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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學校基本資料學校基本資料學校基本資料學校基本資料    

一一一一、、、、學校概要學校概要學校概要學校概要    

校名 

全銜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 

聯絡人 
姓名:  黃定達      職稱:校長室秘書     電話:05-2213045-202 

                                            0963-286-317 

學校 

規模 

部別 

(科別) 

普通科 

（含綜高學術學程）

職業類科 

(含綜高職業學程) 

附設進修學校 

(未設立) 

附設國中部 

高三 高二 高一 合計 高三 高二 高一 合計 高 高二 高一 合計 國三 國二 國一 合計 

班級數 6 6 6 18 1 1 1 3 --- --- --- --- 9 10 9 28 

學生數 259 264 270 793 45 48 48 141 --- --- --- --- 411 421 391 1223 

特殊班

級設班

情形 

班別 --- --- --- --- 

班級數 --- --- --- --- 

學生數 --- --- --- --- 

師資 

結構  

(不含校

長 、 教官) 

學  歷 
博 士 碩 士 研究所 40 學分 大學 專科 

1 人 36 人 13 人 44 人 1 人

教學年

資 

未滿 5 年 5-9 年 10-19 年 20-29 年 30 年以上 

9 人 16 人 40 人 24 人 6 人

說明：1.學校如設有各類特殊班級(含各類資優班、特殊教育班與體育班)時，請另外填

寫設班情形與學生人數，欄位可自行增刪。 

二二二二、、、、學生結構學生結構學生結構學生結構            

    (一) 學區範圍： 

編號 國  中  校  名 

是否為適

性學習社

區國中 

畢業生進入本校學生人數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免試入

學人數 

總人

數 

免試入

學人數 

總人

數 

免試入

學人數 

總人

數 

1 私立協同高級中學 是 0 279 0 277 0 291 

2 縣立民雄國中 是 0 5 0 3 0 2 

3 縣立大林國中 是 0 2 0 0 0 0 

4 市立北興國中 是 0 5 0 1 0 2 

5 市立嘉義國中 是 0 2 0 0 0 5 

6 私立宏仁女中 是 0 0 0 2 0 5 

7 縣立梅山國中 是 0 0 0 2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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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1.學區國中由各校依就近入學之概念以高中職社區化之適性學習社區為主，各校

自行界定範圍(依高中職社區化、交通時間、社區選擇習慣、地理區位…)，並請

列出國中校名與該校畢業生進入本校學生人數，列數不足時請自行增列。 

2.免試入學人數不含特殊類科。 

(二) 新生入學情形： 

年

級 

全

年

級

學

生

數 

來自學區國

中學生數 

申請入學學

生數 

免試入學學

生數 

低收入戶學

生數 

入學基測 PR 值及百分位數

分布情形 

人數 

佔全

年級

% 

人數 

佔全

年級

% 

人數 

佔全

年級

% 

人數 
佔全

年級

% 

最低 PPPP5555    PPPP50505050    PPPP95959595    最高 

高

三 

312 297 95 237 76 --- --- --- --- 76 76 77 83 98 

高

二 

318 299 94 238 75 --- --- 2 0.6 82 82 87 93 98 

高

一 

322 307 95.3 233 72.4 --- --- --- --- 88 88 89 96 96 

說明：入學基測 PR 值不不不不含藝術才能班藝術才能班藝術才能班藝術才能班與體育班體育班體育班體育班等特殊班級。請分別填入表定百分位數

(Px)之 PR 值(例如：P5 為位於第 5 百分位數之學生 PR 值)。 

三三三三、、、、學生圖書館運用與體適能情形學生圖書館運用與體適能情形學生圖書館運用與體適能情形學生圖書館運用與體適能情形：：：：    

學年 

圖書館運用 體適能獎章(%) 

每生平均 

借書冊數 

網路讀書會 

獲獎篇數 

小論文比賽 

獲獎篇數 
金質獎章 銀質獎章 銅質獎章 

96 7.56 --- --- 2.5 3.8 24.7 

97 7.87 --- --- 2.5 4 25.3 

98 8.50 --- --- 2 4 20.1 

說明：「體適能獎章」項請填寫達到各該獎章標準之全校學生百分比%。 

四四四四、、、、教師流動及專業成長情形教師流動及專業成長情形教師流動及專業成長情形教師流動及專業成長情形：：：：    

學年 合格教師率% 教師流動率% 
教師研習情形 教師專業發展 

全學年每人平均

研習時數 

全學年未參加研

習人數 

已參加本部試辦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計畫 

採行學校

本位模式 

96 100 4 15 0 ----人 V 

97 100 0 14 0 ----人 V 

98 100 2 23 0 ----人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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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教師專業發展」分成兩項，若學校已正式參與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請

在「已參加本部試辦評鑑計畫」欄中填入參與人數，若學校採行學校本位或其他

專業成長模式，則請於「採行學校本位模式」打 V，並於計畫書中簡要說明自辦

模式與內涵。 

 

五五五五、、、、學生畢業進路學生畢業進路學生畢業進路學生畢業進路    

          近 三 年 畢 業 學 生 畢 業 進 路 

學

年

度 

畢業  

學生 

人數 

畢   業   進   路 

升國立大學人

數及升學率

(%) 

升私立大學

人數及升學

率(%) 

以繁星計畫升

大學人數及比

率(%) 

低收入戶學

生升大學人

數及比率

(%) 

就業人數 

及就業率 

(%) 

95959595    345 177( 51.3 %) 160(46.4 %) 2(0.6%) 0(0%) 8(2.3%) 

96969696    337 145(43 %) 178(52.8 %) 3(0.9%) 0(0%) 5(1.5%) 

97979797    317 157( 49.5%) 158(49.8 %) 2(0.6 %) 0(0 %) 2(0.6 %) 

 

 

貳貳貳貳、、、、學校發展目標學校發展目標學校發展目標學校發展目標與現況分析與現況分析與現況分析與現況分析    

            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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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見一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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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同中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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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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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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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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概要： 

協同中學學制分高中部 18班、國中部 28班、應用外語科 3班，學

生共 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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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幾年來，本校大

學升學成績耀眼，國立

大學錄取率將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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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辦學成效：近三年本校學生升學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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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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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年度升大學成績優異，協同中學連中三元，沈昕慶和林彥伯同 

學錄取台大醫學系，方達楷同學錄取北京大學醫學系，本校醫科錄取率 5

％，2成錄取台、清、交、成、政等重點大學，6成錄取國立大學。 

  3、98 年升大學金榜，亮麗輝煌，醫科金榜 14 人（5.2％），台大金

榜 16人（6％），頂尖大學 55％，國立大學 68％，全校 25％以上大學指考

英文超頂標。 

     4、99 年升大學學力測驗成績，本校應屆高三同學共計 259 位，學測

成績統計如下，整體表現相當優異： 

 (1)70級分以上共計 12人(最高分 73 級分)，占全校人數 5% 。 

    (2)頂標 60級分以上共計 90 人（分數可達台、清、交、成、政…等重

點大學之能力），占全校人數 35% 。 

    (3)前標 54 級分以上共計 162人（分數可達國立大學之能力），占全

校人數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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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 

環境 

分析 

外部 

  環境 

    分析 

(三)診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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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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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優質化經營學校優質化經營學校優質化經營學校優質化經營具體作為具體作為具體作為具體作為    

一一一一、、、、卓越的傳奇卓越的傳奇卓越的傳奇卓越的傳奇~~~~協同中學協同中學協同中學協同中學’s  vision’s  vision’s  vision’s  vision        

    每一所中外不朽的名校都必然擁有其卓越的傳奇，一種別校無法超

越、難以取代的傳奇性特色。協同的卓越傳奇根源於愛與理想的偏鄉教育

使命、宏觀性四大能力教育目標以及前瞻性三面教育策略的果決執行。 

(一)偏鄉教育使命 

協同因愛而生，也立志為愛而活。領受上帝無條件的愛，美籍宣教士

選擇偏鄉雙福創校，揭示了教育不是市場經濟的盤算，只因為在貧弱的需

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這個使命感深深影響現今協同的每一位教職同仁，

無論孩子的背景，委身關愛每一個學生的身心靈全人成長，是我們共同承

諾的使命宣言。而這個教育愛的使命，也感動我們走出協同的牆外，十二

年前開始踏進更偏鄉更遙遠的緬甸山區。 

 

 

 

 

 

 

 

 

 

 

(二)四大能力目標 

基於愛與理想的核心理念，「自學、創新、喜樂、關懷」是協同教育

培養學生的四大能力目標。 

◎ 自學的能力—獨立閱讀與思考，學習如何學習。 

◎ 創新的能力—培養批判思考習慣，科學探究與實驗。 

◎ 喜樂的能力—學習感恩，增強挫折忍受力，永不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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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的能力—學習慷慨付出，悲憫同理心，服務實踐。 

他們都將成為一生的好朋友，知心的夥伴。 

   

   

 

(三)三面教育策略 

為了達到四種能力目標，我們採用了前瞻性的三面教育策略。 

策略 1國際化—用英語學英語：有效發展頂尖英語力 

■ USEUSEUSEUSE 全英語全英語全英語全英語：協同葛老師獨創 USE全英語教學法，是以全英語教學為學

習情境，溝通使用為學習導向，英語思考為最終目標。這個教學法與成

效吸引全國來自台師大、高師大、彰師大、中正與嘉大英語系及師培中

心蒞校觀摩、研討以及論文發表。有感於這不但是協同的資產，也應當

是台灣英語教育的資產，我們著手將此 USE教學法出書並拍成紀錄片以

饗全國英語教師，期待引發台灣的寧靜英語教育革命，貢獻台灣教育！ 

■ 校園地球村校園地球村校園地球村校園地球村：接待國際學生(日本、韓國、美國、巴西、墨西哥、伊

朗、哥倫比亞、德國、泰國)到校進行長短期學生交流，以及長期聘請

住校美籍教師 15人，使校園成為多種族多文化的地球村。 

■ 遊學深體驗遊學深體驗遊學深體驗遊學深體驗：帶領學生每年到日本進行一週 Home Stay修業旅行，暑期

一個月歐美遊學，或為期一年的美國交換學生，讓青少年能預先體驗留

學人生。增進學生的國際視野及其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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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2創意化—做實驗玩科學：成功激發科學力 

■ 創意課程化創意課程化創意課程化創意課程化：創意的價值衆所皆知，創意的習得才是教育的關鍵。協

同將創意六年一貫課程化，讓趣味玩科學從國一就開始、數理專題選

修、遠哲科學、TEAL 課程、物理辯論，從淺而深，兼顧廣度與深度，

營造科學探索風氣，培養創新能力。 

■ 科學運動會科學運動會科學運動會科學運動會：一年一度科學嘉年華，水火箭、手擲機、深水炸彈、酸

鹼雞尾酒，由校內推展到嘉義區聯合競賽，未來計畫與大陸知名高中聯

賽。 

■ 科學研究班科學研究班科學研究班科學研究班：科學研究方法專班，完整的研究訓練包括領域探索、文獻

探討、實驗設計、蒐集數據、分析結論，培育基礎科學研究人才。這個

專班的同學是每年科展、旺宏的常勝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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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3全人化—多體驗深學習：點亮領導服務力 

首創體驗學習的學者庫柏（David A. Kolb）提出「Tell me，I will foget. 

Show me, I may remember. Involve me, I will understand.」點出聽覺

學習、視覺學習、觸覺學習以及全人體驗學習的成效差異。 

■ 品格體驗教育品格體驗教育品格體驗教育品格體驗教育：根據四能力指標選擇八種品格德目(四維八德)，建立

品格定義，典範學習訓練(培基品格講座、卡內基溝通訓練、主題體驗

訓練)、體驗學習(週會劇場、品格挑戰營)，正向讚美品格，環境品格

主題教育。 

■ 生命多元探索生命多元探索生命多元探索生命多元探索：成長小組自我探索，心靈晨會靈性滋養，生命勇士見

證激勵(腦麻畫家黃美廉、連加恩、口足畫家楊恩典、…)，飢餓三十，

苦難天災奉獻反思。體驗聖誕節唱詩歌佈置聖誕樹快樂感受、服務老人

小學生的充實感。 

■ 緬甸教育服務緬甸教育服務緬甸教育服務緬甸教育服務：傳承創校使命，偏鄉服務已是我們的生命基因。12年

的緬北山區關懷，像是教師培訓、學生服務隊或貧童助學認養，讓我們

與當地聖光中學建立了勝過教育夥伴的親情關係，他們啟發我們了解真

正富足的意義，擴大我們真實國際的視野與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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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視導、師師卓越 

我們深切認知所有教育策略能不能成功，最主要的關鍵在於教師。名

師出高徒，有卓越的老師，才能培養出卓越的一流學生。 

教學視導為建立全校教師共同的教學規準，形塑教師專業權威與教學

文化。釐清教學視導的目的不在證明有沒有，而在增進多更多（Not to 

prove,but to improve.）。不作行政視導，而強調自我、同儕視導，並以

鼓勵獎勵代替評鑑。至今兩期共培養視導員 37人，賦予協助同儕任務，調

整教研會專業領導模式。期建立協同視導機制，達到師師卓越的目標。 

            
    

二二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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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未來學校願景規劃，協同高級中學在教育部「高中優質化輔助方

案」經費的挹注下，積極配合優質化發展面向及重點項目，針對學生、教

師、行政三方面整體規劃，希冀校務行政「全面優質再提昇！創造卓越傳

奇!」 

（（（（一一一一））））學生優質化學習策略學生優質化學習策略學生優質化學習策略學生優質化學習策略：：：：    

  1.國際化-- Top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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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進階課程發展---資優英文教材開發/英文閱讀/專家指導。 

（2）英文線上輔助課程---線上學習教材建構/電腦硬體配合/教育訓練。 

（3）多國交換學生方案---華語個別課程/交流學校訪問/美國交換學生。 

  2.創意化—科學創新、專題研究與數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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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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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適性課程研發--- 文史科學課程研發/遠哲趣味科學/科學運動會 

(2)資優數理專題研發---數理資優課程開發/數位學習研討室設置  

(3)TEAL專題研發---科學教具研發製作/TEAL教材發展/MIT營 

(4)科學菁英培育計畫---充實科學實驗資源班實驗室 

  3.全人化—領導服務、品格教育關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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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未來充實計畫---館訊/閱讀教室/便利圖書館 

(2)學習弱勢學生輔導援手計畫 

(3)1-1認輔制度實施計畫 

(4)成長小團體實施計畫 

(5)下楫國小英語服務營 

(6)緬甸教育服務學習計畫 

(7)品格教育年實施計畫---明辨/誠實/盡責/慷慨 

(8)優良社團選拔活動 

（（（（二二二二））））教師優質化專業策略教師優質化專業策略教師優質化專業策略教師優質化專業策略    

    本校努力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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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學視導與專業發展計劃 

  2.教師專業評鑑輔導員訓練 

（（（（三三三三））））行政優質化促進策略行政優質化促進策略行政優質化促進策略行政優質化促進策略    

    強化優質教學及行政成效，前瞻規劃協同五年展翅計畫，以因應未來

挑戰。 

1. 教學 e化建置計畫---On-Moodle/班班有單槍/師師有筆電/資訊設備    

                   整合平台 

  2.校園網路提升計畫 

  3.鼓勵就近入學獎勵計畫 

  4.愛心獎學金---照顧經濟弱勢家庭/急難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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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就近入學招生宣導計畫---協同 DM/發行校訊/招生廣告說明會 

 

肆肆肆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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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以上策略將以上策略將以上策略將以上策略規劃規劃規劃規劃成成成成 14141414 項主項主項主項主計畫計畫計畫計畫，，，，搭配搭配搭配搭配

相關子計畫相關子計畫相關子計畫相關子計畫，，，，類分成五個面向類分成五個面向類分成五個面向類分成五個面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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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前瞻規劃協同五年展翅計劃並前瞻規劃協同五年展翅計劃並前瞻規劃協同五年展翅計劃並前瞻規劃協同五年展翅計劃((((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4)24)24)24)，，，，以因應未來挑戰以因應未來挑戰以因應未來挑戰以因應未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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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閱讀未來」充實計畫  

    3.科學菁英培育計畫（附件 5、6、7）  

4.學習弱勢學生輔導計畫（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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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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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13、14、15） 

2.生命教育關懷服務計畫（附件 16、17、18、19） 

3.「協同中學品格第一」教育計畫（附件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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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2.愛心獎學金 （附件 23） 

3.就近入學招生宣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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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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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底、2月底及7月中旬就實際執行情形實施自我 

      檢核，由專人上網填報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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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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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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學生思考的創意教啟發學生思考的創意教啟發學生思考的創意教

學學學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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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寶每一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寶每一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寶

藏藏藏藏，，，，他們身上都有著喜悅他們身上都有著喜悅他們身上都有著喜悅他們身上都有著喜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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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個一個個一個個一個個充滿希充滿希充滿希充滿希

望的美麗人生望的美麗人生望的美麗人生望的美麗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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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國中小校長辦

理過二梯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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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協同中學基督教協同中學基督教協同中學基督教協同中學 98989898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適性教育課程計畫適性教育課程計畫適性教育課程計畫適性教育課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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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國三（二節）： 

A.學校目標導向課程：針對學校欲推廣發展的項目而設計規

劃之課程。 

B.各科自訂課程：各科針對欲加強的教學目標而設計規劃

之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上 課  

地 點 

人數 

限制 
授 課 老 師 

１ 
國中奧林匹亞 

選訓營 
國三 9 25 

數學、物理、化學各科

教師 

2 讀寫人生風景 綜合五 35 王櫻蕙 

3 
快樂 Kevin 

英語時間 
綜合四 35 Kevin 

4 日文 綜合八 35 蕭淑芳 

5 戲說數學 綜合九 35 吳振澤 

6 
人生哲學與 

兩性關係 
綜合七 35 萬德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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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中部分： 

1.高一（二節）：（甲、乙、丙班）（丁、戊、己班） 

A.學校目標導向課程：針對學校欲推廣發展的項目而設計

規劃之課程。 

B.各科自訂課程：各科針對欲加強的教學目標而設計規劃

之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上 課 地 點 人數限制 授 課老 師 

1 新聞英文 綜合四 30 Ben 

2 基礎日文 高一甲、丁 30 蕭淑芳 

3 基礎法文 高一乙、戊 30 董士鴻 

4 
黃春明 

的世界 
高一丙、己 30 李麗珠 

5 
科學專題 

課程 

TEAL 

科技教室 
24  

 

 

              教務處 實驗研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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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    基督教協同中學開發資優專題課程教材實施辦法基督教協同中學開發資優專題課程教材實施辦法基督教協同中學開發資優專題課程教材實施辦法基督教協同中學開發資優專題課程教材實施辦法                

 
壹、目的： 

一、鼓勵教師編撰資優專題教材，以利學生適性學習，增進資優

教學效能，進而培養專題課程師資。 

二、建構充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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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實施方式： 

     初期（九十七學年度開始）要求年資未滿十年的數理科（數學、

物理、化學、生物、地科）教師針對自己專精領域，設計理論與

實作兼具的專題課程，期待下學年度每一位協同教師，除專精於

課內教學之外，亦同時能夠設計專題課程。 
 

參、資優專題教材：（每一個專題包含理論與實作兩部分，共四小 

                     時） 

一、理論教學資優教材：教案（教學流程）、學生教材、ppt簡報 

電子檔。（授課時間兩小時） 

二、實作教學資優教材：教案（教學流程）、學生教材、實作教

具。（授課時間兩小時） 

 

肆、審核機制： 

教師彙整自編專題教材資料，逕送教務處實驗研究組送審，本

部將邀請校長、教務主任及科主席擔任審核委員。 

 

伍、獎勵辦法：  

資優專題教材送審通過後，則由學校頒發獎金參仟貳百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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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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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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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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動其他科目的專帶動其他科目的專帶動其他科目的專帶動其他科目的專題教學題教學題教學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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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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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4444））））    

    

協同中學協同中學協同中學協同中學班級班級班級班級 eeee 化教學設備資訊整合平台計劃化教學設備資訊整合平台計劃化教學設備資訊整合平台計劃化教學設備資訊整合平台計劃    

    

一一一一、、、、打造全校的多媒體打造全校的多媒體打造全校的多媒體打造全校的多媒體 eeee化學習環境化學習環境化學習環境化學習環境    

      利用『班級 e 化教學設備資訊整合平台』，為學校建立整合各式多

媒體影音設備的資源整合服務平台，可整合：數位攝影機（Digital Video）、

DVD/VCD 放影機、有線電視 Cable….等影音設備，並透過網路即時 Live 傳

送給全校師生，讓全校師生能透過網路，即時收看校園正在舉辦的校園活

動、來賓演講、研討會、教學觀摩、第四台節目、電影節目等，打造全校

Live 的資訊傳輸網路，讓師生隨時上網學習，取得最即時的資訊。 

 

   『班級 e 化教學設備資訊整合平台』可快速協助學校建立 e 化的多

媒體教育學習平台，整合全校的各種多媒體教學資源，包含：多媒體教學

教材、活動影片檔、電子圖書、無聲廣播、公告資訊….等各類多媒體檔案，

集中管理儲存資源，再透過網路發布，讓全校師生快速查詢、點播、收看

及下載各類資訊，達到資訊集中管理、快速發布分享的目的。 

 

二二二二、「、「、「、「未未未未來教來教來教來教室室室室」」」」的來的來的來的來藍海藍海藍海藍海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班級 e 化教學設備資訊整合平台』包含六大資訊應用服務模式，

為學校迅速建立下列各項數位資訊服務的機制： 

             ●校園行政               ● 數位圖書館 

●數位線上學習           ●資訊管理中心 

●網路教學觀摩           ●多媒體製片廠 

 

   以整合校園行政多媒體資訊源，達到全校師生即時網路共享 Live 資

訊、建立全校教學資訊智庫、輔助教師實行數位化教學，及學生隨時自我

學習的 e 化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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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巧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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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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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任課教師規劃資優課程（例 

如：加強 AMC 檢定）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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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基礎講授（二週） 

第二階段   實作驗證    （二週） 

        ◎開課教師：物、數、化、生各一位教師，每位教師準備兩個主 

題，一學年共提供學生十六個專題。 

3.國三：科學專題研究，本課程提供科學資優學生進行科學專題研究，在

實驗研究過程中，藉由各領域指導教師的引導下，讓學生學習實

驗設計、實驗方法、論文寫作，以及小論文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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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操作技巧進行訓 

              練。 

◎課程進行模式：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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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高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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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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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6666）））） 

98 學年嘉義縣基督教協同高中科學實驗班招生計劃     

一、 依據 

教育部台（89）參字第 89089332 號令發布「高級中等學校教育實

驗辦法」第二條辦理課程教學實驗教學計劃。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3.10.28 教中（二）字第 0930518952號函核准招生辦理。 

二、 動機與目的： 

科學教育的領域中，強調透過探究科學的過程來激發學生的科學潛

能及興趣，使學生具備基本的科學素養。其中啟發學生的思考能力、批

判能力及培養實驗操作能力是最基礎的工作。學校設計探究教學模組來

進行教學，可以達成思考能力、批判能力及實驗能力的提昇。其中更安

排選修課程及專題研究，目的藉由選修課程的提供，期望單科資優學生

滿足所需，能夠獲得自己感興趣且更深入更廣泛的課程專業知識，透過

師徒制的專題研究教學模式，由教師引導高中生進行開放式探究的專題

實作，培養學生的探究能力，讓學生成為獨立的研究者，不僅具備實驗

能力，更能夠對科學本質進一步理解及提昇科學素養。 

三、 實驗對象： 

本校九十八學年度高中部一年級錄取新生。 

四、 申請條件：本校九十八學年度高中部一年級錄取新生，皆可提出申

請。 

五、 招生名額：24 名 

六、 招生方式： 

（一） 符合申請條件之學生，經家長提出參加實驗教學同意書。 

（二） 獲得全國級科學展覽獎項者，直升排名 100名內得以進入就讀。 

（三） 獲得縣級科學展覽獎項特優、優勝者，直升排名得以減 40名計   

 算之。 

（四） 獲得縣級科學展覽獎項佳作、入選者，直升排名得以減 30名計

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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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獲得校內科學展覽獎項佳作以上者，直升排名得以減 20名計算

之。 

（六） 參加校內科學展覽比賽者，直升排名得以減 10名計算之。 

（七） 提出申請學生按直升排名依序錄取。 

（八） 餘額由通過具備科學探究性向學生依照入學成績排序擇優錄

取。 

註： 

甲、 上述科展競賽鼓勵條款只能選擇一項計算，不能重複計算。 

乙、 本班肩負有代表學校參加科展及各項科學競賽之義務。 

丙、 本班採分散資優模式，本校升學管道(推薦甄試、申請入學)之

成績排行採計班級常模，學生不受影響。 

丁、 高一學生必須選修科學專題研究課程，高一社團選擇科學論壇

社，高二社團視指導老師需求選擇科學研究社，並完成科學小論

文，經校內指導教師審查合格，學校授與科學專題研究課程證書。 

附錄：直升排名成績計算如下： 

（1） 國三暑期成就測驗及上下學期五次段考加權成績的平均占 80％ 

國三下學期期末考成績占 20％(成績加權比例為：國文×1.0、英文×1.0、數

學×2.0、自然×2.0、社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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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7777））））        2010 協同中學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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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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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碼

立方 
數獨 

心中 

有數 
拱豬 

中文

打字 

英文

打字 

國一 國一 1教室  

國三 4

教室 

 

 

國三 6

教室 

 

 

國三 7

教室 

 

 

國三 8

教室 

 

國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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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一 9教室 國三 5

教室 
國一 6 

教室 

視聽二 國一 8 教

室 

電腦 

教室 1 

電腦 

教室 1 
高二 國一 10 

教室 

 

《自然組》 

項目 酸鹼 

雞尾酒 
趣味磁

動力 

歸 去 來

器-比遠 

手擲機-

滯空 

深水 

炸彈 
危 險  

邊緣 

拉環 

高手 回力鏢 水火箭 

地點 
化學、 

理化、 

實驗室 

禮堂

（右前） 

籃球場

(下) 

大操場

東邊 

北側門 禮堂 

（左前） 

禮堂 

舞台 

禮堂

（後） 
大操場 

四、比賽日期：99 年 5月 29日(六)上午 8:30-12:00 

自然組項目：  

1.酸鹼雞尾酒 

2.趣味磁動力 

3.歸去來器-比遠 

4.手擲機-滯空 

5.深水炸彈 

6.危險邊緣 

7.拉環高手 

8.回力鏢 

9.水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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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5月 19日（三）截止 

六、參加對象：國一、國二、國三直升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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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並並並至至至至學校學校學校學校網站報名登錄網站報名登錄網站報名登錄網站報名登錄選手名選手名選手名選手名

單單單單，，，，始始始始完完完完成成成成報名手續報名手續報名手續報名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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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並並並至至至至學校學校學校學校網站報名登錄網站報名登錄網站報名登錄網站報名登錄選手名單選手名單選手名單選手名單，，，，始始始始完完完完成成成成報名報名報名報名

手續手續手續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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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趣味磁動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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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邊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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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數學解題競賽項目

積分 2倍計算。（（（（國一學生國一學生國一學生國一學生屬觀摩賽屬觀摩賽屬觀摩賽屬觀摩賽，，，，僅頒僅頒僅頒僅頒發個人發個人發個人發個人獎獎獎獎項項項項，，，，不列不列不列不列入班入班入班入班

級團級團級團級團體體體體競賽競賽競賽競賽計分計分計分計分）））） 

自然組: 

1. 趣味磁動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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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一學生國一學生國一學生國一學生屬觀摩賽屬觀摩賽屬觀摩賽屬觀摩賽，，，，

僅頒僅頒僅頒僅頒發個人發個人發個人發個人獎獎獎獎項項項項，，，，不列不列不列不列入班入班入班入班級團級團級團級團體體體體競賽競賽競賽競賽計分計分計分計分）））） 

（裁判裁判裁判裁判得得得得視比賽視比賽視比賽視比賽成績是成績是成績是成績是否達否達否達否達一一一一定水準調整定水準調整定水準調整定水準調整獲獲獲獲獎獎獎獎人人人人員比例員比例員比例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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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8888）））） 

98(98(98(98(上上上上))))協同協同協同協同中學中學中學中學高中優質化高中優質化高中優質化高中優質化學習弱勢學生輔導計畫學習弱勢學生輔導計畫學習弱勢學生輔導計畫學習弱勢學生輔導計畫實施實施實施實施辦法辦法辦法辦法    

一、目的：為協助解決高一、二同學數學、物理、化學學習上的困難，增

進學習的效果，進而建立其對數學、物理、化學學習的信心及

興趣。 

二、招生對象：高一、二各班數學、物理、化學於學習上有困難的同學，

自由參加。 

三、開班方式： 

1、由教務處負責調查欲參加學生名單，導師及數學、物理、化學學科

教師協助宣導。 

2、視報名情況開班上課。 

四、預定開設班別、上課時間： 

班別 上課時間 

高一、二【數學、物理、化
學】 

預定 9月 7日(週一)起 

原則每週兩次，晚上 5 時至 6 時 

 

(依學生情況調查為主) 

五、上課教室：依開班情形，另行公布。(在班級教室或千禧樓分組教室) 

六、任課老師：由本校教師上課。 

七、費用：僅收行政費用，每期 320元(上滿 8週 16次為一期)。 

教師鐘點費及教材講義費由教育部高中職優質化學習弱勢補助計畫項下 

支付。 

八、作業時程： 

①暑期分發各班補救教學實施辦法及調查表，請班上儘快調查完畢。 

②9/1(星期二前):將調查表繳回教務處實研組(全班不參加亦要繳回)。 

③9/2(星期三):於學校網站公告開班狀況並將各別報名表送至班級收

發櫃或教務處實研組領取報名表。 

④9/4(星期五前):請家長或學生於期限內至本校出納組蘇小姐處繳費。 

九、學生放學，由家長自行接回，以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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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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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專人人專人人專人人專業業業業。】。】。】。】    

       林錫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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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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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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0000））））                                                基督教協同中學基督教協同中學基督教協同中學基督教協同中學    

                九十八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視導實施計畫九十八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視導實施計畫九十八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視導實施計畫九十八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視導實施計畫    9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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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事項。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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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優先、閱讀未來 
Today a reader，tomorrow a leader 

 

‧一所充滿愛心與理想的學校‧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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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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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年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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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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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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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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獎勵辦法： 

1、98 學年度教師，初次受視導教師，不再頒發獎金，但視導教師每次

每人頒發獎金 1000元。(協同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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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學年度應受視導教師之名單如附件。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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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1111））））                                    
協同中學教師攜手計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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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222））））    

  協同中學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英文科進修活動計劃 

  一.舉辦項目:專題演講 

  二.講    題: 如何精進英文教學 

三.主 講 人: 臺灣師範大學 劉宇挺教授 

  四.日    期: 97 年 12月 25日（四）第七、八節 

  五.地    點:行政中心二樓第二會議室 

  六.人    員:國一英文中、外藉老師 

  七.程    序: 

時      間 活動項目 活動地點 主 持 人 備  註 

15:10-16:50 專題演講 
行政中心 

第二會議室 
劉宇挺教授  

八.協調事項: 

1.進修時數請人事室登錄。 

     2.講員費用請會計室核發。 

3.出席記錄、場地、講員費用由教學組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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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3333）））） 

 

Concordia Middle SchoolConcordia Middle SchoolConcordia Middle SchoolConcordia Middle School    

American Exchange Student Program 200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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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優先、閱讀未來 
Today a reader，tomorrow a leader 

 

‧一所充滿愛心與理想的學校‧ 

37 

協同高級中學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4444））））    

英文話劇（Drama）/讀者劇場（RT）比賽辦法  99.2 

一、宗旨：提高學生英文程度，促進學生對英語文學習之興趣與重視。並

藉以提供學生互相觀摩英語學習成果之機會。 

二、組別：分國一、國三、高中職一組。 

三、比賽時程： 

組    別 國一 

(共 20組，包括 A

及 A+組。) 

國三直升班  

(共 6組。) 

高一組 

(共 7組，包括 A組。) 

比賽項目 讀者劇場 戲劇 外交小尖兵才藝比賽 

報名日期 4/2日前 

比賽時間 4/17(六) 

8:30-10:20 

4/17(六) 

10:30-12:00 

4/17(六) 

10:30-12:00 

比賽地點 路德堂 大禮堂 路德堂 

彩排時間 4/12-4/16 4/12-4/16 不提供彩排 

四、比賽規則： 

1. 1、國一 RT每班/每組各報名兩隊，請全班/組參賽。每隊限時三分

半到四分鐘，選手上台敬禮後開始計時。時間滿三分半時，按第一

次鈴（短鈴），四分鐘時，按第二次鈴（長鈴）。不足三分半或超

過四分鐘，由紀錄組扣總分 1分。 

評分著重在口說能力，請勿製作道具。演出中所有演員需留在舞台

上，請勿進退場。由各班英文老師挑選該班三名(the best reader，

the best narrator，the best chorus)給予獎勵。  

2、a.國三 4~9 各班可從已發的七個聖經故事或其他故事編寫劇本。不

得加入不雅台詞及暴力動作。 

b.比賽時間為七分半到八分鐘為限。所有換幕時間包含進退場一律

計算在其時間內。不滿七分半，扣總分五分。 八分鐘到，響鈴一

次，扣總分五分。八分半響鈴第二次，再扣五分。 超過九分鐘請

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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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預備班級佈景和大型道具一律由舞臺左邊上臺，演出班級結束時

演員及道具一律由舞臺右側下臺。 

d.各班表演結束離場時，所有道具必須立即搬離，不可置留於舞台

兩側，請於北側門搬離。若仍有演員或道具在舞台上，則繼續計

時並再扣總分五分。 

e.不可借用別班的道具或學校展示用的木板，限用環保及可回收之

材料。(不可使用罐裝噴漆或油漆。)  

f.比賽全程不下幕或使用燈光效果。 

3、注意事項：  

a.彩排後所有道具請勿放置後台或舞台兩側。若未依照規定將立即

沒收清除。請指導老師負責場地使用之清潔。b.話劇報名表中請以

阿拉伯數字註明提名三名演員，演出時需配戴 10*10 公分的辨識牌

(各班自行製作)。 

    4、高一 外交小尖兵才藝比賽     

     4-1. 題目：  

     A. 我眼中的台灣與世界  Taiwan and the World from My  

Viewpoint 

     B. 人文素養與國際觀的培養   

        Fostering One's Accomplishments in the Humanities and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C. 國際關懷  Caring about Others Abroad 

     D. 人際溝通與建立國際友誼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Forming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s 

     E. 我的家園  My Hometown 

     F. 我見我聞  The World Around Us 

 4-2. 內容：以英語口白進行具有創意之表演。一隊 6人報名但僅 4 

人可上舞台參賽。 

時間：以 5分鐘為限，每超過或不足 30秒(含)，裁判成績加總後扣五分。 

評分：英語使用能力 40％、創意 30%、表演內容 20％，輔助道具 10%。 

五、獎勵：  

甲、國三英文話劇  

(1) 最佳戲劇獎：內容：（劇本主題創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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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發音、音調、音量）40％， 

技巧：（表情、動作、流暢度）30％， 

服裝、道具、音效 20％（請勿花費過多時間及金錢）。取兩名。 

優等、甲等各一名。 

(2）演員獎：英語表達與發音，演技，情緒表達，（每班最多提

名三位）第一名至第三名、優選三名，共獎勵六名。 

(3）導演組獎：舞台表現，詮釋，統一與連貫（每班最多提名兩

位）取兩名。優等、甲等各一名。 

(4）音效組獎：（每班最多提名兩位）優等、甲等各一名。 

(5) 最富創意環保道具組獎：舞台總监（每班最多提名兩位）優

等、甲等各一名。 

     乙、高一 外交小尖兵才藝比賽 

    (1) 最佳團隊獎：取兩隊。優等、甲等各一名。 

(2）演員獎：英語表達與發音，演技，情緒表達，（每班最多提

名兩位）。第一名至第四名、共獎勵四名。 

(3）導演組獎：舞台表現，詮釋，統一與連貫（每班提名一位）

取兩組。優等、甲等各一名。 

(4) 最富創意環保道具組獎：(creative and eco-friendly)（每

班最多提名兩位）取兩組。優等、甲等各一名。 

(5) 最佳劇本獎一名。(主題掌握度 30%、主題正確性 25%、故事

架構及整體流暢度 25%、創意表現 20%) 

六、評審與獎勵： 

甲、遴聘校內外專家學者評分。 

乙、評選最佳演出的團體獎頒發錦旗一面，個別獎頒發獎狀。 

七、協調事項： 

      學務處-請負責集合學生及管理秩序。 

    總務處-請負責錄影、音響、協助大禮堂及路德堂評審桌設置。比賽 

             結束後，請將照片檔上傳至學校相簿。 

      英文科-請核算成績提供得獎名單、安排司儀及計時學生。 

      教務處-負責報名、準備資料、路德堂場地使用、照相及核獎。        

八、本辦法奉校長核准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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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5555））））    

協同中學英文辯論 2009- 2010 CMS English Debate  

(a) 宗旨: 鼓勵學生使用英語、培養思辯能力。 

(b) 比賽時間: 每年一次，於十月底十一月初舉行，共三回合。 

(c) 比賽對象: 高一、高二學生；先由各班遴選，再推派一組代表參賽 (3 人一

組)。 

(d) 賽前事宜: 由外籍老師做賽前說明會，並指導辯論流程以及注意事項。 

(e) 協同英文辯論 2009- 2010 CMS English Debate  

  Debate Structure Debate Structure Debate Structure Debate Structure     

                A.  The Basics  

               Every debate has a topic and two teams.  The topic is 

called the resolution and usually calls for some kind of 

change.  The affirmative team argues that the resolution 

should be accepted.  The negative team argues that the 

resolution should not be accepted.  After the debate, 

judges will decide who argued better and that team will 

win!  

                B.  The Arguments  

               There are two ways to argue the resolution.  First, you 

should support your side of the topic.   You want to show 

the judges why you are right.  Second, you should attack 

the other team’s side of the topic.  You want to show the 

judges why they are wrong.  Both kinds of arguments are 

important for winning a debate.  

                C.  The Format  

               Our formal debate will use a specific format to make sure 

both teams have a chance to support their arguments and 

attack the other team’s arguments.  Here are the parts of 

our debate: 

               • The opening statement is time for you to tell which side 

you are and give your arguments about the resolution.  

You tell the judges why you are right.  

• The cross-examination is time for you to ask the other team questions about their arguments.  

You try to show why their arguments are wrong.  The other team will answer your questions 

with one or two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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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buttal is time for you to answer the cross-examination questions more fully and carefully. 

You should show the weaknesses in the other team’s cross-examination. You have two 

minutes to prepare for the rebuttal after the cross-examination.  

• The closing statement is time for you to summarize everything to show the judges why you 

should win the debate.  You should remind them why your arguments are right and why the 

other team’s arguments are wrong.  

D.  The Time Limits  

Affirmative Opening Statement: 2 minutes  

Negative Cross-Examination: 3 min (prelims)/ 4 min (final)  

Negative Opening Statement: 2 minutes  

Affirmative Cross-Examination: 3 min (prelims)/ 4 min (final) 

      Time to Organize: 2 minutes  

Affirmative Rebuttal: 1 minute  

Negative Rebuttal and  

     Closing Statement: 2.5 minutes  

Affirmative Closing Statement: 1.5 minutes  

TOTAL TIME: 17 minutes (prelim)/ 19 minutes (final) 

E.  The Players  

Each side has three members that will sit in order. These are the only three people that may 

be in the front of the room for the round, including the time to organize. 

F.  Team Member Responsibilities  

•  Speaker 1:  Gives the opening statement  

•  Speaker 2:  Asks questions during cross-examination  

•  Speaker 3:  Gives the rebuttal and closing statement  

•  All Speakers:  

 1.  Answer other team’s questions during cross-examination.  

 2.  Write down notes.  

 3.  Pass notes to other team members.  

 4.  Give advice and help each other during the time to organize.  

G.  Judges and Chairperson  

   The chairperson is the leader of the debate.  The chair introduces the resolution, the 

debaters, and the judges.  The chairperson also keeps the time for each part of the debate.  

    The judges decide who wins the debate.  The judges will carefully look at each 

argument and style of presentation to decide which team wins the debate.   It is not a 

random choice.  Of course, debaters and the audience will sometimes disagree with the 

judges’ decision.  Sometimes judges even disagree with each other!  However, this is the 

challenge of debating.  You should try to debate well enough that any judge will think you 

deserve to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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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ow to Win the Debate  

Like any game, the team with the most points will win.  

You will get points according to two criteria: matter and manner.  The matter is what you 

say and the manner is how you say it. You will lose points by breaking the debate rules.  See 

the Debate Rules on page 13 for a detailed list of the rules.  

Cloning Topic Help GuideCloning Topic Help GuideCloning Topic Help GuideCloning Topic Help Guide    

   Resolved that therapeutic cloning is banned for ethical reasons. 

This year’s topic is a very complex.  It is a topic that has become a very controversial topic i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because of the ethical questions it brings up.  There fore, it is 

important to have definitions for some words.  These are the definitions that we will use in all 

debate rounds. 

Definitions: 

1. therapeutic cloing –the nucleus of one cell is put into anther cell.  The nucleus is genetically 

changed to be like the cell it was put into. 

2. reproductive cloning-a cloned cell is put into a female with the hope that it will grow and 

multiply.  This is already banned in many countries. 

3. Embryo-the genetic “code” that determines all human characteristics 

4. DNA- the genetic “code” that determines all human characteristics. 

5. Embryonic Stem Cell- a cell from an embryo that can reproduce very quickly.  Scientists are 

looking at many ways to use these cells for medical advancement. 

Some Helpful ResourcesSome Helpful ResourcesSome Helpful ResourcesSome Helpful Resources    

You can use these resources as a starting place for your research.  However, remember that the 

best teams will have original evidence from a variety of sources. 

Wikipedia: www.wikipedia.org (to explain the concepts) 

PBS News: www.pbs.org/newshour/bb/health/jan-june02/cloning-6-12, html 

Religious tolerance Group: http://www.religioustolerance.org/clo_ther.htm 

BBC News: http://news.bbc.co.uk/l/hi/sci/tech/859672.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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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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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7777））））        嘉義縣協同中學 98 下學期年度生命教育 

關懷服務小團體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 98 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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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3.12. 
12：40 

~1：15 
第一艘船-談信心 各小組老師 

99.03.19.       " 生命中的選擇      " 

99.03.26.       " 發現青春      " 

99.04.09.       " 國際貧弱關懷-緬甸      " 

99.04.16.       " 飢餓三十      " 

99.04.23.       " QT      " 

99.04.30.       " 天父世界      " 

99.05.07 
      " 面對生命的失落-談北二高走山事件

罹難者家屬的悲傷 
     " 

99.05.21.       " 王牌天神(一)一連串的挫折…..  

99.05.28.       " 王牌天神(二)心想事成等於幸福嗎?  

99.06.04.       " 勇敢  

99.06.11.       " 感恩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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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8888））））協同中學 2010 偏遠地區國小英語營實實施施計計畫畫        

一、活動目標 

英語是使我們邁向國際舞台的必備條件。欲與世界接軌，我們必須有足

夠的英語能力。而這種能力，就該從年輕，甚至是年幼時，即開始培養。

協同中學秉持著為偏遠地區學童服務的精神，每年由一群高三生所成立

的 服務隊，為學童量身打造一套完整有趣的英語課程。希望能藉著一

點微薄的心力，啟發國小學童對英語的興趣！ 

二、活動說明 

本著愛心與服務熱忱，藉由輕鬆活潑的方式，帶領學生認識基礎的英 語

用 詞，並且激發孩童對學習英語的熱忱！ 

三、活動時間：2010 年 5月 24日（一）～2010 年 5月 28日（五） 

四、實施對象：東石鄉下楫國小三至六年級之學童 

五、主辦單位：協同中學 

六、協辦單位：東石鄉下楫國小、東石教會 

七、課程內容 

 5/24～5/27：教學課程：以海洋、職業名稱、動詞/形容詞等相關會

話專題，四天完成全部課程。除了單字教學之外，

各組教學另設計小活動輔助學生學習。 

 5/28      ：大地遊戲、闖關活動、結業式。 

八、人員組織 

 營  長：侯昱堂   

 副營長：張博勛 

 值星官：鄭有竣 

 課程組：簡世杰、吳俐萱、陳致妤、姚瑄 

 活動組：李孟儒、關涵蓁、張薰文、 

 總務組：鄭雅馨、曾郁恒 

指導老師：苗其華牧師、洪維民主任、蔡文倩老師 

九、輔導員帶班名單 

    三年級：張博勛、陳致妤      四年級：曾郁恒、關涵蓁 

 五年級：簡世杰、鄭雅馨      六年級：張薰文、姚  瑄 

 六年級：李孟儒、吳俐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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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11119999））））                                            嘉義縣嘉義縣嘉義縣嘉義縣協同中學協同中學協同中學協同中學    

2020202010101010海外教育關懷海外教育關懷海外教育關懷海外教育關懷服務與學習服務與學習服務與學習服務與學習活動說明活動說明活動說明活動說明    

一、 實施依據: 本校秉持分享基督愛人如己的精神，分享並援助海外教育

資源貧乏國家。 

二、 實施目的：提供本校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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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實施地點：緬甸臘戌聖光中學。 

四、實施對象: 緬甸臘戌聖光中學中學部學生(含高中及國中)。 

五、服務日期：2010年7月5日（一）-- 7月12日（一） 

六、人員組織：1.由本校宗教輔導室全程帶領。 

              2.由專科教師示範教學及輔導。 

              3.本校國三以上品學兼優並具高度服務熱忱，且英語能力  

                佳學生12名。經報名後經面談甄選。 

七、報名流程：即日起至自4月26日（一）止， 5月3日公佈甄選結果。 

八、費用預算：總計 28000-（含機票、車資、食宿、保險雜支費等）。 

九、伍、本辦法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品格優先、閱讀未來 
Today a reader，tomorrow a leader 

 

‧一所充滿愛心與理想的學校‧ 

47 

        海內外志工服務 – 緬甸腊戌聖光中學、東石下楫國小 

標題: 海外教育關懷服務隊 -【緬甸聖光中學】 

說明: 協同學生經過三個月的密集訓練，進入課 

      堂擔任小老師。 

標題: 海外教育關懷服務隊 -【緬甸聖光中學】 

說明: 生動活潑的教案設計及實驗操作，讓緬甸學 

      生體驗多樣性的教學內容，受益良多。 

    

標題: 海外教育關懷服務隊-【緬甸聖光中學】 

說明: 每天步行到不同的村落，探訪並關懷貧弱 

      學生的家庭。 

標題: 海外教育關懷服務隊 -【緬甸聖光中學】  

說明: 校長及老師們帶著學生家庭探訪，深入了解 

      當地生活情況，更添憐憫、惜福的心。      

     

標題: 海外教育關懷服務隊-【緬甸聖光中學】 

說明: 協同學生與當地學生之間友誼的建立， 

      遠 超越國籍、文化及生活環境的差異。 

標題: 海外教育關懷服務隊 -【緬甸聖光中學】 

說明: 國際志工的服務經歷，猶如經過生命的洗禮， 

      知恩慈也知感恩。 

      

標題: 偏遠教育關懷服務隊 -【東石下楫國小】 

說明: 我們是一群快樂的服務志工 

標題: 偏遠教育關懷服務隊 - 【東石下楫國小】 

說明: 將協同優勢的英語教學資源帶給弱勢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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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0000））））            協同中學品格教育年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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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8.01)        6.誠實：(98.02 – 98.06) 

       7.盡責：(98.09 – 99.01)        8.慷慨：(99.01 – 9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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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教務教務教務處處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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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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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學務學務學務處處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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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總總總務務務務處處處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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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1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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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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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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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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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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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2222））））「教育教育教育教育部均衡部均衡部均衡部均衡教育發展教育發展教育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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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當當地高中地高中地高中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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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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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3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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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4444））））基督教協同中學五年展翅計畫基督教協同中學五年展翅計畫基督教協同中學五年展翅計畫基督教協同中學五年展翅計畫 96969696----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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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優先、閱讀未來 
Today a reader，tomorrow a leader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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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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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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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所 充 滿 愛 心 與 理 想 的 學 校 ~         2010.5.10 

� 99 學年度差異表 

� 97-99 學年度經費需求總表 

� 99 學年度經費編列檢核表 

� 99 學年度各項子計畫概算表 

� 98 學年度高中優質化之各項子計畫執

行成效與檢討 

� 98學年度專家到校諮詢輔導需求表(免

附)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 99999999 學年度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續辦學校計畫差異表學年度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續辦學校計畫差異表學年度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續辦學校計畫差異表學年度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續辦學校計畫差異表            
 

類別 
項

次 
子計畫項目名稱 

子計畫性質 

子計畫說明 
續辦 

新

增 
延

續 

修

正 

1 
教師
教學 

1-1 
人文及自然科學專題研

究計畫  
■ □ □ 

1.開發多元智慧的適性教育:週間創新安排非正式課程的課程,讓學生自主
選課,開發多元智慧適性教育 

2.鼓勵教師編撰專題教材:鼓勵教師編撰專題教材,課程精緻化,強調啟發
性,專業性,呈現校本課程特色 

2 學生
學習 

2-1 學生數位學習計畫 ■ □ □ 

1.推廣Moodle線上學習系統:利用資訊課推廣Moodle線上學習系統,並 
作全校教師專業研習.  

2.規劃數位圖書館  
3.利用完善的資訊設備,跳脫原有學習模型,讓學習不受時間與地點的約束 
4.班級 e化教學設備資訊整合平台規劃 

2-2 「閱讀未來」充實計畫  ■ □ □ 

1.發行圖書館館訊,鼓勵學生充分利用圖書館資源 
2.各科教研會規劃推行閱讀之相關活動 
3.充實圖書館藏書,嘉惠學子  
4.各科投入圖書館訊的編輯工作,展現多元面向,內容豐富! 
5.閱讀悅讀計畫啟動,每日晨讀 10分鐘 
6.學生借閱風氣盛,每年編列購書經費充實館藏  

2-3 科學菁英培育計畫  ■ □ □ 

1.實施資優教育暨科學實驗課程計畫:六年一貫資優教育的課程設計,讓學 
生快樂豐富的學習,提早探索科學領域 

2.辦理科學運動會及遠哲科學競賽,帶動科學研究風氣:彰雲嘉區科展成績 
優異,更榮獲高中組地球科學科全國第二名,可見科學實驗課程扎實!每 
年的遠哲科學競賽活動或旺宏科學獎,屢獲嘉績! 

3.實施MIT專題實驗創意教學 :TEAL教室的設置,與MIT等同的教學設 
備,引進並開發實驗創意教學  

2-4 學習弱勢學生輔導計畫  ■ □ □ 
針對學習弱勢的學生,利用課後實施補救教學 :針對學習弱勢需求,開設補
救課程,學科有數學.化學.物理...等  



2-5 教學 e化建置系統計畫  ■ □ □ 

1.資訊科技設備的應用,建置高效能 e化教室 
2.使用 e化教材輔助教學 
3.資訊融入教學,班級建立 e化教學環境,提高學習效能及豐富教學內涵: 
自然科(含物.化.生)和數學科主動規劃 e化教材輔助教學 

3 
教師
專業
發展 

3-1 教師專業發展計畫 ■ □ □ 

1.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視導計畫,規劃舉辦嘉義縣教師專業發展教學視導研 
  習,對象是嘉義縣國小校長和本校老師. 
2.舉辦教師專業評鑑輔導員訓練計畫 
3.教師攜手計畫方案  
4.逐步推行教學視導,以期與教育部推動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接軌. 
5.邀請課程與教學方面的大學教授加入小組. 

4 課程
發展 

4-1 「Top English」計畫  ■ □ □ 

1.全美語分階英文課程:分階英文課程讓學生適性發展 
2.英語專家指導研習:葛模理老師駐校輔導提升英文老師教師專業、邀請彰 
師大黃春騰教授.台師大劉宇挺教授及中正大學陳月妙教授針對本校英 
文教學作系統診分析並提出改進之道 

3.英文線上輔助課程 
4.英語話劇比賽、英語辯論比賽 
5.多文化交換學生計畫 :與美國 Saint Paul中學持續進行交換學生計畫, 
並透過扶輪社接待國際學生,讓學生更具國際觀  

4-2 生命教育關懷服務計畫  ■ □ □ 

1.認輔制度 
2.輔導小團體工作計畫 
3.生命教育講座:利用每週五的早自修或週六週會,特邀講員分享生命見 
證,讓學生感受到其豐富的生命並學習之 

4.偏遠國小英語服務營:推甄申請上大學的高三學生,組成偏鄉服務隊,協 
助偏鄉的學童 

5.海外服務與學習之旅(緬甸) :師生到緬甸臘戌的聖光中學從事教育志工 
服務  

4-3 
「協同中學品格第一」教

育計畫  
■ □ □ 

1.推行品格教育年計畫 
2.成立品格教育相關影音圖書專區,提供教師和學生借閱使用  
3.邀請飛颺中心洪中夫主任針對本校8個核心品格規劃品格教育師資訓練 
4.針對學生品格融入活動及境教規劃持續推行,例如邊徳音戲劇表演編劇 
品格教育.台灣戲劇表演劇團.品格教育海報.月曆.佳句比賽.感恩亭及禱 
告牆...等  



4-4 校園網路提升計畫  ■ □ □ 
1.打造無線網路校園,學生能輕鬆上網 
2.計畫設置資訊小站 
3.重視校園網管安全  

5 其他 

5-1 鼓勵就近入學獎勵計畫  ■ □ □ 
鼓勵地區國中畢業生就近入學,按國中基本學力測驗擇優頒發獎學金 ,依
計劃實施,並逐年降低獎學金額度 

5-2 愛心獎學金  ■ □ □ 

設置協同愛心獎學金,擴大獎助清寒優秀學生,不因繳不起學費而萌生放棄
就讀機會 :協同愛心獎學金係由本校教師每月薪資中,自由奉獻集結而成
的獎學金,教師自主成立完善的管理委員會,接受學生與家長的捐款,若不
足時,會透過義賣手工餅乾或跳蚤市場籌措獎學金來源,今年擴大獎助清寒
優秀學生,使更多學子受益  

5-3 就近入學招生宣導計畫  ■ □ □ 
利用文宣廣告介紹學校辦學特色,並配合政府十二年國教政策,參與地區免
試入學方案  

列數不符填寫時請自行增列 

填表說明：1.子計畫項目名稱請就各校「學校優質化經營計畫書」中『學校優質化經營學校優質化經營學校優質化經營學校優質化經營具體作為具體作為具體作為具體作為』』』』所列舉三個層面(本部優質化發展

面向、本部重點發展項目、學校創新特色措施)之具體作為分項簡要填寫。 

2.請於子計畫性質下的□中勾選續辦、修正或新增，以標明其與 98學年度計畫的關係。 

3.請於「子計畫說明」欄，依計畫性質就重要性、預定目標、自我進步評估或新舊差異等擇要簡述（限 200 字以內）。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中優質化經費需求分析總表  

說明：類別「1.教師教學」、「2.學生學習」、「3.教師專業發展」、「4.課程發展」為必要項目；其餘歸入「5.其他」

類。「項目」碼之第一碼為「類別」碼、第二碼為「子計畫流水號」                            (單位:千元) 

類 
別 

子計畫項目 

經費需求分析 
小計 說明 

分年經費需求 經、資門分配 經費來源 

97 學年 98 學年 99 學年 經常門 資本門 本預算 自籌款 其他補助 優質化專案   

1.教師
教學 

1-1 人文及自然科學專題研究計畫 200 200 200 600   120  480 600 
 

2.學生
學習 

2-1 學生數位學習計畫 1,000 1,270 1,000  3,270  654  2,616 3,270  
2-2「閱讀未來」充實計畫 250 250 250  750  150  600 750  
2-3 科學菁英培育計畫 200 180 180 440 120  112  448 560  
2-4 學習弱勢學生輔導計畫 300 300 300 900   180  720 900  

 2-5 教學 e 化建置系統計畫 700 700 700  2,100  420  1,680 2,100  
3.教師
專業
發展 

3-1 教師專業發展計畫 300 300 300 750 150  180  720 900 
 

4.課程
發展 

4-1「Top English」計畫 600 600 600 950 850  360  1,440 1,800  
4-2 生命教育關懷服務計畫 200 150 150 500   100  400 500  

4-3「協同中學品格第一」教育計畫 300 200 200 550 150  140  560 700 
 

4-4 校園網路提昇計畫 250 200 200 200 450  130  520 650 
 

5.其他 

5-1 鼓勵就近入學獎勵計畫 360 300 240 900   180  720 900  

5-2 愛心獎學金 200 200 200 600   120  480 600  
5-3 就近入學招生宣導計畫 100 100 100 300   60  240 300  

小   計 4,960 4,950 4,620 6,690 7,840  2,906  11,624 14,530   

說明：續辦學校請依據計畫申請之三年填寫「分年經費需求」。例如，A 學校 98 學年為第一年，則填寫 98, 99, 100 學年之經費(預算)。 

 



附件 3   表 3-A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中優質化經費編列檢核表【99 會計年度】 

說明：「項次」：共三碼。為『經費需求分析總表』之子計畫項目碼，前加「會計年度碼」。 

                                                                                           單位：仟元 

年

度 
項次 子計畫項目 

申請優質化補助金額 本校年度預算配合款 
其他專案計畫補助 

或自籌款 
其他說明

主管機關核列經費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99

會計

年度

99-1-1 人文及自然科學專題研究計畫 80  20     100  

99-2-1 學生數位學習計畫  280  20     300 

99-2-2 「閱讀未來」充實計畫  100  50     150 

99-2-3 科學菁英培育計畫 56  14     70  

99-2-4 學習弱勢學生輔導計畫 120  30     150  

99-2-5 教學 e 化建置系統計畫  700  100     800 

99-3-1 教師專業發展計畫 96 40 24 10    120 50 

99-4-1 「Top English」計畫 160 80 40 20    200 100 

99-4-2 生命教育關懷服務計畫 56  14     70  

99-4-3 「協同中學品格第一」教育計畫 80  20     100  

99-4-4 校園網路提昇計畫 156  44     200  

99-5-1 鼓勵就近入學獎勵計畫 100  20     120  

99-5-2 愛心獎學金 80  20     100  

99-5-3 就近入學招生宣導計畫 16  4     20  

99 會計年度合計 1,000 1,200 250 200    1,250 1,400 

承辦人： 黃定達         主辦主任： 黃裕洋            會計主任： 許淑媛           校長：林錫麟 



表 3-B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中優質化經費編列檢核表【100 會計年度】 

說明：「項次」：共三碼。為『經費需求分析總表』之子計畫項目碼，前加「會計年度碼」。            單位：仟元 

年

度 
項次 子計畫項目 

申請優質化補助金額 本校年度預算配合款 
其他專案計畫補助 

或自籌款 其他說

明 

主管機關核列經費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100

會計

年度 

100-1-1 人文及自然科學專題研究計畫 80  20     100  

100-2-1 學生數位學習計畫          

100-2-2 「閱讀未來」充實計畫  90  10     100 

100-2-3 科學菁英培育計畫 56 16 14 4    70 20 

100-2-4 學習弱勢學生輔導計畫 150       150  

100-2-5 教學 e 化建置系統計畫          

100-3-1 教師專業發展計畫 50       50  

100-4-1 「Top English」計畫 60 94 40 6    100 100 

100-4-2 生命教育關懷服務計畫 64  16     80  

100-4-3 「協同中學品格第一」教育計畫 80  20     100  

100-4-4 校園網路提昇計畫          

100-5-1 鼓勵就近入學獎勵計畫          

100-5-2 愛心獎學金 80  20     100  

100-5-3 就近入學招生宣導計畫 80       80  

100 會計年度合計 700 200 130 20    830 220 

99 學年合計 
全學年合計 1,700 1,400 380 220    2,080 1,620 

經資門比例 45.94% 37.84% 10.27% 5.95%    56.22% 43.78% 

承辦人： 黃定達         主辦主任： 黃裕洋            會計主任： 許淑媛           校長：林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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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私立協同高中優質化 99 學年度經費概算表 

 
計畫：(1(1(1(1----1)1)1)1)人文及自然科學專題研究計畫人文及自然科學專題研究計畫人文及自然科學專題研究計畫人文及自然科學專題研究計畫    
 
一、99 會計年度概算表(99 年 8 月至 12 月)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授課、指導鐘

點費 
小時 200 400 80,000 內聘校內教師，以師徒制模式，

指導學生進行專題研究。 

文具紙張 批 1 2,500 2,500 各項教學、小論文撰寫…等 

印刷費 批 1 5,000 5,000 教學用 

耗材 式 1 10,000 10,000 實驗藥品、器材…等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97,500  

雜 

支 

雜項費用 式 1 2,500 2,500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2,500  

獎 

補 

助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經常門小計          100,000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資本門小計         0  

99 會計年度總計   100,000  

  承辦人:張財福    承辦主任:黃裕洋    會計主任: 許淑媛    校長:林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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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0 會計年度概算表(100 年 1 月至 7 月)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授課、指導鐘

點費 
小時 200 400 80,000 內聘校內教師，以師徒制模式，

指導學生進行專題研究。 

文具紙張 批 1 2,500 2,500 各項教學、小論文撰寫…等 

印刷費 批 1 3,000 3,000 教學用 

耗材 式 1 12,000 12,000 實驗藥品、器材…等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97,500  

雜 

支 

雜項費用 式 1 2,500 2,500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2,500  

獎 

補 

助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經常門小計          100,000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資本門小計         0  

100 會計年度總計   100,000  

 

 

承辦人:張財福   承辦主任:黃裕洋    會計主任: 許淑媛    校長: 林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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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私立協同高中優質化 99 學年度經費概算表 

 
計畫：((((2222----1)1)1)1)    學生數位學習計劃學生數位學習計劃學生數位學習計劃學生數位學習計劃______     

 
一、99 會計年度概算表(99 年 8 月至 12 月)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雜 

支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獎 

補 

助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經常門小計          0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多媒體伺服器 套 1 200,000 200,000 多媒體伺服器及週邊物件 

平板電腦 台 5 20,000 100,000 多用途教學用 

      

      

            資本門小計         300,000  

99 會計年度總計   300,000  

     

承辦人:韋書華    承辦主任:黃裕洋    會計主任: 許淑媛    校長: 林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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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0 會計年度概算表(100 年 1 月至 7 月)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雜 

支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獎 

補 

助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經常門小計          0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資本門小計         0  

100 會計年度總計   0  

 

承辦人:韋書華    承辦主任:黃裕洋   會計主任: 許淑媛    校長: 林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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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私立協同高中優質化 99 學年度經費概算表 

 
計畫：(2(2(2(2----2222))))「「「「閱讀未來閱讀未來閱讀未來閱讀未來」」」」充實計畫充實計畫充實計畫充實計畫    
 
一、99 會計年度概算表(99 年 8 月至 12 月)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雜 

支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獎 

補 

助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經常門小計          0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圖書    150,000 推動閱讀悅讀，年級書目，科別
書目…等圖書。 

      

      

      

            資本門小計         150,000  

99 會計年度總計   150,000  

     

承辦人:陳春昇     承辦主任:黃裕洋    會計主任: 許淑媛    校長: 林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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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0 會計年度概算表(100 年 1 月至 7 月)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雜 

支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獎 

補 

助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經常門小計          0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圖書    100,000 推動閱讀悅讀，年級書目，科別
書目…等圖書。 

      

      

      

            資本門小計         100,000  

100 會計年度總計   100,000  

 

 

承辦人:陳春昇    承辦主任:黃裕洋   會計主任: 許淑媛    校長: 林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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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私立協同高中優質化 99 學年度經費概算表 

 
計畫：(2(2(2(2----3)3)3)3)科學菁英培育計畫科學菁英培育計畫科學菁英培育計畫科學菁英培育計畫  
 
一、99 會計年度概算表(99 年 8 月至 12 月)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演講鐘點費 小時 10 1,600 16,000 外聘校外專家學者教師 

裁判鐘點費 小時 60 400 24,000 科學運動會裁判鐘點費 

器材費 式 1 15,000 15,000 科學運動會器材費 

獎盃獎品 式 1  10,000 10,000 科學運動會獎盃獎品 

印刷費 批 1 3,000 3,000 教材、手冊印刷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68,000  

雜 

支 

雜項費用 式 1 2,000 2,000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2,000  

獎 

補 

助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經常門小計          70,000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資本門小計         0  

99 會計年度總計   70,000  

承辦人:張財福    承辦主任:黃裕洋    會計主任: 許淑媛    校長: 林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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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0 會計年度概算表(100 年 1 月至 7 月)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演講鐘點費 小時 10 1,600 16,000 外聘校外專家學者教師 

教師鐘點費 小時 40 550 22,000 MIT 科學營教師鐘點費 
(課後時間授課) 

器材費 式 1 15,000 15,000 MIT 科學營器材費 

獎品 式 1  8,000 8,000 MIT 科學營獎品 

印刷費 批 1 6,000 6,000 MIT 科學營教材、手冊印刷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67,000  

雜 

支 

雜項費用 式 1 3,000 3,000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3,000 

 

獎 

補 

助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經常門小計          70,000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桌上型實驗 

教學模組教具 
台 2 10,000 20,000 TEAL 教學教具 

      

      

      

            資本門小計         20,000  

100 會計年度總計   90,000  

 

 

承辦人:張財福    承辦主任:黃裕洋   會計主任: 許淑媛    校長: 林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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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私立協同高中優質化 99 學年度經費概算表 

 
計畫：(2(2(2(2----4)4)4)4)學習弱勢學生輔導計畫學習弱勢學生輔導計畫學習弱勢學生輔導計畫學習弱勢學生輔導計畫 
 
 
一、99 會計年度概算表(99 年 8 月至 12 月)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鐘點費 小時 180 550 99,000 課後指導費 

教材費 批 1 30,000 30,000 教學用 

印製費 批 1 6,000 6,000 評量講義 

獎品 批 1 10,000 10,000 獎勵成績進步學生 

文具用品 批 1 5,000 5,000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150,000  

雜 

支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獎 

補 

助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經常門小計          150,000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資本門小計         0  

99 會計年度總計   150,000  

承辦人:張財福    承辦主任:黃裕洋     會計主任: 許淑媛    校長: 林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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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0 會計年度概算表(100 年 1 月至 7 月)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鐘點費 小時 180 550 99,000 課後指導費 

教材費 批 1 30,000 30,000 教學用 

印製費 批 1 6,000 6,000 評量講義 

獎品 批 1 10,000 10,000 獎勵成績進步學生 

文具用品 批 1 5,000 5,000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150,000  

雜 

支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獎 

補 

助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經常門小計          150,000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資本門小計         0  

100 會計年度總計   150,000  

 

 

承辦人:張財福    承辦主任:黃裕洋   會計主任: 許淑媛    校長: 林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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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私立協同高中優質化 99 學年度經費概算表 

 
計畫：(2(2(2(2----5555))))教學教學教學教學    e e e e 化建置系統化建置系統化建置系統化建置系統計畫計畫計畫計畫______     

 
一、99 會計年度概算表(99 年 8 月至 12 月)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雜 

支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獎 

補 

助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經常門小計          0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資訊 e 化配線工

程 
式 1  500,000  

教學影音 e 化及

攝錄設備 
式 1  300,000  

      

      

            資本門小計         800,000  

99 會計年度總計   800,000  

     

承辦人:韋書華    承辦主任:黃裕洋    會計主任: 許淑媛    校長: 林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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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0 會計年度概算表(100 年 1 月至 7 月)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雜 

支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獎 

補 

助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經常門小計          0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資本門小計         0  

100 會計年度總計   0  

 

 
承辦人:韋書華    承辦主任:黃裕洋   會計主任: 許淑媛    校長: 林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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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私立協同高中優質化 99 學年度經費概算表 

 
計畫：(3(3(3(3----1)1)1)1)教師專業發展計畫教師專業發展計畫教師專業發展計畫教師專業發展計畫    
 
 
一、99 會計年度概算表(99 年 8 月至 12 月)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鐘點費 小時 25 1,600 40,000 外聘校外專家學者教師 
內聘專業教師 

鐘點費 人次 15 1,000 15,000 教學視導員視導費 

印製費 批 1  50,000 各項研習教材印製 

文具費 批 1  5,000 各項研習教學用 

交通費 
次 2 2,000 4,000 外聘教師專家學者交通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114,000  

雜 

支 

雜項開支 批   6,000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6,000  

獎 

補 

助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經常門小計          120,000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多媒體電腦 台 1 50,000 50,000 相關資料建檔及簡報用 

      

      

      

   

99 會計年度總計   170,000  

  承辦人:黃仁苑    承辦主任:黃裕洋   會計主任: 許淑媛   校長: 林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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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0 會計年度概算表(100 年 1 月至 7 月)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鐘點費 小時 30  32,000 
內聘校內及社區學校教師 
外聘校外專家學者教師 
10*1600+20*800=32000 

文具紙張 批 1  4,000 各項教學、輔導、自學計畫用 

印刷費 批 1  10,000 各項研習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46,000  

雜 

支 

雜項費用 批 1  4,000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4,000  

獎 

補 

助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經常門小計          50,000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資本門小計         0  

100 會計年度總計   50,000  

 

 

承辦人: 黃仁苑   承辦主任:黃裕洋   會計主任: 許淑媛    校長: 林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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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私立協同高中優質化 99 學年度經費概算表 

 
計畫：(4(4(4(4----1)1)1)1)「「「「TTTTop Englishop Englishop Englishop English」」」」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一、99 會計年度概算表(99 年 8 月至 12 月)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鐘點費 節 42  50,400 
內外聘校內及社區學校教師 
評審 
21*1600+21*800=50400 

印刷費 批 1  30,000 教材印製費 

文具費 批 1  50,000 
教學用、各項對內對外活動比
賽 
道具、海報 

獎品 批 1  50,000 各項對內對外活動比賽獎勵 

交通費 次   9,000 外聘專家學者評審交通車資 

道具費 批 1  10,600 各項對內對外活動比賽服裝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200,000  

雜 

支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經常門小計          200,000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線上英語測驗 回   50,000  續購 2010 測驗回數 

CNN 新聞英文 回   50,000 續購 2010 講義回數 

            資本門小計         100,000  

99 會計年度總計   300,000  

承辦人: 黃仁苑   承辦主任:黃裕洋   會計主任: 許淑媛    校長: 林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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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0 會計年度概算表(100 年 1 月至 7 月)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請說明內請說明內請說明內容用途容用途容用途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鐘點費 節 30  32,000 內外聘校內及社區學校教師、評
審 10*1600+20*800=32000 

印刷費 批 1  20,000 教材印製費 

文具費 批 1  5,000 教學活動用 

物品、耗材費 批 1  33,000 英文話劇比賽..等 

交通費 次 5 2,000 10,000 外聘專家學者評審交通車資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100,000  

雜 

支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獎 

補 

助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經常門小計          100,000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線上英語測驗 回   50,000 增購 2011 測驗回數 

CNN 新聞英文 回   50,000 續購 2011 講義回數 

      

      

            資本門小計         100,000  

100 會計年度總計   200,000  

 

 

承辦人: 黃仁苑   承辦主任:黃裕洋  會計主任: 許淑媛    校長: 林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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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私立協同高中優質化 99 學年度經費概算表 
 
計畫：(4(4(4(4----2)2)2)2)生命教育關懷服務計畫生命教育關懷服務計畫生命教育關懷服務計畫生命教育關懷服務計畫 
 
一、99 會計年度概算表(99 年 8 月至 12 月)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鐘點費  小時  20    1,600    32,000 生命教育講座.週會 

獎品 批     1   5,000    5,000 高中生活成長團體 

文具紙張 批     1    3,000     3,000 各項教學、輔導、自學計畫用 

印刷費 批     1    30,000    30,000 教學用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70,000  

雜 

支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獎 

補 

助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經常門小計          70,000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資本門小計         0  

99 會計年度總計   70,000  

  承辦人:楊靜嫻    承辦主任:洪維民    會計主任: 許淑媛   校長: 林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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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0 會計年度概算表(100 年 1 月至 7月)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鐘點費 人 22 400 8,800 
偏鄉課業輔導營隊 

22 × 400 

差旅費 人   80 850  68,000 偏鄉生命教育體驗服務 

文具紙張 批   1     3,200    3,200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80,000  

雜 

支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獎 

補 

助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經常門小計          80,000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資本門小計         0  

100 會計年度總計     80,000  

 

 

承辦人:楊靜嫻    承辦主任:洪維民   會計主任: 許淑媛    校長: 林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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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私立協同高中優質化 99 學年度經費概算表 

 
計畫：(4(4(4(4----3)3)3)3)「「「「協同中學品格第一協同中學品格第一協同中學品格第一協同中學品格第一」」」」教育計畫教育計畫教育計畫教育計畫 
 
一、99 會計年度概算表(99 年 8 月至 12 月)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鐘點費 小時 12 1,600 19,200 外聘校外專家學者教師 

教材費 批 1 50,000 50,000 品格教育教材 

維護費 式 1 20,000 20,000 品格教育景觀設施維護 

獎品 批 1 5,800 5,800 各項相關活動獎勵 

印刷費 批 1 5,000 5,000 品格月曆海報…等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100,000  

雜 

支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獎 

補 

助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經常門小計          100,000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資本門小計         0  

99 會計年度總計   100,000  

承辦人:蔡文倩    承辦主任:洪維民    會計主任: 許淑媛    校長: 林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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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0 會計年度概算表(100 年 1 月至 7 月)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鐘點費 小時 20 1,600 32,000 外聘校外專家學者教師 

教材費 批 1 35,000 35,000 品格教育教材 

維護費 式 1 20,000 20,000 品格教育景觀設施維護 

獎品 批 1 10,000 10,000 各項相關活動獎勵 

印刷費 批 1 3,000 3,000 品格月曆海報…等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雜 

支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獎 

補 

助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經常門小計          100,000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資本門小計         0  

100 會計年度總計   100,000  

 

 

承辦人:蔡文倩    承辦主任:洪維民   會計主任: 許淑媛    校長: 林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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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私立協同高中優質化 99 學年度經費概算表 

 
計畫一：(4(4(4(4----4444))))校園網路提昇計劃校園網路提昇計劃校園網路提昇計劃校園網路提昇計劃____        

 
一、99 會計年度概算表(99 年 8 月至 12 月)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雜 

支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獎 

補 

助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經常門小計          0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網路機櫃 台 5 10,000 50,000  

網路交換器 台 10 10,000 100,000  

無線基地台 台 5 10,000 50,000  

      

            資本門小計         200,000  

99 會計年度總計   200,000  

     

承辦人:韋書華    承辦主任:黃裕洋   會計主任: 許淑媛    校長: 林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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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0 會計年度概算表(100 年 1 月至 7 月)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雜 

支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獎 

補 

助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經常門小計          0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資本門小計         0  

100 會計年度總計   0  

 

 

承辦人:韋書華    承辦主任:黃裕洋   會計主任: 許淑媛    校長: 林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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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私立協同高中優質化 99 學年度經費概算表 

 
計畫：(5(5(5(5----1)1)1)1)鼓勵就近入學獎勵計畫鼓勵就近入學獎勵計畫鼓勵就近入學獎勵計畫鼓勵就近入學獎勵計畫    

 
一、99 會計年度概算表(99 年 8 月至 12 月)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內容用途內容用途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獎學金 人 12 10,000 120,000 入學獎學金，依基測總分排序敘
獎頒發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120,000  

雜 

支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獎 

補 

助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經常門小計          120,000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資本門小計         0  

99 會計年度總計   120,000  

     

承辦人:何宗賢    承辦主任:黃裕洋   會計主任: 許淑媛    校長: 林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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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0 會計年度概算表(100 年 1 月至 7 月)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雜 

支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獎 

補 

助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經常門小計          0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資本門小計         0  

100 會計年度總計   0  

 

 

承辦人:何宗賢    承辦主任:黃裕洋  會計主任: 許淑媛    校長: 林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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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私立協同高中優質化 99 學年度經費概算表 

 
計畫：(5(5(5(5----2)2)2)2)愛心獎學金愛心獎學金愛心獎學金愛心獎學金    
 
一、99 會計年度概算表(99 年 8 月至 12 月)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獎學金 人 10 10,000 100,000 清寒愛心獎學金，入學申請審核
頒發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100,000  

雜 

支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獎 

補 

助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經常門小計          100,000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資本門小計         0  

99 會計年度總計   100,000  

  

承辦人:湯雅綉    承辦主任:洪維民    會計主任: 許淑媛   校長: 林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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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0 會計年度概算表(100 年 1 月至 7 月)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獎學金 人 10 10,000 100,000 清寒愛心獎學金，入學申請審核
頒發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100,000  

雜 

支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獎 

補 

助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經常門小計          100,000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資本門小計         0  

100 會計年度總計   100,000  

 

 

承辦人:湯雅綉    承辦主任:洪維民   會計主任: 許淑媛    校長: 林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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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私立協同高中優質化 99 學年度經費概算表 

 
計畫：(5(5(5(5----3)3)3)3)就近入學招生宣導計畫就近入學招生宣導計畫就近入學招生宣導計畫就近入學招生宣導計畫    

 
一、99 會計年度概算表(99 年 8 月至 12 月)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媒體文宣 式 1 20,000 20,000 平面 DM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20,000  

雜 

支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獎 

補 

助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經常門小計        20,000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資本門小計         0  

99 會計年度總計   20,000  

     

承辦人:何宗賢    承辦主任:黃裕洋   會計主任: 許淑媛     校長: 林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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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0 會計年度概算表(100 年 1 月至 7 月)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請說明內容用途) 

(一)經常門 

業 

務 

費 

媒體文宣 式 1 80,000 80,000 報紙及傳播媒體宣傳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80,000  

雜 

支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獎 

補 

助 

費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0  

            經常門小計          80,000  

(二)資本門 

設 

備 

費 

      

      

      

      

            資本門小計         0  

100 會計年度總計   80,000  

 

 

承辦人:何宗賢    承辦主任:黃裕洋   會計主任: 許淑媛   校長: 林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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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989898學年度高中優質化之各項學年度高中優質化之各項學年度高中優質化之各項學年度高中優質化之各項子計畫執子計畫執子計畫執子計畫執行成效與檢討行成效與檢討行成效與檢討行成效與檢討 
    

一一一一、、、、本校學年度推動優質化本校學年度推動優質化本校學年度推動優質化本校學年度推動優質化主要特色主要特色主要特色主要特色：：：： 

1.學生優質化學習策略特色： 

(1)國際化-- Top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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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英文進階課程發展---資優英文教材開發/英文閱讀/專家指導。 

（b）英文線上輔助課程---線上學習教材建構/電腦硬體配合/教育訓 

                        練。 

（c）多國交換學生方案---華語個別課程/交流學校訪問/美國交換學 

                        生。 

(2)創意化—科學創新、專題研究與數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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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適性課程研發--- 文史科學課程研發/遠哲趣味科學/科學運動 

                會 

(b) 資優數理專題研發--數理資優課程開發/數位學習研討室設置  

       (c)TEAL 專題研發---科學教具研發製作/TEAL 教材發展/MIT 營 

(d)科學菁英培育計畫---充實科學實驗資源班實驗室 

(3)全人化—領導服務、品格教育關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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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閱讀未來充實計畫---館訊/閱讀教室/便利圖書館 

(b)學習弱勢學生輔導援手計畫 

(c)1-1 認輔制度實施計畫 

(d)成長小團體實施計畫 

(e)下楫國小英語服務營 

(f)緬甸教育服務學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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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優質化專業策略特色： 

      本校努力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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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教學視導與專業發展計劃 

(2)教師專業評鑑輔導員訓練 

 

 

3.行政優質化促進策略特色： 

          強化優質教學及行政成效，前瞻規劃協同五年展翅計畫，以因應未

來挑戰。 

(1)教學 e化建置計畫---On-Moodle/班班有單槍/師師有筆電 

(2)校園網路提升計畫 

(3)鼓勵就近入學獎勵計畫 

(4)愛心獎學金---照顧經濟弱勢家庭/急難救助 

(5)就近入學招生宣導計畫---協同 DM/發行校訊/招生廣告說明會 

 

二二二二、、、、各項各項各項各項優質化優質化優質化優質化子計畫執子計畫執子計畫執子計畫執行成效行成效行成效行成效：：：： 

子計畫名稱 年度執行工作成果摘述 檢討與說明 

98-1-1 人文及自然科

學專題研究計

畫  

1.開發多元智慧的適性教育 

2.鼓勵教師編撰專題教材  

1.週間創新安排非正式課程的課程, 

讓學生自主選課,開發多元智慧適 

性教育 

2.鼓勵教師編撰專題教材,課程精緻 

化,強調啟發性,專業性,呈現校本課 

程特色  

98-2-1學生數位學習 

計畫 

1.推廣Moodle線上學習系統 

2.規劃資訊小站  

1.利用完善的資訊設備,跳脫原有學 

習模型,讓學習不受時間與地點的 

約束 

2.利用資訊課推廣Moodle線上學習 

系統,並作全校教師專業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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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2「閱讀未來」充 

實計畫  

1. 發行圖書館館訊,鼓勵學生充 
分利用圖書館資源 

2. 各科教研會規劃推行閱讀之
相關活動 

3. 充實圖書館藏書,嘉惠學子  

1. 各科投入圖書館訊的編輯工作,展 
現多元面向,內容豐富! 

2. 閱讀悅讀計畫啟動 

3. 學生借閱風氣盛,每年編列購書經

費充實館藏  

98-2-3科學菁英培育 

計畫 

1. 實施資優教育暨科學實驗課
程計畫 

2. 辦理科學運動會及遠哲科學
競賽,帶動科學研究風氣 

3. 實施MIT專題實驗創意教學  

1. 六年一貫資優教育的課程設計,讓 
學生快樂豐富的學習,提早探索科

學領域 

2. 彰雲嘉區科展成績優異,科學實驗

課程扎實! 

3. 今年的遠哲科學競賽活動榮獲全
國第一名! 

4. 參加全國英文物理辯論比賽,勇奪

金.銀.銅牌。 

5. TEAL 教室的設置,與 MIT 等同的

教學設備,引進並開發實驗創意教

學  

98-2-4 學習弱勢學生

輔導計畫  

針對學習弱勢的學生,利用課後

實施補救教學  

針對學習弱勢需求,開設補救課程,學

科有數學.化學.物理...等  

98-2-5 教學 e 化建置

系統計畫  

1. 資訊科技設備的應用,建置高 
效能 e化教室 

2. 使用 e化教材輔助教學 

3. 資訊融入教學,班級建立 e化 

教學環境,提高學習效能及豐

富教學內涵 

1. 高中各班皆已完成 e化教室建置, 

教學果效並修正 

2. 自然科(含物.化.生)和數學科主動 

 規劃 e化教材輔助教學 

98-3-1教師專業發展 

計畫  

1. 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視導計畫 
2. 舉辦教師專業評鑑輔導員訓
練計畫 

3. 教師攜手計畫方案  

1. 逐步推行教學視導,以期與教育部 
推動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接軌. 

2. 邀請課程與教學方面的大學教授
加入小組.  

98-4-1「Top English」 

計畫  

1.全美語分階英文課程 

2.英語專家指導研習 

3.英文線上輔助課程 

4.英語話劇比賽 

5.英語辯論比賽 

6.多文化交換學生計畫  

1.分階英文課程讓學生適性發展 

2.由美籍教師群教授英文寫作 

3.葛模理老師駐校輔導提升英文老師 

教師專業 

4.邀請彰師大黃春騰教授.及中正大 

學陳月妙教授針對本校英文教學作 

系統診分析並提出改進之道 

5.與美國Saint Paul中學持續進行交 

換學生計畫,並透過扶輪社接待國 

際學生,讓學生更具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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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4-2 生命教育關懷

服務計畫  

1.認輔制度 

2.輔導小團體工作計畫 

3.生命教育講座 

4.偏遠國小英語服務營 

5.海外服務與學習之旅(緬甸)  

1.依所呈報生命教育關懷服務計畫實 

施 

2.利用每週五的早自修或週六週會, 

特邀講員分享生命見證,讓學生感 

受到其豐富的生命並學習之 

3.推甄申請上大學的高三學生,組成 

偏鄉服務隊,協助偏鄉的學童 

4.師生到緬甸臘戌的聖光中學從事教 

育志工服務  

98-4-3「協同中學品格

第一」教育計

畫  

1. 推行品格教育年計畫 
2. 成立品格教育相關影音圖書
專區,提供教師和學生借閱使

用  

1.邀請飛颺中心洪中夫主任針對本校

8 個核心品格規劃品格教育師資訓

練 

2.針對學生品格融入活動及境教規劃

持續推行,例如邊徳音戲劇表演編

劇品格教育.台灣戲劇表演劇團.品

格教育海報.月曆.佳句比賽.感恩亭

及禱告牆...等  

98-4-4校園網路提升 

計畫  
網路提升並重視網管安全  

1. 打造無線網路校園,學生能輕鬆上 
網 

2.設置資訊管線通路 

3.重視校園網管安全  

98-5-1 鼓勵就近入學

獎勵計畫  

鼓勵地區國中畢業生就近入學,

按國中基本學力測驗擇優頒發獎

學金  

依計劃實施,並逐年降低獎學金額度 

98-5-2愛心獎學金  

設置協同愛心獎學金,擴大獎助

清寒優秀學生,不因繳不起學費

而萌生放棄就讀機會  

協同愛心獎學金係由本校教師每月薪

資中,自由奉獻集結而成的獎學金,教

師自主成立完善的管理委員會,接受

學生與家長的捐款,若不足時,會透過

義賣手工餅乾或跳蚤市場籌措獎學金

來源,今年擴大獎助清寒優秀學生,使

更多學子受益  

98-5-3 就近入學招生

宣導計畫  

利用文宣廣告介紹學校辦學特

色,並配合政府十二年國教政策,

宣導就近入學  

依宣導計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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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檢討與建議檢討與建議檢討與建議檢討與建議    

    本校實施本方案之檢討與建議如下： 

1. 請教育部持續推動高等教育與中等教育聯盟的攜手計畫，在「高

中 優質化」的歷程中，能讓高級中學能與鄰近大學合作，運用大

學優質的人力與設備，提升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效果。 

    2.為培養學生國際人道關懷，持續推動海外志工服務並給與實質補 

      助。 

    3.積極規劃辦理「高中優質化教師專業發展計畫」，並協助教師取得 

      相關認證，以利提升教師專業發展，落實教育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