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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97 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98 年 05 月 18 日（星期一 ）中午 12 時 40 分 

貳、開會地點：本校國光館館五樓大會議室 
叄、主持人：趙校長大衛           記錄：胡仲慶 
肆、出席：全體專任教職員工  

伍、主席報告：略 
陸、確認上次會議決議及執行情形： 

本次會議屬緊急臨時召開，本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決議

事項將併本次會議決議，於下次校務會議時提出執行報告
及確認。 

柒、提案討論 
一、建請修正本校「校務發展計畫書」，以配合 98 學年度起國中各年級班

級數維持 6 班一案，請  討論。（秘書室） 
說  明： 

(一)學校改制時函送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核定之「校務發展計畫書」，國

中班級數以 6 年期程，從每個年級 8班逐漸遞減為 4班，全校

國中班級數共 12 班。(93~95 學年度國一新生入學時減 2 班、

96~98 學年度國一新生入學時再減 2班) 

(二)前三年(93~95 學年度)國中由 8 班減為 6 班時，倒相安無事；但

自 96 學年度起再將國一新生由 6班減為 4班時，無法入學者

透過民意代表陳情暫緩減班之問題，即開始年年重演(96 學年

度暫緩減 2 班、97 學年度暫緩減 1班)。評估整體時空環境之

轉變，維持 6 班為社區在國中教育上最基本之需求。 

(三)98 學年度國一新生入學登記總人數 220 人，核定之招生班級數為

4 班、每班 32 人，合計 128 人；無法入學人數高達 92 人，其

中油小應屆畢業生有 42 位，引起社區里民與學生家長極大恐

慌及反彈。 

(四)98 年 4 月 27 日黃昭順立委假新民國小協調本校國中減班問題，

會議結論： 

1.中山大學附中改制時所核定之校務發展計畫書已時隔六年，當

年之規劃與目前實際的時空環境有極大之差異，國中每個年

級 4 班之規模已不符當地基本之教育需求，請學校依現今實

際情況修訂校務發展計畫書，國中每個年級以 6 班為原則，

重新函送。 

2.因修訂班級數所增加之員額編制，請黃昭順立委聯繫行政院人

事行政局，近期內召開協調會極力爭取。 



 2

3.請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承辦科同步辦理內部簽核作業。 

4.增班所造成之員額問題如能圓滿解決，請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全

力協助該校教育經費資源之分配。 

(五)98 年 5 月 13 日黃昭順立委在立法院中興大樓 106 室再度召集相

關會議，會議結論： 

1.請學校先將校務發展計畫書修正，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函送教

育部中部辦公室核備。 

2.國中部班級數先維持 6班，教師員額先請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內

部勻調，如有困難再請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協助幫忙。 

3.校務發展計畫書報核同時，因事涉國民教育階段主管機關之權

責，有關增班事宜，請學校協助邀請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與教育

部中部辦公室召開協商會議。 

(六)依據上述兩次協調會之結論，必須先修正本校「校務發展計畫

書」，並掌握時效完成合法之程序，一次解決 98 學年度及日後無

法入學之國一新生的問題。 

(七)修訂本校「校務發展計畫書」國中部版(草案)。(為節省紙張，會

前將 e-mail 給全體同仁參閱，並請提供修正意見。)。 

決  議：無異議通過。 

 

二、本校「98 學年度續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如附件，提請討論。

（教務處） 

  說  明：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8 年 05 月 11 日教中(二)字第

0980507761C 號函示：依 98 年 04 月 29 日複審會議決議，98

學年度續辦學校仍須依規定檢附通過校務會議資料。 
  決  議：通過。 

 

捌、臨時動議 
 

玖、散會（13 時 10 分） 

 

 

 

 



表 1 
中山大學附中學校申辦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 

學校申請表（高中職適用） 
申請辦理學校名稱：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申請辦理學校地址：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 512 號 

全校編制教師人數      80    人 全校現有教師數    73   人 

申請辦理經費總額 _241,500__元 參加教師教學平均年資    15     年 

第 1 次申辦學校填寫 續辦學校填寫 

目前學校有已完成： 

評鑑人員初階培訓_27__人， 

教學輔導教師培訓_1____人， 

講師培訓___0__人。 

參與辦理教師人數 _____人 

佔全校編制教師數比例：     ％ 

98 學年度參加本案之教師數共__60__人； 

佔學校現有教師比例  82     ％ 

（續參加人數  42   人；新參加人數  18    人；

退出人數__0___人） 

請逐項檢核學校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

內容，已檢附者，請勾選ˇ： 
請逐項檢核學校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內容，

已檢附者，請勾選ˇ： 

□1.實施計畫摘要表（表 2-1） 
□2.評鑑實施時程（表 3） 
□3.參加教師名冊（表 4） 
□4.經費明細表（表 5-1 或表 5-2） 
□5.校務會議正式提案通過紀錄影本 

1.實施計畫摘要表（表 2-2） 
2.評鑑實施時程（表 3） 
3.參加教師名冊（表 4） 
4.經費明細表（表 5-3 或表 5-4） 
5.評鑑推動小組歷次會議紀錄影本 

備註： 
（1）申請辦理學校（直轄市及縣市立高中職、綜合中學、完全中學）經縣市政府初審通過後，

送中部辦公室辦理複審 
（2）國立及私立高中職、綜合中學等申請辦理資料，逕送中部辦公室辦理複審 
（3）全校現有教師數為編制內之專任教師及聘約達一年之兼任、代理、代課教師等人數之總

和。 
（4）為鼓勵各校參與辦理，本案已取消原本參加人數之門檻；若參加人數達全校人數之 60%

可 2 年免審計畫，達 80%則可 3 年免審計畫，達 90%以上則為本案之中心學校，且可 4
年免審計畫。惟請各校於計畫書註明實施期程，以利審查。 

 

承辦主任：                    校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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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學附中學校申辦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 

實施計畫摘要表（續辦學校用表） 
學校名稱 中山大學附中 學校

地址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 512 號 

校長姓名 姓名：趙大衛 
電話：(07)3603600#101 

MAIL：
ta01@mail.kksh.kh.edu.tw 

承辦

主任 
姓名：范慈欣 
電話：(07)3603600#201 

MAIL： 
tf04@mail.kksh.kh.edu.tw 

評鑑目的 
（請條列） 

一、透過診斷、輔導的方式，提供教師自我省思及成

長的機會，並提昇教學品質，維護學生學習權益。

二、促進教師專業知能的發展，激發教師潛能，維持

一定的教學水準，肯定教師專業地位。 
三、激勵教師成長，維持學校特色。 

評鑑內容

（請條列） 
一、自我評鑑：(如附件一)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教師教學效

能自我評鑑檢核表。 

二、校內評鑑：(如附件二)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教師專業

評鑑同儕評鑑小組檢核表、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

中學教師專業評鑑校內評鑑小組檢核表。 
評鑑結果以文字評述為原則，未達一定標準者，應於一個月內提出改進

計畫，並接受小組複評及輔導。 

已研發之評

鑑規準及後

續增修之構

想（請簡述） 

一、課程設計與教學(包括：精熟任教學科領域知識；清楚呈現教材內容；

運用有效教學技巧；善於運用學習評量；應用良好

溝通技巧；實習實驗課程部分有效引導實驗或實作

活動) 

二、班級經營與輔導(包括：建立有助於學習的班級常規；營造積極的班

級學習氣氛) 

三、研究發展與進修(包括：參與教學研究工作；研發教材、教法或教具；

參與校內外教師進修研習；反思教學並尋求專業成

長) 

四、敬業精神與態度(包括：信守教育專業倫理規範；願意投入時間與精

力服務教育社群；建立與學校同事、家長及社區良

好的合作關係) 

評鑑方式

（請條列） 
一、自我評鑑： 

二、校內評鑑： 

（一）同儕評鑑 

（二）校內評鑑小組評鑑 

三、第一次新加入的教師必須至少完成教學觀察；續加入的教師必須至

少完成教學檔案。 

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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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kksh.kh.edu.tw/criticize-1.htm
http://www.kksh.kh.edu.tw/criticize-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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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欄位請自行增列）；推動小組人數：共  19       人 

代表類別 姓   名 佔推動小組人數比例 

校長 趙大衛 1/19 

承辦主任 范慈欣 1/19 

教師會代表（教師

代表） 

江青憲 1/19 

家長會代表 家長會長 1/19 

教學組長 朱世峰 1/19 

六大領域教師+專

業科目代表 

(每領域 2人) 

於期末教學研究會中推 

選產生 
14/19 

產生方式 
評鑑推動小組之成員及其人數由校務會議決定。 

由完成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評鑑人員初階培訓研 

習者，優先遴聘擔任之。 

學校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

推動小組成

員 

校務會議通過日期 98.01.15 
評鑑結果之

應用 
（請條列） 

一、評鑑輔導： 

同儕評鑑結果需接受進一步輔導者，由學校評鑑小組通知該教師，應於

下學期提出改進計畫，由相關同儕提供必要之協助與輔導。 

二、評鑑與獎勵： 

學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小組評鑑成績優良者，提報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給

予適當獎勵。 
 
 



中山大學附中學校申辦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 
實施時程(第一年) 

期  程 實 施 項 目 實 施 策 略 與 內 容 （請條列） 

98.08.下旬 新進教師研習 
1. 教師專業成長實務分享 

2. 班級經營實務分享 

第一學期 

第一次段考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研習 1.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研發 

第一學期 

第一次段考 
教師專業評鑑實務分享 

1. 各領域課程設計與教學實務分享 

2. 班級經營與輔導實務分享 

3. 研究發展與進修實務分享 

4. 敬業精神與態度實務分享 

第一學期 

第二次段考 
教師特教知能研習 1. 特教知能研習 

第一學期 

第二次段考 
教師專業知能研習 1. 資訊融入教學知能研習 

第一學期 

第二次段考 
自我評鑑 

1. 參與計畫的老師實施自我評鑑，並逐項填寫

檢核表。 

第一學期 

第 14 週 
校內評鑑(同儕評鑑) 

1. 安排參與計畫的老師教學觀摩時間 

2. 進行同儕評鑑 

第一學期 

第 16 週 
評鑑檢核表彙整 

1. 教師自我檢核表繳回教務處 

2. 同儕評鑑檢核表繳回教務處 

第二學期 

第 3週 
校內評鑑 

1. 參與計畫的老師提供教學檔案 

2. 評鑑推動小組針對彙整資料進行討論 

3. 評鑑推動小組對學生及家長反應進行了解 

第二學期 

第 6週 
校內評鑑 

1. 評鑑推動小組針對評鑑認定未達規準的教

師進行晤談 

第二學期 

第 7週 
校內評鑑 

1. 評鑑推動小組將受評教師之評鑑結果，以書

面個別通知教師。 

第二學期 

第二次段考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研習 1.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研發 

第二學期 

第 8~11 週 
校內評鑑 

1. 評鑑推動小組安排人員與評鑑認定未達規

準的教師共同規劃專業成長計畫 

2. 複評 

 
    
 
 
 

中山大學附中學校申辦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 
實施時程(第二年) 

期  程 實 施 項 目 實 施 策 略 與 內 容 （請條列） 

99.08.下旬 新進教師研習 3. 教師專業成長實務分享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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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班級經營實務分享 

第一學期 

第一次段考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研習 1.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研發 

第一學期 

第一次段考 
教師專業評鑑實務分享 

5. 各領域課程設計與教學實務分享 

6. 班級經營與輔導實務分享 

7. 研究發展與進修實務分享 

8. 敬業精神與態度實務分享 

第一學期 

第二次段考 
教師特教知能研習 1. 特教知能研習 

第一學期 

第二次段考 
教師專業知能研習 1. 資訊融入教學知能研習 

第一學期 

第二次段考 
自我評鑑 

1. 參與計畫的老師實施自我評鑑，並逐項填寫

檢核表。 

第一學期 

第 14 週 
校內評鑑(同儕評鑑) 

3. 安排參與計畫的老師教學觀摩時間 

4. 進行同儕評鑑 

第一學期 

第 16 週 
評鑑檢核表彙整 

2. 教師自我檢核表繳回教務處 

2. 同儕評鑑檢核表繳回教務處 

第二學期 

第 3週 
校內評鑑 

3. 參與計畫的老師提供教學檔案 

4. 評鑑推動小組針對彙整資料進行討論 

3. 評鑑推動小組對學生及家長反應進行了解 

第二學期 

第 6週 
校內評鑑 

1. 評鑑推動小組針對評鑑認定未達規準的教

師進行晤談 

第二學期 

第 7週 
校內評鑑 

1. 評鑑推動小組將受評教師之評鑑結果，以書

面個別通知教師。 

第二學期 

第二次段考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研習 1.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研發 

第二學期 

第 8~11 週 
校內評鑑 

2. 評鑑推動小組安排人員與評鑑認定未達規

準的教師共同規劃專業成長計畫 

2. 複評 

 
 
 
 
 

中山大學附中學校申辦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 
實施時程(第三年) 

期  程 實 施 項 目 實 施 策 略 與 內 容 （請條列） 

100.08.下旬 新進教師研習 
5. 教師專業成長實務分享 

6. 班級經營實務分享 

第一學期 

第一次段考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研習 1.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研發 

第一學期 教師專業評鑑實務分享 9. 各領域課程設計與教學實務分享 



 8

第一次段考 10.班級經營與輔導實務分享 

11.研究發展與進修實務分享 

12.敬業精神與態度實務分享 

第一學期 

第二次段考 
教師特教知能研習 1. 特教知能研習 

第一學期 

第二次段考 
教師專業知能研習 1. 資訊融入教學知能研習 

第一學期 

第二次段考 
自我評鑑 

1. 參與計畫的老師實施自我評鑑，並逐項填寫

檢核表。 

第一學期 

第 14 週 
校內評鑑(同儕評鑑) 

5. 安排參與計畫的老師教學觀摩時間 

6. 進行同儕評鑑 

第一學期 

第 16 週 
評鑑檢核表彙整 

3. 教師自我檢核表繳回教務處 

2. 同儕評鑑檢核表繳回教務處 

第二學期 

第 3週 
校內評鑑 

5. 參與計畫的老師提供教學檔案 

6. 評鑑推動小組針對彙整資料進行討論 

3. 評鑑推動小組對學生及家長反應進行了解 

第二學期 

第 6週 
校內評鑑 

1. 評鑑推動小組針對評鑑認定未達規準的教

師進行晤談 

第二學期 

第 7週 
校內評鑑 

1. 評鑑推動小組將受評教師之評鑑結果，以書

面個別通知教師。 

第二學期 

第二次段考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研習 1.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規準研發 

第二學期 

第 8~11 週 
校內評鑑 

3. 評鑑推動小組安排人員與評鑑認定未達規

準的教師共同規劃專業成長計畫 

2. 複評 

 
 
 



中山大學附中學校申辦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實施計畫 
教師名冊 

第 1 次參加辦理教師（欄位請自行增列） 

序號 教師姓名 實際教學年資 上網填報資料 
http://tpde.nhcue.edu.tw/index.jsp

1 王珍珍 28 有□否 

2 王麗華 14 有□否 

3 吳采蓮 30 有□否 

4 李銀脗 13 有□否 

5 林月芳 6 有□否 

6 林建成 6 有□否 

7 林倖如 11 有□否 

8 師秀珍 10 有□否 

9 袁盛文 34 有□否 

10 翁嘉孜 8 有□否 

11 許秀瑋 29 有□否 

12 許淑慧 28 有□否 

13 黃保荐 3 有□否 

14 楊婕芸 9 有□否 

15 蔡吟采 13 有□否 

16 劉熾明 30 有□否 

17 謝美玲 28 有□否 

18 藍月華 36 有□否 

續參加辦理教師（欄位請自行增列） 

序號 教師姓名 實際教學年資 上網填報資料 
http://tpde.nhcue.edu.tw/index.jsp

19 王德治 9 有□否 

20 朱世峰 6 有□否 

21 江青憲 7 有□否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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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李秀萍 18 有□否 

23 巫孟珊 5 有□否 

24 呂定璋 7 有□否 

25 吳宜憲 8 有□否 

26 李國成 5 有□否 

27 杜澎海 33 有□否 

28 沈龍植 5 有□否 

29 林家檥 6 有□否 

30 胡惠玲 12 有□否 

31 范慈欣 14 有□否 

32 唐帥宇 9 有□否 

33 馬準彥 12 有□否 

34 張少東 32 有□否 

35 張文凱 9 有□否 

36 張玉華 34 有□否 

37 張秋豹 32 有□否 

38 陳家全 5 有□否 

39 陳振杰 4 有□否 

40 陳容慧 7 有□否 

41 陳梅欣 5 有□否 

42 許清博 29 有□否 

43 張毓棻 9 有□否 

44 陳錦瑗 12 有□否 

45 許瀚濃 14 有□否 

46 黃翠瑩 5 有□否 

47 黃德秀 9 有□否 

48 廖純姿 7 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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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蔡孟莉 10 有□否 

50 潘音利 36 有□否 

51 劉盈秀 3 有□否 

52 鄭涵方 9 有□否 

53 蔡涵如 5 有□否 

54 鄭淑媛 37 有□否 

55 蔡淇傳 5 有□否 

56 蔡輝麟 30 有□否 

57 盧毓騏 10 有□否 

58 謝日新 9 有□否 

59 謝玫琦 14 有□否 

60 羅卓宏 11 有□否 

         



中山大學附中學校申辦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 表 5-3 

經費明細表（續辦學校用表） 
項目 內容 單價 數量 總價 備註 

委員（夥伴）輔導費 2,000 2 4,000 
委員（夥伴）交通費 3,000 2 6,000 

輔導委員（夥

伴）指導費用 
印刷費 500 2 1,000 

本校擬申請 2 人次 
最多申請 4 人次（中心學校 8 人次）限邀

本部冊列之輔導委員及輔導夥伴。 

講座鐘點費 1,600 28 44,800 
膳食費   120  80   9,600 

專業成長工作

坊費用 
印刷費   200 28 5,600 

以七大領域，每一領域辦兩

個小時的講座，上、下學期

共 7*2*2=28(小時)， 
由於目前多採跨領域教學，

辦理講座以聯合領域方式，

預計辦理 1 日或 2 日，共 80
人次。1.辦理 1 日者，膳食費以 120 元

為上限，應含中餐及茶點等，不得額外編列

茶水飲料等費用。2.本項申請總額：參與人

數 30 人以下最多申請 3 萬元，31-60 人最

多申請 6 萬元，中心學校最多申請 7 萬元。

參加教育部辦

理學校會議及

發表會 

交通費 5000   2 10,000 每年以校長或承辦主任參加 2 次辦理學校

會議（分北、中、南三區召開）、1 次發表

會、1 次研討會為申請基準。 

資料收集費    200   25   5,000 需列入學校物品，依實核支。 
依每人 200 元計算，每校最多 5000 元（中

心學校每人 300 元計算） 
鐘點費    400   36  144,000 本校合格教學輔導教師一

位：鄭涵方老師 
400(元/小時)*18(週)*2 
(上、下學期)每學期最多申請 18 週

教學輔導教師每輔導 1 名，得減 1 節、跨

校輔導得 2 節。本項人員以上網填報資料為

準，費用須經審核通過，方能支用。 
雜支  11,500    1   11,500 按 5%計算 

合計     241,500  
※交通費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 
※本表業務費支請依 98.2.6 台研字第 0970230253430c 號令修正之「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實施要點」第六點辦理，攝錄影設備等資本門之經費由本室統籌處理。 
承辦主任：                主計：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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