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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百齡高中親師生團隊在現任吳麗卿校長帶領下，以「多元百齡、培育

群英」──「成就孩子做最好的自己」為願景，營造百齡成為有成就感、有

價值感的優質校園。透過多元課程設計、教學活動，啟發學生認知體驗、悅

納自己，發揮多元智能；實施全人教育，培育學生熱愛生命、尊重他人，學

會負責做事、生涯規劃，「成就孩子做最好的自己」，為未來的領袖、社會的

菁英打下殷實基礎。 

本校「優質管理 永續百齡」行政管理方案，依據行政管理向度的 SWOT

分析，掌握學校內在優勢及外在機會，以學校願景、學校發展為目標準則，

轉化為永續經營的系統化架構，訂定「優質管理 永續百齡」主軸。落實 PDCA 

管理循環核心技術，規劃研擬優質學校行政管理方案，透過學校行政及教師

團隊齊心合作，運用校內外資源，以「知識數位化、人力適性化、事務系統

化、績效制度化」為實踐目標，規劃 16項具體實施策略，達成「優質百齡，

永續精進」之學校願景與方案目標。 

順應接踵而來的教育政策與思潮，百齡高中秉持與 12年國教精神，以

「優質管理 永續百齡」為期許，行政管理將永續為學校注入創意活水，建

構一個人文自然兼具、藝術科技並容的友善多元環境，強化未來關鍵能力，

提供學生多元發展舞台，塑造以有限資源做無限學習的學習共同體，努力成

就每一個孩子，永續經營優質百齡品牌！ 

 

關鍵詞：行政管理、百齡高中、優質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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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現況  

一、設校歷史 

百齡高級中學前身為百齡國民中學，於民國76年籌設，78年動土興建，

位於鍾靈毓秀、人文薈萃的士林區。民國80年，招收第1屆國中新生。民國

88年銜命改制為完全中學，更名為臺北市立百齡高級中學，招收國高中兩部

學生。 

踩著勤力素樸、穩健踏實的步伐，百齡高級中學在現任吳麗卿校長的帶

領下，懷抱「讓每個孩子都成功」的教育理念，戮力營造學校成為有價值、

有成就感的優質校園，帶領學生體驗學習的樂趣與學識的充實。高國中各項

表現亮麗，升學成效皆締造佳績，屢創新高，深獲社區肯定與好評。致力打

造多元學習舞臺，鼓勵學生多元發展，以「成就孩子做最好的自己」為核心

目標，培育學生具備「閱讀能力、創造能力、團隊合作、藝術涵養、國際視

野」等五大校本關鍵能力，實踐「多元百齡，培育群英；優質百齡，永續精

進」的願景。 

二、社區環境 

本校位於劍潭捷運站及著名觀光景點士林夜市旁，交通便捷，國中部學

生多居住於學區市場周遭，高中部學生多來自臺北市各區，亦有部分來自新

北市。校園鄰近士林夜市商圈，上午為果菜市場早市，下午四點後夜市即開

始擺攤營業，另駐有士林社區大學於晚上及假日上課，校園開放使用頻繁，

人潮進出眾多，整體環境較為複雜。 

學校鄰近社教機構資源豐富，如：臺北天文館、國立臺灣科教館、臺北

市立美術館、花博館、故宮博物院、士林官邸、士林公民會館以及興建中的

臺北藝術中心，亦有臺北藝術大學、淡江大學、銘傳大學、東吳大學、文化

大學等多所大學資源共享，以及圓山、劍潭及三腳渡口等自然資源。 

三、學校規模 

（一）班級數、學生及教師人數：目前班級國中普通班 36班、美術班 3班、

特教班 3班、身障及學困資源班各 1班、高中 24班、資源班 1班，合

計 69班，學生 2249人。 

（二）教職員工編制：本(102)學年現行教師編制有 167人（校長 1人;教師

166人—兼任組長 13人，兼任主任 7人；特教班教師 11人），軍訓教

官 4人、職員 27人（含人事及會計主任、護理師、幹事、管理員），

工友 6人、專業運動教練 1人、救生員 1人，總計 206人。 

貳、優質目標 

一、背景分析 

為順利推動本方案，本校透過SWOT分析，藉以充分運用學校優勢掌握機

會，並善用機會克服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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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學歷、年齡與在校服務年資分析 

本校碩士（含 40學分班）以上學歷之教師逾 6成 5，具備教育專業學

養。近 8 成 4教師年齡層分布於 31 至 50 歲，正處於人生閱歷豐富、

體能良好的階段。教師在校服務年資近 7成超過 10年，經驗豐富、熟

稔校園文化且流動率低。 

表 1 百齡高中教師學歷、年齡與在校服務年資統計表 

教師學歷統計 教師年齡統計 教師在校服務年資統計 

學歷 人數 百分比 年齡 人數 百分比 在校年資 人數 百分比 

博士 4 2.4% 21-30 9 5.4% 未滿5年 25 15.0% 

碩士 85 50.9% 31-40 56 33.5% 5-9 27 16.1% 

40學分班 22 13.2% 41-50 84 50.3% 10-19 90 53.9% 

學士 56 33.5% 51-60 16 9.6% 20-29 25 15.0% 

合計 167 100% 60以上 2 1.2% 合計 167 100% 

 合計 167 100%  

（二）百齡高中「行政管理」現況 SWOT 分析 

表 2 百齡高中行政管理 SWOT分析表 

項

目 

內在因素 外在因素 
策略（Ｓ） 

優勢(S) 弱勢(W) 機會(O) 威脅(T) 

知

識

管

理 

1. 處室主任經歷

豐富多具有各項

實務經驗。 

2. 教師團隊具有

高度專業能力與

資訊素養。 

3. 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傳承經驗精

進教學。 

4. 班班有單槍、師

師有筆電。 

1. 完全中學

業務負擔

重，未設置

專責辦理資

訊業務行政

人員。 

2. 組長更動

頻繁形成知

識傳承斷

層。 

1. 教育部、局各

項專案，經費挹

注多有助益。 

2. 教育改革新思

維促使學校急

需提出具體因

應策略。 

1. 個人意識

高漲，致使教

育及行政專

業遭受質疑。 

2. 科技發展

迅速，軟硬體

皆需予以更

新提升，並持

續精進相關e

化發展。 

1. 訂定知識e化

管理培訓制度。 

2. 建構教育專業

知管運作機制。 

3. 建立知識e化

管理回饋機制。 

4. 發揮轉化創新

的知管運用。 

人

力

管

理 

1. 行政夥伴負責

盡職，團隊具合作

與行動力。 

2. 新進人員素質

高，年輕有活力。 

3. 定期進行教師

平時考核及員工

管理考核。 

1. 完全中學

業務負擔

重，教師兼

任行政意願

低落且組長

流動率高，

影響校務推

展之傳承與

創新。 

1. 學校交通便

利，近年學生升

學與學校辦學

績效卓著，吸引

優秀教師到校

服務。 

1. 教育政策

變動快，家長

團體意識高

漲，校務推動

備受考驗。 

2. 傳統觀念

及價值改

變，教師自我

意識提高，團

體事務推動

不易。 

1. 進用專業適切

優質人力。 

2. 促進成員專業

成長交流。 

3. 落實嚴謹管理

考核機制。 

4. 建立激勵專業

成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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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務 

管

理 

1. 校園綠美化完

善，亦有效搭配節

能省碳設備及措

施。 

2. 班級教室冷氣

設備由家長會募

款裝設，提供學生

優質學習環境。 

3. 學校財產均經

專人保管，並按時

維護、盤點。 

1. 校園建築

及設備逐年

老舊，輪番

汰換維修，

經費吃緊。 

2. 空間無法

同時滿足

國、高中學

生需求。 

1. 善用各項專案

經費補助建構

資訊化校園環

境設備。 

2. 士林社大經費

可增設及維護

校園資訊設備。 

3. 鄰近社教機

構，以及陽明

山、三腳渡口等

自然資源豐富。 

1. 與士林社

區大學共用

學校設施設

備，使用率

高，維護與維

修支出高，節

能減碳效果

較不易達成。 

1. 系統規劃執行

設施興建維護。 

2. 訂定標準採購

控管追蹤程序。 

3. 確實有效編列

執行經費。 

4. 落實e化簡化

財管計畫。 

績

效

管

理 

1. 校務均採會議

公開討論、規劃、

檢討與績效追蹤

模式推動。 

2. 行政團隊氣氛

融洽、互助合作，

教師社群追求創

新成長，全面提升

行政與教學效能。 

1. 完全中學

行政工作吃

重，管理人

力資源吃

緊。 

1. 專案計畫皆具

績效檢核機

制，能順利推動

校務並有計畫

的完成檢核。 

1. 對於學

校、教師個人

的評鑑種類

眾多(如完全

中學校務評

鑑)，教職員

工備感壓力

且心力交瘁。 

1. 形塑符應政策

需求的願景。 

2. 推動專業成長

達成組織目標。 

3. 運用PDCA模

式改進績效。 

4. 建立永續卓越

的績效制度。 

二、具體目標 

（一）方案目標 

本校「優質管理 永續百齡」行政管理方案，依據行政管理向度的 SWOT

分析，掌握學校內在優勢及外在機會，以學校願景、學校發展為目標準則，

轉化為永續經營的系統化架構，訂定「優質管理 永續百齡」主軸。落實 PDCA 

管理循環核心技術，規劃研擬優質學校行政管理方案，透過學校行政及教師

團隊齊心合作，運用校內外資源，規劃 16項具體實施策略，達成「優質百

齡，永續精進」之學校願景與「知識數位化、人力適性化、事務系統化、績

效制度化」之方案目標： 

1、創新數位化知識管理 

依知識 e化管理培訓制度，辦理教育訓練，提升學校成員資訊素養與能

力，建構教育專業知管運作 e化機制，學校知識得以保存與運用，進而

發揮創意的新價值。 

2、精進適性化人力管理 

依實際需求及法令進用教育專長及行政專任人員，高關懷、溫馨與人性

化管理，落實嚴謹管理考核以及激勵機制，引導教職員工積極專業成長，

型塑專業形象。 

3、推動系統化事務管理 

依校務發展計畫編列預算，爭取資源，按採購程序完成購置或興建，設

置現代化資訊科技系統和設備，落實 e化財管與維護工作，打造科技且

節能的永續校園。 



5 
 

多元百齡 培育群英 優質百齡 永續精進 

優質管理 永續百齡 

知識管理 

創新數位化 
知識管理 

精進適性化

人力管理 

推動系統化

事務管理 

發展制度化
績效管理 

願

景 

主

軸 

向

度 

目 

標 

人力管理 

 

事務管理 

 

績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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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發展制度化績效管理 

以學校願景與目標為方向，學生學習為主體，運用PDCA模式改進績效，

實踐五大校本關鍵能力的培育，建立永續卓越的績效制度，學校即為不

斷成長的有機體。 

（二）方案架構 

 

 

 

 

 

 

 

 

 

 

 

 

 

 

  

 

 

 

圖 1百齡高中行政管理方案架構圖 

參、具體做法 

一、實施內容 

本校行政與教師團隊在校長領導下，落實運用 PDCA品管循環（Plan 計畫、

Do 執行、Check 檢核、Act行動）核心技術，規劃研擬優質學校行政管理方案，

透過學校行政及教師團隊齊心合作，運用校內外資源，以「知識數位化、人力適

性化、事務系統化、績效制度化」為實踐目標，達成「優質百齡，永續精進」之

學校願景。 

本校於知識管理、人力管理、事務管理、績效管理 4 大向度，各有 4大項

實施策略，以下就較具特色之實施策略分項說明。 

（一）創新數位化知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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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訂定知識 e化管理培訓制度 

1.1辦理教育訓練，提升學校成員資訊素養與能力 

(1)辦理校內知識e化管理教育訓練研習，提升全校教職員工資訊素養能力：

包括結合12年國教相關議題（如活化教學、多元評量、差異化教學、

有效教學等）搭配資訊科技融入研習、線上課程學習資料庫應用（如

OCW、MOOC、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等）、班級網頁系統、moodle教材製作、

校園網路應用、新進教師校務行政系統研習以及資訊素養與倫理等。 

(2)運用教師電子護照，提供各項校外研習訊息，鼓勵教師參加知識管理

與資訊相關研習，提升教師成長知能。 

(3)辦理行政人員公文系統操作研習。 

1.2訂定 e化管理發展計畫 

(1)擬訂資訊發展計畫：配合學校校務發展四年計畫擬訂。 

(2)成立「資訊教育發展委員會」：由校長、各處室主任組長、教師會長、

家長會代表及各學科召集人組成資訊教育推動小組，負責審議學校年

度e化資訊相關工作計畫、資訊教育課程融入教學、年度資訊設備預算

及採購項目等事宜。 

(3)成立「資訊安全工作小組」：由校長、各處室主任與系管師等組成，

研訂資訊安全管理計畫及重點工作與培訓，發揮行政管理效率。 

(4)制定本校「資訊維護與管理辦法」：訂定資訊軟體使用管理辦法、設

備及耗材管理辦法、校園網路管理要點。 

2.建構教育專業知識管理運作機制 

2.1成立學校知識管理組織，訂定知識管理實施相關計畫 

(1)成立「知識管理推動小組」：由校長、各處室主任組長、各學科召集

人與教師會代表共同組成，定期開會研訂、執行及檢核年度工作計畫，

提升行政管理效能。 

(2)訂定知識管理相關計畫：包括訂定知識管理標準作業程序、擬定知識

評選標準、建立知識管理資訊平台、訂定及實施知識管理獎勵機制、

鼓勵知識運用及創新、校園出版品數位化等相關工作。 

(3)建置知識管理平臺：儲存充實各項知識文件資料、維護更新知識庫內

容，並運用分享及轉化。 

(4)強化資安防護管理機制：為確保本校資訊安全，依本校需求建置防護

設備、e化管理機制，控管不安全連線。 

(5)建構行政e化服務系統：強化管理效能，提升同仁資訊素養及工作效率。

如：校務行政系統、成績計算系統、學籍管理、學生輔導管理、班級

經營管理、圖書館e化、數位監視錄影系統等。 

表3 百齡高中知識管理平台一覽表 

資訊平臺 知識內容 

學校網站 校園資訊、行政單位介紹、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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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eb.blsh.tp.edu.tw/ 科目介紹、教學資源連結、各項

公告及連結校內外知識資源 

學科教學網頁/部落格 

http://blog.blsh.tp.edu.tw 

教師介紹、學科教材、學科講

義、學科試題、學科活動、學生

作品 

教師部落格 

http://blog.blsh.tp.edu.tw 

教師個人教學檔案、教材、講

義、教學研究心得、師生溝通 

Moodle 數位教學平台 

http://moodleg.blsh.tp.edu.tw 

線上課程及其教學文件 

圖書館系統http://library.blsh.tp.edu.tw 校內館藏查詢系統、閱讀推廣活

動、網路圖書資源整合、臺北市

線上資料庫、電子期刊  

多媒體數位內容隨選服務系統 

http://cdtower.blsh.tp.edu.tw/ 

公播版影片 

百齡相片集 http://ephoto.blsh.tp.edu.tw 學校活動照片及錄影 

校務行政系統 

高中http://senior.blsh.tp.edu.tw 

國中 

http://resource.blsh.tp.edu.tw/webjsmis/sorry.htm 

教師線上成績登錄系統、導師班

級管理登錄、學生線上成績查詢

系統  

學校信箱http://mail.blsh.tp.edu.tw 

https://www.google.com/a/mail2.blsh.tp.

edu.tw/ServiceLogin?service=mail&passiv

e=true&rm=false&cont 

提供檔案交換、訊息聯絡、本校

雲端服務認證帳號、無紙化開會

通知接收帳號 

雲端書櫃http://ecocat.blsh.tp.edu.tw/test.htm 校內各項知識分享平台 

線上電子書http://ebook.blsh.tp.edu.tw 校內各項知識分享平台 

雲端硬碟 

http://nas.blsh.tp.edu.tw 

文件交換、知識分享平台、跨處

室雲端文件共同編輯 

優質學校網

http://resource.blsh.tp.edu.tw/quality 

優質學校各向度相關資料 

2.2實施組織成員知識管理教育訓練，熟練知識管理平臺運作 

(1)型塑學習型組織：定期開會研討相關工作事宜，營造教師暨行政團隊

學習分享文化，孕育教育專業研發能力。 

(2)建置知識管理平台：提供全校各處室行政與教師團隊資訊服務與知識

管理平臺，透過多元方式暢通更新訊息，鼓勵彼此交流分享及共同創

作專業知識。 

(3)定期辦理資訊研習：提昇同仁資訊能力、熟悉校內各資訊系統與平台。 

(4)整合雲端資訊服務：各項行政作業及教學資源，應用Google apps教育

提供之各項服務提升行政工作效率與即時性，方便同仁分享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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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行政及教學充分運用資訊設備 

(1) 各辦公室均提供電腦、印表機，其中行政夥伴人人有電腦，且印表機

建立網路列印管理機制，提供共用資訊設備列印服務，方便同仁使用

且有效節能省碳。 

(2) 賡續建置充實校園有線及無線網路，提供教職員工生網路硬碟空間，

整合校內知識網路，以及師生行動學習需求。 

(3) 師師有筆電，班班有單槍，且購置數位相機 12臺、數位攝影機 5臺、

實物投影機 3臺便利教師資訊融入教學使用。 

(4) 購置資訊講桌、電子白板等資訊設備，設立多媒體教學教室：視聽教

室、專科 e化教室、會議室、校史室、e化語言教室。 

(5) 資訊設備借用率高：學校各類活動，各處室及辦公室皆可預約借用相

機、單槍、數位攝影機使用，更因應行動學習需求，添購教師個人行

動載具轉接設備，以符合教師教學需要。 

(6) 資訊融入教學統計：每學期定期檢核教師實施資訊融入情況，以瞭解

教師運用資訊設備情況。 

3.建立知識 e化管理回饋機制 

3.1建置知識管理的行政與教學資源庫 

(1)規劃行政處室互動分享平臺，暢通傳達與溝通需求：建置校園網路硬

碟與信箱、處室網頁及部落格、校園活動及照片公告管理系統，即時

公告、聯絡、溝通及分享校務資訊。 

(2)建立教學資源專區，提供教學所需資源：如教學資源庫、影音庫、課

程計畫、班級經營計畫、行動研究網、試題資料庫、Moodle、OCW、

教師個人部落格等。 

3.2建構各類行政 e化具體服務系統 

(1)開發學生晚自習管理系統，使用人性化介面供學生登記及家長查閱。 

(2)設備組設置教學設備管理及借用系統，便利管理教學設備使用情形。 

(3)建置校內場地借用管理系統，方便行政及教師借用專科教室及會議室，

避免場地使用衝突。 

(4)建置電腦線上報修系統，簡化人力接受報修，也便於管控維修進度。 

   

教師教學部落格 晚自習網路管理系統 雲端書櫃與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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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置節能看板及維修報修系統，便於學校能源與設備管理。 

(6)結合數位學生證管理學生出缺席，便利統計且方便家長及時得知學生

到離校狀況。 

(7)校務行政系統 e化管理各處室業務，如學生學籍、成績、輔導資料。 

3.3落實校務規章 e化 

(1)適時訂定更新行政規章：依校務發展需求，或於法令變更、法條不合

時宜、規章辦法窒礙難行時，各處室適時訂定與及時更新各項行政規

範與辦法，並列入移交。 

(2)落實重要法令規章 e化：運用學校網路資訊平台，將各單位業務相關

法規、業務辦理流程及注意事項ｅ化整理，置放各處室網頁或部落格

參閱，據以執行並定期檢核。 

3.4量化統計行政工作效率 

(1)經費控管及運用統計：年度工程修建及年度相關預算執行率。 

(2)學生健康管理統計：統計學生體適能、視力及口腔檢查結果，小紅點

地圖可統計傷病原因、次數與地點，據以改善。 

(3)閱讀量統計：統計圖書借閱率與閱讀排行，鼓勵學生閱讀。 

(4)水電統計：分析校園用電、用水費用，提出節能改善計畫。 

(5)資源運用統計：隨時統計獎助學金經費金額，善用每分金錢助學。 

3.5設立系統回饋檢核的功能 

(1)行政會報決議事項進度表執行追蹤：每週行政會報決議發送並於下次

提出執行進度報告。 

(2)每學期學校日及親師座談會皆回收回饋表，做為爾後辦理改進參考。 

(3)配合教育部實施校園安全問卷調查，瞭解學生學習及生活問題。 

(4)午餐滿意度統計：每月進行營養午餐滿意度統計，瞭解學生用餐情形，

做為午餐供應委員會討論依據。 

(5)校務經營滿意度統計：不定期實施親師生校務經營問卷統計。 

4.發揮轉化創新的知識管理運用 

4.1運用各級教育單位網路資源 

(1) 透過學校網頁連結，結合大學開放式課程網路資源，整合教師 e化教

學媒材，增加師生自主學習與知識管理資料庫。 

(2) 承辦研習活動，擴展師生知能：如承辦高中地球科學輔導團、國中教

學資源輔導團等，增進教師研習機會，亦分享輔導團知識資料。 

4.2儲存知識管理成果並發表與分享 

(1) 訊息傳遞、登錄、公告全面ｅ化：最新消息、榮譽榜、活動照片、透

過網路即時公告，並以電子檔留存每項校務記錄。 

(2) 各項行政業務填報，透過網路磁碟方式填報，減少紙張浪費。 

(3) 開會通知、會議資料與會議記錄等以電子郵件傳遞，並應用網路收發

電子公文，重要公文以電子檔方式存參，便利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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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置數位學習知識管理平臺，整合圖書館數位資料庫及教師 e化教學

媒材，分享教學資料，促進知識再造。 

(5) 標竿學習：鼓勵行政團隊及教師團隊參加校外研習或參訪，返校分享

學習心得，深化典範學習效果。 

（二）精進適性化人力管理 

1.進用專業適切優質人力 

1.1 依實際需求及相關法令進用教育專長及行政專任人員 

(1)依法令規定及校務需求擬訂教師甄審及員工聘任簡章，辦理公開甄選，

經教評會或人事甄審會審議後，公告錄取。 

(2)依校務發展計畫與需求增設進用專任人員，如增設研發處、進用運動

專任教練，並依規定辦理校內行政人員遷調，以活絡行政人才培育。 

(3)考慮校務發展需求，進用編制外的臨時及約聘人員：包括救生員、特

教助理員、保全警衛等，並給予明確任務分派及考核。 

(4)根據課務及社團需求，依規定聘請合格或相關經歷之兼課教師授課。 

1.2建立機制有效篩選進用優秀人才 

(1)依相關人事規定辦法辦理教職員工之甄選、聘用、獎懲、遷調及考核，

依表現進行職務調整或安排，有效篩選進用表現優秀人才。 

(2)依據處室需要，聘請具行政資歷及教學優良教師兼任組長職務，且從

相關處室資深組長中敦聘兼任處室主任，俾利熟悉接軌行政工作。 

2.促進成員專業成長交流 

2.1 定期辦理教師及行政人員專業成長訓練 

(1)擬訂各項教職員工研習計畫，各處室邀請校內外講座定期辦理各項教

職員工專業進修活動，如校務會議、備課研習、教學研究會、擴大行

政會報、導師會報、新進教師座談會、文書公文研習等，並調查滿意

度及回饋做為改進依據。 

(2)依專業需求及法令規定，鼓勵及指派教職員工參加校外研習或專業成

長活動，並邀請返校分享。 

(3)落實職務代理人制度，透過代理期間實務運作經驗，發展個人成長空

間，並促進行政工作銜接。 

(4)統計教職員工研習時數，並依法令規定或回饋建議規劃未來專業成長

研習或第二專長訓練。 

2.2 在職訓練有助組織互動與個人專業成長 

(1)規劃辦理全校性備課研習，由校長及校內團隊親自帶領引導，有助於

校內全體教師團隊互動分享、合作學習。 

(2)落實辦理各學科領域教學研究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促進教師專業

成長與分享合作。 

(3)推動教學輔導教師、學習共同體試辦、行動研究、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校本課程領先計畫等跨領域教師專業成長研討，促進教師掌握當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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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發展趨勢，激發教師團隊創思活化教學，形塑學習型組織。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研習 全校教師備課研習 擴大行政會報 

3.落實嚴謹管理考核機制 

3.1 定期進行員工管理考核 

(1)參考法令及行政業務需求，訂定各類工作規範及準則，落實行政服務

效率，且有效管理及考核學校教職員工表現。 

(2)每學年度定期召開教師考績委員會實施教師績效考核，並輔導教師進

行生涯規劃。 

(3)定期召開考績委員會實施公務人員及職工績效考核，予以調遷晉升。 

(4)行政溝通協調機制完整，行政運作相互合作支援。 

表 4百齡高中工作準則與規範一覽表 

類別 規章名稱 主辦處室 

行政人員工作規範 各處室行政人員工作職掌  各處室 

 各處室職務代理人名冊 各處室 

 職務說明書 人事室 

 工友工作規則 總務處 

 工友同仁工作調配原則 總務處 

教師工作規範 教師聘約 人事室 

 教師請假代課補課實施要點 教務處 

 教師申請公假暨留職停薪進修注意事項 人事室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學務處 

 教學研究會實施要點 教務處 

 導師制實施辦法 學務處 

 導師工作細則 學務處 

學生管教輔導工作準則 學生輔導要點 輔導室 

 特殊個案輔導辦法 輔導室 

 推動認輔制度實施計畫 輔導室 

 學生憂鬱及自我傷害防治工作計畫 輔導室 

 推動校園正向管教暨三級預防工作計畫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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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制學生藥物濫用三級預防實施計畫 教官室 

 零體罰有效生活管教輔導學生具體措施 學務處 

 防制校園霸凌執行計畫 學務處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辦法 學務處 

 學生申訴案件處理要點 輔導室 

校園安全工作準則 校園與學生安全管理行動實施要點 總務處 

 校園安全暨災害管理實施計畫 學務處 

 防火安全防護實施計畫 總務處 

 自衛消防防護團組織規章 總務處 

 公共安全管理檢查小組設置要點 總務處 

 工作檢核施作要點 總務處 

 門禁管理及校園安全維護須知 總務處 

3.2 建立平時考核制度及申訴機制 

(1)利用校內公告及各項集會時機，宣導教職員工差勤管理等相關規定，

並設置每日簽到退表，且依規定完成出差與出國考查報告，詳實紀錄

教職員工差勤情形，以為管理及考核依據。 

(2)學校依法設立設置評審或申訴委員會，暢通申訴管道機制，並公告週

知相關規定與救濟權益，如教師申訴評議準則、公務人員保障法及勞

動基準法等。 

4.建立激勵專業成長機制  

4.1 建立有效激勵員工士氣機制，引導員工正向積極發展 

(1)激發同仁教育使命感、工作價值感、學校願景認同感，鼓舞團隊士氣，

積極正向發展。 

(2)訂定各種獎勵辦法，爭取結合家長會與社區民間資源，以公開表揚、

敘獎或獎金方式鼓勵教職員工續留服務及參加校外比賽爭取榮譽。 

(3)結合家長會及教師會資源，落實員工福利，如辦理全校性文康或聯誼

活動、校慶餐會及卡拉ok大賽、教師多元社團、相關節日慶祝活動如

教師節、母親節、勞動節及致贈禮金禮物等。並申請相關補助、獎金、

保險等實際關懷行動提昇教職員工工作士氣，凝聚團隊感情。 

(4)強化危機處理小功能組，建置有效的危機管理機制，適時召開會議，

訂定各種危機預防措施及處理標準化流程，定期宣導危機處理議題，

進行危機處理相關實務演練，以減少校園危機打擊學校士氣。 

表 5 百齡高中各項獎勵辦法 

項目 獎勵 主辦處室 

服務資深現職教職員工獎勵要點 獎勵金及服務獎章 人事室 

教學創新教案與行動研究參加獎勵辦法 獎狀 教育局 

班級生活教育四項競賽實施辦法 獎狀及獎金 學務處 

資深教職員工獎勵辦法 獎狀及獎金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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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指導訓練學生參加校外比賽獎勵辦法 敘獎及獎金 教務處 

認輔工作實施計畫獎勵辦法 敘獎及獎金 輔導室 

（三）推動系統化事務管理 

1.系統規劃執行學校設施興建與維護 

1.1.訂定學校設施興建與維護計畫 

(1)召開校務發展規劃小組會議，研擬中長程教育發展計畫，訂定中長程

修建工程計畫並報局爭取經費。民國101年至105年本校修建工程項目

及經費預估如表6。 

(2)配合校務發展計畫，定期召開預算經費編列會議，檢視討論學校年度

需求，逐年編列預算整修老舊校舍與建購新穎設施設備，並積極撰寫

專案計畫爭取更多補助經費。 

(3)訂定設施維護計畫，建立設施修繕平台，專人定期巡查保管維護及限

期修繕與追蹤進度。 

(4)每季定期召開節能小組，研討修訂節約能源實施計畫，檢視四省成效

並持續精進。 

表 6 百齡高中中長程修建工程項目及經費預估表(單位：萬元) 

工程項目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總計 

優質化工程  500    500 

電源改善工程   432.9 446.8 604.8 1484.5 

專科教室改善 200 200 200 200 300 900 

圖書館整修工程 50      

家政教室改善工程 40      

無障礙工程 120 782    902 

耐震補強工程 300 300    600 

外牆整修工程   300   300 

體育設施改善工程 126 850    976 

改善社團活動場所 50 50 25 25  150 

總計 886 2682 957.9 671.8 904.8 5812.5 

1.2.定期保養、修繕、追蹤及記錄各項設備及設施使用情形 

(1)校內定期檢視填寫「建築安全」、「專科教室」、「體育場地器材安

全」、「飲水安全」等相關表單，並與相關廠商簽訂維修保養合約，

定期紀錄維修保養情形。 

(2)學校職工安排每週固定時間維護校園。結合開學準備與平時巡堂，隨

時檢查與記錄校園環境各項設施設備，即時回報損壞設施設備並能限

期追蹤修繕。 

(3)設置資訊設備線上報修系統，依報修內容規劃修繕進度，依限修繕。 

(4)定期檢討更新報修比例過高設施設備，逐年淘汰報廢故障或已達使用

年限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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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訂立標準採購控管追蹤程序 

2.1訂定標準化、簡化、追蹤、控管採購作業流程 

(1)依據「臺北市政府採購標準作業程序」建立採購流程標準作業程序，

簡化並統一採購流程。 

(2)運用「政府電子採購網」流程，依序辦理工程、勞務與財物採購流程。 

(3)定期結合行政會報或內控會議追蹤控管、檢討改善採購執行情形。 

2.2善用共同供應契約之採購機制，並採購環保財物 

(1)運用「共同供應契約」網站所列項目，選擇適合廠商進行下單。 

(2)依據「資源回收再利用法第22 條」，優先採購環保標章財物，且定期

於環保署「綠色生活資訊網」填報本校環保財物採購比例，每季採購

量皆超過規定比例。 

3.確實有效編列與執行經費 

3.1依法定程序編列與執行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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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業注意事項暨編列標準」等規定及

校務發展計畫需求，於每年4月至8月依教育局會計室公告時程及相關

作業規定，編列下一會計年度預算。 

(2)依「臺北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規定辦理年度預算執行。 

(3)依據相關規定及行政會報討論專案計畫經費預算編列、執行與檢討。 

3.2建立經費編列與執行之績效管控機制 

(1)年度經費收支、分配及運用，定期編列收支報表並於相關會議檢討強

化年度預算經費編列精確度與執行率，建立相關經費分析表並評估績

效，落實經費管控與運用，務求合理化、彈性化及透明化。 

(2)專案經費編列執行定期於行政會報控管檢討並陳報相關主管單位備查，

且依據上一年度調整修正，改善精進。 

4.落實 e化與簡化的財物管理 

4.1訂有 e化與簡化的財物管理計畫 

(1)訂定並e化各處室財物管理相關辦法及要點，簡化管理標準作業流程。 

(2)教學與行政各項軟體運用能符合智慧財產權，並有效運用與管理。  

表 7 百齡高中財物管理相關規章 

序號 規章名稱 單位 序號 規章名稱 單位 

1 教學設備維護管理要點 教務處 14 修繕管理要點 總務處 

2 視聽教室管理規則 教務處 15 財產管理要點 

財產盤點管理要點 

總務處 

3 電腦教室使用規則 教務處 16 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要點 總務處 

4 資訊安全管理計畫 教務處 17 水電管制維護要點 總務處 

5 校園網路使用規範 教務處 18 校舍維修管理辦法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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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資訊設備管理辦法 教務處 19 加強節約能源須知 總務處 

7 教學研究用筆電借用辦法 教務處 20 普通教室冷氣管理使用須知 總務處 

8 課堂教學用筆電借用辦法 教務處 21 學生課桌椅使用須知 總務處 

9 數位器材借用辦法 教務處 22 零用金管理辦法 總務處 

10 獎學金設置暨管理要點 教務處 23 行動不便者電梯使用須知 總務處 

11 普通教室設備管理辦法 教務處 24 圖書館電腦印表機使用須知 圖書館 

12 仁愛獎助金實施要點 學務處 25 教師研究討論室管理及維

護要點 

圖書館 

13 資源回收獎勵金使用辦法 學務處 26 圖書館暨教學資源中心管

理服務規則 

圖書館 

4.2善用資訊設施，落實自主化財物管理。 

(1)整合現有財物，相互利用資源節約成本，如影印機與油印機採租用模

式，節省採購成本；整合各處室辦公共通性用品需求，透過「共同供

應契約商」統一採購，節省採購成本；建置校內外知識管理平臺與網

絡，及時分享傳遞訊息資料，節省時間財物成本；建立學校場地網路

預約登記，有效整合各處室活動辦理情形與使用狀況，增進資源相互

支援效益。 

(2)有效運用資訊設施設備，簡化、自主化財物管理，如裝設節能四省裝

置及節能表，記錄控管學校節能狀況；建立學校電子書庫與館藏圖書

查閱系統，方便學校師生使用與行政同仁管理；運用數位學生證刷卡

系統管理學生出缺席到校狀況，便利同仁記錄，系統主動通知家長。 

（四）發展制度化績效管理 

1.型塑符應政策思潮與發展需求的學校願景 

1.1 團隊共塑願景目標，具體落實發展校務 

(1)因應當代教育思潮與政策發展，以及校務發展需求，校長於校務發展

委員會多次邀請行政團隊、各學科領域召集人及導師代表共同研擬學

校願景目標，尋找學校特色，最終落實「多元智能」之教育理念，產

   
專人定期維護檢查設施 自主化節能事務管理 e化簡化場地登記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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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多元百齡培育群英、優質百齡永續精進」願景，及「成就孩子做

最好的自己」目標，營造百齡成為有成就感、有價值感的優質校園。 

(2)以學校願景與目標為方向，以學生學習為主體，培育五大校本關鍵能

力─「閱讀能力、創造能力、團隊合作、藝術涵養、國際視野」為策

略主軸，訂定完善校務發展計畫及處室年度工作計畫，落實執行考核。 

(3)依據校務發展策略主軸，定期召開各項重要會議，溝通檢視校務執行

成效，行政處室緊密合作，整合資源經費推動校務，充分發揮行政效

能，具體實踐願景與目標。 

 

圖 2 百齡高中學校願景、目標與發展策略 

1.2發揮各處室績效，滿足親師生需求 

(1)定期舉行學校日、親師座談會、導師會報、學科召集人聯席會、教學

研究會、主管會報、擴大行政會報、校務會議等各類會議，邀請親師

生代表出席與會，廣泛收集各方意見，積極提昇處室效能。 

(2)行政團隊積極參與校內外親師生相關會議與活動，如家長委員會、學

生成果發表、教師社群活動等，強化溝通合作，整合各方資源，滿足

發展需求，發揮全面效益。 

(3)結合校內外資源，鼓勵學校行政師生個人及團隊積極參與校外競賽、

計畫及評選，追求專業成長、榮譽獎勵與資源挹注。 

2.推動專業成長，達成組織目標 

2.1 配合目標成員需求，培訓人力提昇專業 

(1)依據教育政策、學校願景、專業成長三大面向，規畫行政知能及教師

專業成長相關研習活動，並鼓勵行政與教師團隊彼此對話，打造學習

共同體。 

(2)定期召開行政處室會議，落實領域共同不排課時段，鼓勵人員校外專

業成長進修並返校相互分享，提升專業能力，型塑學習型組織。 

2.2 推動業務分工及專案合作之工作責任制。 

願景 
多元百齡培育群英 

優質百齡永續精進 

目標  

成就孩子做最好的自己 
 

發展策略  

五大校本關鍵能力 

閱讀能力、創造能力、團隊合作、 

藝術涵養、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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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期召開處室會議、主管會報及擴大行政會報，加強行政處室縱向横

向聯繫，落實業務分工執行，達到校務發展目標。 

(2)依各專案計畫工作需要，隨時召開跨處室任務小組工作會議，直接溝

通各項業務，視業務活動所需，互相支援，進行即時工作協調分配。 

(3)各重要計畫列有各處室分工一覽表，以利處室間行政合作，相互支援。 

(4)校長及主管走動管理，隨時聽取同仁工作報告，或執行困難反應，立

即協調處理，提昇工作效能。 

表 8 百齡高中行政管理各項任務編組及相關會議一覽表 

會議名稱 參加人員 召開時程 

校務會議 教職員工及家長代表 每學期2次 

主管會報 處室主任 每週 1次 

擴大行政會議 各處室主任及組長 每月 1次 

處室會議 處室主任及組長 每週 1次 

教務會議 專兼任教師 每學期 2次 

學輔會議 主任及教師 每學期 2次 

教師評審委員會 處室主任、教師代表及家長代表 每學期 1次 

課程發展委員會 處室主任、教師代表及家長代表 每學期 2次 

各學科領域教學研究會 各學科領域教師 每學期 2次 

多元入學招生委員會 處室主任、教師代表及家長代表 依管道需求 

導師會議 處室主任及導師 每月 1次 

家長委員會 處室主任及家長委員 每學期 2次 

學生德行審查會議 處室主任、教官及教師 每學期 1次 

公務人員考績暨甄審委員會 處室主任、教師代表及職工代表 每學期 1次 

學生獎懲委員會 處室主任、教師代表、家長代表

及學生 

依需求 

體育發展委員會 處室主任、教師代表、家長代表 每學期 1次 

升學輔導會議 處室主任、教師代表、家長代表 每學期 2次 

輔導工作推行委員會 處室主任、教師代表 每學期 1次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處室主任、教師代表、家長代表 每學期 2次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處室主任、教師代表、家長代表 每學期 1次 

家庭教育推行委員會 處室主任、教師代表、家長代表 每學期 1次 

冷氣管理委員會 主任及家長委員 每學期 1次 

中輟生鑑安輔工作委員會 處室主任、教師代表、家長代表 每學期 2次 

生涯發展教育工作委員會 處室主任、教師代表、家長代表 每學期 2次 

餐盒委員會 
處室主任、教師代表、家長代表

及學生 

每學期 2次 

服裝委員會 處室主任、教師代表、家長代表 每學年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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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生 

校慶畢典籌備委員會 
處室主任、教師代表、家長代表

及學生 

每學年 2次 

學生綜合表現審議委員會 處室主任、教師代表 每學期 1次 

教專評鑑推動小組會議 處室主任、教師代表 每學期 1次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處室主任、教師代表、家長代表 每學期 1次 

教科書評審委員會 處室主任、教師代表、家長代表 每學期 1次 

國中編班委員會 處室主任、教師代表、家長代表 每學年 1次 

3.運用 PDCA模式改進績效  

3.1行政團隊定期績效管理，PDCA模式檢核行政成效 

(1)依親師生與校務發展需求，擬定校務發展計畫與年度目標，依標準作

業流程確實執行，定期召開處室會議、主管會報、擴大行政會報、工

作會議及專案計畫會議管理檢核績效，據以調整修正，賡續精進。 

(2)行政團隊採取PDCA循環管理模式，計劃、執行、考核、精進行政工作，

提昇行政績效。 

①計畫PLAN：依校務發展需求，訂定校務發展計畫及各項工作重點，有

效管理工作進度品質。 

表 9 百齡高中績效管理重點工作項目及程序－規劃部分 

重點項目 程序 單位 

校務發展中程計畫 1.校務發展計畫規劃小組研議 

2.校務會議審議 

校長 

各處室年度工作計畫 1.各處室依據年度校務重點工作研擬工作計畫 

2.召開相關委員會議或行政會議審議後，陳校長核定 

各處室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

準及指標 

1.透過教專推動小組及教學研究會研議，邀請專家

學者指導 

2.教專推動小組審議 

教務處 

高中優質化方案 1.透過優質化工作推動小組研擬，邀請專家學者指導 

2.優質化工作推動小組審議 

研發處 

②執行DO:落實績效管理執行 

表 10 百齡高中績效管理重點工作項目及程序－執行部分 

重點項目 程序 單位 

校務工作行事曆 1.各處室依年度工作計畫研訂處室行事曆 

2.教務處彙整各處室預定重要執行事項，編印成校

務工作行事曆 

3.秘書每週稽核承辦單位實際執行情形 

4.活動或專案計畫結束後，彙編成果檢核表陳閱 

各處室 

秘書 

各學科教學計畫

及進度表 

1.教學組彙整教學研究會研議內容 

2.教師於學校日向家長說明 

教務處 



19 
 

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及教學輔導教

師 

1.陳核參加評鑑及教學輔導方案教師名單 

2.教師自評及他評 

3.評鑑推動小組審核評鑑結果 

4.教師擬訂專業成長計畫 

5.進行教學輔導及舉辦專業成長研習 

6.彙整及呈報成果 

7.經費核銷 

教務處 

研發處 

行政標準化作業

流程 

1.處室擬定工作標準化作業流程並上傳至處室網頁

及部落格 

各處室 

各項會議 1.議程及提案彙整 

2.通知相關人員與會並先行研閱會議資料 

3.無紙視訊會議 

4.紀錄建檔上網並追蹤列管 

5.確實執行決議並追蹤執行成效 

秘書 

各處室 

公文處理 1.文書組收文處理 

2.處室承辦人及主管文件簽辦 

3.主辦處室依批示辦理 

4.文書組歸檔處理 

5.文書組公文統計呈報 

6.定期辦理文書作業講習 

總務處 

經費執行 1.依年度預算收支估計編製預算分配表供各處室依

時程進行採購 

2.預算執行結果檢討 

總務處 

會計室 

③考核CHECK： 

運用各項績效評鑑工具，以「組織團隊」及「個人表現」進行績效考核及

管理，強化自主管理，提升校務運作品質及效能。並制訂獎勵機制，激勵

學校同仁發表、指導、參與評選或競賽，激發團隊創新作為。 

④精進ACT： 

辦理各項活動後，依PDCA管理流程檢討評估成效，完成紀錄e化，做為業

務單位持續參考改進。 

4.建立追求永續卓越的績效制度  

4.1 架構良性溝通平台，滿足發展需求 

(1)建置並運作多元開放的行政溝通管道，運用正式、非正式組織及各項

會議活動，擴大親師生參與校務決策與工作。 

(2)積極協調處室意見，鼓勵處室密切合作，促進即時良性溝通。 

(3)處室主任與行政同仁適時輪調，歷練不同職務以跳脫本位思考，並激

發新團隊動能。 

(4)安排組織成員專業成長，建立有效激勵士氣機制，激發熱情、釐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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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凝聚共識、專業增能、建立默契。 

4.2訂定公文處理流程，明確分層授權 

(1)訂定文書處理要點，掌握公文辦理時程。 

(2)實施分層負責機制，減少不必要處理作業。 

(3)透過e化管理，簡化公文處理流程。 

(4)重視公文時效管理，定期檢視公文結案進度，列為績效管理項目。 

4.3 建立績效管理評鑑，精進校務經營 

(1)建立校務自評委員會組織，定期召開工作會議，瞭解學校的經營理念

與實際的運作現況，檢視教育政策執行狀況，整合現有各類評鑑發揮

全方位功能，提升校務經營效能並促進學校永續發展，邁進優質學校。 

(2)依據學校目標訂定績效評估指標，採取PDCA循環管理模式定期實施績

效評估，隨時追蹤修正、改善精進校務發展近況。 

二、創新做法 

（一）知識管理創新齊學習 

運用網路資源開發雲端應用，系統化整合學校網頁、電子郵件、部落格、校

內公共網路硬碟、個人校內網路空間，建構數位知識管理平臺，儲存分享各

類資訊資源，簡化作業流程，便利業務移交，提高管理效能。並推動知識轉

化創新機制，鼓勵教師專業對話與分享，強化知識管理與運用。 

（二）人力管理精進凝向心 

暢通人力管理溝通及升遷管道，優先拔擢內部優秀人才，對外推薦特殊優良

人員，以激勵教職員工表現。另校長及行政主管適時請同仁餐敘或購買飲料、

點心、水果等，慰勞教職員工辛勞；且行政團隊經常結合家長會及教師會資

源，舉辦各種溫馨歡樂活動，凝聚團隊向心，營造正向氛圍。 

（三）事務管理推動勤執行 

依據相關法令規定與校務發展需求，落實執行設施修繕維護、採購程序及經

費收支控管，並整合現有資源與資訊設施，推動 e化、簡化且自主化的事務

管理，節省金錢時間人力成本，提昇管理效益。更積極爭取教育部局專案經

費、家長會及社區民間各界捐款，充實學校設施設備，滿足親師生個人與校

務發展需求。 

（四）績效管理發展顯動能 

行政團隊以 PDCA模式為主軸，以滿足學校願景目標及親師生需求為方向，

培訓行政專業人才，整合內部會議檢核與外部資源評鑑，逐步規劃、執行、

檢核、修正各項校務工作及專案計畫，激發學校親師生團隊動能，展現行政

績效管理效益。 

肆、優質成果 

一、目標達成 

（一）知識管理數位化，轉化創新樂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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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識 e化制度規劃，資訊知能普遍充實 

成立資訊教育發展委員會及知識管理推動小組，配合政策法令及校務發展

需求，擬定資訊發展與知識管理工作計畫，辦理多場知識e化管理教育訓

練研習，有效提升教職員工資訊素養與能力。相關知能研習統計如下表： 

表11 百齡高中辦理e化資訊知能研習統計表 

編號 學年 研習內容 人次 

1 99 數學領域教師精進教學研習---Geogebra數學軟體應用 12 

2 精進教學－「部落格創意教學」研習 59 

3 多媒體電子書應用解析與製作教學 25 

4 文書處理講習 34 

5 100 文書處理講習 42 

6 101 國中社會科電子書的應用與教學 7 

7 電腦科技與英語學習 16 

8 102 翻轉教室與創新教學模式 83 

2.知識管理機制落實，管理平臺熟悉操作 

知識管理推動小組健全資訊設備，開發資訊服務系統，建置知識管理平臺，

辦理教育訓練，落實推動行政與教師團隊熟悉操作與運用知識管理平臺。 

表12 百齡高中整合校內外資訊網站統計表 

網站資源 網址 備註 

家長會 http://blog.blsh.tp.edu.tw/lifetype/parent 校內 

教師會 http://blog.blsh.tp.edu.tw/lifetype/teach 校內 

雲端書櫃電子書 http://ecocat.blsh.tp.edu.tw/test.htm 校內 

國內外各大學開放式課程 http://web.blsh.tp.edu.tw/onweb.jsp?webno=

3333333245&dwua=dotweb 

校內 

連結 

教師專業發展整合平台 http://teachernet.moe.edu.tw/MAIN/  

臺北市優質學校 http://tpqs.tp.edu.tw/  

教育部高中優質化 http://www.saprogram.net/  

臺北市高中職網路博覽會 http://expo.tp.ema.idv.tw/  

12年國教資訊網 http://12basic.edu.tw/  

紫錐花運動 http://enc.moe.edu.tw/  

臺北市公務人員訓練處 http://www.pstc.taipei.gov.tw/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教師

甄選服務網 

http://staff.tp.edu.tw/edsystem/index1.jsp  

國中學生輔導數位化系統 https://elife.tp.edu.tw/Login.action?l=tp  

臺北市益教網 http://etweb.tp.edu.tw/index/  

3.知識管理回饋檢核，行政效能質量提昇 

建構數位知識資源資料庫及各類行政e化服務系統，量化統計行政業務執

行情形，並確實檢核行政效能，據以精進提昇質量。 

http://elife.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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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百齡高中行政業務定期統計報表 

序號 報表名稱 辦理處室 統計週期 

1 巡堂紀錄、資訊設備使用節數統計表 教務處 月 

2 各學科教師及行政人員研習總時數統計 教務處 學期 

3 各班級學生人數及異動統計表 教務處 月 

4 升學率及人數統計表 教務處 年 

5 全校班級借閱排行統計表 教務處 月 

6 分類別館藏統計表 教務處 年 

7 學生傷病護理統計表 學務處 月 

8 校安事件統計表 學務處 年 

9 全校水電瓦斯費用統計表 總務處 月 

10 現金及銀行存款月報表 總務處 月 

11 公文處理工作概況統計表 總務處 月 

12 升學就業概況調查表 實習處 年 

13 輔導活動場次、參加對象及人數統計表 輔導室 學期 

14 輔導教師約談人次、個案分類統計 輔導室 學期 

15 認輔學生狀況評估統計表 輔導室 學期 

16 學校日問卷統計及分析 輔導室 學期 

17 會計月報表、年度決算表 會計室 月/年 

18 個人差假統計表 人事室 月 

19 教職員名冊一覽表 人事室 學期 

20 教職員工考核一覽表 人事室 年 

4.知識管理轉化運用，管理成果儲存分享 

結合網路雲端各級教育資源，運用校內知識e化管理平臺，透過多種會議、

活動及社群方式，強化傳達溝通、儲存分享、研發創新知識管理成果，具

體達成轉化運用知識管理目標，形塑學習型組織。 

表15 百齡高中知識管理學習型組織： 

名稱 研討內容 

主管會報、行政會報 
跨處室大型專案活動及處室行政業務規劃、執行、協

調、檢核、修正，以及當前教育政策與思潮理念 

導師會報 
教育重要議題研習、班級經營管理分享與校務發展推

動溝通 

各領域學科教學研究會與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課程教學相關主題研討及教師專業成長研習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工

作小組 

研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工作規劃、執行、檢核、

修正 

教學輔導教師會議 教學輔導教師與夥伴教師專業成長與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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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研究研討會 教師行動研究實施與撰寫經驗分享 

高中優質化推動檢核小組 研討教育部高中優質化方案規劃、執行、檢核、修正 

高中領先計畫推動小組 研討臺北市高中領先計畫規劃、執行、檢核、修正 

（二）人力管理適性化，專業嚴考士氣揚 

1.優質人力進用規劃，專業適切有效篩選 

依據校務發展需求及相關法令規劃進用增聘優秀專業人員，並適時調整升

遷，活化組織效能。其中專任行政人力外流少，教師經驗豐富學歷高、介

聘調校流動小且兼任行政工作穩定，顯見優質人力管理。 

2.在職訓練辦理落實，專業成長相互交流 

積極辦理推動教師及行政人員在職訓練，鼓勵專業對話與分享，形塑學習

風氣，營造學習型組織：落實辦理各學科領域教師專業成長研習，以及指

派鼓勵專兼任行政人員參加行政相關研習。 

表16 百齡高中99～102學年度教師及行政參與相關研習統計表 

學年度 99 100 101 102-1 

校內辦理教師研習場數 84 92 105 70 

教師參與研習總人數 1730 2296 2654 1824 

教師研習總時數 6130 7614 9293 6734 

教師平均研習時數 40.87 50.76 61.95 44.89 

行政參與行政研習人數 123 144 231 163 

行政研習總時數 1772 1842 3070 1565 

行政平均研習時數 34.74 36.11 60.19 30.68 

   
知識管理教育訓練 量化統計行政效率 教師專業發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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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考核機制檢核，嚴謹規範暢通管道 

訂定各類工作規範準則及作業流程，定期追蹤檢核行政執行績效，並落實

平時考核制度且留存記錄，定期召開考績委員會進行教職員工管理考核。

另設有完善申訴管道，惟迄今尚無申訴案件，顯示考核機制公正確實。 

4.員工士氣有效激勵，正向發展凝聚感情 

學校經營績效卓著(績效一覽表請參見P.27)，激發團隊榮譽感及使命感，

深化願景認同感，團隊士氣高昂。並建立完善獎勵措施，落實教職員工福

利，暢通溝通與升遷管道，有效激勵士氣，氛圍積極溫馨，帶動個人與團

隊正向發展。近年來，教職員工為校爭光績效卓越，敘獎人次持續上揚。 

表17 百齡高中99～102學年度教職員工敘獎人次統計表 

學年度 99 100 101 102-1 

敘獎人次 279 333 600 87 

小功次數 12 14 18 4 

嘉獎次數 331 379 663 101 

   

全校文康活動 校慶頒發資深員工獎勵 校慶卡拉 OK比賽 

（三）事務管理系統化，流程標準執行佳 

1.設施興建維護規劃，修繕完備記錄詳實 

依校務發展計畫修繕維護校舍建築，提供師生優良環境設施，自99年至102

年度已完成24項重大工程，總計新台幣83,138,370元。另校園各項設施設

備皆定期專人巡察、維護、修繕、紀錄，並依據報修情形，規劃汰舊更新。 

表18 百齡高中99～102年度校園重大修繕工程一覽表 

年度 工程名稱 成果 

99 屋頂防水隔熱整修第二期工程 改善頂樓教室安全 

心齡角落空間改造工程 增加校園閱讀與展演空間 

圖書館書籍與教學媒體採購 豐富學習資源 

百齡藝廊空間改造工程 增加學生藝術展示空間 

廁所整修工程 改善廁所環境 

普通教室環境改善第二期工程 改善教室環境設備 

100 普通教室環境改善工程 改善教室環境設備 

地坪整修及門板更新工程 建構綠色建築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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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場整修工程 改善學生活動學習資源 

圖書館書籍與教學媒體採購 豐富學習資源 

地下室藝術空間活化工程 增加學生藝術涵養 

無障礙坡道改善工程 改善人性化無障礙設施 

行政大樓耐震補強工程 增進行政大樓校舍安全 

至美樓外側斜屋頂整修工程 改善外牆磚瓦剝落問題 

101 至真樓至善樓至美樓耐震補強工程 增進教學大樓校舍安全 

無障礙廁所更衣室改善工程 改善人性化無障礙設施 

球場周邊設施改善工程 改善學生活動學習資源 

校園透水鋪面及周邊圍牆整修工程 強化自然生態環境 

連絡走廊外側結構修復工程 改善外牆磚瓦剝落問題 

普通教室環境改善工程 改善教室環境設備 

國中冷氣增置與高中冷氣更換工程 提供學生舒適的生活休憩環境 

102 活動中心屋頂防漏整修工程 改善活動中心頂樓安全 

活動中心播音系統及布幕整修工程 改善學生活動學習資源 

專科教室環境改善工程 提供師生教學優質環境 

校園防災潛勢現況改善工程 改善學校消防安全設施設備 

2.採購程序控管落實，簡化流程便利追蹤 

表19 百齡高中99 至102 年度共同供應契約採購統計表 

年度 99 100 101 102 

採購金額（元） 5,806,062 3,668,091 6,180,158 5,893,869 

採購數量（件） 20 51 89 58 

依據相關採購法規，建立標準化採購作業流程並簡化、追蹤及控管，同時

善用共同供應契約機制，有效減少人力時間。 

3.經費編列執行檢核，管理確實效率提昇 

定期召開行政會報及專案推動小組工作會議，確實編列、執行、檢核、修

正預算經費，預算執行達成率皆相當良好，顯示經費管理效率顯著。 

表20 百齡高中99～102年度學校基金預算執行情形 

年度 經費總額 執行額度 比率 

99 291,367,625 286,035,768 98.17% 

100 303,390,356 292,333,645 96.36% 

101 311,086,557 300,852,819 96.71% 

102 301,947,404 289,596,089 95.91% 

4.財管 e化簡化運用，整合資源自主流通 

整合現有財物，增進資源利用與流通，節省採購與時間成本；並有效運用

學校資訊設施，簡化、自主化財物管理，節省人力時間成本，落實節能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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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與資源回收，提昇財物使用效益。 

表21 百齡高中資源回收及節能成效一覽表 

年度 
資源回收成效（公斤） 總金額

（元） 

節能成效 

(用電度) 紙類 鐵/鋁罐 鋁箔包 保特瓶 

99 17305 399 2136 29470 58,387 1168380 

100 21840 314 2376 43980 84,662 1165920 

101 23270 360 2242 25614 64,846 1175220 

102 21560 354 2418 32157 50,785 1137900 

（四）績效管理制度化，永續經營展優良 

1.願景目標共同規劃，滿足需求貫徹實踐 

根據教育思潮、政策與校務發展，凝聚團隊共識研討規劃學校願景與目標，

以學生為中心，聚焦於培育學生五大關鍵能力之策略，符應親師生與社會

需求。同時以願景目標為經，以執行策略為緯，整合個人團隊力量，積極

推動校務，滿足發展需求，貫徹實踐學校共同願景與目標。 

2.人力進修培訓落實，達成學習組織目標 

依據學校願景與目標，落實推動人力專業成長，發掘培育行政人才，維持

優質人力管理，且積極推動業務分工、專案合作的工作責任制，促進處室

團隊交流，營造組織學習氣氛，展現優良行政績效，近年來圓滿順利承辦

教育局諸多重大業務。 

表22 百齡高中99～102年度承辦臺北市政府業務一覽表 

年度 承辦重點業務名稱 

99 

臺北市高級中學地球科學科教學輔導網召集學校 

臺北市公私立高中學生輔導工作實務經驗傳承研討會 

臺北市升高中職特殊安置學生自閉症組資料審查暨晤談安置會議 

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 

臺北市中小學聯合運動會聖火引燃傳遞及啦啦隊活動 

100 

臺北市市民休閒運動會典禮組 

臺北市高級中學地球科學科教學輔導網召集學校 

臺北市公私立高中年中學校輔導工作檢討分享及績優學校表揚 

臺北市升高中職特殊安置學生自閉症組資料審查暨晤談安置會議 

北北基一考區高中職聯合入學測驗暨第 1次基測考場工作 

臺北市教育盃中等學校拳擊錦標賽 

協辦「臺北市高中新一代校務行政系統」專案 

協辦臺北市教師節賀卡製作事宜 

101 

基北區度高中高職聯合申請入學工作 

臺北市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執行委員會秘書處文宣組工作 

臺北市國民中學藝術才能班(美術班)新生暨轉學生聯合招生鑑定工作 

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中教學資源輔導小組召集學校 

臺北一考區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考場工作 

臺北市教育盃中等學校拳擊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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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臺北市 101學年度第 2學期公私立高國中校長會議暨實務工作研討會 

臺北市102學年度第1學期公私立中等學校校長會議暨實務工作研討會 

臺北市國民中學藝術才能班(美術班)新生暨轉學生聯合招生鑑定工作 

全國運動會拳擊項目比賽 

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中教學資源輔導小組召集學校 

臺北市推動試辦國高中學習共同體公開教學觀摩研討會 

臺北地區試辦國中教育會考考場工作 

臺北一考區 102年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考場工作 

臺北市教育盃中等學校拳擊錦標賽 

3.PDCA模式檢核，績效管理成效顯著 

行政團隊賡續運用PDCA循環管理模式檢核行政管理執行績效，成果顯著，

榮獲多種獎項，通過多項評選。以近五年來本校通過高中優質化方案第一

期程及第二期程評選為例，說明如下： 

4.績效管理制度運用，校務經營永續卓越 

本校在校長帶領下，行政團隊發揮管理效能，激勵教職員工齊心合力，攜

手打造優質學校，共同締造卓越表現，獲獎連連，成果豐碩，充分展現績

效管理目標。 

 

高中優質化方案第一期程計畫  

計畫 

Plan 

優質化工作推動小組

結合學校願景規劃 39

個子計畫 

 

執行 

Do 

工作推動小組連續三

年執行子計畫內容 

檢核 

Check 

1.每年定期檢核子計

畫執行成效  

2.邀請專家學者蒞校

諮詢訪視指導  

行動 

Act 

1.逐年調整修正子計

畫數量與內容 

2.逐年聚焦主軸目標 

3.修正第一期程計畫 

  通過第二期程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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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百齡高中【整體績效】一覽表 

編號 項目 績效 

1 臺北市 99年促進性別平權績效優良學校評選 績效優良學校 

2 臺北市 99年度推動校園安全月 高中職組特優學校 

3 臺北市 99年度辦理災害防救宣導活動 高中職組優等學校 

4 臺北市 99學年度第 2學期推動友善校園週 績優學校 

5 臺北市 100學年度第 1學期推動友善校園週 績優學校 

6 臺北市 100年度防災教育評鑑 特優學校 

7 臺北市 100年度推動校園安全月 高中職組績優學校 

8 臺北市 100學年度第 2學期推動友善校園週  績優學校 

9 臺北市 101學年度第 1學期推動友善校園週 績優學校 

10 臺北市 101年度機關學校推動家庭教育工作 績優團體獎 

11 臺北市 101年度國中生涯發展教育諮詢輔導訪視 績優學校 

12 教育部「12年國民基本教育國中適性輔導列車」 選拍影片學校 

13 臺北市 101年度創意閱讀教案比賽 團體獎第 5名 

14 臺北市 101年度國中推動閱讀績優學校 績優學校 

15 教育部 101年度「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

團體及個人評選」 閱讀磐石績優學校 

16 臺北市 101年度中等以上學校服務學習績優學生團

隊與學校評選 優等學校團隊獎 

17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1年下半年教育行銷 行銷卓著獎 

18 教育部優質高中認證 核予認證 

19 臺北市 102年度優質學校評選 組學生學習優質獎 

20 臺北市 102年促進性別平權績效優良機關學校評選 績效優良學校 

21 臺北市 101學年度第 2學期推動友善校園週 績優學校 

22 臺北市 102學年度第 1學期推動友善校園週 績優學校 

23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2年上半年教育行銷 行銷卓著獎 

24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2年下半年教育行銷 行銷卓著獎 

25 教育部 102年度防災校園網絡建置與實驗計畫績優

學校評選 初選通過，進入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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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研究團隊組第二名 優質學校學生學習獎 連續6學期友善校園績優 

二、創新成果 

（一）知識管理打造學共體；人力管理適性促成長 

形塑學校為一學習共同體的學習型組織，積極成長精進： 

1.教師積極參與課程教學與專業發展競賽，成績斐然，近四年行動研究類 27

人次、教學教案類 9人次及個人榮譽類 5人次。學生個人參加語文競賽、

中學生小論文競賽、網路閱讀心得寫作比賽、科學展覽、遠哲科學競賽、

美術舞蹈音樂比賽及體育類競賽，表現優秀、成績亮眼。近四年語文類 32

人次、中學生小論文 95人次、網路心得寫作 235人次、數理科學競賽 53

人次、藝文類 280人次及體育類 390人次。 

2.學校經營效能深獲肯定，學生入學素質穩定提升，年年皆為額滿學校，且

升學績效屢創新高，高國中兩部升學率皆為創校以來最高，表現亮眼，並

榮獲臺北市教育局 102年度「優質學校」高中職組「學生學習」優質獎項。 

3.教學輔導教師方案：97學年度開始參加教學輔導教師方案迄今，共有 23

位教師通過教學輔導教師認證。 

4.教師專業學習社群：99學年度開始申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迄今，已擴大為

14組 145人參加。 

5.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方案：100學年度開始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至今，已

有 131位教師報名參加，其中 96位已取得初階認證(佔全校教師 60%)，3

位取得進階認證。 

6.主動參與臺北市學習共同體試辦學校、教育部整合型『視覺形式美感教育

實驗計畫』種子學校。 

（二）事務管理系統獲肯定；績效管理制度永經營 

學校行政管理落實，績效卓著，校譽蒸蒸日上： 

1.採購及經費控管確實，有效執行預算達 97%。 

2.社區與家長肯定辦學績效，主動捐款協助校務收入近年增加幅度 155％。 

3.以 101學年度為例，爭取專案補助經費通過情形如下： 

專案名稱 補助項目 
補助金額

(元) 
補助來源 

101學年度第二期程優質化補助經費 
教師專業成長 828,000 

教育部 
資源統整 573,000 

至真樓至善樓至美樓耐震補強工程 工程整修經費 19,849,732 教育局 

http://web.blsh.tp.edu.tw/onweb.jsp?webno=3333333342&webitem_no=9384
http://www.ymjhs.tyc.edu.tw/xoops2/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4109
http://www.ymjhs.tyc.edu.tw/xoops2/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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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絡走廊外側結構修復工程 工程整修經費 3,367,191 教育局 

校園透水鋪面及周邊圍牆整修工程 工程整修經費 3,290,760 教育局 

普通教室環境改善工程 工程整修經費 1,500,000 教育局 

球場周邊設施改善工程 工程整修經費 2,750,000 教育局 

校園地坪濕滑改善工程 工程整修經費 98,000 教育局 

辦公空間汰換高效率燈具採購 工程整修經費 182,400 教育局 

校園樹木褐根病防治工程 工程整修經費 184,722 教育局 

活動中心屋頂防漏整修工程 工程整修經費 5,905,970 教育局 

活動中心播音系統及布幕整修工程 工程整修經費 1,876,856 教育局 

專科教室環境改善工程(生科*1) 工程整修經費 1,000,000 教育局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校園建置及實

驗專案計畫 
防災建置經費 140,000 教育部 

維護游泳池池體漏水整修工程 工程整修經費 2,757,456 教育局 

活動中心 2樓空調設備整修工程 工程整修經費 5,029,916 教育局 

圖書館整修工程 工程整修經費 2,999,862 教育局 

專科教室環境改善工程(表藝*1、家政

*2、美術*2) 
工程整修經費 4,700,000 教育局 

總計 57,033,865 

3.近年通過諸多重大評鑑，如 102學年度通過教育部優質高中認證； 98-100

學年度通過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第一期程，101-102學年度順利進

入第二期程執行中；97學年度高中校務評鑑七大向度全數通過。 

4.99-102學年度連續 6學期榮獲友善校園週特優及績優學校、99-100連續 2

年榮獲校園安全月績優學校與防災評鑑績優學校，102年 2月更獲臺北市

教育局丁前局長親自蒞校參與本校友善校園週活動。 

5.行政及教師團隊積極爭取榮譽，善用媒體行銷，101年下半年至 102年上、

下半年連續三度榮獲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教育行銷卓著獎肯定。 

6.101年榮獲臺北市推動閱讀績優學校以及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績優

學校「閱讀磐石獎」並獲遠見雜誌登載報導，之後獲邀至天津市分享學校

經營特色及閱讀推動策略，更獲親子天下雜誌與上海市教委會蒞校參訪閱

讀成果。103年更獲親子天下雜誌評選為「百大樂讀學校」。 

   

遠見雜誌報導閱讀推動 教育部閱讀磐石獎 市圖閱讀推廣優良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