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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關係的
評鑑指標與自評報告



大綱

 社群關係的發展

 評鑑指標的解讀

 社群關係的精進

 總結與建議



前言

英國「教育優先區」的啟示

文化不利地區、

強化社區力量、

引導家長參與學校事務、

恢復家長自信/成就/責任

事半功倍！ 事倍功半？



學校社群關係的發展

家長參與教育的範疇

前言

家長團體
組織權

教育審議
參與權

教育資訊
公開權

意見
表達權

教學計畫
聆聽權

學習成果
聆聽權

引自網站



學校社群關係的模式

前言

學校

社區

因地制宜

引自網站

彼此溝通

相互
支持

共同
學習

共任
老師

顧問
決策者
代言人 學校與社區

互助

合則兩利，不合則互損



評鑑指標的解讀



1.家長與學校

子指標：

1-1.家長會之運作與經營

1-2.家長參與學校事務

1-3.親師合作機制與親職教育

1-4.學校與家長互動

評鑑指標的解讀

中和

江翠

同榮



經營典範：各校表列優點的範疇

1-1.家長會運作健全

1.設置要點清楚、組織分工明確、年度計畫具體、

班級代表與委員選舉公正、幹部經驗傳承機制佳、

定期召開會議並保有完整記錄、出席學校重要會議、

2.募款機制透明、帳目清楚且公開於通訊刊物或社群網站、

專屬網站內容豐富、訂有清寒獎助與優秀獎勵辦法、

支援建設經費、支持活動辦理、獲得品質認證

評鑑指標的解讀

專業、獨立



經營典範：各校表列優點的範疇包括

1-2.家長多元參與事務

1.學校日活動多元且出席踴躍、

2.積極招募志工（圖書管理、交通導護、衛生保健、

補救教學、晨間閱讀、校園美化、植栽畜牧、水電修繕

各項後援會）

3.志工培訓與成長課程豐富。

評鑑指標的解讀

多元參與

志工活躍



經營典範：各校表列優點的範疇包括

1-3.親師合作機制完備

1.家庭教育推動委員會運作佳、

2.班級親師會合作默契良好、

3.特殊生或弱勢生扶助機制完善。

評鑑指標的解讀

家庭教育

班親會



經營典範：各校表列優點的範疇包括

1-3.親職教育活動豐富

1.擬定家庭教育計畫、

2.安排新生家長座談與親職講座、規劃親子活動

（繪本閱讀、共學母語、運動會/園遊會、體驗課程、

校外參訪、祖父母節活動）、

3.辦理新住民教育活動。

評鑑指標的解讀

親職講座

親子活動



經營典範：各校表列優點的範疇包括

1-4.學校與家長互動良好

1.親師座談互動佳、聯絡簿溝通順暢、

2.電訪或家訪機制完備，班級網頁訊息多元，

3.定期調查家長意見、家長需求與意見回應迅速、

通訊刊物成效佳（家長會/親職專欄、經費收支總表）、

4.勇於展示學習成果。

評鑑指標的解讀

班網經營

通訊、展示



2.外部經營

指標界定：

2-1.學校與社區互動

2-2.策略聯盟與合作

2-3.教育行銷

評鑑指標的解讀

文德

水源

同
榮

莒光
野柳



經營典範：各校表列優點的範疇包括

2-1.學校與社區互動

1.發展團隊社區演出（擂鼓隊、武術表演、社區服務隊）、

參與公所區務/治安會議、

2.開放場地社區使用、協辦社區活動（敬老活動、節慶晚會、藝文

展演、DIY課程、防災演練、園遊會、創意市集、歲末聯歡）、

3.參與社區總體營造（步道導覽、社區繞境、藝文祭/節、民俗巡禮）、

4.募社區資源（募書、捐贈設備/獎學金）、辦理成人教育（樂齡）

評鑑指標的解讀

社區表演

協辦活動



經營典範：各校表列優點的範疇包括

2-2.策略聯盟與合作

1.與他校交流（區域聯盟、姊妹校、城鄉參訪、大手攜小手、史懷哲）

2.獲企業/基金會/宗教/公益團體的贊助、

合辦寒暑/假日營隊（音樂營、寫作營）

3.與機關團體策略合作（區公所、博物館、觀光局、社區發展協會、

文史工作室、生態協會）。

評鑑指標的解讀

社區表演

協辦活動

大學端、青年署
國際志工、青年志工
服務學習、文化創新



經營典範：各校表列優點的範疇包括

2-3.教育行銷與宣傳

1.特色課程/紀念品（郵票）/通訊刊物行銷、

電子看板/榮譽榜/媒體採訪/網路宣傳、

2.獲得外部獎勵（教學卓越獎、閱讀磐石獎、創新標竿獎）

、學生競賽得獎、學習成果發表、

3.凝聚校友/社區認同。

評鑑指標的解讀

媒體、看板

成果發表



3.內部經營

指標界定：

3-1.學校核心價值營造

3-2.學校文化

評鑑指標的解讀

保長

大坪

中園

莒光



經營典範：各校表列優點的範疇包括

3-1.學校核心價值的營造

1.願景目標與辦學核心明確（願景圖、中長程計畫、校本/特色課程、

體驗活動）、認同優良傳統與核心價值、

2.行政人員與教師的溝通協調佳（座談會、協調會）、

教師凝聚力與團隊默契足（專業社群、體育/休閒社團、親師聯賽）

3.辦理學校共識營或聯誼（校外參訪、聯誼餐敘、員工旅遊、

歲末聯歡）

評鑑指標的解讀

願景、協調

默契、共識



經營典範：各校表列優點的範疇包括

3-2.學校文化風格的形塑

1.擁有獨特儀式或傳統活動（感恩校慶、傳統焢窯、尊師「種稻」、

生態解說、蝴蝶週）、歷屆榮譽與表現佳（競賽常勝、獲獎無數）、

2.進修與學習的文化風行（學習社群活絡）、營造空間美學/

舒適感（教師休息/運動/休閒室、聯誼廳）、正向鼓勵/溫馨和諧的

氣氛濃（民主討論、集思廣益、彼此支持）、退休教師/畢業學生

返校比率高。

評鑑指標的解讀

優良傳統

正向風氣



社群關係的精進



1.家長與學校：改善建議

1-1.家長會的運作能更上軌道

1.學校可從旁輔導家長會建立良好運作制度，

2.讓家長會有獨立運作的會計、出納與會議召開機制；

3.家長會的聯繫資訊（收支帳目、親職講座、志工活動）

也能融入輔導刊物中廣為周知。

社群關係的精進

獨立運作

正向協助



1.家長與學校：改善建議

1-2.家長參與/志工招募能多些

1.學校與家長會可以合作招募人力，扶持志工團隊或建立人

才庫，作為學校的忠實後盾；

2.運用家長的資源，提高家長參與，使家長真正發揮支持教

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功能。

社群關係的精進

志工維繫

善用資源



1.家長與學校：標竿策略

社群關係的精進

做好學校與家庭間溝通：工作坊、家庭訪問以及聯誼活動

定期出版學校通訊刊物：網路或實體刊物，每月一次

調查家長對學校的看法：家庭調查問卷（home survey）

協助家長指導子女學習：與家長立約（parent pledge）



1.家長與學校：標竿策略

社群關係的精進

邀請家長到校擔任志工：校園美化/教材蒐集/補救教學

舉辦家長到校文康活動：演奏會/才藝表演/戲劇

引導家長參與教學活動：生命故事/生活經歷/人生觀點

規劃家長親職教育課程：家長-學校伙伴典禮

開放家長參與經營決策： 「家長諮詢委員會」



2.外部經營：改善建議

2-1.外部合作與策略聯盟能廣些

1.學校應探尋典範/標竿學校，與鄰近機關學校建立策略聯

盟與合作機制，強化外部社群關係的經營

2.引進企業或公益團體的社會責任與資源（與社會企業創造

校園公益），彌補學生文化刺激的不足。

社群關係的精進

策略合作

企業責任



2.外部經營：改善建議

2-2.籌募社會資源的策略待轉變

1.學校與社區的互動過於封閉與消極，應該轉變傳統觀念，

積極向鄰近企業、文教機構或社區團體爭取資源，以便協

助校務推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增加社會文化資本。

社群關係的精進

開放態度

文化資本



2.外部經營：標竿策略

社群關係的精進

為社區舉辦假日支持活動： 教育日、教育大會、文康活動

社區成立父母諮詢的單位：「父母中心」

學校設置社區家庭訪問員：協助無法參與活動的家庭

引入社區人力與物力資源：人力、自然、組織、社會資源



2.外部經營：標竿策略

社群關係的精進

社與社區共同規劃教育活動：志工、企業、慈善、心理師

推動社區服務或公民活動：扮演社區良好公民角色

增加學生見習或實習機會：參訪、見習或實習

透過PTA組織參與學校經營：參與成效評鑑或意見回饋

社區家長有權轉換學習環境：如沒改善，有權選擇他校



3.內部經營：改善建議

3-1.校務發展願景與核心價值可再聚焦

學校應持續建立優良傳統、榮譽感與責任心，以民主參與

的方式，凝聚核心價值、重塑學習文化；

學校的相關課程與活動能清楚對應願景與目標，讓教職員

擁有「自我覺察」、「主動更新」與「尋求回饋」的敏銳

反思能力。

社群關係的精進



3.內部經營：改善建議

3-2.行政與教師的溝通協調默契待強化

行政與教師應一切以學生為前提，事前充分溝通，事後虛

心檢討，打破彼此之間的藩籬，

遇有敏感的職務或權利分配問題，也應訂定公平與公正的

辦法，減少彼此質疑、埋怨與抱不平的對抗氣氛。

社群關係的精進



學校與社區總體營造發展委員會

學校與社區的可用資源予以整合

鼓勵社區家長社群投入學校活動

社區人士因參與決策而支持學校

所發揮的正向教育功能

將是學校不容忽視的一股力量

----美國公立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

總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6ggPNxsiU4


未來的行動與展望

1.組訓社群關係的專責單位與人員：

社群關係促進小組（輔導/招生/公關）

2.廣招社區的服務志工與專業人才：

社區的人力資源（人才庫）

3.協助家長會並引導家長參與事務：

家長團體的培訓課程與品質認證（桃園）

建議



未來的行動與展望

4.走出學校以及帶入企業社會責任：

將企業的社會責任與良心帶入校園

5.以社區脈絡推動服務與傳承活動：

服務學習課程、社區訪問/技藝傳承

（青年署--壯遊、志工、大學--服務學習）

（國藝會、文化部、當代館、故宮、廣達…）

建議



簡報完畢，預祝順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