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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興雅國小「興行政心 雅教育情」行政管理方案，是以本校教育願景「卓越、

前瞻、創造、永續」的教育理念為中心思考，以「前瞻視野、卓越教學、創造品

質、永續發展」為目標，並以建構「數據管理、e化服務、知識管理、連結應用」

的「智慧網絡」、充實「合法程序、專業成長、考核激勵、危機處理」的「人力

資源」、精進「校舍建設、採購程序、經費編列、財物管理」的「事務運作」，及

促進「績效管理、管理技術、定期考核、永續發展」的「績效表現」為行動策略，

並依「計畫、執行、查核、行動」循環系統，發展完整的行政管理架構，方案目

標如下： 

    (一) 前瞻視野：構建校園智慧網絡。 

    (二) 卓越教學：充實學校人力資源。 

    (三) 創造品質：精進校園事務運作。 

    (四) 永續發展：提升學校績效表現。 

    另，本校透過每年一教育主題的方案策略及創新做法，聚焦培養學生「環境

關懷力」、「閱讀力」及「英語力」，以發展學生多元智慧，提升學校績效表現，

促進校園永續發展，如「2017興雅能源教育年」、「2018年興雅閱讀教育年」與

「2019興雅英語教育年」，讓興雅學子在「卓越、前瞻、永續、創造」的健康快

樂優質校園環境中，發展全人自信，盡情展現才華，彩繪金色童年。 

 

關鍵字：行政管理、興雅國小、優質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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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本現況 

一、 設校歷史 

  興雅國小創校於民國 4年，日據時代為「錫口尋常小學」是明星學校，臺灣

光復後改名為興雅國小。創校至今 104年超越一世紀，「興雅百歲贊風華，蘊育

英才世紀誇」，興雅國小世代傳承著優良的校風，擁有輝煌的校史綻放著百年風

華，興雅老師春風化雨一世紀，造就數以萬計的英才學子。 

 

二、 社區環境 

  學校位於繁榮的信義區，周邊文教經貿政商機構林立，交通便捷，步行可達

市府捷運站及市民大道、環東大道。 
社區型態 學校座落在新舊社區巷弄中，雖位處經貿政商區，部分為傳統社區。 

社區環境 社區生態與人文資源豐富，有松山火車站、饒河街夜市、五分埔、

基隆河畔等，及建廟百年的慈祐宮、奉天宮、慈惠堂等眾多宮廟。 

人口組成 居民多為工商及服務業，學生家長社經背景上、中、下層次都有，

弱勢家庭為數不少，安心就學方案學生達百人，佔全校 1/10之多。 

社區活動 宮廟常有慶典活動及救濟貧困，本校弱勢學生皆為補助對象，鄰里

也經常辦社區活動，學校與社區互動良好。 
社區發展 學區主要為雅祥里，另有興雅里、六藝里、敦厚里、五常里、五分

埔里社區，新成立雅祥社區發展協會，學校與鄰里生活關係密切，

各里的進步發展皆有助於學校經營。  

三、學校規模 

108學年度共有普通班班級 42班，小學部學生 1070人。 

學年

度 

普通班 資源班 幼兒園 合計 

班級 學生 教師 班級 教師 班級 學生 教師 班級 教師 

107 42 1038 84 3 6 6 165 11 51 101 

108 42 1070 84 3 6 6 166 11 51 101 

學校校地大，校舍多，學生有充裕的學習與活動空間。 

校地總面積 平均每生使用面積 樓地板總面積 平均每生使用樓地板面積 

19,891M2 16.09M2 28,799M2 23.3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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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優質目標 

一、 行政管理背景分析 

◆學校教育願景「卓越、前瞻、創造、 

  永續」，團隊掌握前瞻未來趨勢、持 

  續追求精進，曾獲臺北市教育 111標 

  竿學校認證，並榮獲優質學校「資源 

  統整」、「校園營造」、「課程發展」 

  與「學生學習」等四個獎項。 

◆學校在資訊、藝術、科學、游泳與書 

  法教育等課程具備專長教師，長期發 

  展具有特色的創新學習活動，讓學生 

  在寬闊校園場域中，盡情展現才華， 

  全人成長建立自信，彩繪金色童年。 
 

以學校 SWOT分析，剖析本校行政管理背景現況： 

項目 S優勢/O機會 W劣勢/T威脅 

 

 

內 

在 

背 

景 

 

 

行政領導 行政團隊效能佳，學生社團發

展多元，家長、社區支持學

校，整體表現卓越。 

教師課務、行政業務繁重，影

響教學研究、行政服務成效。 

教師專業 各領域專長師資齊全，課程教

學有特色，行政支持發展創新

教學。 

教師觀念較為保守，多採傳統

教學形式。 

教學設備 網路基礎建設完善，建置 e化

管理與雲端運作系統，e化共

享。 

部分校舍環境及設施設備老舊

待改善，待修繕及待採購事項

繁雜，預算往往超支。 

 

 

外 

在 

背 

景 

家長參與 多數家長樂意參與學校活

動，對於學校的創新課程與活

動，肯定度高 。 

弱勢與高風險家庭多，少數家

庭功能不彰，親職教育有待加

強。 

社區資源 引進優秀人才到校服務，社區

支援學校活動皆可帶動學校

發展。 

學區內部份傳統社區部分居民

觀念較為保守，有關教育觀念

需要溝通。 

地理環境 社區環境生態與人文資源豐

富，利於發展跨域統整課程。 

不確定災害(自然、人為)隨時

可能發生，校園安全如何維護

面臨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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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具體目標 

    依據學校 SWOT 分析，「興行政心 雅教育情」行政管理方案，是以本校教育

願景「卓越、前瞻、創造、永續」的教育理念為中心思考，以「前瞻視野、卓越

教學、創造品質、永續發展」為目標，並以建構「數據管理、e化服務、知識管

理、連結應用」的「智慧網絡」、充實「合法程序、專業成長、考核激勵、危機

處理」的「人力資源」、精進「校舍建設、採購程序、經費編列、財物管理」的

「事務運作」及促進「績效管理、管理技術、定期考核、永續發展」的「績效表

現」為行動策略，並依「計畫、執行、查核、行動」循環系統，發展完整的行政

管理架構，方案目標如下： 

    (一) 前瞻視野：構建校園智慧網絡。 

    (二) 卓越教學：充實學校人力資源。 

    (三) 創造品質：精進校園事務運作。 

    (四) 永續發展：提升學校績效表現。 

    另，本校透過每年一教育主題的方案策略及創新做法，聚焦培養學生「環境

關懷力」、「閱讀力」及「英語力」，以發展學生多元智慧，提升學校績效表現，

促進校園永續發展，如「2017興雅能源教育年」、「2018年興雅閱讀教育年」與

「2019興雅英語教育年」。讓興雅學子在「卓越、前瞻、永續、創造」的健康快

樂優質校園環境中，發展全人自信，盡情展現才華，彩繪金色童年。 

     

◎行政管理方案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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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具體做法 

一、實施內容 

（一）前瞻視野：構建校園智慧網絡 

指標 做法內容 

1.1

建 

立 

有 

效 

的 

數 

據 

管 

理 

與 

運 

用 

機 

制 

 

1.1.1建置行政及教學資源數據資料庫、各類行政及教學 e 化服務系統。 

1.推動校本行政、教學資訊發展：(1)依本校中長程教育發展計劃，建 

  構智慧校園推動創新教學與 E化學習；(2)成立本校資訊推動小組， 

訂定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定期開會研議資訊設備採購規劃及資訊發展 

方向；(3)建置光纖骨幹網路、無線網路環境，行動學習基礎建設； 

(4)班班有單槍、逐年增設平板電腦，促進 e化教學，發展行動學習。 

2.強化校務推動縱向、橫向聯繫與資料共享運用：建置(1)「興雅分享」 

  行政、教師硬碟共作空間；(2)「雲端硬碟」行政雲端共編空間； (3) 

 「LINE群組」行政聯繫或教師、行政互聯空間。   

3.運用多元線上系統，促進行政效能：(1)校務行政系統/電子公文系統 

  ；(2)出勤管理；(3)圖書管理；(4)財產登記；(5)線上設備報修；(6) 

  線上課後活動報名；(7)校內場地預約；(8)傷病 e化輔助系統；(9) 

  臺北市學校傳染病通報系統；(10)學生健康資訊系統。 

4.學生學習成果 e化展現：(1)興雅小牧場：學生作品展現；(2)興雅相 

  簿/興雅影集：學生學習成果照片分享；(3)興雅圖書館(網頁)：學生 

  借閱統計資料；(4)臺北 e酷幣：學生閱讀認證推動；(5)興雅雅園： 

  學生各項學習活動成果彙整。 

5.智慧校園 e化管理：(1)機械保全智慧化監控；(2)電子圍籬數位系統 

  運作；(3)班級冷氣智慧監控系統；(4)太陽能發電即時監控系統；(5) 

  空氣品質即時監控系統；(6)停車場車牌辨識系統。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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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數位溝通資料彙整，強化學校反饋機制：(1)主管會議、教師晨會、 

  擴大行政會議，加強教師行政相互溝通，會議資料雲端共作、線上共 

  享；(2)學年會議、領域會議，教師行政縱向橫向間聯繫，LINE群組 

  即時討論、即時反饋；(3)校務會議及各處室委員會議定期檢討校務 

  發展方向，會議無紙化，數位資料彙整意見；(4)課程評鑑 e 化自評， 

  課發會檢核教學成效、規劃課程發展，課程實施更臻完善；(5)校內 

  重大活動辦理運用 PDCA管理循環規劃辦理，提高本校活動辦理績效， 

  並作為日後活動辦理修正依據。 

2.智慧化學生健康管理，有效檢核學生健康：(1)「傷病 e 化輔助系統」 

  掌握師生傷病狀況、受傷位置，加強衛教宣導；(2)「臺北市學校傳 

  染病通報系統」掌握師生傳染病狀況；(3)「學生健康資訊系統」建 

  置學生健康資料、掌握學生身體健康狀況，並加強特殊疾病個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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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整合閱讀活動及獎勵制度，推動書香興雅：(1)臺北 e酷幣系統結合 

  多元深耕閱讀活動，提高學生學習興趣；(2)臺北 e酷幣系統數據化 

  呈現學生閱讀認證情形、興雅圖書館(網頁)線上呈現學生借閱統計資 

  料，掌握學生閱讀數據以修正調整閱讀推動方向。 

4.訊息串聯食材把關，推動健康好午餐：(1)「iam School App」家長 

  手機可接收營養午餐訊息；(2)「校園食材登入平台」線上呈現營養 

  午餐食材組成；(3)學校首頁置放每月菜單，家長可掌握學生每月用 

  餐情形；(4)成立「午餐委員會 LINE群組」，午餐委員每日檢核餐點、 

  把關學生健康；(5)每學期午餐委員會，檢視午餐廠商供餐情形；(6) 

  每學期辦理午餐滿意度調查，督促廠商持續供應高品質餐點。 

1.2

推 

動 

創 

新 

的 

知 

識 

管 

理 

與 

決 

策 

1.2.1善用各級教育網路資源，聯結與應用管理，提升行政品質。 

1.教師專業成長與教學資料運用：如：(1)「臺北酷學習」；(2)「教育 

  雲-教育媒體影音網」；(3)「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平臺」； 

  (4)「教育部師培育資源整合平臺」；(5)「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 

2.線上填報系統：(1)「教育局所屬機構學校第二代報局表單管理系統」 

  ；(2)「臺北市健康促進網路問卷系統」；(3)「資訊科技應用層次使 

  用情況表」；(4)「平板行動學習智慧教學意願調查表」；(5)「全民 

  資安素養自我評量」。 

3.行政管理系統：(1)「G Suite教育版」：雲端硬碟、行事曆、 Gmail； 

  (2)「校務行政系統」；(3)「人事差勤系統」；(4)「臺北 e 酷幣」； 

  (5)「課後活動報名系統」；(6)「數位學生證服務整合入口網」。 

4. e化行銷：(1)興雅小牧場：學生作品展現；(2)興雅相簿/興雅影集： 

  學生學習成果照片分享；(3)興雅雅園：學生各項學習活動成果彙整； 

(4)興雅特色：特色課程教學 DM；(5)興雅 FB：學校活動線上行銷。 

1.2.2依據數據展現決策歷程，進行各項專業分享與儲存成果。 

1.運用數據掌握辦學品質，檢核調整教育發展方向：(1)智慧化健康管 

  理，數據掌握師生傷病狀況及受傷位置，加強衛教宣導及安全防護； 

  (2)臺北 e酷幣系統掌握學生閱讀認證數據以修正及調整閱讀推動方 

  向；(3)體適能、游泳檢測數據分析，檢核修正體育教學方向；(4)社 

  團、課後照顧滿意度調查，掌握社團、課顧班教學品質；(5)定期辦 

  理學校經營意見調查，重視家長對教育的期待，強化校務發展優勢。 

2.量化分析學習成就，研擬教學精進策略：(1)定期評量各科進行學生 

  學習成效評析，針對未達標準之學生，規劃補救教學策略；(2)辦理 

  國、英、數辦理學生學習診斷，運用科技化評量網站數據分析辦理攜 

  手激勵班，提升學生學習成就；(3)學力檢測數據分析，研討教學策 

  略，精進教學品質；(4)各領域自我評鑑，課發會總體評鑑課程發展。 

3.庶務管理數據檢核，提升行政執行效能：(1)辦理電子公文節能減紙 

  計畫(公文線上簽核、紙本來文採線上簽核、電子化會議、樽節紙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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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每月公文月報(收文、發文、歸檔、逾期)數據檢視，落實文 

  書績效管考；(2)每月各類動產、物品、土地、建物等報表數據檢核， 

  掌握全校財產使用狀況；(3)每月水電、影印數據資料檢核，掌握學 

  校水、電、紙張使用狀況，作為學校經營管理參考；(4)定期編制現 

  金結存週報表、內部現金檢查報告表等，檢核現金出納備查資料及各 

  專戶收支之正確性，並即時釐正帳務。 

(二) 卓越教學：充實學校人力資源 

指標 做法內容 

2.1

進 

用 

優 

質 

的 

人 

力 

與 

專 

業 

培 

訓 

 

2.1.1能透過合法有效程序篩選優秀人才。 

1.學校依發展需求，進用適切各類專業人員：(1)依校務發展及教師職 

  務編配辦法，適才適所編排職務職位，展現團隊和諧與效能；(2)依 

  法定程序及規定，進用正式教職員工、代理教師、約聘雇人員、社團 

  教師，並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暨「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與資訊 

  蒐集及查詢辦法」等規定，辦理新進及現職人員「性侵害犯罪紀錄」 

  及「列管不適任教育人員」之查閱作業；(3)配合學校課程與教學需 

  求，與班級家長、各類志工及外部單位人力合作，共同經營學校；(4) 

  依校務發展需求，經公開招標委託專業廠商提供本校優質服務：如機 

  電維護、工程規劃、午餐供應、畢旅畢冊等。 

2.召開相關聘用會議，落實人才任用程序：(1)教師聘用依「教師法」 

  及「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辦理甄選，並經「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核通過；(2)公務人員或約僱人員之進用，依「公務人 

  員任用法」、「公務人員陞遷法」及「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 

  用辦法」等甄選程序辦理，並經「考績暨甄審委員會」審核通過；(3) 

  課外社團教師之進用，依「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外社團作業要點」遴聘 

  程序辦理，並經「社團委員會」審核通過；(4)校外團體及志工入班 

  教學，課程內容先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3.配合特色課程發展，規劃專長教師教學：(1)規劃校內專長教師教學， 

  建構校本課程；(2)引進方塊舞教師，發展中年級方塊舞特色課程； 

  (2)引進外師，發展本校雙語課程；(3)引進毛線編織教師，毛線編織 

  作品活化校園空間，美化社區環境。 

2.1.2定期辦理教師及行政人員專業成長訓練。 

1.辦理教師專業成長訓練，提升教師教學知能：(1)辦理教師增能研習 

  活動；(2)成立各領域教師專業學習社群；(3)成立教學輔導教師團 

  隊；(4)定期召開共備會議、課程發展核心小組會議；(5)鼓勵教師公 

  開授課，辦理教師備課、觀課及議課。 

2.辦理教師專業分享，推廣優質教學經驗：(1)校長運用教師週會、學 

  校日分享教育趨勢及教育局新進政策，引領教師與家長校務經營走向 

  及發展規劃；(2)安排教師於教師週會進行教學分享、辦理教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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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座，優秀教師推廣教學知能，正向帶動教師專業成長；(3)安排教 

  師於新生家長座談會分享教學經驗、辦理親職教育講座，帶動家長增 

  能成長；(4)辦理志工增能活動，如增進故事志工閱讀知能、EQ志工 

  情緒知能，提升志工專業能力，促進學生學習效益。  

2.2

落 

實 

有 

效 

的 

管 

理 

考 

核 

與 

激 

勵 

機 

制 

 

2.2.1定期進行員工管理考核。 

1.制定各項工作準則與規範：(1)依「教師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訂定教 

  師聘約，明確且具體規範各項權利義務與相關流程；(2)各處室均訂有 

  業務職掌並公告週知，使工作分配、行政運作、組織協調、家長及民 

  眾洽公時有明確依循；(3)依各項規定設立申訴機制，並將申訴流程公 

  告週知或列入教師聘約及約僱契約當中，使同仁解相關救濟權益。 

2.建立完善考核制度：(1)實施線上差勤系統，即時且詳實管理員工勤惰、 

  加班與差，落實代理制度，每月亦不定期抽查出勤狀況；(2)依「教 

  師成績考核辦法」辦理教師平時考核並召開「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 

  審議；(3)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暨「工友管理要點」等規定，辦理公 

  務人員、職工或約僱人員平時考核並召開「考績暨甄審委員會」審議。 

2.2.2建立激勵機制與提升危機處理能力。 

1.正向激勵學校成員，有效引導團隊成長：(1)體育表演會公開感謝優秀 

  志工、教職員及團隊教師用心帶領團隊爭取學校榮譽；(2)教師週會、 

  學生晨會公開表揚教師與學生榮譽，肯定教師與學生用心付出，激發 

  團隊榮譽心；(4)學校重大活動，公開表揚並感謝家長會、校友會及其 

  他外部單位對學校的支持與付出，促進校務正向發展。 

2.有效發揮危機處理小組功能：(1)每週召開安全會議，以強化校園安全； 

  (2)學生在校期間安排雙保全進駐，一保全加強門禁管制，另一保全 

  隨時透過校園監視器查看校園狀況、每兩小時進行一次校園巡視，以 

  維護校園安全；(3)定期辦理全校複合式災害演練，強化全校師生地 

  震、火災等災害應變能力；(4)定期辦理人為災害演練，強化校園應； 

  (5)建立緊急傷病處理程序，有效處理校內外師生傷病送醫狀況；(6) 

  遇危機處理事件，對內安撫親師生情緒、對外發言人統一發言，以理 

  性謹慎的態度積極處理，避免問題失焦、危機擴大。 

(三) 創造品質：精進校園事務運作 

指標 做法內容 

3.1

建 

立 

完 

善 

的 

校 

3.1.1訂有學校設施新建與維護計畫，定期保養、修繕、追蹤及記錄學

校各項設備及設施使用情形。 

1.重大校舍修繕納入校務發展計畫：依據本校中長程教育發展計畫， 

  逐年編列年度修建工程經費，並經主管會議、校務會議定期檢討與修 

  正計畫執行狀況。 

2.規劃年度機電、校舍維護合約，定期檢修校園重要設備：(1)「太 

陽能光電設備維護保養勞務採購案」；(2)「智慧型數位監視系統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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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 

建 

設 

與 

採 

購 

程 

序 

護保養勞務採購案」；(3)「電梯維護保養契約書」；(4)「電力設備 

維護保養契約書」；(5)「飲水機保養合約勞務採購案」；(6)「建築 

物公共安全檢查」；(7)「消防設備安全檢查」。 

3.專人定期保養與修繕追蹤設施設備：(1)兒童遊戲場、運動設施設備 

  安排人員定期巡檢紀錄並維護管理；(2)游泳池安排救生員每日水質 

  檢測、環境清潔與設施設備巡檢；(3)定期檢修電子圍籬、監視設備， 

  確保每個監視鏡頭、紅外線都能正常運作，以強化校園安全；(4)安 

  排保全、職工技工每日巡檢，維護校園安全、環境清潔、設施設備運 

  作完善；(5)建置本校線上報修系統，提供「資訊設備」與「教室設 

  備」修繕通報平台， 掌握修繕項目與維修進度。 

3.1.2訂有採購案件標準化作業流程，簡化採購流程建立追蹤控管做法。 

1.規劃節能措施，採購環保財物，落實節能減碳：(1)辦理綠色採購， 

  採購環保標章商品，落實環境保護之責；(2)辦理電子公文節能減紙 

  計畫，落實電子化會議、樽節紙張採購；(3)推動禁用一次性餐具， 

  落實市府政策，共創減塑校園；(4)建置班級冷氣智慧監控系統，系 

  統掌握班級冷氣用電時間，避免超約罰款。 

2.建立採購作業程序，簡化採購流程：(1)總務人員皆具採購證照，依 

  「政府採購法」及「臺北市政府採購標準作業程序」辦理勞務、財物 

   與工程採購作業；(2)運用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履約狀況優良廠 

   商辦理後續擴充作業，簡化採購作業程序；(3)針對學校重大機電設 

  備維護、校園環境、飲水機、水塔等規劃年度採購案，維護設施設備 

  完善、校園環境清潔、飲用水乾淨無虞；(4)每年優先採購一定比率 

  身障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廠產品，幫助弱勢團體。 

3.2

落 

實 

適 

切 

的 

經 

費 

編 

列 

與 

財 

物 

管 

理 

3.2.1依法定程序編列與執行預算，建立經費編列與執行績效管控機制。 

1.精準作好經費概算與預算編列：(1)依「臺北市地方總預算附屬單位 

  預算編製要點」、「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暨所屬機關學校年度預算編制 

  作業注意事項暨編列標準」等辦法編列年度預算；(2)依本校「概算 

  編列原則」，由各學年、領域及處室提出設施設備購置需求，再由總 

  務處彙整並召開會議決議編入年度預算執行；(3)依本校中長程教育 

  發展計畫，委請專業技師或建築師研議本校工程規劃並提列經費預算 

  ，逐年編列工程經費，並經校務會議、主管會議定期檢討修正計畫。 

2.確實掌握預算執行，提升辦理成效：(1)年度預算由總務處、會計室 

  與各業務單位共同討論執行期程，總務處依期程辦理採購招標，業務 

  單位掌握標案執行進度，會計室定期提出經費執行情形，檢視經費執 

  行成效；(2)校內重大活動辦理運用 PDCA管理循環概念規劃，擬定相 

  關經費概算執行，提高活動辦理成效及經費執行率；(3)辦理課後社 

  團、課後照顧、攜手激勵班，經費收支、分配及運用符合學生學習需 

  求，落實經費管控與運用；(4)申請學校課程實驗計畫(如十二年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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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教育課程先鋒學校計畫、國民中小學英語融入領域教學實驗計 

  畫)，依計畫掌握預算執行成果，精進教師創新，帶動課程發展。 

3.2.2訂有財物管理計畫，善用資訊確實做到精確的財物管理。 

1.訂定財產管理辦法，整合現有資源相互流通：(1)依「臺北市政府市 

  有財產管理作業要點」進行財產物品管理；(2)運用「財產管理系統」、 

  「物品管理系統」進行產物品登錄，透過 E化系統管理，提升財物管 

  理效率；(3)制定財產及物品盤點工作計畫，成立盤點檢核小組，定 

  期辦理全校財產及物品盤點作業；(4)財產報廢函報財政局核備後， 

  登錄「惜物網」拍賣，以利資源流通；(5)資訊設備之報廢管理，經 

  財政局備查後，堪用設備轉贈至公益性文教機構，由社會專業團隊扶 

  助弱勢或偏鄉族群，落實資源再生利用，展現社會責任。 

2對外租借校園活動場地，活化校園場域：(1)依「臺北市立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及收費基準表」進行校內場地租 

  借管理；(2)透過租借校內夜間及假日活動空間，達成空間利用之效； 

  (3)本校停車場自向停管處登記取得營業許可後，對外出租給民眾入 

  校停車，提供附近居民使用；(4)與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簽訂契約，設 

  立公共托育中心，校內餘裕空間妥善運用外；(5)活動場地之收入運 

  用於本校設備維護、修繕及更新使用，創造優質教學場域。 

(四) 永續發展：提升學校績效表現 

指標 做法內容 

4.1

運 

用 

管 

理 

技 

術 

提 

升 

績 

效 

4.1.1有效進行績效管理，親師生滿意度高。 

1.校務經營依需求進行親師生滿意度調查：(1)定期辦理學校經營意見 

  調查，重視家長對教育的期待，強化校務發展優勢；(2)每學期辦理 

  課後社團、課後照顧滿意度調查，掌握社團、課顧班教學品質，精進 

  社團、課顧班發展；(3)每學期辦理午餐滿意度調查，督促廠商持續 

  供應高品質餐點；(4)辦理教師研習、親職教育講座進行滿意度調查， 

  掌握學習者對課程的期待，並作為日後辦理的參考。 

2.辦理提高績效表現的研習、分享或交流活動：(1)辦理教師專業成長 

  研習，提升教師教學知能；(2)成立各領域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定期 

  專業對話，相互成長；(3)辦理親職教育講座、志工增能活動，增進 

  家長、志工專業知能，帶動團隊學習風氣；(4)辦理各項學校行政、 

  教師、家長會與志工團間交流活動，凝聚校內團隊共識；(5)辦理國 

際交流活動，邀請外國教育團體蒞校，或帶領學生國際參訪，豐富師 

生閱歷，擴展多元文化胸襟，藉此提升學生國際觀與世界觀。 

4.1.2展現管理技術，進行計畫、試作、檢核及改進的實例。 

1.運用管理技術循環改進績效：(1)運用 PDCA管理概念辦理本校重大活 

  動，如體育表演會、學習博覽會創意市集體驗活動、社區才藝秀、畢 

  業典禮等，提高本校活動辦理績效，並作為活動辦理修正依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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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或協辦教育局重大活動，諸如臺北市音樂比賽、臺北市幼教及小 

  教教師甄選、臺北市教育審議委員會，活動圓滿，展現卓著行政績效。 

2.定期執行自我檢核與評鑑機制：(1)各處室於每學年度、每學期規劃 

  學期各項學生學習課程，並落實學年度自我檢核，建全 PDCA回饋修 

  正機制；(2)每學期辦理各學年、各領域辦理三階段課程評鑑：自我 

  評鑑、相互評鑑及總體評鑑，並透過課發會檢討修正學校課程發展。 

4.2

展 

現 

卓 

越 

的 

行 

政 

績 

效 

4.2.1建立追求卓越的績效管理制度。 

1.行政團隊溝通協調良好，展現學校和諧氛圍與活力：(1)共組「主管」、 

  「行政」、「處室」LINE群組，訊息即時討論、即時反饋，展現團體 

  溝通力；(2)校內重大活動，行政團隊不分處室一起布置、一起執行、 

  一起復原，展現團隊合作力；(3)辦理慶生會、文康活動、忘年會、 

  期末餐會、歡送會，凝聚同仁情誼，展現團隊向心力。 

2.學校會議具有適切的管理制度與執行紀錄：(1)每週召開主管會議， 

  相關紀錄於雲端硬碟上共同編輯；(2)每週召開安全會議，強化校園 

  安全；(3)每週辦理教師晨會、每月一次擴大行政會議，加強教師、 

  行政相互溝通；(4)定期辦理學年會議、領域會議，加強教師間縱向 

  及橫向間的聯繫。 

3.重視教育合夥人，合作經營校務發展：(1)學校日家長建議學校皆積 

  極處理、用心回覆並公告學校首頁，展現學校對家長意見的重視；(2) 

  課發會、校務會議及各處室委員會議邀請家長會委員共同參與，強化 

  學校與家長間溝通聯繫，彙整意見凝聚共識更為全面；(3)配合課程 

  發展與教學需求，召募家長志工或引進社區資源協助各類學習活動， 

  擴大行政執行效能，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4.2.2行政管理績效能展現學校特色，並符應學校未來發展需求。 

1.定期考核校務中長程發展計畫及年度計畫：(1)106年起依據本校中長 

程發展計畫辦理學校各項活動，108年因應新課綱實施、少子化、社 

會快速變遷加上全球化國際化帶來的轉變，檢討並修訂中長程發展計 

畫之項目內容與執行期程；(2)各處室落實學年度自我檢核，建全 PDCA 

回饋修正機制；(3)每學期辦理各學年、各領域辦理課程評鑑，並透 

過課發會檢討修正學校課程發展。 

2.學生學習表現成果卓越，追求永續發展：(1)落實一校一特色(樂游興 

  雅、泳向未來)、一生一專長(藝術運動、展能揚才)、一個都不能少(在 

  乎孩子、全人發展)的教育理念，營造友善溫馨的校園環境；(2)學 

  生積極對外參賽，並與其他學校進行交流，不僅增加學生學習機會， 

  亦榮獲優異的學習成果；(3)發展年度統整課程「體育表演會」、「學 

  習博覽會創意市集體驗活動」，促進親師生合作、培養學生多元參與 

  ；(4)辦理國際交流活動，邀請外國教育團體蒞校，或帶領學生國際 

  參訪，豐富師生閱歷，擴展多元文化胸襟，提升學生國際觀與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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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做法 

(一)2017興雅能源教育年：創新深化特色課程，培養學生環境關懷力 

 

    
太陽能板教學 節能教具箱操作 太陽能車體驗 太陽能車大賽 

（二）2018興雅閱讀教育年：深耕閱讀書香興雅，培養學生閱讀力 

 

    

與作家有約 圖書館資訊利用 閱讀認證 閱讀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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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2019興雅英語教育年：扎根英語生活運用，培養學生英語力 

 

 
   

多元英語教育 兩班三組教學 萬聖節變裝秀 讀者劇場表演 

肆、優質成果 

一、目標達成 

(一) 前瞻視野：構建校園智慧網絡 

1.建置 e化管理系統，整合校務運作，提升行政效能。 

    
資訊推動會議 e化系統學習 建置平板車 會議電子化 

    

線上報修系統 
掌握修繕狀況 

智慧冷氣監控 
掌握班級用電 

雲端資料共編 
會議資料共享 

e 酷幣系統 
整合閱讀活動 

2.善用網路資源，連結、應用與管理。 

    
善用網路資源 學習 e化展現 特色教學e化行銷 學校 FB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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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善用資料檢核，掌握辦學品質。 

    

受傷地點分析 庶務資料掌握 學力檢測分析 領域課程檢核 

 (二) 卓越教學：充實學校人力資源 

1. 學校依發展需求，合法程序進用各類專業人員，活化學校發展。 

    
代理教師甄選 公開招標專業廠商 引進外師教學 引進方塊舞教學 

2.教師專業成長，提升教師知能；教師專業分享，推廣教學經驗。 

    

領域備課社群 教師研習 教師觀課議課 課綱增能講座 

3.正向激勵學校成員，有效引導團隊成長。 

    
體表會公開 
表揚優秀志工 

教師週會表揚 
教師榮譽 

公開表揚 
校隊老師的用心 

公開感謝 
家長會的支持 

4. 有效發揮危機處理小組功能，強化校園安全防護。 

    

召開安全會議 地震逃生演練 人為災害演練 加強門禁管制 

(三) 創造品質：精進校園事務運作 

1.依中長程發展計畫辦理校內重大修建工程，營造優質化校園。 

年度 工程名稱 工程費 

 

 

 

2017 

(1)冷氣專用電力改善工程 4,053,301 

(2)各行政處室改善工程 3,091,600 

(3)音樂教室搬遷改善工程 921,581 

(4)游泳池改善工程 794,502 

(5)視聽教室地板及泳池前空地整平敲除工程 1,243,704 

(6)配合開放民眾租用停車場設備改善工程 1,980,895 

(7)藝文書法教室教學環境改善工程 94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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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3,026,599 

 

 

2018 

(1)校園優質化工程(第一期) 16,400,768 

(2)無障礙設施設備工程 2,278,585 

(3)新設幼兒園兩歲專班及原教室搬遷工程 2,107,237 

(4)仁愛樓東側地下室一層緊急修復工程 1,449,401 

合計 22,235,991 

 

2019 

(1)仁愛樓教室走廊牆面改善工程 2,903,000 

(2)校園電梯改善財物採購案 2,560,000 

(3)兒童遊戲場修繕汰換工程 1,093,303 

合計 6,556,303 

    

行政處室改善 停車場改善 書法教室改善 地下室改善 

    
會議室改善 幼兒園教室改善 無障礙設施設備 仁愛樓牆面改善 

2.安排專人定期巡檢，有效維持設施設備運作，維護校園安全。 

內/外專責 類別 項目 實施期程 

 

 

 

 

 

勞務委外 

維護合約 

 

 

 

重要機電 

太陽能光電設備 每年兩次 

智慧型數位監視系統 每年兩次 

電梯維護 每月一次 

電力設備維護 每月一次 

飲水機保養 每月一次 

飲水機濾心更換/水質檢測 每季一次 

建物安全 消防設備安全檢查 每年一次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每年一次 

 

 

環境清潔 

水塔清洗 每年兩次 

廁所清洗 每月兩次 

空調維護、濾網清洗 每年一次 

病媒蚊消毒 每年三次 

老鼠防治 每年五次 

 

校園安全 
保全門禁管制、校園安全巡檢 每日 

機械保全 每日 

 

安排校內

專責人員 

 

安全巡檢 
兒童遊戲場、運動設施設備巡檢 每日一次 

游泳池環境、水質巡檢 每日一次 

職工校舍區域巡檢 每日一次 

機動修繕 修繕通報平台 視需求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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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案計畫掌握預算執行，精進教師創新，帶動課程發展。 

年度 專案名稱 專案經費 

2017 

 

(1)12 年國教課程先鋒試辧計畫 68,720 

(2)英語兩班三組 125,253 

(3)卓越科學教育 51,600 

(4)揪團自主學習(國、數領域) 24,376 

2018 (1)12 年國教課程先鋒試辧計畫 161,720 

(2)英語兩班三組 64,820 

(3)卓越科學教育 138,000 

(4)精進課程及教學資訊專案計畫 700,000 

(5)推動臺北市能源教育經費 178,000 

(6)國小學校長跨專業學習社群經費 13,818 

(7)新課鋼校定課程揪團經費 40,338 

2019 

 

(1)12 年國教課程先鋒試辧計畫 117,800 

(2)英語兩班三組經費 165,914 

(3)卓越科學教育 315,000 

(4)國小學校長跨專業學習社群經費 8,580 

(5)國小教師揪團自主學習(教務主任) 30,520 

(6)英語融入領域教學實驗計畫 76,800 

4.落實採購作業程序，確實掌握預算執行，執行率績效佳。 

執行率 執行目標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資本門 80% 98.02 % 94.91 % 98.26 % 

優先採購 5% 9.86% 11.17% 11.16% 

綠色採購 100% 100% 100% 100% 

(四) 永續發展：提升學校績效表現 

1.有效進行績效管理，家長滿意度高： 

 
2.運用管理技術循環辦理校內外重大活動，提升辦理績效，展現學校特色。 

年度 校內重大活動 校際交流活動 協助全市業務推動 

2017 (1)社區才藝秀 

(2)兒童節慶祝活動 

(1)韓國 DaeGwang小學    

(2)香港協和小學 

(1)小運會游泳比賽 

(2)幼兒園教師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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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習博覽會 

(4)水上運動會 

(5)國樂成果發表 

(6)畢業典禮 

(7)體育表演會 

(3)上海黃浦區幼兒園長 

(4)香港仁立小學 

(5)旅居美國校友參訪 

(6)國樂團歐洲學校表演 

(7)國樂團市立大學表演 

(8)非洲史瓦濟蘭學生 

(3)國小教師甄試 

(4)太陽能車競賽 

(5)學生音樂比賽 

(6)臺北市教審會 

2018 (1)社區才藝秀 

(2)樂動跑步計畫 

(3)兒童節慶祝活動 

(4)學習博覽會 

(5)水上運動會 

(6)國樂成果發表 

(7)畢業典禮 

(8)體育表演會 

(1)至宜蘭憲明國小交流 

(2)上海參加天文夏令營 

(3)北京西城區宏廟小學 

(4)廣西南寧青少年團 

(5)碧湖國小蒞校交流 

(6)信義區早療中心參訪 

(7)桃園大溪仁善國小 

(8)非洲賴索托學生 

(1)全國能源教育觀 

   摩會 

(2)幼兒園教師甄選 

(3)國小教師甄試 

(4)太陽能車競賽 

(5)學生音樂比賽 

(6)臺北市教審員會 

2019 (1)社區才藝秀 

(2)兒童節慶祝活動 

(3)學習博覽會 

(4)水上運動會 

(5)樂團成果發表會 

(6)畢業典禮 

(7)體育表演會 

(1)至桃園華勛國小交流 

(2)上海長寧少年科技指 

   導站 

(3)江西南昌育華學校 

(3)信義南港早療中心 

(1)幼兒園教師甄選 

(2)國小教師甄試 

(3)協辦環保局市民 

   能源參訪 

(4)太陽能車競賽 

(5)學生音樂比賽 

(6)臺北市教審會 

3.學生表現、行政管理績效成果卓著，追求校園永續發展。 

學生表現(部分列舉) 行政管理 

2019 (1)國樂團參加全國學生音樂 

   比賽榮獲「大團合奏」國 

   小團體特優及「絲竹室內 

   樂」國小團體優等。 

(2)游泳隊參加國民小學聯合  

   運動會游泳比賽勇奪 1金 

   2銅等 7個獎項。 

(3)直笛團參加臺北市學生音 

   樂比賽勇奪佳績。 

(4)田徑隊參加小學分區運動 

   會榮獲 3銀 1鐵等 9項獎。 

(5)少林拳武術隊參加全國中 

   正盃武術聯賽榮獲團體 3 

   項冠軍、1項亞軍，合計 

   共 32個獎項。 

2013 (1)優質學校「校園營造」、「資源 

   統整」優質獎 

(2)臺北「教育 111」標竿學校 

2014 (1)全國交安評鑑金安獎第一名 

(2)「標竿學校」校本體育課程「游 

   出興雅百分百」獲「潛力學校」 

2016 (1)通過校務評鑑，「課程發展與 

   評鑑運用」、「學生學習與成效 

   表現」、「學生事務與國民素 

   養」、「校園環境與教學設備」 

   榮獲一等 

(2)興雅書香志工團榮獲「閱冠磐 

   石評選」書城閱冠磐石獎 

2017 (1)優質學校「課程發展」、「學生 

   學習」優質獎 

(2)推動能源教育標竿獎金獎 

2018 臺北「教育 111」標竿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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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成果 

(一)2017興雅能源教育年：創新深化特色課程，培養學生環境關懷力 

1.建構太陽能校本課程並參加「臺北市 106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先鋒學校試辦計畫」，整合校內「能源教育四省計畫」、「能源教育週」、「學 

  藝競賽」、「學習博覽會」等元活動，深化學生環保概念。 

    
能源教育宣導 環保學藝競賽 融入美勞課程 環保學習博覽會 

2.承接臺北市能源教育推廣中心，榮獲 106年推動能源教育標竿獎金獎。 

    

太陽能教育推廣 太陽能競賽活動 節約能源表揚 市長、局長肯定 

(二）2018興雅閱讀教育年：深耕閱讀書香興雅，培養學生閱讀力 

1.推動「MSSR身教式寧靜閱讀」，結合「故事列車」、「閱讀學習博覽會」、「與

作家有約」、「主題書展」、「班書巡迴」、「行動書車」等多元活動，從學校

到家庭營造讀讀氣氛，培養學生閱讀習慣。 

    
MSSR閱讀 故事列車 閱讀學習博覽會 宣導家庭 MSSR 

2.結合社區資源成立「興雅書香志工團」，進行「晨間說故事」、協助「圖資課 

  程」、圖書館業務、及各項閱讀活動，成為學生閱讀力強力推手。興雅書香志 

  工團參加臺北市2016年度推動兒童深耕閱讀活動，榮獲「閱冠磐石評選」書城 

  閱冠磐石獎。 

3.透過臺北e酷幣整合多元閱讀活動，引發學生學習興趣。 

  ◎107學年度閱讀學習認證 

認證項目 人數 認證項目 人數 

線上投稿 805人次 悅讀經典認證 1415人次 

閱讀認證 5851人次 閱讀護照(閱讀100本) 66人次 

有獎徵答 1333人次 閱冠王 162人次 

獎品兌換 780人次 線上讀書會 1243人次 

4.建立學生閱讀習慣，圖書借閱率逐年上升。 

  ◎105-108學年借閱人次、借閱冊數 

學年度 學生數 借閱人次 借閱冊數 每生平均借閱冊數量 

105 1,027人 9,527人 15,212冊 15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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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1,009人 12,822人 20,050冊 20冊 

107 1,028人 14,402人 24,987冊 24冊 

108上 1,069人 7,301人 12,177冊 － 

  ◎借閱人次、借閱冊數及每生平均借閱冊數 

  

(三）2019興雅英語教育年：扎根英語生活運用，培養學生英語力 

1.英語激勵班、英語兩班三組，加強弱勢學生英語能力提升。 

  本校近年積極參與「臺北市國中小創新教學英語實驗計畫---兩班三組教學模 

  式」，並持續辦理英語激勵班，近年英語學力檢測未達基礎級人數皆低於臺北 

市平均人數，適性教學展現成效。 

學年度 英語激勵班 

學生數 

英語兩班三組 

學生數 

 

106 4個班25人 3個班18人 

107 3個班18人 6個班38人 

108 4個班25人 3個班17人 

2.積極參加英語教學實驗方案，落實英語學習生活化。 

  本校引進外師教學，並積極參加先鋒計畫、雙語實驗計畫，實施雙語體育與雙 

  語生活課程，將英語應用在其他領域的學習，此外，配合節慶或學校活動營造 

  英語情境，落實英語學習生活化，透過互動式教學提升學生說英語的自信。 

    
外師教學 雙語生活課 節慶融入課程 情境營造 

3.推動英語多元體驗活動，提升學生高層次英語表達能力。 

  為進一步提升學生高層次的英語表達，積極推動英語多元體驗活動，如帶領學 

  生參訪英語情境村，辦理校內外多語文競賽，校際交流，透過創意市集體驗活 

  動營造英語購物、遊戲、解說的學習情境，以擴大學生的英語感知能力。 

    
英語情境體驗 讀者劇場比賽 校際交流 創意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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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校特色 

一、「行政管理目標」與「教育願景」方向一致： 

    興行政心 雅教育情」行政管理方案，是以本校教育願景「卓越、前瞻、 

    創造、永續」的教育理念為中心思考(教育情)，以「前瞻視野、卓越教學、 

    創造品質、永續發展」為行政管理目標(行政心)。 

二、行動策略以達成「願景」、「目標」規劃具體做法： 

    本方案以建構「數據管理、e化服務、知識管理、連結應用」的「智慧網絡」、 

    充實「合法程序、專業成長、考核激勵、危機處理」的「人力資源」、精進 

    「校舍建設、採購程序、經費編列、財物管理」的「事務運作」為行動策略， 

    發展行政管理架構，目的在提升學校績效，促進校園永續。 

三、善用各類e化系統連結統整校內外資源，促進行政效能： 

    建置「興雅分享」硬碟共作空間、「雲端硬碟」共編空間、「LINE群組」 

    行政互聯空間，會議電子化，可從線上直接資料讀取，歷年資料亦在硬碟 

    ／雲端上共存共享，並善用電子相簿、FB、雅園、特色教學等電子刊物記 

    錄學生學習，並行銷學校。 

四、配合特色課程發展，規劃專長教師；教師專業成長，帶動課程發展： 

    規劃校內專長教師教學，建構校本特色課程：能源教育、書法教育、資訊教 

    育等，並逐年引進方塊舞、毛線編資、英語外師等師資，活化課程教學；持 

    續辦理教師專業成長研習，精進教師教學，以促進學生學習。 

五、行政團隊穩定、優秀，團隊辦事績效卓著： 

    本校行政團隊成員穩定，各處室主任、組長任期至少都2年以上，行政經驗 

    得以積累、延續，團隊縱向、橫向聯繫默契佳，具「溝通力」、「合作力」 

    與「向心力」，團隊績效卓著。 

六、每年規劃一教育主題的方案策略，聚焦培養學生能力： 

    近三年本校分別以「2017興雅能源教育年」培養學生環境關懷力、「2018 

    年興雅閱讀教育年」培養學生閱讀力、「2019興雅英語教育年」培養學生英 

    語力。各教育年的學生能力並非在該年段結束後就不再重視，該教育主題已 

    建構為校本課程，形塑成「興雅文化」持續進行著。 

七、發展年度統整課程，促進親師生合作、培養學生多元參與： 

    以「體育表演會」、「創意市集體驗活動」形式分別於2017、2018、2019 

    統整「能源」、「閱讀」「英語」課程，建立親、師、生互動共好的學習型 

    態，展現學生多元能力，學校也因打開校園與社區互動，建立良好辦學口碑。 

陸、結語 

    學校本著「行政支援教學、教學提升學校」的信念，整合教師、行政、家長

及社會資源，建構學生多元學習系統，讓興雅學子在「卓越、前瞻、永續、創造」

的健康快樂優質校園環境中，發展全人自信，盡情展現才華，彩繪金色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