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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國 38 年政府播遷來臺，創辦人朱秀榮校長開啟私人募款興學首例，以

「再興」為名，從幼稚園作為起點，首創 15 年一貫學制，樹立學校領導典範；

再興小學傳承朱校長創校「誠、愛、勤、勇」的校訓精神與辦學理念，訂定

「知恩惜福、激發潛能、追求卓越 」作為學校願景，規劃發展策略，型塑共同

信念，引領學校永續發展、持續創新。 

本校秉持傳統優勢，掌握趨勢革新，以培育學生全人發展、促進社會進步

的積極角色為己任，在學校領導茲擬定目標如下：     

目標一：領導理念前瞻務實，現學校願景。 

目標二：領導團隊熱忱奉獻，續共生共好。 

目標三：領導作為增權賦能，行革新創變。 

目標四：領導績效領先卓著，立成就典範。 

    再興小學以學生學習為本，運用學習型組織思維，連結社區與全校親師生

教育夥伴，布建資源系統網絡、激勵教師專業成長、發展校本特色課程、推動

優勢學習社團、參與競爭專案計畫，同心戮力實現教育的核心價值。 

 

關鍵詞：學校領導、再興小學、優質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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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本現況 

一、設校歷史 

民國 38 年，創辦人朱秀榮校長秉持「教育興國」理念，再次獻身教育，以

「再興」為名，創辦「再興幼稚園」。民國 42 年增辦「再興小學」，開啟臺北市

私人興辦小學之風氣。民國 51 年在內湖增設「初中部」，因辦學嚴謹，升學成

績斐然，學生人數劇增，遂於 56 年在臺北木柵購地擴建校舍，58 年初中部遷

入，59 年增設「高中部」，75 年小學部遷入後，自此，再興幼稚園、小學、初

中、高中，十五年學制一貫的整體教育系統藍圖逐一實現。 

民國 97 年起成立大校園研發中心，建置校內數位網路，除了班班有電腦、

單槍、電子白板等資訊設備外，斥資超過千萬經費打造 4 間數位教室，提供學

子與美國教師群零距離、零時差的遠距教學，活動中心亦建置相關設備，供全

學年進行數位實境體驗學習，開創遠距教學並打造數位學習校園。民國 101 年

秀榮教學大樓落成，除感念朱秀榮校長創校之維艱，並優質化學生學習環境。

民國 107 年顧正秋教學大樓落成，緬懷顧女士在學校草創期的鼎力相助。新大

樓內規劃優質圖書館、增置科學教室，班班建置觸控電視等最新教學設備，期

學子能在安全、科技、人文兼具的優質環境中開展潛能，終至全人發展。 

二、社區環境 

本校位於人文薈萃、文風鼎盛

的文山區木柵馬明山麓，遠離城

囂，空氣清新，除廣闊的校園外，

鄰近更有自然生態與人文古蹟資

源，校園社區環境特色。(圖 1-1) 

三、學校規模 

(一) 空間優勢：校區占地 50748 平方公

尺，大校園資源共享，包含教學區，後山自然生態區、高爾夫球練習場，

拓展學生學習資源，師生可使用之校地廣大，在臺北市得天獨厚，教師在

優質空間裡盡情發揮，以專業創新教學模式。 

(二) 班級人數：小學 36班，全校學生 1488 人。 

(三) 學校人員編制：教師編制計 70 人，校長 1 人，專任職員總數共 9 人，技工

友 2 人，外籍教師 10 人，中外籍運動教練 2 人，共 94 人。 

貳、優質目標 

一、 背景分析 

本校願景為「知恩惜福」、「激發潛能」、

「追求卓越」，期盼透過營造優質的學習環境與規

劃多元與創新課程，培育出具有好品格、好體能、愛

閱讀、樂學習的學生。(圖 2-1) 

圖 1-1：再興小學社區環境圖 

圖 2-1：再興小學教育願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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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本校學校領導發展，設定行動策略，進行師資團隊結構、現況 SWOT 分

析，分析結果如表 2-1： 

(一) 師資團隊結構分析：教師 70 人，碩士學位共 43 人（61.5﹪），平均年齡

43.5 歲，平均教學年資 14 年。另聘專任外籍教師 10 人、中英文研究教師

各 1人、高爾夫球教練 2人，教師各有專長並具教育熱忱。 

(二) 現況 SWOT 分析與行動策略： 

表 2-1：再興小學學校領導面向 SWOT 與行動策略分析 

 S(優勢) W(劣勢) O(機會點) T(威脅點) S(因應策略) 

領

導

理

念 

能掌握教育政

策，高倡導、

高關懷的正向

領導，重視教

師專業成長。 

社會形態改變

，抱持消費者

心態家長有增

加趨勢，須多

溝通觀念。 

學校品牌經營

，辦學績效廣

受肯定；結合

外部資源拓展

學習場域。 

教師更替年輕

化，傳承需費

心，也需更多

溝通協調建立

共識。 

盱衡局勢 

確立特色 

凝聚共識 

以終為始 

領

導

團

隊 

行政團隊與教

師服務導向

高，致力追求

教師專業發

展。 

團隊成員業務
繁重，須負擔
教學、行政、
冬 夏 令 營 課
程，亦須顧及
專業發展。 

教師經歷豐富

樂於分享，社

群有效運作，

形成專業成長

氛圍。 

週間 5 天皆全

天課程，需運

用寒暑假規劃

全校性專業成

長活動。 

適性揚才 

正向支持 

專業成長 

分享創價 

領

導

作

為 

傳承創校精神

與校訓，校園

文化積極正向

，成員團體認

同度高。 

受限私校角色

，無法參與各

項前導型和實

驗性課程計畫

。 

逐年採購最新

資訊設備，數

位環境建置完

備，利於資訊

溝通整合，優

化歷程品質 

競賽方案評選

獲勝歷程不

易，適時轉型

領導提升士

氣。 

正念思維 

合作創發 

知識管理 

持續改善 

領

導

績

效 

師生積極參與

競爭計畫、各

項比賽及展演

活動，展現學

習成果，打造

特色品牌。 

團隊成員專業

期許、自我要

求高，相對承

受壓力大，須

予適度調適。 

董事會全力支

持學校教育方

針與課程之推

展。 

 

12 年國教與創

新實驗教育實

施勢必造成衝

擊，須以整合

領導賡續再興

品牌。 

支持創新 

教評循環 

凝聚共識 

成就學生 

二、具體目標 

學校組織是有機體，在少子化、數位化、全球化等急遽變遷下，學校教育

正面臨諸多挑戰，學校領導亦必須運用新型領導模式與時俱進，方能培育具備

終身學習能力、社會關懷意識和在地國際視野的未來公民。 

基此，結合本校發展願景「知恩惜福、激發潛能、追求卓越」，訂定學校

領導四大優質目標如下： 

目標一：領導理念前瞻務實，現學校願景。 

目標二：領導團隊熱忱奉獻，續共生共好。 

目標三：領導作為增權賦能，行革新創變。 

目標四：領導績效領先卓著，立成就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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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具體作法 

依據上述背景分析，研擬本校發展優質學校領導之目標圖像(圖3-1)，訂定

行動策略，並依「領導理念」、「領導團隊」、「領導作為」、「領導績效」四面

向，各規劃 8項具體措施，各面向之實施策略分述如下： 

 

 

 

 

 

 

 

 

 

 

一、實施內容 

領導理念 

優質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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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型塑作為，引領目標實現 

本校願景秉持朱秀榮校長創校理念，經由校務會議及各項會議，凝聚全校

親師生共識，符合 12 年國教課綱素養導向的核心價值，以培養「知恩惜福、激

發潛能、追求卓越」再興學子為目標，做為校務發展計畫之依歸。 

依據學校願景、學校條件、學生需求、12 年國教各階段發展重點，訂定具

體可行的校務發展計畫，由全體成員共同努力實踐。 

(二)多元溝通管道，灌注發展動能 

定期召開主管會議、教師會議、擴大行政會議、課發會、午餐會議、特推

會，學年與領域對話共備等方式，會議中設有家長代表，隨時修正凝聚共識，

全員參與共同決策學校事務。 

每學期舉辦學校日活動，學校與親師間的交流管道暢通，力求三贏，是校

務發展的依據之一。學校網頁即時焦點報導，再興月刊、班級網頁等使用，與

家長保持聯繫蒐集意見，以利統整內外核心資源活絡學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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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ㄧ)盱衡教育政策，掌握變遷脈動 

關注教育政策脈動並融入校務發展積極推動，如：辦理12年國教課綱研

習、發展國際教育中長程計畫、推動科技融入課程創新教學、聚焦素養導向學

習及課程發展、實施差異化及補救教學、落實全校教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推廣酷課雲學習平台、英語融入領域教學等。 

圖 3-1：再興小學學校領導之目標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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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校務發展計畫訂定課程內涵，課程內涵包括「基本培育課程」與「彈

性特色課程」。「基本培育課程」落實在各學習領域與重大議題；「彈性特色

課程」則依據本位性、價值性、創新性原則發展「品格教育、閱作課程、國際

學習」三大特色課程，以實現學生學習， 

(二)規劃實施期程，滾動檢覈修正 

根據校務發展計畫，再由各處室訂定各項年度工作計畫，輔以每學期召開

校務會議、課程發展委員會，共同規劃具前瞻性的特色課程、評量方式，落實

課程評鑑以利檢討修正，實踐 PDCA循環精神。 

 

領導理念 

優質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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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凝聚全體共識，研議公正公開 

依據公正公開的原則，透過各項會議進行溝通，凝聚全校親師生共識，擬

定具體可行的校務發展計畫並經校務會議通過。每月召開至少一次學年會議，

橫向聯繫商討各項教學活動和學校各項事務，每月召開至少一次領域共備會

議，縱向商討領域跨學年課程與各項事務。相關意見提課程發展委員會，修訂

學校年度計畫；提校務會議，修訂學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二)了解組織脈絡，強化競爭優勢 

以學年、領域為單位，經由不同團隊成員彼此對話，瞭解各思考脈絡促進

學校成員意見交流，換位思考。同時可於會議中提出課程教學活動相關需求，

行政團隊在校長領導下全力支援，透過 E 化建立行政平臺、教師專業發展社群

平臺、雲端公用磁碟、班級網頁等，將交流意見訊息可以第一時間完成傳遞進

而討論、溝通與協調，有效強化組織內部向心力，提升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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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辦學理念，演繹經營策略 

推動教育 111，落實學生為主課程規劃，以

「知恩惜福、激發潛能、追求卓越」學校願景

為藍圖，提供尊重、多元、適性、整全的學習

機會；重視個別、自主、合作、適切的學習歷

程；培養主動、負責、關懷、服務的學習態

度；展現統整、創新、自信、全人的學習

成效，作為整體辦學目標與方向。(圖 3-2) 

    

課發會審議自編課程 學校日親師溝通 12 年國教課綱研習 九品高爾夫特色課程 

圖 3-2：再興小學學生學習發展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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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行內外評鑑，落實回饋機制 

透過主管會議、行政會議、教師會議、課程發展會議、領域會議等會議，

進行各項計畫的檢核並視實際情況，做必要的修正與改進。同時積極參與競爭

式評比，以及提供他校或團體進行參訪活動與接受媒體報導，接受各方回饋與

意見。每學年末進行家長意見調查，納入教師考核參考。 

本校辦學同時通過外部評鑑試煉：104學年度校務評鑑十項全數通過、七項

榮獲一等，106 年榮獲教育 111 認證通過，107 年榮獲優質學校「課程發展」、

「專業發展」、「學生學習」、「創新實驗」、「資源統整」五項獎項，績效

備受肯定。 

領導團隊 

優質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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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析變革趨勢，職務適性揚才 

由校長親自主持全校性的校務會議、課發會；每月召開擴大行政會議、每

週教師會議等，宣達教育政策及辦學理念，透過面對面的溝通及對話，凝聚共

識，有效促進成員間的互助合作。 

人事彙整全校教職員教學工作年資及學歷證照一覽表，作為職務編排、任

務分配、團隊組成之參考依據，讓每位成員均能適得其所、一展長才外，也能

藉著團隊運作彼此砥礪切磋，觀摩學習，帶動成員專業成長。 

(二)統整組織目標，角色合作互補 

每週召開一次行政主管會報，進行各處室業務報告、活動支援及待協調事

項。透過每次的會議，瞭解各處室的工作情形及要領，並確認細節及支援事務。

每月擴大行政會議，增進各團隊相互討論、合作、激勵的機會；平日培養默契，

重要活動時能發揮團隊效能，分工且合作，熟悉彼此業務，養成隨時補位、即

刻上手習慣，充分展現團隊行動力與執行力。同時逐年擬訂團隊目標，激勵團

隊成員彼此合作，努力達標。 

2.1.2 營造團隊氣氛，建立團隊認同感和榮譽心 

(一)暢通溝通管道，氛圍正向支持 

校長領導團隊，用其所長，各得其所，給團隊極大的發揮空間，行政教學

人員默契十足相處融洽，追求自我成長，促使團隊執行效率不斷提升，隨時用

更適切的方法應對人事物，獲得全校親師生及外部肯定。 

校長同時鼓勵行政處室同仁與親師生接觸、溝通，以正向語言互動，走動

    

每學期召開校務會議 每月一次學年會議 教育 111認證通過 
優質學校同時榮獲 
五個向度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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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服務提升了行政管理品質。全體親師生感情融洽、互動頻繁，教師間除行政

與教學討論外，還成立運動型社團連絡感情。 

鼓勵教師參加各項競爭型教學競賽檢驗修正：參與教案設計、行動研究、

教學檔案、創新實驗、閱冠磐石、全國學校經營創新獎等競賽，藉由評審建議

進行課程與教學的檢視與修正，提升自我能力獲得自我肯定。 

(二)建立社群對話，提升歸屬認同 

建立社群對話，鼓勵跨領域合作籌畫主題式課程，重要校務推動邀請各領

域教師、導師、家長參與，共同創新各項教學與學生學習。每年 2 月舉辦春酒

摸彩活動、6 月底辦理迎新送舊與環境教育活動、9 月舉辦教師節感恩餐會。

104學年度至今全校師生代表學校校外比賽獲得獎項逐年提升，107年連續 10年

榮獲臺北市語文競賽南區團體第一名，107年優質學校同時榮獲五個向度獎項，

皆是有效提升全校親師生歸屬與認同感。 

 

領導團隊 

優質指標：2.2激發創意的團隊成員 

2.2.1 領導團隊具有創意素養 

(一)營造友善環境，啟發專業潛能 

設置多功能教室和對話空間，提供各項研習會議、社群專業對話、學年領

域會議等場地；排課規劃共同對話時間，增進成員垂直水平聯繫；完善資訊設

備和雲端平臺；鼓勵成員參加進修，更延伸觸角至大陸觀摩名師教學，返校進

行實作研討分享，營造夥伴樂於分享知識，營造團隊向上的友善合作氛圍。 

本校首創高爾夫培力課程，整合閱讀與寫作自編課程，規劃融入數位互動的

英語培力課程，並且全校跨域發展國際教育主題課程，在正式課程中實踐全校性

多元社團，開展教學創新的各種可能，正是團隊專業潛能有所啟發的具體實踐。 

(二)落實專業成長，優化成員素質 

重視團隊專業發展及創新素養的

培養，教師主動參與國際教育論壇、閱

讀教師讀書會、夢的 N 次方教師社群、

圖書教師共備工作坊，與各領域的典範

教師進行資源共享、共備討論，激發課

程創新思維。(圖 3-3) 

    

每月擴大行政會議 校慶主題課程成果展 領域共備，跨域合作 
母親節暨社團成果發
表會(跨處室合作) 

圖 3-3：再興小學教師專業發展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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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展永續經營理念，教師專業發展是學校領導重要一環，整合組織人力

資源，專才專用，校長及英文研究教師帶領規劃英語國際學習課程；教務主任

和課程組長帶領教師發展國際教育課程；中文研究教師領導發展自編閱作課

程。深化教師成長信念，營造社群學習氛圍，推動教師激勵制度。 

2.2.2 領導團隊有創意表現 

(一)推動知識管理，促進學習創新 

持續更新建置資訊設備，推動數位技能研習，幫助教師轉化課程思維，翻

轉評量方式。學校教師 100%製作教學檔案，班班建置班級網頁，記錄個人與班

級教學歷程脈絡；架設教師專業發展社群平台，記錄各領域教學計畫、觀課研

討等相關資料，系統呈現社群成長歷程；參賽方案與特色課程資源儲存雲端公

用磁碟，提供參考觀摩；經由上述作法，催化教師專業知識由內隱到外顯，產

生知識螺旋效應，促發成長創新動能，提升教師成為智慧教學的經營者。 

(二)積極分享交流，品牌經營創價 

團隊成員透過跨域激盪，響應臺北市教育局兒童月微夢想旅行計畫，本校

已連續四年參與並獲得佳績，透過學童自發式的發想、規劃、討論、執行、檢

討，進行實踐性服務方案，創造學生關懷社會與守護地球的公民行動服務。 

104 年資助南澳學童欣賞紙風車戲劇演出，105、106 年化身大力水「守」，

以多元創意活動募集尚比亞鑿井費用和呼籲愛惜水資源，107年度延續愛心推廣

捐髮傳愛、健康防癌，成果均獲媒體報導，其中水資源行動媒體露出總計 26

則，不但藉此記錄行動歷程，更擴大活動效益，行銷學校優質品牌形象。 

 

領導作為 

優質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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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專業自主，帶動正向循環 

    本校自 102 年起，開辦教師專業社群，規劃學年及領域共同時間進行共備

對話；103 年起申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至今，全校教師 100%參與，落實說

課、備課、觀課、議課和製作教學檔案；鼓勵教師參與校外研習及各項專業競

賽；並於成果發表或參訪進行知識分享，以此強化成員專業能力，累積成功經

驗，培養專業自信，最終回饋於教學，提升學習表現，帶動正向循環。 

(二)激發正念思維，建立共同價值 

     

公開頒發激勵獎金 
微夢想計畫特優 

柯市長授獎 
閱作團隊獲邀至他校

分享特色課程 
水資源行動方案 

獲得多家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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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多元激勵管道：如校慶獻獎、校務會議、教師集會、學生週會等重要

集會場合；學校網站最新消息、榮譽榜、焦點報導；LED看板、電視牆、校園公

布欄、再興月刊；重大活動賽事則發布新聞稿連結大眾傳媒；即時公開表揚師

生優異表現。學校亦設置激勵獎金，每年編列預算。鼓舞成員士氣與服務熱

忱，激發榮譽感和向心力，成員皆能以身為再興大家庭成員為榮。(表 3-1) 

表 3-1 104學年度至今教師專業競賽獎勵金統計表  

 

 

 
 

3.1.2 領導團隊能帶領創新積極的發展規劃 

(一)組成工作團隊，系統合作創發 

    除既有行政團隊、學年領域社群外，成

員各依專長與任務目標組成工作團隊，指導

學生社團競賽、開發校訂特色課程、進行多

元主題活動、參加競爭計畫方案，團隊組織

能靈活跨部門連結資源，發揮成員專長，俾

使校務能系統推動創新。(圖 3-4) 

(二)學生主體信念，學校文化創新 

    本校願景為「知恩惜福、激發潛

能、追求卓越」，在此引領下，學校延

續以品格培育的優良傳統、多年深耕國語

文教學的基礎，繼而打造優勢數位環境，

統合校內外資源，開展出以再興學子特質

而發展的特色課程(圖 3-5)，辦理多元學

習社團試探興趣，由課程開展多樣化學習

活動、提供學生展演舞臺，為學校文化注

入創新活力與發展動能。 

    

教師專業社群對話 教師 100%公開授課 教學檔案獲團體第一 科普論壇參訪交流 

    

70 周年校慶獻獎 校務會議表揚激勵 得獎訊息即時公告 傳媒主動採訪報導 

圖 3-5：再興小學特色課程架構圖

wk4wk4nk4dk4t/6ru84e.4 

圖 3-4：再興小學專長任務工作團隊

wk4wk4nk4dk4t/6ru84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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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作為 

優質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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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 e化平臺，統整知識管理 

    建置完善網絡平臺，整合雲端資源推動知識管理，除促進資源共享外，更

有利於校內各項資訊能系統性儲存，有效輔助追蹤查詢達到品質監控與管理。

本校使用雲端資訊平臺如下。(圖 3-6) 

 

 

(二)標準作業模式，機變調整行動 

    業務辦理建立標準作業程序(SOP)，由承辦單位草擬活動計畫，主管會報討

論修正，並借助擴大行政會報對話取得共識，活動計畫通過核章確認據以施

    

校團聯展夜來香 多語文團隊十連霸 健康操團隊九連霸特優 閱作團隊開發課程 

    

國際教育闖關學習 數位實境體驗課程 八里安老院服務學習 經典文選唐詩發表 

圖 3-6：再興小學使用雲端資訊平臺

wk4wk4nk4dk4t/6ru84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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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計畫執行中通過工作週報了解推動情形，並依實際狀況調整行動策略，若

有跨處室事項則提主管會報研議，團隊補位合作施行和解決問題。 

3.2.2 領導團隊能運用有效的質量數據管控品質 

(一)全面品質管理，帶動革新向上 

    業務執行採取全面品質管理(PDCA)模式，運用校務會議、主管會報、擴大

行政會報、課發會、學年領域會議等機制，e化平臺作為工具，在學生學習、教

師教學、課程發展、行政管理等面向，確實做到規劃、執行、考核、行動之循

環流程，帶動校務發展革新向上。 

(二)報表機制檢核，外部評鑑增強 

    建立自主檢核報表機制收集資訊，如巡堂紀錄表、數學作文定期評量分

析、課程運作自評互評、學校日家長回饋意見表、研習回饋調查表、師生榮譽

榜彙整表、學生傷病統計表等。另透過外部評鑑，如聘請專家教授指導行動研

究、國際教育課程發展；基本學力檢測、兒童托福檢測等結果分析，作為教學

調整參考；參與教育 111、優質學校、國際學校獎認證等競爭性評選方案，在

準備過程即進行質量數據整理自我檢核，後於競賽成績評等了解執行績效，更

能得到專家回饋作為修正依據，優化辦學品質。 

    

社群發表互評自評 分析表單發現問題 競賽成績了解績效 專家建議滾動修正 

 

領導績效 

優質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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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全力奧援，支持創新表現 

    每年均召開董事會，由校長主任報告年度辦學績效和階段性目標；並於每

年 4-5 月檢核前一年度預算執行情形，依據校務發展計畫所需經費召開會議，

進行次一年度預算編列，會計人員彙整行政會議討論之資料後，製成教育部規

定格式之「預算表」送董事會審議。董事長及校長教育理念前瞻，與時俱進支

持創新，挹注經費新建顧正秋教學大樓豐富學習情境，耗資數百萬打造數位教

室及充實各項硬體設備，更不惜重資聘請優良中外師資創編教材，推動並支持

特色課程發展與各項活動辦理，厚實再興學子的學習力，臻至全人發展。 

(二)草根專業進修，文化信任分享 

    為打造永續的專業發展，我們營造教師專業成長、樂於分享的學校氛圍：

全校教師 100%取得教專初階資格，21位已完成進階認證並持續；落實社群運

作，並辦理教學成果展和社群成果發表，經由實務分享而持續精進；社群會議

記錄、觀課影片，透過雲端平臺擴大分享效益；團隊更受邀至大陸、他縣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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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校分享閱讀寫作、國際教育、英語課程等專業運作實務，共計 29 場，42人

次。成員在信任分享文化中，交流專業作為，持續教學革新。 

 

 

 

 

定期召開董事會議 新建大樓豐富情境 自編客製化英語教材 董事長支持各項活動辦理 

    

國際教育學習成果展 社群對話成果發表 湖南閱讀團隊參訪 海外公開課擴散經驗 

4.1.2 落實教學視導與自我改善機制 

(一)落實教學視導，建立課程意識 

     楊珩 校長為英語輔導團團員，以身作則公開授課示範；校長、主任、教

學組長透過走動管理和表單紀錄，即時提供教學協助與引導；結合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計畫，全校教師跨域同儕視導；透過全校教師 100%製作教學檔案、彙編

教師專業成長專輯，進行發展性視導；藉此促進團隊成員增進教學知識與技

巧，提升教育專業素養，具備專業倫理意識，實踐教學專業自主。 

(二)實踐教評循環，精進課程教學 

    透過教學評量機制有效檢核目標，用以改善課程教學，涵括教師教學歷

程、學生學習成效、課程規畫評鑑三大面向，檢核內容如下： 

1. 教師教學歷程：學期前，完成年度課程計畫，並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核通

過；學期中，全體教師透過觀課前會議、觀課及回饋，從同領域到跨領域，

持續專業成長，優質化教學與評量；期末，進行教學成效自評與他評。 

2. 學生學習成效：定期評量前，進行審題互評，定期評量後，領域教師針對學

生學習成效進行評析，反思並修正教學，數學領域更擴大以學年共同討論學

生錯誤率高的題目，分析錯誤原因，另參考基本學力檢測結果，提出修正教

學之方法，以持續歷程逐年精進教學，發展專業。以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

各領域評量結果運用例舉如下： 

領域 評量結果 教學修正 

二年級英語 學生認讀、閱讀和書寫能力皆有進步 可增加閱讀短文寫作 

三年級國語 錯誤率最多落在多音字的評量 宜加強形音義辨識教學 

 

   

校長領頭公開授課 校長主任走動管理 教師跨域同儕視導 師生觀摩教學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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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數學 不理解題意或未看清題目 加強閱讀策略融入數學 

五年級自然 少數學生基本概念不清，學習動力低 進行課後補救式教學。 

六年級作文 審題忽略關鍵語詞。 加強審題的解讀 

3. 課程規畫評鑑：利用社群會議及社群成果發表會進行課程自評與他評；課發

會進行自編課程審核，提出修正建議，以掌握課程與教學實施品質，並持續

發展精進。 

領導績效 

優質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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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聽需求期待，溝通形成共識 

    透過學校日活動，教師與家長溝通班級經營理念，親師彼此了解教育理

念，尋求最適合孩子的學習方式；活動即時焦點報導，一年六期再興月刊，報

導學校榮譽事蹟與活動成果，並作為本校師生創作園地；班班有網頁，主動提

供家長班務訊息並作雙向溝通；透過電話聯絡、聯絡簿、班級網頁、社交軟體

群組等使用，與家長保持聯繫，接受不同觀點、意見做適度修正與調整；每學

期初請家長填寫「學生綜合紀錄表」，以了解家長生活狀況與家庭管教方式；每

年度家長填寫回饋信函。藉此建置多元溝通管道凝聚共識，彼此和諧共榮。 

(二)連結有機多元，發揮教育功能 

    校內辦理大型活動如校慶、畢業典禮，均主動邀請民代、區、里長和民眾

參與，與社區、各界人士保持良好互動之關係。協辦貓空路跑、參加文山區明

興里社區安全活動。響應華山基金會關懷獨居老人活動、參與伯大尼慈善音樂

會、兒童燙傷基金會演出、參加捐髮傳愛、萬芳醫院慈善音樂會等活動。組隊

參與世新大學舉辦「為愛朗讀」，也歡迎「小世界大文山社區報」蒞校採訪校內

外各項精彩活動。安排各項親職教育講座，辦理親子共讀活動，提升親職能

力，營造親師生學習型組織，促進家長正向積極參與學校行事。 

  

 

 

 

  

學校日家長參與踴躍 兒童燙傷基金會演出 學生自發捐髮傳愛 親子共讀推動共學 

4.2.2 優質的校園環境與學生學習成就 

(一)活化校園空間，豐富學習情境 

    配合再興大校園長期發展需求成立校舍規劃部門，將智慧科技教室與美麗

校園景觀結合：校園植物建置 QR Code，可運用行動載具線上探索；活動中心設

立為數位實境功能學習場域，透過「多點雲端數位智慧教室」多方即時連線直

播模式，由國外老師直接帶領學生進行參觀與教學；建置藝文走廊、圓柱公布

欄、校園閱讀作品角，提供學生相互觀摩；爭取小田園魚菜共生計畫，將四樓

校園角落空間轉換為師生共耕、共學與共同成長的園地；打造果嶺和長短桿練

習區，實施高爾夫品德培力課程；新建圖書館由師生命名「興閱寶盒」，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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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展演空間，寓含閱讀意象；重視學習情境脈絡，配合課程活動進行情境布

置。校園隨處皆可學習，營造境教效益。  

(二)開展課程面向，多元適性展能 

    本校特色課程開發配套資源完備，各項教學支援系統與資源建置完整：閱

讀寫作課程自編 56 本多元議題與各類文本深度共讀序列性教材；國際教育以主

題方式統整不同學科相關概念，發展 12個主

題課程；專業合格外師自編一至六年級雙語

教材「Bridges」，帶領學生跨域學習；中高

年級每學期 10節高爾夫體驗課程，融入九

大品德核心價值，由 PGA資格專業教練授

課；多元社團低年級 45分鐘循環課程、中

高年級各 24組，提供初步性向試探；微夢

想旅行方案由學生發想創意，結合行政資源

與融入課程，實踐公益行動；教師跨域協作

彰顯自主專業，課程內涵符應 12年國教素養

導向精神，提供優質學習體驗。  

二、 創新做法 

(一)學生主體價值，實現全人教育 

    學生是教育的對象和學習的主體，所有教育措施均須尊重學生主體性，才

能產生意義和價值。本校企盼成就每一位孩子，訂定「知恩惜福、激發潛能、

追求卓越」為學校願景，演繹出「品德傳承、創新思維、終身學習、多元智

慧」的課程願景，規劃優質校園空間和數位學習環境，設計品德教育、閱讀寫

作、國際學習三大特色課程，辦理全校性多元學習社團，發展學校特色團隊，

舉行專長展演競賽，提供每一位學生尊重、整全、多元、適性的學習機會，終

達全人教育之理想。 

(二)承繼創校理念，建立優質特色 

    人才是國家最重要的根本，教育的功能就是培育人才。再興小學創辦人朱

秀榮女士秉持「教育興國」理念辦學，揭櫫「誠、愛、勤、勇」為本校校訓，

重視品德教育，深耕國語文，為再興奠植厚實基礎。在此基礎下，學校領導以

學生學習為核心，依據時代脈動，建置完整資源系統，落實教師專業發展，發

展學校特色課程，引領教師教學創新，踴躍參與競爭方案，使優質特色不僅延

續一貫，更能日新又新。 

(三)凝聚成員共識，激勵教師成長 

    校長主任利用各項集會分享教育新知、表揚獲獎師生，親至每場比賽現場

為參賽師生鼓勵打氣，並參與課程研發小組共同研議，扮演終身學習典範，發

揮專業領導作為。推動教師專業成長實施計畫，建置資訊溝通平臺，營造合作

信任組織文化。訂定激勵教師參與相關競賽辦法和編列激勵獎金預算，徹底落

圖 3-7：再興小學自編特色課程

y41y41y4wk4wk4nk4dk4t/6ru84e

.4 



參選編號： 1081L004 

 

15 
 

實全體教師每2年需參加一次教學相關競賽或行動研究，在競賽參與中檢視教學，

鼓勵教師知識創新與發展。 

(四)善用媒體通路，經營學校品牌 

    活用推廣策略行銷再興優質辦學績效：靜態如再興月刊、校慶特刊、活動

焦點報導、榮譽榜和最新消息、學校意象文創紀念品等；動態如學校日校務報

告、招生說明會、交流參訪等；並藉教育局新聞稿或跨界課程活動合作，連結

大眾傳媒，擴增宣廣效益。運用多元媒介管道提升學校形象，獲取信賴與認

同，創發學校品牌價值。 

(五)應用藍海策略，創造優勢地位 

    中長期校務發展計畫訂定應用藍海策略，考量社會背景的演變和學生需求

的改變，分析既有制度做法重塑價值，以打造數位學習環境、推動教師專業發

展、規劃實施特色課程、統合資源豐富學習、提供多元展能機會，展現學校創

新動能，開發嶄新教育藍海，創造新時代再興優勢地位。 

肆、優質成果  

一、目標達成 

(一)領導理念前瞻務實，現學校願景 

    再興佳績不但展現於教師，更成就於學生，實現「知恩惜福、激發潛能、

追求卓越」學校願景。榮獲 10 次南區多語文第一名，多年參與聯合盃、溫世仁

作文比賽亦獲團體獎，今年更獲聯合盃總決賽首獎與兩岸評審兩大獎。甫成軍

一年的高爾夫球隊，喜擒教育盃男生團體組與女單雙冠；健身操比賽，連得 8

年團體特優，105～107學年度獲獎成績如下： 

 (二)領導團隊熱忱奉獻，續共生共好 

    再興小學有優良的傳統，教師以身為再興的一分子為榮，人人皆具有「當

責」(accountability)的教育態度。不僅是 100％傾注心力，更具有 110％的專

業與自發精神。教育是生命影響生命的歷程，再興擁有堅強的行政團隊、熱忱

精進的教師，透過多元專業發展，凝聚優質教育團隊，創新課程教學，進行行

動研究，104 學年度迄今，計有大陸各地、韓國等地專業人士及師生，以 8 場

次，共 671人蒞校參訪，教師專業揚名海外。105-107學年度參訪團體如下： 

105～107學年度學生校外表現獲獎人次統計表 

語文類 體育類 藝術與人文類 數理科學類 其他類 

多語文(國語.英語.

本土語)、閱讀與寫 

作類競賽、說故事 

比賽、電子書創作 

球類(籃球.高

爾夫球…等)、

田徑、直排

輪、國術、溜

冰、健身操、

游泳、跆拳

道、空手道 

音樂(合唱.大

小提琴.鋼琴.

直笛…等)、舞

蹈、美勞(繪

畫.漫畫.水墨

畫.版畫.平面

設計.海報標

語) 

科展、數學競

賽、奧林匹克

競賽、心珠算

比賽 

圍棋、象棋、

西洋棋、田園

教育 

獲獎人次共 224 人 獲獎人次共 315 人 獲獎人次共 308 人 獲獎人次共 56 人 獲獎人次共 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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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 參訪單位 參訪交流內容 共計 

105 河南東方金橋教育集團 數位英語教學 貴賓 12人 

上海協和考察團 數位英語教學 貴賓 6人 

上海協和雙語學校 國際教育交流 師生 149人 

106 新教師編委暨名校長名師團 數位英語、經典文學 貴賓 11人 

湖南省教育參訪團 閱讀教育 貴賓 28人 

韓國京畿道華烏山教育局 國際教育交流 教師 63人 

上海協和雙語學校二次來訪 國際教育交流、高爾夫 師生 54人 

107 海峽兩岸科普教育論壇參訪團 三大特色課程 貴賓 57人 

臺北市圖書館利用教育輔導團 閱讀教育 輔導員 12人 

臺中市英語科輔導團 數位英語教學 輔導員 20人 

揚州電台朱自清專輯訪攝團 閱讀教育 製作團隊 4

人 

心理衛生協會心閱讀選書發表
會 

閱讀教育 貴賓 50人 

國北教大辛懷梓教授師生一行 教師教學 師生 20人 

(三)領導作為增權賦能，行革新創變 

    教師延續再興著重語文教學的傳統，每年多語文競賽佳績連連；近年來，

更因落實全校 100%觀課議課、製作教學檔案，以及鼓勵教師以 2 年為期程，依

需求、興趣或教學困境，擇一專業競賽參加，從參賽中拓展視野精進專業，三

年內共計 159 人次參賽。建置雲端平臺記錄共享知識，形成專業成長氛圍，並

能提供質量數據達到品質管理。105-107教師各項表現成績如下： 

年度 參賽項目 成績 

105 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 優選 3/佳作 4/入選 1/參加 1 

精進教學教師教學檔案比賽 特優 1/佳作 2 

全國學校經營與教學創新國際認證獎 特優 2/甲等 1/佳作 1 

臺北市多語文競賽教師組 得獎 7項 

106 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 佳作 4/入選 2 

精進教學教師教學檔案比賽 優選 1/佳作 2 

全國學校經營與教學創新國際認證獎 優等 1 

臺北市多語文競賽教師組 得獎 6項 

深耕閱讀計畫獎 團體優選獎 

臺北市書城閱冠磐石獎 書城獎 

性別與情感教育議題教案甄選 優等 

107 精進教學教師教學檔案比賽 優選 3 

臺北市多語文競賽教師組 得獎 10項 

臺北市閱讀閱冠磐石獎 磐石獎 

生命教育教材活動設計比賽 佳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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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領導績效領先卓著，立成就典範 

學校從行政團隊擘劃教育願景出發，規劃縝密的課程計畫，安排教師的增

能與分享，提供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的資源與支援，輔以完整的考核評鑑機

制，以終為始持續滾動精進，在教師專業、學生表現、學校經營的績效表現均

亮眼卓越，發揚學校品牌價值。 

二、創新成果 

    再興小學於學校領導運用學習型組織思維，以「全人教育」願景引領團隊

實現共同教育理想，運作教師專業社群、全面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競

賽激勵制度、完備資訊設備平臺和集會研習專業分享；校長主任皆親自參與，

共同組織整體對於學習的意願和能力，帶動改善心智模式和團隊學習，提升士

氣與信心，繼而產生創新動能，成員貢獻專長或跨域協作，展現於課程教學和

學生學習，團隊創新成果茲說明如下： 

(一)滾動精進發展特色課程： 

學校行政、領域召集人與學年課

程代表、特色課程召集人等組成

的發展團隊，在校長帶領與專家

諮詢輔導下，發展「品德教育」

、「閱讀與寫作」、及「國際學

習」特色課程，建立課程主軸，

發展多元化課程，特色課程發展

歷程圖如圖 4-1。 

(二)特色課程實現學校願景： 

本校特色課程發展，以本位

化、課程化、多元化、數位化為原則

：以品格教育與服務學習涵養「品德傳承」；以國際教育主題課程啟動「創新

思維」；以閱讀與寫作啟發「多元智慧」建立「終身學習」態度；呼應學校「

知恩惜福、激發潛能、追求卓越」以臻全人發展之願景。本校特色課程內容說

明如下： 

圖 4-1：再興小學特色課程發展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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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課程 著重體驗實踐的品德教育 

課程名稱 經典文學 九品高爾夫球 服務學習 

創新內涵 

本校品德教育以創新品德教育 6E 教學方法：典範學習、啟發思

辨、勸勉激勵、環境形塑、體驗反思、正向期許，適時融入各

領域隨機教學，讓品德核心價值內化於心，外顯於行，型塑品

德校園。 

特色課程 整合閱讀寫作的自編課程 

課程名稱 
自編閱讀寫作

課程 

閱讀策略融入

領域 
全校作家有約 真人圖書館 

創新內涵 

本校閱作課程以涵括各項議題選材的「多元性」、緊密結合閱讀

與寫作關聯的「獨特性」、發展各年段閱讀與寫作序列目標的「

結構性」、全面實施課程並進行多元化評量的「落實性」，研發

56本共讀書自編課程教材，並透過多元閱讀活動、三合一閱讀

存摺的推動、推廣親子閱讀，建立學校閱讀品牌。 

特色課程 融入數位互動的主題式國際學習 

課程名稱 
國際教育

主題課程 

英語素養

課程 

數位實境

體驗課程 

園遊會 

闖關活動 
國際交流 

創新內涵 

全校有精心規劃的英語活化課程之外，並透過「電子書」、「數

位實境體驗課程」、「雙語學習」、「多元文化」，讓孩子浸潤於創

新的科技學習環境，結合 12 個自編跨域統整主題式國際教育課

程協同實施，培養孩子更具多元與國際視野的學習思維，因應

未來競爭，厚植優勢能力。 

(三)優質領導展現創新效能： 

    行政領導掌握教育脈動，擔任英語科輔導員的校長與閱讀方案評審的教

務主任，以其專業與精進的領導態度，以身作則帶領全體教師成長；教師領

導展現專業素養，由具領域專長教師擔任召集人，教師依授課科目組成 12個

專業社群，進行課程發展、協同備課與專業對話，充分實踐教師領導精神。

特色課程創現品牌效益，師生獲獎、參訪交流與媒體報導臚列如下： 

1. 教師專業展效能 

教師專業發展類別 
參加人次/ 

件數 
通過比率/成績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全校教師 初階 100%、進階 21 人 

行動研究類 69人次/21件 優選 2件、佳作 7件、入選 1件 

Best Education KDP 

創新教學國際認證 
39人次/10件 

特優 3件、優等 3件、甲等 3件、

佳作 1件 

教案設計 11件/24人次 
特優 1件、佳作 1 件 

(107學年度參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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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 

成長檔案製作 
全校教師 100% 

教師專業 

成長檔案參賽 
6件 優選 3件    佳作 3件 

多語文競賽(教師組) 60人次 10屆南區團體冠軍 

微夢想旅行方案 4件 特優 2件/優等 2 件 

2. 學生潛能盡發揮 

學年
度 

競賽名稱 成績 

106 

第 11 屆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 

臺北市初賽 

第三名 1件、佳作 3件、 

評審推薦 5 件 

第 11屆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總決賽 說服類、創意類優選各 1件 

2017 華夏徵文比賽 第二名 1件、佳作 2件 

106深耕閱讀自編故事與劇本 特優 1件、佳作 1件 

2017媽媽教我的詩—全國朗詩大賽 
團體組第二名 

個人優勝 1 件 

臺北市好學生好品德演講暨說故事比賽 入選 2件 

臺北市國民小學精進學習檔案比賽 佳作 2件 

107 

第 12 屆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 

台北市初賽 

第一名 1件、第二名 1件、

第三名 1件、佳作 2件 

第十二屆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總決賽 
首獎、兩岸評審獎 1件、 

說服類優選 1件 

2018 華夏徵文比賽 佳作 2件 

107深耕閱讀自編故事與劇本 特優 2件 

2018媽媽教我的詩—全國朗詩大賽 特優 1件、佳作 4件 

臺北市好學生好品德演講暨說故事比賽 
第一名 1 件、優選 1件、 

入選 1件 

臺北市國民小學精進學習檔案比賽 佳作 3件 

3. 學校經營俱績效 

年度 獎項 

105 多語文競賽臺北市南區團體獎 第1名 

溫世仁文教基金會中小學作文比賽全國團體獎 

精進教學教師檔案及學生精進學習檔案比賽 團體B組 第2名 

第17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國小組 團體獎甲組 第5名 

通過ISA國際學校獎中級認證 

教育局105年度微夢想旅行方案特優 

106 多語文競賽臺北市南區團體獎 第 1名 

教師精進教學檔案及學生精進學習檔案比賽 團體 B組 第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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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國小組 團體獎甲組 第 6名 

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實施現況訪視特優 

臺北教育 111標竿學校認證通過 

教育局 106年度微夢想旅行方案特優 

107 優質學校：課程發展、專業發展、學生學習、創新實驗、資源統

整五項獎項一次全數通過 

多語文競賽台北市南區團體獎 第 1名 

教師精進教學檔案及學生精進學習檔案比賽 團體 B組 第 1名 

第 18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國小組 團體獎甲組 第 7名 

4. 參訪交流展專業 

分享場域 學校地點 主題 

臺北市 

萬興、力行、富安、國語實小 

萬芳國小、民生國小、五常國小、

臺北師大、北市教研中心 

數位資訊、國際教育 

圖書館利用教育 

閱讀與寫作課程 

臺灣區 

雲林麥寮、西螺、新北嘉寶國小、 

金門金湖國小、臺南大學、臺中國

家公共資訊圖書館、新竹東興國小 

閱讀課程、自編課程 

閱讀社群、國際教育 

國際 

江西廬山、貴州麻江、湖北武穴 

新加坡學校參訪 

福建校長團體參訪 

湖南閱讀夢飛翔基金會 

韓國華城烏山教育參訪團 

大陸廈門、蘇州、上海 

閱讀課程 

國際教育 

資訊教育 

閱讀與寫作課程 

高爾夫球體驗 

英語閱讀 

5. 媒體報導建品牌 

媒體型態 媒體名稱 報導主題 

新聞媒體 
風傳媒、TVBS、中嘉新聞、

BLTVNEWS中央通訊社 

數位創客、 

品德傳愛行動 

電子媒體 
聯合新聞網、教育局新聞稿、蘋果

電子報、中時電子報、揚州電視臺 

品德傳愛行動 

再興遊學團、閱讀課程 

報章媒體 
國語日報、自由時報、青年日報、 

台灣新生報、大文山社區報 

品德傳愛、閱讀課程、

國際學習 

伍、結語  

    再興小學一本學生主體信念，考量時代背景與回應教育政策，分析學校現

況，規劃「優質興學展格局 卓越領導創新猷」學校領導優質方案，以型塑共同

願景、支持專業成長、系統知識管理、激勵合作創新務實作法，建立學校品牌

特色，開闢教育新藍海，終達「再」造全人「興」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