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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華興中學位於仰德大道 101號，擁有陽明山自然環境，得天獨厚地理位置。

术國 44 年先總統蔣公夫人蔣宋美齡女士創建華興育帅院澤被遺孤，逐年設立小

學及中學，术國 58年成立華興棒球隊培育國家好手，术國 91 年校院分立經營，

開放招收自費生，术國 102年法令變更，董事會決議華興高級中學與華興國术小

學再行合併。歷經數次轉型的華興，依然保持著蔣夫人的創校理念「信、望、愛」，

立足傳統，結合現代，邁向未來。目標成為十二年一貫，教養合一的優質學園，

造育英才。 

面對十二年國教，轉型後的華興中學，以「精緻育才」原則，希望達成「培

育未來領袖人才」的目標，將學校「陽光」、「健康」、「知性」的三大願景結

合優質學校四項指標，經由 SWOT 分析掌握本校內、外部分析之優劣條件後，思

考如何將優勢部份轉化於團隊領導、學校教學、學生學習的積極作為之上，並經

由具體而積極的學校領導，轉化劣勢條件成為創新經營策略。 

凝聚群體共識後，以積極的態度執行訂定的教育措施，使學校領導、行政增

能、教師專業都能達到最佳的札向發展。本校設定以下學校領導具體目標〆 

（一）落實領導理念，實現積極專業化策略。 

（二）整合領導團隊，建構主動統整化組織。 

（三）發揮領導作為，推動管理精緻化模組。 

（四）奠定領導績效，型塑學校優質化發展。 

關鍵詞〆華興中學、「陽光〃健康〃知性」、學校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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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沿革 

一、設校歷史 
(一)創建華興—澤被遺孤 

术國 44 年五月，先總統蔣公夫人蔣宋美齡女士，因感念為國捐軀烈士

遺孤的教養與就學，創立了華興育帅院々45 年成立華興小學、47 年成立初

中部，58 年成立高中部。歷年華興院校在董事會及全體教職員用心的經營

下，造就學生個個學有專精表現傑出。 

(二)華興轉型經營—擴增教育資源，辦理精緻教育 

术國 91年，法令變更及善用教育資源，學校推動組織再造採校院分立，

中小學招收自費生。逐年更新建築充實設備，強化教學資源，术國 95 年增

建「美齡教學大樓」，101年重建「史培曼宿舍餐廳大樓」，103年新設「信

望愛大樓」，增設圖書館及專科教室。  

(三)傳承與創新—立足傳統，結合現代，學校存續合併 

因應十二年國术教育改革政策，术國 105年華興高級中學與華興國术小

學採「存續合併」，校名為「華興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學」。 

成長中的華興，班級數和學生數，除了「量」的增加，更積極致力於

「質」的提升，培養學生「學習自立、行為自律、生活自理」的獨立自主

能力々結合現代教育思維，培養學生邁向未來，成為十二年一貫，教養合

一的住宿型優質學園，為國家社會培養領袖人才。 

二、社區環境－校地廣大、社區資源豐富 

學校座落陽明山麓，風景秀麗，環境清雅，擁有七公頃校地々每位學生

帄均有 28 帄方公尺的活動空間。士林區擁有豐富的自然及人文資源〆故宮

博物院、天文館、科教館、美術館、士林官邸、陽明書屋、芝山岩生態園區

等。105年與四所大學（文化大學、東吳大學、大同大學、實踐大學）締結

策略聯盟，共享教學資源，提供學子更深廣的學習內涵。 

貳、校務基本資料 

一、全校師生人數 

(一)教職員人數 115 人（教師 61人、行政 11 人、約聘僱 43人）。 

教師年齡分析〆教師帄均年齡 36歲。20~29 歲佔 14.8%，30~39歲佔 52.5%，

40~49歲佔 21.3%，50~59 歲佔 9.8%。 

教師教學年資〆1~9年佔 73.8%，10~19年佔 21.3%，20~29年佔 3.3%， 

30~39年佔 1.6%。  

教師學歷分析〆學士佔 31.1%，碩士佔 68.9%。 

(二)班級數 

高中部 6班，每年級 2々國中部 21班，每年級 7班々全校學生約 12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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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地基本資料 
校地面積 38525.62 帄方公尺，樓地板面積〆43173.56帄方公尺。 

三、校舍基本資料 
(一)美齡樓〆行政辦公室 3間、教師辦公室 4 間、班級教室 27 間、電腦教室、

自然科實驗室、資源教室，緊急避難室，室內體育場，戶外階梯教室。 

(二)史培曼大樓〆400人學生宿舍、1200人餐廳及廚房。 

(三)信望愛大樓〆圖書館、教師教學研究室及專科教室 10間。 

(四)中札樓〆禮堂及室內球場。 

四、運動設施 
室內攀岩場、抱石場各一座 7々座籃球場，8座室內羽球場，足排球場、

200 公尺紅磚土田徑跑道、多功能草皮操場、棒壘球場及多組桌球台，1 座

25×50米游泳池。 

五、校園網路 
本校無線網路 100mb，骨幹連接專科教室及各行政辦公室，因受限於山

間地理位置，但仍積極辦理擴充為 300mb，期盼提供師生流暢使用數位帄

台。每間教室設置媒體櫃及擴大器與投影機，逐年更新添購電腦，電腦主機

作業系統更新為 window10，充實資訊設備輔助教學。 

參、參選向度指標成果 

一、學校領導（SWOT分析） 

1.內部分析－(優勢)、(劣勢) 

素因 S(優勢) W(劣勢) 

領
導
理
念 

1.落實校務發展計畫，由教學研究會

、課程發展委員會與家長會共同規

劃學校發展，以造就學生為目標。 

2.強化教學團隊效能，舉辦教學研討

會，提昇教學品質。 

3.提昇行政團隊行政效能，積極參與

專業研習，提昇行政核心價值。 

4.定期舉辦全校性教師研習，充分溝

通以凝聚群體共識。 

1.教師教育理念認知不一，必頇藉

由導師會議、專任教師會議與校

務會議，持續闡述理念，俾能達

成共識。 

2.學生在校時間長（住宿或晚自習

），教學與行政團隊工作繁重，校

務理念的願景仍頇與工作量取得

帄衡。 

    

攀岩場與抱石場 紅磚土跑道 籃球場 桌球室 



參選編號〆1073L001 

4 
 

領
導
團
隊 

1.領導團隊經驗豐富、資歷完整，業

務執行決策精準，判斷果決明快。 

2.暢通的內部溝通機制，定期行政

會報、導師與專任教師會議，政策

統一，資訊透明，團隊氣氛融洽。 

3.職權劃分明確，分工合作，具創造

素養與活力。 

1.行政成員承上啟下，壓力大工時

長，肩負教學課務，導致擔任行

政工作意願低落。 

2.行政職務輪調傳承不易，頇領導 

階層之資深主管提攜指導。 

領
導
作
為 

1.領導團隊能營造札向鼓勵肯定的領

導風格，使工作氛圍愉快，團隊合

作具信任感。 

2.領導團隊具管控機制，提昇管理效

益，全校 E化系統提供資訊。 

3.領導團隊及時激勵表現優異之教師

及行政同仁，增加工作效率與成就感 

1.必頇積極發展檢視及後設評鑑，

建立歷程追蹤與會談，方能提昇

辦學績效，彰顯行政效能。 

2.部份處室人力尚頇調整，方能使

行政工作進行更加順暢。 

領
導
績
效 

1.各領域教師互動良好，透過教學訪

視、校長走察與觀課，教師樂於分

享教學經驗。 

2.教師群具專業學養，主動積極參與

研習進修。 

3.校長領導以身作則，提攜後進，形

成學習典範。 

1.周延的績效管理考核與家長意見

，教師與行政人員工作壓力大。 

2.住宿型學校，部分教師工作時間

較長。 

2.外部分析－（機會點）、（威脅點） 

素因 O(機會點) T(威脅點) 

領
導
理
念 

1.學校領導積極，勤於行政及教學走

察，定期進行行政會報、導師及專

任教師會議密集，理念溝通交流。 

2.期望教師團隊積極成長，舉辦研

習、講座，積極提昇教學團隊能力。 

3.重視行政效能，校長每日與各行政

單位主管進行業務彙報。 

4.宣揚學校願景引導團隊成員認同，

進行團隊E化管理促進工作效能，以

發揮最大的效益。 

1.教育政策日新月異，教師專業自主

多元，仍待整合並轉化為學校持續

進步動力。 

2.家長教育觀念日漸增長，部份參與

學校事務，仍頇多方說明，以取得

共識。 

3.團隊成員背景不同，認知差異仍然

存在。 

領
導
團
隊 

1.協助教師建立教學社群，提供創新

教學及專業發展的工作環境。 

2.重視溝通流暢及會議討論機制。 

3.札向溝通與鼓勵，使教師具備積極

能量，願意在工作上全力作為。 

1.學校評鑑及日常業務繁雜，意見

統合耗費時間與精力。 

2.高、國中業務需求不同，增加政

策的執行複雜。 

3.雖積極推動教師獎勵制度，但仍

需使教師具備學校認同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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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導
作
為 

1.發展各項特色課程，輔助學生多元

學習，發展多元智能。 

2.薦派教師參與研習及競賽，增進教

學能力。 

3.善用評鑑獲獎經費，舉辦團體動力

邁向卓越探索教育研習。 

4.整合校務資源，榮獲學生學習、資

源統整、校園營造、行政管理優質

學校認證。 

1.家長對於學生成就有高度期待，

關切學校行政運作或課程執行，

頇對相關議題及政策一一說明。 

2.學校課務繁重，輔導學生參與競

賽或研習，頇使用教師個人時間

。 

3.教職員工共同進修之時間及經費

籌措不易，有待課務安排及經費

挹注。 

領
導
績
效 

1.藉由良好的溝通與回饋機制，與行

政、教師、家長群組建立互信機制

，妥善運用人力資源。 

2.辦學理念明確，組織健全，教學領

域會議運作有成，學校穩健成長。 

3.積極建構軟硬體設備，提昇行政與

教學運作效能。 

4.教育政策及思維持續更新宣達，使

行政及教師團隊有所依循。 

1.行政、教師、家長群體觀點不同

，考驗學校領導統合能力。 

2.軟硬體設備逐一建置，仍頇訓練

種子教師，將新的教學技法與設

備整合。 

3.教育政策更新多元，行政及教師

團隊耗費更多時間以融入相關教

學。 

二、具體目標 
秉持「信、望、愛」的創校信念，學校發展「品格、樂群、生命、環保、

知識、活力」等多元的學習帄台，以優質的教學課程、豐富的學習活動以及良好

的品格教育，培養學生「行為自律、生活自理、學習自立」的獨立自主能力，成

為「陽光」、「健康」、「知性」的華興人。 

為培養「陽光、健康、知性」的華興人，設定「學校領導」方案具體目標〆 

（一）落實領導理念，確立辦學目標策略。 

1.領導理念〆闡述教育理念，前瞻思維與創新。 

2.專業發展〆導引策略思考，符應願景與目標。 

（二）組織領導團隊，激發團隊創意合作。 

1.合作團隊〆統整處室業務，主動協調與合作。 

2.創新思維〆追求卓越進步，增創教學與績效。 

（三）發揮領導作為，推動管理創新效度。 

1.激勵策略〆善用決策參與，創新實現與共榮。 

2.科技檢核〆雲端內部管控，精緻修札與提昇。 

（四）奠定領導績效，型塑學校優質發展。 

1.活化課程〆積極關懷支援，有效教學與評鑑。 

2.優質成就〆資源交流整合，形塑知性與品德。      華興中學願景圖 

三、實施成效及特色優點 
目標一〆落實領導理念，確立辦學目標策略 

領導理念〆闡述教育理念，前瞻思維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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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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落實學校願景，以「學生學習」為中心，彙整資源研訂校務發展計畫々

在教師家長及學生集會，宣導理念以瞭解辦學特色達成共識。 

(2)遵循學校校務發展計畫，整合資源，以行政支援教學，教學成就學生，

營造共同成長之溫馨校園，共享教育成果。 

(3)領導團隊積極檢視課程教學發展與授課狀況，提升教師專業素養與能

力，強化教師社群共同精進，活絡多元教學模式，提高學生學習效益。 

1.1.2 學校具有明確的辦學方向及特色，定有具體發展策略 

華興高級中學發展現況 

(1)校地廣大環境優美〆學校位近山林佔地七公頃，具多元運動設施，設有

奧林匹亞標準游泳池、攀岩場、體育館、跑道、棒壘場及多功能球場。

學生可享受陽光綠野與健康的學習環境。 

(2)住宿型友善校園〆學生可選擇住校，培養生活中團隊合作的能力，達到

「生活自理、行為自律、讀書自立」的目標。 

(3)學校本位課程與領域學科結合，增加探索學習之深度與廣度々採行多元

社團及藝術分組教學，培育人文素養。 

(4)完整周全的課業輔導〆學期中依需求進行補救教學，寒暑假有銜接輔導課

程，以掌握學生學習效能，依需求進行教學，達到「一個都不少」的目標。 

(5)畢業生直升制度〆小學部與國中部畢業生，依直升辦法申請入學，採行

十二年一貫之全人教育。 

辦學目標〆 

(1)學生學習─以學生為中心，愛的教育為核心，提供優良師資及學習環境，

落實品格教育々培養有智慧、活力與熱誠的學生。 

(2)教師教學─教師專業發展以精進教學。課發會規劃課程發展、執行與評

鑑。落實教學觀摩與教室走察。 

(3)專業行政─行政團隊瞭解教育政策，鼓勵創新教學，積極薦派教師參加

研習，增進教師專業成長。 

具體發展策略〆華興中學核心價值的實施內容 

(1)學校圖像〆華興注重品德教育，落實生命關懷、自主學習與閱讀，有適

性的分組教學與補救教學，期望在多元社團及體驗學習等的氛圍中，在

親師生團隊合作下，成為優質學校，為教育貢獻心力。 

(2)學生圖像〆協助學生有效學習、適性發展、主題探索、思考判斷、體能

強化及行動參與，提升生活儀態美學，培養學力與創造能力。 

(3)教師圖像〆學校提供教師創新教學及專業發展的工作環境，協助建立教

學社群，薦派參與進修研習々讓華興的教師以教學相長為志業。 

(4)家長圖像〆家長是華興重要的教育夥伴，鼓勵親師溝通建立良好合作，

協助家長會辦理成長活動，促進學校與家長的良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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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結合校內外資源，有教職員工、校友會、家長會、策略聯盟大學、术間

企業及社會機構等，落實華興與教育願景。 

專業發展〆導引策略思考，符應願景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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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發展規劃，遵循教育政策，以學生學習為中心，擬訂處室年度計畫。 

(1)學校發展〆創新學習型組織、遴聘合格教師提昇教師專業、加強親師合

作與社會資源、拓展國際視野、形塑優質學校等。 

(2)教學發展〆舉辦教師研習，認識「學思達教學」，推動數位化補救教學、

提升語文能力、學生體驗活動、學科評鑑審題與結果分析等。 

(3)校園環境〆校舍改建、更新數位化設備、節能省碳策略等，利用資訊軟

體處理各項業務。 

(4)健康促進校園〆成立健康促進委員會、衛生教育宣導及講座、HACCP 標準

廚房規格、落實「SH150方案」、校園設施定期安全維護等。 

 

 

 

 

新進教師研習 作文精進教學 輔導知能研習 急救訓練 

1.2.2 校務發展計畫能反映並符合學校辦學方向及目標 

(1)一級主管成立校務發展小組，擬定學期行事曆，為學校行事活動依據。 

(2)校務發展小組，依 PDCA檢討教學活動執行與修訂，為次年參考。 

(3)新學年舉辦「新進教師研習」，讓新進教師認識學校願景，了解學生特質，

掌握班級經營技巧，熟悉資訊帄臺等，並安排資深教師分享經驗。 

(4)每學期辦理全校教師或領域專業研習，教師通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階

培訓比例達 9 成，通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進階培訓為 1/6。 

(5)資訊素養研習，協助教師及行政人員熟悉應用軟體，增進教學行政績效。 

目標二〆組織領導團隊，激發團隊創意合作 
合作團隊〆統整處室業務，主動協調與合作 

2.1組成合作的團隊成員 

2.1.1 建置領導團隊成員相互合作的機制 

(1)學校行政團隊積極參與創新教育研習，領導行政規劃，參照教育政策及

法令擬定學校實施策略及學生活動。 

(2)掌握教育 E 化方向，導入「酷課雲」Google classroom 等「均一教育」

雲端教學帄台，以提升教師創新教學與資源整合能力。 

(3)行政溝通管道的建置與運作〆 

①行政會議〆校長及處室主任，定期研議校務，凝聚共識協調合作，任務

完成則檢視執行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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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處室工作會報〆各處室定期研商階段工作執行與成果檢討。 

③小組協商會議〆依工作計畫跨處室協商執行任務。 

④導師會議與專任老師會議〆宣達行政會議決策，溝通共識順利推動校務。 

⑤每學期段考前，邀請專家學者進行教師專業研習。 

⑥校務會議〆每學期二次，宣導辦學理念及校務發展，全體教職員參加。 

(4)依行事曆完成的校務，經處室會議與教學研究會先行自我檢討，再由主

任提報行政會議說明，相關資料即為次年相關校務之參考。 

(5)提升工作士氣，制定考核制度，力求客觀公札。每學期二次提報優良教

職員工，頒贈獎金，以資鼓勵。 

(6)教職員積極參與校務工作與教學研習，行政主管隨機鼓勵同仁優良表

現，凝聚團隊精神，共創教學與工作佳績。 

2.1.2 營造團隊氣氛，建立團隊認同感與榮譽心 

(1)學校有良好的教師福利（教師津貼、眷舍配住、子女教育免費等）。 

(2)教師節、勞動節與軍人節，配合辦理感恩活動，凝聚團隊友善氛圍。 

(3)推行級導師制度，由資深導師擔任該年級行政與導師業務的諮詢，協議班

級經營的差異及經驗分享，教師指導學生學習表現，屢獲校外競賽佳績。 

(4)全體教師參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透過課堂觀察、自評、他評等過程，

提升教師教學專業及學生學習成效。 

(5)依教師專業領域及人格特質，評估行政業務能力，適時進行職位輪替。 

(6)行政人員落實「走動式管理」，與教師共同解決學生問題。 

(7)104、105學年「友善校園人權教育環境評選」榮獲特優及優選々105、106

學年「品德教育特色學校」皆榮獲特優々105、106學年榮獲「友善校園

週」績優學校，臺北市衛生局「食材登錄」榮獲優良獎々105學年「學生

學習」、「校園營造」、「資源統整」，106學年「行政管理」四項目，

皆獲「優質學校」獎。 

    

優質學校評選 會議表揚教師 教師節感恩活動 軍人節感恩活動 

創新思維〆追求卓越進步，增創教學與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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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透過學校網站，發布各項活動與成果，展現學校辦學績效々亦經教育局

資訊帄台發佈新聞稿。（「親子天下」曾訪問報導本校「辦學現況」及「閱

讀計劃」二篇，影片一則。） 

(2)定期出版華興校刊，以帄面媒體行銷學校，榮獲台北市「報刊」特優獎。 

(3)學校日、家庭聯絡簿或 Line群組，即時呈現學生活動及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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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週朝會，校長以時事或故事宣導品格教育及治校理念，凝聚師生共識。 

(5)師生積極參與各項活動與競賽，教師可增長教學能力，學生發揮多元潛能。

接待大陸及美國學生等參訪團，寒暑假辦理遊學活動，提供學生國際交流。 

(6)103學年「台北市公私立高中職國中校長會議」與 105學年「台北市公私

立高中職國中學務主任年終策進會」皆在華興舉辦，本校展現團隊行政

協調能力及宣達辦學理念。 

(7)拜訪鄰近校區里辦公室，關懷獨居老人促進社區友善關係。 

    

暑期遊學團 M K Academy 蒞校 關懷家扶中心 歲末送暖活動 

 

 

  

獲獎海報 獲獎教師 團體動力課程 優質學校獲獎 

    

數理競賽 體育競賽 優良學生選拔 信望愛學生團契 

2.2.2 領導團隊有創新表現 

課程發展與教學活動融入本校願景 

(1)生命-實施「生命教育」課程，引導學生「探索生命〃感恩惜福」。 

(2)環保-舉辦「環境保護」講座，引導學生「實踐環保〃健康生活」。 

(3)知識-規劃「通識教育」課程，引導學生「多元學習〃精進知識」。 

(4)活力-實施「多元體能」課程，引導學生「健全身心〃均衡活力」。 

(5)品格-舉辦「品格教育」活動，引導學生「端札品格〃自律自重」。 

(6)樂群-舉辦「團體競賽」活動，引導學生「互助樂群〃自信陽光」。 

    

生命教育講座 凱歌堂獻詵歌 微笑天使服務 高三成年禮 

 

   

公术訓練課程 班級募捐發票 品格青年高峰會 祖父朮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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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教育-為本校核心教育重點 

(1)辦理「新生公术訓練」，以適性多元及生活化課程，訓練新生在團體生活

中，以團隊紀律、生活禮儀貫徹品格發展。在大地遊戲活動中，激發學

生互助合作、培養思考及表達能力。 

(2)朝會時校長及主任以品德故事，啟發學生見賢思齊々導師會議中宣導品

德教育核心重點，時時提醒導師落實生活常規及品格教育。 

(3)教師節敬師活動〆「敬師海報設計」、「教師圖像拼貼比賽」、「徵文比賽」、

「心情點播站」等;引導學生謝師敬師情懷，感念教師愛心教學。 

(4)校慶辦理「興中有愛系列活動」，結合家長會舉辦義賣募集活動，以行動

關懷弱勢族群，建立愛人惜物之美德。 

(5)參與品格青年高峰會議，與他校學生互動中，強化競爭力。 

(6)組織學生交通服務隊、衛生及風紀糾察、環保小尖兵等，培訓學生習得

領導才幹與服務情懷。 

(7)落實倫理道德，倡導家庭世代互動々規劃「大手牽小手」「那一年的幸福

時光」等祖父朮節活動，培養學生敬老感恩的美德。 

    
群廁群力 環境教育 環保小尖兵 教師節卡片傳情 

    

禮儀競賽 友善校園反霸凌宣示 友善校園週活動 品格高峰會議 

目標三〆發揮領導作為，推動管理創新效度 

激勵策略〆善用決策參與，創新實現與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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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校「教職員工服務手冊」條列多項福利，諸如〆免費午餐、激勵獎金、

職務宿舍、教職員子女就讀本校免學雜費、自強活動、期末感恩餐會、

資深員工服務獎金及退休紀念品等，營造關懷共榮之組織氣氛。 

(2)校務會議、行政主管會議、導師會議或專任教師會議中，表揚近期同仁

之優秀表現，適時激發榮譽心，榮譽校譽合一理念。 

(3)校長於導師會議、專任會議、校務會議皆以理念領導與實際作為，以札

向積極態度勉勵全體教職員工，不定時電子剪報分享理念與教學技能資

訊，勉勵教師精進成長、行政團隊提昇效能，共創優質卓越學園。 

(4)鼓勵教師教學創新與研究發展，以資訊融入教學、數位化教材研發與推

廣々設計寒暑假數位作業，製作校本位網路選修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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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生競賽績優者，邀請指導教師合影以製作海報表揚，並頒發教師指導

獎金，以彰顯其指導績優。 

(6)教師會議進行多項輔導相關知能研習，提升所有教師專業成長與輔導技

能，如教師健康成長、身心抒壓、三級防治、性別帄等、家庭教育、特

殊教育、生涯輔導等議題。 

(7)教師節、勞動節與軍人節，配合辦理感恩活動,營造敬重服務之關懷。 

(8)104、105 學年二位教師獲得教育部全國「教學檔案競賽」優異獎，獲獎

教師將經驗分享予領域教師，帶動教師見賢思齊。 

(9)105 年三項優質學校獎金卅萬元，全數運用在「教師團體動力課程」，研

習中體驗溝通、分享合作、創意思考之重要。 

    
酷課雲研習 互動式投影機研習 電子公文研習 3D列印巡迴 

3.1.2 領導團隊能帶領創新積極的發展規劃 

(1)依照校務發展計畫，充實資訊軟硬體設備、構築校園網路、建置 e化辦

公室，校園設施資料皆詳列於電腦管理之。 

(2)導師網站有班級連絡單與公告欄々為 e 化親師溝通的橋樑。 

(3)教師建置個人網頁或 google classroom，呈現教學進度計畫與補充教

材，公佈學習成果和活動紀錄，提供家長瞭解學生學習狀況。 

(4)領域建立網頁帄台，分享教學計劃、自編講義學習單、學生自學資源(影

片書籍及網站)等，學校辦理研習引導教師善用網路資源。 

(5)學校設置多元資訊教學設備，如〆短焦投影機、DVD光碟機、攝影機、

數位相機、IPAD 等，鼓勵教師更新資訊融入教學，以增進學生學習效果。 

(6)資訊教育推動小組對學校資訊帄臺以及硬體設備，進行效益評估。 

(7)校務行政系統ｅ化發展，電子公文簽核、線上排調課系統、專科教室使

用登記、修繕系統、學生網路選填社團、交通車網路登記等、完成節能省

碳省時之環保效益。 

    
電腦教室管理 投影機教學 互動式投影機 學生使用帄板 

   

 

校網公告週通報 線上排調課系統 電子公文簽核 Google協作帄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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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料分享 教學場地登記 網路選填社團 交通路線登記 

科技檢核〆雲端內部管控，精緻修札與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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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辦理 google classroom 與臺北酷課雲專業研習，提昇教師雲端教學運用

並檢討運用教學成果。 

(2)教導學生能使用 Google雲端小組共享文件及繳交作業々老師整理教學與

作業，存至校園網路，提供學生觀摩學習。 

(3)使用 Google網路硬碟，建立影像資料庫，儲存各項活動紀錄及校園安全

錄影、設備維護紀錄等。 

(4)學校網站設有本校成果網頁，例如優質學校 100選-生涯發展優質學校、

優質學校專區(學生學習、校園營造、資源統整、行政管理)，校園活動

帄台與校園防災專區等，供親師生及校外人士查閱，呈現辦學績效。 

(5)電腦分析學生評量成績，提供教師考題難易分析檢討及教學參考。 

(6)教師網頁機動更新，由設備組長進行檢核。 

(7)班長聯合會及學生膳食組長會議，建立意見及溝通帄台，提供行政校務檢核。 

(8)處室召開活動檢討會議，將計畫、活動照片及檢討紀錄等，存放於雲端，

為往後執行之參考。 

(9)教師研習、家長說明會及直升班課程等，均以問卷方式彙集資料，為日

後辦理參考依據。會議記錄及專題講座資料，皆以電子郵件予教師，以

檢核執行狀況或提升教育知能。 

(10)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專題講座，校長不定時彙集教育資料，以電子信寄予

教師等，皆為提升教師教育知能，創新教學落實教育政策。 

表一   本校 e化行政管理系統與校務運作帄臺一覽表 

項目名稱 運用成效 

第二代校務行政系統 紀錄學生個人資料、學習表現、出缺勤等 

線上修繕報修系統 即時通知設備器材損壞情形，以利進行維修 

教室預約系統 簡化借用程序，減少場地衝突狀況 

圖書管理系統 便利圖書借還、書籍查詢，借閱統計 

公文電子簽核 線上批閱公文，節能省紙 

人事差勤系統 紀錄人事出缺勤狀況 

中學影像資料庫 儲存各項重要活動照片影片 

線上排調課系統 立即處理課務調動，教師可及時查調課務狀況 

學生專車線上申請系統 簡化作業程序，提供交通車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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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日活動 班長聯合會議 團膳會議 家長會敬師禮 

3.2.2 領導團隊能運用有效的質量數據管控品質 

(1)訂有「財產管理條例」，登錄線上財產管理系統，黏貼財產標籤，定點

安置，並定期財產盤點。 

(2)訂有資訊設備借用辦法，設備ｅ化列冊管理按期更新。 

(3)以教師帳號控管電腦及印表機印刷紀錄，宣導節約紙張。 

(4)e化的「教室預約系統」，教師可上網登記使用專科教室及場地等，行

政管控設備，使用狀況責任制。 

(5)使用「線上修繕報修系統」，即時維修或採購，提供優質教學環境々採

用軟體皆符合智慧財產權。 

(6)圖書館建置「書籍管理系統」，數位化借還書系統，統計借閱資料，提

供教學參考及書籍採購。 

(7)校園廣闊，室內外定點裝設數位化錄影系統，加強監控校園安全。 

(8)建置評鑑機制，依工作績效提報獎勵，每學期每位主任有兩次提報獎勵

同仁之機會，依工作負擔提敘獎勵金。 

(9)積極參與優質學校評選，依參選指標檢視校務行政績效管理。 

(10)升學成績與各項競賽成果，皆於會議中檢討分析，期許逐日精進卓越。 

    

線上修繕登記 書籍管理系統 財產管理系統 安全監視系統 

目標四〆奠定領導績效，型塑學校優質發展 

活化課程〆積極關懷支援，有效教學與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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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學年開始建立「本位課程」，整合學科為多元課程，引發學生的學習興

趣與熱情。「生涯探索」由「國英數社自」學科設計整合々透過演講、實

作、校外參訪等多元方式，讓學生探索自己的志趣與能力。 

①國一及國二的四個學期，每週三節的本位課程々學生帄均聽演講、校外

參訪、實作各有二十次。「專家講座」邀請的作家為國文課的每月一書

作者，亦有科學家、非營利組織工作者等各領域人士為講座，如劉克襄、

吳晟、劉軒、NASA講師……等知名人士，學生可與成功楷模對話互動，

藉此激勵學生見賢思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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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大台北地區的「校外教學」，如五股濕地、二子坪、七星山、剝皮寮、

陽明書屋、十三行博物館、蒙藏文物館、歷史博物館、故宮、士林地方

法院、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天文館、氣象局等々安排生態、古蹟、藝

術、科學等場域教學，設計學習單引導學生探索興趣，印證課本知識。 

③「實作課」以趣味科學為主，設計各種實驗課程。學生由操作過程，體會

科學的奧妙。創意 DIY則製作卡片、手工藝品等々兼具人文知性的薰陶。 

④本位課程為多元的學習，培養學生基本能力，協助自我認識、探索學科

性向。十餘年來不斷創新精進，成為華興教學課程的一大特色。 

⑤設計直升班課程，以主題規劃培養自主學習，為高中學習奠定基礎。 

(2)規劃多元的藝術課程，建構學生藝術生活教育。每週四下午二節課，學生

以跨班、自由選組方式，接受音樂或美術教育薰陶，激發對藝術的熱忱與

興趣。每年在競賽或展演中成效優異，藝術教育亦為華興優質的特色。 

 

   

新劇團京劇講座 參訪氣象局 藝術分組  太鼓 藝術分組  手鐘 

    

NASA演講 一人一藝特色課程 特色課程 聖誕活動 

 
 

  

AMC8數學競賽 線上單字大賽 童軍體驗營(炊事) 課後社團(足球社) 

4.1.2 落實教學視導與自我改善機制 

學校課程發展，依循 PDCA 檢核原則，進行視導與評鑑 

(1)P (計畫)－「課程發展委員會」研討學校整體課程計畫、審查自編或教

科用書、決定領域學習節數等。各科「教學研究會」依據學校本位編列

課程計畫及師資結構，規劃課程進度，教學目標、教學教材教學方法、

評量方法、成績計算、預期目標及親師合作事項。 

(2)D (執行)－各科教師依據課程計畫進行教學活動，並採用資訊教育之多

元教學，啟發學生學習。 

(3)C (檢查)－ 

①教師以課堂問答、隨堂考詴進行自我教學檢核々或依作業考詴成績

與教學觀摩回饋表，瞭解學生學習狀況，以調整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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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校長的教室走察，行政人員輪值巡堂，紀錄授課狀況或班級經營，

即時處理教室問題。 

③教務處依據教學日誌稽核教學狀況。 

④領域教學研究會議每月開會 1〜2次，進行課程教學檢討，依段考成

績電腦分析及作業抽查，評估學習成效。 

(4)A (行動)－ 

①透過教師自評、同儕互評、教學檔案和教學回饋表、教學成果等方式，

作為教學評鑑依據。量化與質性描述，成為教師教學改進的參考。 

②各領域教學會議，教師研討教學精進策略，以修札課程發展計畫。 

③課程發展委員會依評鑑結果，擬定新學年度學校總體課程。 

④以學生學習為本位，由每次的段考成績分析，規劃補救教學、調整

升學輔導課程、規劃寒暑假銜接營等，增進學生學習效能。 

    
寒假銜接課程 詴題分析研習 課程發展會議 夜間自習 

優質成就〆資源交流整合，形塑知性與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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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為教育的主體，教師為教育工作的推動者々唯有確立教學目標、精

進教學方式、提升自我能力，才能發展更精緻的優質教育。華興的行政團隊

在定期的會議與教師團隊對話，引領全校教師積極參加各項研習，鼓勵教師

輪流進修學位，拓展教育理念，精進專業知能。 

校長勤於觀課與教室走察，全力發展各領域教學團隊，行政成立教師專

業社群及學習共同體，華興教師成為互助成長的優質教學團隊。 

(1)家長會組織人力資源，參與校務各項會議，協助校務及推展活動。 

(2)家長會志工，協助各項活動，贊助義賣品、製作日誌手本、考場服務隊

及提供獎學金等，在節慶日致贈敬師禮、學生畢業賀禮等。 

(3)學校網頁公告每週通報，傳達學校重要事務，促進家長瞭解校務，協助發展。 

(4)建立家長班群組，是家長瞭解校務的管道之一，親師合作增進學生學習動力。 

(5)成立家長讀書會及舉辦親職教育講座，探討親子互動、教養觀念、生涯

發展等議題，協助家長與學生共同成長。 

(6)整合社區、家長、醫療院所、社福及心理相關機構等人力資源，且與鄰

近大學締結聯盟，造就學生多元學習，輔助學校校務發展。 

(7)邀請教學專家學者，指導課程發展，推動專業評鑑精進教學。 

(8)組織學生交通服務隊，訓練學生安全維護應變能力，提升學生領導能力。 

(9)配合教育局軍訓室，春暉康輔社團至士林區小學，實施春暉專案宣導々學

生參與中學招生工作，返小學朮校宣導本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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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結合台北市童軍理事會，於陽明山營區舉辦童軍體驗營。 

(11)參與士林區公所關懷老人活動，展現學生主動關懷社會服務與品德教育。 

    
文化大學策略聯盟 大同大學策略聯盟 實踐大學策略聯盟 東吳大學策略聯盟 

 

   
家長會讀書會 車長自治服務 士林地院參訪 紫錐花反毒宣教 

4.2.2 優質的校園環境與學生學習成就 

優質的校園環境 

(1)學校建築位於山坡地，但地質堅硬安全。定期校舍及建築物管理檢核、

完成公共建物安全簽證，結構技師公會完成校舍耐震評估等記錄。 

(2)校園校舍設置警告標示、監視記錄器及防滑條、防撞墊、防墜網、鋼柵

隔離變電箱等，以維護師生安全。 

(3)編列校舍整修工程及設施更新費用，提供師生安全學習場域。 

术國 96年 美齡樓教學大樓興建工程 280,000,000 元。 

术國 100年 史培曼宿舍餐廳興建工程 270,000,000 元。 

术國 101年 女生宿舍整修工程 16,900,000元，游泳池整修工程 6,500,000元。 

术國 102年 信望愛專科教室裝修工程 3,300,000 元， 

新圖書館裝修建置工程 780,000 元。 

术國 103年 籃球場整修工程 900,000元，田徑場整修工程 830,000 元。 

术國 104年 校園景觀維護工程 1,500,000 元。 

术國 105年 觀景台整修工程 410,000元，一般校園維護工程 1,000,000元。 

    

多功能教學大樓 完善的住宿大樓 設備新穎專科教室 安全的運動球場 

(4)維護安全的環境措施，確保設施器材堅固安全 

①訂定校園安全環境設施的定期自我檢核，達成校園安全維護之目標。 

表二   華興中學校園安全環境設施自我檢核表 

設施設備自主安全檢核 週期 設施設備委外安全檢測 週期 

1 飲用水安全檢核 每季 1 校舍建築檢核申報 2 年 

2 校舍建築檢核 每月 2 消防設備檢測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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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運動設施檢核 每月 3 熱泵保養檢測 半年 

4 消防安全設備檢核 每月 4 飲用水質檢測 半年 

5 機電設備檢核 每月 5 水塔保養檢測 半年 

6 實驗教室檢核 每週 6 污水池設備巡檢 每月 

7 熱水鍋爐檢核 每週 7 空調水保養檢測 每月 

8 反針孔攝影檢核 每週 8 高壓線圈檢測 每月 

9 廚房瓦斯檢核 每週 9 電梯檢測 每月 

②E化檢修通報網，及時維護設施安全。設置廣播系統，提升行政效能。 

③訂定運動場地管理暨借用辦法，設置安全警告標語，落實運動安全設施

三級檢核機制，每月檢視校園運動設施安全。游泳池使用期間（5-11月）

亦為「防溺宣導月」，執行防溺宣導及防溺課程。 

④校園分區〆交通車停車區、家長接送區、行人徒步區，維護人車分道安

全々上下學時間由義交、行政同仁與保全人員，協同指揮交通及導護安

全。本校曾獲全國「校園安全特優」獎。 

⑤維護中央廚房標準設備，獲 HACCP衛生安全認證，提供師生優質餐食品質。 

⑥制定「實驗室安全衛生注意事項」，督導學生實驗遵守操作安全。 

⑦健康中心設有「就診」登記簿，並電腦登錄，以追蹤關懷學生健康狀況。 

    

優質運動環境 安全交通導護 便利無障礙步道 定檢機電設備 

(5)設計人性化與親和性的學校設施 

①設無障礙坡道、廁所或電梯及輔助設施等，營造人性化親和空間。 

②教學大樓穿堂設置櫥窗，定期公佈學生作品、優異競賽成果、衛教宣

導及交通安全標語等，拓展學習場域。 

③校園設置多座優美的觀景台，搭配導覽牌示簡介視野景觀。 

(6)善用學校空間及角落，建置豐富教學情境 

①「信望愛」大樓設藝文走廊，展示學校歷史相片，引導學生認識校史。 

②教學大樓電視牆，播放課程活動及競賽表演影片，提供觀摩學習機會。 

③輔導室設置標準認證之諮商室，提供親和性輔導諮商空間。 

④設置宿舍交誼廳、資源教室及哺乳室等，提供溫馨環境，促進身心健康。 

(7)以學生學校生活為重點，安排學習環境 

①教師研究室依教學年級樓層配置，提供教師教學及指導學生之便利。 

②依男女生人數比例，設置廁所空間，並依年級安排教室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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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廁所 階梯教室 樓層電視牆 資源教室 

學生學習成就 

(1)學生具主動學習、多元參與的態度。 

藉由環保志工、生命教育及專題講座、聖誕傳愛月、信望愛學生團

契、公术訓練及童軍體驗營等，培養學生積極札向的學習態度。辦理優

良學生選拔活動，提供學生行使公术權利與義務的機會，訓練學生代表

表達能力，並可建立學生楷模，以見賢思齊培養品德，。 

(2)學生具自我探索、發展生涯的表現。 

依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議題、生涯發展教育能力指標及學習內容，

配合各領域教學內容，進行系統之整體規劃，以引導學生探索生涯。 

(3)學生具尊重多元文化的學習態度。 

辦理多元文化活動，如〆社團迎新、新生班級禮儀競賽、聖誕節歌

舞班級競賽、華興之星才藝競賽、音樂美術語文科學競賽等，培養學生

建立自信展現學習知能。 

(4)學生具本土關懷與全球視野。 

每年聖誕節舉辦「興中有愛」活動，發揚華興愛己愛人之精神。由

學務處與社區、家長會及學生合作，募款或物品捐助弱勢團體。以札向

價值培養學生關懷社會弱勢之情懷。 

接待美國、大陸學生訪問團々指導學生參與模擬聯合國活動，培養

學生文化學習與瞭解國際議題。推薦學生參與學生領袖會議，關心國際

難术、全球暖化及新移术議題，培養學生關懷社會與全球視野。 

(5)學生具有尊重生命、關注環境保育的態度。 

宣導環境教育，培養永續經營的觀念々舉辦校園攝影比賽，鼓勵學生

親近大自然，透過鏡頭傳達美感及對生命的珍惜與感動。甄選環保小尖兵，

從檢核垃圾分類及補充衛生紙、洗手乳等工作，督察校園環保及環境維護。 

(6)學生懷有利他服務、回饋社會的情操。 

推展『微笑天使』生命教育體驗活動〆培訓學生到「至善老人安養

護中心」關懷老人，培養關懷他人的美好品格々參加士林區長者歲末關懷

活動，由士林區公所安排陪伴獨居長者，逛賣場買年貨。 

    

長者關懷服務 校慶義賣活動 微笑天使活動 慈善發票勸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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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學生具主動負責的學習態度。 

開學日實施幹部訓練，培訓學生領導能力，激發責任感及服務精神。 

(8)學生具與他人合作分享的態度。 

新生始業輔導安排探索活動，藉由團體合作訓練、鍛鍊新生團結及服

從態度，凝聚班級向心力及師生情誼。透過趣味性、挑戰性、創造性之活

動，培養積極參與及學習合作的態度。 

    

幹部訓練(班長) 新生公术訓練 禮儀競賽 聖誕節睦鄰活動 

四、本向度學校特色與創新作法 

一、教務處 

（一）日常教學作業及寒暑假作業，使用線上課程及線上作業表單，加強學生

學習之便利性，配合科技與創新課程作法，有效導引學生學習，並可進行

差異化教學與補教教學，使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更有成效， 

（二）12年國教總綱課程規劃，結合科技創新規畫各領域「線上選修課程」。於

課發會通過校定選修線上授課，各領域教學研究會共同研討開課主題及工

作分配，在校務會議說明線上課程目標、內容及實施方式，經同科老師測

詴及校長、主任、教學組長審核，再於課發會通過後實施々目前進行六科

網路選修課程:國文科「旅行文學」、英文科「Online Reading on Read 

Works」、數學科「興中有數」、自然科「生活裡的科學原理」、社會科「全

球局勢發展」、綜合科「運動興體驗」々 本校高中每年級只有兩班，以網路

選修因應「選修課程」所衍生之問題〆教師授課時數過多、科目負擔沈重

以及教室數量不足、未達開班人數等問題。 

二、學務處 

（一）學務處採用線上表單傳遞學生事務資訊與整合活動資料，提高行政作業效

能。 

（二）配合學校宣導之「四省政策」〆省油、省電、省水與省紙，落實無紙 e化

作業，大幅節省學校經費。例如〆校週通報資料、各項活動報名等，線

上表單報名與 QR code模式，提高資訊普及與操作便利性。 

（三）交通車申請作業〆自 105 學年貣，宣導學生節能搭乘校車，啟用 Google

表單系統，鼓勵學生上網填表申請車別，因此縮短作業時間降低錯誤，

搭乘校車人數逐年提昇，至今佔全校人數四分之三（900 人）。因創新申

辦方式，減少家長接送，舒緩仰德大道交通，深受社區及家長肯定。 

三、總務處 

（一）本學年依校務計畫完成的庶務工作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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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道路整建、專科教室互動式投影機採購裝置、登革熱防治工作、

木棧道固定工程及防滑條裝置、游泳池圍欄整建工程、校園綠美化、財產

對帳 e 化清點。完成公文線上簽核作業，達到每月節省紙張目標々設置資

源回收室，學生自行垃圾分類，職工檢核交由專業公司回收處理，校區內

外，設置標語全面禁止吸菸々總務處代收全校教職員文件包裹服務。 

（二）膳食工作事項〆食品採購廠商效益評估，每日午前將餐食資訊上傳「台

北市食材登錄帄台」，提供家長查閱々中央廚房申請衛生安全評鑑，連續六

年獲 HACCP 安全認證々定期與家長代表及學生代表召開膳食會議，溝通餐

飲議題々菜色、份量、餐具清潔、服務態度及最受歡迎菜色等問卷調查滿

意度高達 85％。廚房節約食材及油電等物品。 

四、輔導室 

（一）輔導教師運用 Google表單與詴算表，建立線上輔導紀錄帄台，可供導師

與輔導教師，查詢資料輔導學生學習。 

（二）中學與小學部輔導室合作，舉辦親職教育講座，以 Google表單報名，落

實十二年國教與家長溝通合作。 

（三）聖誕報佳音活動，借用士林捷運站站前廣場，二十餘位師生表演聖誕歌曲，

在網路群組的宣傳下，多位家長也共襄盛舉，完成親師生的佳節活動。 

（四）本學年「微笑天使服務」活動，與社區機構合作至士林老人照護中心服

務，引導學生關懷老人，社區機構邀請學校持續辦理相關活動。 

（五）與 IOH 帄台講師合作生涯規劃課程，鼓勵學生運用帄台，透過國內外大

學學生的影片分享，了解大學科系內容，提供學測後大學志願選擇的重

要資源。 

（六）集結網路訊息，彙整「大陸高校免詴招收台灣考生」資料，提供學生與

家長最新大陸升學訊息，提供多元生涯規劃路徑。 

肆、結語 

學校領導的核心價值，應著重在以學生為本位，塑造學校學習氛圍，培養品

格教育等良好的文化結構，使校長、家長、教師、行政一貣，對十二年國教更有

教育熱忱，創新呈現優質校務，造就學生使其發展為優秀卓越的青年，學校辦學

邁向全方位的優質學校（104及 105學年獲「行政管理」「校園營造」「資源統整」

「學生學習」優質學校及「教育 111」認證）。 

「陽光華興〃健康知性」為學校賡續發展的永續願景，以學生為主體，提供

多元豐富的學習機會，落實「生活即教育，教育即生活」，依循有教無類、因材

施教、適性揚才之理念，讓每個華興學子擁有陽光、健康、知性的特質、終身學

習的態度，拓展國際視野與能力，我們努力提升教學品質、成就每個孩子、厚植

國家競爭力，引領華興中學邁向全人發展的優質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