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107學年度第
學年度第1學期第
學期第5次
次(擴大
擴大)行政會報
行政會報
紀錄
壹、時
間：107年10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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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普考分發之科學館管理員訂於10/30(二)至本校報到，感謝林
楷樺小姐這一年來的協助。
2. 10/27本校9位教師參加北市課程博覽會，內容豐富，相關資料
張貼於小會議牆上供掃描參閱，另教師建議邀請：
(1)校訂必修：建國中學-黃春木老師-專題寫作與表達。
(2)彈性學習：大理高中-施建裕主任教師群-學習工具與學習地
圖。
(3)彈性學習：景美女中-張慈容主任-我的青春計畫書。
(4)彈性學習：成淵高中-陳祈維主任-為自己找未來的學校課程
將續規劃邀請日期及參加對象。
3.本校訂於11/8(四)上午辦理特教評鑑，主會場在行政大樓三樓
大會議室，當天參訪委員5位＋2位工作人員，無身障人士。
(1)當日流程如附檔
時間
08： 00
~08：30

工作項目
事前準備

主持
人

配合事項

備註

1.提供分組訪談名單
2.校內主要參觀場館開啟

1.學務處
學務處生輔組長
生輔組長確認當日
資優及資源學生出缺勤狀況
並於08:20前回報教務處昱
彤。
2.總務處
總務處於當天8:30前打開
音樂館六號門及館內燈光。
3.資源班輔導員
資源班輔導員於當天8:30
前開放校內無障礙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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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0
~09：00

評鑑委員 召集
到校
人

1.請學校事先與分區評鑑
承辦學校聯絡相關事宜。
2.請學校安排獨立空間供
委員討論。
3.請學校提供訪談名單，
提供委員勾選。

09：00
~09：20

學校特殊 校長
教育工作
簡報
（20分）

1.校長介紹受評學校列席
之相關業務負責人。
2.召集人介紹評鑑委員。
3.學校特殊教育工作簡報
，須額外說明上一屆評鑑
結果中「待改進事項與建
議」之改進狀況。

09：20
~10：50

資料查
閱、教學
參觀及相
關設施檢
核
（90分）

評鑑
委員

1.請各校相關單位主管及
承辦業務人員列席。
2.保留至少60分鐘進行資
料查閱。
3.其餘教學參觀及相關設
施檢核，請學校安排參觀
至多30分鐘。

10：50
~11：20

分組訪談
相關人員
（30分）

評鑑
委員

11：20
~11：50

評鑑委員
意見交流
時間
（30分）

評鑑
委員

1.分組訪談學生、家長、
教師及相關行政人員。(以
一對一為原則)
2.請學校安排訪談場所。
3.邀請家長代表參加訪
談。
1.討論評鑑結果並完成報
主任群暨教務處組長待命
告。
2.請學校安排討論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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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校長暨主任群
主任群接待委
員。
2. 訪談人員名單繕打：暐
倫、昱彤
3.訪談師生通知：美惠、
美惠、
擎元
4.茶水準備：秘書室璧華
璧華 ;
紙筆準備：擎元
擎元。
1.輔導室派員
輔導室派員打開人文館
階梯教室及五間訪談空間
2.設備組
設備組打開謙學館3F教
室+人文館4F多功能討論
室(一)(二)
3.科學館員
科學館員打開各實驗室
4.謙學館1F討論室(開啟
人?,請學生整理
請學生整理)
1.參觀結束後，總務處,資
源班輔導員,設備組,科學
館員關閉相關空間。
2.分組訪談引導人員
引導人員詳見
下表,於10:25到人文館階
梯教室等候並確認動線。
3.訪談名單乙份給各分組
引導人員：暐倫、昱彤
暐倫、昱彤
4.訪談家長於
訪談家長於10:30到人文
館階梯教室等候。
5. 被抽中訪談師生
訪談師生於10:30
到人文館階梯教室等候。
1.受訪人員結束即可離席/
回班上
2.分組訪談引導人員協助
善後各訪談室

11：50
~12：10

綜合座談
（20分）

召集
人

1.請學校各相關單位主管
及承辦業務人員出席。
2.召集人彙整各組意見提
出待釐清問題。
3.學校針對問題回答。
4.請學校於綜合座談後，
提供獨立空間供委員討
論。

接送六位委員至轉運站：
秘書、啟
秘書、
啟帆、暐倫

(2)參訪動線如附檔，當日陪同解說人員規劃如下(請預留11/08
上午訪評時間)：
教學參觀及相關設施檢核
(約
約30分鐘
分鐘)
總務主任 簡佳立 曾明霞
總務主任
輔導主任
資源教師
人事主任
主計主任
教務主任
設備組長 科學館館員
特教組長
學務主任

資源

資優

行政

課程
行政

課程

資料查閱
資料查閱
(約
約60分鐘
分鐘)
輔導主任
總務主任
學務主任
資源教師
教務主任
特教組長
設備組長
教學組長
資優班級任課教師

(3)分組訪談室：人文館1F階梯教室為受訪者休息等待室
序
1
2
3
4
5

受訪地點
1F個別諮商室(1)
1F個別諮商室(2)
1F團體諮商室
2F家庭諮商室
2F生涯教室

帶領人員
陳昱彤
林明聰
杜憶雲
林暐倫
吳于嫻

備註

(4)事前工作：
邀請家長
委員停車指示
液晶電視歡迎公告
跑馬燈
相關人員調課
回程6位委員接送

教務主任
總務處(門房)、教官
擎元
思漢
教務(美惠)
秘書,啟帆,暐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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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評鑑簡報
評鑑簡報手冊
訪談教職員名冊
資優&資源學生名冊
資優&資源教師名冊
確認學生出席狀況
訪談人員名單繕打
訪談師生通知
電腦兩台及印表機
桌牌
識別證

教務主任
教務(佩蓉)
人事
教務(昱彤)
教務(美惠)
學務( 佑吉)
教務(昱彤)
教務(暐倫、昱彤)
教務(美惠)
圖書(弼凱)
教務(憶雲)

一份
一份
一份
08:20前完成

校方相關人
員
工作人員

前往場館指引牌
訪談桌牌
評鑑委員便當
學校同仁便當
茶水
紙筆
廚餘垃圾桶擺放收
拾

7個(6葷1素)

受訪場地內桌椅
受訪場地外座椅
訪談教室標示張貼
受訪人員貼紙

每間二桌二椅
外擺三張
順序貼紙

A4列印，裁成四 教務(憶雲)
小張
教務(憶雲)
教務(憶雲)
80元(師大自付)

總務(佳立)
總務(佳立)
秘書(璧華)
教務(擎元)
教務(擎元)

總務
教務
教務
教務(佩蓉、暐倫、昱
彤)

教學組：
1.中研院探索課程已於10/27(六)完成，感謝王沛芬師、游春祥
師、陳萬城師、林宜靜師及林志斌教官等帶隊協助。
2.107學年第二學期教科書已於10/19發放各科討論研商採用會
議，目前各科進行中。
3.目前老師私下調代課已大幅減少，但還是要提醒老師所有調代
課務必到教學組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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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國英文單字比賽訂於11/3(六)假華僑高中舉行。
5.1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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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05(一)北區英語作文比賽於武陵高中舉行。
7.11/14(三)北區英語演獎比賽於武陵高中舉行。
8.12/01-12/02 全國語文競賽在嘉義永慶高中舉行。
9.12/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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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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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校內英文演講初賽時間11/13(二)，決賽時間12/11(二)。
12.校內國語文競賽時間12/10-12/14。
13.校內英語歌唱比賽時間12/26(三)。
14.校內高二數學競試時間108/01/02(三)。
15.重補修：陸續進行中，預定12/16結束重補修課程。
註冊組：
1.107學年度第一學期免學費及特殊身分減免查調結果已出爐，
近日將整理各項減免清冊並上簽呈，請出納及主計單位協助
確認，並辦理退費追繳等事宜。
2.本學期第一次段考成績已登錄核對完畢，將於本週五前整理各
年級各班成績分析總表供各班導師參考。
3.依據臺教國署高字第1070093347號文，本校為「高級中等學
校學生學習歷程系統推廣試行計畫」試行學校。規劃107年10
月31日(三)下午第五節辦理教育訓練學生場，擬由高一各班班
長及學藝股長參與，已請生輔組協助學生公假出席。規畫107
年10月31日(三)下午第六、七節辦理教育訓練教師場，因學習
歷程檔案紀錄包含多元表現上傳與審核，請學務處及輔導室
派員參加，並邀請課程諮詢教師及相關同仁出席參與。
4.11/5(一)假本校行政大樓會議室辦理宜蘭區會考籌備會議。
設備組：
1.物理主題式探究實作科學課程，10月27日(星期六)順利完成第
二次課程，感謝芳旗老師辛苦付出。
2. 自然科老師支援中華國中資優班課程，課程活動時間：馮淑
卿老師(生物) 10/17.11/14 、顏宏聿老師(物理) 12/1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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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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 17：00。
3.科學競賽部分，10/27比完清華杯化學競賽，10/28比完展哲科
學趣味競賽。
4.107學年度第一區數學、資訊及自然學科能力競賽複賽參賽事
宜， 11/13（二）：數學、地球科學、化學(指導老師與學生
11/12下午出發-11/13晚上返程)，11/14（三）：生物、資
訊、物理(指導老師與學生11/13下午出發-11/14晚上返程)
特教組：
1.11/5(一)0830假行政大樓會議室辦理校內特教評鑑會議，敬邀
相關處室一同出席討論 。
2. 11/7-11/8為高三美術班315班第一次術科模擬考。
3. 11/10(六)13:30-16:30本校將辦理2019物理奧林匹亞競賽初選
，敬請相關處室給予協助。
4. 11/07(三)115班辦理市場印象前導座談，由陳映廷老師主持
，方子維講師以國語及日語雙聲道主講，與日本三瀦高校來
訪師生一同進行交流討論，認識宜蘭之美。
5. 107年宜蘭縣美術比賽結果出爐，本校學生表現極佳，獲獎成
果豐碩，成績斐然，共計獲40張獎狀，28件作品進入全國決
賽，可喜可賀。
6. 將於10/30(二)假明倫高中參加「臺灣北區108學年度高級中
等學校美術班（科）甄選入學聯合術科測驗委員會籌備會議
暨第一次委員會議」籌備討論規畫。於會議中審議與討論臺
灣北區108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美術班（科）甄選入學簡章彙
編草案(含術科測驗、以競賽入學表現入學及分發簡章)、臺灣
北區108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美術班（科）甄選入學日程表。
本次會議委請秘書代為出席。
實研組：
1.高三第3次模擬考將於11/1（四）、11/2（五）舉行。
2.107學年度高中英語聽力測驗已於10/20（六）舉行，成績單
預定於11/1寄發。
3.學測考試報名：10/26~11/8
術科考試報名：10/26~11/8
英聽第二次考試報名：11/2~11/8
考生基本資料確認中。
4.校內108大學推薦委員會第2次會議於10/26召開，會中討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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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選才推薦學生暨本校108繁星推薦校內比序原則如下表，待
推甄簡章公告後，若校內教師無疑義，將簽請校長鑑核後公
告。
本校推薦第一至第三學群及第八類學群優先順序如下：
一、高一、高二「各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之平均成績百分比。
二、學測國文、英文、數學科級分和。
三、學測社會或自然級分累計百分比。
（一）第一學群：採社會級分累計百分比
（二）第二、三、八學群：採自然級分累計百分比
四、分學群採計下列級分和
（一）第一學群：國文、英文、社會級分和。
（二）第二、三、八學群：英文、數學、自然級分和。
五、高一、高二「各學期學測考科總平均成績」之平均成績。
本校推薦藝才班學生第五學群、第七學群優先順序如下：
一、高一、高二「各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之平均成績百分比。
二、第五學群採美術學業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第七學群採體育學業總平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三、分學群採下列級分和：
（一）第五學群：國文、英文、社會級分和。
（二）第七學群：國文、英文、數學級分和。
四、學測國文、英文、數學級分和。

二、學務處梁主任文柚：
學務綜合報告：
1.10/30(二)晚上6：30假度小月餐廳舉辦家長會會長交接暨第一次
常務委員會議餐會，請各處室主任準時出席，謝謝!
2.11/1(四)第五節召開11月份導師會議，各處室資料麻煩在10/31
(三)中午放至網路硬碟，謝謝!
3.11/7(三)綜合活動課程：高一、高二社團活動，高三專題演講。
4.11/21(三)召開第三次學生議員大會，地點在愛智講堂，請相關
處室主任踴躍出席。
5.11/5日流感疫苗施打。
6.今天下午2時畢業旅行招標。
7.宜蘭縣音樂比賽：11/12國樂合奏、11/13絲竹樂、11/14管樂及
銅管五重奏、11/15打擊樂合奏、11/17鋼琴五重奏。
訓育組：
訓育組於11月份將推行以下業務工作，感謝各位老師的配合與協
-7-

助，也請各位老師不吝指教，謝謝大家！
 一、為使畢冊編輯順利，感謝老師的配合，本月籌備流程如下
：
1.畢冊封面已於10/19(五)截稿，目前一位同學投稿兩稿件，
會同廠商設計兩稿件，共四件稿件公告票選，請高三各班於
11/9(五)將該班表決單交至學務處訓育組。
2.11/14(三)，午休開始至第六節課於電腦教室二，為本學期最
後一次畢冊編輯課程(每班四名編輯委員出席)，預計該班編
輯初稿將完成，謝謝老師的協助！
二、今年12/16(日)~12/21(五)本校赴日本進行教育旅行，本月
籌備內容如下：
1.培訓課程：午休在愛智講堂11/2、11/9、11/16、11/30、
12/7。
2.日本學校來訪，感謝馮淑卿老師、游春祥老師、陳映廷老
師、劉怡芳老師、蔡舒姍老師、吳宛倫老師、林宜靜老
師、林書毅老師、曹永慶老師、吳宛倫老師和沈鈺琪老師
，協助課程交流，非常感謝，也謝謝接待班級的準備與規
劃，規劃如下(詳細行程如附件)：
(1)11/7(三)日本福岡三瀦高校來訪，9點預備接待至14點歡
送友校。
(2)11/21(三)日本長野須坂高校來訪，8點預備接待至13點
半歡送友校。
三、文藝獎持續徵稿囉，預計於12/26(三)截稿，敬請各位老師
給予宣傳與協助，並感謝國文科與美術科老師們的辛苦指
導與協助。
四、敬請各位導師於段考後一週內，將宜中之星推薦表交至學
務處訓育組幹事進行彙整，以彰顯本校學生課外優良表現
，均衡五育並重發展，激勵學生見賢思齊，並加以學習及
參與。
生輔組：
1.各處室如需在朝會時機實施頒獎，請同仁於前一週星期五下
班前將獎狀及受獎名單擲交生輔組，以利彙整。
2.綜整受獎人及獎狀後若有上台頒獎數過多情形，為避免耽誤
學生第一節上課時間，採取以下方式因應：
*列入下次朝會優先頒發。
*同形式、同類別獎項再擇優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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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獎項擇派1員代表上台。
體育組：
1.高一班際籃球賽已於10/26圓滿結束。
2.高三班際賽預計本周結束。
3.高二跳繩及女生班籃球賽另行通知。
4.甲級籃球聯賽將於10/31~11/4日新竹市立體育館舉行。
5.全國中等學校田徑錦標賽於10/31~11/3日宜蘭體育場舉行。
6.本學期越野賽跑訂於12/5(三)舉辦。
7.基層訓練站訪視，請各處室協助。
三、總務處張主任家豪：
1.活動中心及謙學樓防漏工程：活動中心所有防水層已舖設完畢
，剩外表泡沫水泥未舖上，謙學樓進度較慢，將利用這兩天加
強施工。
2.綜合體育館設計監造招標部份昨天已進行，目前尚有部份事項
協調中，未決標。
3.畢業旅行招標剛開標，預定下午進行廠商簡報。
4.有關人工草皮，11/1會進行工程發包評選作業，預計明年三月
底完工，下學年做行事曆規劃時，請學務處隨時掌控工程進度
。已要求設計監造單位每週一或週五進行每週工程檢討及下週
進度說明，屆時請學務處派員列席參加。
5.11/23日前送出學校四年修繕計劃至國教署，本處已完成問卷
及相關調查作業，因涉及教務、學務問題，將於校園規劃小組
說明後檢討，請校長核示校園規劃小組會議時間。
6.生涯教室修繕問題，將於11/9日至工程會做調解，結果於下次
行政會報說明。
7.活動中心機車停放問題，目前校園規劃之停放數量已足夠，所
以不予再加劃停車格。
四、輔導室陳主任美璊：
1.高一高二親師座談會已於10/26（五）晚上辦理完竣，感謝導
師與相關同仁協助，最近彙整各班出席率與家長意見，之後再
會請相關處室協助回覆。
2.10/30(二）下午5-6節將帶領微觀大學選修30名同學至宜大參訪
生資學院，進行蛋雞產蛋性能監測系統及無人機實機功能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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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參與生動系實驗室體驗。
3.10/31(三）復興國中邀請畢業校友返校宣導，已事先進行行前
說明，當天請宛慧老師協助帶領同學返校分享。
4.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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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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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活動由明基友達基金會協助贊助之「夢想行動校
園講座」，目前12個高一高二班級以班為單位報名，座位表已
初步規劃，當天請教官開始時協助秩序維持，歡迎有興趣同仁
一起參與。
6.10/29-10/31中午為小太陽培訓時間，這學期小太陽有19人報名
，惟向日葵目前僅10人報名，將再請導師多鼓勵有需求同學報
名參加。
五、圖書館詹主任景陽：
1.10月25日(星期四) 由吳宛倫老師分享之帶領班級晨讀經驗活動
已辦理完畢，當天共有21位老師出席，感謝校長的撥冗主持以
及相關人員的協助。
2.本週三（10/31）為全國心得寫作比賽投稿截止日，圖書館上
週已提醒有意投稿同學把握時間完成投稿作業。
3.國教署10/25來文可規劃補助圖書館生自主學習空間及設施設
備，並於11月9日以前提出申請，目前擬規劃圖書館三樓服務
台暨閱覽區空間改造，並於期限內提出申請。
捌、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案人-教務處
案 由：本校體育班各專長項目參加校外比賽或移訓，所遺之課務
問題，請討論。
說 明：
一、近日體育教師課務遇到同時多項專長項目參加校外競賽，
同時多位教師出差，造成課務調度困難（若同時段三組
同時出去比賽, 體育老師若有調度的問題）。
二、因本校體育班含田徑、足球、籃球專長項目，校外競賽
含各層級、各聯賽、移訓等，各專長項目時間可能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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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需多位教師。建議體育各專長項目參加競賽、訓練等
，應於期初協調教師人力、課務處理方式，例：課務排
代、自理等，以確保學生受教權利。
三、何單位辦理之競賽所遺之課務予公假排代處理？課務自
理？

決

五、因每學年、每學期均會遇此問題，建議體育發展委員會
討論本案。
議：提體育發展委員會討論。

玖、結論：
一、朝會進場秩序有待加強。
二、科學館管理員報到，請落實工作及財產交接。
三、謙學樓兩側樓梯、廁所於11/8前請加強清潔。
四、請實研組將學測報名考四科及五科分別統計人數，以供參
考。
五、體育組擇日召開體育發展委員會。
拾、散會：10時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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