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報會
議紀錄
壹、時
間：107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二）上午 8 時 30 分
貳、地
點：三樓大會議室
參、主
席：王 垠校長
記錄：曾明霞
肆、出席人員：詳簽到名單(附於後)
伍、上次會議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管制報告(如附件)
陸、主席致詞：
柒、會報事項：
一、教務處鄭主任景元：
1.國教院柯若萍老師 10/15(一)來訪，與自然科老師教師座談，
協助自然科發展 2+2 學分的探究實作課程與 2+2 學分的校訂
必修課程。
2.臺北市 107 年高中課程博覽會訂於 10/27(六)假建國高級中學
辦理，擬邀請本校教師參加，以觀摩新課綱他校課程發展。
3.新課綱相關：
(1)課程地圖：文史班群尚有 2 學分,理工電資班群尚有 1 學分
未配置;數甲,文史班群數乙需改 4 學分/學期開設
(2)校訂必修：目前有意開設的為社會科、自然科、跨科社群，
若他科有意參與開設亦歡迎配合課程填報時程填報 4 學分
(72 節)課程規劃表(校內時程是 10/17 前,全國作業是 11/30 前)
(3)多元選修：
(a)規劃高一上、高一下、高三下各 2 學分，共 6 學分，同時
段至少開設 15 門課(11 班*1.2 倍=14.4)，但若考量新課綱
特殊班需上多元選修(未定案)且每門課人數約 30 人，則同
時段約需開設 17~18 門課左右。
(b)目前高三開設選修開設指考加強類型(校內)與進路學群銜
接類型(大學支援)，唯大學資源不定，本校仍需各科能開
設高三下多元選修。
(c)107 學年度實施高一上下學期各 2 學分跑班多元選修；高
三下學期規劃第一,二類組實施跑班多元選修，課程內容規
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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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彈性學習時間規劃：每週 3 節，目前時段規劃如下，
高一
一 二 三 四 五
1
2
3
4
5
6
7

高二
一 二 三 四 五
1
2
3
4
5
6
7

高三
一 二 三 四

五

1
2
3
4
5
6
7

彈 彈
彈
彈
多 團
團
團
(多)
多 團
團
團
(多)
說明：
1.高一:1 節全校星期三第 5 節;1 節彈性全學期授課;1 節全年級星期二第 5 節(內容需
規劃)
2.高二:1 節全校星期三第 5 節;1 節彈性全學期授課,1 節含 18 小時自主學習(內容需
規劃)
3.1 節全校星期三第 5 節;2 節彈性全學期授課
4.全年級班際競賽或學校特色活動可排入彈性時間

優質化彈性學習工作坊產出學校特色活動檢核表如下

優質化自主學習工作坊產出自主學習相關資料如下

(5)第 8 節輔導課：配合新課綱實施，需召集各科討論轉型
教學組：
1.重補修：本年度課程預計於 11 月底前辦理完畢。
2.第 8 節、第 9 節英數補救教學：為彌補學習落後同學之學習成
效，特利用高一第 8 節彈性學習時間(已於 10/01 開課)及高一
二第 9 節開設此課程(預計第一次段考後開課)，並感謝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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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及各科教師的的配合。
3.高二英文歌唱比賽訂於 12/26(三)辦理。詩歌朗誦比賽訂於高
一下學期辦理，感謝相關學科配合。
4.關於 107 學年度下學期各科週考安排將另行召開科代表會討
論。
5. 10/20(六)第十二屆聯合盃作文大賽於復興國中舉行。
6. 10/27(六)舉行探索體驗課程-中研院院區參訪。
7. 11/03(六)假華僑高中辦理北區英語單字比賽；12/8(六)假新竹
女中辦理全國英語單字比賽。
8. 11/04(六)107 年度思辨與英語論辯學習營—宜蘭場在本校人文
館國文科教室舉行。
9. 11/05(一)北區英語作文比賽於武陵高中舉行。
10. 校內英文演講初賽時間 11/06(二)，決賽時間 12/04(二)。
11. 11/14(三)北區英語演獎比賽於武陵高中舉行。
12. 12/01(六)-12/02(日) 全國語文競賽在嘉義永慶高中舉行。
13. 12/08(六)107 年度原住民族語言能力測驗，本校參加學生計
18 名團體報名。
14. 校內國語文競賽時間 12/10(一)-12/14(五)。
15. 12/15(六)台大校友盃第十一屆英文寫作比賽及英語演講比賽
於宜蘭大學舉行。
16. 校內英語歌唱比賽時間 12/26(三)。
17. 校內高二數學競試時間 108/01/02(三)。
註冊組：
1.108 學年度宜蘭區免試入學委員會已成立，近日將審查 108 學
年度免試入學第一階段各國中分配名額，名額做最後確認
後，將公告於 108 學年度宜蘭區免試入學簡章。
2.108 學年度體育班招生名額如下：籃球、田徑各 9 名，足球 12
名。
設備組：
1.本學年度中華國中-宜蘭高中資優課程合作計畫時間為:馮淑卿
老師(生物) 10/17 . 11/14，顏宏聿老師(物理) 12/19 . 1/9，林清
正老師(地球科學) 10/31 . 12/5，游春祥老師(化學) 10/3 . 12/26
課程節數時間為 15：15 - 16：00，16：10 – 16：50 感謝 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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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奔波辛勞，為本校的招生盡了一大份力。
2.週六國中物理課程 10/6 第一次上課後，同學對課程的接受度
很高，感謝芳旗老師花心思的課程設計，第二次上課為 10/27
日。
特教組：
1. 近期各科奧林匹亞競賽初賽：
(1)2019 物理奧林匹亞競賽初選於 11/10(六) 13:30-16:30 辦理。
本校為物奧初選考場之一，報名業務進行中。
(2)2019 生物奧林匹亞競賽初選於 11/10(六)9:30-11:30 舉行，
本校 共 118 名學生報名參加。
(3)2019 化學奧林匹亞競賽初選於 12/01(六) 14:00-16:00 舉行，
報名業務進行中。
(4)2019 數學奧林匹亞競賽初選期程尚未公布。
2. 107 年宜蘭縣學生美術比賽已於 10/12(五)將本校參賽作品送
至中山國小，共計 52 件作品參賽(美術班 43 件，普通班 9 件)。
實研組：
1.本學期第一次期中考已於上週五（10/12）辦理完畢。
2.本週六（10/20）為第一次英聽測驗，本校同學考場地點於宜
蘭大學，報名人數 534 人。
3.下週五（10/26）開始 108 學測報名作業。
4.10/22（一）為本學年度第一次繁星推薦委員會暨臺大特殊選
才及希望入學推薦會議，中午十二點於大會議室。
二、學務處梁主任文柚：
學務綜合報告：
1.第二次學生議員大會已於 10/3(三)召開完畢，會中提出朝會與段
考期間可否開放穿著運動短褲，相關議題將由自治會學權組提
交相關處室討論。學生議會下次開會時間為 11/21(三)13：00~14
：50。
2.10/16(二)上午為捐血活動，捐血學生名單會給導師做確認，並
在當日會在點名表附上該節學生的公假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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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17(三)綜合活動時間高一進行校歌暨班歌比賽，高二、高三
舉行班會。
4.10/17(三)上午由格維組長帶領 40 位同學至宜蘭演藝廳參加丟丟
銅國際藝術節開幕儀式。
5.10/24(三)舉辦高三學測草嶺誓師，導師行前會已於 10/3(三)辦理
完畢，預計 10/19(五)下午進行現地勘查。
6.10/26(五)於蘭陽女中辦理悅聽文學，本校分配 30 位同學名額，
屆時將由格維組長與一位國文老師帶隊前往。
7.107 學年度家長會會長交接預計於 10/30(二)晚上舉辦，確切時
間及地點待與新舊任會長確認後再行通知，請各位主任預留時
間出席，謝謝。
8.11/5(一)上午在育德堂實施流感疫苗施打，今年由員山榮民醫院
到校施打，50 歲(含)以上老師請攜帶健保卡，50 歲以下老師及
學生由宜蘭縣政府提供免費施打。
9.11/7(三)三瀦高校來訪、11/21(三)須坂高校來訪，相關行程已進
行規劃，屆時再請相關處室提供協助。
三、總務處張主任家豪：
工程進度：有關於謙學樓及學生活動中心修繕，至 10/16 止預定
進度：63.14 %實際進度：53.76%目前落後 9.38%，
待上週下雨有不計工期部分，公文已在傳遞當中。
招標部分：
1.圖書館及學生活動中心廁所修繕設計監造標，至昨日截標為
止，確定已流標兩次，預定再進行第三次上網招標作業。
2.人工草皮第二次發包作業，於 10/15 下午 17：00 截標，目前
2 家投標。
3.綜合體育館設計監造標預定 10/18 下午 17：00 截標，目前無
人投標。
報告事項：
1.上週連續下雨，校園多處積水，其問題根本在於校外復興路
排水系統無法宣洩問題所造成（此宜蘭縣政府已列為優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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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區域），這與校區內淹水毫無關係，因此淹水、積水問題
亦可於雨勢趨緩後 30 分鐘內可獲得解決。
2.本單位訂於 10/18（四）下午 12：00 召開本年度第一次職業
安全衛生委員會議，請一級主管、許仁祥組長參加。
3.本單位訂於 10/18（四）下午 13：00 召開本年度第一次勞資
會議。
四、輔導室陳主任美璊：
1.10/13(六）於團輔室辦理「情緒探索成長團體」，共六名同學
參與；10/14(日)由超群牙醫、台北醫學大學教授協助辦理「
OKME 領袖學院關鍵競爭力─高中學習履歷建構課程」，共 40
名同學參與，均圓滿完成，並頒發 6-7 小時研習證書。
2.10/18（四）中午 12：00-13：50 辦理教職同仁主題研討會，邀
請瑜荃老師主講「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歡迎有興趣同仁
共同參與。
3.10/19(五）於生涯教室辦理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輔導教師、輔導人
員團體督導，邀請毛蟲心理諮商所張秀娟心理師協助帶領個案
研討，當天約有 35 名宜蘭區高中職、國中輔導夥伴共同參與。
4.10/24(三）第 5 節辦理高一多元性向測驗，請導師協助班級施
測、10/26（五）晚上 19：00-21：00 辦理高一、高二親職教育
座談會，今日 10/16（二）中午 12：00 召開行前說明會，請高
一、二導師、相關處室同仁參與。
5.10/24（三）第 5-6 節辦理高二生涯規劃週會演講，邀請「IOH
網路平臺」分享，邀請有興趣同仁共同參與，將核發教師研習
時數。
6.10 月學系探索活動（12：20-12：50 於綜合教室）：10/23 成大
水利及海洋工程系所（李堉辰校友）、10/25 長庚生物醫學系/
台大微生物免疫研究所（陳冠霖校友），歡迎有興趣同學踴躍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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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31(三）復興國中邀請畢業校友返校宣導，將事先進行行前說
明，當天請宛慧老師協助帶領同學返校分享。
8.10/31 13:30-15:30 於輔導室辦理本學期第二場親師影像悅讀，宥
蓉老師帶領「牌卡 FUN 鬆時刻」，歡迎家長、同仁參加。
9.11/2（五）第 5-6 節於音樂館辦理「倒立先生挑戰自己之生命故
事分享」，請有興趣參與班級以班為單位報名，開放全校同學
參加，歡迎同仁一起參與。
10.小太陽、向日葵推薦與報名將於段考進行，請鼓勵有能力、有
需求同學報名參加。
11.本校獲選 107 年度教育部生命教育績優學校，並獲得「生命教
育特色校園文化計畫」補助 20 萬元，感謝每位教職同仁的付出
與耕耘，該經費可提供教師辦理生命教育相關活動/班級活動使
用，若有需要請向輔導室提出。
12.本校申請通過國教署補助家庭教育經費 20 萬元，提供教師辦理
親職教育/家庭教育相關活動經費，若有需要請向輔導室提出與
討論。
五、圖書館詹主任景陽：
1.為更能有效推動本校晨間閱讀活動，圖書館特別邀請吳宛倫老
師分享帶領班級晨讀經驗，邀請導師參加。時間：10 月 25 日
(星期四) 12:00~13:00。地點：圖書館三樓閱覽區。
2.本學期全國心得寫作比賽投稿至 10/31 日止，全國小論文比賽
投稿至 11/15 日止。
3.圖書館一樓閱覽室最後側的十支檯燈已裝置完成，本週起已可
開始使用。
六、主計室劉主任曉芳：
1.年底將近，請各處室盡量於 12 月 14 日前完成請購作業，並於
12 月 22 日前完成核銷，其餘如水電費、電話費、保險費、合
約規定之支出、教師兼代課鐘點費、社團及課輔鐘點費及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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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至 31 日活動等請於 12/14 前上網請購，以利控管，敬請各
處室配合。另差旅費若未及年底前核銷者，可敘明理由，於次年
度辦 理。
捌、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案人-教務處
案 由：宜蘭考區 108 年國中教育會考試務會委員兼報名組組長減
授教學節數事宜，請討論。
說 明：
一、宜蘭考區 108 年國中教育會考試務由本校承辦，因註冊組
長有三親等應行迴避，故宜蘭考區 108 年國中教育會考試
務會委員兼報名組組長由林書毅老師兼任(已簽核)。
二、依據「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第八條
： 「專任教師及兼任導師之專任教師個人全學期協助辦
理學校行政業務，或兼任實驗（習）場所管理人員之每週
基本教學節數，依第二條第一項規定，經學校行政會議、
課程發展委員會或校務會議決議之減授節數。」
三、報名組職掌如下，
(1)準備宜蘭縣公私立各國中各項聯絡資料。
(2)調查各校報名人數、考生人數之預估及統計。
(3)辦理國中註冊組長說明會。
(4)發售及公告考試簡章。
(5)製作集體報名手續檢查表，集體報名程序單
(6)排定集體報名時間，擬定報名手續及流程並公告。
(7)受理報名及服務事項，檢驗考生各式證件，報名人數統計
表。
(8)規劃考場、分配試場及編排考場座位。
(9)公告場次座位、分發考生座位籤。
(10)其他有關報名事宜。
四、需討論
(一)每週減授節數。
(二)減授開始時間。
決 議：每週減授二節，於下學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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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提案人-學務處
案 由：國立宜蘭高中學生自行車、機車管理辦法(修正版)。
說 明：如附件
決 議：通過。
3. 非上班時間管理辦法是否授權圖書館全權處理
玖、結論：
一、金門高中致贈本校因 823 炮戰，安置該校 18 名學生感謝狀
及相關照片資料，請留校史室典藏。並於明年校慶邀請 18
位金門高中校友蒞校指導。
二、特教評鑑請各處室協助辦理。
三、輔導室建議於該室建置差勤刷卡機乙案，評估後再議。
四、建議圖書館可延伸另列一主題為閱讀教育，整合晨間閱讀、
圖書館週、書展、讀書會等製成 ppt，成為圖書館亮點。
拾、散會：9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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