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 

103年下半年度學校評鑑待改進及改進策略 

項

目 
改善意見 改善意見回應 

一
、
校
長
領
導 

1.學校若能更落實每年提供 6％招生

名額予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

心障礙生比照公立學校收費優先

入學之作法，將可嘉惠更多需協助

的學生。 

1-1.本校歷年均會將招生簡章行文

給臺南市各幼兒園、國小、國

中，請各校代為宣導廣為週知。 

1-2.為使這項優惠政策發揮最大效

益，本校自 103 學年起，入學

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

心障礙生尚有餘額時，由導師

主動遴選該班經濟弱勢學生比

照中低收入戶學生之待遇予以

優惠。 

1-3.本校 103學年度實際優惠學生

人數高達 7％。 

二 

、 

行 

政 

管 

理 

1.校務計畫宜因應教育政策與社會

脈動或問題（例如消費者教育、媒

體素養等重大教育議題）進行滾動

修正，並強化各處室工作計畫之密

切扣合與績效考核。 

 

 

 

 

 

 

 

 

2.部分行政運作如會議決議事項之

追蹤、法規之擬定與修訂、教學資

訊化以及教師留職停薪與在職進

修制度等，仍有精進空間，建議研

擬更精緻的策略。 

1-1.本校已於每學期編列行事曆  

時，將社會重大議題由教務處

發交各科教學研究會融入課程

設計與教學，結合學務處列宣

導週，由圖書館辦理重大議題

書展，編輯相關文章出刊。 

1-2.各處室未來擬定處室工作計畫

時，依校務發展計畫擬定之，

並落實於每週處室會議，依每

週主管會議之議決事項，進行

滾動式修正以利有效執行校務

政策。 

 

2-1.會議決議事項之追蹤: 

已由文書組將應行追蹤事項及

執行情形，明列於次一期之會

議紀錄內。 

2-2.法令規章擬定與修訂皆依法執 

行，本次少數資料記載不全，

如未記載制定/修訂來源或日

期已全面檢視修正，日後有關

法規資料更嚴謹作業增加覆核

機制。 

2-3.教師留職停薪與在職進修制

度，本校受限於課務需求，無



法即時全面滿足教師需求，採

階段性分批依教師意願鼓勵進

修，育嬰留職停薪依法規開放

教師申請。 

2-4.教學資訊化: 

(1).教學行政管理： 

a.教學組會將老師課表、研習課

程、教學成果（生命教育教

案、影音資料）等相關訊息放

置本校網路芳鄰（代號：PC02）

或 moodle系統，提供老師上

傳與下載。 

b.註冊組將各年級段考成績組

距、各科成績比例分配及輸入

成績時程，放置 moodle 系

統，供老師查閱。 

c.本校相關教學行政訊息，除於

相關會議轉知外，也以內部信

箱（notes系統）通知全體老

師。 

(2).教學資源分享： 

a.教師與學生教學互動：本校全

體師生皆有 moodle 系統帳

號，作為教學資料上傳與下載

的交流平台。 

b.教師與教師教學分享：每位教

師將其教學檔案與資源放置

moodle個人教學資源區，以

利提供其他教師教學資源。 

(3).行動學習(平板電腦）： 

a.103學年度起，已透過第二期

程優質化計畫，購置行動數位

學習設備。 

b.教學行政： 

  預計將各教學研究會會議資

料、紀錄、研習成果數位化上

傳至雲端資料庫。 

c.教師教學：學生作業、教師教

學檔案上傳至雲端資料庫。 

三 

、 

課 

1.身心障礙學生之個別化教育計畫

中應有學期(年)之學習目標，以符

合特殊教育法之規定，並作為 IEP

1-1.開學前蒐集身心障礙學生特殊

需求，並擬定預期達到之學期

(年)目標。 



程 

教 

學 

會議之討論內容。 

 

 

 

 

 

 

 

 

 

 

 

 

 

 

 

 

 

2.部分學科宜考慮進行分組教學，以

配合學生能力及增進學習效果。 

 

 

 

 

3.學校固已進行第二外語學習意願

調查，仍宜積極克服師資聘用問

題，依調查結果開設課程，以滿足

學生學習之需求。 

1-2.於期初 IEP 會議中，邀請家

長、專業人員、導師及任課老

師討論擬定可行之教學及輔導

策略。 

1-3.於期末 IEP 會議中，檢視學生

學習成效，以作為調整及改進

學期（年）目標或教學輔導策

略之參考。 

1-4.已於 103學年度寒假辦理『個

別化教育計畫撰寫與執行』之

教師研習，除增進教師對特殊

教育法規及相關實務運作的認

識，亦於 103學年度第 2學期

開始落實於 IEP 會議中討論，

明確列出 IEP所要達成的預期

目標、學習內容和進行方式，

以符合學生學習需求。 

 

2-1.在 103學年度起，針對免試入

學學生，根據國、英、數學科

程度差異，進行分組教學；並

針對部分同學佐以課後補救教

學，以提升其學習成就。 

 

3-1.未來將依據學生學習需求，開

設更多第二外國語課程；其師

資將首先委請長榮大學及臺南

大學外語學院教師、研究生支

援。並嘗試與鄰近高中進行合

聘師資，以解決師資不足問題。 

四 

、 

學 

務 

輔 

導 

1.學校透過慈濟的跨國據點，進行跨

校交流，建議更注意如何在既有的

基礎上，發揮國際教育之綜效，俾

利增進慈中青年多元發展。 

1-1.持續辦理人文講座： 

(1).積極邀請曾參與國際志工或國  

際賑災經驗者，蒞校對孩子分  

享服務過程中的體悟，啟發學  

生助人的心並擴展生命視野。 

(2).邀約專家學者針對全球性議題  

分享，提升學生全球責任感。 

1-2.持續於課程中融入國際教育課

程並進行教案研發。 

1-3.搭配本校「服務學習」課程特  

色，安排志工服務學習活動，

讓學生真正體驗付出，培養慈



悲喜捨之胸懷並為國際志工服

務打下基礎。  

1-4.持續辦理美國遊學營、大陸四

川人文教育交流、馬來西亞海

外體驗學習暨國際交流活動，

並於學生回國後利用公開集會

場合進行學習成果分享如此一

來既可驗收學生學習成果亦可

培養學生國際素養及國際觀；

除了讓慈中孩子浸潤於國際化

氛圍的學園增進其未來競爭力

亦培養其大愛無國界的助人胸

襟。 

1-5.持續發行國際教育專刊，每期

選定單一主題向學生介紹國際

及台灣社會脈動，藉此提升學

生的國際視野及文化涵養，並

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 

1-6.辦理姊妹校馬來西亞檳華女子

獨立中學蒞校交流活動，本校

安排學生入班學習及師長交

流、文化體驗、寄宿家庭等；

藉由交流課程除讓本校學生學

習與國際友人互動，亦讓國際

友人體驗台灣文化及民俗風

情。 

1-7.本校於 104 年 4 月與泰國皇家

玫瑰中學、泰國清邁慈濟學校

簽訂合作備忘錄，積極擴增本

校學生國際交流空間。  

五 

、 

環 

境 

設 

備 

1.理化實驗課除教師講解外，宜再加

強學生實際進行實驗操作之活動。 

 

 

 

 

 

2.圖書館宜增購電子書及電子資料

庫，且網站首頁可多呈現新書與活

動介紹，頁面設計也可以較活潑生

動。 

1-1.教學組已將課程每週進行一次

兩節連排，以利自然科增加實

驗課程。 

1-2.未來並在寒暑假設計主題實驗

課程，並結合遠哲科學活動，

增加實驗課外課程。 

 

2-1.參與由長榮大學贊助之

「HyRead ebook 大學圖書館聯

盟－－高中職夥伴學校免費共

享專案」，師生可在本校專屬平

台進行線上閱讀或借閱電子



書。 

2-2.搜集免費電子書網站--UDN讀

書吧、google線上電子書、好

讀電子書等,連結於圖書館網

頁供讀者使用。 

2-3.鼓勵師生善用公共圖書館例如

臺南市立圖書館、國立公共資

訊圖書館等之電子書借閱功

能。 

2-4.圖書館網頁呈現新書介紹訊

息，讀者可由書封圖片點閱新

進館圖書資訊。 

2-5.圖書館網頁置有最新消息一

欄，各項活動訊息均隨時上傳

公告。 

2-6.已與校內資訊組及本校圖書館

自動化系統廠商討論、協調網

頁設計相關需求，由該公司工

程師協助改善中。 

六 

、 

社 

群 

互 

動 

1.「家長會組織章程」應明列通過及

修訂日期和會議名稱。 

 

 

 

 

 

 

 

2.教師社群及學科教學研究會之會

議紀錄宜資訊化，並利用現有平台

進一步加強教學研習成果之分享。 

1-1.「家長會組織章程」明列通過

及修訂日期和會議名稱如下: 

96.12.16 家長會會員大會審議

通過 

97.01.20 家長會第一次委員會

議修訂通過 

97.07.28 家長會第三次委員會

議修訂通過 

 

2-1.教學資源分享： 

(1).教師與學生教學互動： 

本校全體師生皆有 moodle 系

統帳號，作為教學資料上傳與

下載的交流平台。 

(2).教師與教師教學分享： 

每位教師將其教學檔案與資源

放置 moodle個人教學資源

區，以利提供其他教師教學資

源。 

2-2.行動學習（平板電腦）： 

(1).103 學年度起，已透過第二期

程優質化計畫，購置行動數位

學習設備。 



(2).教學行政： 

預計將各教學研究會會議資

料、紀錄、研習成果數位化上

傳至雲端資料庫。 

(3).教師教學： 

學生作業、教師教學檔案上傳

至雲端資料庫。 

八 

、 

績 

效 

表 

現 

1.可多透過正式或非正式機制，蒐集

學生意見且予適度回應與說明，並

做為校務推展之參考。 

1-1.本校學生班聯會代表出席會

議: 

(1).校務會議 

(2).學生獎懲委員會 

(3).學生申訴委員會 

(4).班聯會例行會議 

(5).其他重要校務推動 相關會議。 

1-2.班聯會參與學校重大學習活動

--敬師奉茶立宏願活動，在參

與中學習與付出。 

1-3.班聯會辦理校內外活動，從中

學習溝通、領導與規劃等能力: 

(1).送春聯結好緣 

(2).萬聖節慶祝活動 

(3).聖誕節慶祝活動 

(4).南區高中職班聯會聯合秋訓 

1-4.開放班聯會匯納學生意見反

應，作為與行政單位溝通之橋

樑，從中培養現代公民素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