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擴大)行政會報
紀錄
壹、時
間：108 年 3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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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柒、會報事項：
一、教務處鄭主任景元：
1.學測：
(1)五科總級分：70 級分以上共 13 人(去年 22 人,前年 12 人)，其中
74 級分 2 人,73 級分 1 人,72 級分 1 人,71 級分 1 人,70 級分 8 人
(2)國英數社四科：59 級分 3 人,55 級分以上 25 人,50 級分以上 69
人。達全國頂標(51 級分)：59 人，達全國前標(46 級分)：137
人。
(3)國英數自四科：59 級分 4 人,55 級分以上 30 人,50 級分以上 84
人。達全國頂標(52 級分)：63 人，達全國前標(47 級分)：130
人。
註：去年 5 科達頂標 74 人,前年 52 人；去年 5 科達前標 139 人，
前年 117 人)
2.新課綱實施：
(1)本校 108 課程計畫：歷史探究、自然探究 A、自然探究 B 為修
正後再審。
(2)選課輔導手冊：課程諮詢教師群訂於 6 月中旬前編寫完成。
(3)彈性學習：需跨處室再協調
(a)彈性學習週間位置需確定，並擬定各週內容。
(b)自主學習實施計畫：需擬訂。
(4)校訂必修：經社會科社群邀請校外專家建議，將辦理跨校訂必
修社群分享與對話，以使不同校訂必修仍有共同校必核心素
養。
(5)領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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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素養命題與考試：規劃以區域聯合辦理型式邀請相關學科命題
研究人員至校講座。
3.優質化：
(1)將朝 108 學年度有教師兼任優質化教師去規劃，可減鐘點 4
節。
(2)107 學年度下學期部份資本門項目調整，額度約 49 萬已函報國
教署。
(3)108 新學年度優質化：各課程(表 T-4)、社群(表 T-6)相關表件
(含經費編列)尚未完全繳回，將再催繳以利計畫順利提報。
(a)彈性學習之自主學習規劃請圖書館填寫表 T-4,表 T-6，並將
專題研究納於表中。
(b)團體活動與彈性學習之學校特色活動請學務處填寫表 T-4,表
T-6。空白表單請至下方位置下載，並於 2/26 前完成填寫，
再上傳雲端。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0/folders/1H4lVLhOAAtyHM7oFznoALK5Y--DAiYE

4. 3/25(一)為第一次期中考第一天，該日下午 13：30～14：50 召開
教務會議，隨後舉辦輔導研習（15：00～17：00）。當天下午同
學班上自習，請教官同仁協助維持秩序。各處室教務會議資料請
務必於 3/15(五)前交給景元，另依據 108 年 1 月 18 日校務會議臨

時動議：「案二、本校已確定 108 學年新生減少一班,為因應少子
化及超額教師問題,是否考因應少子化及超額教師問題,是否考慮
再朝減班方向辦理」，請人事提供報告資料。
5.是否規劃高一下學期、高二上學期、高二下學期開學複習考，考
科至少含英、數，試程至多安排一天，考試成績並佔學業成績部
份百分比，建請酌予建議。
教學組：
1.科研究會各科建議：
數學科: (1) 以後補課當日都只上正課即可，不須加開輔導課，以
保持良好之上課精神，建議以後都比照。
(2) 因高三、高一選修時段固定於週二 3、4 節及週二 5、
6 節:
a. 各科領域時間之規劃應通盤考量。
b. 108 課綱之彈性學習若固定於某時段(例如:週二第 5
節)某一科(例如數學)將會造成排課上的困難。
2.第 8,9 節補強性教學：目前學生參加人數及可上課教師已調查完
畢，預計 3/11 開始上課。
3.高三第 8 節備審課程：已於 2/28 調查完畢，原訂開課時間為週
一、四為一時段，週三、五為一時段，預計上三週，但因週一、
三人數登計 119 人，超過上二間電腦教室容納量 80 人，預定再
開週二時段，調查中，預定 3/4 中午確定是否開班。
4.台大杜鵑花節：訂於 3/16(六)辦理，目前預定 5 部車。
5.訂於 4/17(三)辦理高一詩歌朗誦比賽。
註冊組：
1.國中會考：
(1)報名時間為 108 年 3 月 14~16 日，並表訂 3 月 20 日(三)召開宜
蘭考區 108 年國中教育會考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
申請審查會議。
(2)5/6~5/19 國中教育會考試卷分裝作業入闈人員，感謝游婷玟小
姐協助。
(3)本校今年承辦宜蘭區國中教育會考，需設置小闈場，地點暫訂

科學館，感謝鄭思漢協助入闈，尚缺一名人力，惠請鈞長協助
協調。
2.108 年 1 月 10 日行政會報所提案之「國立宜蘭高級中學轉班轉組
實施辦法(108 高一適用)」修訂轉組時間限定學年間案，將於 3 月
25 日教務會議提案。
設備組：
1.支學期支援中華國中資優班課程活動時間：馮淑卿老師(生物)
3/20、4/10，顏宏聿老師(物理) 3/27、5/1、林揚閔老師(化學)
3/6、4/3、課程節數時間均為 15：00 - 17：00。
2.107 學年度(59 屆)校內科學展覽參賽展示板領取時間：3 月 5、6
日下午(領取展示板)，佈置時間：3 月 6 日下午 15：10~17：00
(展示板佈置)，評審：3 月 7 日(四) 8:00~11:50(現場評審說明)。
3.國教署充實一班教學設備 100 萬經費計畫，所要購買的設備均已
招標完畢，3/31 要完成結案。
特教組：
1. 賀! 本校 313 班沈智恩同學榮獲 2019 年化學奧林匹亞競賽冬令研
習營一等獎，並獲大學本校系推薦資格，感謝賴明良老師的指
導。
2. 由陳新郁老師規劃，本校美術班師生將於 03/08-04/08 至羅東博
愛醫院文化藝廊，舉辦為期一個月的「心中最美的風景」作品
展，參展師長：李錫岳師、陳新郁師、張玉如師、賴志遠師、吳
啟帆師，及 315 班和 215 班學生共計展出 20 件作品，歡迎校內師
生蒞臨欣賞。
3. 資優招生：3/5(二)12:00 於三樓小會議室召開本校「108 年宜蘭高
中資優教育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訂定 108 年資優鑑定安置計
畫及相關期程。
4. 美術招生：4/13(六)舉行聯合術科測驗(北區試場在明倫高中)。術
科測驗各項細節(如報名人數、特殊考場、各校評分代表、工作分
配等)將於 108 年 3 月 13 日(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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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次委員會中討論。

5.108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將於 3/21-3/24 考試，
由黃心芃師及許庭維輔導員帶隊前往臺北各考區參加考試。
6.身障生鑑定：107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重新鑑定及跨教育階段鑑
定，將於 3/18(一)9:00 至宜蘭特殊教育學校繳交鑑定資料。
實研組：
1.繁星選填：3 月 4 日（一）至 3 月 6 日（三），每日早上二至四
節於行政大樓三樓小會議室選填。3 月 7 日（四）中午召開繁星
推薦委員會審議名單。預計 3 月 18 日（一）放榜及第八學群
（醫學系）第一階段公佈。
2.申請入學：3 月 19~21 日繳費報名，3 月 27（三）第一階段公
佈。
二、學務處梁主任文柚：
1、3/6（三）第 5、6 節舉辦高三拔河比賽。
2、3/7（四）第 5 節召開三月份導師會議，各處室會議資料麻煩在
3/6(三)中午之前提供，謝謝。
3、本學期第一次學生議員大會已在 2/20(三)召開，會中相關提案
已列入提案討論。
訓育組
1.畢業紀念冊方面：
(1)目前已完成一次校稿作業，預計安排三次校稿，剩下兩次分
別為 3/6 和 3/20，感謝導師們的協助與幫忙。
(2)畢冊預計於五月初交貨，希望在第二次段前發給高三各班。
2.畢業旅行方面：
(1)經本學期初向全高二學生調查，彙整後目前旅費 5,880 元/人，
第一天和第三天晚餐為自理讓學生逛夜市，第二天晚上為晚會。
(2)正進行畢旅參與意願調查，並預計於 3/21 和高二導師召開各班
特殊境遇補助討論。
(3)3/27 和 3/28 由職與學務主任進行本次高二校外教學的行程實地
勘察。
(4)4/8(一) 發畢旅繳費單，4/12(一)以前完成繳費作業，感謝總務處
出納組協助製作繳費單。。
(5)不參加校外教學之同學須每日到校自習，若要請假請依相關規

定，長假則須家長親自到校辦理。敬請教務處教學組安排這些同
學之課表，並通知督課教師
3.校慶慶祝大會方面：
(1)校慶慶祝大會為 108 年 4 月 27 日 8:30~10:00，活動地點：本校
音樂館，參加對象：本校全體教職員工及高三學生。
(2)本慶祝大會的分工表與程序表如附件，感謝各處室之協助。
(3)4/25 下午將請受獎人員與工作人員進行慶祝大會預演。
(4)文藝獎目前在彙整評審的評分表件，並進行得獎作品收集。作
品檔案將交由本校校刊社團(晨青文創社)進行校刊編稿，望能於
慶祝大會前出刊。
4.畢業典禮方面：
(1)預計於 4/1(一)進行畢籌會招募與畢典高一高二志工招募，將請
各位同仁協助推廣。
(2)本屆畢籌會籌備時間較往年短(放榜延後.畢典提早)，希望同仁能
推舉活動人才或負責人選給訓育組，讓他們可以舉辦一個難忘的
畢業典禮。
(3)畢籌會訂於 4 月 30 日(二)成立，5/1,5/2,5/3,5/6 此四天下午將會
進行團隊建立、目標確定和畢典主題訂定，針對畢典作討論與規
劃。
5.宜中 PI 大星活動：
(1)感謝校長支持本活動，加碼前三名各贈一本書。
(2)本活動預計於 3 月 14 日當天中午舉行，搭配靜態展覽(圓周率之
計算與應用、圓周率之歷史與趣聞)、情境共享(中午播放由圓周
率所編曲之音樂)，和當日活動執行，敬請有興趣的同仁可以共
襄盛舉。
6.訓育組本學期規劃教師輔導與管教知能工作坊，進行議題討論與
播放教學相關電影影片，目前規劃時間與內容為：
108 年 3 月 21 日 週四 12 點~13 點 50 分：人生起跑線
108 年 4 月 18 日 週四 12 點~13 點 50 分：老師你會不會回來
108 年 5 月 09 日 週四 12 點~13 點 50 分：關鍵少數
108 年 6 月 13 日 週四 12 點~13 點 50 分：北極上學趣
以上內容涵蓋議題包含輔導與管教策略、導師班級經營、教師情
緒管理、特殊個案輔導與管教等，有興趣的同仁能撥冗，共同討
論與增能~歡迎您~~
活動組:

1.全國音樂賽決賽，今年於宜蘭縣舉行，本校參加項目為:
3 月 10 日(日)下午場，管樂合奏於宜蘭運動公園體育館
3 月 15 日(五)下午場，鋼琴五重奏於宜蘭演藝廳
3 月 17 日(日)下午場，國樂合奏於宜蘭運動公園體育館
3 月 18 日(一)下午場，銅管五重奏於宜蘭演藝廳
2.運動嘉年華活動簡章已於導師會議中交予導師，報名截止日期為 3
月 15 日，並於當天中午舉行抽籤。
3.本學期高一、高二社團活動將於 3/6 進行第一次課程，依序為 3/13、
4/3、5/1、5/29、6/12，共六次，咖啡研究社的上課場地將移往家政
教室，感謝王屏老師提供場地協助。
體育組:
1.本學期越野賽跑已於 2/27 日舉辦完畢，感謝各處室的支援。
2.本學期班際籃球賽於 3/4 日(一)開始舉行，決賽預定 3/13 日舉行。
3.本學期班際足球賽預定 5 月份開始舉行。
4.本校足球隊於 3/18-22 參加第二階段足球聯賽，籃球隊於 3/16-19
行中小學籃球錦標賽，田徑隊於 3/11-15 日進行全國青年盃田徑
賽。
5.本校田徑隊 2/20-23 參加宜蘭縣中小學運動會，成績如下。

三、總務處張主任家豪：
學校工程與招標業務執行：
1.人工草皮施作進度，預定 12.74％，實際 21.5％，預定 108.04.17
完工。

2.臨風樓、謙學樓個人置物櫃設置案，目前已完成拆除作業，後續
將逐日於假日進行後續組裝施工作業。
3.圖書館及學生活動中心已於近日正式開工，近期將先施做打除作
業。
4.學生車棚新建案，設計監造無人投標，流標；第二次招標 3/11 截
標、3/12 審資格標、3/13 評選。
5.109 年綜合體育館興建工程，本單位與黃建興建築師於 108.02.20
參加國教署辦理基本設計審查會議，會議過程審查委員建議本校
計畫有多項需要修正，目前建築師已針對會議記錄進行修正，本

單位將於 108.03.15 再提出。
由於時間急迫，修正見意亦為國教署審查委員建議事項，是否再
召開校園規劃小組確認，請鈞長裁示。
報告事項：校友會將於 108.03.06 下午 15：00 辦理第二屆傑出校友選
拔作業。
四、輔導室陳主任美璊：
1.3/7(四）中午召開高一導師興趣量表施測行前說明會，已發開會
通知單邀請高一導師與會，當天一併討論高一親師座談會作法，
若教務處、學務處有相關意見亦可提出。
2.3/8(五)、3/15（五）12：20-12：50 分別辦理警大與警專之介紹與
宣導活動，鼓勵有需求同學自行報名參加。
3.3/14（四）晚上 19：00-21：00 於輔導室辦理 3 月份學生輔導諮商
中心主題研討會，邀請郭約瑟醫師主講「如果人生有地圖」，歡迎
有興趣同仁共同參與。
4.3/13(三）第四節於綜合教室辦理大葉大學美術設計學群介紹，除
115 班參與外，更有 215 班、及部份同學參與，歡迎有興趣同學
共同參加。
5.3/13（三）、3/20（三）13：00-15：00 於音樂館分別辦理高三
生涯規劃、高二生命教育週會演講（與明基友達基金會合作）
，邀請 IOH 網路平台、及太陽神馬戲團陳星合先生（分享由太陽
回來的人），歡迎有興趣教職同仁一同聆聽。
6.3/20(三）下午第 5-6 節請高一導師協助大考中心興趣量表施測；另
當天下午由職帶領冬山國中校友返校宣導並介紹宜中。
7.3/21(四)12：00 於輔導室樓上個案會議室辦理教職同仁主題研討會，
請國修老師主講「脆弱的力量」，歡迎有興趣同仁共同參與。
8.3/22（五）辦理一天宜蘭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團體督導，請國北護
黃傳永老師帶領「藝術治療」，當天約有 24 位國中及高中職輔導
教師於生涯教室共同參與。
9.3/25(一）下午 15：00-16：30 與學務處合作辦理教師輔導知能研習
，邀請 DFC（Design For Change） 劉虹君講師分享「你的力量超
乎想像」，歡迎同仁踴躍參與。
10.3/27(三）辦理親師影像悅讀，由阮琳雅心理師帶領，相關訊息將

發放家長知悉，歡迎家長、同仁共同參與。
11.小太陽、向日葵開始召募，請導師協助推薦與鼓勵有興趣或需求
的同學報名。
五、圖書館詹主任景陽：
1.本學期全國心得寫作比賽投稿至 3/15 日止，目前已有同學陸續投
稿，將持續鼓勵同學投稿。
2.同仁若有推薦購買書單可至圖書館網頁線上推薦或直接將電 子檔
交至圖書 館。
3.本期宜中電子報訂於 3 月底出刊，煩請各處室於 3/15(五)前提供資
料，以利發刊。
4.圖書館三樓有宜蘭學教學成果展，主題為宜蘭老照片，結合了本校
宜蘭學師生的教學成果，歡迎同仁來參觀。
六、主計室劉主任曉芳：
1.國教署 108 年 2 月 21 日臺教國署主字第 1080019306 號函， 檢送「
107 年度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預算執行情形共同缺失事項」。本室已
公告於學校-主計室-法令規章網頁，請各處室留意下列幾點，倘有
類似缺失情形，應改進並加強內部審核，避免類似情事發生：
(1)計畫執行期間屆滿後 2 個月內辦理結報。
(2)未依核定計畫項目支用相關經費。
(3)向學生收取各項代辦費之賸餘款，於學期結束後 4 個月內辦理退
還作業。(留意：高三畢業前辦理)
(4)採購案件應於事前依照「內部審核處理準則」規定程序陳經核
准後，始得採購。
(5)履約保證金及保固金應定期清理，不得逾保證或保固期間。
(6)物品及財產應黏貼標籤，並註記補助經費來源。
(7)調閱會計憑證應有申請單或記錄，以符合「政府會計憑證保管
調案及銷毀應行注意事項」規定。本室已製作「國立宜蘭高中
會計憑證調案申請單」放置學校主計室網頁-表格下載，往後各
處室同仁調閱會計憑證，請填妥申請單並經校長同意後，始得
調閱。
2.109 年資本門概算已彙整完畢，感謝各處室協助，編列情形如附件
，因目前尚未接獲國教署資本門預算額度，暫依各處室編列之項目

，若額度不足支應，請討論不足部分是否依優先順序刪減、爭取計
畫支應(例：前瞻計畫、優均質計畫等)或學校校務基金支應?
捌、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案人-教務處
案 由：國立宜蘭高級中學學生定期考試場事件處理要點修正，請討
說

論。
明：依據現況微調，並增加補考服儀規範故修改要點名稱，餘詳
決

如附件。
議：提導師會議討論。

提案二：提案人-教務處
案 由：國立宜蘭高級中學辦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合作計畫作業要
說

點，請討論。
明：為使要點更符合非學校態實驗教育之精神，避免學生以此方

決

式逃避某些課程，要點修正如附件。
議：通過。

提案三：提案人-教務處
案 由：國立宜蘭高級中學轉班轉組實施辦法(107 年高一、高二適用)
說

，請討論。
明：新增「原班三類轉二類之轉組學生，免修生物課程時間只可
選擇「隨班附讀(無學分)」或「圖書館自習」。」，辦法修
正如附件。

決

議：提教務會議討論。

提案四：提案人-教務處
案 由：定期考因配合國中會考及學期休業式所調整之節數，是否仍
說

須排定監考人員，請討論。
明：原定期考試程調整之節數，因安排班級打掃，現均由導師隨
班監督，但並無核發導師鐘點費，是否符合公平原則，請

討論。
決

議：請導師配合督導。

提案五：提案人-學務處
案
說

由：是否更改學校運動服，請討論。
明：宜中運動服的材質、款式年代久遠、陳舊，學生穿著意願極
低，買了又不穿著實浪費，是否全面更新款式與材質，穿起
來舒適、好看以提升學生穿著意願。

決

議：請學生設計，款式設計前提需兼顧傳統與創新，成立委員會
審議，提校務會議討論。

提案六：提案人-學務處
案
說

由：學校制式服裝繡上姓名或學號，請討論。
明：目前學校制式服裝上，男學生繡的是名字，女學生繡的是學
號，尊重性別差異，提倡性別平等，建議全校統一繡學號。

決

議：聽取多方意見後，再議。

提案七：提案人-學務處
案 由：段考開放穿著學校制式運動服、運動短褲，請討論。
說

明：每學期舉行之三次段考必須穿著制服，因宜蘭地區多雨，上
學通勤褲管常常濕透而且夏季氣候悶熱難耐，應考時極不舒
適；現行國中會考、學測、指考，皆無服裝上的相關限制，
是否可以考量讓學生在身心舒適的條件下開放穿著學校制式
運動服裝應考。

決

議：成立委員會審議，提校務會議討論。

玖、結論：
一、自主學習計畫，請圖書館配合教務處擬定。
二、有關校務會議提議是否繼續減班，將影響員額編制相關事宜，
請人事室提供相關資料，於教務會議報告。
三、教務處所提：高一下學期、高二上學期、高二下學期開學複習

考相關議題，請提交教務會議討論。
四、109 年資本門概算，請相關處室訂定優先順序執行，各處室如有
專案計畫可配合則由專案計劃支應，如 109 年必需執行而經費
不足部份由校務基金支應。
五、109 年綜合體育館興建工程需修正部份，依委員意見修訂。
六、校園鐘聲及夜間廣播之操做使用，請標示使用注意事項，以避
免不必要狀況發生。
拾、散會：10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