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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學校之核心要務在於「教人成人」，讓「每個孩子都成功」是校務經營之目

標。資源猶如春陽，生生不息、溫暖人心，引進資源，並且妥適運用資源，促使

親師之間攜手合作，共同「散播愛苗」，以建置學習支援機制，塑造優質的學習

環境，定能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展現優質學習成果。 

    本校資源統整方案採取 CIPP模式循環實施，系統化分析學校情境與需求，

有效掌握內部資源，創新爭取外部資源，將資源融入行政與教學活動架構中，

並結合資訊科技加速方案之發展，歸納統整四項具體目標「積極匯集資源、建

構資源網絡」、「合宜分配資源、營造支持系統」、「有效運用資源、發展優

質情境」、「永續資源發展、營造學校特色」。依據四項具體目標，再行規劃

16項具體做法，使資源運用配置得當，獲致最大效益，推升校務發展。 

    除了16項具體做法之外，本校運用地利、人和之條件，輔以「情義相挺召人

法」、「專案實施申請法」、「策略聯盟合作法」、「承辦工作匯流法」、「公

益活動吸金法」及「走出校園行銷法」六大項創意作法，運用資訊科技，加速統

整資源，強化行政服務效能，並積極爭取多元資源投入，尋求志工投注支持，透

過公益行銷，獲得社區肯定，以達成「提升教學品質」、「打造優質情境」、「豐富

學生學習」、「有效扶助弱勢」、「精進教師專業」及「發展特色課程」六項方案目

標，使資源統整效益，體現精緻開放優質經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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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現況 

「蓋一所不一樣的學校，營造一個豐富的學習環境，讓孩子成為學習的主

人」。本校秉持上述開放教育之理念，於 1996 成立健康國小籌備處籌劃建校事

宜，1999 年開學正式招生，以「無圍牆」、「班群空間」、「資訊科技」等空

間與課程特色打造新世紀開放學校，以「健康、主動、尊重」為學校願景，結

合專業創新之教師與熱誠關懷之家長攜手共同營造協同合作、多元精緻之學習

情境，期待引領教育理念跨越世紀，培養學童成為二十一世紀社會優秀之人才。 

一、設校歷史 

（一）籌備階段：民國84 年12月1日成立籌備處，民國85年2月1日陳順和校長

奉派為籌備處主任。 

（二）學校成立：民國 88年7月1日正式成立，開始招生。 

（三）學校願景：培養健康、主動、尊重的二十一世紀未來兒童 

（四）學校目標：營造一個開放、多元、精緻、健康的科技化人文學校 

（五）學校特色：一個無圍牆、無鐵窗，學校與社區結合，課程創新多元的

開放理念學校。 

二、社區環境 

（一）社區型態：位於臺北市松山區民生社區邊緣，基地原屬空軍營地，配

合眷村改建政策，部份營地規劃為小學，校地面積僅 1.1公頃，需容

納 1,300位師生，校舍建築採取與社區複合式設計，不但開放美觀，

並且與社區融合無礙；本校緊臨民生社區，家庭社經背景屬中、上層

家庭，社區文風鼎盛。 

（二）社區交通：本校位於三民路、延壽街交叉口，地處臺北市東區，校地

原為軍營，為軍事用地的一部份。北側為延壽街，東側臨三民路，交

通便利。 

（三）人口組成：本校學區範圍包括自強里、富泰里、三民里、鵬程里、介

壽里、龍田里等六個里。社區多為眷村改建，居住人口結構多為退伍將

領及其眷屬，隔代教養比例漸增，且因房價高漲，中壯青年層不易移入，

少子化趨勢明顯。 

三、學校規模 

（一）班級數：普通班36班，資源班2班，幼稚園3班，總計41班。 

（二）學生人數：小學生男495人，女517人，幼稚園90人，總計1102人。 

（三）人員編制：教師74人，職員工16人，總計90人。 

（四）教師學歷：碩士49人，學士25人。碩士學位教師約占66％。 

（五）學校空間：本校基地面積11,459平方公尺。興建地下二層，地上五層。

樓地板面積4317㎡。校舍有五棟建築主體。計有普通教室36間、專科教

室17間、圖書室1間、游泳池及活動中心各1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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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優質目標 

一、背景分析 

校務經營之目標，在於妥適運用資源，統合親師攜手合作，打造學習支援機

制，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讓「每個孩子都成功」。其中資源之配置，資源投入之

型態及多寡，皆可能影響學生學習成果，復因現代學校經營因素日益繁複，學校

必須系統化分析學校情境與需求，整合校內外各項資源，融入行政與教學活動架

構，方能提升教學品質，促進學生之學習績效。 

本校設校迄今12年，在全校同仁努力經營下，績效卓著，深受肯定，雖在

少子化的衝擊下，仍能維持少數額滿學校之ㄧ，社區對學校具高度之期許，但

因為整體社會變遷及教育環境改變，除了兢兢業業力求校務發展之外，爭取各

項經費與資源，支持學校更新與發展，仍是學校持續深耕之要務，以下茲簡述

本方案之背景與需求因素： 

（一）符合家長期待、積極溝通尋求支持：本校自籌備、創設至今，始終為社

區及家長心目中之優質學校，家長之關切與投入，本為教師教學之夥伴

與助力，然而，凡事過猶不及，家長之介入，影響教師專業之發揮，甚

至成為親師衝突，因而需強化溝通機制，導引家長適度參與，攜手合作，

為孩子營造溫馨友善之學習情境。 

（二）弱勢家庭漸增、扶助系統有待建構：民生社區家庭社經背景雖多為中上

層次，但因社會變遷，隔代教養、單親家庭、新移民子女、低收入戶、

身心障礙、原住民等學生有逐漸增加之趨勢，目前總計約有 1 3 5位，佔

全校學生 13％，不僅學習表現及同儕關係偏弱，亦造成教師班級經營與

教學實施壓力，亟需爭取資源，強化弱勢學生之生活扶助及學習支持機

制。 

（三）家庭功能弱化、教養功能力不從心：家長忙於生計，無暇陪伴孩子，教

養孩子力不從心，缺乏陪伴與指導，影響學習成效，除需加強親職教育

外，亦須結合有效資源，營造學生學習支持體系，讓每個孩子成為教室

裡學習的主人。 

（四）校舍設施逾時、亟需爭取資源維護：自 88年創立迄今，校舍已達 12

年，建築物本體及各項設施均需持續維護整理，而學校經費受限中型

學校規模，無法配合新設學校特性編列維護經費，亟需爭取各方資源積

極維護，方能維持各項設施正常運作，支持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 

為使方案需求、資源爭取、資源挹注與資源效益評估能系統化整合，使資源統

整有效促進校務經營由「A」→「A+」，方案採取CIPP模式循環實施，

有效掌握內部資源、創新爭取外部資源、資源有效彈性運用，並結合資

訊科技加速方案之發展，使資源運用獲致最大效益，長期運作永續發

展，方案實施架構圖如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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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方案實施架構圖 

依據本校背景及資源需求因素之分析，接續探究本校現況與條件，擬定「讓

每個孩子都成功」方案之發展策略與具體目標，分析結果如表 1。 

表 1 資源條件與發展策略一覽表 

覺察課題 
現況分析 發展策略 

具體目標 有利條件 不利條件 

符合家長期待 

積極溝通尋求支持 

1.家長會組織健全，參與

校務推展 

2.志工團熱誠服務支援

校務推動。 

1.家長會提供協助校務發

展之財力、物力有限 

2.親師溝通機制仍需加強。 

3.與社區互動不足。 

積極匯集資源 

建構資源網絡 

弱勢家庭漸增 

扶助系統有待建構 

1.教師具專業素養，行政

團隊積極支援教學。 

2.教師年輕、活力創意。 

3.教育局挹注經費辦理

安心就學方案等措施。 

1.需個別指導學生者眾，教

師無暇從事研究 

2.部分學生學習動機薄弱。 

3.弱勢學生造成教師班級

經營與教學之困境。 

合宜分配資源 

營造支持系統 

家庭功能弱化 

教養功能力不從心 

1.學生天真，可塑性高 

2.學校辦理親職活動。 

3.學校已建構精緻本位

學習活動及課程教學。 

1.多數家長無暇陪伴與管

教孩子，輔導管教不易。 

2.部份家長無法提供孩子

身心成長較豐裕的資源。 

有效運用資源 

發展優質情境 

校舍設施逾時 

亟需爭取資源維護 

1.辦理上級交辦活動。 

2.逐年爭取經費改善。 

3.全體戮力發展特色。 

1.缺乏戶外大型場地。 

2.新設學校經費、資源不足 

3.部分校園角落閒置。 

永續資源發展 

營造學校特色 

二、具體目標 

    為達到「每個孩子都成功」之目標，建構良好學習支持機制，本校藉由前

項資源分析，歸納統整四項目標，規劃具體做法，掌握內部資源，活化外部資

源，透過系統化歷程，讓資源投入成為有機循環，達成提升教學品質、打造優

質情境、豐富學生學習、有效扶助弱勢、精進教師專業及發展特色課程等六項

方案目標。以下茲就四項具體目標之內涵說明如下： 

（一）積極匯集資源，建構資源網絡：積極統整校內資源，並爭取彙集校外資    

源，統整建構包括人力、物力、財力、自然、輔導、社教等資源資料庫，

透過 E化知識管理架構，分享傳遞及運用，支持各項發展，提升學習。 

（二）合宜分配資源，營造支持系統：考量校務發展、教師專業及學生學習需      

成果(P) 

計畫管考 

績效評估 

A to A+ 

Good to Great 

輸入(I) 

背景(C) 

Swots分析 

需求評估 

系統資料 統合活化 有機連結 

目標 

願景 
掌握內 

部資源 

創新作法 

爭取資源 

資源分配 

有效運用 

以科技 

為加速器 

資源整合 

永續發展 

過程(P) 



 7  

求，連結統合資源，以務實、彈性、公平，弱勢扶助優先為原則，合宜

爭取分配各項資源，營造學生學習支持系統，促進學校多元發展。 

（三）有效運用資源，發展優質情境：以系統化分析及思維，建構資源網絡，      

結合親師、志工、社區力量，共同發展優質學習情境，促進校務發展。 

（四）永續資源發展，營造學校特色：統合資源，型塑學校特色，彰顯辦學績

效，永續經營發展，達成「提升教學品質」、「打造優質情境」、「豐富學

生學習」、「有效扶助弱勢」、「精進教師專業」、「發展特色課程」目標。 

參、具體做法 

一、實施內容 

（一）積極匯集資源，建構資源網絡 

 1.積極人力整合促進發展 

 (1)調查建構人力資料庫：本校分析各項校務推展與教學需求，調查統合

人力資源，結合資訊網絡，供各單位查詢運用，有效支援服務。 

表2 人力資料庫一覽表 

類    別 內容概要 每學年度合計 

學校人力 
現職教職員工 約90位 

學區群組學校、國小校際交流學校、參訪學校 約10校 

家長人力 

全校家長 約2000人 

家長會及家長代表 78位 

家長志工 約160人 

其他專業家長人力 約64人 

專業人力 
校內外專業輔導及教學人員 14人 

外聘專業領域及社團教師 64人 

社區人力 社區人士、社團組織及企業、公益及社福團體 約12餘個單位 

公家機構 醫療院所、警政消防交通單位、社教機構 約15餘個單位 

       (2)妥善運用人力資源：各單位依需求運用人力資源，支援各項教學，參

與校務發展，達成本方案之各項經營目標，運用內容摘要說明如表3。 

表3 方案目標與人力資源運用一覽表 

目 

標 
運   用   內   容 運  用  人  力  資  源 

提升 

教學 

品質 

(1)引用專業人力資源：晨光室內活動、晨

光運動時間、閱讀活動、慢跑活動、親

師輔導知能成長、各項委員會議 

(1)慈濟大愛媽媽、方塊舞老師、說故

事媽媽、BQ明碁電腦企業、心理師

(家長)、參與校務發展之會議委員 

(2)強化宣導活動：人權法治、建國百年祖

孫週、兩性平等、衛生保健、環保教育 

(2)青少年人權學會、果陀劇場、環保

局五科、原住民委員會 

打造 

優質 

情境 

(1)建立安全聯防系統：門禁管理、安全巡

邏、維護學生上下學安全、軟硬體環境 

(1)警衛、替代役、保全、發展協會、

警政消單位、導護志工、愛心商店 

(2)建置健康支持網絡：健康檢查、口腔檢

查、三級輔導工作、輔導高風險家庭 

(2)社區醫療院所、健康服務中心、駐

校牙醫師、駐區心理師、社工師 

豐富 

學生 

學習 

(1)協助學校大型活動：校慶運動會、兒童

節園遊會、藝術狂歡節、登山活動、311

賑災募款活動、圖書及單槍募款活動 

(1)家長志工、家長專業人才(編舞、人

文美學講座、校慶紀念手冊設計)、

警政消防衛生單位、家長會 

(2)辦理多元學習活動：社團、校際交流、

校外教學、童軍團、畢業露營、旅行 

(2)專業社團老師、聯合社區童軍團、

社教機構、家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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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運   用   內   容 運  用  人  力  資  源 

有效 

扶助 

弱勢 

(1)推動各項扶助方案：課後照顧、攜手激

勵班、安心就學、急難救助、教儲戶 

(1)臺北市基礎教育關懷協會、教育

部、教育局、家長會、社會人士 

(2)建構輔導支持網絡：注音符號及學習

輔、轉學生輔導、課後生活協助 

(2)志工、社工、兒童福利聯盟、東區

特教資源中心、民生616幸福工作站 

精進 

教師 

專業 

(1)促進教師專業發展：教學輔導系統、教

學研究、教師專業評鑑、專業社群 

(1)輔導團及專業人才教師、讀書會、

外聘專業師資 

(2)辦理專業交流活動：學區群組學校研習 

   、國小校際交流參觀、各項研習活動 

(2)群組學校、康橋國小姐妹校、校際

交流各校 

發展 

特色 

課程 

(1)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綜合、陶藝及游泳

教學、體育週、英語節慶、畢業活動 

(1)輔導團及專業人才、志工、家長會 

(2)支援深耕閱讀活動：故事週、小博士、

閱讀認證活動、圖書館利用教育 
(2)輔導團及專業人才教師、志工家長 

2.系統整合學校現有資源 

掌握校內年度經費，訂定計畫與預算明細，提送各委員會或工作

組審議，通過後提送行政主管會議討論及統合，俾利確認各項校內資

源妥適運用，掌握需求及實施情形，本校資源統整運作機制如表4。 

 

 

 
 
 
 
 
 
 
 
 
 

表4 校內資源統整機制運作示意圖 

3.計畫充實更新環境設施 

(1)編列年度預算逐年更新：為擴大財力資源挹注，除編列預算爭取教

育局經費，整合校內經費，如校務發展基金、各項活動結餘等，規

劃工程及採購項目，每年執行率達九成以上，96-100 修建工程計18

項，總額約壹仟陸佰萬元；教學設施更新97-100年度共爭取達伍佰

餘萬元。整體執行由「工程暨採購小組」管考，運作機制如圖2。 

 

 

 

 
 

 
 
 

資源

分類 
資源項目 統整方式 管考機制 

校 

內 

經 

費 

年 度 預 算 

計畫、預算、執行 

評核、結餘處理 

工程採購小組 

代收代辦經費 行政主管會議 

其他準備金 行政主管會議 

委辦業務經費 各承辦處室 

課後社團經費 課後社團委員會 

泳訓班經費 行政主管會議 

校 

內 

物 

力 

教學設施 

需求調查、彙整 

採購、公布、 

保管、盤點、維護 

教務處 

圖書設施 教務處 

財產設施 總務處 

資訊設施 資訊工作小組 

遊具設施 訓導處 

 

行

政

主

管

會

議 

校

務

會

議 

計畫

審議

協調

分配 

統整 

評核 

審議

確認

評核 

【需求彙整】 

(每年 11-12 月) 

各處室 各學年 

資源班 幼稚園 

【需求統整】 

工程暨採購審議小組 

(每年 1-3 月) 

年度概算 

(每年 4 月) 中程計畫 

【年度採購】 

(每年 4 月 30 日完成) 

保管使用 

財產盤點 

(2 月、8 月) 

三級修繕 

【一級修繕】 

保管單位維護

【二級修繕】 

總務處維修 

【三級修】 

廠商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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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設施更新運作機制圖 

(2)爭取教育主管機關及其他資源補助：依據學校發展及學生學習需求，

評估撰寫專案計畫爭取經費，或透過管道與活動，向企業、社區、民

間人士及校友等募款，近年爭取經費達玖佰伍拾餘萬元。 

(3)有效利用校外自然資源：本校因校地狹小，活動空間及自然資源缺乏，

有效利用社區空間資源、自然資源、文化資源、建築資源等，擴大校

園空間教材，運用方式如表5。 

表5 校外自然資源運用表 

資源項目 運  用  情  形 

校外空間資源 利用觀山河濱公園、大佳河濱公園、富錦公園等資源作為教學或運動空間。 

校外生態資源 利用觀山河濱公園、大佳河濱公園、富錦公園等鄰里公園進行生態教學。 

校外文化資源 利用松山慈祐宮、臺北府城隍廟、松山教會(錫口禮拜堂) 等進行社會教學。 

校外建築資源 利用松山菸廠、松山火車站、松山機場等資源進行社會課程教學。 

4.建構雲端知識管理架構 

  (1)建置完善的校園資訊資源網絡： 

強化網路基礎環境：更新老舊網路線材，更新各教室數位插座、增設

各教室多媒體整合系統，更新高效能交換器，提升整體數位環境效能。 

建置各類資訊平台：為打造數位校園，本校資訊團隊依「資訊環境發

展藍圖」，自行撰寫程式，開發以ASP、PHP等語言架構之平台，建

構資訊傳遞、管理、分享、行銷等功能之平台，提升行政服務效能。 

 （2）強化成員資訊科技素養：積極規劃研習，培訓資訊素養如表 6。 

表 6 加強成員資訊科技研習一覽表 

研習類別 研習內容 參加成員 

資訊技能 多點觸控電子白板研習 校內教師 

資訊應用 新一代校務行政系統操作研習 全市國小教師 

資訊素養 「資訊素養與倫理」研習 全臺北市國小教師 

資訊應用 部落格建置推廣及應用、Office、無障礙網頁操作 校內教師 

（二）合宜分配資源，營造支持系統 

    1.蒐集及建置各類資料庫 

     （1）匯集資源建置分類資源庫：調查蒐集校內外人力、自然、輔導及社教 

資源，配合 E化科技建置資源庫，提供各單位適時運用分類，詳如圖3。 

 

 
 
 
 
 
 
 
 
 
 

 圖3 本校四大資源庫示意圖 

1.提升教學品質 

2.打造優質情境 

3.豐富學生學習 

4.有效扶助弱勢 

5.精進教師專業 

6.發展特色課程 

人力資源庫 

家長會、志工團 

專業人力、社區人力 

自然資源庫 

自然景點、空間資源 

文化資源、建築資源 

輔導資源庫 

家長會、志工團 

輔導專業人力 

輔導機構、醫療院所 

社教資源庫 

社教機構、基金會 

協會、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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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置社區資源網：蒐集調查社區鄰近學校各項資源，進行分類整理，

繪製社區資源網，提供教師教學運用之參考，本校社區資源網如圖四。 

 

 

 

 

 

 

 

 

 

 

 

 

 

 
圖4 本校社區資源網 

  2.掌握需求規劃發展藍圖 

   （1）掌握發展需求勾勒發展藍圖：依資源條件分析結果，勾勒資源發展

藍圖如圖5，並運用PDCA發展模式，確保達成目標，提升行政與教學品質。 

 

 

 

 

 

 

 

 

 

 

 

（2）統整資源深化學習效能：本校秉持全人教育理念，創校迄今規劃發

展多項主題教學架構與內容，豐富學生學習成長，方案內容與資源

運用情形說明如表7。 

表7 特色課程人力資源運用一覽表 

方案 

名稱 
方案內容 各項資源運用情形 

陶 

藝 

(1) 社區藝術家協助課程發展及技術指導。 

(2) 家長志工培訓後支援教師陶藝教學 

(1)專業人力-課程發展、技術指導培訓。 

(2)社教機構-校外參觀教學、人員培訓。 

社區資源網 

河濱公園 

富錦公園 

慈祐宮、城隍廟 

霞海城隍廟、松山教會 

體育處 

社教館 

臺北偶戲館 

戶政事務所 

民生公園 

富錦公園 

運動中心 

觀山河濱公園 

大佳河濱公園 

民生活動中心 
616幸福工作站、福智文教基金會 

友緣社福基金會、失親兒福基金會 

市立圖書館 

北市交響樂團 

社區發展協會 

松山文創園區 

松青超市、全聯社 

頂好超市、家樂福 

健康服務中心 

國軍醫院、衛生所 

 

三民派出所 

愛心服務站 

醫
療
保
健 

人
身
安
全 

宗
教
信
仰 

教
育
機
構 

自
然
步
道 

文
化
產
業 

百
貨
超
市 

休
憩
場
所 

社教心輔 

讓
每
個
孩
子
都
成
功 

1.提升教學品質 

2.打造優質情境 

3.豐富學生學習 

4.有效扶助弱勢 

5.精進教師專業 

6.發展特色課程 

人力整合 

擴大資源 

更新設施 

雲端管理 

充足人力 

擴大財力 

優質情境 

資訊傳遞 

合宜分配資源 

強化支持系統 

 

資源整合

掌握需求

強化扶助

分配機制 

提升教學 

全面關照 

有效扶助 

務實彈性 

有效運用資源 

發展優質情境 

系統運用

開放分享

志工支援

親師協作 

系統網絡 

促進互動 

多元支持 

親師合作 

永續資源發展 

營造學校特色 

整體績效 

型塑特色 

永續發展 

創新經營 

積極彙集資源 

建構資源網絡 

爭取活化外部資源 

 

支持學習

家長參與 

社區連結 

活化資源 

 

掌握統整內部資源 

圖5 方案架構發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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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3)協助指導學生以陶藝材質進行畢業製

作，設置於校園中成為校園公共藝術。 

(3)志工資源-人員培訓、教學支援。 

(4)校內經費-支應培訓經費、教學材料。 

藝術 

狂歡 

節 

(1)教師、志工家長參與課程設計與討論。 

(2)教師與家長開設課程，提供學生選課。 

(3)親師生設計參與藝術嘉年華走秀活動。 

(4)邀請國中、專業樂團、劇團蒞校表演。 

(1)社區資源-人員展演、教學指導。 

(2)校內人力資源-課程設計、教學實施。 

(3)志工資源-教學支援。 

(4)校內經費-教學活動材料、活動經費。 

親 

山 

活 

動 

(1)教師、志工家長參與課程設計與討論。 

(2)教師、志工家長行前勘查及討論。 

(3)教師、志工家長協助活動指導、隨行支

援、安全維護、醫療照護、車輛支援等 

(1)校內人力-課程設計、行前勘查。 

(2)志工資源-活動指導、隨行支援、安

全維護、醫療照護、車輛支援。 

(3)校內經費-教學活動材料、活動經費。 

英 

語 

節 

慶 

(1)教師、志工家長參與課程設計與討論。 

(2)教師、志工家長活動準備、場地布置 

(3)教師、志工家長活動指導、人力支援、

安全維護、個案輔導等工作。 

(1)校內人力-課程設計、場地布置、材

料準備、教學支援。 

(2)志工資源-活動指導、人力支援。 

(3)校內經費-教學活動材料、活動經費。 

深 

耕 

閱 

讀 

(1)志工家長規劃晨間說故事、戲劇展演，

擔任活動指導等。 

(2)圖書志工協助閱讀護照認證、圖書出納

流通、圖書編目上架等工作。 

(3)志工支援圖書館利用教育、小博士信箱 

(1)校內人力-課程設計、場地布置、材

料準備、教學支援。 

(2)志工資源-活動指導、人力支援、輔

導照護。 

(3)校內經費-教學活動材料、活動經費。 

畢業

系列 

活動 

(1)教師、志工家長參與畢業露營、畢業旅

行活動、畢業展演、畢業製作討論。 

(2)教師、志工家長行前勘查及討論。 

(3)教師、志工家長協助畢業活動指導。 

(1)校內人力資源-課程設計、行前勘查

人員、教學支援。 

(2)志工資源-活動指導、行前勘查。 

(3)校內經費資源-教學材料、活動經費。 

綜合

活動 

(1)教師參與課程設計及融入教學。 

(2)教師、志工家長活動準備、場地布置。 

(3)教師、志工家長活動指導、人力支援。 

(1)校內人力資源-課程設計、教學實施。 

(2)志工資源-活動指導、人力支援。 

(3)校內經費資源-教學材料、活動經費。 

 3.強化學生扶助輔導系統 

  （1）建構弱勢扶助系統：為保障弱勢家庭、學習落後及適應欠佳學生

學習，規劃扶助系統，使其能安心就學，系統架構如圖6。 

 
 
 
 
 
 
 
 
 

 
 

  圖6 弱勢扶助系統架構圖 

（2）建構三級輔導機制：扶助弱勢學生安心就學是資源分配重點之ㄧ，建

構良好輔導機制，強化生活、學習、適性輔導，更是學校經營之核

心，本校積極經營輔導團隊，建構三級輔導機制，協助孩子適性成

長，強化親師溝通，成效優異。 

4.建構明確資源分配機制 

訂定合宜的資源分配機制：各項資源分配，秉持「全面觀照、弱勢

優先、實現公平正義」原則，依據校務計畫，掌握各類需求，先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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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或委員會討論，再由主管會議進行總體分配控管，避免資源浪費或

集中，並透過校務會議審議確認，促使資源有效運用，分配機制如圖7。 

 

 

 

 

 

 

 

 

 

 

 

 

 

 

 

 

 

圖7 資源分配機制示意圖 

(三)有效運用資源，發展優質情境 

   1.系統運用資源促進校務發展 
各項資源依據校務計畫，逐年投入，將各項人力、物力、經費等資

源統合融入校務經營，有效提升校務經營績效，統合運用之成果如表8。 

表8 各處室運用資源於業務情形一覽表 

工作 

分類 
運用內容 

教務 

工作 

(1)運用人力財力及資訊科技，推動閱讀及特色課程、發展校本課程、促進領域學習 

(2)辦理學藝活動、課後照顧、畢業典禮及課後照顧 

(3)統合經費與人力推動教師專業發展 (4)運用圖書志工、陶藝志工等支援教學活動。 

訓導 

工作 

(1)運用社區機構資源，辦理品德、法治、春暉、人權、交通安全、健康促進、環境

教育等教育議題之宣導體驗活動，並融入課程實施教學。 

(2)善用人力支援校慶運動會、兒童節園遊會、全校登山活動、藝術狂歡節等活動。 

(3)遴聘牙醫師志工，組織導護志工、社區愛心巡守隊，建置愛心商店安全網等。 

總務 

工作 

(1)善用人力資源提供校園環境規劃改善意見(2)爭取教學設施改善經費6,362,330元 

(3)各項硬體改善工程共18項，總計15,902,647元 

輔導 

工作 

(1)運用財力與機構資源，推動友善校園相關工作，辦理性平教育、生命教育、特教

宣導、團體輔導、教師節活動、母親節感恩活動、親子共讀及家長成長活動。 

(2)爭取經費組織人力，辦理攜手激勵班、安心就學方案及學業輔導。 

(3)運用社區資源建構三級輔導網絡（輔導志工、駐區心裡師、駐區社工師） 

(4)健全家長會發展、組訓志工團，統合支援各處室業務推展。 

2.開放場地設施互動分享 

    本校創校之初以無圍牆形式設計，期待融入社區無礙，開放操場、遊

校務會議 

校務發展計畫 學群會議 

領域會議 

課後社團 

其他委員會 

課程發展委員會 

擴大行政會議 

特教推行委員會 

學童午餐委員會 

外部資源 內部資源 

資源需求統整 

資源分配機制 

家  長  會 

(各項家長資源分配) 

行政主管會議 

(教學資源討論分配) 

工程暨採購小組 

(各項工程資源分配) 

資訊小組工作會議 

(各項資訊資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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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球場等提供社區使用，地下室開放社區停車，活動中心、會議室、終

身學習中心、視聽教室提供公益活動、社區活動使用，游泳池辦理泳訓班，

颱風期間更擔任收容所，供社區防災避難使用，場地開放使用方式如表9。 

表9 場地開放使用方式 

場地名稱 面積 設施提供 
開放借用時間 

(週一-週五) (週六、週日) 

活動中心 550㎡ 
舞台、球場、電燈、

冷氣、音響、麥克風 

06:00-08:00  08:00-22:00 V 

18:00-22:00 V   

視聽教室 126㎡ 
電燈、冷氣、音響、

麥克風、座椅 

06:00-08:00  08:00-22:00 V 

18:00-22:00 V   

終 身 學 

習 中 心 
126㎡ 電燈、冷氣、桌椅 

06:00-08:00 V   

18:00-22:00 V 08:00-22:00 V 

操    場 
4800

㎡ 

穿廊、球場、遊具、

跑道、軟墊區 

 06:00-08:00 V 08:00-22:00 V 

 18:00-22:00 V   

會 議 室 126㎡ 
電燈、冷氣、音響、

麥克風、桌椅 

 06:00-08:00  08:00-22:00 V 

 18:00-22:00 V   

停 車 場 地下二層 付費停車位 24小時開放，依規定使用 

游 泳 池 每道25m 依泳訓班規定 依規定時段使用 

 3.整合志工強化支援系統 

   本校創校之初即成立志工團，熱誠支援。志工團共分七組，總計

231人，另有管樂團後援會及畢委會等，共257人。每年度訂定計畫，

由家長會支援經費，辦理培訓、親職成長、讀書會、聯誼活動、認證

與獎勵等，各組成員組成如表10，各項成長培訓獎勵機制如表11。 

表10 本校各組志工協助內容一覽表 

組  別 工作內容 
人

數 
組  別 工作內容 

人

數 

圖書組 

1.協助圖書編目分類整理 

2.協助書香巡迴、小博士信

箱、多元文化等利用教育 

3.故事媽媽指導學生閱讀 

53 

人 
輔導組 

1.支援學生團體輔導工作 

2.協助輔導室宣導活動 

3.輔導學習落後學生 

31

人 

學輔組 
1.晨間學習輔導 

2.注音符號補救教學 

14 

人 
監廚組 

1.協助廚房監廚及食材抽驗 

2.提供午餐供應改進意見 

15

人 

陶藝組 

1.支援陶藝課程教學 

2.支援陶藝師資培訓 

3.協助學生畢業製作 

63 

人 

管樂團 

後援會 

1.規劃管樂團師資與教學 

2.統整管樂團各項經費 

3.支援樂團各項成果展演 

14

人 

導護組 
1.支援定點交通導護 

2.維護學生通學安全 

42 

人 
畢委會 

1.規劃設計畢業生系列活動 

2.爭取畢業生系列活動經費 

12

人 

環保組 
1.協助垃圾分類、環境衛生 13 

人 
合計 257人  

表11 本校志工成長培訓獎勵機制一覽表 

活動

類型 
活    動    內    容 

成長 

培訓 

1.志工培訓：志工 E大基礎訓練、故事媽媽培訓、輔導志工助人歷程技巧及焦點解決

短期諮商訓練；陶藝志工技法研討、監廚組食物衛生、營養教育、廚房運作等。 

2.成長團體：(1)休閒知能：美術班、素描水彩(2)生活健康：有氧舞蹈、瑜珈韻律 

  (3)知識學習：急救講習、一口氣英文、電影讀書會(4)生活健康：烹飪、國畫書法 

3.親職講座:(1)親子關係：教養子女觀念、學齡兒童情緒問題與輔導策略、增進親子 

  溝通。(2)升學輔導：國中生家長經驗分享、時間管理、有效的學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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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 

獎勵 

1.訂定志工服務時數及獎勵辦法，利用學校活動或大型慶典公開表揚。 

2.推薦參與全市績優志工甄選表揚活動。   3.推薦參與志工達人甄選表揚活動。 

4.申請臺北市熱心公益卡、志願服務榮譽卡 6.申請三等志願服務獎章工最高榮譽 

感恩

活動 

1.運用家長會會訊及學校校刊報導志工熱忱服務精神，擴大宣傳。 

2.師生製作感謝函、感謝卡贈送志工，激發服務熱忱。 

其他

措施 

1.規劃志工借閱圖書優惠措施，如增加借閱本數及時間等。2.規劃辦理志工旅遊、聚

餐等活動，凝聚向心。3.邀請志工參加各項學校活動。 

4.發展綿密親師合作架構 

  （1）健全親師合作關係：各班級組織班親會，規劃各組分工，統整班級

人力、物力資源，親師合作規劃課程，支援教學活動等內容如表12。 

表12 親師合作規畫多元學習活動內容 

類   

別 
活動項目 活動內容 

班級

教學 

組織班親會 建立班級連絡網、人員編組支援教學、文書、活動、總務、事務等 

晨間教學 支援班級晨光教學活動:說故事、舞蹈運動、體能訓練、閱讀指導、 

校外教學 規劃校外教學地點行程，協助連絡收費、支援安全維護、攝影照相. 

游泳教學 分組帶領學生上課及課後協助指導學生吹乾頭髮。 

慶祝

活動 

校慶活動 
十週年校慶運動會慢跑公益活動、郝市長陶樹揭幕活動、二手書義賣

活動、單槍募款活動、校慶人文美學講座。 

兒童節活動 支援瑪莎蕾蕾藝術狂歡節、全校登山活動、園遊會設攤等。 

其他

活動 

體驗學習活動 班級團輔、體育週競賽活動、畢業宿營、旅行、畢業展演、特教體驗 

英語節慶活動 萬聖節、聖誕節、聖派翠克等節慶英語體驗活動，支援場地布置照相 

補救教學活動 支援協助晨間學習輔導及一年級注音符號補救學習。 

  （2）促進親師良性溝通：班級運用學校日、班親會、班級網站、班刊、電

話、Email等多元方式、積極溝通，發展親師良性互動；學校則透過校

刊、網站、親職教育、訂定親師溝通處理Sop等，內容如表13。 

表13 促進親師良性互動機制內容 

實施層級 分類 內容 

班級層級 
實體溝通 會議溝通、當面晤談、電話連繫、連絡簿 

工具溝通 班級網站、班刊、Email 

學校層級 

實體溝通 會議溝通、當面晤談、電話連繫 

工具溝通 學校網站、校刊、Email 

其他方式 強化親職教育研討、訂定親師溝通處理Sop、訂定申訴辦法 

家長會層級 
實體溝通 會議溝通、當面晤談、電話連繫 

工具溝通 家長會網站、家長會刊物、Facebook、Email 

(四)永續資源發展，營造學校特色 

 1.建構多元支持系統 

  本校積極爭取各項資源投入，建構各類學生生活、學習支持系統，提

供師生安全、健康、精緻之學習情境，促進學校整體經營邁向優質學校，

內容如表 14。 

表14 運用資源建構多元支持系統一覽表 

類別 項    目 資源運用具體內容 

 

 

校 

園 

安 

通學安全 

1.結合學校鄰近19個商家，建構社區安全地圖。 

2.結合導護志工規劃8處定點導護，維護上下學安全。 

3.結合鄰里里長、志工組織通學安全巡守隊，構築動態通學防護機制。 

校園安全 
1.統合監視系統及全校機械保全設施建構硬體防護網。 

2.導護老師與校警定時分區巡視，及時處理校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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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系 

統 

3.假日設置保全人員加強維護校園安全。 

4.運用建築師、技師及專業單位加強校舍安檢。 

安全教育 

1.結合消防局到校辦理消防與防災專題講座或體驗活動。 

2.士林地院法官宣導反霸凌、參觀鄰近警察局強化法治教育。 

3.監理處交通安全體驗活動。 

健康檢查 

1.結合本校護理師、健康服務中心、醫療院所定期為學生進行健康檢查 

及疾病篩檢。  2.結合空軍總醫院義務到校為學生加強健康教育宣導。 

3.遴聘牙醫師駐校義務檢查學生牙齒及進行口腔衛生教育宣導。 

4.結合中央廚房駐校營養師與本校營養師實施營養教育。 

衛教宣導 

1.結合健康服務中心及醫療單位進行衛教宣導、大型活動辦理社區健檢 

2.結合健康服務中心、消防局辦理教職員工CPR認證。 

3.護理師指導學生愛眼操、貝氏刷牙、使用含氟漱口水。 

健康守護 
1.社區及志工，協助學生量體溫。 支援預防注射、健康檢查等   

2.營養師實施營養教育及辦理學生減重班。 

輔 

導 

諮 

商 

系 

統 

適應輔導 

1.結合東區資源中心、駐區心理師、輔導教師專業心理諮詢、家訪 

2.運用諮商中心、東區資源中心、駐區心理師等，召開個案會議 

3.結合職能治療師、特教助理教師協助特殊學生知動課程、課堂學習 

輔導網絡 

1.結合輔導組長、專任輔導教師、組織輔導團隊，加強班級輔導及認輔 

2.結合輔導組長、專任輔導、輔導志工強化小團體輔導工作。 

3.結合駐區心理師、社工師、地區資源中心、醫療機構、學生諮商中心、

職能治療師等，建構三級輔導網絡，提供諮商服務、家訪等專業工作。 

激勵學習 
1.結合資源辦理課後照顧班、攜手激勵班，協助學習落後及弱勢學生 

2.結合民生社區616幸福工作站，協助學童課後照顧學習 

策 

略 

聯 

盟 

系 

統 

資源共享 

1.開放學校活動中心、操場借用，辦理各項公益活動及典禮。 

2.游泳池提供介壽國中、民生國小共享；中央廚房供應民族、敦化、三 

民國小午餐3.運用介壽國中、西松高中操場辦理校慶運動會。 

群組合作 

1.參與九年一貫、氣象、體育、輔導、總務、健康促進等策略結盟。 

2.教育部、教育局委辦九年一貫北區策略聯盟會議、全市國語文學藝競

賽、市長獎頒獎典禮、總務、輔導主任會議、高國中校長遴選等業務 

參訪交流 
1.每年辦理城鄉交流校際互訪活動，擴大多元文化體驗，提升學生視野。 

2.接待國內外各機關團體、學校到校參訪，行銷學校特色與城市外交。 

學 

習 

支 

持 

系 

統 

課業輔導 
1.結合基礎關懷協會辦理課後照顧及課業輔導。 

2.運用學輔志工辦理注音符號補救、晨間學習輔導等，激勵學生學習。 

安心就學 
1.運用教育局、家長會、社福團體等資源，扶助弱勢學生安心就學。 

2.申請學產基金、臺北市會計師公會等單位獎助學金，照護弱勢學生 

議題宣導 

1.引進果陀劇團、如果劇團、導盲犬、純潔、華山等基金會、赤子心協

會等團體，宣導特教、性平、敬老、多元文化、法治、春暉等議題 

2.其他團體運用：產基會（環保行動劇-綠色消費、節能減碳）、人和環

境倫理發展基金會、桃園縣溫莘教育推廣協會、台灣原住民族文化推

廣協會（節能減碳環保劇）、馬偕紀念醫院社會服務室（燒燙傷宣導）、

創價學會（贈書與環境教育影片欣賞）、『無毒家園』專案教學中心 

親職教育 
1.引進主婦聯盟、顱顏基金會等志工及資源，辦理親職教育講座、才藝

課程、親子活動、親子戲劇、讀書會、劇團指導、故事媽媽培訓等 

專 

業 

發 

展 

系 

統 

研究發展 

1.結合校內外輔導團、專家學者及教師發展學校特色課程、教學序列表。 

2.結合專家、群組資源推展教學輔導機制、閱讀理解、教師專業評鑑等。 

3.整合教師與志工推展深耕閱讀活動，提升學生閱讀興趣 

ｅ化管理 

1.整合教師、校外專業資源爭取經費與人力資源，強化資訊發展。 

2.資訊團隊規畫資訊架構，開發資訊平台與系統，提升行政服務效能。 

3.結合Benq、教育局等資源，爭取經費改善E化環境，充實資訊設施。 

2.導引家長參與校務發展 

（1）導引家長正向參與：提供家長參與學校事務之多元機會，導引家長



 16  

瞭解校務運作之內涵及作為，認同學校之努力與成效，本校家長參

與校務管道如表15。 

表15 家長參與校務管道一覽表 

參與機制 參   與   內   容 

參與班親會 參與班親會、規劃校外教學、班級教學討論、班級事務支援、晨間教學 

參與家長會 擔任家長代表、家長委員、參與各項家長會會議話與活動 

參與志工團 參與志工團隊支援服務、志工聯誼活動、志工培訓活動 

參與委員會 參與各項委員會促進校務發展，共計21項 

參與各項會議 參與學校日、新生家長座談會、個案輔導會議 

參與各項活動 參與校慶表演、園遊會、畢業典禮、學校日、感恩活動、教學成果發表 

訊息分享溝通 以校刊、書面通知、校網頁、家長會網站及刊物、Email等報導校務動態 

意 見 調 查 透過問卷、回饋單、意見調查表等蒐集溝通意見 

參與親職講座 參與各項親職講座、成長團體、讀書會 

參與採購事務 參與校刊、畢業旅行、畢業宿營採購事務 

（2）提供家長參與機制：規劃並邀請家長參與各項委員會議，瞭解各項

校務推動內容，並提供意見共同決策，各項參與機制如表16。 

表 16 家長委員參與學校會議一覽表 

委員會名稱 人數 委員會名稱 人數 委員會名稱 人數 

1.校務會議 12 人 8.群組午餐供應委員會 2 人 15 性平教育推行委員會 1 人 

2.教評委員會 1 人 9.校內午餐供應委員會 5 人 16 市長獎審查委員會 2 人 

3.課發委員會 7 人 10 課後社團審查委員會 3 人 17 畢冊編輯委員會 2 人 

4.編班委員會 1 人 11 學生獎懲委員會 1 人 18 服裝採購評審小組 1 人 

5.特推委員會 1 人 12 友善校園推動小組 1 人 19 畢宿採購評審小組 2 人 

6.工程採購小組 1 人 13 家庭教育委員會 5 人 20 畢旅採購評審小組 2 人 

7.學生申訴委 1 人 14 教科圖書選用委員會 7 人 21 科展評選委員會 2 人 

（3）鼓勵捐助經費興學：家長會於校慶、園遊會時，辦理「跳蚤市場」、

「義賣」、「主題募款」、結合企業印製刊物等方式籌募經費，挹

注投入支援學校各項活動與教學，96-99學年度總計 6,405,941元。 

3.促進學校社區有機連結 

為促進與社區有機連結，積極參與社區多元活動，主動開放校園

及設施、規劃辦理社區服務與活動，促進雙向互動，具體做法如表 17。 

表17 促進學校社區有機連結具體作法一覽表 

活動分類 活   動   內   容 

社區服務 社區清掃 

文藝表演 管樂團音樂會展演、直笛團聖誕表演、社區報佳音 

參與活動 管樂團公益展演、管樂團花博展演精彩妝點 

場地開放 開放操場、活動中心、終身學習中心、視聽教室、會議室提供社區使用 

學校活動 運動會、園遊會、專題講座、讀書會、常年泳訓班 

資訊分享 公布欄、電子看板、活動白板宣導各項政策、活動訊息、校園動態 

4.活化資源創新經營成效 

運用企業管理理論與創新做法，導引人力、財力資源投入，活化各

項資源，提升學校經營與教學績效，創新做法統整列表說明如表18。 

表 18 活化資源創新做法一覽表 

理論依據 理論或創新做法 實   施   內   容 

策略聯盟 
積極參與策略聯盟 

資源共享合作發展 

1.松山區九年一貫群組   2.健康、民生、介壽泳池群組 

3.松山區體育群組       4.健康、民族、敦化午餐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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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臺北市氣象站群組     6.臺北市輔導工作群組 

7.臺北市總務工作群組   8.健康促進學校群組 

9.國語文競賽承辦團隊   10 本市市長獎承辦團隊群組 

11 國語文競賽承辦團隊   12 高國中校長遴選承辦團隊   

13 國北教大、市立教育大學、育達商職實習合作學校 

人資管理 
規劃激勵成長機制 

鼓舞人力長期投入 

規劃各項研習培訓、成長團體、參觀旅遊、獎勵措施、公

開表揚、推薦獎勵等措施，表達感謝，擴大宣傳，鼓舞更

多人力長期投入之意願。 

知識管理 
善用 E化科技工具 

有效聯繫傳遞分享 

運用 E化科技，自行開發平台程式，促進知識管理、專業

發展及行政運作效能，使資訊有效彙整、傳遞、統整，建

構 E化智慧校園。 

ISO認證 
訂定標準作業程序 

有利流程簡化管考 

結合教育部、教育局相關 sop，訂定各項業務標準作業程

序，公布運用，以利業務推展及緊急處置及人員分工管考 

公益行銷 
產學合作教育活動 

號召公益援助弱勢 

結合本校家長會、志工團及企業資源整合，合作參與公益

活動，並透過成果發表擴大學生視野，培養關心世界兒童，

建立良好社會形象。 

二、創新作法 

    本校運用地利、人和之條件，輔以創意作為，積極爭取各項資源投入，整體

而言，創新做法可分為下列六項策略： 

(一)情義相挺召人法：1.感性訴求：於大型活動時播放志工服務影片，感

動招募。2.個案拉攏：由熱心家長或志工積極勸說。3.志工成長：規

劃辦理志工成長團體、讀書會或聯誼活動，凝聚志工向心與歸屬。4.

表揚激勵：訂定志工獎勵辦法，利用學校活動或慶典公開表揚。5.溫

馨致謝：製作感謝卡贈送志工，激發服務熱忱。6.優惠措施：規劃借

閱圖書優惠措施。 

(二)專案實施申請法：積極申請各項教育專案，爭取各項人力、物力、經

費資源，充實各項設施，提升教學專業。 

(三)策略聯盟合作法：規劃參與校際合作、群組夥伴、機構連結、與大學

攜手合作、策略聯盟等合作型態，資源共享，協同提升，互助結盟。 

(四)承辦工作匯流法：承辦研習、甄試、大型活動等，引進專業資源，促

進專業發展與學生學習，形成資源正向良性循環。 

(五)公益活動吸金法：結合社區或企業捐資辦理公益活動，教導師生熱心

公益，援助弱勢，創造社區、企業、學校優質形象，回饋社會。 

(六)走出校園行銷法：運用學生、教師團隊走出校園，參加各項研習、花

博、社區活動、慈善表演等，展現學習成果，爭取經費與資源。 

肆、優質成果 

本校以「讓每個孩子都成功」為核心之資源統整，連結各項人力、物力、經費

等資源，建構各項支持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體系，有效提升整體校務經營之品質，累

積歷年執行之豐碩成果如下： 

一、目標達成 

本方案在全體親師生共同努力下，彙集豐富資源投入，達成核心願景與具體目

標，獲致優質之教育成果如表19，以下並逐項說明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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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資源統整目標達成分項對照表 

具體目標 成果分項 優   質   成   果 

 1.綜 合 成 果 (1)豐沛人力熱誠團隊   (2)科技校園績效卓越 

(3)社區參與積極友善 

2.提升教學品質 (1)教學硬體先進充足   (2)圖書資源充實豐富 

(3)健康促進成效優良   (4)公益慢跑體能提升 

3.打造優質情境 (1)經費爭取累積可觀   (2)工程改善環境優質 

(3)場地開放社區樂享 

4.豐富學生學習 (1)競賽表現成果豐碩   (2)校際交流擴大視野 

(3)學力測驗成績優異 

5.有效扶助弱勢 (1)弱勢學生安心就學   (2)輔導工作質量並進 

(3)生命教育多元體驗 

6.精進教師專業 (1)教師成長專業精進   (2)教師社群團隊學習 

7.發展特色課程 (1)資源挹注精緻課程   (2)深化閱讀紮根語文 

如上所述本方案在全體目標達成之成果外，因整體資源投入，整體校務經營

績效優良，歷年榮獲各項成績，茲分年簡列如下。 

表 20 校務經營績效一覽表 

年度 重要經營成效 

96 1.臺北市校務評鑑全項通過  2.學校課程計畫表現績優獲推薦上哈特網 

97 
1.學校課程計畫表現績優獲推薦上哈特網  2.臺北市交通安全評鑑績優 

3.辦理校際交流互訪活動績優 

98 

1.臺北市 98 學年度本土語教學評鑑榮獲績優第一名 

2.臺北市體育學習及衛生保健與環境教育評鑑榮獲全項特優 

3.臺北市專任輔導教師制度評鑑績優  4.辦理校際交流互訪活動績優 

99 

1.臺北市學校加強防溺措施執行成果榮獲優等 2.臺北市推行校園安全月榮獲績優 

3.臺北市教學卓越獎榮獲優等   4.臺北市藝術與人文學校榮獲優等 

5.辦理校際交流互訪活動績優   6.管樂團榮獲2010年北京管樂大賽國小組第一名 

100 

1.辦理攜手激勵計畫評鑑獲優等2.臺北市100年度生命教育績優學校評選榮獲特優 

3.教育部100年全國家庭教育戲劇表演競賽榮獲佳作 

4.管樂團榮獲臺北市100學年度五項藝術比賽音樂類國小組東區管樂B組第三名 

（一）綜合成果 
1.豐沛人力熱誠團隊 

校內外人力投入，參與校務經營，支援教學及活動；如公益團體協

助學校發展；專業輔導人員支持工作團隊，人力資源投入情形如表21。 

表 21 97-100年度人力資源投入一覽表 
類別 內容概要 人力及單位 

學校

人力 

本校資源 現職教職員工 

校際資源 學區群組學校、國小校際交流學校、參訪學校 

家長

人力 
全校家長及校友家長 

家長會及家長代表、志工、合格心理師、駐校牙醫師、

明碁電腦副總、香港卡洛斯基金會董事、專業商業設計

師、專業編舞家、說故事媽媽、童軍團家長、管樂團後

援會家長、棒球社家長後援會 

專業

人力 

校內外專業輔導教學人員 
輔導團教師、多媒體教學資源中心教師、專業受訓童軍

教師、輔導科系畢業教師、駐區心理師、駐區社工師 

外聘專業領域及社團教師 
鄉土語言教師、本國英語教師、美籍英語教師、課後社

團教師、游泳教練、管樂團指揮、管樂分部教師 

積極匯集資源 

建構資源網絡 

合宜分配資源 

營造支持系統 

有效運用資源 

發展優質情境 

 

永續資源發展 

營造學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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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人力 

社區人士、社團組織及企

業、公益及社福團體 

民生社區發展協會、聯合社區童軍團、民生社區 616

幸福工作站、慈濟大愛媽媽、果陀劇團與新光人壽慈善

基金、兒童福利聯盟、青少年人權學會會 、Benq明碁

電腦有限公司、臺北市會計師公會、行天宮文教基金

會、臺北市基礎教育關懷協會、靖娟兒童基金會 

公家

機構 

醫療院所、警政消防交通

單位、社教機構 

空軍總醫院、臺北市松山區衛生所、臺北市警察三民分

局、臺北市消防局、內湖科學教育園區、兒育中心、動

物園、社教館、中山堂、市立美術館、監理處、慈祐宮、

三民活動中心、松山少輔組、東區特教資源中心 

2.科技校園績效卓越 

本校資訊團隊積極建構數位科技化校園，提升行政管理與運作效能 

，歷年規劃發展系統平台42套、主題網頁64個，成果如表22。 

表 22 建構科技校園績效一覽表 

功能區劃 平   台   名   稱 數量 

資訊傳遞 校外公告系統、校內公告系統、行事曆登錄公告系統 3 套 

資訊管理 
檔案計畫公告、行政加班登錄、一般修繕、資訊修繕、場地預約、表單

填報、財產管理、圖書盤點、冷氣使用審核、電視輪播、圖書管理 
13 套 

知識管理 教師晨會登錄系統、會議登錄公告系統、校史登錄系統、Nas 管理系統 4 套 

學生學習 學生社團選課系統、瑪莎蕾蕾開班報名系統、美術創作網 3 套 

教師教學 
評量題庫系統、Vod隨選視訊、數位講桌系統、教室影音控制系統、校

內部落格、虛擬光碟平台、教學圖庫、無線氣象網、教學即時回饋系統 
9 套 

家長服務 家長手冊網路版、無障礙網站(學校網站共 64個主題網頁) 64 個 

學校行銷 榮譽榜、健康百事達(影音相簿系統)、數位相簿平台 3 套 

安全系統 中央監控系統、機械保全系統、學生出入管理系統 3套 

維生系統 修繕登記系統、中央飲水系統、夜間照明系統、花台滴灌系統 4套 

3.社區參與積極友善 

為營造學校與社區友善互動，運用學校資源辦理活動，開放優質場地

提供社區共享，參與社區多元活動，與社區產生動態連結，成果如表23。 

表 23 97-100年度參與社區活動成果 

類別 參與內容 成果統計 

社區服務 社區打掃服務每週 1次 97-100年度計 4,800 人次 

場地開放 開放穿堂、操場提供社區活動、每週約 62時 97-100年度約 12,896 小時 

社區展演 
聖誕報佳音、踩街活動、社區展演、社區音

樂會、家樂福報佳音 

報佳音活動每年 2場次，管樂

團 99 年消防局社區演出、100

年花博展演、辦理年度音樂會 

體育活動 
參與全市運動會、中正盃錦標賽、松山區校

際競賽活動(武術、排球、手球、游泳) 
每學年度 15 項以上 

學校活動 校慶運動會、兒童節慶祝園遊會請社區參與 
每年上、下學期各 1次 

97-100年度約 4,800人次參加 

健康促進 運動會、園遊會結合健康服務中心社區健檢 97-100年度每年 1次 

   
P1  社區打掃服務 P2  群組校際體育交流 P3 結合健康服務中心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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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教學品質 

1.教學設施先進充足 

本校有效整合校內經費，積極申請專案，結合企業與校友捐資，

充實各項教學設施，支援教學之需求，各項教學設施充實成果如表 24。 

表 24 97-100年度各項教學設施充實成果統計表 

年 度 
更新教學設施內容 

合計金額 
一般設備更新 資訊設備更新 

97 750,400 1,341,000 2,091,400 

98 731,800 570,452 1,302,252 

99 637,462 1,280,500 1,917,962 

100 970,150 1,528,480 2,498,630 

總計 3,029,350 2,038,300 5,067,650 

   

P4  教學設施-自然教室 P5  多點觸控電子白板 P6 圖書豐富、設施完善 

2.圖書資源充實豐富 

    本校歷年積極運用內外部經費與資源，充實各類圖書，建構閱讀認

證、巡迴書箱、晨讀 10分鐘、校本共讀書目等，培養學生閱讀悅讀習慣，

成果豐碩，歷年充實圖書成果如表 25；各年度圖書借閱人次統計如表 26。 

表 25 97-100各年度購置圖書經費一覽表 

教學設施列表 
年度金額 

合計金額 
97 98 99 100 

本 校 預 算 50,000 50,000 50,000 30,000 180,000 

本校家長會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60,000 

教育局專案   340,694  340,694 

主 題 募 款  220,000   220,000 

總       計 65,000 685,000 65,000 65,000 880,000 

表 26 97-100各年度圖書借閱人數統計表 

年度 學生借閱人次 教師借閱人次 志工借閱人次 

97 15,259 733 1,046 

98 14,428 656 1,268 

99 3,675 113 40 

100 7,883 237 359 

合計 41,245 1,739 2,713 

3.健康促進成效優良 

本校結合親師生及社區共同參與健康促進活動，加強健康服務、體能

增進、學童午餐及環境安全等措施，打造優質學習環境，推展成果如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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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 健康促進各層面推展成果一覽表 

類別 項    目 推展成果 

健康 

服務 

牙醫駐校 
遴聘牙醫師駐校定期為學生檢查牙齒，有效增進學生口腔健康，每年

檢查學生 1688人，缺點追蹤矯治完成率達 98% 

健康檢查 
每年結合健康服務中心、醫療院所及志工人力，實施健康檢查，健檢

完成比率達 100%，缺點追蹤矯治完成率達 98% 

預防注射 
每年結合健康服務中心、醫療院所及志工人力，對學生進行預防注射，

施打比率達 100%，有效疾病預防。 

體能 

提升 

體能增進 

參與慢跑班級比率高達九成，97-100 年度體適能檢測獲金牌獎 32人、

銀牌獎 63人、銅牌獎 394人，99年跑道完成後，通過人數遞增達 7%

以上 

游泳教學 
本校設游泳池，全校 1-6 年級規劃游泳教學，畢業時 15 公尺通過比率

達 95％，連續 4 年獲教育局評定為特優 

營養教育 
為提升學童營養健康概念，融入課程實施營養教育，97-100年度共實

施 65h。 

口腔保健 
推動每餐後潔牙及含氟漱口水活動，學生參與率 98%，本校無齲齒率

達 81％。 

望遠凝視 
視力保健成效好：每日實施「元氣護眼操」，結合護眼宣導，每年學

生視力平均優於北市學生平均成效良好。 

健康減重 
每學期辦理學生健康減重班，透過教學指導學生健康體位概念、健康

減重策略，97-100 年度共 70 位學生參與，平均減重 0.5-1 公斤。 

學童 

午餐 
學童午餐 

本校為臺北市學童午餐供應供應規模最大之群組，最大量達 4800 份，

供應營養、衛生、安全之午餐，每學期滿意度均高於 90％。 

安全 

環境 

安全檢修 
運用線上報修系統及三級修繕制度，維護優質學習環境，97-100年度

資訊報修2486件，一般維修1150件。 

潔淨廁所 
本校廁所透過教師指導學生打掃及事務人員定期維護，整潔衛生評鑑

佳，特優80％以上，優等約20％。 

   

P7 健康檢查或預防注射 P8  1-6年級實施游泳教學 P9  營養師實施營養教育 

4.參與公益提升學習 

本校結合家長會及企業資源，積極參與公益活動，如 98 年辦理「健

康有情 愛援三地」，募衣援助颱風受災學校三地國小；99年度結合明基

友達基金會辦理「BenQ真色彩、健康跑步送溫馨」，以義跑募款，捐助水

災重建台東縣嘉蘭國小；100年度全校師生利用紙鶴、慰問卡、捐款等方

式，關懷日本賑災區宮城縣石卷國小學童。透過與各類資源整合，全體親

師生愛心做公益，成功結合企業、學習與公益，內容如表 28。 

表28 98-100年度結合資源參與公益活動成果一覽表 

年度 活動主題 活動內容 

98 
健康有情 

愛援三地 

莫拉克颱風重創南台灣，屏東縣三地國小與健康國小素有姊妹校之交流

與互動，本校克服通訊障礙與三地國小聯絡，得知開學在即亟需服裝與

球鞋，三天內募集了共 60幾箱之衣物、文具，迅速送達三地國小。 

99 
BenQ真色

彩健康跑

步送溫馨 

「健康慢跑做公益」活動，自 99 年 02月 23日至 04月 01 日止，親師生

及社區民眾每跑操場一圈，即由 BenQ捐贈新台幣 1元，最後達成目標新

台幣 22萬元。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081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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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日本震災

送暖愛的

包裹 

「幸福的人可以比別人付出更多!」，結合慶祝兒童節園遊會，全校師生

家長發起「愛的包裹-來自臺北健康國小的祝福」活動，利用摺紙鶴、寫

慰問卡、捐款等方式，來關懷日本震災災區宮城縣石卷國小學童。 

  
 

P10 健康跑步送溫馨捐贈儀式 P11 志工整理募得之衣物 P12 愛的包裹滿滿的愛心 

（三）打造優質情境 

1.經費爭取累積可觀 

本校整合教育主管機關、家長會、民間企業等各項資源，積極爭取經

費，改善設施、促進教師專業及學生學習，總計9,561,275元，如表29。 

表29 爭取教育主管機關及其他資源補助說明表 
用    途 具體內容 來源 合計金額 

硬體設施 

(97)T5燈具更換1,292,500元 教育局補助 

1,984,985 
(98)T5燈具更換117,500元 教育局補助 

(100)課桌椅更新264,000元 教育局補助 

(97)單槍投影機捐贈310,985元 家長會募款 

教學設施 

(98)圖書充實經費約400,000元 教育局補助 

1,386,244 
(97-100)圖書充實經費80,000元 家長會 

(97)E化專科教室計畫686,244元 教育局補助 

(97)書香圓夢募款計畫220,000元 主題活動募款 

學生學習 (97-100)校際交流187,400元 教育局專案 187,400 

專業發展 
(100)教師發展評鑑36,735元 

(96、98)教學輔導系統70,000元 

教育局專案 
106,735 

輔導工作 (97-100)輔導經費972,800元 教育局補助 972,800 

親職教育 (97-100)親職教育專案經費 教育局補助 44,800 

弱勢扶助 (97-100)安心就學、獎助學金 教育局、其他資源 1,741,721 

委辦業務 

(98、99)國語文學藝競賽70,000元 教育局經費 

3,136,590 
(98)高國中校長遴選720,000元 教育局經費 

(96-100)市長獎頒獎典禮1,169,150元 教育局經費 

(98-99)教師聯合甄選1,177,440元 教育局經費 

總    計 9,561,275 元 

表 20 家長會支援學校活動經費項目統計表 

項目內容 
學年度 

合計 
96 97 98 99 

英語經費 981,435 903,670 904,082 865,070 3,654,257 

護童專案 443,298 381,750 341,356 365,820 1,532,224 

陶藝經費 135,260 116,500 56,715  308,475 

敬師活動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120,000 

競賽活動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40,000 

圖書充實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60,000 

兒童節禮物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80,000 

志工團團務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200,000 

畢委會支援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100,000 

投影機募款  310,985   310,985 

總    計 1,709,993 1,862,905 1,452,153 1,380,890 6,405,941 



 23  

2.工程改善環境優質 

97-100年爭取獲致16,127,647元之經費，挹注施作共計18項修建工程

如表30。不僅紓解校舍維護經費短絀之困境，更營造校園呈現更為精緻、

健康、安全、藝術、科技之學習氛圍，提供教師教學及學生優質情境。 

表30 97-100年度修建工程項目經費一覽表 

年

度 
工程項目 金額 經費來源 效     益 

96 

1.活動中心攔球網設置工程 135,000 教育局經費 區隔運動區與舞臺，維護安全 

2.校園護欄油漆工程 412,800 教育局經費 
延長使用年限，減低銹蝕，提

升安全與美觀 

3.櫥櫃更新工程 800,000 自籌經費 更新學生鞋櫃，提升學習品質 

97 

1.消防廣播系統更新工程 
1,184,5

36 
教育局經費 

透過數位化設計，提升廣播品

質，強化緊急疏散通告功能 

2.學校午餐設施改善工程 
1,015,3

77 
教育局經費 

更新中央廚房各項管線、設備 

，提升烹調及供餐品質 

3.視聽教室遮雨棚延伸工程 18,000 自籌經費 
阻減雨水，解決走廊濺雨濕滑

問題，提升通行安全 

4.穿堂電子字幕機設置工程 90,000 自籌經費 數位化操作，提升管理效能 

98 

1.蓄水池及泳池整修工程 
1,148,8

80 
教育局經費 

加強貯水清潔，促進供水安全 

2.運動場設置工程 
4,998,2

61 
教育局經費 

新設環型跑道操場，提升教學

運用效益，促進師生與社區體

適能，提供社區合宜活動場所 

3.一樓穿廊採光罩設置工程 350,000 自籌經費 阻減雨水，提升通行安全 

99 

1.電腦教室地板整修工程 
1,954,6

74 
教育局經費 

提升師生教學安全與衛生品

質 

2.幼兒遊戲場整修工程 
1,149,5

52 
教育局經費 

整合沙池、栽植區、遊具，提

供教學多功能運用 

3.廚房及活動中心冷氣整修

工程 
200,000 自籌經費 

更新空調設施，提升廚房與活

動中心活動品質 

4.1F殘障坡道攔球網設置工 

  程 
69,825 自籌經費 

減少球類運動擲扔校外問

題，提升學生與社區安全 

100 

1.中央飲水系統整修工程 541,420 教育局經費 更新中央飲水系統，提升衛生 

2.感覺統合教室設置工程 677,363 教育局經費 
提供知動訓練與感統教學場

地 

3.窗簾整修工程 
1,131,9

59 
教育局經費 

強化西曬遮光效果，提升學習 

4.游泳池護欄設置工程 250,000 自籌經費 提升學生學習安全，預防墜落 

合

計 
18   項 16,127,647元 

3.場地開放社區樂享 

本校交通位置近市府，校園環境設施優質，除平時分享社區休閒活

動，教育主管機關及其他團體亦經常借用，辦理各項研習與活動，與社區

之互動頻繁友善，贏得各單位之肯定，茲統計97-100年度開放場地社區分

享時數如表31。 

表31 97-100年度開放場地社區分享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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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借用情形 

活動中心 操場 視聽教室 
終身學 

習中心 
長期借用 

合計 

次數 時數 

97 4 操場整修 1 2 52(週六、日) 59 236h 

98 1 1 3 47 52(週六、日) 104 416h 

99 6 1 6 4 52(週六、日) 69 276h 

100 26 5 8 2 52(週六、日) 93 372h 

總計 37 70 18 55 208 325 1300h 

   

P13 可容納 1000 人活動中心 P14 環形跑道、遊具俱全的操場 P15 全數位控制視聽教室 

(四)豐富學生學習 

1.競賽表現成果豐碩 

親師合作、資源統合，長期擘劃學習內涵，參與各項學藝競賽、美術

競賽、運動競賽、音樂競賽等成績優異，97-100年度484人(次)榮獲佳績，

展現五育均衡多元發展之成效，歷年統計如表32。 

表32 97-100年度學生參與區級以上競賽成績一覽表 

年度 類別 組別 
競賽成績(次數) 

第1名 第2名 第3名 其他 特優 優選 佳作 其他 合計 

97 

| 

100 

學藝 

競賽 

個人  2 1 1  9 4 2 19 

團體   1     1 2 

美術 

競賽 

個人 7 1 3   1 7 6 25 

團體 4 8 9 10     31 

音樂 

競賽 
團體 1  1   1   3 

運動 

競賽 

個人 27 41 29 78     175 

團體 16 17 16 21  1   71 

其他 

競賽 

個人 1 1 1 2 4 33 58 38 138 

團體 1 4 4 4  2 3 2 20 

2.交流參訪擴大視野 

每年辦理城鄉互訪活動，進行學術交流，擴大親師生視野，行銷學

校特色；另承辦區級以上活動，接待國內外機關團體蒞校參訪，分享本

市教育特色，建構更多群組合作關聯，各項交流成果豐碩詳如表 33。 

表33 歷年交流互動一覽表 

項    目 交  流  內  容 

承辦區級 

以上活動 

(96)承辦九年一貫北區及南區 19 縣市策略聯盟會議 

(97-98)承辦全市國語文學藝競賽  (96-100)承辦市長獎頒獎典禮、群組體育競

賽 

(95-99)承辦臺北市總務主任群組會議、(98-100)承辦臺北市輔導主任分區會議 

(98)承辦臺北市高國中校長遴選、(99-100)承辦北市國小、幼稚園教師聯合甄選 

(100)承辦臺北市自然科學探究式學習網路競賽成果發表會 

城鄉交流 

校際互訪 

(95)南投清境國小 (96)宜蘭縣育才國小(97)屏東縣三地國小交流 

(98)金門縣正義國小交流(99)臺北縣平溪國小(100)新北市康橋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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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團體 

蒞校參訪 

(95)韓國首爾大學等 4 校參訪團、日本校長參訪團、金門縣國小組教師輔導專業

成長交流參訪團、澎湖縣政府教育局參訪團、青島市教育學會小學參訪團 

(96)香港愛德華天主教小學、臺北體育學院師生、政大教育學系研究生參訪 

(97)國北師師生蒞校參觀、英國 TIPD教師參訪團(劍橋部)、中國湖北省企業參

訪團、中國黑龍江省教育局長官暨校長團、兩岸百名校長教育論壇參訪、臺

北市教育局特教輔導團、上海市盧灣區巨鹿路第一小學師生參訪 

(98)屏東縣三地國小師生參訪、浙江省義烏市教育局長暨校長參訪團 

(99)金門縣金湖鎮正義國小師生回訪、上海市楊浦區校長參訪團 

(100)康橋國小師生回訪、「兩岸教育論壇」開平基金會暨上海訪問團蒞校 

   

P16 承辦臺北市國語文學藝競賽 P17金門縣正義國小師生回訪 P18上海楊浦教育團參訪 

3.學力測驗成績優異 

各項教學優質紮實，97、98、99 學年度語文、數學基本學力測驗均

高於北市平均值，每年均為本市額滿學校。以99學年度語文學力測驗為

例，本校學生中、高級人數百分比共占83.34%；中、高級人數百分比高於

臺北市人數4.19%。  

 
  

P19 語文檢測_認知歷程分析 P20 語文檢測_能力指標分析 P21語文檢測_內容向度分析 

(五)有效扶助弱勢 

1.弱勢學生安心就學 

本校積極爭取各項資源予以扶助，使學生得以安心就學，啟動「爭取

經費、安心就學」統計97-100年度共爭取1,741,721元，照顧學生達954位

如表35；「補救安親、潛能開發」弱勢學生共518人，統計如表34。 

表 34 「爭取經費、安心就學」扶助弱勢學生統計表 

類  別 
扶  助  項  目  人  數(97-100年度) 

合計 

人數 
課後

照顧 
獎助學金 代收代辦 

第三胎補

助 
學童午餐 指定用途 

行政院原住民

委員會、教育部 
 

2人 

4,000元 

166人 

107,856元 
   

168人 

111,856元 

教育局安心就

學方案 
73人 

5人 

15,000元 
171人 

219人 

219,000

元 

209人 
1,260,600元 

 
677人 

1,494,600元 

原住民學生獎

助學金 
 

32人 

54,500元 

32人 

19,630元 
   

64人 

74,130元 

其    他  

34人 

35,500元 

勁梅獎、學

  

7人 

13,635元 

臺北市會計

4人 

12,000元 

家長會 

45人 

61,1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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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基金會獎 師公會 

合    計 
73

人 

73人 

109,000 

369人 

127,486 

219人 

219,000 

216人 

1,274,235 

4人 

12,000 

954人 

1,741,721元 

表 35 「補救安親、潛能開發」弱勢學生統計表 

類       別 
各 項 人 次(學年度) 

合計人數 
97 98 99 100 

注音符號補救 14 16 26 24 80 

晨 間 輔 導 15 26 30 22 93 

課 後 照 顧 0 13 19 14 46 

課 後 社 團    1(家長會) 1 

攜 手 激 勵 11(年度) 85 112 90 298 

合       計 40 110 187 151 518人 

    

攜手激勵班學生學習表現自評

20 19 18 18 17

2 3 4 4 5

0
5

10
15
20
25

喜
歡
上
攜
手
班

學
習
態
度
進
步

作
業
速
度
變
快

國
語
成
績
進
步

數
學
成
績
進
步

是

否

 
P22 攜手激勵班小組上課情形 P23  活潑生動補救教學 P24攜手激勵班學生進步結果 

※辦理攜手激勵99年度評鑑榮獲優等，72%以上小朋友成績有實質進步，76%以上學習態度進步 

2.輔導工作質量並進 

本校輔導團隊積極用心，致力建構輔導機制，營造溫馨輔導情境，輔

導工作質與量俱佳，98年度榮獲輔導工作評鑑績優，各項輔導工作成果如

表36；積極加強親職教育，延伸輔導工作效能，歷年辦理成長活動如表37。 

表 36 97-100年度學生輔導工作統計表 

輔 導 類 別 
各項輔導人次(年度) 

合   計 
97 98 99 100-1 

學生認輔(人數) 18 19 16 25 78    人 

個案輔導(人次)   252 140 392 人次 

宣導教育(場次) 15 15 18 7 55    場 

班級輔導(場次) 1 2 7 2 12    場 

小 團 輔(人數) 32 32 34 18 116   人 

轉介輔導(人數) 3 3 5 4 15    人 

表 37 親職成長活動一覽表 

類別 活   動   項  目   活  動  內  容 資源運用情形及成果 

親職 

講座 

專題演講、新生家長座

談、升學輔導、親職講

座、學校日活動 

時間管理、有效學習方法、輔導

孩子鑰匙、學齡兒童之情緒問題

與輔導、主動學習法 

人力資源：王秀園、黃倫芬、

呂俐安、葉明華、王秀園、

徐權鼎；每場次約 200 人，

97-100年度約 1,200人參加 

發行 

刊物 

健康通訊、陽光與小雨、

親職教育主題文宣 

定期、不定期發行刊物，提供分

享親職教養、家庭教育概念 

(1)每學期發行一次 

(2)親職教育不定期宣導 

諮商 

轉介 

駐區心理師、駐區社工師 

、外聘心理師、學生諮商

中心、東區特教中心、 

區單親中心、兒福聯盟 

(1)依學生或家長需求，轉介專 

   業輔導人員進行諮商晤談 

(2)依教師或輔導人員需求，進 

   行諮詢 

(1)駐校心理師每學期服務

約 64人次，共約 48小時 

(2)駐區社工師每學年到服

務約8次，家庭訪問約8次 

(3)聘請心理師專業諮商 3

場次，共約 9小時 

個案 

研討 

個案會議、認輔會議、個

案工作坊、IEP會議 

依學生或家長需求，邀請相關人

員出席，召開相關研討會議 

人力資源運用：陳茉莉、

賴聖洋王意中 

專業 

課程 

專業輔導知能進階成長

活動 

同理心訓練、助人技巧、焦點

解決、短期心理諮商遊戲治療 
人力資源：陳意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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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命教育多元體驗 

本校結合多元活動與本位課程，藉由體驗、省思、實踐等過程，整

合人力、經費資源，引領學生認識生命，珍愛生命，營造友善校園氛圍，

99學年度獲臺北市生命教育評鑑榮獲特優獎，以下就特色說明如表 38。 

表 38  生命教育實施特色內涵一覽表 

層面 Input(策略) 資源投入 Output(成果) 

建置學生

憂鬱及自

我傷害處

預機制 

整合心理師、駐區社

工資源建構本校學

生憂鬱及自我傷害

三級輔導流程 

整合校內外輔導網

絡支援處預機制 

校內資源：導師、輔

導志工、輔導工作團隊 

外部資源：駐區心理

師、社工師、西區單親

中心、兒福聯盟、616

幸福工作站 

99 學年度高關懷學生 9位。 

99 學年度學生 3 位接受駐區

心理師諮商服務，1 位學生接

受駐區社工服務，2 位由兒福

聯盟社工進行家庭輔導。 

強化教師

研習進修

及學生宣

導活動 

規劃生命教育及輔

導知能研習 

納入志工家長支援 

規劃年級班書深耕

閱讀、每月主題書

展、小博士信箱 

結合慈濟大愛媽媽

晨光時間品格教育 

生命鬥士演講 

校內資源：專、兼任

輔導教師、志工 

外部資源：慈濟大愛

媽媽、松山區群 

組學校、生命鬥士 

 

99-100年度教師生命教育及 

輔導知能研習 10場 346人參加 

教師參加群組生命教育研習

共 10 人次。 

慈濟大愛媽媽晨光時間入班

服務一、二、四、六年級。 

生命鬥士演講 2場兩場。 

99-100年度生命教育宣導實

施 28 場，34.5小時 

結合資源

培訓生命

教育志工 

結合民生社區「中國

老人社區大學」、果

陀劇場、新光人壽，

培訓年長志工，帶領

學生學習生命議題。 

校內資源：輔導組

長、輔導志工 

外部資源：中國老人

社區大學、果陀劇團、

新光人壽 

參加建國百年全國父母心祖

孫情家庭教育戲劇比賽，

以”記憶拼圖”一劇榮獲國

小組佳作，並獲邀社區演出。 

研發生命

教育相關

教材與研

究 

 

訂定生命、性別平

等、家庭教育等課程

融入各領域實施 

教師參加各項教 

材單元活動設計甄選

與教學研究競賽 

校內資源： 

全體教師、輔導志工 

外部資源： 

教育部、教育局 

每學期實施 2 小時以上生命

教育教學。 

99 學年度生命教育教材設計

比 賽榮獲特優 1件、各類教材

設計比賽佳作 2 件、行動研究論 

文佳作 1 件、入選 1件 

規劃學生 

壓力調適 

及心理健 

康促進活 

動 

辦理情緒成長及人

際溝通團輔 

規劃「反霸凌班級性

輔導方案」辦理多元促

進心理健康宣導活動 

 

校內資源：輔導組專

兼任輔導教師、家長會 

外部資源： 

瑪麗亞基金會、香港皇

家卡洛斯基金會、亞東

關係協會 

辦理情緒成長及人際溝通團

輔共 4團、2個班申請參與反

霸凌班級輔導專案計畫。 

辦理多項體驗活動：憂鬱自殺 

  防治、耶誕節歲末感恩、募款 

  助宮小、愛家 515活動 

   

P25 爺奶述說生命故事 P27 生命鬥士演講 P28全國家庭教育戲劇賽佳作 

(六)精進教師專業 

1.教師成長專業精進 

教師專業成長可激勵工作士氣，提升教學品質，本校結合資源，規劃

各項專業成長研討，激勵教師專業發展，97-100年度各項研習內容如表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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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97-100年度各項專業成長研習統計表 

類別 研習內容 時數 人數 

一般 

行政 
教育論壇、新進教師研習、人際溝通、文書人員群組研討會等 15h 117 

教務 

工作 

 

教訓輔三合一、閱讀理解研討、國語文基礎教學、教師專業社群、書

法教學增能、閩南語師資研習、精進課堂教學、數學教學策略、命題

實務、科學研究、教師陶藝知能、說唱藝術、偶戲教學、教學序列表

研討、急救教育、健康促進、教師體適能檢測、校園減壓、創新教學 

192h 3805 

總務 

工作 
總務工作群組研討 9h 136 

輔導 

工作 

校園性騷擾與與多元性別教育、正向管教、輔導主任傳承研討會、普

通班教師特教知能研習、拒學行為、ADHD 兒童輔導、情緒行為問題

輔導策略、特殊生的情緒輔導策略、聽障生教學策略、親師溝通等等 

78h 764 

新興 

議題 

無毒家園、永續校園、環教研習、家暴目睹兒處遇與輔導、兒少保護、

性別平等教育、媒體性別檢視、談性說愛、家暴防治、春暉反毒等 
39h 671 

資訊 

教育 

多點觸控電子白板研習、資訊素養與倫理研習、部落格建置推廣及應

用 Office 2007 入門研習、無障礙網頁系統研習 
21h 400 

教育 

研究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發展性教學行動研究、教學檔案研習等 24h 837 

合計 378h / 6,730人 

2.教師社群團隊學習 

教師專業評鑑與教師社群為促進教師專業發展之有效步進，透過團隊

合作，凝聚共同意識，積極實踐團隊學習；本校自97年度起即積極鼓舞教

師組之專業社群，參與各項教學專業認證，體現專業，各項成果如表40。 

表40 教師取得教育項目與認證人數 

年  度 教育項目內容 參與或取得認證人數 

97-100 教學檔案研習 認證 24人 

98 數學科精進教學讀書會 6人參加 

99 發展性教學輔導系統研習 認證57人 

99 體健、國語文領域等專業社群研究、 17人參加 

99 新進教師教學輔導學習社群工作坊 12人參加 

100 鄉土語言初進階研習 認證58人 

100 行動研究研習 認證31人 

合  計 205人 

(七)發展特色課程 

1.資源挹注精緻課程 

為培養學生帶著走的能力，發展英文領域等六項「本位課程構」、

藝術狂歡節等本位活動、語文領域等六大領域「教學序列表」，營造

無縫學習，課程計畫表現榮獲推薦哈特網、98年榮獲臺北市藝術與人

文績優學校、98年臺北市教學卓越獎榮獲優等等，內容如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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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學校本位課程與活動發展一覽表 

類    

別 

內      容 
語 

文 

英 

文 

數 

學 

自 

然 

社 

會 

藝 

文 

體 

育 

綜 

合 

資 

訊 

生 

命 

陶 

藝 

游 

泳 

資源 

投入 

課程 

架構  V      V V V V V 
校內人力 

志工人力 

輔導團 

專業人力

經費資源 

教學 

序列 V  V V V V V      

活動 

架構 

體能強化 全校登山活動、體育週競賽活動 

人文涵養 瑪莎蕾蕾藝術狂歡節、畢業美展、畢業製作活動 

學習體驗 
主題園遊會(結合體能、科學、防災學習體驗)、畢業旅行

活動、畢業宿營、特教學習體驗活動、英語節慶學習活動 

2.深化閱讀紮根語文 

發展國語文教學序列，強化教學橫向與縱合連結，加強指導閱讀理

解，鼓勵廣泛閱讀，奠定學習良好基礎；參加本市各項語文競賽成績優異

如表42，學生樂於閱讀，閱讀質量俱增，97-100推動閱讀認證成果如表43。 

表 42 97-100參加本市國語文競賽成果一覽表 

年度 獲   獎   紀   錄 

96 

1.臺北市生命教育出版品心得徵文入選、2.臺北市原住民歌唱比賽優等 

3.臺北市英語演說比賽第二組優等、4.臺北市兒童深耕閱讀比賽 

5.臺北市兒童深耕閱讀比賽獲閱讀美術心得分享作品展中年級特優、小小說書人佳作 

97 

1.臺北市鄉土語言學藝競賽(南區)原住民歌唱(卑南組)優等 

2.臺北市鄉土語言學藝競賽(南區)閩南語歌唱組優等 

3.北北基三縣市中小學學生專題寫作比賽入選    4.臺北市品德小故事徵文佳作 

5.臺北市國民小學推動兒童深耕閱讀活動一般小書類佳作 

6.臺北市國語文競賽(南區)字音字形組優等  7.2008小藝術家反菸圖文徵選比賽甲等 

98 
1.臺北市網路閱讀心得寫作比賽入選獎  2.臺北市度英語學藝競賽第一組入選 

3.臺北市多語文比賽寫字第三名、閩南語及客語歌唱優等、布農族語演說優勝 

99 

1.臺北市多語文學藝競賽英語演說優勝、布農族語朗讀優勝第二名、國語朗讀優等、

閩南語歌唱優等、閩南語演說優等二位  2.第五屆金博士全國語文競賽創意作品獎 

3.兒童深耕閱讀手工書暨自編劇本徵件比賽寶貝小書類優等獎、寶貝小書類佳作獎、

品德小書類優選獎、生態小書類特優獎、自編故事劇本類佳作獎   4.國際小學生電

腦創意寫作比賽獲獎 

100 

1.教育部「幸福話--影響我生命的一句話」徵文活動佳作。 

2.臺北市國中小 Scratch互動遊戲創作競賽榮獲第二名、第三名 

3.臺北市生命教育優良出版品閱讀心得寫作中年級讀物類優選。 

4.臺北市國小本土語言話劇客家語競賽第三名5.愛家515實踐紀錄徵選特優 

表 43 97-100推動小博士閱讀認證成果統計表 

項      目 
年   度   人   數 

合計人數 
97 98 99 100 

校

內

成

果 

智慧小學士 13 27 5 4 49 

智慧小碩士 2 2 0 1 5 

智慧小博士 0 3 0 0 3 

榮譽市民 13 27 5 4 49 

市級閱讀成果 

1.97年度國民小學推動兒童深耕閱讀活動-閱讀創作作品一般小書類佳作 

2.96學年度兒童深耕閱讀比賽心得分享作品展中年級特優、小小說書人佳

作 3.98學年度網路閱讀心得寫作比賽入選獎 

4.99年度兒童深耕閱讀手工書暨自編劇本徵件比賽寶貝小書類優等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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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小書類優選獎、生態小書類特優獎、寶貝小書類佳作獎、故事劇本類佳

作獎 

5.臺北市 100年生命教育優良出版品閱讀心得寫作中年級讀物類優選 

6.第三屆國際兒童電視影展小導演大夢想工作坊短片創意構想徵選優選 

二、創新成果 

(一)資訊科技加速統整，強化行政服務效能 

本校資訊團隊，整合校內外經費資源，建構硬體設施，設計豐富之資

訊平台，建構數位化校園，共設計 42套資訊系統，橫跨「行政管理」、「知

識管理」、「學生學習」、「教師教學」；建置 64個主題網頁，增進家長

服務，加速資訊傳遞、分享、彙整，強化行政服務，吸引企業投注資源。 

   

P29與BenQ合作「魔法小學堂」 P30可愛的資訊大使參與成果發表 P31 資訊組長示範創新教學 

(二)資源爭取多元觸角，網狀布局善緣廣結 

學校人力豐沛觸角廣泛，平日透過文宣與活動，強化資源投入之必要與

助益，凝聚親師共識，掌握周遭訊息全員共同爭取資源、善用資源；同時善

用學校活動行銷、團體參訪、專案申請、掌握教育脈動、參與群組協作等，

均有助於掌握資源訊息之機會，獲致網狀爭取資源之功效。 

(三)情感認同志工投注，資源活水生生不息 

本校家長對於學校認同度高，向心力強，因而學生畢業後，家長仍樂於

留校繼續服務，其有賴長期之重視、關懷與經營，使其願意以校為家，共同

成長，服務奉獻，傳承延續生生不息，人數高達257人，成為校務推展後盾。 

    
P32 運用新生家長座

談，進行志工招募 

P33 聖誕節志工爸媽發

送糖果給全校師生 

P34 亞東關係協會及議

員參與賑災送暖儀式 

P35 志工爺奶全國祖孫

週演出活化歷史劇 

(四)精緻開放經營成果，公益行銷社區肯定 

本校學校創校理念與空間設置向為各界參訪之特色與重點，由於全體親

師生之用心經營投入，諦造精緻優異教育品質與特色，贏得社區與家長之肯

定，並結合資源積極參與公益活動，透過成果發表活動推廣行銷，分享推展

經驗，創造學生成功學習經驗，屢獲媒體報導，有效提昇學校知名度。 

   

P36 電視媒體報導額滿學校 P37 網路媒體報導慢跑做公益 P38網路媒體報導馬拉松競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