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107 學年度第 17 次行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 年 4 月 29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10 分
貳、地點：本校 3 樓校長室
參、主持人：羅校長金盛
肆、出（列）席人員：如後附簽到表

紀錄：何世恭

伍、主持人致詞：
陸、107 學年度第 16 次行政會議討論事項裁示及決議執行情形
（請參閱會議資料 P1）
一、 總務處工作報告修改為校門口管制、操場旁機車停放問題及
學生晚上留在社團辦公室工作的人身安全，請總務處研擬解
決方案。
二、 為解決第 8 節下課後校門口老師及學生人車爭道的問題，總
務處會請門口守衛於 5 時 40 分前將大門開啟一半並做車輛管
制，小門關小僅可以讓人員進出。
柒、各處室工作報告及建議
教務處：（請參閱會議資料 P2-P6）
一、 優質化已於 4 月 26 日公布，學校有通過初審，預計 6 月 10
日至溪湖高中參加複審，初估通過金額為 200 萬。
二、 教學組說明(三)教官實彈射擊訓練課程修改為生活教育課
程。
三、 試務組說明三提請行政會議與校務會議討論決議修改為校務
會議公告。
四、 設備組說明三 108 年度適性學習空間活化需求改善計畫 4 月
30 日寄至大甲高中完成申請修改為 5 月 3 日。
五、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高一課表週五第 5 節修改為團體活動(班
會)；第 6、7 節修改為團體活動/彈性學習。
學務處：（請參閱會議資料 P7-P11）

一、 訓育組說明二學聯會改為學生會。
二、 社聯會改選為第 3 組以 360 票當選。
三、 社團成果展明年會先審核其劇本，以免造成學生有違法之虞。
陳奕志組長：這次帶隊到韓國教育旅行，很感謝旅行社及地陪幫了很
多忙，韓國學校副校長也多 1.5 小時給我們做交流，雖
然時間不多，卻可以看到其多樣性，也可以體會到韓國
學生升學壓力比我們大很多，只是當地的學校對於教育
旅行交流似乎不太熱衷。
陳政忠組長：考試時窗檯如果有擺放物品，可以扣該班的整潔分數嗎？
覺珮瑜主任：先試行如果窗檯有擺放東西，先登記不扣分，發勸導單
請班級改善，新學期再施行登記扣分。
總務處：（請參閱會議資料 P12）
一、5 月 18、19 日兩天國中教育會考因為教室及休息區開放空調，
用電量會增加很多，所以這兩天辦公室及專科教室會管制冷氣
的使用，如果有需要請個別向總務處提出申請。
輔導室：
（請參閱會議資料 P13）
一、 鳳鳴心聲預計於 5 月 22 日截稿，請各位同仁可以在期限內將
稿件送給毓涵老師，以一稿件一個資料夾，需有標題，內含
3 至 4 張相片，150 至 200 個字，屆時再請廠商協助排版。
二、 5 月 20 日以後要招生宣導，我會把招生宣導公版的投影片傳
給各位主任，請主任看了以後如果有新的點子可以提供給我
做參考修正。
圖書館：
（請參閱會議資料 P14-P15）
教官室：（請參閱會議資料 P16）
一、 上週四感謝各處室協助，可以順利完成高一射擊體驗活動。
二、 上周五有發現休學同學返校的問題，已告知該生以後返校需
依照會客程序來進行。

人事室：（請參閱會議資料 P17）
主計室：（請參閱會議資料 P18）
捌、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訂定「國立鳳新高級中學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辦法」，請討論。

說

明：因應 108 課綱實施公開觀課，草擬公開授課實施辦法示例。

決

議：
一、 刪除 108.4.29 行政會議通過。
二、 (三)實施方式 8.課後研議會(議課)修改為課後議課，並刪除
對於公開授課教師表達感恩及回饋課堂觀察，亦可就課堂觀
察之自我省思做簡短報告等字。
三、 刪除辦法中(如附件一)至(如附件四)等字。
四、 餘無異議照案通過。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辦法

(一)依

據：

1.依教育部 103 年 11 月 2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135678A 號令頒「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總綱」）辦理。
2.依「高級中等學校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實施原則」辦理。
(二)實施目標：
1.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程與教學相關方案，活化教師教學内涵，提升教師教學績效及提高教
學品質。
2.藉由公開授課研究會，精研教學理論(教學原理、策略、技巧)，厚植教材教法、多元評
量及補救教學能力。
3.經由公開授課及課堂提案討論，教師彼此切磋教學方法、觀摩班級經營，形成教師同僚
專業社群，增進教師教學知能。

4.激勵教學典範學習，落實專業對話，深化教師專業內涵，提升教學品質改善。
(三)實施方式：
1.同領域或同科別於每學年期初教學研究會議中，協商各教師公開授課及觀課時間，並告
知同領域或同科別教師實施時間。
2.每位教師每學年至少須在學校公開授課一次，每次一節為原則。
3.公開授課資訊應於每學期開學一個月內由各教學研究會議定，經教務處彙整，陳校長核
定後實施，並公告於學校網站。
4.校內共同備課：同領域或同科別或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教師共同為此授課單元共同備
課討論，需有備課紀錄表。
5.說課：簡要說明觀課課堂之教學單元，對於觀課者應有之態度及觀察內容作簡要說明，
並分配觀察對象。
6.公開授課：授課教師可提供簡要版課程教學活動設計書面資料或授課講義，供觀課教師
參考。
7.觀課紀錄：請授課教師於觀課前分配觀課教師觀察不同學生之學習，觀課時需留有觀課
紀錄表及影像紀錄。
8.課後議課：安排議課主持人(由科召集人或社群教師擔任)，掌握議課內容及流程。請公
開授課教師先說明本教學單元之設計構想及教學目標，再請觀課者發言，原則上校內觀
課教師均需發言，需有議課紀錄表。
9.補充說明：
(1)共同備課小組成員：3 至 6 人(請負責幫忙場地、錄影、拍照及檔案文件相關之準備)
(2)觀課、議課人員：共備小組成員、同領域或同科別教師、校內所有教師、校外教師、
家長、社區人士。
(3)觀課、議課以各科教師適合時間為原則。
(四)研習時數登錄與申請：
本辦法以校內研習時數申請原則 2 小時為限，並於校務行政系統之教師研習系統開設研
習，以便核發研習時數，每學期至多 18 小時之研習時數。。
(五)獎勵標準：
本辦法為鼓勵校長及教師辦理公開授課，教學者及工作人員獎勵如下：
1.校內參加人員 10 人以上，公開授課教學優良者，嘉獎 1 次。
2.校外參加人員 30 人以上，公開授課教學優良者，嘉獎 2 次。
3.校長部分提報主管機關人事室辦理敘獎，教師部分則由教務處提報本校人事室依規定辦
理敘獎。

(六)本辦法經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呈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訂定「國立鳯新高級中學藝境展場開放規則」，請討
論。

說

明：

決

議：
一、 刪除規則名稱「展場」2 個字。
二、 第一條平日修改為上班日，並將假日開放時間修改為依策展
單位申請時段開放。
三、 第二條刪除「藝境展場空間開放」等字。
四、 餘無異議照案通過。

國立鳯新高級中學藝境開放規則
108.4.29 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開放時間：
上班日:週一至週五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16：30。
假日:依策展單位申請時段開放。
第二條 注意事項：
一、 場內禁止飲食與攜帶含糖飲料，請勿吐痰或丟棄果皮紙屑，禁止吸煙、嚼檳榔及
吃口香糖。各場地請勿穿著釘鞋、溜冰鞋（破壞場地之鞋類）入內參觀。
二、 展場內嚴禁煙火爆竹及攜帶寵物入內。
三、 嚴禁觸碰展覽作品，作品如有損毀、掉落等情事應照價負賠償責任。
四、 觀展請保持最高品質安靜欣賞作品，嚴禁在展場內大聲交談、嬉戲喧嘩，以免影
響他人觀展之權益，或因碰撞而損毀作品。
五、 展覽場設有監控系統，強化安全保障。
第三條 損害賠償：所有場地之作品、器材如因人為蓄意或未依正常程序操作而損壞，使用者
應照價負責賠償。毀壞公物應照價賠償，故意損壞者，除賠償外，取消入內活動資，
並送警究辦。

第四條 展出作品與場地作品設備不得任意移動，並請共同愛惜公物及維護環境之整潔。
第五條 非開放時間，如非公務，請勿進入或逗留展場。
第六條 本管理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玖、散會：同日上午 11 時 5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