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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學年度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輔導訪視表」填表說明
一、 本表主要考評 100 學年度教育部核定辦理高職優質化之受輔助學校各項子計畫之執行情形。
二、 本表分為三大部分：壹、基本資料；貳、輔導訪視項目；參、輔導訪視綜合意見。
三、 請各校於彙整資料及填寫表冊，並經單位主管核章後，將本表冊書面 10 份及光碟檔案 1 份，免備文於 101 年 3 月 30 日前
掛號郵寄至國立苗栗高商鍾碧霞主任收（地址：360 苗栗縣苗栗市電台街 7 號），並掛號郵寄光碟檔案 1 份至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工業教育系歐佩媜小姐收(地址：10610 台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一段 162 號)，請於信封加註「高職優質化」。本表件電
子檔可於「高職優質化資訊網」（網址：http://203.71.198.10/）左側【檔案下載】處下載。
四、 請確實依說明填報相關數據，本填報表冊將視為 100 學年度各校辦理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執行績效之主要依據，並作為本
部對學校後續輔助之參考。
五、 各項數據及填寫內容請務必依照實際狀況填寫。各校如有必要，請將填表結果自行影印存留，俾利日後查閱。
六、 填表時若有疑問，請洽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系歐佩媜小姐。(電話：02-77343392；電子郵件信箱：96a016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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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資料
學校資料

一、學校基本資料
全校班級數
全校學生數

含全校日夜間及進修學校等核定之全校編制班之
班級總數和學生總人數

全校教師數

編制內之專任教師(包含教官及護理教師)

▇產業特殊需求類科免試入學
▇推動技藝教育

推動之計畫
學校配合政策

□國中技藝學程

█實用技能學程

□辦理建教合作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產學訓專班

□雙軌訓練旗艦計畫
推動技專校院策略聯盟之高職

█辦理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其他〈請學校自行填寫〉：
1.
2.

聯 絡 人

單

位

國立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職

稱

姓

名

沈 芳 偕

電

話

05-6322767 轉 102

0933477153

傳

真

05-6310772

行動電話
E-mail

s102@mail2.hwaivs.ylc.edu.tw

註：本表請由各校高職優質化申請計畫書之「高職優質化輔助計畫申請表」複製轉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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祕 書

二、學制規模
學

制

總班級數

總學生數

備

1.日間部

31 班

1167 人

2.夜間部

班

人

3.綜合高中

班

人

4.高中部

班

人

5.進修學校

班

人

3班

121 人

7.建教合作班

班

人

8.產學攜手合作專班

班

人

9.雙軌訓練旗艦專班

班

人

10.產學訓專班

班

人

11.綜合職能班

6班

79 人

班

人

40 班

1367 人

6.實用技能學程

12 國中部
合

計

註：本表請由各校高職優質化申請計畫書之「學校基本資料」複製轉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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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三、規劃辦理計畫名稱及期程
期程
計
畫
編
號

99-1
99-2-1
99-2-2
99-3-1
99-3-2
99-3-3
99-3-4

學校
(請依辦理學年度順序填 99 學 100 學 101 學 行政
寫)
年度 年度 年度 效能
提升
提升社區學生就近入
學獎勵方案與協助學 Ⅴ
Ⅴ
Ⅴ
生學習扶助方案
學生樂、儀隊社團學
Ⅴ
Ⅴ
Ⅴ
習課程推展計畫
高職創意性社團活動
Ⅴ
Ⅴ
Ⅴ
推展計畫
機電整合自動化系統
Ⅴ
Ⅴ
Ⅴ
教學品質提升計畫
充實食品群科教學設
備與提升學生專業技 Ⅴ
Ⅴ
Ⅴ
能實施計畫
畢業生科展輔導計畫 Ⅴ
Ⅴ
Ⅴ
充實氣壓控制教學設
備提升學生專業技術 Ⅴ
Ⅴ
Ⅴ
能力計劃
計畫名稱

辦理項目(請單選)

學校
本位
課程
發展

教師
教學
專業
發展

學生
多元
學習
表現

適性
學習
課程
改進

技藝
教育
方案
推動

產學
攜手
建教
合作

推動
學生
就近
入學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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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
人文
藝術
發展

99-4

99-6

99-7

提升校園人文、藝
術、及文化環境--建
置藝術講堂與迴廊計
畫
教師專業發展實施計
劃
心理健康、性別友善
環境、生涯發展與輔
導專業成長之提升計
畫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Ⅴ

註：本表請由各校高職優質化申請計畫書之「學校基本資料」複製轉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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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輔導訪視項目
一、各子計畫辦理成效（每個子計畫請填一份）
計畫編號：＿99‐1＿

計畫名稱： 提升社區學生就近入學獎勵方案與協助學生學習扶助方案__

辦理項目 □學校行政效能提升
（請單選） □技藝教育方案推動
計畫編
資料來源與佐證資料
號及名
(請自行編目)
稱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

學習扶助方案

提升社區學生就近入學獎勵方案與協助學生
99‐1

□產學攜手建教合作
推動學生就近入學
自評結果
學校辦理之具體成果、遭遇困難
及待改進事項
【具體成果】
：
1.弱勢及清寒學生課業輔導費 1.大環境經濟蕭條又屬貧窮縣市，本校以
退費資料
低弱勢學生家庭背景較普遍，在學校扶助
照顧下減輕學生負擔，使得學生的輟學率
降低，家長對學習成就低落之弱勢學生得
到免費補救教學機會表示感謝。
2.特教班學生補救教學教室日 2.透過補救教學費用，開設多元學習課
誌
程，如電腦、球類規則、加強檢定等，培
養學生具備多樣能力，使學習成就低落之
身心障礙學生得到良好的適性學習與照
顧，近年來綜合職能科在雲林區招生，每
位同學都視本校為第一志願，。
3.101 學年度 12 年安置學生開放 8 位名額
申請進入本校就讀，該年度申請之學生高
達 37 位學生，顯示學校對於弱勢學生之
照顧，獲學生家長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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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多元學習表現

□適性學習課程改進

□多元人文藝術發展
訪評結果
考評小組意見
(請依條列式敘述優點與建議）

得分
(以 100 分計)

4.免試入學申請相關資料

提升社區學生就近入學獎勵方案與協助學生學習扶助方案
99‐1

4.101 學年度獲優值高質認證肯定，促成國
中畢業生就近入學優質高職，提高學生學
習成效，101 學年度招生為例，應招人數
總計 430 人，實招報到總人數 430 人，招
生率高達 100%；102 學年度免試招生入學
將錄取位，但報名人數近 867 人，為雲林
縣各高職之冠，報到率 100%。
5.100 學年度學生升學錄取名 5.學生生活涵養已明顯提高，讀書學習風
單
氣已有顯著感受，升科技大學具體量的表
現如下：
（1）科技大學錄取率維持一定比率：98 學
年度為 84.4%、99 學年度為 65.3%、100
學年度為 70%(99、100 學年度各有實
用技能班 1 班，學生以就業為導向)。
（2）國立科大錄取人數：98 學年 91 位、
99 學年 86 位、100 學年度 104 位。
6.技藝競賽成績一覽表、全國
技能競賽成績表、全國高級中 6.家長會鼓勵優秀學生獎勵金如下：
等學校讀書心得寫作比賽成 （1）101 學年度全國高中職技藝競賽 5 科
7 項職種獲獎，分別為生物產業機電黃
績表、小論文寫作比賽成績表
偉誠同學獲得第 9 名、食品檢驗分析
王穎暄同學獲得第 16 名、建築工吳協
展同學獲得第 6 名、機械製圖李佩融
同學獲得第 9 名、電腦輔助機械製圖
陳怡瑄同學獲得第 16 名、工業配線李
俊昌同學獲得第 23 名、室內配線黃鈺
舜同學獲得第 19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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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社區學生就近入學獎勵方案與協助學生學習扶助方案
99‐1

7.補救教學申請表及成果表

（2）101 年第 42 屆全國技能競賽分區賽南
區建築科吳協展同學獲得粉刷第一
名、中區建築科丁皓穎同學獲得粉刷
第五名。
（3）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全國高級中等學
校讀書心得寫作比賽獲優等獎 1 人、
甲等獎 5 名；小論文寫作比賽獲優等
獎 5 人、甲等獎 4 人，101 年度雲林縣
國語文競賽畜保三黃沛勝同學獲得高
職組閩南語演講第二名。
7.教師對於學習成就低落之學生，可申請
補救教學，共計 90 節，利用課餘及假日
時間授課，讓學習成就較為低落的學
生，透過補救教學，使該學科成績有所
進步。
【遭遇困難】
1.弱勢學生越來越多，學期中陸續有學生申
請低收入戶減免費用，學期初較難控管名
額與經費。
2.學生素質雖有進步，但並非全面性，師
生都必須要付出更多的努力，以期能夠達
到預期目標。
【解決方法】
1.透過各項獎學金發放及費用的減免，讓學
生能夠安心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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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社區學生就近入學獎勵
99‐1
方案與協助學生學習扶助方案

2.學校教師在教學上持續推動，讓課堂學
習更吸引學生的注意力，加深加廣讓學生
獲得更多知識，適時鼓勵學生，增強學生
的學習興趣。
3.辦理對學生有益的課程或競賽，讓學生
透過實際參與的過程，增強學生學習的
自信心。
4.針對未能即時申請之弱勢學生，提供導
師各班清寒弱勢學生之推薦表，減免課
業輔導費，該項費用由校內課業輔導費
項下支應，讓學生全面獲得幫助，以便
能在校安心就學。

備註：本表如不敷填寫可自行增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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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99-2 計畫名稱：學生社團多元學習推展計劃
計畫編號：99-2-1 計畫名稱：高職創意性學生社團活動推展計畫_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
辦理項目 □學校行政效能提升
（請單選） □技藝教育方案推動
□產學攜手建教合作
□推動學生就近入學
計畫
自評結果
編號
資料來源與佐證資料
學校辦理之具體成果、遭遇困難
及名
(請自行編目)
及待改進事項
稱
99-2-2 A.學生樂隊社團課程推展
A.學生樂隊社團課程推展具體成果、遭遇困
學
難及待改進事項
生 壹、課程安排及實施概況： 壹、具體成果：
樂 1.成立學生管樂社團，提昇學 1.增購行進樂器裝備，配合儀隊動態行進表
儀
生學習成效。（附件A-1學生 演。
隊
社團活動紀錄）
2.縮短學習時程：專業師資與上課時數增
社
加，無形中縮 短學習時程，學習六個月
團 2.聘請專業師資教學，強化學 即具備樂團吹奏基本能力。
學
生管樂樂器吹奏識譜能力。 3.深度學習：學生有機會學習較完整的樂
習
（附件A-2強化學生學習課 理，對節拍、音階、吹奏技巧、合奏等有
課
程進度表）
較深的體認。
程
4.合奏技巧更純熟：有足夠的專業師資與樂
推
3.除社團時間外，利用課餘時 理基礎及練習時間合奏能力純熟。
展
間(早自修、週會、寒暑訓) 5.家長肯定：學生免費學習一種樂器吹奏能
計
加強學生樂器吹奏訓練。
（附 力，家長認同。
畫
件 A-3 自 主 管 理 記 錄 週 報 6.有效提升學生自信與學習績效：音樂學習
表、月報表、季報表）
不但未影響正常課業且音樂學習改變學
生氣質，對課業學習更具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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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多元學習表現

□適性學習課程改進

□多元人文藝術發展
訪評結果
考評小組意見
(請依條列式敘述優點與建議）

得分
(以 100 分計)

貳、活動成果概況：（附件 A-4 貳、遭遇困難及待改進事項
實施成果說明及活動照片）1.學生音樂文化剌激少：本校學生多來自
1.聘請專業師資教學，強化
雲林海邊及山區之鄉下偏遠地區學生，學
學生管樂吹奏能力。
生音樂文化剌激少。
2.鼓勵有興趣於管樂學習的 2.期待更能獲得家長鼓勵：學生家庭經濟相
同學加入，經驗傳承，壯盛 對弱勢，單親比率高，家長忙於工作對學
社團陣容，以配合社區需
生的功課無法兼顧，部份學生隔代教養欠
求，參與社區公益演出。
缺關心或過度溺愛。
3.規劃管樂社教室，提供有興期待學生有才藝專長之學習：鄉間學生文化
趣於管樂學習之師生活動 資源少、經濟弱勢、交通不便學生很難有良
空間。
好的才藝專長學習。
4.經費補助有限：學習音樂本來就是很需要
龐大花費的支出，由於本次優質化補助縮
B.學生儀隊社團課程推展
減，連帶影響到課程安排及樂器維修更新
等問題。樂隊服裝已久年未添購,以及身
壹、課程安排及實施概況：
1.成立學生儀隊社團，提昇 材不一問題,目前已無樂隊服裝
學生學習成效。
（附件 B-1 B.學生儀隊社團課程推展具體成果、遭遇困
學生社團活動紀錄）
難及待改進事項
壹、具體成果
2.除社團時間外，利用課餘
1.經運用課餘時間強化訓練後，已大幅提
時間（週會、寒暑訓）加強
昇學生儀隊水準。
學生儀隊表演訓練。（附件 2.利用社團時間、假日，辦理學生儀隊集
訓，就質與量提昇學生各式槍法學習的
B-2 自主管理記錄週報
深度與廣度。
表、月報表、季報表）
3.參加儀隊社團學生逐年增加，並經常受
邀參與社區或公益團體演出。
積極參與校內、外各項慶典表演活動與比
賽，以展現學習成果與發展學校特色。

11

貳、活動成果概況：
（附件 B-3 貳、遭遇困難及待改進事項
實施成果說明及活動照片）
1.學生儀隊文化接觸少：本校學生多來自
1.強化學生儀隊專業能力，
雲林海邊及山區之鄉下偏遠地區學
生，平時較少接觸儀隊文化，期待可與
設計表演花式隊型。
他校實施交流，相互觀摩學習及成長。
2.於 3 月 2 日參加 101 學年
全國學生音樂比賽中區決 2.儀隊表演成員條件受限：如儀隊表演服
賽，獲得優勝，表現優異。
裝尺寸、練習用槍不足等問題有待克
服。
3.於 4 月 6 日配合大埤國小校
慶運動會時機表演，展現學生
學習成果，深獲好評。

備註：本表如不敷填寫可自行增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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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99-2

計畫名稱：學生社團多元學習推展計劃

計畫編號：99-2-2 計畫名稱：高職創意性學生社團活動推展計畫_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
辦理項目 □學校行政效能提升
（請單選） □技藝教育方案推動
□產學攜手建教合作
□推動學生就近入學
計畫
自評結果
編號
資料來源與佐證資料
學校辦理之具體成果、遭遇困難
及名
(請自行編目)
及待改進事項
稱
99-2-2 1.原機電整合創意社團，因考慮 ◎培養學生創意發想計畫:
高
全校各科學生都能參與，在 1.第一階段研習引導學生做創意構思訓練。
職
100 學 年 更 名 為 「 生 活 創 意
創
社」。更能符合多元學習的目 2.第二階段研習邀請專家學者指導學生做創意
意
標，提昇學生創意能力。（附 構思作品建議，並協助報名參全國創意構思
競賽。
性
件一、學生社團活動紀錄）
學 2.利用社團、週會時段及課餘時 3.成果:本次參與全國創意發想競賽(高中組)
生
間(週休、寒暑假)加強學生創 得到潛力獎。
社
意實作訓練。（附件二、自主
團
管理記錄週報表、月報表、季 ◎發揮創意發想讓學生動手 DIY 計畫:
1.活動利用現有材料讓學生畫圖設計，並學習
活
報表）
如何實現。主題以無電源動力車，除響應環
動 3.分別辦理相關創意研習與競
保，也讓學生了解綠色能源重要性。
推
賽活動照片如下:
展 (1)利用社團活動時間鼓勵學生
2.學生反應良好希望能有相關活動參與。
創意發想
計
畫 (2)第三屆創意構思作品研習暨
競賽
(3)金頭腦創意研習暨競賽

備註：本表如不敷填寫可自行增頁

13

■學生多元學習表現

□適性學習課程改進

□多元人文藝術發展
訪評結果
考評小組意見
(請依條列式敘述優點與建議）

得分
(以 100 分計)

計畫編號：99-3
計畫名稱：強化學生多元專業技能學習計畫
計畫編號：99‐3‐1 計畫名稱：機電整合自動化系統教學品質提昇計劃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
辦理項目 □學校行政效能提升
（請單選） □技藝教育方案推動
□產學攜手建教合作
□推動學生就近入學
計畫
自評結果
資料來源與佐證資料
編號
學校辦理之具體成果、遭遇困難
及名
(請自行編目)
及待改進事項
稱
99‐3‐1 1.購置交直流電控制盤教學模 1-1 針對【機械群科】機械電學實習課程設
機電 組
計的教學模組，結合感測器與工業配線
基礎課程，為進階到機電整合的基礎設
整合 （1）辦理時間：
101.11.22 上網公告
備。
自動
100.12.10 開標決標
1-2 為使學生有充足設備可實習，本年度共
化系
184,800 元
規劃 20 組，唯配合總預算需上、下年
統教
度平均，餘下 9 組預計於 102 年 4 月購
學品
100.12.11 擴充內部感測
買。
質提
模組 46,200 元
1-3 規劃以此教學設備對機械群科教師辦
昇計
100.12.28 驗收
理機械電學教學研習。
劃
（2）採購內容：交直流電控 1‐4 模組內容及學生使用情形：
制盤教學模組 11 組
擴充感測模組 4 組
經費：23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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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多元學習表現

□適性學習課程改進

□多元人文藝術發展
訪評結果
考評小組意見
(請依條列式敘述優點與建議）

得分
(以 100 分計)

2.教師專業成長研習
2-1 生物感測技術於產業應用層面極廣，為
（1）12 月 12 日 13:00~16:00
大學生物產業機電系的核心課程，唯在
辦理「生物感測技術於生
高職階段因檢定、技能競賽與升學考試
物產業之應用現況」研
無對應內容，課程不易落實。
習。
2-2 透過本次研習可加深師生對生物感測
（2）講師：國立中興大學 生
在產業應用的認識，融入課程引發學生
物產業機電系 系主任
學習興趣，並豐富課程內容。
陳加忠教授。
3.學生機電控制研習
3-1 課程一內容為自走車的機構組裝與利
（1）12 月 2 日 9:00~16:00
用紅外線感測器控制的簡單邏輯電
辦理課程一：自走車邏輯
路。學生能自行製做自走車達成循跡功
控制
能，並從中學習機電整合的基本設計與
（2）12 月 9 日 9:00~16:00
控制技能，本次研習共有 18 名學生參
辦理課程二：多軸機器人
加。
可程式控制
3-2 課程二是利用廠商開發的兩款多軸式
（伺服馬達）機器人為教具，引導學生
學習如何運用編輯程式操作，達成指定
的動作功能，學生能學習程式編輯的基
本架構，本次研習共有 15 名學生參加。
4. 指導機電整合相關之校外 4-1 參賽三隊共獲得第二名（亞軍）、創意
競賽
獎（優勝）、造型獎（優勝）。
（1）第五屆生物機電盃田間機 4-2 田間機器人（純手工打造）
器人大賽。

備註：本表如不敷填寫可自行增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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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99-3
計畫編號：99-3-2

計畫名稱：強化學生多元專業技能學習計畫
計畫名稱：充實食品群科教學設備與提升學生專業技能實施計畫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
辦理項目 □學校行政效能提升
（請單選） □技藝教育方案推動
□產學攜手建教合作
□推動學生就近入學
自評結果
計畫編
資料來源與佐證資料
號及名
學校辦理之具體成果、遭遇困難
(請自行編目)
稱
及待改進事項
99-3-2 1.辦理教師專業成長研習 3 小 1.辦理教師專業成長研習 3 小時。
充實 時。
於 11/14 辦理教師研習活動。由弘光科技大
食品 2.辦理學生食品檢驗分析丙 學食品科技系蔣副教授育錚主講，研習活動
群科 級專業能力提升系列研習 12 3 小時。現場共有 13 名校內教師參加，另有
敎學 小時。
本科對食品檢驗分析有興趣之 6 名學生共同
設備 3.購置食品檢驗分析丙級檢 參與。
與提 定場空調設備 1 組。
2.於學生專業檢定課程研習 12 小時。
升學 4.購買食品化學及食品微生 於 11/03 辦理學生食品檢驗分析專業能力提
生專
物藥品一批。
昇系列研習（一）12 小時（分 2 組），本次
業技
活動共二年級 80 名，三年級 1 名同學參加。
能計
由張書涵老師、柯晴文老師擔任講師。
畫
3. 10/9 採購食品檢驗分析丙級檢定場空調設
備 1 組。
4.購買食品化學及食品微生物藥品一批，做為
學生研習及食品檢驗分析丙級術科訓練用
藥品：硝酸銀、丙酮、異辛烷、硫酸、氨水、 碘
化鉀、鹽酸、雙氧水、硫酸鋁鉀等化學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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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多元學習表現

□適性學習課程改進

□多元人文藝術發展
訪評結果
考評小組意見
(請依條列式敘述優點與建議）

得分
(以 100 分計)

99-3-2 1.辦理教師專業成長研習 3 小 計畫執行成果
1.學生參加技藝競賽成績：101 學年度農業類技
充實 時。
食品 2.辦理學生食品檢驗分析丙 藝競賽（101.11.20-22 舉辦）食品檢驗分析
群科 級專業能力提升系列研習 12 職種，本科三年級學生王穎暄榮獲 16 名優勝
成績。
敎學 小時。
2.利用暑假輔導對麵食有興趣之學生參加中式
設備 3.購置食品檢驗分析丙級檢 麵食即測即評檢定，共 8 名參加 8 名通過，通
與提 定場空調設備 1 組。
過率 100％。
升學 4.購買食品化學及食品微生 3.使用優質化採購之設備協助學生完成結合發
生專
物藥品一批。
展地區農業創意之專題『大白菜於 16℃恆溫下
醃漬，儲藏期間 pH 值、酸度及菌相觀察之研
業技
究—以酸白菜及韓式泡菜加工應用為例』參加
能計
102 年全國食品群專題複賽。
畫

4.使用優質化採購之設備協助學生參加 2012
「洽發嘉藥盃」全麥粉中式饅頭與花捲製作
競賽，入圍決賽並獲得特優之佳績。
5.本科食品檢驗分析丙級術科場地已於 2/25 經
勞委會中辦評鑑合格，預定於 7/4 與 7/5 辦理
術科檢定。
遭遇困難及待改進事項
1.原排定之計畫教師研習時數 6 小時，但因核定
經費經常門不如預期，因此全面下修研習時
數，以符合經費編制，而無法達成逐年增加之
目的。

備註：本表如不敷填寫可自行增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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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99-3
計畫名稱：強化學生多元專業技能學習計畫
計畫編號：93‐3‐3＿計畫名稱：畢業生科展及各職業類科輔導計畫__

畢業生科展及各職業類科輔導計畫
9‐3‐3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
辦理項目 □學校行政效能提升
（請單選） □技藝教育方案推動
□產學攜手建教合作
□推動學生就近入學
計畫
自評結果
編號
資料來源與佐證資料
學校辦理之具體成果、遭遇困難
及名
(請自行編目)
及待改進事項
稱
1.協助各科辦理或參與校際技 具體成果
能觀摩賽。
1. 本子計畫配合總計劃的執行，上半年度
已協助本校各職業類科參加全國中等學
校農工商科學生技藝競賽與賽前的觀摩
賽。
2. 本子計畫為提高學生比賽獲獎名次，已
於上半年度簽請獎勵獲獎之選手與教
師。獎勵方式包括計畫提供之獎金與各
界提供之獎金以茲鼓勵。
執行績效
1. 本計劃上半年度已提供學生競技與觀摩
機會，已達到提高學生比賽獲獎名次的
預期目標。
2. 本校學生在 101 學年度的農、工、商科
技藝競賽成績耀眼大放異彩，共有 7 位
選手獲獎。
3. 在全國技能競賽，本校參賽選手有建築
科吳協展、丁皓穎兩位選手分別取得分
區賽粉刷職類第 1 名與 5 名。
執行困難
1.利用假日執行計畫，老師、學生需犧牲假
期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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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多元學習表現

□適性學習課程改進

□多元人文藝術發展
訪評結果
考評小組意見
(請依條列式敘述優點與建議）

得分
(以 100 分計)

計畫編號：99-3
計畫名稱：強化學生多元專業技能學習計畫
計畫編號：99‐3‐4 計畫名稱：充實氣壓控制教學設備提升學生專業技術能力計畫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
辦理項目 □學校行政效能提升
（請單選） □技藝教育方案推動
□產學攜手建教合作
□推動學生就近入學
計畫
自評結果
編號
資料來源與佐證資料
學校辦理之具體成果、遭遇困難
及名
(請自行編目)
及待改進事項
稱
99‐3‐4 1.購買彩色印表機
1-1 教師編撰專業課程講義時，可以照片說
充實 （1）A.辦理時間：
明或以不同色彩區分圖解，增進學生理
氣壓
101.12.01 請購
解學習成效。
控制
100.12.24 驗收
1-2 彩印計劃報告及其它資料更加美觀詳
教學
（2）採購內容：FUJI
彩色雷
實。
設備
射印表 FXCP305 型含雙面
提升
列印器。
學生
專業 （3）經費：24,940 元
技術 2.教師專業成長研習
2-1 針對困難度倍增之氣壓新乙級試題，本
能力 （1）12 月 5 日辦理內容
季規劃之研習內容可提供生機科教師
計畫
09:00~12:00 氣壓龍門移載
更深入的解題邏輯能力，並提升教師輔
與真空儲存設
導氣壓檢定之教學技巧。
計法
2-2 機電業界使用自控技術，若遭遇不可抗
13:00~16:00 電氣不歸位型
力的故障停機，安全、檢查及事後機臺
氣壓迴路設計
法
（2）聘請逢甲大學自動化系林
錫麟教授講座，共 18 名
老師報名參加。

復原為本次設計教學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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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多元學習表現

□適性學習課程改進

□多元人文藝術發展
訪評結果
考評小組意見
(請依條列式敘述優點與建議）

得分
(以 100 分計)

3.學生專業檢定課程研習

3-1 參加兩場研習之學生共 34 人次，透過
（1）12 月 01 日 9:00~16:00 本活動學生能確實了解試題意涵與應試
辦理農業機械修護乙級
技巧，減低恐懼感，且不再以死背硬作練
學術科檢定研習
到熟方式準備檢定。
（2）12 月 08 日 9:00~16:00 3-2 參加氣壓乙級檢定輔導 10 人，參加農
辦理氣壓乙級學術科檢
業機械修護乙級檢定輔導 20 人，報名人
定研習
數較往年提昇。
（3）4 位教師利用週末課餘時 3-3 乙級學科平均及格率達 83%。
間義務到校指導學生練
習乙級，時程達 8 週。
4.加強訓練選手參加農科技藝 4‐1 農科技藝競賽黃偉誠選手即獲生物產業
競賽
機電職種第 9 名優勝。
（1）11.18 參加農科技藝競賽
生物產業機電職種。
備註：本表如不敷填寫可自行增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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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99‐4

計畫名稱： 提升校園人文、藝術及文化環境計畫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
辦理項目 □學校行政效能提升
（請單選） □技藝教育方案推動
□產學攜手建教合作
□推動學生就近入學
計畫
自評結果
編號
資料來源與佐證資料
學校辦理之具體成果、遭遇困難
及名
(請自行編目)
及待改進事項
稱
99‐4 一 ．閱讀迴廊—101 學年上學 閱讀迴廊於 101 學年上學期建置完成後，未
提升 期（101.8‐101.12）
來將展示一些與閱讀寫作的相關作品。期許
校園
藉由這些作品展示，可以讓文學之美能留存
人
學生心底。
文、藝
術及
目前整體的空間充滿多樣性。學生經過時大
文化
多會駐足觀覽。如果能再將展示空間擴大，
閱讀迴廊上的雜誌文章
環境
未來希望可以邀請作家到校來講演，讓學生
計畫
的閱讀視野更開闊。

閱讀迴廊中的書法作品

閱讀迴廊上的新詩
備註：本表如不敷填寫可自行增頁

21

□學生多元學習表現

□適性學習課程改進

▓多元人文藝術發展
訪評結果
考評小組意見
(請依條例式敘述優點與建議）

得分
(以 100 分計)

99‐4 二．人間國寶‐‐陳錫煌布袋戲
提升 講座 2012.09.26
校園
人
文、藝
術及
文化
環境
計畫
陳錫煌老師課程講演

傳統布袋戲結合戲劇、表演、音樂、藝術、
文學，有如綜合藝術，而且一個人就能完
成，是許多劇種所不及。陳錫煌老師製作的
戲服及帽盔，在業界享有盛名，無可取代到
台北市政府文化局已為他報名重要傳統藝
術「工藝類」保存者，是台灣唯一兩項「人
間國寶」加身的藝師。
陳錫煌老師從 13 歲起跟著父親李天祿的實
地操練，以及對戲偶的觀察。就因為「常盯
著偶看」，無生命的戲偶一到陳錫煌老師手
中，立刻展現鮮活氣韻，尊尊性格不同。布
袋戲中的小生在陳錫煌手中，開扇、搧扇、
閤扇自如，還能拿筆寫字，動作間，盡現文
人書生的風流大度。陳錫煌老師曾說：「我
是把偶當人來演出，不是只用偶來演偶戲。」

陳錫煌老師實際教學
學員們希望能有機會再欣賞到陳錫煌老師
的作品。

學員實際操作布袋戲偶
備註：本表如不敷填寫可自行增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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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4 三．藝文欣賞活動 創意藝術鑑 汪紅華老師教導學員創作屬於自我風格的
提升 賞(二) 迷你相本 101.10.17
相本。由於是迷你型的相本，所以在製作上
校園
需要巧勁。汪紅華老師從挑選相片開始講
人
解，進而解說何謂優化處理—即將相片做最
文、藝
佳的調整，考慮版面構圖、相片明暗等應注
術及
意事項，讓整體相本內的相片符合自我的需
文化
求。
環境
計畫
因為研習時間上的關係，學員無法從選片、
優化處理做起，只能學習到如何裁切相片，
汪紅華老師講解版面構圖
製作封面以及裝訂成冊。

學員認真的觀摩

學員完成之作品
備註：本表如不敷填寫可自行增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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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4 四．李崇建老師創意寫作班
提升 101.11.21
校園
人
文、藝
術及
文化
環境
計畫
李崇建老師豐富的講演

李崇建老師生動的肢體動作

李崇建老師畢業於南投縣中興高中、東海大
學中文系。曾任職記者、文案、泥水匠、工
廠作業員、酒保、全人學校文學教師，曾獲
玉山文學獎、聯合文學小說新人獎、教育部
文藝獎、台灣省文學獎、洪醒夫小說獎。出
版短篇小說集＜上邪！＞。現今是國語文作
文補習班的講師。
留著一頭長髮的李崇建，是一名專教寫出好
作文的老師。他以充實的教學理念，活潑、
生動的方式來教學，揚棄一般以成績掛帥的
做法，教導學生如何下筆，然後寫出一篇出
色的文章。
這次的研習讓學員得到許多有關作文的故事編
排以及如何構思出故事，更讓學員們了解作文
的整體架構，作文不僅是從自己的親身經歷出
發，更可以自我創造。

學員與李崇建老師於課後討論
備註：本表如不敷填寫可自行增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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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99‐5 計畫名稱：提升學生英文學習成效及建構優質雙語學習環境
辦理項目 □學校行政效能提升
（請單選） □技藝教育方案推動
計畫
編號
資料來源與佐證資料
及名
(請自行編目)
稱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

□產學攜手建教合作
□推動學生就近入學
自評結果
學校辦理之具體成果、遭遇困難
及待改進事項

提升學生英文學習成效及建構優質雙語學習環境
99‐5

【具體成果】：
1.參加全名英檢班名單、教材 1.開設全民英檢班：
等資料
（1）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參加學生計有 51
人，第二學期參加學生計有 32 名，利
用每週三週會、每週六（14：00-16：
00）上課。
（2）100 學年度全民英檢初級複試計有 3
人通過，101 學年度有 1 人通過，共計
有 4 位同學取得全民英檢初級證照，
未來將輔導更多學生參加，以提升學
生英語能力。
（3）經過幾個月訓練，學生普遍反應英文
能力有所提升，同時增加學生學習英
文的興趣及自信心。
（4）對於參加全民英檢初級檢定之學生，
特別加強其參加複試之會話及寫作能
力，期許透過反覆不斷的練習，讓學
生能夠順利取得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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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多元學習表現

□適性學習課程改進

□多元人文藝術發展
訪評結果
考評小組意見
(請依條列式敘述優點與建議）

得分
(以 100 分計)

提升學生英文學習成效及建構優質雙語學習環境
99‐5

2.設置英語學習角
（1）每週利用早自修時間，使用各班教學
電視播放英語會話之教材，期許學生
透過教材之學習，能夠具備簡易英語
對話之能力。
（2）各班設置英語學習角，定期發予資料
張貼，該項資料為民眾看見本校英語
福利社成立之新聞後，將搜集之資料
寄予本校，資料為時事新聞中英對
照，剪貼後印製分發各班張貼於英語
學習角內，鼓勵學生閱讀。
（3）與福利社合作，利用現有場地成立英
語福利社，牆面佈置購物時之對話，
商品品項中英對照，實際演練購物時
之會話，並將會話列入期末考試之考
題，於生活情境中營造英語學習環
境；於教務處設置英語學習角，每個
月設計不同主題進行內容及情境之佈
置，透過校內英語學習角設置，使學
生能於日常生活中便能學習英語。
（4）購置移動式液晶螢幕，並蒐集相關英
語資料進行播放，營造優質的英語學
習情境，供學生進行學習。
三、其他
辦理各項競賽，語文競賽項目包
含英語朗讀、英語字彙，圖書館辦理
英語會話比賽，透過英語競賽舉辦，
讓學生有更多練習的機會。
26

提升學生英文學習成效及建構優質雙語學習環境
99‐5

【遭遇困難】
1.學生英語程度落差太大，整合在同班上
課，無法全面兼顧不同學生之學習需求，
難以輔導學生參加檢定且使得部分學生
出席率較低。
2.雖於教室公佈欄、教務處、福利社設置英
語學習角，並提供豐富多元資料，但發現
學生使用率較低。
【解決方法】
1.與授課老師討論，於未來規劃課程可分為
初級及進階兩班進行教學，視學生差異程
度進行教學，並積極輔導學生參加全民英
檢初級檢定。
2.知會英文科召集人，搭配校內英文課程，
可帶領學生至福利社進行教學，全面性讓
學生透過情境實際體驗及演練，提升其學
習意願。
3.與福利社合作合作，訂定以英語對話購
物，即可享有購物折扣的優惠方案，透過
立即性回饋，吸引學生開口說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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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99‐6＿

計畫名稱： 教師專業發展實施計劃__

辦理項目 □學校行政效能提升
（請單選） □技藝教育方案推動
計畫
編號
資料來源與佐證資料
及名
(請自行編目)
稱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

□產學攜手建教合作
□推動學生就近入學
自評結果
學校辦理之具體成果、遭遇困難
及待改進事項

教師專業發展實施計劃
99‐6

【具體成果】
1.初階實體課程計畫書、研習 ㄧ、辦理特色
手冊、自評及他評相關表
100 學年度第一學期末於校務會
件、評鑑推動小組會議紀錄
議提出參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議
題，於第二學期課程委員會通過參加
101 學年度教師專業發評鑑，共計有 40
位教師參加，已完成線上及實體課程研
習，正進行自評及他評（教學觀察）作
業，彙整教師相關表件後，填寫申請表
件送審，預計 102 年 7 月份順利取得初
階研習證書。
（一）11/18(日)辦理初階實體課程研習 8
小時，邀請揚子中學魏本洲校長蒞校
演講「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校內
外參加教師討論熱烈，經由魏校長的
演講，更加瞭解教學觀察如何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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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多元學習表現

□適性學習課程改進

□多元人文藝術發展
訪評結果
考評小組意見
(請依條列式敘述優點與建議）

得分
(以 100 分計)

6
9
9

教師專業發展實施計劃

（二）11/24 辦理初階實體課程研習 4 小
時，邀請員林農工吳雪蓮老師蒞校演
講「專業成長計畫」、「教學檔案製
作、評量與應用」，講師與參與教師
互動熱絡，使教師對於該項議題有更
深入瞭解。
（三）12 月 19、26 日邀請雲科大技職所廖
年淼教授蒞校輔導評鑑推動小組，制
訂規準及後續規劃事宜，並就教學現
場之資料，對應規準之指標項目，發
展出評鑑指標之佐證資料，供教師於
製作教學檔案時之參考。
二、辦理成效

2.102 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表
件、教師教學檔案、教師研 （一）透過演講以及諮詢，讓教師對於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有更深的認識。
習心得報告、虎農學報、教
（二）讓教師知道目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
學檔案製作研習資料
走向及趨勢。
（三）使參與教師具備教學檔案製作基本知
能，瞭解其應準備的內容及方式等。
（五）鼓勵教師進行教學檔案製作，除增進
教學效能外，尚能夠清楚檢視整個教
學歷程的付出與努力，並且讓老師彼
此之間可以互相觀摩學習。
（六）102 年續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有
44 位教師參加，兩學年度參加比率高
達 90%，顯示本校教師對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已有認識，且皆有意願精進教
學能力。
29

6
9
9

教師專業發展實施計劃

（七）教師參加研習或專業成長課程，返校
填寫研習心得報告表，繳交至教務處
並分享至學校網站，讓所有教師皆能
多方吸收新知識，應用於教學課程。
（八）每年定期出刊「虎農學報」
，分發予
每位教師參閱，目前已出刊至第 12
期，內有諸多教師的研究心得、報
告，透過彼此的互相分享，增進教師
不同領域的專業知能，同時增強教師
的研究能力。
（九）購置筆記型電腦供教師於教學上使
用，學校教室內配有螢幕、42 吋液晶
電視，部分教室配有單槍、電子講桌
等設施，教師可借用筆記型電腦進行
教案規畫、設計等教學資源之建置，
並結合教室之資源設備，使教學課程
多元豐富。
【遭遇困難】
（一）首次辦理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劃，對
於辦理實施過程及準備資料之經驗
較為不足，會因而耽誤到部份申請之
時程。
（二）關於教學檔案製作，所應包含之內
容，因所處職位之不同，資料無法完
全符合規準指標，如多年未接導師，
無法呈現班級經營層面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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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
9

教師專業發展實施計劃

【解決方法】
（一）請教已辦理過多年學校承辦人員及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網承辦人員之經
驗，相互分享彼此辦理過程所遭遇之
問題，使續辦後實施過程更為順暢。
（二）辦理教學檔案製作研習，將教學檔案
製作內容，分享予校內每位教師，全
面性讓老師瞭解教學檔案應如何製
作，並針對內容部份，告知老師可適
度調整教學檔案之內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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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99‐7 計畫名稱：提昇校園友善環境暨學生心理健康與輔導計畫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
辦理項目 □學校行政效能提升
（請單選） □技藝教育方案推動
□產學攜手建教合作
□推動學生就近入學
計畫
自評結果
編號
資料來源與佐證資料
學校辦理之具體成果、遭遇困難
及名
(請自行編目)
及待改進事項
稱
99‐7 一、心理諮商或會談、諮詢、 一、具體成果
提昇
研討服務。
（一）預期目標
校園 二、輔導知能成長研習。
1.心理諮商或會談、諮詢、研討服務：
友善 三、親職暨輔導知能研習。
預定於 101 學年度終結前，達成 140
環境 四、主題性團體輔導活動。
人次之運用心理諮商或會談、諮詢、
暨學 五、主題性心理健康活動。
研討服務目標值。
生心 六、心靈影像故事家。
2.輔導知能研習、親職暨輔導知能研習
理與
及心理健康等輔導活動預定於 101
健康
學年度終結前，輔導知能研習達到
計畫
75 人次，親職暨輔導知能研習達到
40 人次，心理健康等輔導活動達到
300 人次參加目標值。
（二）執行成效
1.心理諮商或會談、諮詢、研討服務：
（1）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接受心理
諮商或會談、諮詢、研討服務人
次 56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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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多元學習表現

□適性學習課程改進

□多元人文藝術發展
訪評結果
考評小組意見
(請依條列式敘述優點與建議）

得分
(以 100 分計)

（2）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截至 4 月
12 日前，服務人次為 24 人次。
（3）服務對象以學生族群為主，導師、
家長為輔；並針對學生困擾議題與
家庭、導師進行諮詢服務，以增進
導師與家長之個案輔導能力，協助
學生心理健康發展、成長。
2.輔導知能研習、親職暨輔導知能研習
及學生心理健康活動：
輔導知能研習、親職暨輔導知能研習
及心理健康等輔導活動於 101 學年
度終結前，已辦理輔導知能研習 1
場次 50 人次，親職暨輔導知能研習
26 人次，心理健康等輔導活動 4 場
次 174 人次。
二、遭遇困難及待改進事項
（一）心理諮商或會談、諮詢、研討服務：
1.社會工作師服務時段安排於週五
上午，若其個案有緊急狀況較無法給
予立即之處遇，故需有配套措施，如
電話輔導、現有輔導人力作支持性輔
導等。
2.評估個案需求，若有家訪之必要性
時，社會工作師有時礙於服務時段之
限制，無法立即給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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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導知能研習、親職暨輔導知能研習
及心理健康等輔導活動：
目前學校空白課程時間較少，活動舉
辦時間常會與其他校內活動衝突，會
影響學生參加之人數，在以不影響學
生正課時間之規劃下，活動之時間安
排較為棘手。

備註：本表如不敷填寫可自行增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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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自主管理考評(含進度掌控與機制運作)
自評結果
資料來源與佐證資料
學校辦理之具體成果、遭遇困難
及待改進事項
學 1. 學校自主管理策略圖(表)
1.自 100 年 8 月 31 日高職優質化進度與
校 2. 優質化推動組織圖(表)
管 控 會議確定優 質 化 推 動 組 織 架 構
自 3. 各項計畫執行進度紀錄表
圖、確定計畫推動小組成員名單、本校
主 4. 經費執行率一覽表(如附表 1)
自主管理策略圖、明定各項子計畫自主
管 5. 學校召開優質化相關會議通知及紀錄
管理記錄的週、月、季報表，並由校長
理 6. 計畫管考和績效評估紀錄
祕書執行說明會議並編訂計畫進度管
考 7. 各計畫追蹤建議與改善作法紀錄
理表，培養自我管理能力。
評 8. 其他相關佐證資料
2.定期召開控管會議
1011003 第一學第一次會議控管會議
1011107 第一學第二次會議控管會議
1020227 第二學期第一次控管會議暨
103 學年度高職優質化計畫撰寫會議
3.經費執行率一覽表(如附表 1)
4.計畫管考和績效評估於會議記錄詳
述。
項
目

備註：本表如不敷填寫可自行增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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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評結果
考評小組意見
(請依條例式敘述優點與建議）

得分
(以 100 分計)

三、網站及校際交流
項目

資料來源與佐證資料

1.能建置高 1.網站建置資料
職 優 質 化 2.其他相關佐證資料
網站

自評結果
學校辦理之具體成果、遭遇困難
及待改進事項
1.本校高職優質化網站已建置專屬網頁，
內容包含
「最新消息」、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
「高職優質化方案與實施計畫」、
「本校優質化計畫書」、
「自主管理」、
「校際經驗交流」、
「執行成果」、
（如本校高職優質化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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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評結果
考評小組意見
(請依條例式敘述優點與建議）

得分(每項以
100 分計)

自評結果
項目
資料來源與佐證資料
學校辦理之具體成果、遭遇困難
及待改進事項
2.能辦理或 1. 校 與 校 及 區 域 性 校 際 1.本校實習處畜產保健科與國立虎尾科技
參 與 校 際 交流資料
大學生物科技系合作辦理產學攜手合作
交流活動 2.其他相關佐證資料
計畫。
2.預定於 102 年五月中旬與大成商工優質
化校際觀摩交流互訪活動。
3.為配合政府十二年國教之推動，強化與技
專院校合作、整合教學資源及促進學生學
習銜接，101/5/1 與彰雲區之雲林科技大
學等五所科技大學及二十六所高中、職簽
訂策略聯盟協議，以強化彼此交流。
4.與鄰近雲林科技大學、虎尾科技大學、吳
鳳科技大學、建國科技大學、明道科技大
學及環球技術大學為策略聯盟學校，各科
參加「中彰雲嘉高（中）職專題製作學習
成果發表」或支援至國中端宣導技職教育
等事項。
5.預計 102 學年度本校機械群與虎尾科技
大學、上銀科技公司辦理產學攜手合作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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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評結果
考評小組意見
(請依條例式敘述優點與建議）

得分(每項以
100 分計)

項目

資料來源與佐證資料

2.能辦理或
參與校際
交流活動

自評結果
學校辦理之具體成果、遭遇困難
及待改進事項
6.本校為配合教育部推動「教育優質化」及
「就學在地化」與諸大學策略聯盟如下：
95 年 10 月與建國科大策略聯盟。
96 年 5 月與高鳳技術學院策略聯盟。
96 年 7 月與雲林科大策略聯盟。
96 年 7 月與致遠管理學院策略聯盟。
97 年 11 月與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策略聯
盟。
100 年 3 月與明道大學策略聯盟。
97 年起至今彰雲嘉區技專院校虎尾科技大
學動力機械系與生機科簽訂專題製作策略
聯盟。

訪評結果
考評小組意見
(請依條例式敘述優點與建議）

總分(各項目得分之總平均)
備註：本表如不敷填寫可自行增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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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每項以
100 分計)

四、行政協助與支援
項
資料來源與佐證資料
目

行
政
協
助
與
支
援

1. 各處室配合執行與完成子計畫資料
2. 各處室支援各子計畫之協調會議紀
錄
3. 各項校外資源協助推動紀錄
4. 與家長代表訪談之結果
5. 與處室主任及教職員訪談之結果
6. 其他相關佐證資料

自評結果
學校辦理之具體成果、遭遇困難
及待改進事項
1.
（1）校長室祕書為總召集彙整計畫與
推動計畫執行人。
（2）教務處協助各子計畫研習推動之
管理，建構教室資訊設備整合共
享。
（3）訓導處協助各子計畫研習推動之
管理。
（4）實習處協助各子計畫設備之規劃
與整合，實習處配合校外資源協
助推動紀錄，如實用技能班、與
虎科大攜手合作班之招生推動。
（5）總務處協助採購招標與驗收登錄。
(6)圖書館協助各子計畫研習推動之
管理。
(7)輔導室協助各子計畫研習推動之
管理。
(8)會計室掌管經費並協助進度控管
(9)101 學年度家長會長林文賓先生、
副會長李美秀小姐常參與本校各
項會議及活動並提供獎勵金。
(10)102 年 1 月 18 日期末校務會議校
長報告學校本學期各項努力成果
及未來努力目標，祕書向全校教
職員本校告各優質化子計畫的活
39

訪評結果
考評小組意見
(請依條列式敘述優點與建議）

得分
(以 100 分
計)

動情形。
(11)技藝競賽選手訓練期間校舍提供
免費住宿。
2.均按照優質計畫自主管理執行流程
圖，各子計畫之協調會議紀錄。
3.家長會支援項目
(1)教務處學生成績優秀及進步獎學
金，優秀獎學金每名 2000 元，進
步獎學金每名 500 元。
(2)支援實習處獎勵農、工、商科技
藝競賽優秀學生，依比賽結果寄
發獎勵金 20,350 元。
(3)支援農、工、商科技藝競賽宵夜
點心費用 9,000 元
(4)清寒優秀獎學金每生 2,000 元×
10 人，合計 20,000 元。
(5)支援食品科製作中秋節蛋黃酥材
料費 44,410 元。
(6)補助教務處辦理語文競賽、招生
宣導等相關活動支出。
（支援本校
承辦 100 學年度高中職登記分發
檢討會便餐 10,000 元）
(7)支援綜職科 學生參加 2013 年冬
季 世界特殊奧林 匹克運動會儲
訓選手獎勵金 8,000 元，優勝獎
金 4,000 元。
(8)支援訓導處 舉辦「2012 戲 劇微
笑」演出 費 3,000 元。
(9)支援育德工家到本校校學交流餐
盒 5,000 元。
(10)支援佳冬高農到本校校學交流禮
品 2,500 元。
(11)支援佳冬高農到本校校學交流便
40

餐 15,900 元。
(12)支援日本教育參訪團蒞臨參訪禮
品 3,120 元。
(13)補助輔導室辦理各項學生輔導工
作（含單親家庭生活困苦、急難
救助）費用支出。

備註：本表如不敷填寫可自行增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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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辦理項目總體績效
指標項目

(1)

預定執行工作內容摘要

執行情形(學校填寫)

是否產生落差

1.成立優質化推動小組、確立組織 1.成立優質化推動小組、確立組織架構。
架構。
2.擬定優質化自主管理執行流程圖。
2.成立優質化自主管理執行流程 3.編列各子計畫執行進度由校長祕書彙
圖。
整。
3.編列各子計畫執行進度。
4.規定優質化自主管理執行進度記錄之
週報表、月報表、季報表，按時呈報祕
4.優質化自主管理執行進度記錄
週、月、季報表。
書彙整後轉呈校長核閱。
5.依照優質化自主管理執行流
5.依照優質化自主管理執行流程，按時召
程，按時召開計畫、執行、檢討、 開計畫、執行、檢討、成效會議。
成效會議。
6.合併於行政會報提升行政效率。
6.教學課業輔導工作相關各處室 7.教務處為總召集負責彙整開班計畫與
任課教師調度、核算經費推動之執行；
均能充分配合完成預定計畫。
總務處協助安排上課教室；會計室掌經 □是(請說明)
學校行政
費審查控管；訓導處協助子計畫輔導課 ▓否
效能提升
之學生管理。
7.學生生涯輔導之實施。

學校訂定以下實施方案並照案實施：
1.學生生涯輔導之實施
（1）辦理 100 學年三年級畢業班升學
博覽會。
（2）辦理 100 學年生涯發展團體輔導
活動 3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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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學校填寫)

得分
(以 100 分計)

指標項目

預定執行工作內容摘要

執行情形(學校填寫)

2.建立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機制。

(2)

是否產生落差

2.每學年辦理輔導知能研習，在生命教
育、性別平等教育、學生行為輔導等議
題上，提昇教師輔導知能與工作效能。
（1）生命教育心理健康活動 2 場次
（2）家長親職暨輔導知能研習 2 場次
（3）教職員工輔導知能研習 2 場次
（4）學生小團體輔導活動 5 場次
3.配合國家重要議題課程融入學校 3.學生生涯輔導之實施
本位課程內容中。
（1）辦理三年級畢業班升學與職業輔導
講座，100 學年辦理講座 10 場次、
校外參訪活動 3 場次（2）輔導學生
檢定 100 學年專案檢定 739 人次，即
測即評即發證 203 人次，全國第三梯
學校本位
次檢定 312 人次。
課程發展
4. 本 校 為 配 合 99 課 程 總 體 綱 要 ，
4.教學成效之實施。
100.3.28 下午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 □是(請說明)
5.訂定教學成效實施辦法與補救教學實 ▓否
施辦法，每月段落評量由註冊組彙整成
績，供任課教師參考，對不及格同學適
時給予補救教學或加強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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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學校填寫)

得分
(以 100 分計)

指標項目

預定執行工作內容摘要
1 鼓勵教師進修參與產學研習活動
2 建立教學檔案與教師專業發展

(3)

教師教學
專業發展

執行情形(學校填寫)

是否產生落差

1.鼓勵教師進修制公民營企業研習並參
與產學研習活動。
2.教師參加進修研習或專業成長課程，並
由學校補助差旅費，99 學年度研習時
數 3777.5 小時、100 學年度研習時數
3944.5 小時、101 學年度統計至目前
2127 小時。
3.101 年 3 月 28 日召開 100 學年度第二
學期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通過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計畫，並成立推動小組，將
於 101 學年度申辦。
4.本校自 101 學年度首次申請參加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共計 40 人參加，約佔
全體編制教師之 45%，101 年 11 月 18、□是(請說明)
24 日已完成初階時體課程研習，101 ▓否
學年度第二學期進行自評與他評作
業，預計於今年暑假取得初階研習證
書，102 學年度繼續辦理，目前教師參
加人數 44 人，顯示本校教師對於教學
精進部分，皆很意願與他人分享與成
長。
5.邀請揚子中學魏本洲校長及員林農
工吳雪蓮老師蒞校演講「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實體課程訓練」，辦理
日期：101/11 /18 及101/11/24，
共有校內、外59 位教師參與。
6.食品科辦理學生專業檢定課程研習 12
小時。於 11/03 辦理學生食品檢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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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學校填寫)

得分
(以 100 分計)

指標項目

預定執行工作內容摘要

執行情形(學校填寫)
專業能力提昇系列研習
（一）
12 小時
（分
2 組）
，本次活動共二年級 80 名，三年
級 1 名同學參加。由張書涵老師、柯晴
文老師擔任講師。
7.辦理教師專業成長研習 3 小時。於
11/14 辦理教師研習活動。由弘光科技
大學食品科技系蔣副教授育錚主講，研
習活動 3 小時。現場共有 13 名校內教
師參加，另有本科對食品檢驗分析有興
趣之 6 名學生共同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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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產生落差

說明
(學校填寫)

得分
(以 100 分計)

指標項目

預定執行工作內容摘要
1.學生智育成績學習成就

(4)

學生多元
學習表現 2.學期舉辦語文競賽之學習成就

3.推動英語會話競賽之學習成就

執行情形(學校填寫)

是否產生落差

1.每學期舉行兩次段考與 1 次期末考
後，由教務處統籌彙整學生學習成績成
效統計表，送校長核示後，於每月家長
委員會、行政會報、主管會報、校務會
議提出檢討報告，並於教學研究會召集
人會議中，要求各科於教學研究會時列
入專題討論；並印製各班成績單給導師
評語後寄發家長，使瞭解其子女於學校
的學習情形。
□是(請說明)
2.每學期舉辦國語朗讀、字音字形、英語
▓否
朗讀、英語字彙、閩南語朗讀、作文等
競賽，前三名由校長頒發獎狀與獎學
金。
3.為促進學生學習英語興趣，進而提升學
生的英語能力，並建立營造學校優質的
英語學習環境，定期辦理英語挑戰活動
及每學期舉辦英語會話比賽。鼓勵學生
參加校際英語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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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學校填寫)

得分
(以 100 分計)

指標項目

預定執行工作內容摘要

4.推動臺灣鄉土語言學習成就。
5.培養專題製作能力。

6.各科檢定成效。

執行情形(學校填寫)
3.1 開設全民英檢班：
（1）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參加學生計
有 51 人，第二學期參加學生計有
32 名，利用每週三週會、每週六
（14：00-16：00）上課。
（2）100 學年度全民英檢初級複試計
有 3 人通過，101 學年度有 1 人
通過，共計有 4 位同學取得全民
英檢初級證照，未來將輔導更多
學生參加，以提升學生英語能力。
（3）經過幾個月訓練，學生普遍反應
英文能力有所提升，同時增加學
生學習英文的興趣及自信心。
（4）對於參加全民英檢初級檢定之學
生，特別加強其參加複試之會話
及寫作能力，期許透過反覆不斷
的練習，讓學生能夠順利取得證
照。
4.成立鄉土語言研究社。
5.實習處為提昇各科學生專業製作的能
力，要求實習處所屬各科於各學年期末
舉行科展呈現。
6.100 學年度應屆畢業生乙級證照共計
106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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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產生落差

說明
(學校填寫)

得分
(以 100 分計)

指標項目

預定執行工作內容摘要
7.各科競賽成果。

執行情形(學校填寫)
7.101 年度：
(1)學生參加全國中等學校技藝競賽
成績：共 7 項獲獎。
Ａ.食品科王穎暄榮獲食品檢驗分
析職種第 16 名（優勝）。
B. 建築科吳協展榮獲建築工職種
第 6 名（優勝）。
C. 製圖科李佩融榮獲機械製圖職
種第 9 名（優勝）。
D. 製圖科陳怡瑄榮獲電腦輔助機
械製圖職種第 16 名（優勝）。
E. 生機科黃偉誠榮獲機電整合職
種第 9 名（優勝）。
F. 電機科黃鈺舜榮獲室內配線職
種第 19 名（優勝）
、電機科李俊
昌榮獲工業配線職種第 23 名（優
勝）。
(2)全國技能競賽：
A.建築科吳協展榮獲分區賽粉刷職
類第 1 名。
B.丁皓穎榮獲榮獲分區賽粉刷職類
第 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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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產生落差

說明
(學校填寫)

得分
(以 100 分計)

1.結合地方產業特色

2.推動類科設備整合

(5)

適性學習
課程改進

3.跨校技藝競賽觀摩合作

1.(1)畜保科與社區產業界簽訂合作計
畫，97、98、99 等三學年度持續辦理，
就讀畜保科的學生素質大幅提昇。
(2) 98、99、100 三學年度持續辦理農
業技術實用技能班。
2.配合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推動類科設備
整合：
（1）電機科提供建築科水電實習
工場（2）製圖科提供生機科、機械科
201、202 製圖教室（3）機械科提供綜
合工場以為製圖科、生機科機械基礎實
習之用（4）機械科提供 CNC 車床及綜 □是(請說明)
合加工機工場以為製圖科數值控制實 ▓否
習之用（5）生機科提供機械電學實習
工場以為製圖科與機械科之用（6）生
機科提供氣油壓工場以為製圖科、機械
科氣油壓實習之用。
3.本校電機科、製圖科、機械科、生機科
每學年均舉辦雲、嘉、南投、彰化、台
南地區跨校技藝競賽觀摩，提升專業技
能。

1.實用技能班之規劃方案。

(6)

1.本校奉准於 97、99、100 學年度招生實
用技能農業技術班各一班； 101 學年度
擬持電機修護班一班。
技藝教育 2.配合辦理國中技藝教育。
2.99 及 100 學年度持續支援崙背、二崙、□是(請說明)
方案推動
▓否
東明國中技藝教育班_農業學程。
3.配合辦理雲林電腦技藝訓練班。 3.長期配合辦理雲林二監電腦技藝訓練
班，頗受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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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1.配合辦理產學攜手建教合作，辦理 1.實習處畜保科配合產學攜手合作計
重點產業專班。
畫，與國立虎尾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與
社區產業界普羅科技、泰宏榮畜殖場、
集美農牧場等五十一家農畜養殖場攜
手建教合作。並於 97 年 5 月奉准招生
20 名滿額，入學成績是 181 分至 245
分，大幅提升本校入學水準。98 學年度
持續辦理重點產業專班－畜產保健
班，入學成績是 385 分至 325 分 PR 值
產學攜手
□是(請說明)
為 PR93－PR68 之間。99 學年度持續辦
建教合作
▓否
理本產業專班。
2.與各大專院校之策略聯盟。
2.參與雲科大 98－100 學年度之策略聯
盟協調會，訂定年度實施方案。
3.本校共與七所大學簽定策略聯盟。
4.預計 102 學年度本校機械群科與虎尾
科技大學結合上銀科技辦理產學攜手
合作專班，已初步獲得通過，待職場評
估後即可確定實施。
1.弱勢及清寒學生課業輔導費退費 1.大環境經濟蕭條又屬貧窮縣市，本
校以低弱勢學生家庭背景較普遍，在
資料
學校扶助照顧下減輕學生負擔，使得
2.特教班學生補救教學教室日誌
學生的輟學率降低，家長對學習成就
3.免試入學申請相關資料
低落之弱勢學生得到免費補救教學
4.100 學年度學生升學錄取名單
□是(請說明)
推動學生 5.技藝競賽成績一覽表、全國技能 機會表示感謝。
2.透過補救教學費用，開設多元學習
就近入學
競賽成績表、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課程，如電腦、球類規則、加強檢定 ▓否
讀書心得寫作比賽成績表、小論 等，培養學生具備多樣能力，使學習
文寫作比賽成績表
成就低落之身心障礙學生得到良好
的適性學習與照顧，近年來綜合職能
科在雲林區招生，每位同學都視本校
為第一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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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1 學年度 12 年安置學生開放 8 位
名額申請進入本校就讀，該年度申請
之學生高達 37 位學生，顯示學校對
於弱勢學生之照顧，獲學生家長肯
定。
4.101 學年度獲優值高質認證肯定，促
成國中畢業生就近入學優質高職，提
高學生學習成效，101 學年度招生為
例，應招人數總計 430 人，實招報到
總人數 430 人，招生率高達 100%；
102 學年度免試招生入學將錄取位，
但報名人數近 867 人，為雲林縣各高
職之冠，報到率 100%。
5.學生生活涵養已明顯提高，讀書學
習風氣已有顯著感受，升科技大學具
體量的表現如下：
（1）科技大學錄取率維持一定比率：
98 學年度為 84.4%、99 學年度為
65.3%、100 學年度為 70%(99、100
學年度各有實用技能班 1 班，學
生以就業為導向)。
（2）國立科大錄取人數：98 學年 91
位、99 學年 86 位、100 學年度
104 位。
6.家長會鼓勵優秀學生獎勵金如下：
（1）101 學年度全國高中職技藝競賽
5 科 7 項職種獲獎，分別為生物產業
機電黃偉誠同學獲得第 9 名、食品檢
驗分析王穎暄同學獲得第 16 名、建
築工吳協展同學獲得第 6 名、機械製
圖李佩融同學獲得第 9 名、電腦輔助
機械製圖陳怡瑄同學獲得第 16 名、
工業配線李俊昌同學獲得第 23 名、
室內配線黃鈺舜同學獲得第 19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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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 年第 42 屆全國技能競賽分區
賽南區建築科吳協展同學獲得粉
刷第一名、中區建築科丁皓穎同
學獲得粉刷第五名。
（3）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全國高級中
等學校讀書心得寫作比賽獲優等
獎 1 人、甲等獎 5 名；小論文寫
作比賽獲優等獎 5 人、甲等獎 4
人，101 年度雲林縣國語文競賽
畜保三黃沛勝同學獲得高職組閩
南語演講第二名。
7.教師對於學習成就低落之學生，可
申請補救教學，共計 90 節，利用課
餘及假日時間授課，讓學習成就較
為低落的學生，透過補救教學，使
該學科成績有所進步。
【遭遇困難】
1.弱勢學生越來越多，學期中陸續有學
生申請低收入戶減免費用，學期初較
難控管名額與經費。
2. 學 生 素 質 雖 有 進 步 ， 但 並 非 全 面
性，師生都必須要付出更多的努力，
以期能夠達到預期目標。
【解決方法】
1. 透 過 各 項 獎 學 金 發 放 及 費 用 的 減
免，讓學生能夠安心求學。
2.學校教師在教學上持續推動，讓課
堂學習更吸引學生的注意力，加深加
廣讓學生獲得更多知識，適時鼓勵學
生，增強學生的學習興趣。
3.辦理對學生有益的課程或競賽，讓
學生透過實際參與的過程，增強學
生學習的自信心。
4.針對未能即時申請之弱勢學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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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導師各班清寒弱勢學生之推薦
表，減免課業輔導費，該項費用由
校內課業輔導費項下支應，讓學生
全面獲得幫助，以便能在校安心就
學。
1. 設立藝文展示迴廊
(支援各學科教學活動)

2.創意藝術鑑賞活動

(9)

多元人文
藝術發展

1.閱讀迴廊於 101 學年上學期建置完
成後，未來將展示一些與閱讀寫作
的相關作品。期許藉由這些作品展
示，可以讓文學之美能留存學生心
底。目前整體的空間充滿多樣性。
學生經過時大多會駐足觀覽。如果
能再將展示空間擴大，未來希望可
以邀請作家到校來講演，讓學生的
閱讀視野更開闊。
2. 2012.09.26 創意藝術鑑賞(一)邀請
人間國寶--陳錫煌布袋戲講座：
傳統布袋戲結合戲劇、表演、
□是(請說明)
音樂、藝術、文學，有如綜合藝術，
▓否
而且一個人就能完成，是許多劇種
所不及。陳錫煌老師製作的戲服及
帽盔，在業界享有盛名，無可取代
到台北市政府文化局已為他報名重
要傳統藝術「工藝類」保存者，是
台灣唯一兩項「人間國寶」加身的
藝師。
4. 101.10.17 創意藝術鑑賞(二)
迷你相本製作：
汪紅華老師教導學員創作屬
於自我風格的相本。由於是迷你型
的相本，所以在製作上需要巧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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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紅華老師從挑選相片開始講解，
進而解說何謂優化處理—即將相片
做最佳的調整，考慮版面構圖、相
片明暗等應注意事項，讓整體相本
內的相片符合自我的需求。
5. 101.11.21 李崇建老師創意寫作
班：
李崇建老師畢業於南投縣中興
高中、東海大學中文系。曾任職記
者、文案、泥水匠、工廠作業員、
酒保、全人學校文學教師，曾獲玉
山文學獎、聯合文學小說新人獎、
教育部文藝獎、台灣省文學獎、洪
醒夫小說獎。出版短篇小說集＜上
邪！＞。現今是國語文作文補習班
的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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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辦理特色
自評結果
項目

資料來源與佐證資料

訪評結果

學校辦理之具體成果、遭遇困難
及待改進事項

學 校 特 色 一、新生入學總人數穩定 一、宣導計職優點，鼓勵學生就近入學。
做法
成長，且就近入學的 1.97 學年度日校註冊學生數：441 人
學 生 人 數 有 逐 年 增 98 學年度日校註冊學生數：446 人
加的趨勢；優質化補 99 學年度日校註冊學生數：478 人
助 提 升 社 區 學 生 就 100 學年度日校註冊學生數：466 人
近 入 學 獎 勵 方 案 產 100 學年度雲林區擴大免試入學方案，本校免試入學
生明顯的效果。
錄取名額為 144 人。
101 學年度雲林區擴大免試入學方案，本校免試入學
錄取名額預計為 220 人。
102 學年度雲林區擴大免試入學方案，本校免試入學
錄取名額預計為 330 人。
2.適性化社區生人數
97 學年度：150 人
98 學年度：190 人
99 學年度：205 人
100 學年度：183 人
101 學年度：241 人
明顯看出就近入學的學生人數有逐年增加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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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小組意見
(請依條列式敘述優點與建議）

加分
(以 5
分計)

自評結果
項目

資料來源與佐證資料

訪評結果

學校辦理之具體成果、遭遇困難
及待改進事項

二、輔導多元入學管道提高 ㄧ、
升學率。
1.提供協助想念書的學生留校晚自修，並安排老師
輔導。
2.配合政府政策，輔導三年級學生乙級證照檢定，
並鼓勵技優管道入學科大。
3.協助學生建立學習檔案之收集與彙整，製作入學
之書審資料並辦理競賽及觀摩。
4.聘請專家面試技巧現身說法。
5.辦理升學博覽會，使學生了解各科大的專業領域
及發展。
（1）統測 （2）推甄 （3）技優
二、學生讀書學習風氣有顯著提昇，升科技大學的學
生錄取率如下：
1.科技大學錄取率逐年增加：
93 學年為 38％ 。
94 學年為 46.4％。
95 學年為 52.6％。
96 學年為 72.5％。
97 學年為 74.4％。
98 學年為 84.4％。
99 學年為 73.4％。
100 學年為 81.5％。(其中一班實用技能學程，為就
業導向，母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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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小組意見
(請依條列式敘述優點與建議）

加分
(以 5
分計)

自評結果
項目

資料來源與佐證資料

訪評結果

學校辦理之具體成果、遭遇困難
及待改進事項
3. 國立科大錄取人數：
93 學年 1 位。
94 學年 8 位。
95 學年 26 位。
96 學年 41 位。
97 學年 72 位。
98 學年 91 位。
99 學年 100 位。
100 學年 104 位。

三、
三、
1.學生受獎人數於上下學 1.各學期學生獎懲人數統計如下：
期均有增加趨勢，懲戒人數 (1)
於上、下學期尚不穩定；總 96 上學期：學生受獎人數 1045 人
體而言學生的表現有越來
學生懲戒人數 499 人。
越好的現象。
97 上學期：學生受獎人數 1089 人
學生懲戒人數 576 人。
98 上學期：學生受獎人數 1147 人
學生懲戒人數 479 人。
99 上學期：學生受獎人數 1206 人
學生懲戒人數 605 人。
100 上學期：學生受獎人數 1853 人
學生懲戒人數 675 人。
101 上學期：學生受獎人數 2121 人
學生懲戒人數 49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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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小組意見
(請依條列式敘述優點與建議）

加分
(以 5
分計)

自評結果
項目

資料來源與佐證資料

訪評結果

學校辦理之具體成果、遭遇困難
及待改進事項

(2) 96 下學期：學生受獎人數 954 人
學生懲戒人數 608 人。
97 下學期：學生受獎人數 956 人
學生懲戒人數 531 人。
98 下學期：學生受獎人數 1114 人
學生懲戒人數 460 人。
99 下學期：學生受獎人數 1850 人
學生懲戒人數 753 人。
100 下學期：學生受獎人數 1828 人
學生懲戒人數 613 人。
四、休學人數與休學率減 四、
少。
1.近年來社會一般家庭的經濟收入普遍降底，本縣又
屬貧窮縣市，所以本校擁有不少屬於低弱勢家庭背
景的學生（每一學期均超過 100 位）
，在學校扶助經
費的照顧下，學生的輟學率並沒有增加。
2.98 學年第一學期學生休學 5 人。
98 學年第二學期學生休學 2 人。
99 學年第一學期學生休學 6 人。
99 學年第二學期學生休學 8 人。
100 學年第一學期學生休學 8 人。
100 學年第二學期學生休學 11 人。
101 學年第一學期學生休學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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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五、
1.家長會運作正常，按時召 1.請參閱家長會參與校務狀況資料。
開家長會，重要校務均邀 2.每學期家長會提供清寒優秀學生獎助學金及學生成
請家長會代表參與。
績優秀家長會獎學金。
2.親師座談會之推動。
96 學度提供金額 150000 元。
97 學度提供金額 132000 元
98 學度提供金額 159500 元
99 學度提供金額 85740 元
100 學度提供金額 97406 元
101 學度提供金額 100200 元
3.本校每學年的第一學期均會擇一星期假日，舉辦親
師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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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重要教育政策之推動：六、
1.推動本土語言教學
1.每學年度，每年均舉辦閩南語朗讀比賽。成立鄉土
2.性平教育之推動
語言研究社。
3.技藝教育方案推動
2.每學年辦理輔導知能研習，在生命教育、性別平等
4.推動技藝產學攜手合作
教育、學生行為輔導等議題上，提昇教師輔導知能
方案成效顯著。
與工作效能。不定期召開性別平等會議處理性平事
件。
3.技藝教育方案推動：支援崙背、二崙、東明國中技
藝訓練班推動，規劃實用技能班之成立方案，97~99
學年度電機修護班招生 45 位滿額；98~100 學年度
農業技術班招生 45 位滿額；101 學年度招收電機修
護班招生 45 名；102 學年度預計招收農業技術班
40 名、機械修護科 40 名。
※與彰雲嘉區技專校院合作辦理國中技職教育體驗活
動 3 場次。
4.產學攜手合作專班成立：畜保科與國立虎尾科技大
學生物科技系結合地方特色畜牧產業，於 97、98、
99 學年度辦理農業科技產學攜手合作專班。
5.預計 102 學年度本校機械群科與虎尾科技大學結合
上銀科技辦理產學攜手合作專班，已初步獲得通
過，待職場評估後即可確定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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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生生活管理之提升。七、
1.細心規劃學生作息時間含學生上放學、早自修、
晨跑活動、升降旗、堂課、午休、整潔活動時間
等之有效管理，使學生的學習活動動靜分明、進
退有節，讓學生得以在寧靜、溫馨、健康的學習
環境中成長學習，再配合生活教育的落實執行，
最近三年本校學生的生活教育、學生的行為表
現、校區整潔、校園安寧，頗受校內師生、家長
及社區人士肯定。
2.發揮境教功能，以主動、積極的關懷代替消極被
動的制約學生，讓學生體會到來自師長的愛與關
懷，也讓學生感受到虎尾農工優質的學習環境。
3.擬定青少年公民教育方案，積極規劃含民族精神
教育、倫理教育、民主法治教育、品格教育、安
全教育、職業道德教育等等各項公民教育，以培
育優秀公民，建構優質公民社會。
4.積極關懷協助來自弱勢族群的學生，讓這些學生
得以順利成長。
5.積極輔導少數適應不良的學生，導正其不良習
性，讓所有學生得以適性成長。
6.建立暢通的師生與親師溝通管道，使老師對學生
的輔導與管教能贏得家長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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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加強學生多元學習表 八、
現。
1 社團參與樂儀隊表演。
2.校內各科實習成果之展示。
3.技藝競賽。
4.創作發明競賽。
4.技能檢定之成效。
5.捐血活動。
6.CPR 講習。
7.春暉專案拒煙反毒宣導。
8.推動臺灣鄉土語言。
9.字音、字形、朗讀、國台語、英語演講競賽。
10.英語自我挑戰之學習成就。
11.繁星計劃。
12.科技大學錄取率逐年增加。
13.交通安全宣導。
14.反霸凌友善校園活動。
15 辦理「第二屆創意構思作品實務競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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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師教學專業發展
九、
1.建構教師教學檔案。
1.鼓勵教師進修參與寒暑假公民營機構產學研習活
2.鼓勵教師參與專業評鑑。 動。
2.建構教師教學檔案平台。
3.建構教師專業發展，每學年度出刊虎農學報，鼓勵
教師進行教學研究，提供教師發表研究成果之空
間，進而提昇本校教師學術研究水準。
4.出刊「弘毅之聲」輔導刊物。
5.有意願且參與教師專業評鑑自評階段的老師增加為
43 人，佔全部編制內之專任教師(不含教官及護理教
師)93 人的 46%，顯示接近半數的老師已逐漸認同教
師教學專業發展的必要性。101 年度申辦教師教學專
業發展評鑑。
6.本校 100 學年度參加教師教學卓越獎評選，內容為
生機無限-多元學習整合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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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學校經費執行率一覽表
（由學校彙整所有子計畫後填報一份）
單位：仟元

填報日期：102 年 4 月 19 日

101 會計年度 101 學年度上學期

101 會計年度 101 學年度上學期 資本門 經費概算

備註

資本門 經費執行
項次

名稱(項目)

1

音響

2

42"液晶螢幕(含安裝)

3

無形資產
（教學媒體公播版）

4

規格

單位

數量

單價

台

1

28

42 吋

台

1

公播版

套

自動繞線機

5

單位

數量

單價

28

台

1

31

31

68

68

台

1

68

68

1

15

15

套

1

12

12

台

1

80

80

台

1

80

80

無限感測模組

套

1

18

18

套

1

18

18

6

交直流電控制盤教學模組

組

11

21

231

組

11

21

231

7

彩色印表機

組

1

26

26

組

1

24.94

24.94

8

空調設備

組

2

43.655

87.31

組

2

43.655

87.31

9

閱讀迴廊意象工程

式

1

101.69

101.69

式

1

101.69

101.69

10

展覽櫃

座

5

40

200

座

5

40

200

11

軟體費（輔導系統）

套

1

95

95

套

1

95

95

組

總價

總經費概算(A)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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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執行總額(B)

總價

948.94

經費
執行率
B/A%

99.88%

102 會計年度 101 學年度下學期

102 會計年度 101 學年度下學期 資本門 經費概算

備註

資本門 經費執行
項次

名稱(項目)

1

個人電腦

2

55"液晶螢幕(含安裝)

3

規格

單位

數量

單價

總價

單位

數量

單價

總價

台

1

30

30

台

1

30

30

台

1

98

98

台

1

98

98

筆記型電腦

台

20

15

300

台

20

15

300

4

中音薩克斯風

組

2

48

96

組

2

48

96

5

化學排煙設備

組

1

97

97

組

1

97

97

6

多媒體手提電腦

台

1

30

30

台

1

28.998

28.998

7

藝術品

件

2

10

20

55 吋

8

機電整合教學設備模組

組

2

45

90

9

交直流電控制盤教學模組

組

9

21

189
經費

總經費概算(A)

950

經費執行總額(B)

目前執
執行率
行中
B/A%

備註：註明填寫細項；按照計畫申請之品項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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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次

名稱(項目)

101 會計年度 101 學年度上學期
經常門 經費概算及執行
概算總額

執行總額

單位：仟元 填報日期：102 年 4 月 19 日
102 會計年度 101 學年度下學期
經常門 經費概算及執行
備註
概算總額
執行總額

1

鐘點費

512

510

485

2

出席費

0

0

0

3

工作費（工讀費）

0

0

0

4

保險費

0

0

0

5

旅運費（國內旅費、短程車
資、運費）

6

4.858

3

6

印刷費

32.8

32.4

71.4

7

技能競賽（檢定）指導費

0

0

0

8

教師進修補助費

0

0

0

9

學生獎學金

123.5

123.5

75.6

10

學生助學金

0

0

0

11

軟體設計費

0

0

0

12

軟體授權費

0

0

3.5

13

設備維護費

26

29.437

20

14

材料費

104

97.035

76

15

物品

123.5

127.9

148.5

16

其他

22.2

23.847

67

950

948.977

950

小計

備註：請依此 16 項目歸類加總填寫，請勿自行增列名稱(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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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會計年度（101 學年度
下學期）經常門正執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