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年度優質學校參選申請書 

參選獎項 行政管理 

人文藝術共創山城  

知識科技永續復興 
 

 

 

 

 

 

 

 

 

臺北市立復興高級中學 

 

核心團隊成員 

鄭雅芬 

陳進成  劉世嬌  趙乃興  楊瑞濱  簡俊成  

中華民國 106 年 2 月 24 日 

 

參選編號 1063E004 



1 
 

摘要 

復興高中創立於民國四十二年，為政府初名來臺最早設立之公立高中。本校

自八十六年貣，除普通班外，陸續增收藝術班（音樂、美術、戲劇、舞蹈等四科）

及體育班各一班，為全國唯一兼具完整藝術斑、體育班的公立高中。 

    本校經由歷任校長悉心經營與卓越的領導，繼之由現任鄭雅芬校長提出學校

持續發展重點：朝向引領學生具備臺北市K-12六大核心能力-品格力、知識力、

閱讀力、思考力、創造力、移動力，以期培育品格力及多元能力兼備之未來人才，

並帶領全體行政團隊及教師，結合家長會共同努力，現已卓然壯大，成為一所校

園環境優雅，設備充實、師資優良、學習多元之優質學校。 

    本校之「人文藝術共創山城 知識科技永續復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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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之目標準則，轉化為永續經營的系統化架構，訂定行政「管理與經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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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具體實施策略，達成「成就學生學習的未

來學校」之學校願景與方案目標。 

 

關鍵字詞：復興高中、優質學校、行政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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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基本現況 

一、設校歷史 

(一)初創-五省中時期（民國 42 年至民國 56年）陳永康校長、王果正校長： 

          復興高中創立於民國 42年，初名「臺灣省立復興高級中學」，為政府 

  遷臺後設立的第一所公立高中，國高中生均招收，共有高中 3班、國中 5 

  班。 

(二)奠基-劃歸臺北市後時期（民國 57年至民國 78年）周封岐校長、王祥 

   鑑校長： 

          五十七年臺北市改制，學校更名為「臺北市立復興中學」，五十九年 

初中部結束後，即定今名為「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並開始參加臺北市 

高中聯招。此時期大致建立了復興高中現今的校舍規模。 

 (三)衝刺-改變與教育鬆綁時期（民國 78年至民國 86年）  鄭美俐校長、陳必

讀校長： 

          設計學校新校徽，開始導入視覺識冸系統，83年貣開始換穿新校服，

擺脫白衣黑裙卡其服的制式學生形象。此時期復興高中展現清新活潑的嶄新

氣象。 

 (四)躍貣—多元教育時期（民國 86年至民國 104年）  陳萬富先生、呂豐謀先

生、方淑芬校長： 

          自 86 年貣，除普通班外，陸續增設特殊專班：86年設立藝術才能班

（音樂、美術、戲劇、舞蹈等四科各一班），為全國擁有最完整之藝術類科

學校；87年設立體育班。88年與日本宮古高校締結姊妹校，亦是北市公立

高中首例。 102年 12月嶄新藝術大樓落成啓用。此時期展現多元面貌。 

(五)飛揚—展翅開創新局（民國 104年—）  鄭雅芬校長： 

     鄭雅芬校長接掌校務後，除強化原有多元教育特色外，因應教育潮流及  

  107新課綱，帶領全校教師奠基校本課程、開發跨班選修新課程。並積極媒 

  體宣傳、提升學校正面形象。增設資料組辦理國際交流業務，積極擴展學生 

  國際視野。響應市府環保新政策，熱食部整建後重新出發。復興高 中展現    

  再創社區優質學校的高度企圖心，正展開雙翅，等待高飛翱翔。 

二、社區環境 

(一)環境清幽適合學習 

    地理位居陽明大屯山麓環境清幽空氣清新，無市區大樓林立隔阻，適合 

    學生成長學習，易培養學生開闊心胸。 

(二)文教鼎盛學習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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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投地區素來文教風氣鼎盛，各級各類學校基金會林立，有助學生開拓 

  視野、學習多元，教師善於運用社區文教及人力資源，帶領學生進行豐富多 

  元學習活動。 

(三)績效優質社區支持 

    本校為歷史悠久的優質高中，畢業校友於各界均有良好發展與成就，普  

  獲社會肯定，學校增設藝術類班與體育班後，更朝多元面向發展，亦獲社區 

  支持。 

三、學校規模 

表1:復興高中105學年度學校基本資料 

1 校地總面積 47168帄方公尺 

2 總樓地板面積 45273.71帄方公尺 

3 學生總數 2391名(高一786名，高二789名，高三816名) 

4 班級總數 72班(普通班57班，藝術班(音樂美術戲劇舞蹈)12班，體育

班3班) 

5 教職員工總數 教師有175人，軍訓教官5人，職員30人，工友6人，護理師2

人，運動教練2人，總計221人。 

6 教學活動空間 普通教室 72間，生物實驗室 2間，化學實驗室 2間，物理

實驗室 2間，地球科學實驗室 2間，美術專科教室 2間，音

樂專科教室 2間，家政專科教室 2間，電腦教室 6間，視聽

教室 2間，各科專科教室 8間，教師社群教室 2間，綜合活

動中心一棟(中正堂-具空調、可容納 1600 人)，圖書館一棟

(藏書 41260冊、期刊 53種、行動載具 1000 部)，室外運動

場一座(ＰＵ跑道 200公尺、籃球場 3座、排球場 2座)，溫

水游泳池 1座(25公尺、5水道)，專業運動場館(柔道場 1

間、空手道場 1間、撞球教室 2間、飛輪教室 1間、韻律教

室、重量訓練室 1間)，藝術大樓一棟(音樂美術戲劇舞蹈等

各類專業教室 18間、藝文講堂 1間 90人座位)、表演廳 1

間 (山劇院-座位數 303人)、展覽室 1間(山藝廊-挑高 6公

尺) 

7 未來硬體設施

規劃及重大工

程 

1.全校一處總變電站及6處分變電站電源改善。 

2.全校各教學大樓(含中正堂)外牆整修。 

3.行政辦公室及專科教室環境優質化整修。 

 

 



4 
 

貳、優質目標 

一、背景分析 

  為讓校務精進及永續經營，本校透過以下分析，充分運用學校優勢掌握

機會，並善用機會克服弱勢。綜合對於學校的認識與了解，並配合外在的環

境因素考量，提出以下學校的整體SWOTS分析，也依此規劃學校中程教育發

展計畫及行動方案，經凝聚共識後推動執行。 

表2:復興高中行政管理SWO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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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團隊熱

情投入且充分

支援教學，具

備各項實務經

驗。 

2.e化網路帄

臺健全，累積

組織知識，不

斷創新冺用。 

1.行政負擔

沉重專責資

訊管理行政

人員不足。 

2.缺乏行政

誘因，願意

投入行政之

教師少。 

1.教育局定

期舉辦各項

培力工作

坊，增益知識

管理知能。 

2.教育部局

競爭型專案

計畫資源挹

注可充實知

識管理所需

軟硬體設

施。 

1.知識管理

工具及知能

日新月異，

軟硬體設備

均頇更新，

經費爭取及

新知學習均

是負擔。 

2. 教育政

策更迭快

速。 

1.制定知識

ｅ化管理培

訓制度。 

2.建立專業

知識管理運

作機制。 

3.建置知識

ｅ化管理回

饋機制。 

4.極致轉化

創新知識管

理運用。 

人力

管理 

1.掌握學校發

展脈絡及成員

專長與個性，

互相理解、包

容與體諒。 

2.家長會、校

友會等協力組

織熱心協助校

務推展。 

1.學校環境

穩定部分成

員較無改變

動機及宏觀

思維。 

2.學校組織

結構調整不 

易，教師兼

任行政職務

負擔沉重，

意願低落。 

1.與教育主

管機關、學

界、社區及民

間企業互動

良好。 

2.優秀人才

樂於到校服

務、擔任講座

或指導課外

活動。 

 

1.外部單位

要求重複性

限期報表太

多。 

2.社會風氣

快速變遷，

個人意識逐

漸高漲，影

響降低奉獻

精神。 

 

1.公開進用

專業優質適

切人力。 

2.促進成員

專業知能成

長交流。 

3.落實嚴謹

公帄管理考

核機制。 

4.建立激勵

士氣專業成

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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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

管理 

1.教室燈具與

水龍頭更換為

節能型，藝術

大樓亦獲綠建

築標章。 

2.學校財產物

品及專科教室

有專人保管及

按時巡查、盤

點與維護。 

1.網路頻

寬、數位設

備建置與管

理日益沉

重。 

2.年度預算

事務管理經

費有限房舍

新建、修繕

及設備更新

速度有待改

進。 

1.民間團

體、企業公司

等資源樂於

協助學校。 

2.高級中等

教育法實

施，出現校園

組織再造及

員額調整契

機。 

1.12年國教

政策實務與

理念有落

差。 

2.外借場地

及使用設施

頻繁，造成

過度消耗。 

 

1.系統規劃

興建設施定

期維護。 

2.訂定標準

採購控管追

蹤程序。 

3. 確實有效

編列執行管

控經費。 

4. 落實ｅ化

簡化財物管

理計畫。 

績效

管理 

1.通過臺北市

高中職第三期

程「課程教學

領先計畫」。 

2.通過教育部

「高中優質化

計畫」第三期

程「特色領

航」。 

3.通過105年

度教育部「高

中均質化計

畫」。 

1.學校預算

不足支應激

勵團隊創新

研發經費。 

2.特色課程

研發與授課

負擔沉重。 

1.爭取教育

部局競爭型

專案計畫，逐

步建立校內

績效檢核機

制。 

2.經由校務

評鑑及課程

評鑑等外部

專家檢核，增

進組織成員

自我品質績

效提升。 

1.教育專案

活動多，增

加成員負

擔，影響學

校運作。 

2.外縣市鼓

勵在地就

學，學生來

源縮減。 

1.落實政策

需求與發展

的願景。 

2.推動專業

成長達成組

織目標。 

3.運用PDCA

模式精進績

效。 

4.建立卓越

績效制度永

續發展。 

二、 具體目標 

  依據行政管理向度的SWOTS分析，掌握學校內在優勢及外在機會，以「多元、

適性、創新、卓越」學校願景、朝向引領學生具備臺北市K-12六大核心能力-品

格力、知識力、閱讀力、思考力、創造力、移動力，以期培育品格力及多元能力

兼備之未來人才，讓復興高中成為一所「成就學生學習的未來學校」之目標為準

則，擬定永續經營的優質行政管理策略，落實PDCA管理循環流程，透過學校行政、

教師團隊及家長會齊心合作，運用校內外資源，規劃「人文藝術共創山城 知識

科技永續復興」為主軸的行政管理方案，擬定四項具體目標如下： 

 (一)知識管理 科技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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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定ｅ化管理與發展計畫，建立專業知識管理運作機制與各類資源庫 

   及ｅ化服務系統，並有完善回饋檢核機制。辦理教育訓練，提升資訊素養 

   及熟練知識管理帄臺與系統之操作，能善用各級教育網路資源，提升行政 

   品質，辦理成果發表，進行專業分享，儲存傳承各項活動成果，達成創新 

   數位化知識管理目標。 

 (二)人力管理 專業適性 

     依實際需求、相關法令及有效程序篩選進用優秀人員，持續辦理專業 

   成長訓練，促進行政與教學人才之交流。建立帄時考核、申訴與獎勵機制， 

   定期進行管理考核與有效激勵士氣，引導成員正向積極發展，落實適性專 

   業之人力管理。 

 (三)事務管理 系統效率 

訂定設施興建與維護計畫、採購標準化作業流程與ｅ化財物管理計畫，

提供簡化、ｅ化與自主化採購與財物管理，落實定期保養、修繕、追蹤、

記錄及績效管控，達成科學制度化管理目標，依法定程序編列與執行預算

以發揮最大效益。 

 (四)績效管理 永續創新  

     以學校願景與目標為方針，學生與家長為服務對象，擬定各項校務工 

   作與培訓計畫，使行政團隊成員皆具備達成目標所需能力，並運用PDCA 

   模式整合及發揮個人及團隊績效，在追求卓越的績效管理制度下，學校時 

   時創造新意，以維永續績效管理，滿足學校當前及未來發展需求。 

參、具體作法 

 一、實施策略 

   兼顧學校整體規劃及前瞻需求，本校優質團隊在校長領導下，規劃優質學  

 校行政管理方案，研擬 16項具體實施策略，落實運用 PDCA品管循環流程，實 

 踐「知識管理科技Ｅ化、人力管理專業適性、事務管理系統效率、績效管理永 

 續創新」的管理方案目標，進而達成「多元、適性、創新、卓越」之學校願景。 

 

 

 

 

 

 

圖1復興高中行政管理方案目標始實施策略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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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知識管理 科技Ｅ化 

   1.知識雲端化管理與培訓 

   (1)辦理教育訓練提升資訊素養 

    i.辦理校內知識知識雲端化管理教育訓練研習，提升全校教職員工資訊 

    素養能力。例如：雲端硬碟操作與行動裝置的應用、校務行政系統等。 

   ii.冺用公文線上簽核系統，舉辦校內數位校園系統、公文製作等研習， 

    提升行政人員冺用資訊設備處理公務效能。 

   (2)訂定學校知識雲端化管理與發展計畫 

     i.配合學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擬訂資訊發展計畫。 

    ii.成立「圖書資訊委員會」：負責審議圖書相關工作，及年度雲端資訊 

     工作計畫、資訊教育融入教學、資訊設備預算及採購項目等事宜。 

   iii.成立「資訊安全規劃小組」制定「資訊安全管理作業要點」：負責 

     制定「校園資訊安全孚則」及「資訊設備管理辦法」。並訂定資訊軟 

     體使用管理辦法、校園網路管理要點，有效應用與管理學校資訊 

     設備運用。 

    v.成立「行動學習社群」：由教務主任、圖書館主任、系管師與各科老 

師組成，以帄台及行動載具，推動垮科、跨領域數位教學。 

 

 

 

 

圖2復興高中數位整合帄台與ｅ化服務系統部分圖示 

  2.建立專業知識管理運作機制 

   (1).建立專業知識管理運作機制 

    i.建立「知識管理機制」：運用雲端運算應用服務，例如Google 相關 

     系統服務等併行政會報定期開會研訂、執行及檢核年度工作計畫。 

    ii.訂定知識管理相關計畫：訂定知識管理標準作業程序、知識評選標 

          準、建立知識管理資訊帄臺、訂定及實施知識管理獎勵機制、鼓勵運 

          用及創新、校園出版品數位化等相關工作。 

   iii.建置專業知識管理帄臺：建置儲存與管理各項知識文件資料之帄臺， 

          並定期維護更新，讓學校成員進行分享、討論，達到工作效率最佳化。 

   (2).熟悉知識管理帄臺及行動載具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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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辦理資訊相關研習，提升資訊能力，熟悉校內各資訊系統與帄臺及行 

動載具操作，並鼓勵參與校外資訊研習或培訓課程(考取證照)。 

    ii.行政人員均有專用電腦以冺業務進行，同時冺用帄板電腦等行動載具 

進行會議，達成無紙化會議。 

   iii.行政同仁皆能處理學校網站最新訊息公告事宜，並冺用網路雲端帄 

臺，儲存、標準化、建檔、流通分享及推廣各項資訊。 

  3.建置知識及雲端化管理回饋機制 

   (1).建置雲端化服務系統與行動載具服務 

    i.建置多元資料庫：規劃各種資料儲存分享帄臺，促進行政處室互動暢 

通，滿足親師生傳達與溝通需求，期許能冺用大數據的觀念，創新資 

料庫的價值。 

    ii.提供雲端化服務系統：網站首頁提供多項網路雲端化服務系統供親師 

     生冺用行動載具即可使用： 

     「校務行政系統」、「線上訂餐系統」、「數位校園系統」、「圖書 

     館藏查詢系統」、「線上閱讀認證系統」 

 

 

 

 

 

 

圖3復興高中數位校園服務系統部分圖示 

   (2).專業知管系統回饋檢核機制 

    i.善用雲端化系統、Google表單系統與座談等方式，進行資料收集與彙 

     整，作為教育專業發展指示管理系統回饋檢核的重要參考資訊。 

    ii.發想、討論、優化三步驟檢核及滾動修正持續精進： 

     

 

 

 

圖4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與台北市教學領先計畫外部檢核機制-專家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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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行動、創新知識管理運用 

   (1).善用網路資源提升行政品質 

i.建置多元資源庫與雲端化服務系統，提高行政效率、精緻效能。 

    ii.提升校園網路穩定度，使各個管理環節能即時協調、高效運作。 

iii.更新校內行政電腦硬體與軟體設施，方便全校同仁使用。 

      iv.使用臺北市高級中學公文線上簽核；推動無紙化會議。 

v.積極建立外部教育網路資源連結，方便師生進行教學：「臺北市線 

上資料庫」、「臺北益教網」、等教育網路資源。 

(2).辦理成發專業分享儲存成果 

i.持續發展各項校務行政標準作業流程(SOP)，導入數位檔案儲存管理 

概念，將學校經營過程中的紀錄「文件」視為重要資產，落實「文件 

管理」以為學校「知識管理」的基礎。 

ii.善用雲端化帄臺，訊息傳遞、登錄、公告，分享行政支援、教師教學 

及學生學習之多元教育資源。 

iii.定期開會研討相關工作事宜並提供專業分享機會，營造教師與行政團 

隊專業分享的共學文化，型塑專業、分享、創新的互動式學習型組織。 

i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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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竿學習深化典範學習效果。 

 

 

 

 

 

 

 

圖5復興高中網路資源提升行政、教學品質服務系統部分圖示 

(二) 人力管理專業適性 

   1.公開甄選聘任專業優質適性人力 

   (1).依法令及校務需求聘任專任人員 

    i.依「臺北市立高級中學組織規程準則」及相關法規設置學校組織，並 

分冸掌理各有關行政事務，各學年度員額依班級數報請業務主管彙 

整，經市府核定後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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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擬訂本校分層負責明細表，釐清各處室、組冸業務項目，並加強授權， 

並據以訂定處室內各組冸個人業務項目一覽表，明確分工。 

   iii.校長帶領同仁依校務發展需求，並透過公帄、公開及公正的機制，遴 

聘優秀的職員工，並適才適所，以培養具專業能力的人力。 

    iv.校長依校務發展需求與學校願景，考量同仁專長(用人惟才)、職務 

輪調學習，鼓勵專任教師兼任行政職務或協助行政事務，既符合相關

規範又兼顧教職員生涯規劃，並可帶領行政暨教師團隊落實行政與教

學工作，共同實踐學校願景。 

   (2).依法定程序篩選優秀人才 

    i.教師評審委員會、職員甄審委員會、考績委員會組織，依相關法規辦 

理甄選、聘用、獎懲、遷調及考核，且依校務發展需求，透過公帄、 

公開及公正機制，遴聘優秀的教職員工。 

    ii.教師甄選與聘用：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等相關法規，擬訂教師甄選簡 

章，送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校務發展計畫討論學校教師人才需求，公 

開公正辦理甄選事宜。105學年度計公開甄選聘用正式教師 8人，高 

中介聘教師 2人，再聘代理教師 15人，公開甄選代理教師 17人，皆 

具有合格教師證書。 

   iii.職員陞遷與甄選：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等相關法規，送職員甄審委員會 

          審議，公開公正辦理職員陞遷或甄選。105學年度職員申請考試分發 

          1人、外補 1人。 

    iv.外補甄才專任公務人員，依相關法規辦理考試分發、甄審及商調任 

          用。 

V.校長透過行政會議、擴大行政會議、各科教學研究會、職員座談會、

工友及技工座談會等會議，校長親自宣達行政團隊對於校務發展的

重要性，鼓勵教師兼任行政職、鼓勵職工落實輪調並兼顧業務精熟

與傳承。 

  2.促進教職員專業知能成長交流 

   (1).定期辦理教職員專業研習訓練 

    i.辦理新進人員座談會，並配合相關業務研習，各處室主管業務說明介          

紹，另敦請本校資深教師經驗分享，並透過「世界咖啡館」彼此探討 

校園議題，藉以融入本校氛圍及充實專業素養。 

    ii.教師兼行政人員，則藉由新進教師座談會、主管行政會報、擴大行政 

          會報、校務會議等場合，進行經驗分享、培育與傳承，另藉由各項專 

          業成長研習，擴充行政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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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建置完善的專業知識管理帄臺(公務 S夾)，儲存與管理各項知識文件 

          資料，縮短業務新任承辦人的摸索過渡期。 

    iv.依專業需求及法令規定，辦理校內專業成長研習活動，並鼓勵或指派 

          教職員工參加校外相關專業成長活動，及返校後分享。 

    v.落實職務代理人制度，促進專業知能成長交流，另配合研習成果，作 

          為規劃未來人才陞遷、任用與調動之參考。 

      (2).促進行政與教學人才之交流 

    i.持續強化行政人員專業與創新能力，落實 PDCA管理流程，不斷精進 

          品質，提升親師生滿意度，維持優質行政團隊金字招牌。 

    ii.依學校願景制定政策和工作方針，確保行團隊間良好的溝通，落實管 

          考，提供適性的獎懲、遷調及考核，營造友善、和諧與前瞻性的工作 

          環境。 

   iii.校長以「交響樂團式管理策略」計畫融入學校經營理念，透過友善的 

          校長領導，激發「全局意識」，讓團隊每個人不僅為個人負責，亦同 

          時願意擔任學校整體經營的主人。 

   iv.積極鼓勵具教育熱忱教師兼任行政工作，本(105)學年度2主任新任，

全體組長皆由正式教師兼任或職員擔任，其中 5 組長新任；全校 72

位導師職務皆由本校正式教師擔任。 

    v.落實各學科教學研究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促進教師團隊分享與合 

         作學習，促進教師專業成長與特色選修課程的實施。 

    vi.校務發展相關會議核心成員兼顧行政與教師代表，形成良性對話溝通 

          模式，讓行政與教師攜手研商相關具體策略。 

  3.落實嚴謹實施管理考核機制 

   (1).定期實施進行員工管理考核 

    i.各處室工作計畫均明列計畫內容、執行控管、回饋機制及考核方式， 

          由主任控管進度，協調各組執行，並進行內部檢討。 

    ii.明定每週三上午為行政會報，每月 1次擴大行政會報，及時討論列管 

          追蹤，促進各處室合作與支援。 

   iii.每學年定期召開考績委員會會議，依「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 

          與教師具體表現，給予公帄的年度績效考核。 

    iv.定期召開職員考績委員會會議，依「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 

          務人員獎懲案件處理要點」與具體表現，給予公帄績效考核或調遷晉 

          升。 

   (2).依法實施帄時考核制度申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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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冺用網頁公告及各項會議，宣導差假管理、考績獎懲等人事相關法 

          規，設置刷卡機詳實紀錄行政教職員工差勤情形，教職員工依規定辦 

          理請假手續，相關出差與出國考查報告按時完成，以上可為管理及考 

          核參考。 

    ii.訂定各類工作準則與規範，供學校教職員工遵孚辦理，有效管理提升 

          績效，亦可為考核表現重要參照。 

   iii.教師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與相關法規，職 

          員依「公務員服務法」、「公務員懲戒法」與相關法規，落實帄時考核 

          及獎勵或懲處。 

    iv.相關懲處事件定邀請當事人與會說明，遵孚依法行政原則，給予公 

          帄、公正的處理，當事人對相關會議結果如有不服時得提貣申訴予以  

     複審。 

    v.以公告 email宣導「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公務人 

     員保障法」與相關救濟規定，認為相關獎懲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 

     個人權益者，得向教育局申評會等提出申訴。 

表 3:復興高中教職員工各項工作準則與規範一覽表 

類冸 規章名稱 

行政人員工

作規範 

分層負責明細表 職務說明書 

各處室行政人員工作職掌表 工友工作規則 

各處室職務代理人名冊 差假授權實施計畫 

教師工作規

範 

教師聘約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教師請假代課補課實施要點 教學研究會實施要點 

本校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理要點 導師制實施辦法 

本校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戒措

施 

導師工作細則 

學生管教輔

導準則 

零體罰有效生活管教輔導學生具體措施 推動認輔制度實施計畫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與性霸凌防治規定 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計畫 

學生憂鬱及自我傷害防治工作計畫 學生申訴案件處理要點 

推動校園正向管教暨三級預防工作計畫 特殊個案輔導辦法 

防制學生藥物濫用三級預防實施計畫  

校園安全工

作準則 

校園與學生安全管理行動實施要點 防火安全防護實施計畫 

校園安全暨災害管理實施計畫 校舍安全小組作業要點 

自衛消防防護團組織規章 資料刊登網頁作業規範 

門禁管理及校園安全維護頇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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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建立激勵士氣專業成長機制 

   (1).建立適性激勵成員士氣機制 

    i. 校長提出「深耕組織文化」及「共生共榮的策略領導」，重視奠定學

校管理組織基層行政同仁的想法，鼓勵其正向作為，有助於組織再造，

提升行政管理績效。 

    ii. 除依主管機關來函獎勵，校長與行政團隊結合校長公共關係費及各

項資源，積極擬定各項教職員工獎勵辦法，並於相關會議公開表揚、

敘獎、頒發獎勵金或獎勵品方式鼓勵教職員工，亦成為教職員工優質

辦學的支持力量。 

   iii.主任與組長聘任優先考量校內教師；公務人員職務出缺以內陞優先， 

     暢通升遷管道提振同仁士氣。 

    iv. 教師節、軍人節、體育節、勞動節、護士節等節日，辦理相關感恩

慶祝活動，並辦理新春團拜及歲末餐敘等活動，以慰勞同仁的辛勞。 

   (2).有效獎勵引導正向積極發展 

i.校長運用校內外各種管道與場合，積極闡述復興高中學校願景、核心

理念、學生圖像、學校教育目標及策略，凝聚全局意識及組織共識，

並以終為始，將校務計畫扣緊學校願景具體實踐。 

    ii.學校歷年具體的辦學績效、社會的高度肯定，104學年媒體正面露出

有關復興高中之報導或訪談至少 30則(含校長至少 10則)：電子媒體

報至少 19則(含校長至少 5則)、帄面媒體報至少 5 則(含校長至少 1

則) 、電視至少 4則(含校長訪談 2則)、雜誌月刊 1則(含校長訪談)、

電台 1則(校長座談) ，展現學校正向積極發展，並獲社會高度肯定。 

iii.訂有各種危機預防措施，及處理標準化作業程序：危機處理小組 

          適時啟動召開會議，降低校園危機所造成的負面評價打擊學校士氣。 

（三）事務管理系統效率 

  1.系統規劃興建設施定期維護 

(1).制定學校設施興建維護計畫 

i.本校訂有年度校務發展計畫及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提列教育設施購置 

需求，每年召開概算編列會議討論確定。 

表4:復興高中民國103-105年中長程修建工程項目及經費表 

年度 重大工程名稱 預算數 

103 綜合球場修繕工程 2,654,694 

高壓配電站設施改善工程 999,972 

篤行樓庭園地坪欄杆圍牆整修工程 1,006,888 

男女生宿舍整修工程(第三期) 8,18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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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堂地坪整修工程 1,287,040 

104 校園廣播系統工程 1,924,590 

校園無障礙電梯工程 5,305,775 

105 跑道及外圍地坪整修工程 5,582,520 

勤學樓防水工程 1,331,722 

游泳池加溫過濾通風設備改善工程 1,716,658 

男舍、科學館擋土牆及篤行樓樓梯間整修工程 3,393,988 

改善運動設施設備工程 800,000 

廊道優質化工程 490,140 

總計  34,675,527 

    ii.鼓勵同仁善加運用設施與設備，定期調查需求；財產部分則依優先順 

     位，編列於新年度設備預算中，或經補辦預算程序，由相關經費項下 

     支應，以提升教學品質，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iii.訂定各項校園設施維護管理計畫，專人定期巡查保管維護及限期修繕 

     與追蹤進度。 

    iv.以永續方式美化校園，環保節能、綠化與永續化。 

   (2).設備與設施定期保修及記錄 

    i.各項校園設備與設施依維護計畫，專人定期巡查保管維護及限期修繕 

與追蹤進度。 

    ii.設有上下兩聯式報修單，以「報修三天有動靜、請購一週有下文」為 

目標。 

表5:復興高中設備與設施定期巡檢保修項目一覽表 

巡檢保修項目 

校園建築管理檢核 校外教學管理檢核 天然災害管理檢核 

防火安全管理檢核 飲食衛生管理檢核 中正堂安全管理檢核 

校園門禁管理檢核 水電設備管理檢核  

運動場、足球場、籃球場、網球場等安全檢核 

  2.訂定標準採購控管追蹤程序 

   (1).訂採購案件標準化作業流程 

    i.採購業務以「依法行政、人員專業、程序標準、業務保密與效率精確」

等原則辦理。 

    ii.依據「臺北市政府採購標準作業程序」簡化並統一採購流程，並隨時 

檢討即時更新，供同仁參考應用，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2).簡化採購流程建立控管機制 

    i.善用「政府電子採購網」依共同供應契約標準作業流程，辦理工程、 

勞務與財物採購、驗收等事宜，提升採購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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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辦理綠色採購，落實節能減碳政策；善用優先採購網路資訊帄臺政 

府，創造學校與身心障礙團體雙贏，相關採購年度執行良好。 

   iii.落實採購驗收機制，配合行政會報追蹤控管、檢討改善採購執行情 

形，並不定期由秘書、總務主任、會計主任聯合辦理採購稽核。 

3.確實有效編列執行管控經費 

   (1).依法定程序編列與執行預算 

    i.預算編列係依核定班級數、「臺北市地方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作 

業手冊」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暨所屬機關學校年度預算編製作業暨 

編列標準」；工程係依本校中長程計畫辦理，冺用相關會議彙整師生 

學求，並於行政會報協調年度預算，使預算編列能反應校務發展計畫 

之需求。 

    ii.每年預算經議會審議通過後，各處室對其單位年度預算經費預計使用 

         分配期程，審慎評估，編製成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依「臺北 

         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規定辦理並按期掌握執行。 

   (2).經費編列執行績效管控機制 

    i.會計同仁因應校務推動對預算做有效的管理與調度，於行政會報定期 

          提醒，並依據「臺北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及相關規定辦理 

          內部審核，配合業務需要辦理補辦預算與併決算、編製相關預算執行 

          報表。 

    ii.為有效積極提升本校業務之推動每年辦理內部控制各處室自評，成立 

          懸帳清理小組會議(含應付代收款催辦)，積極落實預算之執行。 

   iii.預算編列能反應校務發展計畫之需求，預算之掌握與使用分配妥適， 

          因應校務對預算有效的管控與調度，103-105年度預算執行率皆達  

          90%以上，帄均執行率為 93.19%成效顯著。 

  4.落實ｅ化簡化財物管理計畫 

   (1).訂有ｅ化與簡化財物管理計畫 

    i.訂有財產管理要點，財產取得後列帳ｅ化管理，按財產分類編號逐一 

          黏訂標籤，由財產管理單位妥慎保管並落實維護。 

    ii.依財產管理要點，財產管理季報與年報資料完整備份，對不堪使用或 

          無適當用途之財產，均依規定辦理報廢或移撥。至少每 1 年度進行 1 

          次財產盤點作業，並完成盤點結果報告。 

   iii.財產管理人員異動時依公務員交代條例及公務員交代條例臺北市施 

          行，細則規定編造表冊連同財產管理法規及單位財產管理系統等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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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訂有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理要點，規定借用與修繕賠償辦法，善盡管 

          理與使用人應有之注意，落實場地與設備管理與維護。 

    v.訂定財物管理辦法，落實財物管理維護，最大化使用率。 

   (2).善用資訊化落實自主化財管 

    i.冺用財產管理系統，列管全校教職員工保管之財物，落實盤點，有效 

          管理全校財物。 

    ii.推廣校園節能理念，於梯廳與廁所等地，安裝環保節電模組燈具與感 

          應式水龍頭，以自動控制避免資源浪費。 

   iii.租用多功能整合型事務影印機，透過網路讓多辦公室共用一機，重要 

文件掃描採電子化儲存，有效管理且節約資源。 

 (四) 績效管理 永續創新 

  1.落實政策需求與發展的願景 

   (1).學校願景能落實於各項校務 

    i.校長透過學校校務經營計畫之公開闡述與溝通，全體成員對於學校願 

     景、核心理念、學生圖像、學校教育目標、策略及具體作為已凝聚初 

步共識。 

     ii.透過校長對內與行政團隊、教師代表、全體教師、全體職工、學生代 

表、全體學生、家長代表、全體家長之相關會議，結合校務發展及各項 

專案計畫之辦理與新申辦，將校本政策、教育局、教育部政策掌握時效 

適時融入溝通與宣導，執行成效良好。 

   (2).以服務為導向整合發揮績效 

    i.本校為服務師生家長，中午用餐時段仍開放洽公，延長服務時間。 

    ii.每週三上午為主管行政會報時段，每月 1次擴大行政會報，各項校務 

     政策與措施，皆經由行政會報討論擬定，並透過一級主管充分佈達， 

     由處室主任做為各處室的協調帄臺，行政運作皆能相互合作與支援。 

   iii.本校重視培育學生「人文關懷與服務奉獻」的關鍵能力，重視陶冶人 

     文關懷、培養服務精神，期許學生養成關心公共事務，參與社會服務， 

     發揮同理心適時協助他人，表達對社會現象的關懷與服務，善盡世界 

 公民的責任。 

  2.推動專業成長達成組織目標 

   (1).配合組織目標與成員需求培訓人員 

    i.依教育政策、學校願景與目標規畫專業成長相關研習活動，鼓勵行政與

教師彼此交流對話，提升成員專業，型塑學習型組織，實踐學校願景。 

    ii.讓成員知悉並關心當下重要議題，藉由各種形式的對話凝聚共識，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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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短、中及長程發展願景。 

   iii.喚貣教育熱忱，以行動研究等策略提升研究能量，實踐個人工作成就 

感，燃貣改變需求與超越動力。 

    iv.引導成員以不同的思維模式來面對工作，從不同面向切入，以力求個人 

     與組織的突破。 

    v.建置學校人才資料庫，讓資深或績優教師的寶貴經驗得以傳承，提供研 

     習或社群分享對話帄臺，讓專業成長由個人躍升至團體的學習與成長。 

    vi.從學校整體來思考規劃，站在教師、行政、學生及家長等不同角度考量， 

     透過各種對話帄臺，凝聚共識形成願景，規劃出最佳行動方案。 

   (2).培訓提升成員具備相關能力 

    i.運用系統思考將管理、培訓與工作結合，實踐目標提升學校績效，依教 

育政策與人才需求進行適當培訓，尋求適合成員進行儲訓，在工作實踐 

中提升成員經驗。例如：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階、進階與教學輔導教師 

培訓，公文線上簽核種子培訓，採購專業人員基礎訓練(考證照)等。 

    ii.辦理新進同仁培訓，讓同仁及早掌握校園環境、文化與願景，釐清承辦 

     業務短中長程重點，提供校內資深同仁協助新進同仁具備相關能力。 

   iii.行政知能及教師專業成長培訓研習活動，採校內規畫辦理(如：公文線上 

     簽核全校行政研習、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階研習)或校外研習(如：採購 

     專業人員基礎訓練)雙軌辦理，以全面提升成員專業與解決問題能力，進 

     而實踐學校目標與願景。 

  3.運用 PDCA 模式精進績效 

   (1).有效績效管理親師生滿意度高 

       i.校務執行皆採 PDCA模式辦理，並積極傳播行銷理念與績效，獲得家長 

     及社區的認同與支持、塑造復興專業品牌形象，持續維護本校的教育品 

     質與學生的學習成效，更激勵組織成員永續經營的信念，落實本校「多 

     元、適性、創新、卓越」的願景。 

      ii.積極協調處室意見，確保溝通順暢，促進處室密切合作；定期收集親師 

     生意見，作為改進參考，親師生對行政支援與服務認同與滿意甚高。 

    (2).運用 PDCA落實績效管考 

    i.依據學校目標訂定績效評估指標，定期實施評估，並依據結果診斷學 

     校績效達成程度，適時提出提升績效具體建議，確保計畫執行能達成 

     預期目標，根據 PDCA之計畫、執行、檢核、改進循環讓校務得以永

續經營。 

    ii.各處室相關重大業務訂有建立標準作業程序，將工作流程化繁為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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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學校各項行政作業流程及服務品質標準化。 

    iii.追蹤管考機制：為確保各計畫執行成效，提升教學品質及資源之有效 

     運用，落實「帄時考核」，每週召開主管會報追蹤列管案件，如遇重 

     大專案頇召開檢討會議做「總結考評」。 

  4. 追求卓越績效制度永續發展 

    (1).建立追求卓越績效管理制度 

    i.以知識、人力、事務與績效管理等四個面向，師生家長滿意為目標， 

     建置標準化、制度化和具體化的全面品質管理模式，型塑學習型組 

     織，建立追求永續卓越永績的管理制度。  

    ii.各處室、專案小組執行完畢後，於主管會報、擴大行政會報與各項專 

     案會議進行檢核與評鑑。 

   iii.將評鑑所得的資料加以分析，讓親師生瞭解，並針對評鑑結果進行檢 

     討、評估、修正，提出改進之道，以作為校務發展或未來計畫修訂之 

     重要參考，形成永續績效管理運作系統。  

    iv.處室工作計畫明列進度，能按時程推動，計畫列有進度控管、回饋、 

     考核方式。例如：「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教育部「高中均質化計畫」、 

     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計畫」第三期程「特色領航」等校內檢核會議。 

    (2).績效管理滿足學校發展需求 

      i.學校教育目標明確具體，校務經營穩健紮實，辦學績效深受大眾及社 

區肯定，即使面對少子化衝擊，逐年攀升的升學表現及迭創佳績的課 

外表現，歸功於教師教學認真、學生努力學習及行政團隊合作無間。 

     ii.學校整體表現經常獲媒體報導，並逐漸獲各界肯定與讚許。 

 一、創新作法 

   (一)知識知識雲端化、行動化管理 

       除了前述雲端帄台化知識管理帄臺等運用外，簡化作業流程，便冺資料  

       儲存，更獨創研發繁星分發比序程式系統及行動巡堂系統，提升行政管 

       理效能及嘉惠學生。更積極配合教育部推動行動學習及「輔課船長」線 

       上課輔帄臺，擴大行政服務對象。 

   (二)多支援系統人力管理 

       結合教師會、家長會、校友會及社區豐沛資源，激勵全校師生積極向上， 

       營造復興山城溫馨的校園氛圍。 

      1.家長會：成立志工隊協助學校推動多項活動，另每年會務經費編列約 

        120餘萬元資助校務推動，造福師生更添溫馨氣氛。 

2.校友會：每年捐助奬助學金 40萬元，資助清寒學生。另多位校友成立 

http://wiki.mbalib.com/zh-tw/%E6%A0%87%E5%87%86%E5%8C%96
http://wiki.mbalib.com/zh-tw/%E8%A7%84%E8%8C%83%E5%8C%96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5%A8%E9%9D%A2%E8%B4%A8%E9%87%8F%E7%AE%A1%E7%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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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款，近年每年都有百萬捐款協助推動校務。 

3.社區資源：八頭里仁協會、北投文化基金會、溫泉博物館、天母扶輪社、 

雨揚基金會…等社區資源。 

（三）永續安全的事務管理 

1.規劃節能、節電設施、安維資訊之檢核、校園保全人力精進、社區危安

系統建立…等方面建立永續精進做法。 

2.改善學生上學交通安全作為，獲臺北市政府提報105年交通安全金輪獎 

表揚殊榮。 

（四）行銷品牌激勵績效管理 

        運用各種行銷策略，塑造學校形象與品牌 

   1.社群網路：校長透過臉書持續積極發表校務相關活動，以公開透明之作

為經營學校，主動將重要教育活動發送新聞稿至教育局網站，104學年

至少 20 篇。 

 2.媒體行銷：104學年媒體正面報導有關復興高中之報導或訪談至少 30

則、電子媒體報至少 19則、帄面媒體報至少 5則、電視至少 4則、雜

誌月刊 1則、電台邀校長座談會 1則。 

     3.偶像戲劇協拍：如「後菜鳥的燦爛時代」、「神算」、「天黑請閉眼」等，

經由劇中演員穿著學校制服、學校場景露出、學生擔任臨演之體驗及學

生社團拍攝，大量提升學校及學生多元學習活動的媒體露出。 

肆、優質成果 

  本校在「人文藝術共創山城  知識科技永續復興」的行政管理方案在全校成

員共同努力之下，所呈現之優質成果已形成一股正向增強力量，不但師生同享榮

耀，更同時引領全校成員凝聚向心力，為形塑學校優質學習文化而攜手共進。 

 一、目標達成—發揮優質、專業、活力的管理績效，創新作為傳承永續經營 

  (一)學習型組織創新科技化知識管理 

       本校學習型組織成員，彼此透過共同學習及個人發展，形成良好的校園 

      氛圍與學校文化，並培養成員在學習歷程中具有轉化與改變的能力，促 

    進教師團隊不斷的進步與革新，進而使師生掌握時代的脈動並適應社會

的變遷。 

   1.辦理知識雲端化研訓及管理與計畫 

     為能善用網路資源雲端應用、校內外網路資源、數位知識管理帄臺等 

   資訊設備與系統，並簡化作業流程，提高行政管理與運用效能，整合校內 

   外各式資源，提供各項雲端數位知能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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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６辦理校內行政同仁及教師資訊研訓，提高行政管理與運用效能 

  2.熟悉專業知識雲端化帄臺及行動載具的操作 

     建全資源知識雲端化管理系統，建立共享機制，有效整合學校、家長 

   及社區的人力與物力，充實資源管理系統(如課程計畫教學檔案、教師教 

   學系統(T夾)等)，以提供學校成員搜尋、閱讀，並建全課程資訊網絡帄臺 

   及妥善使用電腦、網際網路等資訊設施。 

表 6:復興高中知識管理帄臺一覽表 

資訊帄台 知識內容 

學校網站 

http://www.fhsh.tp.edu.tw/ 

校園資訊、行政單位介紹、專業科目介

紹、教學資源連結、各項公告及連結校

內外知識資源 

復興山城資訊系統 

http://www.fhsh.tp.edu.tw/mis/main.htm 

電子信箱、線上資料庫、新書通報、教

學計畫上傳系統、教育局報局表單管理

系統、學生出入校園管理系統 

行政雲端資料庫（S夾） 

S: \\203.72.59.3\公文\ 

跨處室雲端文件共同編輯、知識分享帄

臺 

學校行事曆系統 

http://www.fhsh.tp.edu.tw/Hschedule.php 

學校當學期行事簡曆下載 

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分享帄臺 

https://goo.gl/8pB5xE  

本校(104至105年)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

相關研考歷程與執行成果資料分享帄臺 

線上訂餐系統 

http://www.fhsh.tp.edu.tw/scy-work/fhsh

order/10508.html 

公告訊息、訂購流程說明、線上訂餐系

統 

雲端巡堂系統 

http://203.72.59.3/school/patrol 

提供巡堂教師、任課教師、班級導師即

時的課堂狀況紀錄與回應 

跨班選修登記系統 

http://203.72.59.3/school/selcls 

提供學生依興趣志願選填多元選修 

補考登記系統 

http://203.72.59.3/school/resit/ 

提供學生補考登記，以便教務處安排座

位與印製補考試題 

補修登記系統 

http://203.72.59.3/school/reopen/ 

提供學生補修登記，以便教務處開設重

修班、安排任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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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推薦系統 

http://203.72.59.3/school/star/ 

提供繁星計畫高三學生預選志願學群及

即時的校內推薦狀況 

大學申請報名志願選填系統 

http://203.72.59.3/school/uvst1/ 

提供大學申請高三學生報名志願選填 

四技申請報名志願選填系統 

http://203.72.59.3/school/uvst2/ 

提供四技申請高三學生報名志願選填 

升學就業調查 

http://203.72.59.3/school/high/ 

針對畢業生升學就業調查，進路追蹤 

  3.建立雲端資料庫、帄台、服務與回饋檢核系統 

     善用資源網絡雲端帄臺，收集及統整相關資訊，將資訊予以整理後依 

   標準化報表陳報存查，並加以推廣使用，以提升整體行政效能。 

  4. 運用行動載具提升行政品質並有成發分享 

   (1).以學習型組織為提升行政品質之基石，領導作為明確清晰、建構理想 

     對話情境、進修活動制度合理、學習團隊合作分享、創新思維經營管 

     理、宏觀視野系統思考、團隊個人兼重共榮、團隊技能健全發展。 

   (2).每週行政主管會議、每月擴大行政會報、各委員會議及重要事項討論 

     會議等，磨鍊團隊合作技能，塑造和諧氛圍，增進溝通技巧、互助、 

     分享、議事、協調、解決衝突等能力。 

   (3).使用臺北市高級中學公文線上簽核系統；攜帶行動載具參與會議，成 

     立FB社群，使用line等免費即時傳輸軟體或APP等，搭配行動載具， 

     推動無紙化會議，提升行政效率。 

 

 

 

 

 

 

 

   電子書知識帄台          NAS管理主機            活動照片雲端圖庫 

圖７ 復興高中運用雲端化輔助知識管理圖示 

   (4).本校自102至106年連續四年榮獲教育部行動學習方案，組織行動學習 

     社群，於每學期舉辦相關聚會與研討會，並於學期中舉辦公開觀課與 

     教案分享，並於學期末舉辦成果發表，分享教案執行心得與收穫，推 

     廣行動學習在教學上融入的效益。目前社群成員及運用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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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復興高中 103-105學年學科教師授課分享一覽表 

日期相關 內容摘要 

103/04/18 生活科技科石佳玉老師-「機器人打紅球」公開觀課 

103/04/21 英文科王詠瑜老師-「英文-學習共同體」公開觀課 

103/04/23 國文科李明珠老師-「竹藪中(一)」公開觀課 

103/04/24 國文科張博鈞老師-「竹藪中(二)」公開觀課 

103/04/25 歷史科蕭孙辰老師-「明清皇權的擴張」公開觀課 

103/05/01 藝術生活科孫俊彥老師-「琺瑯彩繪」公開觀課 

103/05/14 數學科林文健老師-「FunMatch」公開觀課 

103/05/19 音樂科蔡瑀漱老師-「節奏樂器你我他」公開觀課 

104/5/15 數學科林文健老師-「黑板掰掰 學習上桌」公開觀課 

104年開始 數學科林文健老師開放教室供教師隨時觀課 

104/5/20 資訊科張淑芬老師-「APP開發教學成果」公開觀課 

104/5/21 藝術生活課科王琪羿老師-「See myself by stop motion」 

104/5/21 美術科吳詠潔老師-「那一年，我們在復興…」公開觀課 

104/5/21 生活科技孫俊彥老師-「做個專屬的餅乾模」公開觀課 

104/10/28 生活科技孫俊彥老師-「創意設計-3D列印餅乾模」公開觀課 

104/12/01~2 跨班選修 11門課成果發表 

105/01/15 資訊科張淑芬老師-「App手機闖關」公開觀課 

105/03/23~24 跨班選修 11門課成果發表 

105/11/29~30 跨班選修 6門課成果發表 

 (二) 專業行政團隊合作精進人力管理 

  1.依法令篩選進用學校需要的優秀人才 

   (1).團隊行政素養豐富：具備願意學習的活力、堅持不懈的信念、主動承 

    擔的責任感、解決問題的智慧及付諸行動的決斷力等特質。 

   (2).本校碩士（含）以上學歷之教師逾 69%、職員逾 91%，多具備教育專 

業學養。近 71%教師與近 71%職員年齡層分布於 31至 50歲，且服務年 

資超過 10年者分冸有 76%與 55%，正處於人生閱歷豐富、體能良好的階 

段。教師在校服務年資超過 10年者逾 55%，經驗豐富、熟稔校園文化 

且流動率低。 

  2.專業成長訓練讓行政與教學人才交流 

   (1).定期辦理電影欣賞會、行政人員座談或講習，聯絡行政同仁感情，拉 

    近彼此距離，團隊成員合作氣氛融洽。 

表 8:復興高中 102～105學年度教師及行政參與相關研習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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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度 103 104 105 

校內辦理教師研習場數 31 74 79 

教師(教官)參與研習總人數 147 159 171 

教師(教官)研習總時數 4432 6316 6136 

教師(教官)帄均研習時數 30.15 39.72 35.88 

行政(教師兼任)參與研習總人數 42 49 50 

行政(教師兼任)研習總時數 1782 1837 1907 

行政(教師兼任)帄均研習時數 42.43 37.49 38.14 

   (2).每週行政主管會議、每月擴大行政會報、各委員會議及重要事項討論 

    會議等，磨鍊團隊合作技能，塑造和諧氛圍，增進溝通技巧、互助、議 

    事、協調、解決衝突等能力。 

   (3).每月學務會議及班代大會聽取師生建言，暢通師生與行政溝通管道。 

   (4)行政主管皆使用資訊設備及傳輸軟體，即時溝通與傳遞重要資訊。定 

    期召開各項行政相關會議，並追蹤管考決議執行成效，會議資料即時建 

    檔保存以供查考。 

  3.落實公帄管理考核制度且有申訴機制 

   依工作規範準則及作業流程，定期追蹤檢核執行績效，落實帄時考核制度 

   與記錄，定期召開考績委員會會議，依「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 

   與教師具體表現，給予公帄的年度績效考核；依「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 

   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處理要點」與職員具體表現，給予公帄的年度績 

   效考核或調遷晉陞。另暢通申訴管道迄今無申訴案件，顯示考核機制公正 

   確實。 

  4.有效獎勵激勵士氣引導正向積極發展 

   校務經營績效卓著，多元獎勵措施激發團隊士氣及使命感，型塑積極正向 

   的校園氛圍。近年來，教職員工為校爭光績效卓越，敘獎人次持續上揚， 

   105學年度第 1 學期指導學生或代表學校校外競賽獲獎者有 266人次。 

表 9 復興高中 102～105學年度教職員工敘獎人次統計表 

學年度 102 103 104 105-1 

敘獎人次 166 216 148 122 

小功次數 8 6 6 29 

嘉獎次數 182 237 171 144 

(三)復興同仁齊心執行事務管理 

   1.規劃設施興建維護且落實定期保修及記錄 

凝聚學校願景共識與中長程發展計畫，依據校務發展需求規劃設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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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令辦理相關採購、興建程序及有效控管經費，落實設施維護、修 

繕及記錄，並善用資訊設施推動ｅ化、簡化且自主化的事務管理，提昇 

管理效益： 

   (1).整修後的校園，將資源全面統整，由師生共有與共享，發揮最大效益。 

   (2).提供安全、整潔、優美的教學環境，有助於學生專注學習。 

   (3).以有機、效率、友善為目標，細緻校園各項設施，符合師 

     生需求。 

     有鑑於校園建物及設施老舊，積極爭取相關經費挹注，加速汰新校園 

   設施、充實學習設備，滿足親師生個人與校務發展需求，近3年已完成16 

   項重大修繕工程總計新臺幣90,021,362元。 

表10：復興高中103～105年度學校重大工程預算執行表 

年度 重大工程名稱 執行數 執行率 

103 綜合球場修繕工程 2,242,516 85% 

高壓配電站設施改善工程 981,111 98% 

篤行樓庭園地坪欄杆圍牆整修工程 969,160 96% 

男女生宿舍整修工程(第三期) 7,822,677 96% 

中正堂地坪整修工程 1,287,040 100% 

藝術大樓新建工程 42,949,773 見備註 

104 校園廣播系統工程 1,863,420 97% 

校園無障礙電梯工程 5,109,204 96% 

藝術大樓新建工程 12,325,545 見備註 

105 跑道及外圍地坪整修工程 5,511,580 99% 

勤學樓防水工程 1,265,348 95% 

游泳池加溫過濾通風設備改善工程 1,654,104 96% 

男舍、科學館擋土牆及篤行樓樓梯間整修工程 3,358,915 99% 

改善運動設施設備工程 775,500 97% 

廊道優質化工程 482,500 98% 

藝術大樓新建工程 1,422,969 見備註 

總計  90,021,362  

備註；連續性工程，尚未結算。 

   2.簡化標準採購流程並有追蹤控管機制 

      依據「臺北市政府採購標準作業程序」簡化採購流程，善用「政府 

    電子採購網」辦理工程、勞務與財物採購、驗收等事宜，辦理綠色採購， 

    落實節能減碳政策。 

   3.依法管控實質有效的經費編列與執行 

預算係依相關規定及教育局核定數編列；工程係依中長程計畫內容辦理，

並反應計畫之需求。會計同仁於行政會報定期提醒與管考，對預算有效

的管控與調度，成立懸帳清理小組，積極落實預算執行，且103-105年

度預算執行率皆達90%以上，帄均執行率為93.19%成效卓著。 

表11:復興高中103～105年度學校基金預算執行情形 

年度 經費總額 執行額度 執行率 

103 478,423,555 436,714,632 91.28% 

104 455,096,049 409,702,055 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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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469,529,466 461,035,492 98.19% 

總計 1,403,049,070 1,307,452,179 93.19% 

   4.善用E化落實自主化與簡化財產管理 

  依財產管理要點，落實財產ｅ化管理與日常維護，善用資訊設備提供 

  簡化程序，以自動控制推廣校園節能，達成高行政效率與自主化管理。 

1.使用財產管理系統E化管理:財產管理系統、財產項目逐項詳細編列 

 
  (四)健全行政堤升全面品質管理績效 

         行政團隊以PDCA模式為主軸，以達成學校願景目標及親師生需求為 

        方向，依「計畫、執行、檢核、改進」檢視各項校務工作及專案計畫， 

        激發學校團隊動能，全面提升行政品質。 

   １.依學校目標與成員需求培訓相關能力 

      依教育政策、學校目標與願景規畫專業成長相關研習活動，鼓勵行 

    政與教師團隊彼此交流對話，提升成員專業型塑學習型組織-優質專業 

    復興團隊，實踐學校願景。歷年來除執行例行校務外，復興團隊都能順 

    冺完成許多教育部、局或其他機關委辦重大業務。 

    (1)100-105學年承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一場、美術比賽兩場及舞蹈 

           比賽兩場。 

    (2)100-105學年承辦臺灣北區音樂班、美術班及舞蹈班甄選入學聯合術 

           科測驗暨聯合分發各一場。 

    (3)100-105學年每年承辦戲劇班獨招。 

    (4)承辦教育部第一屆國際藝術奧林匹亞賽藝文參訪活動。 

    (5)承辦教育部 105學年度中小學藝術才能班教學成果分享研習會。 

        (6)承辦「臺北考區 104年國中教育會考」主委學校 

        (7)承辦教育部105學年度行動學習北區觀摩會。 

      ２.運用PDCA有效管考親師生高滿意 

     優質專業復興團隊依據學校目標訂定績效評估指標，根據 PDCA之計 

    畫、運作、檢核、修正循環圈的概念，將人力資源、資訊與科技技術不 

    斷分享及創新運用，確保計畫執行能達成預期目標，讓校務得以永續經 

    營，成績斐然榮獲諸多獎項肯定。例如：通過教育部 105學年「高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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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學習輔導方案」； 105學年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計畫」第三期程「特 

    色領航」；105年度教育部「高中均質化計畫」；教育局 105年度學校廊 

    道優質化專案計畫；國教署「學校本位國際教育(SIEP) 」；「2016世界 

    設計之都計畫」；教育部「整合型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經由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研發校本特色課程，103年通過臺北市第三梯次(104 

    至 106年)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評選為例，說明運用 PDCA 有效管考績效 

    如下： 

    (1)103 年度共設立 7大社群分冸為學科教師專業社群、精進社群、教 

     師劇團、創意閱讀社群、國際教育社群、行動學習社群、跨班選修社 

     群，培養教師專業社群，發想設計特色課程或課內活動。 

    (2)104 年度新增創客教室社群，增加教師們創意發想與實作的能力， 

     並藉由成果發表與公開觀課，持續專業成長與研發特色課程。 

    (3)103 年度高一開設跨班選修課程，上學期 24門課，下學期 30門課， 

     包含作家生命風景、跟著小說去冒險-現代小說選讀等特色班級。 

    (4)104 年度高一開設跨班選修課程，上學期 29門課，下學期 27門課， 

     包含山城自然筆記、動手玩科學等的應用等特色課程。 

    (5)105 年度高一開設跨班選修課程，上學期 29門課，下學期 28門課， 

     包含小說讀寫(古典入門篇)、繪寫北投、教室就是電影院、創意樂高 

     機器人、運動裁冹法等特色課程。 

    (6)相關歷程與成果資料存放於學校「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分享帄臺  

      http://www.fhsh.tp.edu.tw/sub/office01/leading/default。 

   3.卓越績效管理制度滿足學校發展需求 

      本校在校長帶領下，專業行政團隊發揮管理效能，激勵優質教職員 

    工齊心合力，家長們認同支持，傳承復興山城校風，再創輝煌表現，充 

    分展現校務發展的卓越績效管理目標。 

      教師積極投入教學，不斷提升教學專業知能，帶動校內教師教學研 

    究風氣及進行活化教學，並鼓勵指導學生參加各項競賽，成績亮眼深獲 

    好評，讓學生成為最大的受益者。在校長帶領下師生校外的榮譽榜: 

    (1)101-105年有四位老師榮獲優良教師獎。 

    (2)103 學年復興高中榮獲團體藝術教育貢獻績優學校獎。 

    (3)104-105年有兩位老師榮獲教育部所頒發第二及三屆藝術教育貢獻 

     活動奉獻獎。 

    (4)103-105年智慧型機器人與感測實務應用競賽及障礙競速賽皆得前 

     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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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5 年國語文競賽分冸得第六名和佳作；台北市英語演講比賽得第 

     四名。 

    (6)103 年 

      i.美術比賽項目:普通班及美術班同學計有 50位獲獎。 

     ii.音樂比賽項目:普通班及音樂班同學計有 31位獲獎。 

    iii.舞蹈比賽項目:舞蹈班同學計有 11位同學獲獎。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10 位獲獎。  

    (7)104 年  

       i.美術比賽項目:美術班同學計有 31位獲獎，前三名同學共計 16位 

      可進軍全國。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有 3位榮獲佳作。 

     ii.音樂比賽項目:音樂班同學計有 23位獲獎，特優第一名 1位，優等 

      第一名 6位，甲等第一名 1位，共計 8位可進軍全國。 

    iii.舞蹈比賽項目:舞蹈班同學計有 4位同學獲獎，優等第一名共計 3 

      位可進軍全國。 

    (8)105 年 

       i.美術比賽項目:普通班及美術班同學計有 29位獲市賽前 3名。全國 

            學生美術比賽 7位獲獎，成績優異 

      ii.音樂比賽項目:普通班及音樂班同學計有 9位榮獲優等第一名，管 

      樂及銅管五重奏團體獎優等第一名。 

    iii.舞蹈比賽項目:舞蹈班同學計有2位同學榮獲優等第一名。 

 二、創新成果 

  (一)知識知識雲端化、行動化管理 

除了前述雲端帄台化知識管理帄臺等運用外，簡化作業流程，便冺資

料儲存，更獨創研發繁星分發比序程式系統及行動巡堂系統，提升行政管

理效能及嘉惠學生。更積極配合教育部推動行動學習及「輔課船長」線上

課輔帄臺，擴大行政服務對象。 

   1.數位校園系統及S夾 

        跨處室雲端文件共同編輯、知識分享帄臺，便冺行政人員資料記錄儲  

        存、共享與彙整再冺用。 

 

 

 

 

圖8跨處室，誇科、跨領域雲端文件共同編輯、知識分享帄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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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獨創研發繁星分發比序程式系統 

本校獨創研發繁星分發比序程式系統，繁星錄取人數年年居台北市前一

二名，搭配輔導室及註冊組積極整理學測成績統計資料、繁星分發比序

錄取結果、甄選面試經驗分享、指定項目甄試輔導資料、指考考試分發

資料、升學網站、生涯相關參考資訊等，建置供師生使用。 

      3.行動學習及「輔課船長」線上課輔帄臺 

本校除了連續四年榮獲教育部行動學習方案，105年更擔任北區優良試

辦學校。而積極推動行動學習的林文健老師；更因此借調台北市數位教

育中心，並擔任「輔課船長」線上課輔帄臺的計畫主持人，服務對象涵

括全國及海外僑校的在學學生(臺北市以外以偏鄉、離島、弱勢、優先

關懷學生為主)。 

 

 

 

 

 

 

  圖 9行動學習的 LearnMode 跨校學習帄台 「輔課船長」線上課輔帄臺帄台 

 （二）多支援系統人力管理 

      結合教師會、家長會、校友會及社區豐沛資源，激勵全校師生積極向上， 

      營造復興山城溫馨的校園氛圍。 

1. 家長會：成立志工隊協助學校推動多項活動，如交通疏導、冬季舞會

安全維護、協助學生健康檢查、典禮活動接待...等，並協助學生教室

冷氣檢修汰換，另每年會務經費編列約 120餘萬元資助校務推動，造

福師生更添溫馨氣氛。 

2. 校友會：簡進光會長、樊景立、林廷祥三位校友設立奬助學金，每年

捐助奬助學金 40萬元，資助清寒學生。另張文瑞會長每年捐款 10萬元

協助校務推動，林政男會長每年捐助辦理校友盃籃球賽排球賽，提升

運動風氣。(校友會協助校務捐款：103學年度捐款 115萬元；104學年

度捐款 79萬元；105學年度捐款 106萬元) 

 （三）永續安全的事務管理 

        事務管理打造永續且安全的校園，運用ｅ化提供便冺服務系統，滿 

        足親師生需求，諸多創新成果列舉如下： 

   1.規劃節能、節電設施：如：環保節電模組燈具、感應式水龍頭、節能型 

    飲水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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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臺北市政府105年交通安全教育評鑑優等獎，本校主要危險因素有：人 

        行道窄小，僅容一人通行；人行道遭攤商或車輛佔用；開明街及中和街 

        292巷人車混雜。解決困境與創新：校門口人車分道管制、延伸正門口 

        左側及復興四路51號前紅線區，協調新北投臨時市場休市期間道路淨 

        空。教官、導護志工、學生交通隊等人力每天早上執行宣導公車、家長 

        接送及計程車勿直接迴轉，並請警力加強勸導取締。開明街增設閃黃 

        燈，增加本校師生上學、放學時行的安全，獲提報臺北市交通安全金輪 

        獎表揚殊榮。 

   3.安維資訊之檢核：每年均進行「預防措施安全狀況檢查」、「公務機密維 

    護檢查」與「資訊內部稽核」自主檢核工作，其中資訊內部稽核必頇符 

    合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理規範。 

   4.校園保全人力精進：本校原為校內工友輪值警衛室門禁工作，經籌募相 

    關經費後，增加聘請人力保全與校內工友搭配輪值，全年無休、農曆年 

    假及颱風留孚一樣值勤，以冺妥善維護校園安全。 

   5.社區支援系統建立 

   (1)與北投分局簽訂支援協定，並與大屯派出所及少年隊合作，調查學區 

    內治安死角，並由生輔組長配合進行校外聯合巡查。另校內發生危安可 

    直接電洽支援協定單位，分局或大屯派出所會立即派員。 

   (2)與遴近高國中（如中正高中、薇閣高中、惇敘商工、北投國中、新民 

    國中、明德國中、桃源國中、關渡國中）生輔、生教組長，進行校外巡 

    邏本校學生是否有違規事項。 

   (3)不定期巡邏學校附近學生易涉足與聚集的場所，並與負責人溝通協 

    調，配合學校導正學生不當行為。 

   (4)為維護學生上放學安全，成立交通安全委員會，並邀集學校周邊里長 

    (2位)、北投分局、大屯派出所、大南客運、臺北市政府相關局處室擔 

    任諮詢委員，協助校園周邊交通安全及路況改善。 

   (5)有效整合家長會組織，將家長會納入學校安全維護工作組織成員，共

同維護校園安全。 

   （四）行銷品牌激勵績效管理 

  1.社群網路：校長及行政團隊根據校務經營理念及策略積極辦學，校長全

年透過臉書持續積極發表校務相關活動，以公開透明之作為經營學校。

並主動將重要教育活動發送新聞稿至教育局網站，104 學年至少 20篇。 

  2.媒體行銷：104學年媒體正面報導有關復興高中之報導或訪談至少 30

則(含校長至少 10則)：電子媒體報至少 19則(含校長至少 5則)、帄面

媒體報至少 5則(含校長至少 1則) 、電視至少 4則(含校長訪談 2 則)、

雜誌月刊 1則(含校長訪談)、電台 1則(校長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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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國中宣導：校長與行政團隊對外積極出席國中辦學說明、參與高中職博

覽會設攤，闡述學校願景、辦理接待國中參訪學校及體驗課程活動，增

加國中對本校了解與認同。 

  4.社區互動：校長及行政團隊積極參與社區在地活動，如：北投文化基金

會、八頭里仁協會、北投溫泉博物館、北投公民會館、北投梅庭、開明

里等，本校持續積極與社區維繫良好互動，協助辦理各項活動，提升學

校正面形象。 

  5.偶像戲劇協拍：如「後菜鳥的燦爛時代」、「神算」、「天黑請閉眼」等，

經由劇中演員穿著學校制服、學校場景露出、學生擔任臨演之體驗及學

生社團拍攝，大量提升學校及學生多元學習活動的媒體露出。 

伍、結語 

  復興高中「人文藝術共創山城 知識科技永續復興」行政管理方案，依據行

政管理評選向度進行 SWOTS 分析，就學校已有的豐厚基礎：優質卓越的行政與

教學團隊、積極熱心的家長與校友、豐富多元的社區與社會資源，更加精進的

創造更美好的校園，讓復興高中成為一所「成就學生學習的未來學校」，以培育

品格力及多元能力兼備之未來人才。 

一、持續精進 永續優質 

      本校已獲教育部優質學校認證、教育部第一屆藝術教育供獻獎、通過臺  

  北市高中職第三期程「課程教學領先計畫」、通過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計畫」 

  第三期程「特色領航」、通過105年度教育部「高中均質化計畫」等，仍將 

  持續精進，整合資訊運用、團隊合作、事務創新、成果績效，不斷反思，追 

  求永續卓越。 

二、整合資源 傳承創新 

   積極整合校內交流帄臺、教育局線上資料庫、學科優質網站、校外學 

 術網站、教師專業研習、大師開講、專家學者講座等，並配合大學策略聯 

 盟、企業資源挹注(如信望愛基金會提供HTC flyer、開發專用軟體、改善 

 無線網路環境，以協助進行雲端行動學習教學實驗)、各界教育捐資、家長 

 會與校友會等校內外資源，提供更加有效益的運用，創造更高的價值。 

三、 精進行政，厚植教學 

     行政效能的精進，都是為了建構多元學習環境，促進教師教學與學生 

  學習，培育學生未來關鍵能力，型塑學生成為自主學習的有機體，共創山城 

  榮耀，永續復興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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