目標、有方向的推展校務。各處室亦能依據校務發展計畫，

訂有年度處室工作計畫，落實各項校務之執行。 

 

二、校務發展計畫的具體目標與實施策略如下表： 

具體目標 實施策略 

1.實施願景領導，強化行政效能 1-1發展有效能的行政運作機制 

1-2建構健全的行政支援系統 

1-3營造 e化行政管理平臺 

2.增進教學專業，提升教學效能 2-1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2-2發展有效教學策略 

2-3建立教學評鑑回饋機制 

3.拓展多元學習，開發適性潛能 3-1推展多元展能學習活動 

3-2培養多語文閱讀及數理能力 

3-3辦理學生學藝學習活動 

3-4提昇資賦優異教育品質 

4.深耕訓輔措施，活化支持網絡 4-1建立全面性輔導體制 

4-2扶助弱勢家庭與學童 

4-3落實身心適性發展教育 

5.統整社區資源，豐富學習內涵 5-1積極運用社區資源 

5-2鼓勵家長正向參與校務發展 

5-3學校社區永續發展 

6.形塑關懷文化，營造友善校園 6-1形塑人性關懷的校園 

6-2倡導主動積極的服務理念 

6-3營造尊重關懷的友善校園文化 

7.改善硬體設施，營造優質環境 7-1充實教學環境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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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提供安全的學習環境 

7-3建構創新教學校園 
 

 

（二）領導團隊 

  2.1組成合作的團隊成員 

 2.1.1建置領導團隊的成員相互合作的機制 

一、 校務合作科技化：除了平常例行的會議，建立各個不同成員的 line 群組，使

訊息即時流通和轉達，也能即時獲得同仁支援。建立學校網頁資訊，也使訊息

方面傳達和查詢。處室辦公室、教師研究室及教具室皆有雷射印表機、海報機、

影印機，安裝於網路上，提供便捷的列印服務。 

二、 訊息平台專業化：建構行政管理 e化服務平臺，包括：校園網路硬碟、校園修

繕通報系統、處室網頁、校園活動及照片公告管理系統、校務行政系統登錄與

管理、e化成績計算系統、教師行政人員 E-mail、各項會議記錄公告留存、課

外社團報名系統等。 

三、 行政執行標準化：處室舉辦活動從規劃、設計到執行都有標準化的流程，執行

結束後，即建置行政歷程檔案，含計畫、執行照片、檢討紀錄與建議等，作為

日後參考。 

四、 活動辦理統合化：落實分層負責，團體領導，分散權責使業務處理於各處室間

相互支援，加強風險管理與有效分工的執行力，有效統合各處室團隊行政的能

力。 

五、 活動成果共享化：每項活動都由各處室共同辦理、分工，包括人事室和會計室

協助支援，榮譽也共同分享，有敘獎均分各處室，有困難各處室發揮專長相互

支援。 

六、 家長支援常態化：家長會每日有志工值班，每個活動都有志工支援幫忙，己經

成為常態化的團隊合作。 

2.1.2營造團隊氣氛，建立團隊認同感與榮譽心 

一、 行政團隊趨於穩定：106學年度學校行政人員趨於穩定，大多數行政人員均留

任原行政職務，團隊合作建立起工作默契與認同感。 

二、 處室主任領導團隊：各處室主任雖然任職年數不同，經驗不同，但都勇於任事，

各自發揮所長並且能相互支援。 

三、 參加競賽營造榮譽心：每年籌組教師組運動團隊參加校際比賽，同仁和家長也

一起到場加油，形塑團結與榮譽感。 

四、 FHPS每週福星：每週甚至每日宣傳學校正向表現，建立同仁和家長的認同感，

從校外口碑建立起榮譽心。 

五、 教師擔任講座專業自信：由教師自己擔任講座，一方面展現專業，一方面提振

教師自信。 

六、 數據証明教師努力有成：從學力檢測結果分析和各項比賽後頒獎給老師，提振

同仁榮譽感。  

七、 承辦活動激發能量：多次承辦台北市大型活動，讓團隊有相互支援，共同完成

的榮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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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激發創意的團隊成員 

2.2.1領導團隊成員具有創意素養     

一、 活動藝術化：每個學校活動，所有領導成員都發揮創意構思，把活動了辦成活

動，還要讓活動變成藝術作品。 

二、 藝術課程化：每個學校活動，老師或是行政處室，集體討論，讓活動變成課程，

讓學生有體驗的機會。 

三、 課程新聞化：書法揮毫雖是每年固定的課程，但是經過設計後，都能成為校園

布置或是地景藝術，固定新聞媒體都會來詢問是否有資料可以發稿。 

四、 委辦優質化：教育局和市政府基於對福星國小團隊品質的信任，經常性委託福

星國小承辦市級活動，全市的志工表揚大會、模範生表揚大會、校長會議、兒

童節慶祝大會、台北市國小基本學力檢測、台北市教育法規研修都由福星國小

承辦，今年臺北市市小運也由福星國小擔任總召集學校。 

2.2.2領導團隊有創新表現 

節日活動每年創新： 

聖

誕

節 

104年 第一次舉辦點燈，在中庭

舉行，有聖誕樹裝置在中

庭。 

迎

春

揮

毫 

105年 在排球場，全校師生揮

毫，完成後，將春聯貼

成猴採桃（好彩頭）在

門口穿堂背面。 

105年 第二次舉辦點燈，在幼兒

園門外通往操場的走

道。將校園真實的樹佈置

成聖誕樹。還有聖誕老公

公從天空飄過。 

106年 在排球場揮毫，完成

後，將春聯貼成金雞報

喜，在門口穿堂正面 

106年 第三次舉辦點燈，在操場

中間，有家長會自製的聖

誕樹和大型造型蛋糕，並

動用空飄氣球和空拍機

記錄活動。 

107年 在穿堂揮毫，以校名為

春聯，上聯「福臨承恩

栽 桃李」因為北門叫承

恩門，下聯「星聚末廣

育英才」因為校地所在

位置古稱末廣町 

母

親

節 

104年 除表揚大會外，由校長指

揮志工合唱團和學生一

起歡唱 

教

師

節 

104 家長會在教師晨會致贈

福星悠遊卡，做為教師

節禮物 

105年 家長會和志工一起表演

烏克麗麗彈唱 

105 志工在教師晨會演唱並

致贈後背包做為教師節

禮物 

跨

年

倒

數 

每年 12 月 31 日第二節大下

課，學生自由聚集在夢公

園，許下新年新希望，並

倒數跨年。 

 106 致贈防震頭套做為教師

節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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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領導作為 

3.1 建立創新的機制與作法 

3.1.1善用領導知能，凝聚共識並激勵服務熱忱 

一、 創新機制提升學生學力：104年時和五年級老師一起討論學生的學力表現，老

師檢討後的回饋其中之一是，學生沒有作答動機，而國語文低落老師的困境

之一是加強國語文的時間不足。於是先邀請老師討論如何提升學生作答動機

以及在額外時間加強國語文，討論後有共識，對於學力檢測當天以獎品鼓勵

學生盡力作答，平日讓學生在午間時間，輪流到播音室朗讀國語日報的好文

章，數學的部份，則請五年級老師針對學生較低落的幾個指標，進行補救教

學，並且使用 PAGAMO 遊戲平台作為練習的平台，果然連續兩年學力檢測成績

持續提高。而校長也都在備課日、校務會議、學校日和社區的活動中公開讚

揚學校老師的努力和學生的好表現，激發老師的榮譽感。 

二、 創新機制獎勵老師：老師訓練學生得第一名時，校長都要想一個方法獎勵老

師，田徑得冠軍時，獎勵品是金牌飲料；排球冠軍時，獎勵品是金莎球型巧

克力；健康操得金牌時，獎勵品是金磚旺旺。樂團和語文競賽得獎時，獎勵

品是黃金萬兩。每次都要給老師有新奇感。最後全部得獎的人員和幕後工作

人員一起辦個慶功宴。 

三、 創新機制獎勵學生：家長會受到感染，也對得獎的學生個人和團隊有創新的

獎勵方式，有不同形式的慶功宴，小從買 piza到教室，大到在學校餐廳辦

buffet，頒獎有頒獎座、獎品或獎金不同形式。 

3.1.2領導團隊能帶領創新積極的發展規劃 

一、 創新機制輔導學生：大多犯錯學生都是被叫到學務處訓話或是處罰，學務人

員發想出叫學生每節下課來學務處練朗讀的方式，讓學生唸政府宣導文章，

在朝會時上台擔任宣導大使，意外發掘出能朗讀的選手。 

二、 創新活動辦理方式：每年的大型活動都讓行政團隊絞盡腦汁，就使用腦力激

盪法，邀請家長會、教師會各派２－３名代表，與行政團隊一起構思，先發

散再收歛，每年都有創新的想法出現，更優質的是，各自就認領了可以做的

部份，因此同時把計畫和工作分配就完成了。每次的結果都讓學生感受到驚

奇和歡樂。 

三、 經常走動激勵志工：志工來擔任導護、說故事、圖書館整理、補救教學、資

源回收及小田園種植，經常走動，與志工寒喧問暖，激勵志工持續服務熱忱。 

 

3.2 強化監控與後設的管理機能 

3.2.1 領導團隊能建置行政品質監控管理機制 

一、 以終為始：先設定行為作為的目標，再每年檢核成果，作為品質管制機制。例

如：學力檢測成績，目標設為超越臺北市平均值，每年學力檢測公布後，都作

一次檢核。 

二、 自我超越：設定每年參加的比賽項目，每年參加以了解達成結果，例如學生健

康操比賽年年得獎、管樂團比賽年年得獎、田徑隊比賽年年得獎等等。 

三、 達標獎勵：只要達成設定的目標，校長一定公開獎勵師生，家長會也會公開獎

勵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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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領導團隊能運用有效的質量數據管控品質 

一、 經常緊急應變為教育局政策接受新聞採訪做正向回應 

1． 105年教育局取消寒暑假作業，臨時受命舉行記者會，並接受新聞採訪說明

學生壓力減輕及自主學習的應變策略。 

2． 105年忠孝橋引道拆除，第二學期開學日一早，臨時接受新聞採訪，說明學

生上學未受影響。 

3． 106年蝶戀花車禍事件後，接受新聞採訪，校外教學的遊覽車檢查程序及用

車時間均符合安全規範。 

4． 106年電子圍籬設置，接受新聞採訪，說明電子圍籬的正向功能。 

二、學生在各方面的表現，登錄在學校網頁榮譽榜，得獎數量龐大，舉例如下： 

1． 本校管樂團榮獲臺北市 106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北區國小組管樂合奏第一

名 

2． 本校排球隊參加 106年臺北市第 42屆中正盃排球錦標賽榮獲五年級男子

組第四名 

3． 本校田徑隊參加臺北市 106學年度西區運動會田徑比賽榮獲女生甲組 田

徑總錦標第一、徑賽總錦標第一、田賽總錦標第四、4*100 公尺接力 金

牌 、4*200 公尺接力 金牌、推鉛球 金牌 、60公尺 銀牌 、200公尺 銀

牌 、100公尺 銅牌 、跳高 銅牌 、100公尺 第四名 、200公尺 第四名 、

跳高 第四名 、3000公尺競走 第四名 、3000公尺競走 第六名  

4． 本校田徑隊參加臺北市 106學年度西區運動會田徑比賽榮獲男生甲組 田

徑總錦標第二、田賽總錦標第三、徑賽總錦標第五、4*200 公尺接力 銀

牌 、4*100 公尺接力 銅牌 、跳高 金牌 、推鉛球 金牌 、跳遠 銅牌 、

60公尺 第四名 、60公尺 第七名 、3000公尺競走 第七名  

5． 本校游泳隊參加臺北市 106學年度西區運動會游泳比賽榮獲女子組 50公

尺蛙式第二名 41秒 06 (破大會紀錄)!!。女子組 100公尺蛙式第一名、男

子組 100公尺自由式第三名、男子組 200公尺自由式第三名、女子組 4*50

公尺 混和式接力 第八名 

6． 五音孫馬沁瑜參加 106年度全國語文競賽卑南族語組榮獲全國第五名 

7． 二丁陳禹妡參加 2017卓越盃數學全國競賽榮獲國小二年級組全國優等 

8． 106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北區國小 A組榮獲佳績。鋼琴組:六音 黃婧卉第

2名、四音李佩誼第 3名、六音丁士晉第 4名、五音陳奕瑄第 5名、五音

柯欣妤第 6 名、 四音江若喬第 7名。甲等:六音蔡姍珊、六音郭奕宏、五

音嚴彩瑄、六音徐得天、五音高嘉佑、五音李昕穎、六音賴珮綾、五音郭

穆澤、六音洪貞誌。 

9． 107年學生音樂比賽北區國小 A組榮獲佳績。 小提琴組:五音黃祺勝第 2

名、五音高嘉佑第 3名、六音趙思涵第 4名、 五音陳柏穎第 5名、四音

莊喬云第 6 名、六音黃米諾第 6名 。甲等:五音闕玉蓉、五音郭彣禔、五

音王少洋、五音許恩愷、五音謝欣怡、六音黃婧卉、五音謝亞澄、六音游

閔絜、四音謝瑀歆、五音蔡宥婕、四音張聖偉 

10．107年學生音樂比賽北區國小 A組榮獲佳績。 大提琴組:四音李佩誼第 1

名、六音徐得天第 2名、五音陳語婧第 3名。甲等:四音王以萱 、五音黃

羽禾、六音賴珮綾、三音徐得之、五音黃莘甯 

11．107年臺北市三民盃排球錦標賽榮獲五年級女子組第三名! 

三、老師在各方面的表現，僅例舉部份，其他刊登在學校網頁榮譽榜上： 



參選編號：1071L008 

13 

 

1． 105年度紫錐花運動績優學校 

2． 本校吳佳霖老師、歐陽雅靜老師、邱若綺老師參加臺北市 106 年度交通安

全創意教學教材徵選活動，榮獲「創意教學教案設計類」國小組第一名 

3． 本校傅千芳老師、謝佳純老師以「巖疆鎖鑰－北門展風華」為主題，參加

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辦理「臺北市本土小學堂」教學活動教材設計甄選比

賽，榮獲優等獎 

4． 本校蘇晉億老師，以「吞雲吐霧 “菸”消魂散」為題，參加臺北市 106

年度讀報教育教學設計徵件比賽，榮獲優選獎 

四、校長及學校行政承辦教育局委辦工作統計如下： 

1． 台北市音樂比賽 

2． 全國音樂比賽 

3． 全國藝才班成果觀摩會 

4． 台北市音樂班聯合音樂會 

5． 台北燈會配合學校 

6． 台北市模範生表揚典禮 

7． 台北市交通導護志工表揚典禮 

8． 台北市兒童節表演活動 

9． 台北市國小校長會議 

10． 台北市國小學力檢測 

11． 台北市國小行政規章研修 

12． 台北市國小數學診斷測驗編製 

13． 台北市國小國語診斷測驗編製 

14． 台北市國小學生數學能力重建工作坊 

五、學校午餐統計、健康中心傷病統計、用水用電量、消耗品統計、會計統計月報

表、保全紀錄、體育器材檢核、學生閱讀認証、榮譽卡獎勵等等均定期作成紀

錄。 

 

（四）領導績效 

4.1發揮卓越的領導並能自我改善 

4.1.1領導教師持續專業發展與教學革新 

一、 落實考核機制：確實依平日表現、參與度、積極度等，進行考績審核；對於

個人各項表現予以記錄，以備查核；校長於教師晨會及公開場合予以表揚，

頒發獎狀或禮物，激勵士氣。公務人員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

考核要點，每季辦理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與會談紀錄，由各主管考評，於年終

提列為考績參考。 

二、 鼓勵教師研習：教師參加校外研習，特別是政策推動的，需累計研習時數以

得到証書的，返校後由校長親自、公開頒發研習証書以茲鼓勵。 

三、 鼓勵實習指導：教師願意擔任實習指導老師者，於教師早會公開表揚，以鼓

勵教師傳承實務經驗給未來將成為老師的實習生們。 

四、 提升學生國語文能力：全校執行了每日晨讀 15 分鐘、每週一節閱讀課、午

間好文共賞、注音符號闖關活動、詩詞背誦、巡迴班書共讀、故事媽媽及學

生學習錯誤型態分析等措施。 
五、 鼓勵教師擔任講座分享：教師自行研發並擔任教師進修講座，計有主任擔任

資訊課程講座，指導 I AM SCAHOOL 和影音剪輯軟體使用。組長擔任特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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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講座，指導劍道課程和排球課程，教師擔任校本課程講座，指導學校歷史

和附近北門等史蹟。 
六、 鼓勵教師帶學生比賽：鼓勵老師帶領學生參加語文比賽、音樂比賽及體育競

賽，並且和家長會連袂到場加油打氣。 

七、 鼓勵教師參加比賽：鼓勵老師組隊參加各項競賽，並且和學校同仁、家長會

一起到場加油打氣。 
4.1.2落實教學視導與自我改善機制 

一、 訂定教學視導計畫：安排主任定期至班級進行教學視導，遇有家長申訴質

疑，盡速進行說明溝通。 

二、 訂定清楚明確的教職員工申訴機制，藉由教師評審委員會、教師成績考核委

員會、公務人員考績暨甄審會、性別平等委員會等申訴管道，達到有效的溝

通。 

三、 善用各式集會宣導相關規定並做成紀錄，俾為管理及考核參考。藉由網路、

書面等宣導方式，讓教職員工明瞭相關申訴規定與管道。 

四、 成立危機處理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各單位責任分工及執行。遭遇危機

事件時，由啟動危機處理小組運作，依教育局相關規定通報及處理，教務主

任為發言人，統一對外發布訊息。也透過各項會議及活動進行宣導，每年舉

辦危機事件處理實地演練，讓師生了解危機處理運作流程，防範未然。 
 

4.2 促進積極的社區參與及學生適性發展 

4.2.1學校行政團隊與教師會、家長會及社區互動良好，並建立聲望與口碑 

一、 社區宗教組織、社區發展協會和里長，都會參加學校活動，也會邀請學校行

政和家長參加社區活動。互動良好。 

二、 利用各項集會加強宣導，讓親師生瞭解學校推動的各項活動及措施。 

三、 加強親師溝通，爭取家長和學生對學校的認同感。 

四、 透過各項重大活動納入宣導與溝通事項。 

五、 藉由資訊科技、學校刊物或文宣加強宣導，以凝聚共識，並彙整相關建議事

項。 

六、 成立學校安全巡守隊，由福星里里長與北門巡守隊和家長會導護組共同組

成，每日巡視校園安全。 

七、 門首公告學校獲獎榮譽榜，凝聚內外部人員對學校認同。 

八、 運用多元的行銷策略，獲取認同與肯定，運用多元方式行銷學校，例如：校

園網路、校門口海報機、電子佈告、發佈新聞稿、印製刊物、學生作品美化

校園外牆和櫥窗、員工於學校重大活動時統一穿著，展現團結形象、設計製

作學校識別系統、參與教育相關的各式競賽、辦理週末社團、開放校園與社

區共享資源、建立良好形象等方式，溝通學校訊息，促進家長了解，吸引社

區認同。 

九、 系統經營學校公共關係，整合運用社區優勢資源，系統規劃公共關係之經

營，運用可用資源發展校務。採取開放透明的態度經營校務，透過多元的溝

通管道，交流學校訊息，並接受家長及社會的校務參與，建立良好的互動關

係。同時也重視優化學校的內部關係，建構成員間良好溝通和參與校務的機

制，激勵成員共同努力於校務的改善和充實。 

十、 支持志工團隊運作，鼓勵參與學校事務，學校重視招募社區家長志工，能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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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各種場合進行志工招募宣導。目前志工隊依組織章程編制了六組，計有：

環保惜福組、交通導護隊、故事媽媽組、書香媽媽組、學習輔導組、晨光教

學組。 

十一、 鼓勵家長參與校務，家長會傳承及運作良好，學校家長會每年依規定順

利改組完成，與學校互動良好，多年來以「傳承」為核心理念已成為家長會

優良的傳統價值。且每年依規定募集資源，健全財務管理制度，發揮襄助辦

學的良好績效。 

十二、 良好的學校與社區關係，有利經費籌措與運用，學校行政、教師、家長

三者團隊合作極佳，家長亦踴躍參與志工服務；校園積極開放，提供社區休

憩、學習與運動，學校、社區、廟宇關係極為緊密，加以校史悠久人才濟濟，

讓學校對資源之開發、統整極為有利，除了對學校各項學生社團、體育音樂

團隊比賽提供支援外，亦肩負市府大責，例如：兒童月活動、志工表揚大會、

學生全市運動會、校長會議等大責重任，提供人力物力之資源。 

4.2.2優質的校園環境與學生學習成就 

一、 學校經營目標明確，計畫與演練妥適，能確保學生安全。經營目標 FHPS（福

星國小縮寫）Safety 健康安全的福星，目標明顯；加以訂定防災防震實施

計畫、緊急安置所應變計畫…等，人員適度編組定期演練，另裝設電子圍籬、

校園安全地圖、安全愛心站、設施設備維護與檢視、志工加強巡邏、資安廣

加防護宣導…等，也能讓學生家長肯定這是讓學生安心、家長放心的一所學

校。 

二、 教學設施與設備之規劃與維護，能體察教師意見，專責管理系統化，支援教

學功能，訂定專科教室使用維護辦法、專科教室預約系統，班班有電腦等資

訊設備，設施設備維護資訊化；各項採購事先廣納教師意見，財產管理專責

化，報廢定期化…等。 

三、 圖書館空間規劃妥善，藏書豐富與善用圖資教育策略，深耕閱讀成效良好，

圖書館位置適中，內部空間規劃良好，藏書 23,357 冊，每年採納教育局好

書評選之書目，增購圖書每年約五至八萬；辦理增進教師閱讀理解策略之增

能研討，獎勵學生閱讀之獎勵辦法、安排故事媽媽到班級說故事、閱讀角之

設置；鼓勵學生參與臺北市深耕閱讀之各項活動，並獲得評選績優之榮譽。 

四、 永續校園規劃多元，融入課程教學與生活體驗，環境教育成效甚佳，永續校

園之規劃朝安全、健康、節能、進步之方向發展，並結合社區成具有特色之

公共空間，例如：樂器公共藝術造景、夢公園，建置太陽能光電系統、移動

採光之溫水游泳池、小田園體驗農場…等之環境特色；另訂定環境教育實施

計畫，將環境教育融入低、中、高年段之課程，鼓勵小園丁之學童作植物觀

察、環保小尖兵愛校服務、二手書回收、緩起訴人員協助到校維護校園整潔…

等，電費年度比較亦是逐年減低，環境教育成效甚佳。 

五、辦理各類活動統整各項學習資源，有效增進多元之學習力，連續爭取競爭型

計畫，例如：讀報教育、小田園計畫等，參與學生皆達 300-400 人；另辦

理才藝展演、多語文競賽、社團展演、兩岸交流等活動，針對學生基本學力

檢測尋求改進提升之方法，種種皆能有效增進學生多元之學習力。 

六、利用圖資教育之策略與獎勵，有效提升學生閱讀力，教師深切體認提升學生

之語文能力必須加強深耕閱讀，從辦理閱讀理解策略研討，精進教師閱讀教

學，積極引導學生善用預測、連結、摘要、至心智圖策略等閱讀技巧，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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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從閱讀到悅讀；訂定獎勵辦法，學生閱讀分「小學士、小碩士、小博士」

等級之認證獎勵，103 學年度（279 人）、104 學年度（322 人）獲得獎勵，

普及率甚高；另積極參與本市深耕閱讀各項活動，例如：小小說書人、線上

讀書會、新生閱讀齊步走、世界閱讀日之科普閱讀等等策略與獎勵，有效提

升學生閱讀力，並榮獲臺北市國小推動深耕閱讀走察輔導績優學校。 

七、多元活動與良善之資訊設備，有益增長學生靈活之移動力，辦理藝術與人文

類之美術創作社、管樂團、數位音樂社，科學智能類之瘋狂科學社、四驅車

科學社，本土文化之扯鈴、說唱藝術、客語小學堂、節慶快閃等活動，加上

資訊設備齊備、校園網路暢達、行政引導各項會議公告使用網路、學生活動、

工程施作之微電腦影片等，皆有益於增長學生靈活之移動力。 

八、 潛在課程之實施與計畫有效執行，讓學生品格表現良好，重視潛在課程，訂

定榮譽制度實施要點，凡獲選為班級模範生、禮儀楷模、服務楷模，閱讀小

學士到小博士、各類球類、美術等都給予記分配點，適時獎勵；加強日常生

活教育，注重五育均衡發展；增進教師品德教育知能，發揮身教、言教、境

教、制教之潛移默化，成為學生楷模學習之對象。 

 

二、創新作法  

    (一)、建立未來化、科技化的校園(F)：105年建置學校校園網路骨幹光纖、安排

教師科技研習、建置校園AR學習環境，以google行事曆預告學校行事，與I am school

合作家長聯絡簿、與PaGamO網站合作學生暑假作業實施 。 

(二)、打造藝術化、人性化的校園(H)：運用課程活動，巧思變成地景藝術，牆面

佈置，快閃活動，倒數跨年等等，帶給學生許多驚喜，並沈浸在藝術的校園中。 

(三)、共同參與活動師生共享學校榮耀(P)：行政、教師、家長和社區都一起參與

討論出創意的活動方法，從校園安全、硬體建設、活動設計及學習學習成果多方面展

現，有活動一起參與，有成果一起共享榮耀。承辦了教育局交付的模範生頒獎典禮、

台北市國小運動會，台北市國小校長會議，台北市兒童節慶祝大會、台北市導護志工

頒獎典禮、台北市教育法規修定、台北市國小基本學力檢測等任務。也是受到教育局

肯定才敢委以重任。 

(四)、硬體設備善兼顧學習功能及安全(S)：104年到106年，進行了3000萬的結構

補強，1000萬的漏水整修，200萬的電梯更新，300萬的跑道整修 ，300萬的教室室內

整修，500萬的電腦設備更新，40萬的圖書購置、更新學生飲水機、更新音樂班琴房環

境更辦理各個節慶活動使學生在福星國小快樂安全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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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優質成果 

    (一)目標達成 
本校親師生積極認真投入教學與學習活動，發揮團隊合作精神，各方面皆展現優

質表現，屢獲佳績。 

104學年 

★榮獲臺北市音樂比賽北區音樂班組第一名，並榮獲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參賽優等佳績。 

★音樂班榮獲臺北市音樂藝術才能班訪視績優獎 

★榮獲第二屆教育部藝術教育貢獻獎團體績優獎 

★臺北市優良教師評選表揚，陳清義校長榮獲優良 

校長獎，游惠絜老師榮獲輔導與特殊教育優良教師獎。 

★蘇晉億老師以「辨法圖強~讀報教育融入國小高年 

級法治教育教學之行動研究 」為題，榮獲臺北市第 16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徵

件比賽佳作獎。 

★蘇晉億老師以「食在好健康~從讀報覺察食育的重要」為主題，榮獲臺北市 104年度

讀報教育教學設計徵件比賽優選獎。 

★陳清義校長榮獲臺北市優良教師評選優良校長獎 

★通過 104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並榮獲臺北市國小學校課程計畫觀摩審閱「優等獎」。 

★臺北市西區運動會，榮獲男子田徑總錦標第一名、女子田徑總錦標第三名。 

★臺北市國民小學多語文學藝競賽，榮獲國語文、 

★閩南、客家、原住民族語組共 7個優等獎項。 

105學年 

★陳清義校長榮獲教育部師鐸獎。 

★音樂班管樂團，參加臺北市音樂比賽榮獲北區音樂班組第一名，並榮獲全國學生音

樂比賽參賽優等獎。 

★獲選為紫錐花運動績優學校。 

★蘇晉億老師以「眼觀世界，遨遊寰宇~扎根國際教育」為題，榮獲臺北市 105年度讀

報教育教學設計徵件比賽佳作獎。 

★營養午餐廚房榮獲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學校自設廚房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評核優等獎。 

★家長會志工團榮獲臺北市 105年度第 20屆優良志工團隊金鑽獎。 

★榮獲臺北市 105年度國民小學推動兒童深耕閱讀走察輔導分組績優獎。 

★通過 105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並榮獲臺北市國小學校課程計畫觀摩審閱「優等學校

獎」。 

★參加臺北市國民小學多語文學藝競賽，榮獲客家語演說第 2名、原住民阿美族語朗

讀第 6名佳績；閩南、客家、原住民族語等參賽類別，共榮獲 5個優等獎項。 

★參加臺北市西區運動會，男女選手共榮獲 10項個人與團體獎項，並榮獲男子甲組徑

賽總錦標第三名、男子甲組田徑總錦標第四名、女子甲組徑賽總錦標第五名、女子甲

組田徑總錦標第六名；游泳比賽共榮獲 12項個人與團體獎項，並榮獲女子總錦標第二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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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 

★吳佳霖老師、歐陽雅靜老師、邱若綺老師參加臺北市 106年度交通安全創意教學教

材徵選活動，榮獲「創意教學教案設計類」國小第一名。 

★傅千芳老師、謝佳純老師以「巖疆鎖鑰－北門展風華」為主題，參加臺北市鄉土教

育中心辦理「臺北市本土小學堂」教學活動教材設計甄選比賽，榮獲優等獎。 

★蘇晉億老師，以「吞雲吐霧 “菸”消魂散」為題，參加臺北市 106 年度讀報教育

教學設計徵件比賽，榮獲優選獎。 

★通過 106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並榮獲臺北市國小學校課程計畫觀摩審閱「優等學校

獎」。 

★本校 105學年度校務評鑑九大向度全數通過。 

★臺北市公立幼兒園基礎評鑑訪評，評鑑項目全數通過。 

★音樂班管樂團，參加臺北市音樂比賽榮獲北區音樂班組第一名。 

★擔任臺北市西區運動會總召學校 

★擔任臺北市國小運動會四區總總召學校，主辦臺北市國小運動會。。 

★臺北市國小學力檢測國語、數學成績超越臺北市平均值。 

  年度 104  105  106  

科目 國語 數學 國語 數學  國語 數學 

全市 72.08 70.97 66.97 70.67 68.44 68.02 

萬華區 68.98 67.22 63.04 66.86 66.29 65.02 

本校 70.40 64.51 65.65 72.21 70.37 71.91 
 

 

 

 

 (二)創新成果 

 
1. Future具有未來性、科技化的福星 

    
建置太陽能小田園 設置PM2.5電子監控 建置校園骨幹光纖 建置AR、VR教材區 

    

設置LED面板 購置觸控教學螢幕 增購展示機 
運用PaGamO作暑假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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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umanity發揮人性、友善的福星 

    
聖誕點燈活動 跨年倒數活動 教師節敬師活動 運動會社區參與 

    
兒童節才藝表演 台北車站快閃表演 春節賀年春聯藝術 母親節溫馨感人 

 

3. Participate全員參與共享榮譽的福星 

    
榮獲教育部藝術 

貢獻獎 榮獲志工金鑽獎 榮獲管樂比賽第一名 
榮獲教育局紫錐花 

甲等 

    

榮獲教師排球冠軍 
承辦台北市國小 

運動會 

承辦台北市志工 

表揚大會 

承辦台北市模範生 

表揚大會 

4. Safety硬體安全、心靈安定的福星 

    
校舍結構補強 操場整修 屋頂防漏 校舍粉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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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寒冬送暖 建置溫馨諮商室 送愛心鞋盒到偏鄉 暖心雜貨店 

 

5. 校務評鑑九大向度全數通過 

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民小學 106學年度校務評鑑九大向度評鑑結果 

評鑑向度 評鑑結果 評鑑向度 評鑑結果 

一、學校領導與行政管理 一等獎 六、學生輔導與支持網絡 二等獎 

二、課程發展與評鑑運用 一等獎 七、校園環境與教學設備 一等獎 

三、教師教學與專業發展 二等獎 八、特殊教育與團隊運作 二等獎 

四、學生學習與成效表現 一等獎 九、公共關係與家長參與 一等獎 

五、學生事務與國民素養 一等獎 十、董事會設置與經營 無須受評 

 

 

伍、結語 

   臺北市福星國小是一所優質的學校，行政和諧有創意、老師努力栽培學生、家長盡

心來支援、社區資源開放且友善，因此校內透過校長的行政領導、主任老師的分散式

領導，學生學習精進且多元，市政府教育局經常委託專案和大型活動，家長信任而且

支持，各項活動都富涵創意和教育意義，因此學生校內外比賽得獎無數、教師團隊積

極爭取競爭型計畫，家長志工獲得臺北市金鑽獎獎項，各層面都相當努力，透過FHPS

的執行目標，達成共同的願景「責任、健康、卓越、榮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