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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106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記錄 

壹、 開會時間：106年 10月 06日（星期五）下午 13時 15分 

貳、開會地點：本校國光館五樓 

叄、主持人：郭校長啓東              記錄：鍾依玲 

肆、出席：各單位主管、全體專任教師、職員代表、家長會代表及學生代表 

伍、主席報告： (略) 

陸、確認上次會議決議及執行情形：  

本學年度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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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處室工作報告：(無)  

捌、提案討論 

一、修正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提請 討論。(教務處) 

說明： 

1.依據中華民國103年11月2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135678A號函頒佈「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辦理，須增列專家學者代表、學生代表。及明列本會及各教學研

究會之任務、運作方式。 

2.課程發展委員會負審議本校新課綱課程計畫書之責。 

3.新課綱課程計畫書須於107年1月上傳送審。 

決議：(1)第三條第(六)項: 「學生代表：2人，係指本校高中部學聯會選派之代表」修

正為「學生代表：2人，係指本校高中部班聯會選派之代表」。 

(2)本次會議應出席92人，實到49人;讚成票數49票，照案通過。 

 

二、修訂本校「場地設施提供使用辦理」費用收取，提請 討論。（總務處） 

說 明： 

1、體育館木質地板更新，是具有特殊功能及性能的專業地板，成本較高，故調高外借使

用的費用，如附件。 

2、若租借體育館為非籃球或羽球使用時，為保護館內木質地板，借用單位需自備厚地墊

鋪設於館內木質地板上，並禁止鋪設重物於木地板上，若地板有毀損，需負責賠償。

如附件。 

3、本案修正通過後，送校長簽核後，公佈實施。 

決議：無異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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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13時 45分)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94年 2月 1日改制(改校名) 

95年 6月 23 日修正頒佈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修正依據 

97年 1月 24 日修正頒佈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修正依據 

101年 2月 14日修正頒佈綜合高中實施要點，修正依據 

101年 8月 29日 101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一條、第三條 

106年 10月 06日 106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高級中學法第 26 條及依據中華民國 103年 11月 2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135678A號函頒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二、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負責規劃本校總體課程計畫，議定每週各學習

領域學習節數、審查教師自編教科用書、負責課程評鑑。 

三、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設委員 23 人，委員均為無給職，其組成方式如下： 

（一）學校行政人員代表：9 人，係指校長及與課程有關之兼任行政人員代表，校長

為當然委員。 

（二）年級教師代表：3 人，係指各年級導師推選代表，每年級 1 人。 

（三）各科教師代表：6 人，係指經六大領域推選之教師代表，每領域 1 名。 

（四）家長及社區代表：2 人，係指家長會或社區人士選派之代表。 

 (五) 專家學者代表：1 人，係指學校聘任之專家學者。 

 (六) 學生代表：2 人，係指本校高中部班聯會選派之代表。 

四、本會根據總綱的基本理念和課程目標，進行課程發展，其任務如下： 

（一）充分考量學校條件、社區特性、家長期望、學生需要等因素，配合教育政策、

結合全體教師與社區資源，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統整規劃並審議學校課程計畫。 

（二）審查學校教科用書的選用，以及全年級或全校且全學期使用之自編教材。 

（三）進行學校課程自我評鑑，並定期追蹤、檢討和修正。 

五、 本委員會其運作方式如下： 

(一) 本委員會由校長召集並擔任主席，每年定期舉行二次會議，以十一月前及六月前各

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二) 如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開時，由校長召集之，得由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三) 本委員會每年十一月前召開會議時，必須完成審議下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送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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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主管機關備查。 

(四) 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須有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方得議決。 

(五) 本委員會得視需要，另行邀請學者專家、其他相關人員列席諮詢或研討。 

(六) 本委員會相關之行政工作，由教務處主辦。 

六、 本委員會設下列組織：(以下簡稱研究會) 

(一) 各學科教學研究會：由學科教師組成之，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 

七、 各研究會之任務如下： 

(一) 規劃校訂必修和選修科目，以供學校完成各科和整體課程設計。 

(二) 規劃跨學科的課程，提供學生多元選修和適性發展的機會。 

(三) 協助辦理教師甄選事宜。 

(四) 辦理教師或教師社群的教學專業成長，協助教師教學和專業提升。 

(五) 辦理教師公開備課、授課和議課，精進教師的教學能力。 

(六) 發展多元且合適的教學模式和策略，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和有效學習。 

(七) 選用各科目的教科用書，以及研發補充教材或自編教材。 

(八) 擬定教學評量方式與標準，作為實施教學評量之依據。 

(九) 協助轉學生原所修課程的認定和後續課程的銜接事宜。 

(十) 其他課程研究和發展之相關事宜。 

八、 各研究會之運作原則如下： 

(一) 各科教學研究會每學期舉行三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二) 每學期召開會議時，必須提出各學科之課程計畫、教科用書或自編教材，送請本委

員會審查。 

(三) 各研究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如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集時，由召集人召集

之，得由連署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四) 各研究會開會時，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議；須有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方得議決，投票得採無記名投票或舉手方式行之。 

(五) 經各研究會審議通過之案件，由科召集人具簽送本委員會會核定後辦理。 

(六) 各研究會之行政工作及會議記錄，由各科召集人主辦，教務處協助之。 

九、 本組織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施行。 

 



 4 

附表： 單位：元 

 
場地 

 

每時段 場

地使用費(元) 

 

使用冷氣 

加收 

 

使用照明 

加收 

 
保証金 

 
備 註 

國光館二樓會議室 3500 1200  5000 已含照明，約可容納 80 人 

國光館五樓會議室 6000 1400  5000 已含照明，約可容納 150 人 

體育館一樓會議室 1200 800  3000 已含照明，約可容納 100 人 

公弢館二樓演奏廳 5500 1400  5000 已含照明，約可容納 250 人 

八德館六樓演講廳 7000 4700  5000 已含及照明，約可容納 290 人 

電腦教室(含 GIS) 6000   5000 已含冷氣及照明，約可容納 50 人 

普通教室 500 400 100 2000 約可容納 40 人，使用單槍加收 300 元 

專科教室 1200 700 100 3000 約可容納 40 人 

體育館(籃球及羽毛
球使用) 

6000 

10000 

5500 1400 5000  

體育館(非籃球及羽
毛球使用) 

6000 

8000 

5500 1400 5000 為保護館內木質地板，需自備厚地墊鋪

設於館內木質地板上，並禁止鋪設重物

於木地板上，若地板有毀損，需負責賠

償。可配合，方可外借。 

體育館乒乓球室 3000  600 3000  

足球場 4000  1400 5000  

室外籃球場 1000(一面)  1100 3000  

室外手球場 1000(一面)  1100 3000  

室外廣場 500(一面)   2000 只提供日間使用，不包括運動場地 

備註： 

1.以上費用為每時段收費，以每 4 小時為 1 計費時段，超過 4 小時依比例計費。 

2.凡申請使用校園場地，需預演彩排或事前練習者，仍應依收費標準收取相關費用。 

3.體育館照明表列收費以水銀燈為主，加開白熱燈加收 1200 元。 

4.專科教室包括：公弢館音樂教室、八德館各科專科教室、體育館生活科技、美術、童軍及表 演藝

術教室。 

5.校內教學活動使用普通教室，冷氣收費每小時 60 元，照明每時段 100 元。 

6.足球場因有長期借用單位，其照明使用費用，以實支實付，每度電費 14 元（含變電器的功 率）來

收取。 

7.各會場若有用餐需求請務必則行將廚餘及垃圾帶走，違反規定則扣除保證金，用以支付清潔 所需費

用。 

8.本校僅提供場地租借、不含場地內之設備（如垃圾袋、音響、電器用品）。 

9.體育館租借以體育運動為主，借用單位若需單槍、廣播音響等請自備。 

10.體育館租借使用若需移動籃球架，將增收「移動籃球架地板保養費用」2000 元。 

11.使用場地人數，若超過 1000 人，每個時段，增收水費 500 元。 

12.「日月光及廖家籃球工作室」協助體育館維護，其電費使用，每度10元儲值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