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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地址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31 號 

學校基 

 

本資料 

班 級 數 
高中部（含綜高）18 班，高職部 3 班，

進修部 0 班，合計 21 班     

學生人數 
高中部（含綜高）820 人，高職部 146   

人，進修部 0 人，合計 966 人 

教師人數 
（含教官及 

護理教師） 
101 

聯 絡 人 

姓名： 黃定達           職稱：校長室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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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審 □入選            □未入選 

複審 □入選            □未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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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充滿愛心與理想的學校‧ 
 

壹壹壹壹、、、、學校發展目標學校發展目標學校發展目標學校發展目標    

協同中學位於嘉義縣民雄鄉之雙福山，東臨縱貫省道，南眺嘉南平原，西

瀕縱貫鐵路，北依雙福青山，交通便捷，氣勢恢宏，當初創校係經由美國基督

教路德會，遴選教育專家齊慕博先生（Mr.Robert Zimmer）來執行規畫，以美

國一般中學的標準為藍圖，除校地廣闊外(面積 78909.9 平方公尺)，整個校園

美如公園，依功能區分為教學區、行政區、活動區、生活區、休閒區、各區景

觀之設計，獨具匠心。一進校門，但見一草一木，一花一石，皆刻意經營，在

宏觀上既見雄偉壯麗；於微觀處，又顯幽雅細緻，令人陶醉其間，樂而忘返。 

本校秉持基督教教育精神，實踐身心靈全人的生命教育。讓學生在有信、

有望、有愛的環境中快樂成長。培育學生擁有自學與創新、喜樂與關懷的能力，

為新世紀得著更多榮神益人的青少年，作世界的光和鹽。     

我們深信：上帝賦予每個孩子不同的稟賦，目的是希望他們成為各個領域

中的人才，並且樂於分享所得到的恩賜。而每一位協同的同仁們都是上帝所呼

召，委身於激發及培養孩子的潛能，要共同實現這豐盛生命的宏偉計劃。 

    我們堅信：親切、友好與鼓勵的學習氣氛，最能夠激勵孩子的智力發展，

使他樂於聽從與學習，只有在信任、安適、自在的情緒下，心靈才得以接受新

的知識。也只有在堅定而明確的紀律中學習，孩子才能建立好品格，並享有真

正的自由與安全。 

    未來學校發展將持續透過國際化的優質語言環境、創意化的實驗科學培育

以及全人化的生命關懷服務，建構 3D 向度的教育策略，以期培養自學閱讀能力，

放大國際生涯視野；促進創新思考能力，深化科學實驗精神；擁有喜樂關懷能

力，活出服務豐盛生命。 

 
1、學生就近入學率：（含高中部和高職部應用外語科） 

 

2、新生入學（獨立招生）基測成績（不含直升入學）： 

    

    

  前 3年 未來 3年目標 

學年度 94 95 96 97 98 99 
社區生比率 82％ 83％ 86％ 88％ 90％ 92％ 

  前 3年 未來 3年目標 
學年度 94 95 96 97 98 99 

最低錄取成績 233 234 240 245 248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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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現況分析與診斷現況分析與診斷現況分析與診斷現況分析與診斷    

一、 學校基本資料： 

1、學校位置：本校位於民雄鄉的雙福山，在民雄、嘉義之間的縱貫省道邊，

距離嘉義市區約 5公里，民雄約 3公里，臨近有中正大學、嘉義大學、南

華大學、吳鳳技術學院等大學院校，地區內高、國中多，人文匯聚、文化

水準頗高。地區之工商業頻繁，主要有民雄工業區及頭橋工業區，均近在

咫尺，但以民雄鄉區域而言，百姓以農牧業為主，民風純樸，然而不管高

學歷的公教階層或從事工商農牧之家庭，均極為重視孩子的教育，且對學

校教育的品質，要求愈來愈高，教師們更要以精進的教育專業，來滿足家

長與學生的期待。 

協同中學學制分高中部 18班、國中部 30班、應用外語科 3班，學生

共 2284人。本校學生主要來自嘉義縣、市及鄰近的雲林縣，由於交通便

利，及備有校車接送上下學，學生平均到校時間約 25分鐘，學生就近入

學率將近 82％。 

近五年來，本校大學升

學成績耀眼，國立大學錄取

率超過 7 成，升學率 100％，

以私校積極、有效率的辦學

態度，早已破除地區「明星

高中」之迷失，均衡發展城

鄉高中教育，以優質教育的

口碑，吸引學區學子就近入

學。 

本校教師 101人、實習

教師 1人，其中大學畢業 68

人、碩士 33人，博士班 1

人，現職進修碩士班 2人。 

本校教師素質精良，進修風氣盛，除了個別在校外進修外，校內各科教研會，

也經常舉辦進修活動，邀請專家、學者到校指導。整體而言，本校教師皆學有

專精，且具備高學歷的合格教師，校內優質的教師進修活動，提昇教學品質及

內涵，教學成果頗受地區民眾的肯定。 

 

 

 
協同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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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人數及班級數： 

 94學年度 95學年度 96學年度 

(目前高三學生) 

97 年 6 月畢業 

年級總人數 340 人 

總班級數 7 班 

核定招生班級數 8 班 

核定招生總人數 387人 

(目前高二學生) 

98 年 6 月畢業 

年級總人數 320 人 

總班級數 7 班 

核定招生班級數 8 班 

核定招生總人數 379人 

(目前高一學生) 

99 年 6 月畢業 

年級總人數 320 人 

總班級數 7 班 

核定招生班級數 8 班 

核定招生總人數 371人 

高中部 292 274 261 

應用外語科 48 46 47 

3、教師學歷分析：本校教師 101人、實習教師 1人，其中大學畢業 68 人、

碩士 33 人，博士班 1 人，現職進修碩士班 2 人。碩士以上學歷教師佔

33.6％（含校長、輔導老師）。 

4、近三年新生就近入學比例分析：新生就近入學比例由 94年度 

82％逐年提升，96年度已達 86％。 

5、近三年學生升學情況： 

(1)94學年大學升學成績優異，應屆畢業生 252人，其中醫學系 13人，

台大、台灣師大等國立大學錄取率占 73.8％。  

(2)95 年大學考試分發入學放榜，協同高中應屆考生有 258 人，共有 14

人考上台大，其中錄取台大醫學系的吳柏叡同學，繼 94年本校雲嘉區

榜首王又德同學，再度以 545.33 高分蟬聯雲嘉區榜首，錄取國立大學

及醫大科系共有 179 人，比率達 7 成。 

(3)96年度升大學成績優異，國立大學錄取率 70%，台大錄取率  

5％，錄取醫學系 8 人，台、清、交、政、成、醫共 62人， 國 

立大學及醫大科系共 202人。學測本校應屆畢業羅琦恩同學雲嘉 

唯一滿級分。 

(4)97 年學測，協同連續兩年出現滿級分，高三學生沈昕慶學測滿級分，

應屆高三學生 70 級分以上共計 15 人，占全校考生總數的 5.24%

（15/286）；總級分 60 分(頂標)以上（分數可達台、清、交、成、政…

等重點大學之能力）共 96人，占全校人數 33.6 %33.6 %33.6 %33.6 %；；；；總級分 54分(前

標)以上共 169 人，約占全校人數六成。 

年度 

人數 

類科 

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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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 

環境 

分析 

外部 

  環境 

    分析 

二、 嘉義縣協同高級中學 SWOT分析 

    

    

 

   

 內  部  環  境  

優  勢（S） 劣  勢（W） 

1.地理位置適中，交通便

捷，緊鄰嘉義縣、市大學

城文教區。 

2.六年一貫課程設計，學生

快樂且有效率地學習。 

3.優質英語文及科學研究基

礎訓練紮實。 

4.教師素質高，創新教學及

自編教材。 

5.全面 e 化的學習空間。 

6.落實生命教育，持續教育

傳愛行動。 

1.配合 98 課綱，選修科目方面

師資來源不易。 

2.部分學生家長，仍以升學第一

的思維，無法充分發揮多元教

育的功能。 

3 選擇優質私校，家庭負擔大。 

4.人員編制少，教師兼行政工作

負擔重。 

5.校地規模約十甲，建物與設備

維修負擔重。 

6.行政空間不足，有待重新規劃

討論。 

 
 
 

外 
 

部 
 

環 
 

境 

 
 

機 
會 
 

(O) 
 

1.地區人士認同辦學理

念。 

2.大學升學成績優異，

吸引學生就近入學。 

3 結合社會資源改善軟

硬體設備，並積極爭

取補助，營造友善校

園。 

4.配合十二年國教，貫

徹中央政策，奠實中

等教育基礎。 

O/S 策略(成長發展) 

1. 推動品格教育（培基教育）。 

2.營造學校特色，建立優質形

象。 

3.提高升學績效，樹立教師專

業，落實教學視導。 

4.落實生活教育，關懷生命扎

根，注重全人教育。 

5.培育學生擁有自學與創新、

喜樂與關懷的能力。 
 

O/W 策略(轉弱為強-強化) 

1.擴大設備投資，提高教育品質。 

2.拓展學生國際視野，提供多 

元進修管道。 

3.鼓勵閱讀，充實圖書館設備。 

4.發展課程，資訊融入教學， 

精緻教學內容。 
5.激發學生潛能，提升學科興趣。 

6.建立教師團隊，人人貢獻所長。 

 
威 
脅 
 

(T) 

1.外在人口出生率下

降，加上經濟不景

氣，私校辦學極為辛

苦。 

2.公、私立學費差異過

大。 

3.人事費用年年增高，

在未調整學雜費的情

形下，負擔沉重。 

4.教學設備更新費用龐

大。 

T/S 策略(觀測) 

1.十二年國教以 6+6 完全中

學六年一貫課程設計的配

套方式，最能有效運用資

源，強化教育內涵，並鼓

勵就近入學。 

2.科學教育與人文關懷均衡

發展。 

3.不僅培育菁英，更要補救

學習落後之學生，使其適

性發展。 
 

T/W 策略(圖存、穩住) 

1.擴大獎學金實質補助，拉近城

鄉差距。 

2.加強與社區及社福機構的互

動。 

3.與大學策略聯盟，資源共享。 

4.行政 e 化，處室機動支援，提

高效率。 

5.依市場機制，學費彈性化。 

對應 

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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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叁叁叁、、、、具體作為具體作為具體作為具體作為    

一一一一、、、、學校創新教學學校創新教學學校創新教學學校創新教學（（（（教學特色教學特色教學特色教學特色））））    

((((一一一一))))協同中學具體的教育策略協同中學具體的教育策略協同中學具體的教育策略協同中學具體的教育策略：：：：豐盛生命的三 D空間 

1111
stststst    DDDD：國際化的優質語言環境 

透過嶄新、前瞻的課程與體驗，學生得以適性發展，擁有新國際世

界的頂尖英文。 

(1)美國 10 路德大學聯盟，美、澳、歐、日遊學修業旅行，多文化交換

學生計畫。 

(2)全美語分階英文課程。 

(3)英文線上輔助課程。 

2222
ndndndnd    DDDD：創意化的實驗科學園區 

透過六年一貫數理資優實驗計畫，啟發科學思維，培育創新能力的

一流科學人才。 

(1)科學實驗專題課程。 

(2)科學運動嘉年華會。 

(3)MIT專題實驗創意教學。 

(4)開發多元智慧的適性教育。 

3333
thththth    DDDD：全人化的生命關懷服務 

透過身心靈全人品格輔導，建立學習信心，培育生活仁愛以及實現

生涯盼望。 

(1)心靈晨會靈性關懷輔導。 

(2)成長小組自我接納與探索。 

(3)多元社團適性發展。 

(4)品格教育促進群性領導。 

(5)貧弱服務與奉獻實踐。 

 

((((二二二二))))「「「「品格第一品格第一品格第一品格第一」」」」和和和和「「「「升學優先升學優先升學優先升學優先」：」：」：」：    

為了達到「品格第一」和「升學優先」的標竿，我們首先致力於營造營造營造營造

品格第一的校園文化品格第一的校園文化品格第一的校園文化品格第一的校園文化，透過培基基金會的教材與訓練，在校內已經開始實

驗建立一套共同品格語言與共識；加上宏達基金會的「磐石品格教育訓練」

的卡內基溝通課程，協助我們更多練習如何與學生、與家長溝通；還有飛

颺少年的「品格探索體驗訓練課程」，讓我們更清楚青少年如何藉助體驗與

討論活動獲得更好的品格學習歷程。 

        其次我們也努力於建立升學優先的專業團隊建立升學優先的專業團隊建立升學優先的專業團隊建立升學優先的專業團隊，特別在專業的教學視導

上，透過各科教師積極地參與，顯見我們的教師同仁，無論年資深淺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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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教學有著一份向上提升的力量。透過教學視導行為規準的共同語言，

協同正在整合醞釀出一套屬於自己的專業教學文化。 

            ((((三三三三))))強化優質教學成效強化優質教學成效強化優質教學成效強化優質教學成效（附件 21 ），，，，前瞻規劃協同五年展翅計畫前瞻規劃協同五年展翅計畫前瞻規劃協同五年展翅計畫前瞻規劃協同五年展翅計畫（附件 

22 ），以以以以因應未來挑戰因應未來挑戰因應未來挑戰因應未來挑戰。。。。    

二二二二、、、、利用利用利用利用 SWOTSSWOTSSWOTSSWOTS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提出可行策略提出可行策略提出可行策略提出可行策略，，，，規劃相關規劃相關規劃相關規劃相關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以期提升教學品質以期提升教學品質以期提升教學品質以期提升教學品質，，，，展現展現展現展現

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學校特色，，，，讓學校在各面向的讓學校在各面向的讓學校在各面向的讓學校在各面向的發發發發展展展展更臻優質更臻優質更臻優質更臻優質。。。。    

((((一一一一))))教師教學教師教學教師教學教師教學：：：：人文及自然科學專題研究計畫（附件 1、2） 

((((二二二二))))學生學習學生學習學生學習學生學習：：：： 

1.學生數位學習計畫 （附件 3）  

2.「閱讀未來」充實計畫  

    3.科學菁英培育計畫（附件 4、5）  

4.學習弱勢學生輔導計畫  

 5.教學 e化建置系統計畫    

((((三三三三))))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專業發展計畫（附件 6、7、8、9） 

((((四四四四))))課程發展課程發展課程發展課程發展：：：：   

1.「Top English」計畫 ：(1)全美語分階英文課程。（附件 10） 

(2)英文線上輔助課程。（附件 11） 

(3)多文化交換學生計畫。（附件 12） 

2.生命教育關懷服務計畫（附件 13、14、15、16） 

3.「協同中學品格第一」教育計畫（附件 17、18） 

4.校園網路提昇計畫   

((((五五五五))))學生入學學生入學學生入學學生入學：：：：    

1.鼓勵就近入學獎勵計畫（附件 19） 

2.愛心獎學金 （附件 20） 

3.就近入學招生宣導計畫 

 

肆肆肆肆、、、、學校自主管理學校自主管理學校自主管理學校自主管理    

建構學習型的組織，讓教職員能自發性學習，共同營造溫馨、信任的友善

校園，尊重專業並看到人的存在，致力提升本職學能。 

   自主管理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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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事制度公開公正，遴聘老師完全委由各科教研會及教評會自主運作。 

2、重視進修，鼓勵老師參加各種管道之進修，除了全校性進修活動，更鼓勵校

內各科自行聘請專家學者到校指導進修。 

3、教職員工重視倫理關係，並相處和諧。 

4、依規定參加公保、全民健保、及退休撫卹，盡力提高員工待遇，謀求員工福

利，以穩定學校發展。 

5、學校行政組織與編制，比照公立學校，力求合理，發揮功能。 

6、為達資源共享，學校會與他校共同規劃相互支援事宜，如高中職社區化策略

聯盟。 

7、人事甄選、聘用獎懲、遷調、考核等，依規定辦理。 

8、備有教職員的激勵措施（含自辦退休儲金、福利），以提升工作士氣。 

9、學校辦理行政人員進修活動，以提昇專業服務品質。 

10、教職員工有強烈的歸屬感，能積極主動，協助校務推動。 

11、學校與社區機構互動良好，積極參加官方、地方活動，並支持學校發展。 

12、能與不同類型、層級學校或機構提出具體的共同運作或研究計畫。 

伍伍伍伍、、、、績效檢核績效檢核績效檢核績效檢核    

學校依所定之量化及質化指標，訂定自我檢核辦法。自我檢核機制如下： 

1、規劃執行小組：依照各處室相關業務分組規劃執行分工。 

2、各計畫負責人於工作執行後將資料整理並作自我檢核。 

3、學校應於每年 8月底、1月底及 4月中旬就實際執行情形實施自我檢 

核。 

4、於規定期限內函送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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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陸陸陸、、、、資源補助資源補助資源補助資源補助    

97-99 學年度概算表              單位：千元 

 項次 補助項目名稱 
97 學 

年度 

98 學 

年度 

99 學 

年度 
備註 

1 人文及自然科學專題研究計畫 200 200 200  

2 學生數位學習計畫 1,000 1,270 1,000  

3 「閱讀未來」充實計畫 250 250 250  

4 科學菁英培育計畫 200 180 180  

5 學習弱勢學生輔導計畫 300 300 300  

6 教學 e化建置系統計畫 700 700 700  

7 教師專業發展計畫 300 300 300  

8 「Top English」計畫 600 600 600
全民英檢線上測驗 

英語線上學習課程 

9 生命教育關懷服務計畫 200 150 150  

10 「協同中學品格第一」教育計畫 300 200 200  

11 校園網路提昇計畫 250 200 200  

12 鼓勵就近入學獎勵計畫 360 300 240  

13 愛心獎學金 200 200 200  

14 就近入學招生宣導計畫 100 100 100  

 小        計 4,960 4,950 4,620  

 總        計 1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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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柒柒柒、、、、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在協同在協同在協同在協同，，，，擁有與國際同步的美語教學環境擁有與國際同步的美語教學環境擁有與國際同步的美語教學環境擁有與國際同步的美語教學環境，，，，啟發學生思考的創意教學啟發學生思考的創意教學啟發學生思考的創意教學啟發學生思考的創意教學，，，，

以愛及真理澆灌每一株心靈以愛及真理澆灌每一株心靈以愛及真理澆灌每一株心靈以愛及真理澆灌每一株心靈；；；；在協同在協同在協同在協同，，，，每一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寶藏每一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寶藏每一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寶藏每一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寶藏，，，，他們他們他們他們

身上都有著喜悅身上都有著喜悅身上都有著喜悅身上都有著喜悅、、、、創新創新創新創新、、、、自學自學自學自學、、、、關懷的一對翅膀關懷的一對翅膀關懷的一對翅膀關懷的一對翅膀，，，，一個個充滿希望的美麗人生一個個充滿希望的美麗人生一個個充滿希望的美麗人生一個個充滿希望的美麗人生，，，，

正在起飛正在起飛正在起飛正在起飛！」！」！」！」摘錄自<<卓越雜誌>>2007 年 4月號/272 期 

協同中學從民國 56年創校以來，一直受到上級單位的大力支持及照顧，認

真辦學的態度備受肯定，社區內家長認同校方的教學理念，紛紛將子弟就近送

至協同就讀，以國高中六年一貫的課程規劃，讓學生快樂又充實的學習，大學

升學成績優異，在協同中學實施六年一貫是成功的經驗。政府在穩健推動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之際，除了普遍優質化高中的配套之外，建議加上完全中學六

年的學程規劃可行性的評估，如此不僅能疏解升學壓力，也使資源更妥善分配。 

    協同中學全心全意致力於全人化的教育，不僅要孩子會讀書，更要學會服

務與奉獻。為了不讓孩子因繳不起學費而放棄就讀協同，老師們自掏腰包從每

月薪資中奉獻部分所得，成立愛心獎學金來支持這些學生，每年更舉辦餅乾義

賣（老師們親手製作）或跳蚤市場來籌措獎學金。 

    協同中學的教育使命是要提升地區的教育品質，藉由教學視導的推廣，要

把嘉義地區的教育專業帶起來。本校已為嘉義縣國中、小校長辦理過一梯次，

成果豐碩，教學視導不僅可以提高教師素質，亦可以發展成教師評鑑的工具，

是教師專業發展的一大利器。 

    藉由  鈞部宏偉縝密的規劃，以及教育夥伴齊心通力合作，衷心期盼 

「適性揚才，多元發展，全面優質，區會均衡」教育新世界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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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                        協同中學適性教育課程計畫    

壹、目標：為提供協同學子更多元化的課程，以啟發學生的多元智慧，讓學生

能夠適性發展其潛在能力。 

貳、課程規劃： 

一、國中部分： 

1. 國一（一節）：培養激發學生科學的興趣，針對協同科學運動會

比賽項目設計課程。 

顏麗姍 洪千婷 張毓芳 許柏紋 江宜庭 杜哲嘉  

2. 國三（二節）： 

A.學校目標導向課程 

� 科學專題研究（40 人，分十組） 

鄭美鳳 黃定達 何世明 顏麗姍 林主旭 

� 科學活動競賽（36人） 黃守田 

� 機器人原理與設計（36人） 陳正泓 

� 溫室            （38 人） 賴智行 

B.各科自訂課程（各 38 人） 

                    國文科 讀寫人生風景 王嬰蕙 

                    英文科 英文演說   Emilie 

                    社會科 歐洲研究   廖鋒燕 邱楓欽 

二、高中部分（高一：一節） 

A.學校目標導向課程 

� 提供單科資優學生 A level的課程，以滿足學生對該  學

科加深加廣的需求(奧林匹亞、學科能力競試、指考） 

   數學（20 人；選修條件限制：數學 100 %） 黃明正 

   物理（20 人；選修條件限制：數學 40 %、理化 60 %）郭慶生 

   化學（20 人；選修條件限制：數學 40 %、理化 60 %） 張財福 

   生物（20 人；選修條件限制：理化 40 %、生物 60 %）林主旭 

� 學科補救強化教學 

數學（35人）黃承福 

                物理（35人）黃守田              

          B.各科自訂課程（各 35人） 

國文科 人生問卷 彭美嬌 

                        英文科  英文閱讀 郭雅婷         

                        社會科  社會議題研究 洪睿珍  

日  文               蕭淑芳  

  叁、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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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中學九十六學年度第ㄧ學期【高中部】適性教育課程一覽表   

    

◎ 高一適性教育（甲、乙、丙班）（丁、戊、己班） 

編號 課程名稱 
上 課  

地 點 

人數 

限制 

授 課 

老 師 
備註 

1 數學解題 高一乙、己 30 何敏華 

你想享受更高階多變

化的數學題目嗎？歡

迎你來挑戰。 

2 基礎日文 高一甲、丁 30 蕭淑芳 哈日族的首選 

3 人生問卷 綜合五 30 彭美嬌 

你想訓練自我的思

考、語文表達能力嗎？

你就不能錯過此課程。 

4 
英文綜合 

訓練（二） 
綜合四 30 Emilie 

你想增強英文聽說讀

寫能力嗎？讓外籍教

師 Emilie達成你的夢

想。 

5 

台灣史專題

─ 

歷史人物評

述 

高一丙、戊 30 洪睿珍 

生長在這塊土地，你想

多了解台灣嗎？對於

台灣歷史人物的評述

與討論之中，以更多不

同的角度與面向來探

索歷史，思考台灣未

來。 

6 
科學專題 

課程 

實驗研究 

教室 
32  

僅科學實驗班選修， 

科實班同學請勿上網科實班同學請勿上網科實班同學請勿上網科實班同學請勿上網

重複選填重複選填重複選填重複選填，，，，教務處安排

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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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                                                基督教協同高級中學 
鼓勵教師編撰資優專題教材實施辦法 

                                                                                        97.1.21 

壹、目的： 

一、鼓勵教師編撰資優專題教材，期能增進資優教學效能，以利學生適性

學習。 

二、建立本校資優教學網站的教學資源，以期資源共享，並提升資優教學

品質，增進教學廣度。 

貳、教材類別： 

資優專題教材： 

� 理論教學資優教材：教案（教學流程）、學生教材、ppt簡報電子檔。 

� 實作教學資優教材：教案（教學流程）、學生教材、實作教具。 

參、教材內容、時數規定： 

一、教材內容非部頒進度課程內容，以避免重複教學、加速學習（高年級

教材提早於低年級實施）等情形發生，期待具創新性、啟發性的題材，

以增加教材內容的廣度。 

二、資優專題包含理論與實作部分，以兩週四節課為一個單元。 

肆、審核機制： 

經過國二資優數理專題、高一科學實驗班專題課程實際教學，授課

教師得彙整自編教材資料，逕送教務處實驗研究組送審，將邀請校長、

教務主任及科主席擔任審核委員。 

伍、獎勵辦法：  

教材送審通過後，則由學校頒發獎金，資優專題教材獎金 3200元，

以資鼓勵，該教材將註明作者，建制於本校資優教學網站資料庫，提供

本校教師資源分享。 

陸、經費：獎金部份由教務處年度業務費勻支。 

柒、本實施計畫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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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3333））））                經中正大學與協同中學到MIT之路    

Technology-Enabled Active Learning(Teal)教學實驗計畫 

最近幾年來，中正大學物理系致力於改善大一普物課與實驗課的教學，尤

其是針對傳統百人以上大班級的演講課，透過自編講義，統一上課進度、家庭

作業及期中、期末考試等方式，以提昇學生的自信和成效。最近亦正嘗試引進

MIT TEAL 授課教材，配合本土教育環境與學生程度，適當修正與改良，期能發

揮最大功效。多媒體物理教學的優點，近年來已受到重視與肯定，在國外有許

多學校單位群起效尤，成果豐碩。中正物理系與嘉義縣基督教協同中學合作，

組成教學團隊聯盟，共同參與基礎科學改進計畫之相關工作，期能培育學生自

然科學的興趣、知識及能力。我們預期這種大學與當地高中的教學合作與策略

聯盟能為高中物理教學帶來下列成果與好處: 

(一)、 獲得獲得獲得獲得 MITMITMITMIT 教材的菁英教學教材的菁英教學教材的菁英教學教材的菁英教學：：：：    

在實務經驗上，軟體的設計與教學內容的擬定，都較購買硬體來得困難

許多。在 MIT 計畫中已花費數百萬美元於教材之開發，經由多位教授及研究助

理人員所發展出的課程，適當引進，可免除了許多撰寫的人力與物力，並且避

免了閉門造車的疑慮。就現成的教材予以修改，適當本土化，截長補短，可以

預想這套教材將成為高中或大學物理教學中的特色    

(二)、 對高中專題教學內容的提昇對高中專題教學內容的提昇對高中專題教學內容的提昇對高中專題教學內容的提昇：：：：    

從 MIT 的教材中，選出適合高中資優生的程度，並且與高中物理教材相

關的部分予以中譯（或者不用），加以修訂成為專題課程內容，配合每週 2節的

時數，以 3 週為一個單元，將物理中抽象概念較為難懂得部分利用此教材予以

呈現，可對學生的物理學習予以輔助加強。 

(三)、 與世界頂尖教育同步與世界頂尖教育同步與世界頂尖教育同步與世界頂尖教育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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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在美國的學術地位崇高，目前仍針對此套教材進行研發工作，現又另

外投入兩百萬美元建構第二套教室，透過合作，有機會和美國一流的教育機構

的教學理念同步，對競爭力的提升有很大的幫助。 

(四)、 享受大學的設備與教學享受大學的設備與教學享受大學的設備與教學享受大學的設備與教學：：：：    

中正大學校長表示，中正大學無論是硬體設備，或者師資教學訓練，均

願意支援本校發展 CMSH Teal 計畫，尤其是中正大學理學院均設立博士班，博

士班學生可師徒制引領高中生進入科學的殿堂。且未來高中生在正常上課的學

期中可到當地大學使用專為 MIT 教材設置的教室中上課，並且在暑假也可以參

加為高中生所舉辦的物理研習營會，享受到大學的教育機會。 

(五)、 建立數理教育專業形象建立數理教育專業形象建立數理教育專業形象建立數理教育專業形象：：：：    

合作之教學成果，可發表於國內外科學教育研討會，也可對全國高中做

示範教學，對於參與教學合作之高中學校的數理教育的形象及素質提昇有相當

的助益。 

(六)、 帶動其他科目的專題教學帶動其他科目的專題教學帶動其他科目的專題教學帶動其他科目的專題教學：：：：    

高中自然組的專題教學除了物理以外，數學、化學及生物仍為重點，藉著觀摩

學習此一計畫中的教學，對其他任教專題課程的教師，於設計教材課程時是一

個重要的參考與經驗傳授。 

 

 

 

 

 

 

 

 



品格第一、升學優先 

 

‧一所充滿愛心與理想的學校‧ 
14 

國立中正大學與協同中學簽署『教育夥伴合作聯盟備忘錄』 

    

  國立中正大學為達合作交流與資源共享之目的，在 96年 4月 19日與基督

教協同中學共同簽署『教育夥伴合作聯盟』備忘錄，未來國立中正大學將提供

如修讀大學課程、圖書資訊交流及營隊交流等服務予協同中學。  

  國立中正大學與基督教協同中學為創造行政合作、教育資源分享、建立全

面而長久互惠合作關係，特簽定『教育夥伴合作聯盟』備忘錄，未來國立中正

大學將在提升教育軟硬體以及教師專業進修管道方面，提供協同中學豐沛的學

術資源；而協同中學則以一個實際場域，提供大學實習、實證及研究契機予中

正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校長羅仁權表示：「新時代大學不再是單打獨鬥，不是自己關

起門來辦教育，相反的，大學需要走出去，以限的教育資源來與鄰近地區學校

合作，一同創造新的學習環境與學習內容。」羅仁權校長相信透過教育夥伴合

作聯盟的簽訂，可以讓下一代有更新的視野，也讓學生們接觸到更多的老師與

校園空間，有更多更全方位的學習機會。  

  國立中正大學與基督教協同中學未來合作方向包括國立中正大學教授或研

究生指導協同中學學生參加科展及國內外大型科學競賽、升學宣導活動、雙方

學生輔導、諮商及實習機會、活動及營隊人員相互支援及圖書資源與體育設施

之互惠使用等，簽署現場由國立中正大學羅仁權校長與基督教協同中學林鍚麟

校長代表簽約，在致辭及互贈紀念品後圓滿結束，雙方期盼『教育夥伴合作聯

盟備忘錄』的簽訂可以帶動嘉義地區整體學術發展，並經由二校地緣關係接近

之優勢與優質教師學生之交流，能讓兩校合作達到「攜手並進，共創新局」雙

贏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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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444））））    

協同中學資優教育暨科學實驗課程計畫 
 

壹、目標：為提供協同學子更優質的教育環境，啟發學生資優潛能，並在動手

做科學的環境下，體驗探究科學的樂趣、發掘科學的美。 

貳、課程規劃： 

一、國中部分： 

1. 國一：針對數學領域部分，採用 6+2模式，由任課教師自行  

規劃資優課程（例如：加強 AMC檢定） 

3. 國二：針對數理部分，外加兩節課，由數學及自然科教師共 

同開課，採用主題式兩階段模組教學，第一階段為概念學

理探討教學，第二階段為實作教學。 

＊課程進行模式： 

第一階段（A+B）混班上課（二週） 

第二階段分 A、B兩班交叉實作（二週） 

                ＊開課教師： 

                       物、數、化、生各一位教師，每人準備兩個主題。 

                   郭建載 陳國芬 洪維民 林主旭 

二、高中部分（科學實驗班） 

1. 高一上學期：外加兩節課，針對學生研究方法學、實驗操作  

技巧進行訓練。 

＊課程進行模式：將科學實驗班分 A、B兩組交叉上課， 

十二週為物（MIT 課程）、數領域，八 

週為生、化領域。 

                ＊開課教師：物、數各兩位教師，化、生各一位教師。 

                            郭建載 陳正泓 黃明正 王登立 張財福  

盧俊達 

2.  高一下學期：專題研究。 

＊課程進行模式：四人一組，採師徒制合作學習模式進 

行科學實驗探究。 

＊開課教師：黃明正 王登立 吳振澤 黃守田 陳正泓  

蔡宜倫 盧俊達 

            3.  高二上學期：小論文成果發表，頒與科學實驗班結業證 

書。 

＊課程進行模式：由學校聘請各領域之專家學者進行小 

論文審查，並於最後一週進行小論文 

發表會。 

（註：高一階段，利用社團時間邀請專家學者蒞校專題演講） 

參、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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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5555））））        2008 協同中學第六屆科學運動會活動簡章 

一、宗旨: 

1.培養研究科學的精神與方法 

2.帶動科學的研究風氣 

3.增進解決問題的能力 

4.訓練團隊合作的默契 

二、比賽項目:分為數學組與自然組兩大類競賽。 

數學組項目： 

  1.解題競賽 

2.魔術方塊 

3.X 檔案 

4.七巧板 

5.多方塊 

6.索碼立方 

7.心中有數 

8.拱豬 

9.中文打字 

10.英文打字 

三.比賽地點: 
《數學組》 

項目 
地點 
年級 

解題 

競賽 

魔術

方塊 

X 
檔案 

七巧

板 

多方

塊 

索碼

立方 

 心中 

有數 
拱豬 

中文

打字 

英文

打字 

國一 國一1教室  

 

國三 5

教室 

 

 

國三 8

教室 

 

 

國三 9

教室 

 

 

國三 10

教室 

 

 

國三 6

教室 

 視聽一 國一 7 

教室 
電腦 

教室 2 

電腦 

教室 2 
國二 國一2教室 

國三 國一3教室 

高一 國三6教室 
視聽二 國一 8教

室 

電腦 

教室 1 

電腦 

教室 1 
高二 國三7教室 

高職  

 

《自然組》 

項目 
酸鹼 

雞尾酒 
飛行筒 

歸去來

器-比遠 

手擲機-

滯空 

深水 

炸彈 
滅火器 

拉環 

高手 
回力鏢 水火箭 

地點 
化學、 

理化、 

實驗室 

禮堂

（後） 

籃球場

(下) 

大操場

東邊 

禮堂（正

門口） 

圖書館

南側 

生物實

驗室 

禮堂

（後） 
大操場 

 

 

自然組項目：  

1.酸鹼雞尾酒 

2.飛行筒 

3.歸去來器-比遠 

4.手擲機-滯空 

5.深水炸彈 

6.滅火器 

7.拉環高手 

8.回力鏢 

9.水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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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比賽日期：97 年 4月 19日(六)上午 8:30-12:00 

五、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4月 10日截止 

六、參加對象：國一、國二、國三、高一、高二、高職 

七、報名方法： 

數學組－由各班數學科長負責，填妥報名表，請數學老師、導師簽名後，

送交教務處實驗研究組。  

自然組－由各班班長負責，填妥報名表，請導師簽名後，送交教務處實驗

研究組。  

八、參加人數： 

解題競賽各班一組代表參加，每隊 4人;其他競賽項目，每班一 

組，每組 2人為限。 

飛行筒、歸去來器-比遠、手擲機-滯空、深水炸彈、拉環高手、回力鏢每

班二組，每組 2人為限。 

酸鹼雞尾酒、滅火器、水火箭每班一組，每組 2人為限。 

九、獎勵： 

    數學組:  

1. 各項競賽國一、國二擇優三名，國三、高一、高二、高職擇優二名，得

獎隊伍頒發個人獎狀。 

2. 各班各項競賽累積積分年級評比最高之前三名，依序頒發「科學運動會

(數學組)」優勝錦旗一面，甲等二面。 

自然組: 

1. 飛行筒、歸去來器-比遠、手擲機-滯空、深水炸彈、拉環高手、回力鏢

等各項競賽，國一、國二擇優四名，國三、高一、高二、高職擇優三名，

得獎隊伍頒發個人獎狀。酸鹼雞尾酒、滅火器、水火箭等各項競賽，國

一、國二擇優三名，國三、高一、高二、高職擇優二名，得獎隊伍頒發

個人獎狀。 

2.各班各項競賽累積積分年級評比最高之前三名，依序頒發「科學運動會

(自然組)」優勝錦旗一面，甲等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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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6666））））                                    協同中學教學視導與教師評鑑協同中學教學視導與教師評鑑協同中學教學視導與教師評鑑協同中學教學視導與教師評鑑    

五年計劃簡要說明五年計劃簡要說明五年計劃簡要說明五年計劃簡要說明 

【【【【不分科別不分科別不分科別不分科別，，，，齊步向前齊步向前齊步向前齊步向前；；；；自我同儕自我同儕自我同儕自我同儕，，，，人人專業人人專業人人專業人人專業。】。】。】。】    

       林錫麟                   2007/10/15 

    教育之真正核心在於教學，教學品質之良窳是教育成效之指標。換言之，唯

有追求優質之教學，教學目標才有可能實現。 

教書這一行在我們的社會中仍是社會大眾所尊崇的行業，然而教師是否為

專業人員，迄今尚無定論。身為教師者無不自期為專業，因此，如何在協同建

構一套教師專業發展系統與規準，並且不斷地支持協助教師發展專業，輔助教

師主動積極增進專業化之教學知能，乃為當前優質協同之關鍵課題。 

一年來著手預備推動的教學視導，是以專業教師教學視導為主。它的主要

功能在於鼓勵教師成長，提升教學品質。透過自我視導或是同儕視導，提供教

師一面鏡子，讓教師看得到自己教學工作的優點，也看得到自己教學的缺失，

促進自省與討論，達到彼此鼓勵並真誠給予改進建議的目的。期待在教師得到

充分支援的環境下，能順利建立理想的教學目標，提高教學品質，追求專業成

長。正如 D. L. Stufflebeam指出教學視導評鑑的目的在改進，而不在於證明 

(not to prove but to improve) (Madaus, Scriven & Stufflebeam,1983)。 

 

非常感謝李珀校長，透過「與腦相容的教學」蒞校演說，提出有效能教師

的教學策略。又因著對協同的深厚情誼以及在主耶穌裏的真愛相惜，到嘉義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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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四天的視導員專業訓練，並繼續在教學視導推動上全力協助，使協同在教學

視導以及即將進入教師評鑑前，跨出專業提升的關鍵一步。 

    未來五年，針對教學視導與教師評鑑的進程規劃如下： 

學年度 

/西元 

96 

/2007~2008 

97 

/2008~2009 

98 

/2009~2010 

99 

/2010~2011 

100 

/2011~2012 

教 

學 

視 

導 

與 

評 

鑑 

◎校內視導

規準研習。 

◎獎勵自我

視導 30人。 

(5000 元) 

◎獎勵自我

視導 40人。 

(3000 元) 

◎視導員第

二期培訓。 

◎義務同儕

視導 30人。 

◎建立視導

伙伴 3 人

組。 

 

◎組織教學

視導培訓

服務團隊。 

 

◎推動教師

評鑑制。 

(教學、進修

研究、輔導班

營、行政) 

三年內每一位教師必須接受過至少一次 

自我視導或同儕視導。 

組織視導培訓服務隊，分享

服務雲嘉南及海外培訓。 

我們將以專業合格視導員達 50 人(占教師人數的 1/2)為指標，組織教學視

導培訓團隊為策略，依此建立協同成為雲嘉南視導專業培訓重鎮為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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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7777））））協同中學九十六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視導實施計畫    96.10.22                          

一、 依據： 

(一) 九十二年九月十三、十四日教育部全國教育發展會議結論與建議事   

(二) 項。 

(三) 立法院一讀通過「教師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第 23條之 1：「為提昇

教師專業成長及達成教學與輔導之成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應接受

評鑑」。 

二、 目的：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增進教師專業素養，提昇教學品質，增進學

生學習成果。 

三、 辦理方式： 

(一) 視導小組之組織與任務 

1、組織： 

   成立教師專業發展視導推動小組(簡稱視導小組)，負責推動教師專

業發展視導工作，小組成員為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

各科教研會推選教師代表各一人，由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務主任為執行

秘書。 

        2、任務： 

           (1) 審核學校擬定的視導規準及各項表格。 

           (2) 審核學校研擬的視導計畫。 

           (3) 安排他人視導時之視導教師人選。 

           (4) 審議受視導教師的視導結果，是否達到規準。 

           (5) 個別通知受視導教師視導結果，非經個人同意不得公開。 

           (6) 安排適當人員與未達規準之教師共同規劃專業成長計畫，並於

專業成長完成後再安排視導。 

           (7) 安排教學輔導教師進行輔導工作。 

    (二) 視導教師之資格與任務： 

1、視導教師係由視導小組所安排，實際進行他人視導之教師，須參加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知能研習，且具有協同五年以上教學年資，由校

長遴聘之。 

2、其主要工作係依據學校擬定之視導規準表格與程序，針對指定之受

視導教師進行校內視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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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視導內容： 

1、教學策略。 

2、教室經營與管理。 

3、呈現主題。 

4、學習環境。 

(四) 視導方式： 

1、教師自我視導： 

受視導教師利用錄影方式自我視導，並依教學現況自行填寫規準量表

(如附件)後送交視導小組。 

2、校內視導(他人視導)： 

由視導小組安排視導教師進行定期或不定期視導。 

(五) 受視導教師： 

    1、每位教師每學期根據教學效能自我檢核表，自行評鑑一次。 

    2、協同年資三年內之教師，每學年得接受自我視導或他人視導一次。 

    3、鼓勵教師自願自我視導。 

    4、鼓勵教師自願接受校內視導(他人視導)，由視導小組安排視導教師。 

5、教學有困難之教師，得由視導小組安排視導教師進行他人視導。 

(六) 視導結果： 

    1、視導小組應將個別受視導教師之視導結果，以書面個別通知教師，

並予以保密，非經教師本人同意，不得公開個人資料。 

2、 學校應根據視導結果對教師專業表現給予肯定和回饋；對於個別教  

師成長需求，提供適當協助；對於整體性教師成長需求，提供校內外

在職進修機會。 

3、 經視導小組認定為未達規準之教師，應於接獲通知一個月內，由視

導小組與之共同規劃其相關輔導協助成長計畫並進行另一次視導。

(自願受視導，不受此規定) 

4、 第一年初任教協同之教師或教學有困難之教師，得安排教學輔導教

師予以協助(另訂協同新進教師攜手計畫)。 

四、 獎勵辦法： 

96學年度教師自願自我視導或接受他人視導，並完成下列程序者，初次受

視導教師，頒發獎金 5000元，視導教師每次每人頒發獎金 1000元(協同年



品格第一、升學優先 

 

‧一所充滿愛心與理想的學校‧ 
22 

資 3年內每學年第一次之受視導教師及教學有困難之受視導教師，不適用本

獎勵辦法，但其視導教師比照頒發獎金)。 

1. 受視導教師選擇自我視導： 

(1) 向教務處提出申請，填寫受視導班級、時間、教學計畫(包括教學進

度、授課內容、教學目標、教學活動)。 

(2) 教務處請專人安排錄影。 

(3) 受視導教師觀看錄影帶，並依教學現況自行填寫規準量表。 

(4) 將錄影帶及規準量表送教務處，彙整轉交視導小組。 

(5) 視導小組推派視導教師一位觀看錄影帶並填寫規準量表。 

(6) 視導教師根據規準量表，與受視導教師會談並給予建議。 

(7) 將所有資料送交視導小組存檔。 

2. 受視導教師選擇他人視導： 

(1) 向教務處提出申請，彙整轉交視導小組，安排視導教師二位(亦可由

受視導教師自行挑選，但至少有一位同科系的教師)。 

(2) 視導教師與受視導教師討論視導班級、時間，並填寫教學計畫。 

(3) 視導教師進行視導並填寫規準量表。 

(4) 視導教師根據規準量表，與受視導教師會談並給予建議。 

(5) 將所有資料送交視導小組存檔。 

    3. 本年度受視導教師名額上限暫定 30名，各科名額分配如下： 

        (1)國文科 6名 (2)英文科 6名 (3)數學科 6名 (4)自然科 6名 (5)社

會科 3名(6)高職部及藝能科 3名 

      視人力調配情形再酌增名額。 

五、 本辦法經視導小組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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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8888））））    

嘉義縣九十五學年度教師專業評鑑輔導員訓練計劃 

壹、目的： 

一、增進校長教學領導之專業能力。 

二、建立各校教師教學評鑑制度。 

貳、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嘉義縣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嘉義縣協同高級中學 

參、參加對象及人數： 

一、參加對象：嘉義縣高、國中校長及協同中學預備視導員，依報名先後

順序錄取，額滿為止。(參加者須有 5 年，含 5 年以上之教

學年資) 

二、參加人數：共 40名。 

肆、研習日期：95年 12月 1日（五）至 12月 4日（一）共四天。 

伍、研習地點：協同高級中學行政中心會議廳。 

              (地址：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31號；電話：05-2213045)。 

陸、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11   月 15   日止。 

    填具報名表(如附件一)逕送協同高級中學教務處或傳真 05-2203852。 

柒、研習課程：詳如課程表(如附件二)。 

一、介紹教學視導的目的、運作過程及實施程序。 

二、介紹教學視導系統的規準。 

三、示範、觀摩及實務練習。 

捌、經    費：由協同高級中學編列相關預算支應。 

玖、其  他： 

一、全程參加之學員，如通過指導教授之檢核，將由教育局頒發研習證書；

未通過指導教授之檢核者，核予二十四小時研習時數證明。 

二、校長參加研習期間給予公假(四天)。 

三、研習所需相關設備由承辦單位準備。 

壹拾、本計劃經嘉義縣政府教育局核准後辦理之，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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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9999））））                                協同中學教師攜手計劃方案 95.8.15 

 

一. 實施目的：培養新進教師或資歷較欠缺之老師在專業知能及教學技巧， 

或班級經營能力之提昇，引導其發揮潛能，期成為術業專攻、

獨當一面之良師。 

二. 實施項目：１．教學專業能力  ２．班級經營能力 

三. 實施對象：本校近年新進教師。 

四. 實施方式： 

1. 由校長或主任，邀聘在專業科目或班級經營多有經驗，樂於傳承提

攜後進之教師為指導老師。 

2. 以一學期為指導期程。 

3. 接受教師專業能力培訓者： 

a. 每月至少觀摩指導老師一節課。 

b. 每月接受指導老師評鑑上課實況一次，指導老師填寫意見。 

c. 每月至少觀摩該科其他老師上課一節(請指導老師安排觀摩

事宜)。 

d. 觀摩後和所觀摩教師討論優缺點，並做成記錄後送教務處備

查。 

e. 指導老師應有主動提供講義、教材、考卷、教學錄影帶(錄音

帶)等．．．，給受指導老師參考的義務。 

f. 接受培訓之老師製作之講義、教材、考卷、教學錄影帶(錄音

帶)等．．．，交一份給輔導老師。 

       4.接受班級經營能力培訓者，每星期須隨班觀摩至少兩次，並就評鑑項

目實際處理學生問題。 

5.學期結束後，由指導老師針對培訓對象之表現填寫考核評鑑表（附件

一），並由校長及主任會同參與評鑑之，考核不理想者，得視需要延

長培訓時間。（註：專業能力評鑑----校長暨教務主任，班級經營評

鑑──校長暨學務主任） 

6.本輔導辦法一學期為原則，指導老師津貼基本鐘點降一節。 

7.演示及觀摩教學均列入進修時數登錄。 

 

五．本方案呈報校長後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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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0101010））））        協 同 中 學  英 文 進 階 課 程 

在協同上英語進階課程，猶如置身美國校園 ; 

同樣的情境，同樣的教材，同樣的教法。 

                                           

 

 

 

 

 

 

 

 

 

 

 

 

 

 

 

 

 

 

 

 

 

 

 

 

 

 

 

 

 

 

 

    

    

    

HOW？？？？我們怎麼上課我們怎麼上課我們怎麼上課我們怎麼上課？？？？ 

 本國老師及外籍老師授課、提問、乃

至同學小組討論、辯論，均全程使用英

語。 

 

GROWTH 學生的成長學生的成長學生的成長學生的成長 

  希望學生經過以上的薰陶，對於用

英語表達自己的意思與想法不再感到生

疏或懼怕，因為平常在課堂上已經有充

分的練習。講英語成為很自然的事，不

再是壓力或負擔。 

  老師為學生規劃了豐富的課程，選

了不少著名的得獎小說，讓學生提升閱

讀能力，即使看到整篇的文章也不感到

徬惶。大量的閱讀不僅使視野更寬廣，

更在無形之中豐富詞彙量，學生在寫作

時也能變化較多的句型。藉由老師的引

導，培養學生分析、獨立思考的能力及

敏銳度。 

  偉大的科學家牛頓認為自己只是比

別人幸運，在海邊找到比較大的貝殼而

以。還有更多更美的貝殼等著我們發

現。英文知識無限廣，在通往英文殿堂

的路上，學生堅定的步伐是因為紮實的

基礎，明確的方向是因為有老師的指

引，希望他們將來能在英文這個領域有

更多的收穫與成就。 

WHAT？？？？我們在學什麼我們在學什麼我們在學什麼我們在學什麼？？？？    

  國一上學期的課程分成三個大單

元，分別有童話故事、詩詞，和讀者劇

場。先用大家熟悉的童話故事，開啟學

生英文學習的大門，在深入分析童話故

事的結構、角色、劇情及主旨寓意之後，

讓學生嘗試創作，並編輯成冊。再帶領

學生進入英文詩優美的意境，認識英文

詩的各種形式，如：俳句(Haiku)、具象

詩(Concrete poem)……等。最後藉著參與

戲劇的演出，訓練學生的發音、語調及

情感表達。 

  下學期即開始英文原文小說的閱

讀，從認識作者到分析結構與角色，再

由小說主題延伸、蒐集資料，配合主題

相關的活動。小說的類型非常多樣，使

用教材包括 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 There's a Boy in the Girl's 

Bathroom, The Trumpet of the Swan, The 

BFG…。經過一個半學年的研讀，不僅

增進了學生的英文閱讀能力，也充實了

課外知識。 

  國三、高一開始，教授美國中學生

始用的教科書─Prentice Hall Literature 

(copper level)，讓學生從文學的角度去學

習英文。並加強寫作與口頭報告的訓練。 

  另外，第一年便開始以空中英語教

室與彭蒙慧英語培養學生自學的能力，

同時實施週考及月考訓練聽力也補充字

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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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1111））））    

協同中學英文線上輔助課程（參考網址:http://english.cmsh.cy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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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2121212））））Concordia Middle SchoolConcordia Middle SchoolConcordia Middle SchoolConcordia Middle School    

American Exchange Student Program 2008-2009 

協同中學學生留學計劃 

School: Saint Paul Lutheran High School 

Missouri, USA  www.splhs.org 

一、Cost:  

1. Saint Paul 所收費用 

a. Tuition 學費: (包含 課程  住宿  每週 20餐的費用) 

 約$US 11,500/一年(原價 $US14,500 協同學生視同當 

地學生) 

b. Application Fee入學申請費: $US 100 

c. Finance charge: $US (100 X 2 學期) 

d. I-20 申請費:$US 500 

e. Airport pickup 當地機場接送: $US 20 (每人) 

2. 協同所收費用 

  行政手續費: NT20,000  

(申請手續/成績處理/電話聯繫/問題處理/生活協助)  

3. 其他費用 

a. Visa 簽證: $US (100 + 10手續費+100 SEVIS I-901交換學生申請費) 

b. International insurance (建議購買): $US 625 

二、學生報名資格 

1.操行成績 80(含)以上 

2.目前協同中學國二、國三、高一學生 

3.英文總成績 80 分以上者 (請至教務處註冊組申請)  

4.經由教務處面試通過者 

5.說明會日期: 4月 2日 (三) 上午１０：0０行政中心第一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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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3131313））））    96 學年度協同高中認輔制度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青少年輔導工作計畫。 

二、教育部 83.7.20訓零三九六二五號函頒「教育部試辦認輔制度實施要點」。 

三、本校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貳、目的：  

一、鼓勵教師志願輔導適應困難學生及行為偏差學生，協助其心智發展，並

培養其健全人格順利成長與發展。 

二、整合輔導計畫、輔導活動，增進輔導功能。 

參、實施要項： 

一、輔導對象：本校適應困難及行為偏差之學生。 

二、認輔教師： 

（一）遴選辦法： 

１.凡本校具有輔導熱誠或興趣之教師皆可擔任「專任認輔教 

師」。 

２.凡本校退休教師、學生家長皆可擔任「兼任認輔教師」。 

３.由輔導室薦舉呈請校長核聘之。 

（二）輔導對象名額：每位老師以認輔一至二位學生為原則。 

（三）認輔教師工作事項： 

１.晤談認輔學生：適時進行，至少兩週壹次，每次至少三十分 

鐘。 

２.電訪認輔學生：晚上或假期間進行，視情況而定。 

３.家庭訪問：有必要時進行，平日亦可用電話與認輔學生家長 

溝通。 

４.參與輔導知能研習與個案研討會：配合輔導室規劃進行。 

５.記錄認輔學生輔導資料。 

（四）認輔教師之進修： 

１.得參加校內、校外輔導知能研習。 

２.得參加個案研討會。 

３.得參加教育部「輔導計畫諮詢顧問」或「輔導計畫輔導團」 

之指導。 

三、行政統合： 

     （一）本項工作由輔導室承辦，負責計畫之擬訂，推動執行，檢討與改進，

各處室協辦。 

     （二）受輔學生資料由輔導室妥善保管。 

肆、獎勵方式比照週二小組老師獎勵辦法。 

伍、本辦法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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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4141414））））                嘉義縣協同中學 96 年度生命教育 

小團體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 96年度高中輔導小團體工作計畫。 

二. 本校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貳、目的 

 一.透過非正式之教學活動，以討論、情緒感受等方式，建立同儕與個人的

生命態度與人生觀。 

 二.藉由小團體的方式，培養師生生命教育素養，陪伴與協助其成長與學習。 

参、實施日期主題 

     

日 期 時     間 單   元   主   題 講     員 

96.4.4. 
中午 

12：30~1：15 
審視你的價值觀 各小組老師 

96.4.11.       " 我是一個有價值的人（1）      " 

96.4.18.       " 我是一個有價值的人（2）      " 

96.5.2.       " 聰明的選擇      " 

96.5.9.       " 愛的真諦      " 

96.5.23.       " 憂慮      " 

96.5.30.       " 喜樂      " 

96.6.6.       " 愛網重重      " 

肆、實施方式及地點： 

    一.方式：小組、每組約 10~12人，分 10次進行。 

    二.地點：各小組教室。 

    三.講員：由輔導室輔導老師擔任之。 

伍、本辦法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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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5555））））協同中學 2007 下楫國小英語服務營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鼓勵中等以上學校及民間團體推動青年參與志

工服務及服務學習要點。 

二. 本校秉持為偏遠地區學童服務的理念，並以英文教學為輔，鼓勵學生參

與志工服務。 

貳、目的 

 一. 提昇偏遠地區小學生對英語學習的能力。 

二. 本校高三畢業學生，在踏出校園前給予關懷鄉里，服務人群的社會教育。 

叁、實施方式 

一.分為課程組、活動組。 

二.以活潑的方式、輕鬆主題，予以基礎的英語教學、激發學童對英語的學

習與喜愛！ 

肆、活動時間：2007 年 5月 21日（一）~ 2007 年 5月 25日（五） 

伍、實施地點：嘉義縣東石鄉下楫國小本部及楫源分班。 

陸、實施對象：下楫國小及楫源分班三、四、五、六年級學童。 

柒、參加人員：本校今年以推甄或申請方式進入大學之學生，及路德會台 

北永生堂牧師與會友。 

捌、主辦單位：本校輔導室 

玖、經費來源： 

一.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鼓勵中等以上學校及民間團體推動青年參 

與志工服務及服務學習補助」款項下勻支。 

    二.本校輔導室項下勻支。 

拾、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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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11116666））））2007200720072007協同中學中國服務與學習之旅活動說明 

China Service Learning TripChina Service Learning TripChina Service Learning TripChina Service Learning Trip    

一、 活動目標：提供本校同學與香港國際學校學生，共同前往海外學習服 務之

經驗，學習關懷與付出、並擴展國際視野。 

二、服務地點：中國廣東省佛山育幼院、江們教會。 

三、活動日期：2007年7月10日（二）-- 7月16日（一） 

四、徵召對象：協同國三、高一品學兼優並具高度服務熱忱，且英語能力佳學

生。 

五、徵召名額：十位。報名後經面談甄選。 

六、報名流程：自5月18日（五）~ 5月25日（五）受理報名，5月29、30日（二、

三）面談，6月1日（五）公佈甄選結果。 

七、帶隊老師：由本校蔡易釗老師及美籍 Mike kersten（柯智雄）老師全 

程帶領。 

八、合作對象：香港國際學校（網際地址:http://www.hkis.edu.hk），屆時將

與該校十位學生一起前往服務。 

九、報名程序：填寫繳交報名表後、經面談甄選確定錄取名單。 

十、費用預算：總計 19800-（含機票、香港食宿、中國六天五夜食宿及保險雜

支費等）備註：護照1300-、台胞證1700-（視個別需要辦理） 

十一、聯絡電話：若有任何疑問，請洽輔導室黃淵泰主任或蔡文倩老師。         

05-2218047 或 05-2213045 轉 241、242   輔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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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7777））））            協同中學品格教育年實施計畫      

962 基督教協同中學品格教育推行要點說明 

一、實施時程規劃： 

       1.井然有序：(96.10 – 96.11)    2.感恩：(96.12 – 97.01) 

       3.專注：(97.03 – 97.04)        4.尊重：(97.05 – 97.06) 

       5.明辨：(97.09 – 97.10)        6.誠實：(97.11 – 98.01) 

       7.盡責：(98.03 – 98.04)        8.慷慨：(98.05 – 98.06)  

二、學期實施主題： 

（一）專注：(97.03 – 97.04) 

1.定義：專注（Attentiveness）－以全神貫注來表示對人對事的重視。 
2.五個「我要」： 

我要看著對我說話的人 
我要學習聆聽 
我要在不確定時就問問題 
我要保持姿勢端正 
我要避免做分心的事 

（二）尊重：(97.05 – 97.06) 

1.定義：尊重（deference）－約束個人自由以維護別人的權益。 
2.五個「我要」： 

我要注意到周圍的人 
我要重視別人的感覺 
我要不說冒犯人的話 
我要避免在公共場所製造噪音 
我要慎重地穿著 

三、實施品格教育： 

《《《《教務處教務處教務處教務處》》》》 

1.教材蒐集提供師生閱讀  2.設計評估表格供師生使用 3.人物專訪    

《《《《輔導室輔導室輔導室輔導室》》》》 

1.1.1.1. 輔導活動(生命教育)課程配合主題活動 2.小組、團契、崇拜推動    

《《《《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學務處》》》》 

1. 班週會活動 2.班級海報設計 3.佳句徵選 4.品格獎勵計畫 5.校園廣播 

6. 品格體驗劇場  

《《《《總務處總務處總務處總務處》》》》品格景觀設計  2.品格主題文宣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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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8888））））    協同高級中學優良社團選拔活動實施計畫協同高級中學優良社團選拔活動實施計畫協同高級中學優良社團選拔活動實施計畫協同高級中學優良社團選拔活動實施計畫           

2008/01/08 

一、 目的 

激勵學生社團辦理活動之熱忱及潛能，強化社團組織，考核社團績效，增

進互相觀摩機會，促進社團之進步與發展，並為檢討改進之依據，以發揮

社團功能，提升本校社團活動品質，健全社團發展。 

二、對象 

凡經本校核准成立一學年（含）以上之社團，可自由報名參加。 

三、時間 

（一）每學年第二學期五月份，由學務處訓育組發佈通告 

（二）每學年第二學期期末舉行選拔活動 

四、 選拔方式 

由選拔委員組成選拔小組，依社團性質不同分為學術性、藝術性、體育性、

服務性、康樂性、技藝性等六組選拔。 

五、 選拔委員 

選拔小組以校長為召集人，其他成員為本校學務主任、教務主任、訓育組

長、教學組長等共五人。 

六、 評分項目 

每項均以百分比統計核算 

（一）社團組織健全（5％） 

（二）年度工作規劃及執行狀況（15％） 

（三）活動內容與績效（30％） 

（四）社團上課紀錄、社員人數、社團活動參與情形（20％） 

（五）社團網頁製作與維護（20％） 

（六）對外表現及社外活動參與（10％） 

七、 評分標準 

(一)評分項目每項之分數最高為一百分，最低不低於五十分為原則。 

 (二)單項之評分若低於五十九分者，須由評分老師於該項之備註欄內註明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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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評分等第 

依分數高低分為：特優、優等、甲等 

    特優：九十分以上 

優等：八十分至八十九分 

甲等：七十分至七十九分 

九、 獎勵標準 

(一)特優社團頒發錦旗並酌發獎金 1200元，相關幹部記功獎勵。 

(二)優等社團頒發錦旗並酌發獎金 800元。 

(三)甲等社團頒發獎狀 。 

十、社團選拔得依實際狀況增設特別獎項 

   (一)最佳進步獎 

   (二)最具潛力獎 

十一、本實施計畫呈請校長核示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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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9191919））））「教育部均衡教育發展教育部均衡教育發展教育部均衡教育發展教育部均衡教育發展獎勵獎勵獎勵獎勵國中國中國中國中畢畢畢畢業生升學業生升學業生升學業生升學當地當地當地當地高中高中高中高中職獎職獎職獎職獎學學學學金金金金」 

嘉義縣私嘉義縣私嘉義縣私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立協同高立協同高立協同高級級級級中學補充規中學補充規中學補充規中學補充規定定定定 

 

壹、 依   據： 

一、 教育部 95年 8月 14日部授教中（二）字第 0950515570號令「教育部

獎勵優秀國中畢業生就讀適性學習社區高中職獎學金實施要點」。 

二、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5年7月 28日教中(三)第 0950514366A號核定函。 

貳、 核發對象： 

 就讀本校學生，其國中畢業學校為：嘉義縣市學校 

參、獎學金核發標準： 

一、一年級第一學期新生︰ 

1.本校入學之應屆國中畢業生符合核發對象，按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   

力測驗成績擇優發給獎學金。 

2.申請獎學金學生應檢附國中學生基本學力測驗成績及第一志願就讀本

校之有關證明文件影本。 

二、一年級第二學期以上在校生︰ 

以一年級第一學期領有本獎學金者為核發對象，其在學期間各項成績符

合下列標準時，得繼續申請本獎學金，惟轉（休）學者則停止發給： 

1. 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在同年級同類科前百分之二十者。 

2. 德行成績在甲等（八十分）以上者。 

3. 核發對象若不符合本規定，則餘額得由入學時以第一志願就近入學之

同年級且符合學業及德行成績標準之學生申請遞補。 

肆、分配名額： 

本年度一年級新生依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核定共 七 名，分配原則，高職部

六名，高中部一名。 

伍、申請、審核及表揚： 

符合核發對象之學生，由學校通知後並於公告時間內，填具申請表及檢附

相關資料，向教務處申請，依核發標準及分配原則審定核發。 

陸、本補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悉依部頒實施要點及相關之規定辦理。 

柒、本補充規定經行政會報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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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0202020））））嘉義縣私立協同愛心獎學金教育儲蓄戶管理辦法 
 

一、宗旨：本校同仁為發揮愛心，捐獻獎學金，獎助清寒優秀同學，以達成

獎掖青年，並為國育才為宗旨。 

二、名稱：本獎學金定為協同愛心獎學金。 

三、組織：（一）本獎學金設置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由委員十三人

組成之。除校長、教務主 

任、輔導室主任、註冊組長為當然委員，負責資料之提供及

諮詢工作；餘就國一、國二、國三、高一、高二、高三及高

職導師、專任老師及行政職員中各選一人充任委員，負責申

請者資格實質之審核。另特委請輔導室湯雅琇負責會議召開

通知、資料彙整及其他相關事宜。 

         （二）改選日期：每年九月改選主席、委員，並於當月接任，主席

由委員互推之。 

         （三）主席不連任。 

四、會議：（一）本委員會會議每學期召開，第一次會議訂於開學第一個月內

舉行，必要時得由主席開臨時會議。 

         （二）會議必須由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 

         （三）會議紀錄由委員推派一位擔任。 

五、職責：（一）獎學金名額之核定，視基金款數作彈性變動。 

         （二）獎學金金額之核定，視學生需求，頒發金額新台幣貳仟元至

壹萬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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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獎學金同學資格之審定。 

（四）帳目之審核與公佈。 

           （五）樂捐之推動事項。 

六、獎學金來源籌措：（一）教職同仁定期捐款。 

                   （二）家長及社會各界捐助。 

                   （三）其他。 

七、獎學金之保管：本獎學金在郵局開立儲金專戶存儲。 

八、動支程序：經委員會核定、主席簽章，校長核章後，委請輔導室湯雅琇

小姐提領；擇期由校長頒發。 

九、申請資格： 

   （一）家境清寒經導師家庭訪問確實者。 

   （二）操行（德育）成績八十分以上者（智育成績列入參考）。 

   （三）高中職學生以不符合辦理助學貸款，但確實有實質需要者為優先頒

發對象。 

   （四）家境特殊清寒，無法籌措學雜費或家庭臨時發生變故之學生，則專

案辦理，不受第五項第二款金額之限制。惟其於申請時，除導師之

外，另須由兩位以上任課教師連名推薦。 

   （五）受獎學生，為已獲得本校獎學金者，以頒發其中最高額之獎學金一

種為限，不得重領。 

十、本獎學金專款專用，至金額用罄而中止申請。 

十一、本辦法經九十六年八月二十日行政會議討論，送交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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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1212121））））協同高中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參加校外各項競賽成果 

參  加  競  賽  名  稱 參加日期 主辦單位 參加同學姓名 指導教師姓名 獲獎等第 

2007 年第四十七屆全國科學展 
覽會國中理化類化學組 
2007 年第四十七屆全國科學展 
覽會國中理化類物理組 

96/7/28 

 
教育部 

科學教育館 

王暐津 邱主歆 
邱耀慶 
楊政玹 楊晉瑜 
黃國育 

郭 建 載 

何 世 明 
張 財 福 

 

團體獎第二名 

TDK 文教基金會 
第二名 

2007 年第四十七屆全國科學展 
覽會國中理化類化學組 96/7/28 

教育部 
科學教育館 

王暐津 邱主歆 
邱耀慶 郭 建 載 第 一 名 

2007 年第四十七屆全國科學展 
覽會國中理化類物理組 96/7/28 

教育部 
科學教育館 

楊政玹 楊晉瑜 
黃國育 

何 世 明 
張 財 福 佳    作 

 
96 年嘉義縣語文競賽高中作文 96/9/19 縣政府 方 譽 璇 王 櫻 蕙 第一名 

96 年嘉義縣語文競賽高中寫字 96/9/19 縣政府 許 程 傑 李 麗 珠 第一名 

96 年嘉義縣語文競賽高中國語演說 96/9/19 縣政府 劉 家 宏 李 麗 珠 第二名 

96 年嘉義縣語文競賽高中閩南語演說 96/9/19 縣政府 侯 惠 瑜 蘇 佩 琳 第二名 

96 年嘉義縣語文競賽高中字音字形 96/9/19 縣政府 洪 干 絢 張 作 珍 第三名 

96 年嘉義縣語文競賽國中國語朗讀 96/9/19 縣政府 謝 佳 純 官 麗 紅 第四名 

96 年嘉義縣語文競賽高中國語朗讀 96/9/19 縣政府 陳 俐 婷 翁 燕 珍 第四名 

96 年嘉義縣語文競賽國中作文 96/9/19 縣政府 葉 欣 昱 伍 恩 祐 第六名 

2007 清華盃高中化學學科能力競賽 96/10 清華大學 沈 昕 慶 張 財 福 銀牌獎 

九十六學年度彰雲嘉第七區 
能力競賽  化學科  
 

96/11/6 教 育 部 沈 昕 慶 張 財 福 
第一名 

代表參加全國 

九十六學年度彰雲嘉第七區 
能力競賽  化學科  
 

96/11/6 教 育 部 林 盈 宏 張 財 福 佳    作 

九十六學年度彰雲嘉第七區 
能力競賽  地球科學科  
 

96/11/6 教 育 部 戴 千 翔 張 麗 華 第 六 名 

九十六學年度彰雲嘉第七區 
能力競賽  地球科學科  
 

96/11/6 教 育 部 許 祐 湉 張 麗 華 佳    作 

九十六學年度彰雲嘉第七區 
能力競賽  數學科  
 

96/11/6 教 育 部 李 承 侖 簡 銘 建 佳    作 

第五屆「全國高中高職數學作文題競賽」 96/11 東吳大學 
吳青原、徐嘉佑 
張家源、阮郁婷 吳振澤老師 銅牌獎 

2008 生物奧林匹亞國家代表隊選拔初試 96/12 教育部 沈昕慶 林主旭老師 入選 

2008 物理奧林匹亞國家代表隊選拔初試 96/12 教育部 林彥伯 沈昕慶 郭建載老師 入選 

國立暨台灣省高級中學 
英文作文比賽決賽 96/12 教 育 部 高 廷 歡 黃 靜 如 南區佳作 

國立暨台灣省高級中學 
英文演講比賽決賽 95/12 教 育 部 劉 聖 軍 錢 佩 文 南區佳作 

2008 年遠哲科學競賽全國決賽 97/1 遠哲基金會 
黃凱隆 蔡致翔 
郭伯麟 張峨源 

何世明老師 
黃守田老師 全國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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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2222））））基督基督基督基督教教教教協同協同協同協同中學中學中學中學五年展五年展五年展五年展翅翅翅翅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96969696----100       100       100       100                          

林錫麟 2008/3/10 

學年度 96 品格與升學品格與升學品格與升學品格與升學 97 品格與閱讀品格與閱讀品格與閱讀品格與閱讀 98 品格與服務品格與服務品格與服務品格與服務 99 100 

時程 2007/8-2008/7 2008/8-2009/7 2009/8-2010/7 2010/8-2011/7 2011/8-2012/7 

班級數 
(國+高+外) 

30+18+3=51 29+18+3=50 28+18+3=49 27+18+3=48 27+18+3=48 

總人數 
(平均每班

47 人計) 
2397 2350 2303 2256 2256 

建設工程 

 
◎大禮堂內部

裝修(風雨體

育館+禮堂) 
◎MIT 創意 

教室 
◎禱告牆 

 
◎閱讀教室 
◎生態園區綠光

教室 
◎戶外運動健身

區(搖搖樂、空

中漫步) 

 
◎數位圖書暨 

教學資源中心 
◎國中導師 

辦公室 

 
◎鐘樓禱告塔

地標(千禧樓

頂增建) 
◎藝術中心 2F

玻璃碟屋 
 

 
◎路面石鋪與 

整線 
◎電線電纜 

地下化 

教學視導與

評鑑 

 
◎校內視導 

規準研習 
◎獎勵自我 

視導 30 人 

 
◎獎勵自我視導

40 人 
◎視導員第二期

培訓(嘉義市

教育局合作) 

 
◎成立協同 

視導團 
◎義務同儕視導

30 人 

 
◎組織視導 

培訓團隊 
◎推動教師評

鑑(教學、進

修、班營) 
 

 
◎教師評鑑 

考績 

三年內每一位老師必須接受過至少一次自我視導 
或同儕視導 

組織視導培訓服務隊，進入教師

評鑑階段 

品格教育 
     

 
◎ 培基訓練 
◎ 卡內基訓

練 
◎ 品格體驗

訓練 
◎ 品格主題

實施： 
專注、尊重。 

 

 
◎ 品格體驗 

訓練 
◎ 品格英語 

遊學團 
◎ 品格主題實

施： 
明辨、誠實、

盡責、慷慨。 

 
◎ 生命教育師

資訓練 

◎ 飛颺挑戰品

格營 
◎ 品格主題實

施： 
井然有序、 
感恩、專注、

尊重。 

 
◎ 明辨、誠

實、盡責、

慷慨。 
◎ 實施生命

教育必修

課程。 

 
◎ 井然有序、感

恩、專注、尊

重。 
◎ 設置品格生

命教育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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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外展 
CWEF 香港

協同福利教

育基金會、 
CMS 嘉義

協同中學 

 
◎ 嘉義偏遠

教育服務

隊 
◎ 緬甸聖光

中學助學

與短宣 
◎ CWEF/CM

S 宣教合作

研討 
◎ 成立「齊慕

博教育服

務基金會」 
 

 
◎ 花蓮教育服

務隊 
◎ 緬甸聖光中

學助學與短

宣 
◎ 少數民族宣

教 
◎ CWEF/CMS

大陸宣教合

作寒暑中短

宣 

 
◎ CWEF/CMS

大陸宣教合

作長宣差派

(每期兩年) 
◎ 共同成立路

德會亞洲教

育宣教聯合

組織 

 
◎ 美國協同

大學暑期

宣教進修

課程 
◎ CWEF/CM

S 大陸宣教

合作長宣

差派(每期

兩年) 
 
 

 
◎與協同大學共

同合作培育各

科雙語教師 

人事組織 

 
◎ 落實屆齡

退休制 
◎ 教師遇缺

不補 
 

 
◎ 增置校務發

展處(含人事

室、國際外語

組、數位學習

組、事業中

心) 
 

 
◎ 設置「數位圖

書暨教學資

源中心」 

 
◎ 行政組織

再造重組 
 

 
◎ 設置「品格生

命教育中心」 
 

教育聯盟 
 

 
1. 高中聯盟：※ 新竹實中 ◎復興實驗高中 ※基督教高中 

2. 企業機構聯盟：◎ 宏達基金會 ◎ 培基基金會 ◎ 嘉基 ※長庚 ※聖馬 ※慈濟  

◎校園飛颺少年◎扶輪社(交換學生、扶少團) 

3. 大學聯盟：◎中正大學(TEAL、科學人文、高中先修課程)  

※交通大學科實班先修課程 
4. 國外聯盟：◎美國密蘇里聖保羅高中 ◎日本聖望中學 ◎香港國際學校(教育服務)  

※韓國韓世大學 ※日本東海大學 ◎美國協同大學(暑期宣教、教學研究所) 
5. 小學聯盟：◎※嘉義縣市小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