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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发展计划（SDP）研究的大背景-明德教育公益项目

 2003年9月，安徽淮河遭遇大水侵

袭，台塑关系企业秉承王永庆创办

人心怀财富“取之于社会，用之于人心怀财富“取之于社会，用之于

社会”的理念，在内地农村开展了

明德教育公益项目。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大学》

 以项目化方式推进
台塑集团王瑞华副总裁等
在安徽学校考察灾情

安徽遭水灾的孩子们



明德教育公益项目-推进阶段

2012至今2008-2012年2004-2011年

明德小学建设项目

-台塑集团明德项目办

教学质量提升项目

-北京师范大学

品牌建设工程项目

-台塑集团明德项目办



明德小学学校建设项目-2004-2011年

明德建筑群

 2004年学校建设

-覆盖29省市区（除上海及西藏以外）

-捐建4244校

-设立奖学金（小学到大学，31省市区）

-投资近￥22亿

明德建筑群

黔江区阿蓬江镇明德小学

密山市密山镇明德小学



明德小学学校建设项目-2004-2011年

 2005年推动全人教育（人格陶冶）

-中华（西方）文化经典诵读

-校园绿化公园化

-劳动服务

金昌市永昌县新城子明德小学-
经典诵读

-劳动服务

-创意智能竞赛

太原市壶关明德小学-校
园绿化 万盛区东林明德小学-劳动服务

张家口市浮图讲明德小学
-创意智能竞赛-



执行指标

明德小学学校建设项目-2004-2011年

责任区工作分配表



明德小学教学质量提升项目-2008-2012年

北京师范大学专家下校指导

 2008年北京师范大学

-提升小学数学能力（分层测试卡)

-提升小学英语能力（攀登英语)

-提升管理者素质

数学分层测试卡展示课



明德小学教学质量提升项目-2008-2012年

教学设计

 2011年上海成功教育

-精进项目（语文、数学、英语）

-教学流程设计（PPT）

-电子教案
电子教案



品牌建设工程项目-SDP为项目抓手-2012年至今

 2012年起，捐方借鉴现代企业管理理念

与方法，与教育跨界结合，在内地11省

1189所明德小学推行学校发展计划，使1189所明德小学推行学校发展计划，使

明德小学步入内涵发展的快车道。

 农村实际学校发展中存在“四不”问题

-发展目标不明、学校问题不清

-推进措施不妥、执行监测不力等

 提升校长规划学校发展的能力



品牌建设工程项目-SDP团队（企业+教育）

 明德公益项目办公室-台塑集团

高层管理者

明德项目教育咨询顾问-内地教 明德项目教育咨询顾问-内地教

育行政者和学者

 各省市明德项目办公室-教育行

政部门、科研院所、高校等

 专业技术小组-高校教育工作者 2014年与各省负责人在厦门召开项目工作会议



 持续并深化全人教育理念，全面提升明

德小学办学质量，提供公平和优质受教

育的机会，透过科学化的管理平台分享

明德小学-发展愿景

育的机会，透过科学化的管理平台分享

和交流各校经验，使之成为当地的标竿

学校，以达到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与建构

和谐社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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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小学-具体目标-59KPI

维度一
学科能力

维度二
人格陶冶

维度三
学校管理

得分评定1-7等级

学校发展水平诊断√
三维度评定ABCDE等级√

TEXT TEXT TEXT TEXT

16KPI

1.课程设计

2.教学领导

与实践

3.精进项目

25KPI

4.经典诵读

5.校园绿化

6.劳动服务

7.创意智能

18KPI

8.行政领导

9.校园维护

10.图书管理

√领域评定1-7等级
√指标评核标准

√评定0-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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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小学-具体目标-59KPI

TEXT TEXT TEXT TEXT

台塑企业高专亲自辅导



第三阶段跟踪指导
省级专家进校√
追踪计划落地√
校际参观交流√

第一阶段网络自学
√明德管理平台

明德小学校长培育-组织模式-三阶段一体化

三维度十领域三维度十领域

第二阶段集中研修
体验反思分享√
制定可行的SDP√
组建校长联谊会√

√十门标准课程
√自测题

三维度十领域三维度十领域

经验性学习过程/圈
（理论-反思-计划-行动）



 网络式一体化

 在各阶段进行过程中不仅
仅是简单的前后关联，相
隔相间中的关联与借鉴也

明德小学校长培育-组织模式-三阶段一体化

隔相间中的关联与借鉴也
是不可忽视的；

 跨维度相关联，像是互联
网结构一样，取长补短的
为模式的完善与发展提高
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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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小学校长培育-组织模式-三阶段一体化

TEXT TEXT TEXT TEXT

经典诵读视频课程

校长展示小组的成果

省级专家下校指导



发展愿景

明德小学学校发展计划-主题贯通-三维度一计划

学校发展计划

1.办学理念及特色

品牌特色

全人教育理念

公平优质教育

发展规划能力

提升教学能力

当地标杆学校

朴实办学理念

务实发展计划

特色管理平台

先进教学技术

顺畅信息交流

1.办学理念及特色
2.发展水平评估
3.优先解决的问题
4.目标与措施
5.学校周历表
6-8.行动计划表
9.内外监测评估



明德小学学校发展计划-制定工具

问题树

头脑风暴

•分析原因
•预测后果

•集思广益
•择优选择

学校发展多元

SWOT分析

排序法

SMART目标

•一个标准
•一组数据

•查找问题
•优先排序

•预测后果

•问题转化
•缺一不可



明德特色管理平台

明德小学学校发展计划-效果追踪-三途径一计划

省级专家下校指导

专业技术小组支持 大数据大数据

SDP制定
落地成效



明德小学学校发展计划-应用成效-校长认可

 “学校计划文本的制定，就像一座航标

，为我们指明了一学年的发展方向和目

标，有了SDP文本，学校的工作就有章可

循，有的放矢。”-甘肃校长

 “感谢明德项目不仅为我们投入了很多

的资金，而且还为我们带了更高的建设

标准；感谢明德项目送给了我们先进的

理念和切实可行的管理方法；感谢明德

项目教会了我们用思维模型来解决问题

。”-山东校长



明德小学学校发展计划-应用成效

 各省教育厅明德项目办鼎力支持

内蒙古教育厅副厅长倪培霖参加明德学
校校长联谊会

内蒙古师F范大学魏智勇教授辅导校长制定SDP
山东省中小学师训干训中心主任
毕诗文主任下校指导



明德小学学校发展计划-应用成效

 明德小学教育质量在当地名列前茅

2016年明德之星获奖学校-内蒙古
2014年明德小学获国家级奖项-山西

2016年明德优秀奖获奖学校-重庆

学生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名列全县前两名



明德小学学校发展计划-应用成效

 涌现出一批具有特色的明德小学

牺牲的笑脸集

阳光大课间操 学生的演讲比赛 手工课堂

牺牲的笑脸集



明德小学学校发展计划-应用成效

 山西省南关明德小学创意智能活动常态化

中科院院士进学校讲科技

学校的创意智慧教室 学生讲解其原理及制作过程 学生作品获生计发明奖



明德小学学校发展计划-应用成效

 甘肃会宁县教场明德小学师生

同台表演经典诵读

师生同台诵读师生同台诵读

日常校园诵读参加校园诵读比赛



明德小学学校发展计划-应用成效

 山西省壶关县明德学校（明德小学+百尺中学）

 三年时间学生由72名到587名

 2017年中考成绩名列全县前茅，75%学生升市

县重点高中。县重点高中。

运动会入场式 课堂上认真学习 比赛现场

明德学校大门



 甘肃乡村教师志愿者联合会

乡村小规模学校学校发展计划项目

明德小学学校发展计划-应用成效-SDP可迁移性

2014年乡村校长在SDP培训班上 2015年乡村学校与村上联合举办活动省级专家下校指导监测SDP落地情况



 山东省教育厅师训干训中心

全省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

教学管理团队项目

明德小学学校发展计划-应用成效-SDP可迁移性

SDP的达成目标与推进措施

SDP答辩现场

学校团队在SDP答辩会上



明德小学学校发展计划-未来设想

 为明德小学可持续发展，针对继任

校长积极尝试“在线教学指导”校长积极尝试“在线教学指导”

 最终形成“三阶段一体化”研修模

式下的两种应用方式，即“实地集

中研修”和“在线教学指导”

 架构明德线上教育资源平台，免费

共享台湾和内地最优教育教学资源

 欢迎非明德小学加入！



明德小学品牌建设工程项目

 构建学校、管理者、教师、学科之间的

平衡，成就学生的全面发展！

 努力让儿童站在学校的正中央！

 明德教育公益项目永远在路上！

 谢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