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基本資料、評鑑結果及辦學特色一覽表 

校名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校址 722臺南市佳里區六安里 269號 

網址 http://www.pmsh.tnc.edu.tw/ 

 

校地面積(㎡) 樓地板面積(㎡) 

教師人力素質 

博士(%) 碩士(%) 
研究所學

分班(%) 
大學(%) 其他(%) 

73820.88 29004 0 55 13 31 1 

 

學生班級數與人數比率(高中部係含高中職及綜合高中) 

年級 

科別 

高中部 
國中部合計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班數 人數 班數 人數 班數 人數 班數 人數 

普通高中 11 418 11 433 11 425   

         

         

         

         

         

合計 11 418 11 433 11 425   

總班數/總學生數 33／1276  

【說明】 

1. 本表可依照各校實際辦學情況，自行增加或刪減。 

2. 學生數及班級數請以 101學年度具有學籍之學生為限。 

公告於學校網頁 



學校最近 1次接受學校評鑑之評鑑結果 

評鑑實施日期 101年 3月 16日 評鑑總成績 達 80分以上 

評鑑項目 

(含專業評鑑之群、科) 
等第 優點 

一、校長領導 二等 

1.校長辦學理念清晰具有正確之辦學方針，也根據學校之歷

史、地方及校內外因素做 SWOT 分析，訂有 99~104 校務發展

計畫。 

2.校長專業背景及進修研習認真，積極參與研究所進修，及參

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活動，並有講師資格。 

3.校長辦學勤快每天巡堂，營造校園和滿氣氛，學生教師均喜

歡。 

4.極能探詢與接納師生意見獲得師生之愛戴。 

二、行政管理 二等 

1.學校重要會議資訊能公佈於網站供同仁查閱。 

2.訂有校園安全維護辦法、電腦安全手冊及緊急應變措施，據

以執行。 

3.預算及會計業務訂有標準作業流程，利於行政運作。 

4.能配合教育部政策提升就近入學及免試入學比率。 

三、課程教學 二等 

1.設立電腦 e化教學平台，提供學生虛擬教室學習。 

2.各科均有豐富的補充教材，並編輯成冊，評量方式以心得、

小論文、檢定考試、動手操作來呈現多元方式。 

3.學校重視英語學習，並提供日、韓等第二外語課程與學習機

會。 

4.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除老師及行政人員外，特殊生之家

長亦列名其中，可維護特殊生之權益。 

四、學務輔導 一等 

1.重視生活教育，且效果良好。 

2.成立多種社團，鼓勵參與校外競賽，提供學生發展潛能的機

會。 

3.對低成就學生實施小團體輔導，用心規劃。 

4.實施多種心理測驗，協助學生了解自已，選擇進路。 

5.對個案諮商資料建立完整並有後續輔導策略。 

6.重視體育活動，尤其有全國聞名的足球隊。 

五、環境設備 二等 

1.校園綠化成效良好，樹林多，並有具特色之桃花心木步道，

受師生喜愛，形成良好的境教。 

2.垃圾分類資源回收教育落實徹底，減少垃圾袋的使用量，提



升學校環境優雅程度。 

3.圖書館能辦理多元活動，吸引學生入館閱讀並借閱圖書。 

4.教室教學設備充實，備有電腦、單槍、螢幕等，有助於教師

教學。 

5.訂有校園場地借用要點，提升學校中正堂及其他公共資源之

使用效益。 

6.學生借閱讀書率提升，學生並能於家裡線上檢索，增加圖書

館之使用情形。 

七、社群互動 二等 

1.家長會設置辦法與組織章程、校友會組織章程完備且運作順

暢，協助校務發展。 

2.校友會支持學校，捐贈清寒學生獎助學金和冷氣設備費等，

協助校務發展。 

3.教職員工成立圖書館愛心會定期捐款並頒發獎助學金協助弱

勢學生專心向學。 

4.學校辦理教職員工與退休人員各項聯誼、文康及休閒活動，

增進學校溫馨、和諧的氣氛。 

5.學生服務性社團利用寒暑假和課餘時間辦理社區服務活動，

增進學校和社區良好關係。 

八、績效表現 一等 

1.教師積極參加校外各項研習。舉辦校內研討會，且多數教師

能利用學校數位教學平台，建置教材，有助提升教學品質。 

2.學校能結合社會資源，鼓勵社團及學生從事各項社區服務及

弱勢扶助工作，深獲好評。 

3.學生參加各類比賽，尤其田徑與足球，成績亮麗，值得肯定。 

4.學校辦學績效獲社區民眾肯定，學生就近入學比率已達 96%。 

【備註】學校評鑑待改進事項及改進策略(連結網址)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101學年度學校評鑑之具體改進措施報告 

101/11/07行政主管會議通過 

一、 依據：教育部部授教中（二）字第 101051706A號函辦理。 

二、 主旨：本校接受 101年度學校評鑑，就「改善意見」研提「具體改進措施」，並納入重大

校務改進事項。 

三、 內容：相關處室針對本校 101年度學校評鑑之結果，就「改善意見」部份，研提「具體改

進措施」臚列於後，並納入規劃與推動行政工作之首要事務。 

 

 



項目 改善意見 具體改進措施 

一 

、 

校 

長 

領 

導 

1.教師進修意願低，全校 71

位教師僅 26 人具碩士學

位，99~104 校務發展計畫

SWOT亦提出此點，但未見具

體改善措施。 

1.本室利用校務會議或請各處室於相關教師集會

中，再次宣導鼓勵教師積極參加研究所進修，取

得碩士學位，提升教學素養。 

2.協請會計室寬列進修經費，予以研究所進修教師

學分費補助，以提升意願。 

3.其他獎勵措施（含敘獎、獎金、獎品或於集會中

褒獎……等），經行政會報討論後行之。 

 

承辦單位：人事室 

2.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至今

僅六人有初階合格證書，值

得再努力推動。 

1.本校於 99年 8月 30日校務會議決議，於 99學

年度開始參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劃之逐年期

組」，依據本校「99、100、101學年度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實施計劃」持續辦理。至 101學年度第

一學期計有 40 位教師參與，並鼓勵未參與之教

師及新進教師踴躍參加。 

2.本校於 101/5/10 獲教育部核准自辦「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人員初階研習」，已於 101/5/14、5/25、

6/1、6/22辦理完成初階實體課程之研習，計有

校內 40位教師完成實體課程，成果顯著。 

3.本校於101/7/5依規定函報教育部通過初階研習

人員計 24 位教師，其餘已參加實體研習未完成

初階認證之教師，亦鼓勵盡速完成線上課程。 

4.積極推動通過初階之教師繼續參與「教師專業發

展評鑑人員進階研習」。至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

本校已有陳禹齊老師、黃祈銘老師通過進階研

習，且陳禹齊老師已通過輔導夥伴培訓認證為輔

導夥伴。 

 

承辦單位：教學組 

3.行政會報兩週一次，擴大

行政會報一個月一次與實

際不符，校長信箱及溝通平

台無具體紀錄。 

1.本校行政會報兩週召開一次，擴大行政會報兩個

月召開一次，屬定期會議，均由校長主持。惟考

量校務實際需要，其餘時段可由校長決定召開不

定期行政會報。 

2.持續向本校師生宣導校長信箱與校園網路留言

板，並將本校師生表達意見與建議，若與校務工

作有關者，則納入行政會報討論。另每月綜整成



果上呈校長批閱，以利本校校務推展與共同營造

友善校園。 

承辦單位：文書組 

二 

、 

行 

政 

管 

理 

1.校務發展計畫宜載明於

何時經校務會議通過，重點

要項亦宜列明推動時程。 

1. 已於 101年 8月 29日校務會議通過 

 

承辦單位：總務處 

2.行政會議決議及校長指

示辦理事項，宜建立執行情

形之檢核機制，並有完整之

紀錄可查。 

1.於每次行政會議召開時，確認並檢核上次行政會

議之決議及近期校長指示辦理事項，並請各承辦

處室人員簡要報告執行成效。 

2.具體建立執行情形之檢核紀錄，並會相關處室主

管覆核後存檔。 

 

承辦單位：文書組 

3.諸多學校規章及辦法未

載明於何時何種會議通過

(如體育場管理辦法、學生

成績考查辦法、服務學習實

施辦法、網路使用辦法…

等)，宜依實補列。 

1. 詳加督導各處室之學校規章及辦法，應載明通過

時間及會議名稱，並依實補列。 

 

承辦單位：體育組、註冊組、訓育組、設備組                                    

三 

、 

課 

程 

教 

學 

1.特殊生之個別化教育計

畫內容應有基本資料及各

項需求或評量紀錄，其學習

目標宜考量學生之現況及

學習需求。 

1.將特殊生予以個別資料夾建檔，並將基本資料、

需求及各項評量紀錄等資料列印後彙整至該資

料夾。 

2.修改 IEP格式，增列學生現況評估一欄，召開 IEP

會議時提醒教師考量學生之現況及需求，訂立適

切之學習目標。 

 

承辦單位：輔導室 

2.校內特殊教育研習可結

合現有特殊生之障別或需

求，使參與研習之教師能運

用所學，擴大效果。 

1. 將依現有之學生障別辦理本校教師相關特教研

習。 

 

承辦單位：輔導室 

四 

、 

1.宿舍應有逃生緩降設備

及演練。 

1.體育班宿舍目前全部有裝設緩降設備；普通班宿

舍請庶務組會同舍監及廠商評估裝設位置後進

行裝設。 

2.請監舍於每學期初安排學生進行逃生演練。 



學 

務 

輔 

導 

 

承辦單位：總務處 

2.對體適能待加強學生，宜

有輔導措施。 

1.通知體育科任課教師，協助加強認知與開立運動

處方。 

2.鼓勵學生體適能測驗時，雖然沒有作為體育成績

之依據也能努力操作。 

3.於學校網頁連結教育部體適能護照，鼓勵學生上

網登錄所操作之運動處方。 

 

承辦單位：體育組 

五 

、 

環 

境 

設 

備 

1.學生宿舍餐廳環境宜再

整理乾淨，並美化，地板要

更乾淨，不用的雜物應移

除。 

1.請舍監安排學生定期清掃。 

2.雜物部分確定無用後請工友協助清理。 

 

承辦單位：總務處 

2.宿舍應裝置逃生設備，並

加以演練。宿舍洗衣機應裝

置接地線與斷電系統，以維

完全。 

1. 宿舍洗衣機裝置接地及斷電系統先請廠商評

估，在經費許可下再進行裝設。 

 

承辦單位：總務處 

3.團體諮商室有霉味，可能

與牆壁之壁癌、窗戶長期未

開有關，建議改善。 

1. 定期開啟團諮室所有窗戶，以加強空氣流通。 

2.設置除濕機，降低濕度，改善空氣品質。 

 

承辦單位：輔導室 

4.體育班重量訓練室不用

的運動器材應移除，地板防

護措施應加強，並張貼使用

安全說明。 

1. 重訓室器材數量及種類繁多，要求各團隊操作時

務必將少數器材搬至室外操作，以免阻礙室內通

道及操作空間。 

2.各項器材之使用說明已張貼，並要求教練及老師

加強宣導。 

 

承辦單位：體育組 

六 

、 

1.雖曾有家長擔任圖書志

工，尚可更積極鼓勵家長參

與志工，協助推動校務發

展。 

3.請各處室討論是否有需家長參與之活動，再邀請

家長參加。 

 

承辦單位：總務處 



社 

群 

互 

動 

2.宜加強與鄰近中小學和

大學校院的教育夥伴關

係，進行課程教學、教師實

習或生涯探索與發展等各

項合作計畫。 

1. 100學年度教學組所辦的教學研習活動，如:「外

交小尖兵」、「模擬聯合國」、及數學科「高中數

學試題分析」等皆邀請鄰近高中同科教師一起研

習，互相觀摩。且主講人亦力邀其他高中實際負

責該活動之老師(如:「外交小尖兵」為台南女中

吳佳陵老師，「模擬聯合國」為新竹女中王先念

主任)，期能經驗傳承，收「他山之石，足以攻

錯」之效。 

2.101學年度上學期舉辦的「如何寫好學測英文作

文」及國文科的「始乎興趣，終乎能力──我的

國文教學策略分享」、「翻轉吧!國文老師-點燃一

把學習之火，讓石化的學生動起來」則分別聘請

師大附中劉雲湘老師、台南二中陽惠椀老師及瑞

祥高中洪梅珍老師，以增進校際間課程教學策略

交流。 

3.有關與大學院校的長期合作關係，國文科主要為

高雄師   大(如:進修學院國文羅克洲教授)、數

學科為台南大學(如:葉啟村教授)，英文科為長

榮大學翻譯系、自然科為南台科大林儒禮教授、

康寧大學等。  

4.國文科的「榕園文藝營」師資來源除知名學者

外，另請台南大學、台南一中、台南二中、台南

女中、家齊女中的老師擔任授課老師。英文科的

「英語營」請長榮大學翻譯系協助課程規劃與師

資提供，自然科的「太陽能車研習及實作」亦請

南台科大進行課程講授及技術支援。 

5.來年除與鄰近中學與大學的教育夥伴交流的例

行活動外，仍將努力在既有合作關係上做更緊密

之連結。 

 

承辦單位：教學組 

八 

、 

績 

1.教師雖積極參與研習，但

研習結果如何轉化為實際

的教學創新，仍有加強空

間。 

 

1. 100 學年度英文科所舉辦的英文校內學習網(英

檢網、單字網、多益網)研習活動，除供學生自

學自測之外，英文科老師們亦將此列為上課輔助

課外教材；「外交小尖兵」的研習活動促成 101 

學年度首次站上比賽的舞台，參加同學們皆從中

獲得豐碩的成就感；「模擬聯合國」研習之後，

老師們對指導學生更能得心應手，有三位同學已



效 

表 

現 

 

報名明年的台南一中 MUN，之後類似的活動會有

更多學生踴躍參與。 

2.101學年度上學期的「太陽能車製作研習」，老師

們學習製作技巧之後，立刻傳授學生，師生共同

實作並舉辦太陽能車競賽，寓教於樂，是很成功

的一次教學相長的實例。 

3.另外數學科不定期舉辦的讀書會，進行試題解析

評鑑與閱讀數學相關書籍，彼此分享讀書心得與

教學經驗，已有教師專業社群的雛型，值得本校

其他各學科學習跟進。 

 

承辦單位：教學組 

2.免試入學學生已達 60%以

上顯現學生來源比以前更

多元化，學校宜思考妥適策

略以滿足多元學生的學習

需求，維持應有的學習成

效。 

1. 多元化教學的精神為「活化教學，適性揚才」期

望使每位學生都能「選其所愛，愛其所選」。目

前本校於學生的多元學習需求方面，先從選修課

程及社團活動雙管齊下，再以各類學生研習與比

賽活動為輔，希望能讓學生在不拘泥於傳統制式

學習下，學習更多元並能維持應有的學習成效。 

2.選修課程方面，全校除高二自然組以外，廣開第

二外語(日、韓、德、法、西、義)及書法篆刻等

課程。社團方面分為:服務、學藝、體能、康樂、

學術等社團。與學科相關的學術社團部分有實用

美語社、日文社(兩社為外聘老師)及其他由本校

老師開設的外交小尖兵社團(英文)、GIS與多媒

體研究社(地理)，自然科學研究社、華語文研究

社、數學、公民議題及歷史研究社等。 

3.另外本校圖書館亦有多項線上學習課程，教學影

片可供同學借閱，使學生們的學習管道更為多

元。 

 

承辦單位：教學組 

 

 

 

 

 

 

 



學校近三年績優表現及特色概述（約 300-500字） 
(例如：國際交流、學生競賽、社區表現…等)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101學年度辦理優質高中認證作業學校績優表現之簡述 
101/11/07 行政主管會議通過 

(1)參加 100學年度高中數理及資訊學科能力競賽分區複賽榮獲數學科第五名。 

(2)參加 100學年度第五分區科學展覽會，榮獲數學科 2項佳作。 

(3)100學年度辦理 2場能源教具街頭示範研習。 

(4)100年臺南市語文競賽本校榮獲教師組團體總成績第一名。 

(5)100/10/7本校學生參加 100年臺南市語文競賽，計有 8人得獎。 

(6)100/10/21100年度臺南市學生美術比賽，計有 5人得獎。 

(7)100/11/1100學年度全國英文單字比賽，計有 4人晉級全國決賽。 

(8)100/11/1100學年度全國英文作文比賽，計有 1人晉級全國決賽。 

(9)100/12/26100學年度全國英文作文比賽，計有 1人榮獲全國決賽佳作。 

(10)100/12/8100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計有 1人得獎。 

(11)100學年度數理及資訊學科能力競賽，計有 2人得獎。 

(12)101/5/26-27臺南市 101年度市長盃語文競賽，教師和學生計有 6人得獎。 

(13)101/5/30100學年度全國高中職策略聯盟「兒童劇彩繪面具」競賽，計有 2人得獎。 

(14)100/09~101/06英文科、藝能科、自然科研習。 

(15)101/02/23-06/01推行「北中英語日」：每周五下課時間於各班電視統一播放美洲佳句，中午用餐時間播放時事

英文，午休時間英文科教室開放使用供師生互動交流。 

(16)101/03-101/06北中教師讀書會：共計 10場次，由校內教師負責導讀。 

(17)社會科研習：辦理社會科教師專業成長研習暨高二社會組法院參訪活動，計有 4梯次。 

(18)101/4社會科研習：辦理高一學生社會科百萬小學堂活動。 

(19)101/03/08教務處辦理本校 e－class線上教學系統資訊平台研習。 

(20)101/03-101/06依據本校「精英拔尖及弱勢學生課後輔導計畫」辦理學習弱勢學生課後補救教學。 

(21)101/7/10-11國文科研習：100學年度榕園文藝營。 

(22)101-7-12數學科研習：101學年度暑期數學資優研習營。 

(23)100年全國青年盃足球錦標賽第五名。 

(24)101年台南縣中等學校聯合運動會，高男組田徑賽總錦標冠軍，高女組田徑賽總錦標冠軍。 

(25)101/03/13 100學年度中等學校足球聯賽高中組第二名。 

(26)101/2/10實施「反黑反毒反霸凌-友善校園音樂會」活動。 

(27)101/6/20修訂本校學生手冊內學生相關規範及獎懲辦法等。 

(28)101/7/20辦理本校下學年度學生專車標案事宜。 

(29)100/09/16北中多媒體播客系統研習。 

(30)100/10/11 開始圖書館推出主題書展，結合時事篩選優質好書展出，提供師生優質閱讀環境，已推出「賈伯斯

」、「經濟趨勢」、「2011開卷好書」、「下一個林書豪就是你」、「推甄指考」、「朱學恒的創意與熱情」、「出去走走

」等主題書展。 

(31)100/11/01開始挑選誠品書店優質暢銷書，集中展出，提高師生閱讀樂趣。 

(32)100/12/1與風球詩社合辦『全國高中巡迴詩展』。 

(33)100/12/12－100/12/23北中圖書館週活動，包括書展、榕園師生聯合音樂會、「好書推介」競賽。 

(34)101/02/02辦理高一、二春聯接龍比賽。 

(35)101/05/04配合校慶辦理「鄭福安書畫印個展」。 

(36)持續購置中英文班級共讀圖書，推動班級共讀。 

(37)101/04/06邀請朱學恆先生來校主講「創意與熱情」，獲得滿堂采，並整理所有演講內容為部落格文章，詳見部

落格連結。 

(38)101/06/1辦理『社會科百萬小學堂閱讀競賽』推廣班級共讀圖書。  

(39)101/06/7辦理『台南的地景與化石』演講與戶外考察。  

(40)101/06/8辦理第 3屆『北中校園寫生與攝影比賽』」。  

(41)101年全國暨新北市青年盃田徑錦標賽，獲高女組第六名，計有 17人次得獎。 

(42)101年港督盃田徑錦標賽，獲高女組季軍，計有 22人次得獎。 

(43)101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計有 25人次得獎。 

 

http://blog.yam.com/youngers/article/48677458
http://blog.yam.com/youngers/article/48677458


學校校園環境、學生學習及教學情形相片(限 8張) 

 

本校人文薈萃，蟬聯 100、101學年度臺南市語文競賽團體賽第一名 

 

本校校史悠久，校友傑出，回饋母校，聯合國 WHO主任返母校教授英文聽講 



 

校長親和治校，聖誕節發糖慶祝，獲媒體刊登 

 

本校課程豐富，首開日韓德義西法等第二外語 

 

本校教師素質優良，定期舉辦研習講座，精進教學 

 

本校校地充足，設備齊全，圖書館資源一流 

 

學校辦理專案計畫之摘要與績效 

1. 高中(職)優質化輔助方案：http://210.60.224.1/~pmshquality/index.html 

2. 高中職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連結網址） 

【說明】學校得依辦理計畫，自行增加 

http://210.60.224.1/~pmshquality/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