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局 107 年度施政計畫
壹、願景及任務
一、願景
桃園市是台灣與世界接軌的主要門戶，在與世界各國合作與競爭的舞台上，
為孩子準備優質學習環境，以培育良善品格及未來關鍵之能力，是刻不容緩
的使命。大桃園的未來，充滿希望的契機，升格直轄市的強盛情勢，加上原
有蓬勃發展的工商經貿，讓我們桃園教育更有發展的潛能。
二、任務
(一) 針對市內耐震評估頇拆除重建的校舍進行改建，提供安全學習空間與教學環
境，提升整體教育品質，進行校園整體規劃以打造優良的學習環境。
(二) 桃園市目前公私立幼兒園比率約為 3：7，對於正值創業階段之年輕夫妻，
幼兒養育、教育費用昂貴，為不願生養子女之主要原因，爰提供公共化教保
服務為必要之工作。為逐步提升平價教保服務之供應量，並符合教育部訂定
逐年達成公私比率 4︰6 之目標，逐年增設公立幼兒園。
(三) 建置智慧學習環境，打造雲端學習城，帶起每一個孩子；整合國際教育教學
資源，促進國際交流活動，拓展孩子國際視野。
(四) 達成「一區一高中」目標，使桃園市學子順利銜接 12 年國教，改善老舊校
舍，建立優質學習環境。

貳、年度策略目標
一、老舊危險建物及老舊學校更新
(一)依據：教育部老舊校舍整建專案計畫，有鑑於臺灣位於全球地震活動最為激
烈頻繁的環太平洋地震帶上，隨時受到地震威脅，為有效降低地震所造成的
災害，辦理老舊校舍整建工程以提供優質之校園環境。
(二)計畫概述：依據教育部老舊校舍整建專案核列標準，逐年針對市內耐震評估
需拆除重建的校舍進行新改建以提升校園安全。
(三)計畫經費及期程：107 年度經費 493,534(千元)（一般性補助款、專案專案
配合款）。期程 106 年 1 月~108 年 12 月。
(四)預期效益：老舊校舍及老舊學校改善計畫已辦理多年，陸續針對耐震能力評
估不佳學校進行補強或重建工程提供安全學習空間與教學環境，提升整體教
育品質，進行校園整體規劃，以打造優良的學習環境。
二、擴大公共化教保服務供應量，普及幼兒教育
(一)增設公立幼兒園：預定於公立幼兒園招生數供應量不足之區域與弱勢幼兒人
口數偏高之學校優先增設公立幼兒園，促使本市幼兒及早接受優質、普及、
平價及近便性之教保服務
(二)開辦非營利幼兒園：為建構滿足家長需求及兼具品質之平價教保服務，積極
鼓勵興辦「非營利幼兒園」，使幼兒接受合宜教育與照顧。
三、強化資訊教育，推動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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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動「智慧學校數位學堂」計畫：運用資通訊設備系統輔助教學，發展智慧
教室創新教學模式，並透過教師培訓活動與教學研討，逐步精進並發展創新
教學模組，發展學校特色亮點項目或課堂，以精進教師教學品質、提升學生
學習興趣及成效。
(二)推動行動學習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團隊導向學習: 發展資訊融入教學模式，
彙整各校推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成果及網路學習資源，上傳本市相關網站，
提供全市教師作為推動教學活動之資源。
(三)推動國際教育交流活動: 辦理國外學校或團體來臺參訪接待或互訪交流活
動，接待團體為十人以上，或赴國外校際或教育交流活動，其教學參訪學校
達二校以上，得申請經費補助。
四、一區一高中
(一)依據：市長重要政策，並考量學生就學需求、地方發展與民眾殷切期盼，期
能降低教育成本提升教育效能。
(二)計畫概述：為落實一區一高中、平衡城鄉差距，106 學校新屋區設立新屋高
中，經市長裁示由新屋國中改制方式辦理，並於校內新設游泳池一座以滿足
校方及當地需求。
(三)計畫經費及期程：核定 5 億 4,600 萬元。期程 105 年 8 月~109 年 4 月。
(四)預期效益：完成本市「一區一高中」之目標，與 12 年國教相互接軌。紓解
新屋區學子跨區就學的辛苦與壓力，達成「高中社區化」目標，實踐教育公
平與正義。

參、年度績效指標
策略目標
(權重)

績效指標
(權重)

衡量標準

107 年度
目標值

一、老舊危險建物 一般性補助款核列老
及老舊學校更新 舊危險建物及老舊學
(12%)
校更新發包辦理情形
(12%)

一般性補助款核
列老舊危險建物
及老舊學校更新
發包辦理情形。

當年度經費核定
學校發包數/當
年度經費核定學
校總數之比率達
100%

二、擴大公共化教 (一)增設本市公立幼
保服務供應量，普 兒園(4%)

增加公立幼兒園 10 班
班數

及幼兒教育(13%) (二)增加招收幼兒人
數(4%)

增加招收幼兒人 300 人
數

(三)開辦非營利幼兒
園(5%)

增加非營利幼兒 15 班
園班數
三、強化資訊教 (一)推動「智慧學校數 持續推廣導入校 20 校
數
育，推動國際交流 位學堂」計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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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目標

績效指標

(權重)

(權重)

衡量標準

107 年度
目標值

(13%)

(二)推動行動學習暨 參與行動學習及 20 校
資訊融入教學校
資訊融入教學(5%)
數
(三)推動國際教育交 參與國際教育相 40 案
流活動(3%)
關課程活動案數

四、一區一高中
(12%)

新屋高中校舍新建工
程 (12%)

校舍新建工程發
包辦理情形

107 年度完成發
包

肆、年度重要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
計畫名稱

實施內容

經費(千元)

備註

一、老舊危險建
物及老舊學校更
新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老舊校
舍整建專案核列標準，
補助本市所屬學校老舊

493,534 耐震補強 107 年
核定 251,564 千
元

危險建物整建及老舊學
校更新計畫經費，改善
老舊學校危險建物，透
過重建方式提升教育環
境品質，提供安全之校
舍及學習環境。
(二)本市 88 年以前興

拆除重建 107 年

建完成之校舍計 1081
棟， 已處理 927 棟(包
含經耐震初評 IS 值大
於 80 分計 567 棟、完成
耐震詳細評估耐震容量
比值 CDR 大於 1 計 85
棟、已經拆除 40 棟、已
完成補強 235 棟)，其餘
待處理 154 棟。

度核定 241,970
千元

二、擴大公共化
教保服務供應

(一)增設公立幼兒園。
(二)開辦非營利幼兒

89,160 中央補助款及教
育局地方教育發

量，普及幼兒教
育

園。

三、一區一高中

為平衡城鄉差距，本市
積極推動一區一高中政
策，考量學生就學需
求、地方發展發展與地

展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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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0

計畫名稱

實施內容

經費(千元)

備註

方人士期待，擇定由新
屋國中改制為新屋高
中，並於 104 年 12 月
25 日至該校宣示場
勘。新屋高中預計 106
學年度開始招生；新建
校舍工程已委由本府新
工處代辦，106 年 1 月
20 日已評選建築師，預
計 108 年下學期完工。
四、資訊教育推
動細部計畫

(一)市立中小學E化校
園環境。
(二)市立中小學電腦教

67,000 地方教育發展基
金

室電腦設備汰舊換新及
基礎維運。
(三)資訊活動競賽等扎
根資訊教育事項。
五、推動數位學
習

(一)推動智慧學校數位
學堂計畫，建立以學生
為中心之學習模式。
(二)推動學位學習、資
訊融入教學模式，拓展
數位學習計畫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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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0 地方教育發展基
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