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子計畫名稱：103-1 提升學校行政效能計畫 

    ◎103-1-1 建構「樂工作享健康」行政團隊 

 (一)依據 

       國教署 103 年 03 月 07 日高字第 1030023606 號函訂定「精進優質化

輔助方案」辦理。 

 (二)計畫源起 

            為提升本校行政效能、凝聚行政團隊的共識與向心力、改善工作環

境並建立夥伴合作關係，以增進本校面對十二年國教基本教育的推動

及適應少子化教育現況的革新能力，而訂定本計畫。 

 (三)計畫目標 
1. 培養具「廉正、忠誠、專業、效能、關懷」精神的教育工作夥伴。 

2. 營造具「創新卓越、自主學習、快樂參與、活力健康」特色的優質

工作環境。 

3. 凝聚本校教職員共識，發揮群策群力作用，營造具競爭力及執行力

之行政團隊，使社區認同。 

4. 透過演講及社群的運作，進而形塑學習型組織的校園氣氛。 

5. 提升行政人員對校務認同與校務進步的期待，進而強化及擴充個人

的知識和經驗並改變學校整體組織行為，以增進本校面對多變革教

育制度之下的因應能力。 

6. 辦理校際行政團隊交流觀摩，提升自我行政團隊的能力與效率。 

(四)主辦學校及合作院校 

      主辦學校：屏東縣陸興高級中學 

      協辦學校：屏東教育大學 

 (五)具體內容及配套措施 

          1.具體內容： 

      (1)預計於 103 年 6 月編定子計畫內容。 

      (2)預計於 103 年 08 月、10 月，104 年 2 月、5 月辦理領導與團隊管 

        理知能專案講習。 

      (3) 預計於 103 年 08 月辦理新進教職員工講習。 

      (4)預計於 103 年 9 月，104 年 03 月辦理校際交流活動。 



      (5)預計於 103 年 11 月，104 年 04 月辦理減壓與促進身心健康活動。 

(6)預計每個月召開子計畫檢核會議實施檢核。 

2. 配套措施： 
      (1)針對全體行政同仁實施「領導與團隊管理知能專案講習」，邀請校   

        長及教育專家擔任講座，從行政人員的「心理」與「精神」層面詳 

        實剖析與分享現代行政人員應具備的服務精神 

      (2)由校長就其辦學理念與治校願景等進行宣示與傳輸，務使全體行政 

        團隊同仁透過組織學習與心智模式成長學習過程，均能充分理解與 

        掌握教育人員服務精神，凝聚同仁對學校與行政團隊之向心力，有  

        效提升學校整體之行政效能。 

      (3)針對全體教職員工辦理「減壓與促進身心健康活動」，邀請專家教  

        導同仁進行「減壓」與「如何做好個人健康管理」，以促進同仁身 

        心健康情況，並積極輔導教職員工成立「健康運動社團」（有氧舞  

        蹈社、桌球社、籃球社、網球社、游泳社、慢跑社、槌球社、登山 

        社、鐵馬社等），鼓勵教職同仁利用公餘及週休假日期間積極從事 

        正當、健康之運動，以抒解身心壓力、提升工作活力，達到「樂工 

        作、享健康」之目標。 

          (4)協助新進及一時適應不良之同仁能快速孰悉學校教育目標、願 

            景、各項行政措施及組織文化生態情況，透過「資深同仁」帶領與 

            幫襯方式，有效傳承教學及工作經驗，加速新進同仁融入學校教育 

            團隊之時間、協助適應不良同仁再適應，提升整體團隊的合作性及 

            凝聚力，減少校園適應成本，提升行政效能。 

          (5)辦理校際交流活動：每學期辦理一次。 

 (六)實施對象：全體教職員工 

 

 

 

 

 

 



◎103-1-2 提升行政 e 化知能 

 (一)依據 

      國教署 103 年 03 月 07 日高字第 1030023606 號函訂定「精進優質化

輔助方案」辦理。 

 (二)計畫源起 

           隨著十二年國民教育的到來，學校面臨更繁複的行政作業，在資訊

管理與行政領導上都必須要跟上 e 化的腳步，如此才能提升學校行政

效率、活化行政工作並建立處室零距離的夥伴合作關係。因此致力於

校園行政系統 e 化精進優質來健全校務執行之品質管理。 

 (三)計畫目標 
1. 提升行政團隊 e 化知能,打造服務有品的 e 化校園，簡化行政流程

並提升工作效益。 

2. 建立校務行政標準作業流程 SOP。整合全校資訊，推行教訓輔三合

一機制，促進處室資源共享零距離的合作關係。 

3. 增進學生、家長及社區對學校的認同與滿意。 

4. 增進圖書館 e 化管理的行政效率與借閱的便利性。 

5. 辦理校際行政團隊交流觀摩，進一步學習他校辦理精進優質化輔助

方案的成效，藉此塑造積極正向的學校行政氣氛與學習文化，進而

提升學校行政團隊的效能。 

6. 確實檢核計畫執行情形及進度，以充分發揮計畫之成效。 

 (四)主辦學校及合作院校 

      主辦學校：屏東縣陸興高級中學 

      協辦學校：屏東科技大學 

 (五)具體內容及配套措施 

          1.具體內容： 

      (1)預計於 103 年 6 月編定子計畫內容。 

      (2)預計於 103 年 08 月、104 年 2 月辦理行政團隊 e 化知能研習。 

      (3)預計於 103 年 09 月成立行政 e 化工作小組。 

      (4)預計於 103 年 09 月開始持續建立校務行政標準作業流程 SOP。 

      (5)預計於 103 年 10 月開始更新校內行政電腦硬體與軟體設施並建置 

        圖書館線上查詢系統。 

(6)預計於 103 年 11 月至 12 月統整行政單位 e 化作業。 



(7)預計於 103 年 9 月，104 年 03 月辦理校際交流活動。 

(8)預計於 104 年 2 月至 07 月統整學生事務 e 化作業。 

(9)預計每個月召開子計畫檢核會議實施檢核。 

2. 配套措施： 
      (1) 成立行政 e 化工作小組，檢視修正各行政業務作業流程，進行跨 

         單位業務協調。 

      (2)建置行政 e 化討論專區及社群，行政人員可以透過討論區交換專業 

        知識。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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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建置圖書館之線上查詢系統，增加師生對圖書館的使用與借閱率。 

 (5)e化管理如持續更新學校網頁伺服器、成績處理分析系統及採購 

             學生輔導系統，更新圖書館借書系統、文書及公文系統，建立線 

             上成績查詢系統，完成數位教學平台等e 化管理系統，以提升行 

             政效能。 

          (6)辦理校際交流活動：每學期辦理一次。 

 (六)實施對象：全體教職員工及學生 

 

 

 

 

 

 

 

 

 

 

 

 

 

 

 

 

 



   ◎103-1-3 建立檢核與管考機制 

 (一)依據 

       國教署 103 年 03 月 07 日高字第 1030023606 號函訂定「精進優質化

輔助方案」辦理。 

 (二)計畫源起 

            為建立本校自主管理機制及推動學校精進優質計畫工作，落實計畫

之有效自主管理精神、追蹤掌握計畫執行進度，並檢討修正執行歷程。

同時檢視本校行政效能、凝聚行政團隊的共識與向心力而訂定本計畫。 

 (三)計畫目標 
1. 建立自主管理機制，確實管核精進優質計畫執行情形及進度，以充

分發揮計畫之成效。 

2. 定期召開計畫工作小組及管考會議來進行校內自我檢核，使計畫順

利推展並完成。 

3. 透過學者專家諮詢輔導而有效解決執行面的問題，使行政團隊凝聚

共識。 

4. 配合學校教育目標，有效應用經費，充實教學設施，提升學校於社

區的形象。 

5. 建立績效考核機制，獎勵推動行政及計畫有功人員。 

(四)主辦學校及合作院校 

      主辦學校：屏東縣陸興高級中學 

      協辦學校：大仁科技大學 

 (五)具體內容及配套措施 

          1.具體內容： 

      (1)預計於 103 年 06 月編定子計畫內容。 

      (2)預計於 103 年 08 月成立「精進優質計畫工作小組」。 

      (3)預計每個月第一週召開計畫成效管考會議。 

      (4)不定期邀請專家學者蒞校進行諮詢輔導。（每學期最少 1 次） 

      (5)預計於 103 年 12 月、104 年 6 月進行員工管理考核。 

      (6)預計於 104 年 1 月、104 年 7 月獎勵推動行政及計畫有功人員。 

2. 配套措施： 
(1) 成立「精進優質計畫工作小組」，辦理本計畫相關事宜。 

(2)定期召開計畫工作小組及管考會議，得視情況增酌臨時開會。 



   1.編製「精進優質計畫推動工作執行進度報告暨管考單」，如附件 

   103-1-3-(1)~（2）。 

   2.辦理校內自我檢核，並由校外專家學者提供諮詢及建議。 

          (3)推動各處室貫徹P(計畫)、D(執行)、C(檢核)、A(行動)的概念。 

(4)定期辦理績效檢核檢討會議，如校務會議、主管會報與行政會 

報、導師會報、教學研究會等，有效掌控推動的進度與品質，做為 

繼續推動修正的方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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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調遷升或 

  獎勵。  

 (六)實施對象：全體教職員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