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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一、 提供青年優質就學、就業、創業的宜居城市(策略績效目標一)
(一)成立生涯發展教育中心，邀集國小至大專校院教師及產業界代表籌
組生涯發展教育輔導小組，進行主題研討、專業對話，並培育推動
本市生涯發展教育之專業師資，及發展生涯發展教育融入各領域之
課程，建立學生正確的生涯及職涯規劃能力。
(二)輔導市立高級中學發展學校本位特色課程、落實教師專業社群精進
及充實改善教學設施設備等，以促發市立高級中學精進能量，達成
各校優質化及特色發展。
(三)透過技職再造等推動項目，精進技職教育體系的環境設備及師資，
提升學生實習實作能力。並透過產學媒合中心以及產學訓用人才培
育資訊管理系統平台，完整產業、學校及人力培育資訊，並結合就
業導向專班，達成學用合一目標。
(四)辦理探索教育、專題演講、職場體驗、職場實習等相關課程，針對
國三中輟學生或國中畢業後未升學未就業之學生進行協助及關懷，
建立正確就業觀念，培養就業能力，以協助學生培養自我統合能力，
進而逐步趨於定向。
二、 校園夜間延長開放時間，提供市民休閒運動空間(策略績效目標二)
(一)為充分利用學校場地，推廣全民運動及增加學校與社區互動情誼，
延長開放國民中、小學校園場地。
(二)學校可評估校園延長開放之使用效益、檢討校園開放後校園安全防
護及管理計畫，依「彈性」原則調整開放的場地範圍、校園延長開
放起迄時間，並建置校園安全管理標準作業流程，以維護學生學習
權益及民眾活動安全。
(三)本市持續補助實施校園延長開放學校所需之保全費、電費、照明、
監視器、安全區隔、鋪面改善等配套經費，以利開放校園政策執行
目標。
(四)學校實施校園開放可結合社區人力、家長與運動民眾，成立校園安
全巡邏志工隊，共同維護校園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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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擴大多元公共化教保服務(策略績效目標三)
(一)目前本市公私立幼兒園設立據點數約 3:7，因近 7 成家長須以私立幼
兒園為主要幼兒托育場域選擇，為減輕家長育兒經濟負擔，提升市
民生養子女意願，保障幼兒接受適當教育及照顧權利，配合教育部
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規劃，以提供 4 成幼兒有機會進入優質、平價
的公共化教保服務為目標，增加幼兒入園機會。
(二)持續增設公立幼兒園，並善用餘裕空間設置非營利幼兒園，結合公
共資源，並採公私協力方式，委託優質公益法人，提供優質平價教
保服務，擴大多元公共化教保服務，提升本市公共化教保服務比例。
(三)規劃於 106 年至 109 年增設 150 班公共化幼兒園，並評估各行政區
學前幼兒人口數，勾稽各區教保服務量、服務據點供需情形與各校
餘裕教室釋放情形，於公共化教保服務未達 4 成之區域，優先增設
公立幼兒園(班)及設置非營利幼兒園，滿足家長托育長需求。
四、 陶藝教育推廣(策略績效目標四)
(一)涵養學校師生陶藝美感，強化陶藝教育功能，積極成立陶藝推廣種
子學校，除了辦理教師研習工作坊外，另辦理學校教師社群、學生
社團活動及陶藝比賽，以精進陶藝教師專業知能；並推廣相關教學
課程，提升學生學習陶藝成效。
(二)改善陶藝教育環境及提供豐富教學資源，促進學生多元學習，期以
陶藝美化生活環境空間，打造陶藝之都。
(三)辦理本市陶藝比賽並開放徵件，以落實陶藝教育推廣功能，優化陶
藝文化美感素養。
五、 提升特殊教育教師專業能力(策略績效目標五)
(一)為鼓勵本市教師跨校組成特殊教育專業社群，增加教師間專業交流
機會，提昇其教學技能及專業素養，裨益特殊教育學生學習成效。
(二)本案將持續建構特殊教育教師專業之支持系統與知識分享機制，並
藉由專業社群成果之產出，帶動本市教師之特殊教育教材編輯能力，

4-2

建立及發展優良之課程建構模式。
六、 提升中小學運動風氣(策略績效目標六)
本市積極鼓勵所屬各中小學成立運動社團及團隊，傳承並推展
多元、特色之傳統、新興體育運動，增進全市學生每日在校身體活
動量，提高運動參與率，提升體適能水準，培育運動專業人才，活
絡校園運動風氣，建立規律運動之習慣，促進五育均衡發展之教育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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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關鍵績效指標
衡量指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透過產學訓用人
提供青年優質就
才培育資訊系統
學、就業、創業的
一
一 媒合成功之產學
宜居城市（青年希
合作案件數成長
望工程）(12%)
率（12%）
市立國中校園開
一 放活動空間之學
校比率（5%）
校園夜間延長開放
二 時間，提供市民休
閒運動空間(10%)
市立國小校園開
二 放活動空間之學
校比率（5%）
非營利幼兒園逐
擴大多元公共化教
三
一 年新設園達成率
保服務(12%)
（12%）
105-107 年 推 廣
陶藝教育設置四
陶 藝 教 育 推 廣
一 區種子學校每年
四
(12%)
新設校達成率
（12%）
執行特殊教育專
提升特殊教育教師
一 業社群審查通過
五
專業能力(12%)
件數(12%)
本市國中、小成
提升中小學運動風
一 立運動社團成長
六
氣（12%）
率（12%）

評估 評估
體制 方式

1

衡量標準

媒合成功率以前一年為
統計 基準，逐年成長 10%（今
數據 年媒合數-去年媒合數/
去年媒合數）*100%
年度延長開放空間之學
校數/市立國中總校數
(71 所)*100%(年度延長
開放時間係指彈性延長
至晚間 7 時之後之學
校)
年度開放活動空間彈性
延長至晚間 7 時之後之
學校數/ 市立國小總校
數 (227 所)*100%
(一)（當年新設置園數
/105-107 設置目標
園數）*100%
(二)105-107 設置目標
園數總計 6 園
(一)(該年新設置校數
/105-107 年設置目
標總數)*100%
(二)105-107 設置目標
校數總計 8 所

1

統計
數據

1

統計
數據

1

統計
數據

1

統計
數據

1

統計
年度審查通過數量
數據

1

今年運動社團數-去年
統計
運動社團數/去年運動
數據
社團數）*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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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年度目標值

10%

73%

75%

50%

25%

25 件

5%

第三部分：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一、提供青年優質就 1. 透 過 產 學 訓 用 人 才 1. 成立生涯發展教育中心，邀集國小至大專
學、就業、創業
培育資訊系統媒合
校院教師及產業界代表籌組生涯發展教育
的宜居城市（青
成功之產學合作案
輔導小組，進行主題研討、專業對話，並
年希望工程）
件數成長率逐年提
培育推動本市生涯發展教育之專業師資，
升。
及發展生涯發展教育融入各領域之課程，
建立學生正確的生涯及職涯規劃能力。
2. 輔導市立高級中學發展學校本位特色課
程、落實教師專業社群精進及充實改善教
學設施設備等，以促發市立高級中學精進
能量，達成各校優質化及特色發展。
3. 透過技職再造等推動項目，精進技職教育
體系的環境設備及師資，提升學生實習實
作能力。並透過產學媒合中心以及產學訓
用人才培育資訊管理系統平台，完整產
業、學校及人力培育資訊，並結合就業導
向專班，達成學用合一目標。
4. 辦理探索教育、專題演講、職場體驗、職
場實習等相關課程，針對國三中輟學生或
國中畢業後未升學未就業之學生進行協助
及關懷，建立正確就業觀念，培養就業能
力，以協助學生培養自我統合能力，進而
逐步趨於定向。
二、校園夜間延長開 1. 持續推動市立國中校 1. 持續補助實施校園夜間延長開放學校所需
放時間，提供市
園場地夜間延長開
之保全費及所需電費、照明、監視器、安
民休閒運動空
放，推廣全民運動，
全區隔、鋪面改善等配套經費。
間
增進學校與社區互動 2. 鼓勵各國中經評估若無特殊情形，務必配
情誼。
合規定時間開放校園，以符應本府開放校
園，提倡全民運動之政策。
3. 評估延長校園開放使用效益，滾動式檢討
並調整開放的場地範圍、校園延長開放起
迄時間，建立校園安全防護標準流程。
4. 學校實施校園開放可結合社區人力、家長
與運動民眾，成立校園安全巡邏志工隊，
共同維護校園安全。
5. 預計 107 年度辦理延長開放校園空間之市
立國中校數比例達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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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2. 持續推動市立國小校 1. 持續持續補助實施校園夜間延長開放學校
園場地夜間延長開
所需之保全費及所需電費、照明、監視器、
放，推廣全民運動，
安全區隔、鋪面改善等配套經費。
增進學校與社區互動 2. 鼓勵各國小經評估若無特殊情形，務必配
情誼。
合規定時間開放校園，以符應本府開放校
園，提倡全民運動之政策。
3. 評估延長校園開放使用效益，滾動式檢討
並調整開放的場地範圍、校園延長開放起
迄時間，建立校園安全防護標準流程。
4. 學校實施校園開放可結合社區人力、家長
與運動民眾，成立校園安全巡邏志工隊，
共同維護校園安全。
5. 預計 107 年度辦理延長開放校園空間之市
立國小校數比例達 75%。
三、擴大多元公共化 1. 配合中央「擴大幼兒教 1. 盤點轄屬各校空餘教室，公有設施餘裕空
教保服務
保公共化計畫」，規劃
間，考量當地里民需求及民意反映教保服
106 至 109 學年度達成
務量、服務據點供需情形，與各校增班設
逐年增設公共化教保
園意願勾稽，辦理增設公共化幼兒園(班)
服 務 150 班 之 目 標
暨擇定公共化幼兒園開辦園址。
值，提供優質平價公共 2. 優先於核定總招收人數及公共化教保服務
教保服務，減輕家長育
據點數比率未達 4 成且需求量較高之區
兒負擔。
域，以推動非營利幼兒園設立為主，增設
公立幼兒園(班)為輔，擴大多元公共化教
保服務。
3. 107 年度於太平區中華國小、潭子區潭子
國中、烏日區溪南國中新設 3 園非營利幼
兒園。
四、陶藝教育推廣

1. 依據臺中市推動陶藝 1. 預計至 107 年度本市共成立 8 所陶藝推廣
發展計畫辦理。
種子學校，並辦理教師研習工作坊及教師
社群活動，以增進陶藝師資並推廣相關教
2. 辦理深耕美感教育，
學課程，提升學生學習陶藝成效。
提升藝術涵養，以陶
藝 美 化 生 活 環 境 空 2. 發展學生社團活動並開放各校申請，培養
間，打造陶藝之都。
學生愛鄉愛土的情懷，並提升學生學習陶
藝成效。
3. 培養學生愛鄉愛土的
情懷，並透過帶動社 3. 辦理本市陶藝比賽並開放徵件，以落實陶
區共創美感生活之態
藝教育推廣功能，優化陶藝文化美感素養。
度，共同營造真善美
及終身學習之溫馨家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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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五、提升特殊教育教 1. 推續宣傳特殊教育專 1. 每年 10 月辦理特殊教育專業社群成果發
師專業能力
業社群成果，並鼓勵
表會，以特教研習模式鼓勵本市有興趣教
具熱忱及有興趣教師
師參與。成果發表會將依學習階段（國中、
參與本案計劃。
國小學前）辦理 2 場次，請專業社群各組
分享其成果，並邀請指導教授講評。
2. 將專業社群成果上傳至本市特教資訊網，
供本市教師下載使用。
3. 張貼電子公告，鼓勵本市教師（特教及普
教師）參與專業社群成果發表會，並於特
殊教育專業社群成果發表會當天發布活動
新聞稿，宣傳本市教材編製成果。
六、提升中小學運動 1. 補助學校成立社團， 1. 為厚植本市整體運動實力，帶動學校學生
運動風氣，培訓全國性運動會的本市選
風氣
每校應規劃辦理 2 項
手，訂定運動社團及團隊補助計畫，鼓勵
運動類社團活動。
各校依其需求及特色，新成立至少 2 個運
動型社團。
2. 為培養偏鄉學生正當休閒及規律運動習
慣，於運動社團及團隊補助計畫中編列補
助偏遠學校成立運動性社團經費，以增加
偏鄉學生參與運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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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上(106)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106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止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訂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 提 供 青 年 優 質 就 透過產學訓用人才 媒合成功 5 件
學、就業、創業的宜 培育資訊系統媒合
居城市（青年希望工 成功之產學合作案
程）(12%)
件數成長率（12%）

本案依計畫相關期程，106 年 6 月
29 日推動程式設計產學聯盟，由產
學媒合小組篩選及邀請具規模及
代表性的 5 間資訊廠商參與，並和
有意願的臺中市現有資訊相關科
系之高職學校，共同組成上開聯
盟，106 年 7 月 26 日簽署 MOU，符
合目標值。

二 校園夜間延長開放 市立國中校園開放
時間，提供市民休閒 活動空間之學校比
運動空間(10%)
率（5%）

71%

106 年度上半年本市延長校園開放
(係指彈性延長至夜間 7 時之後)之
市立國中學校數計 52 所，佔市立
國中總校數(71 所)之 73%，符合目
標值。

市立國小校園開放
活動空間之學校比
率（5%）

70%

106 年度上半年本市延長校園開放
(係指彈性延長至夜間 7 時之後)之
市立國小學校數計 187 所，佔市立
國小總校數(227 所)之 82.61%，符
合目標值。

三 擴大多元公共化教 非營利幼兒園逐年
保服務(12%)
新 設 園 達 成 率
（12%）

33%

106 年度除持續於北屯區新興國小
等校增 設公 立幼 兒園 (班 ) 計 26
班，並新設大雅區上楓非營利幼兒
園及潭子區潭秀國中非營利幼兒
園計 2 園，非營利幼兒園新設園達
成率 33%(2/6*100%=33%)，符合目
標值。

四 陶藝教育推廣(12%) 105-107 年推廣陶
藝教育設置四區種
子學校每年新設校
達成率（12%）

25%

本市 106 年至 6 月 30 止委請臺中
國小、文光國小、崑山國小、福民
國小、沙鹿國中及大業國中共計 6
所推廣陶藝教育種子學校，從學校
教育著手，深耕美感，打造陶藝文
化之都。106 年度上半年本市陶藝
種子學校成長率 25%(106 上半年度
新設置崑山國小、大業國中 2 所
/105-107 年設置目標總數共 8 所
*100%)，符合目標值。

4-8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訂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五 提升特殊教育教師 執行特殊教育專業
專業能力(12%)
社群審查通過件數
(12%)

22 件

106 年度特殊教育專業社群申請件
數為 28 件，通過審查件數為 22
件，符合目標值。目前本局業於補
助各社群所需經費辦理教材編輯
或行動研究，應包含專題講座、主
題經驗分享、主題探索及個案研討
等活動。

六 提升中小學運動風 本市國中、小成立
氣（12%）
運動社團成長率
（12%）

5%

本局本年度已編列預算補助學校
成立運動團隊，並於 106 年 3 月 10
日以中市教體字 1060018904 號函
送「臺中市 106 年度國民中小學課
後運動社團及運動團隊補助計
畫」，鼓勵學校踴躍申請補助。前
述計畫補助每校補助辦理 1 項運動
性社團及 1 項運動團隊，並以游
泳、跆拳道、軟式網球、空手道、
擊劍、排球、射擊、保齡球為優先
補助項目，截至 6 月 30 日止，業
已核定補助運動團隊 150 校，運動
社團 150 校。本市目前各級學校已
成立運動型社團達 1,620 個，106
年 度 目 標 達 成 率 6.79%
(1620-1517/1517*100%=6.79%)
，符合目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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