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校現況競爭力(SWOTS)分析與策略
本校 SWOTS 分析及策略
因
素

S（優勢）
優勢）

W（劣勢）
劣勢）

O（機會）
機會）

T（威脅）
威脅）

行政人員與教師會目1.教育改革業務增 1.家長支持校務革新。行政工作負擔重，必
標一致，積極用心，多，經費與人力編置 2.熟悉地方風土民情需面對各項政策與
需要加強配合。
及人物力資源。
教學的改革，橫向支
行 共推校務。
援吃緊。
政
管 策略：
策略：
理 1.建立網路
1.建立網路e
建立網路e 化行政支援e
化行政支援e 化教學，
化教學，提升校務願景活動的推動績效。
提升校務願景活動的推動績效。
2.建立校務處理流程及管理小組
2.建立校務處理流程及管理小組，
建立校務處理流程及管理小組，落實分層負責，
落實分層負責，暢通行政支援教學
暢通行政支援教學。
政支援教學。
3.建立志工及愛心隊分攤人力負擔
3.建立志工及愛心隊分攤人力負擔，
促進校務推展效能。
建立志工及愛心隊分攤人力負擔，促進校務推展效能。
1.強調人文本位人性1.教師大多忙於教1.校長作風積極全力1.面對少子化招生
行政。
學，少有對談機會。 投入校務推動創新。壓力以及地方封閉
校 2.著重美感與動感的2.完全中學的人力編帶動地方人力資源支性，承受地方革新進
置不足。
持校務發展。
步期待。
長 生活教育。
領 策略：
策略：
導 1.推動建立學校願景
1.推動建立學校願景，
推動建立學校願景，領導革新及豐富師生學習內涵。
領導革新及豐富師生學習內涵。
2.整合支持系統和人力物力資源
2.整合支持系統和人力物力資源，
整合支持系統和人力物力資源，協助教師發展特色課程。
協助教師發展特色課程。
3.鼓勵教師專業成長
3.鼓勵教師專業成長，
鼓勵教師專業成長，激勵教學創新與學生學習的多元進行。
激勵教學創新與學生學習的多元進行。
1.教師大都年輕、學歷1.社團活動專業教師1.透過策略聯盟大學1.交通不便，分科人
高資訊能力強。
不足。
在職進修教師人數與數少，研習機會和授
2.教師進修意願高，教2.創新教材教法的研日俱增。
課時間常難以調配。
習及成長評鑑，欠缺2.經由校內成立學習
教 學認真。
機會。
社群以求交流學習的
師
平台。
教
學 策略：
策略：
1.加強校際交流
1.加強校際交流、
加強校際交流、外聘專業教師協助發展創新課程及教學效能。
外聘專業教師協助發展創新課程及教學效能。
2.規劃專業研習
2.規劃專業研習、
規劃專業研習、工作坊與專業學習社群，
工作坊與專業學習社群，增進專業能力及素養
增進專業能力及素養。
力及素養。
3.加強教學設備的使用能力與鼓勵教師翻轉教學思惟
3.加強教學設備的使用能力與鼓勵教師翻轉教學思惟。
加強教學設備的使用能力與鼓勵教師翻轉教學思惟。
1.學生純樸善良，未沾1.家庭經濟及文化較1.地方資源熱誠協助1.面對多變環境，生
活及學習條件處於
學 染太多偏差惡習。 弱勢，學科及藝能要清寒優秀子弟。
生 2.學生具服務熱忱，樂加強。
2.附近大學願意協助弱勢，競爭力不足。
學 於協助學校事務，亦肯2.自主學習能力及 E資源
2.交通不便影響學
習 多方嘗試學習。
化能力稍弱。
3.透過校外活動拓展習動力。
學習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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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策略：
1.舉辦探索體驗活動與服務學習落實公民實踐力
1.舉辦探索體驗活動與服務學習落實公民實踐力。
舉辦探索體驗活動與服務學習落實公民實踐力。2-1
2.充實教學設備及翻轉學習模式
2.充實教學設備及翻轉學習模式，
充實教學設備及翻轉學習模式，激勵學生學習動機與信心。
激勵學生學習動機與信心。1-1
3.補救教學及適性差異化教學
3.補救教學及適性差異化教學，
補救教學及適性差異化教學，強化課業自主學習能力及E
強化課業自主學習能力及E 化能力。
化能力。1-1 22-2
1.體認學生文化背1.各科教師人力少，1.策略聯盟的大學增1.縣立中學的成長
景，戮力提升教學品課程密集，缺乏開會多，提供進修或學術非常需要部訂政策
質。
研習或參與校務的機交流的機會。家長經費協助。
2.教師資訊媒體運用動性。
會、校友會協助支援2.校外研習因交通
的學習能力強。
課程及活動經費。 及課務所限無法多
元參與。
策略：
策略：
1.與策略
1.與策略聯盟學校緊密發展資源共享
與策略聯盟學校緊密發展資源共享、
聯盟學校緊密發展資源共享、學術講座、
學術講座、參加智能研習與專業進修。
參加智能研習與專業進修。
2.設置教學資源平台
2.設置教學資源平台，
設置教學資源平台，圖書教材資料庫。
圖書教材資料庫。電子化教學媒材檔案製作及教學分享交流提
升教學技能。
升教學技能。
3.積極推動校內社群及研習活動
3.積極推動校內社群及研習活動，
積極推動校內社群及研習活動，涵養切磋專業態度教學創新觀念。
涵養切磋專業態度教學創新觀念。
1.學校活動發展多1.高中教師人員少，1.社區部分資源以及1.學校參與社區活
年，各項議題融入教行政工作多落在實驗策略學校樂意支持援動機會少，資源欠缺
學，經驗豐富完備。 組長，人力欠缺。 助。
整合及引進。
2.學校軟硬體設備已2.課程緊湊，少有共2.申請計畫補助，發2.因應城鄉落差，素
具基礎規模，可以協助同空白課程可彈性運展學校特色課程。 質有待提升，更需要
發展學校特色課程。 用。
帶動特色課程的建
立。
策略：
策略：
1.鼓勵發展校本特色選修課程及戶外教學活動
1.鼓勵發展校本特色選修課程及戶外教學活動，
鼓勵發展校本特色選修課程及戶外教學活動，活化學習模式。
活化學習模式。
2.鼓勵教學領域發展創新課程活動
2.鼓勵教學領域發展創新課程活動，
提升學生學術科能力。
鼓勵教學領域發展創新課程活動，提升學生學術科能力。
3.融合環境與生命教育於領域教學
3.融合環境與生命教育於領域教學，
融合環境與生命教育於領域教學，陶冶學生愛人愛環境的好品德。
陶冶學生愛人愛環境的好品德。
4.運用社區及策略學校資源
4.運用社區及策略學校資源，
運用社區及策略學校資源，發展融合社區文化的創新課程。
發展融合社區文化的創新課程。
5.申請計畫經費以因應學生學習的腳步
5.申請計畫經費以因應學生學習的腳步，
申請計畫經費以因應學生學習的腳步，接軌外在環境的變化。
接軌外在環境的變化。
1.配合老舊校舍重1.學區家長多從事農1.家長期待學習表現1.家長忙於工作，參
建，校園成為綠建築學工業，經費來源較具有現代化競爭力。 與校園營造較被
區。
少。
2.社區藝文領袖，有動。不熟悉高中課
2.體育及藝文活動一2.學生單純，較封心傳承地方特色物產程，支援性不足。
向有特色及。擁有英語閉，也未能有自主生及文化。
村及充實的圖書設備。涯規畫能力及宏觀視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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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策略：
1.爭取地方社團
1.爭取地方社團、
爭取地方社團、企業等資源，
企業等資源，協助支援學生優質多元學習
協助支援學生優質多元學習。
學生優質多元學習。2-1 22-2 22-3
2.結合策略聯盟
2.結合策略聯盟，
結合策略聯盟，校際交流，
校際交流，推動專業社群，
推動專業社群，參與校園規畫。
參與校園規畫。3-1
3.打造雲端校園
3.打造雲端校園，
打造雲端校園，充實E
充實 E 化教學設備，
化教學設備，打造優質學習環境。
打造優質學習環境。1-1
1.國中部奠定良好基1.教師年輕，個人家1.透過各項計畫，配1.地處縣內交通偏
礎，校風勤樸。 庭因素多，無法深入合工程標餘款，有機遠地區，資訊較封
2.各項活動發展已建學校及社區文化的融會汰舊換新，補充部閉。
立良好口碑。
合。
份科技化設備。
2.身處交通不便的
3.正常化兼多元化教2.人數少於國中部教2.榮獲多項獎項，鼓地理位置，人口外流
學。
師，參與型塑學校文舞校園文化持續創新壓力造成師生不安
化的力量微弱。
推展。
定感。
策略：
策略：
1.推動優質課程與教學設備
1.推動優質課程與教學設備，
推動優質課程與教學設備，建立豐富多元學習的友善學習型校園。
建立豐富多元學習的友善學習型校園。
2.運用多元藝文活動
2.運用多元藝文活動，
運用多元藝文活動，融入社區良好風土民情，
融入社區良好風土民情，創造優質校園文化。
創造優質校園文化。
3.補充科技設備打造人文與科技融合的學習型文化
3.補充科技設備打造人文與科技融合的學習型文化。
補充科技設備打造人文與科技融合的學習型文化。
1.學校設備已有相當1.冬天風沙強大室內1.親師座談及升學輔1.景氣不佳，經濟弱
基礎。
空間使用不足。
導講座，讓家長認同社勢學生增多，家長仰
賴學校幫忙。
2.體育館場地有球場2.家長忙於工作（農區高中的優勢。
及游泳池、圖書館、英工）
，較少參與學校活2.提供社區親子閱2.訊息的宣導常有
語村。
動。
讀、供拳擊、圍棋、藝不足不流暢之感。
文場地。
策略：
策略：
1.辦理教師家長讀書會及家庭親子共讀
1.辦理教師家長讀書會及家庭親子共讀，
辦理教師家長讀書會及家庭親子共讀，建立書香家庭推及社區。
建立書香家庭推及社區。
2.藉由各項服務活動以及親職輔導講座
2.藉由各項服務活動以及親職輔導講座，
藉由各項服務活動以及親職輔導講座，讓家長鼓勵子女就近入學。
讓家長鼓勵子女就近入學。
3.藉由社區藝文活動的交流
3.藉由社區藝文活動的交流，
藉由社區藝文活動的交流，融合社區優良文風，
融合社區優良文風，拉近社區家長距離。
拉近社區家長距離。
1.本校是綠建築學1.學生因城鄉差距，1.利用現有設備發展1.家長少到校，學校
校，教室新穎，實驗設英文能力劣於都會區六年一貫特色課程。 特色及環境設備需
備完善與先進。
學生。
2.社區藝文人士及退急急行銷。
2.儀隊、拳擊、閱讀、2.學生少有機會做深休教師樂於協助學校2.家長未能深入了
美術各項競賽活動受度的戶外教學與參發展活動課程。
解就近入學的優勢。
肯定。
觀。
策略：
策略：
1.透過創新課程及優良豐富的設備
1.透過創新課程及優良豐富的設備，
透過創新課程及優良豐富的設備，拔尖扶弱，
拔尖扶弱，爭取社區的認同與信心。
爭取社區的認同與信心。
2.持續推動各項社區體驗探索及服務活動
2.持續推動各項社區體驗探索及服務活動，
建立良好形象。
持續推動各項社區體驗探索及服務活動，建立良好形象。
3.加強藝文
3.加強藝文、
加強藝文、體育活動支援社區機構單位的交流與競賽場地。
體育活動支援社區機構單位的交流與競賽場地。

教育目標
學校教育目標，培養學生具備十大基本能力。
1.提升語文能力，培養學生聽、說、讀、寫的表達、溝通能力。
2.把握時代脈動，由多元學習的過程中，養成富責任心，具榮譽感的e 世代青
年。
3.落實生活教育，重視人文教育，達到教育現代化、學習活潑化、求學實務化。
4.由日常生活教育中，涵詠感恩心、惜福緣。
5.透過學校本位課程的實施，培養愛家、愛校、愛鄉的二中人。
6.培養國中生應具備的基本能力，以適應未來社會。

學校願景
學校願景：健康、希望、創新、榮譽
1.我們深切體認教育潮流改變的趨勢，創造積極因應的學習環境。
2.營造民主互動、和諧共享的校園氣氛，使學校成為快樂成長的園地。
3.親、師、生共營熱誠、溫馨、富創意的班級。
4.使學校成為學生樂觀進取、知行合一、健全發展的搖籃。
5.重視鄉土文化，拓展資訊能力，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6.建構優雅、活力的校園文化，培養健康快樂的優質國民。
7.經營開放自然的 學習氣氛，培養多元智慧、全人發展的未來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