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清水高級中學校務評鑑改善意見具體策略
項目

校長
領導

行政
管理

課程
教學

改善意見

改進策略
1.本校已於 105 學年度辦理赴日國際教育旅行，透過國際
交流，提昇學生國際觀。
2.105 學年度安排日本大分縣由布高校蒞校參訪，擴展國
際視野
3.與靜宜大學合作，分別於 105 年 4 月 13 日(2 節課)及 4
1.培養學生『全球菁英』為學校發展 月 27 日(2 節課)安排國際學生來校與學生交流活動，參與
願景之一，但學校在社團活動或其他 師生約 180 位。此外，為使本活動能夠持續辦理，兩校已
課程在有關國際教育方面之安排與配 完成合作意向書簽署。
合尚待加強。
4.105 學年度高一開設專題製作跑班選修課程，除了一般
專題課程之外，並規劃透過國際視訊，與全球 FAB LAB 接
軌，提供學生多元、廣角的學習體驗
5.本校英文科教師已開始規畫模擬聯合國等課程，教務處
積極爭取相關視訊設備，協助完成課程規劃。
6.各學科能適時將國際教育融入教學，提升學生見聞。
1.本校目前參加比例約為 48.4%(45/93)，105 學年度已藉
由校務會議、教務會議及教學研究會，鼓勵師長參加教師
2.參 加教師專 業發展評 鑑老師 仍不 專業發展評鑑，目前已有將近 20 位教師願意參與，本學年
足，尚有繼續提升之空間。
希望能夠將參加比例提升至 70%之目標
2.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將自辦實體研習，提供已經完成線
上研習之教師參加。
1.對於校務發展重大項目，已分別於校務會議、教學研究
會等會議，加以溝通說明，讓學校同仁能夠有所了解
1.對於校務發展重大項目之優先順序 2.發行清中簡訊、教務通訊等刊物，以書面說明，提供學
宜再透過各種管道廣為溝通。
校同仁認知與了解
3.增加電子化訊息，發送校內同仁，協助了解學校校務發
展。
1.已請相關單位(教務處)針對本校音樂班發展，結合未來
進程、學校特色及學生學習，擬定一般性及特殊性發展策
略，預計提本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提案討論，通過後實
2.校務發展計畫對特殊班的發展宜再 施。
清楚陳述。
2.各處室定期檢討校務發展計畫，適時提出修訂，送相關
會議討論。
3.有關音樂班發展已於 104 年 5 月 1 日特教訪視時陳述說
明。
1.『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與實施要點』 已於 104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及 105 學年度第一次臨時
對於會議次數、組成與人數等，均有 校務會議提案修訂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與實施要點，
明文規定，宜遵循之，或適時進行適 依照本校實際需要及現況，提出修訂，並經校長核定公告
度修訂。
實施。
1.105 學年度舉辦各項教師研習，提升教師資訊科技融入
教學之成效
(1) 各學科培訓一位種子教師，推動該項活動
(2) 編列經費整合前述網站功能，提供教師方便使用及操
2.宜統合 e 學院、線上教學系統及數
作
位教學系統等功能及內容，提升資訊 (3) 運用教學研究會及教務會議宣導，鼓勵教師使用
科技融入教學之效能。
2.鼓勵教師參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活動，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
3.本校已於學校網站連結各校外教學平台，並於 104 年 12
月完成購置比爾郭英語學習系統，提供全校學生提升聽說
讀寫能力。

項目

改善意見
3.宜善用課程自我評鑑之資料，增進
課程發展之適切性。此外，除高二第
二外語選修外，宜增加學生在選修課
程的選修自由度。
4.目前僅針對國英數三個主要學科提
供學習落後學生的補救教學，未來宜
拓及各科，並進行補救教學績效的分
析與檢討。

5.身障生 IEP 宜再強化完整性及適性
規劃，對於應屆畢業生更宜積極討論
各層面的轉銜輔導需求。

6.音樂班目前僅有一位專任教師，師
資人力資源亟待加強。此外，資源教
師承辦人員宜優先聘具特教專長者；
亦宜規劃資源教室獨立的課業輔導空
間。

1.建議強化宣導教師有關教學檔案的
建置與應用於專業成長資訊與操作，
並加強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致力
課程教學研發。

師資
質量

2.建議建立資深教師發揮師傅教師功
能的制度或文化，協助新任教師或新
聘代理教師發揮專業知能。

改進策略
已於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高一 2 學分多元跑班選修課
程，共開設 14 科 16 班次，供高一選課。(課程包含：專題
製作、運動與休閒、公民行動學堂、系統思考、洗麗生活、
生物實驗、英語口語表達、英文閱讀、英語聽力、幾何學、
解題思維、數學銜接、台灣歷史研究、生活地理等
將各學科補救教學納入申請教育部學習扶助計畫，提供學
生選擇參加
104 學年度補救教學分析檢討，已於 104 學年度第 3 次教
務會議提出，將作為 105 學年度推動之參考。
本校學生因為交通問題，許多課業問題，均會運用課間或
午休時間，向任課教師請教。
1.每學期期初進行身障生及家長需求調查，作為學校適性
規劃重要參考
2.運用 IEP 會議，與各學科教師研擬最適合學生學習的教
學及評量方案，並提特教推行委員會確認
3.鼓勵教師參加特教研習，提升特教知能。
4.編列經費舉辦校內特教研習活動，增加教師對於身障生
認識。
1.本校目前有音樂科教師 3 位，一位專任教師負責普通班
音樂課程、一位兼任特教組長、一位則為音樂班專任教師
2.105 學年度已經聘請一位代理教師，協助特教組(含音樂
班)相關工作
3.鼓勵教師參加特教學分培訓，並邀請擔任資源教室業務
承辦人員
4.資源教室將俟本校四維樓重建完成，校園空間獲得有效
舒緩之後，提出建議規劃，希望能夠將設置資源教室。
5.本校音樂班因學生學習需要，大部分聘任兼任教師，美
學年約 60 多位，以滿足學生各項樂器需求。
1.已於 105 學年度教學研究會向各學科說明，並將於本學
期安排相關研習(各學科至少舉辦一場次)
2.邀請具豐富經驗友校教師同仁蒞校分享(105 學年度第二
學期辦理)
3.舉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體研習，推動教師專業成長
4.本校目前以教師為主題之專業社群，除前述社會科社群
之外，並有第二外語教師社群、自造實驗教師社群、英語
課程等社群，除研擬課程開設之外，並積極參與或規畫各
項活動，除有效提升互動之外，並能激盪各項有利於教師
專業或學生學習之課程。
1.每學年舉辦新進教師及實習教師職前研習，協助了解認
識學校生態及文化，使其盡快適應
2.本校已於 105 學年度針對新進教師，規劃師傅教師制
度，協助發揮教師專業知能，並分別依照教學、班級、行
政等方面安排。
類別 職稱 姓名
教學
行政
導師
正式
教師
正式
教師
正式
教師

教學
組長
試務
組長
註冊
組長

鄒明
浩
葉儒
錞
王雅
資

黃朝
義
楊雅
卿
曾貴
芬

翟家
甫
翟家
甫
翟家
甫

項目

改善意見

1.針對教師正向輔導與管教學生、導
師班 級經營等 相關之知 能之研 習活
動，尚有改進與補強的空間。

學務
輔導

將俟本校四維樓重建完成後(已獲准重建在案)，重新規劃

3.健康中心學生休息室建議加設屏障
或布簾分隔。

1.已於 105 學年度開學時建置完成

4.輔導業務逐年增加，有些輸入記載
的業務宜有行政人力協助，以利輔導
老師 有足夠時 間從事輔 導專業 的事
物，減少行政事務的業務量。

1.將重新檢討學校員額編制及配置後，再進行規劃。(或爭
取專案，設置專案助理協助相關業務)
2.配合教育部有關學務輔導人力規劃、爭取資源挹注

1.走廊旁導溝旁之植栽槽宜儘速栽種
植物，既可美觀又達維護安全效果。

社群
互動

正式 衛生 林易
黃世
吳世
教師 組長
潔
賢
峰
代理
吳圳
張立
張立
導師
教師
龍
昇
昇
代理
李綺
杜雪
曾貴
導師
教師
恬
芬
芬
代理 設備 吳忠
王智
翟家
教師 組長
明
春
甫
代理 專任 張鈞
陳家
教師 教師
明
德
代理 專任 黃莉
吳秀
教師 教師
嘉
珍
代理 專任 莊蕓
蔡淑
詹素
教師 教師
甄
芳
珠
1.積極鼓勵各學務工作人員參與相關研習，並針對研習心
得進行回饋
2.本學年已規劃 3 場導師知能研習-正向管教、班級經營
等，期能有效協助同仁提升導師經營能力。
3.每學期推動友善校園、性別平等教育等研習活動，協助
教師增能。

2.部分學生社團辦公室或活動空間設
於樓梯轉角或地下室，空間不足且通
風不良，宜於學校大型建築完成後重
新規劃。

5.學校是以升學為主的學校，宜有適
度比例的工作協助學生進行學習策略
測驗或相關輔導協助。

環境
設備

改進策略

2.科學館一樓走廊缺乏無障礙坡道，
宜設法改善

1.建議組織一般家長志工，協助圖書
館運作；令具有輔導專長家長，也可
建構幫助輔導室之系統。

社團辦公室及活動場地。

2.增加布簾分隔，確保師生隱私

1.本校每學期針對高一實施興趣及性向量表測驗，協助學
生學習方向探討，並針對施測結果，採集體及個別方式，
進行說明，讓學生更加了解未來學習優勢及劣勢。
2.將再運用校內相關會議或刊物，提供學生學習策略引導
3.辦理相關學習策略講座，邀請畢業校友分享學習歷程
4.透過親師座談會，向家長分享相關輔導作為。
1.為方便植栽澆灌，重新配給水管栽種植栽。
位於科學館北側的新建教學大樓(預定 105 年發包)，其一
樓完成後高度將與科學館一樓等高，如此由新教學大樓通
往科學館完全無高低障礙，而科學館前方空間也可透過北
側車道的無障礙坡道，進入科學館一樓空間。
1.輔導室已成立「媽媽聯誼會」多年，未來輔導室將持續
進行家長親職教育及輔導知能之訓練，以利善用家長人力
協助輔導活動之推動。
2.已於 105 年 9 月 24 日親師座談會中邀請家長擔任圖書館
志工，協助圖書館運作，將再擇期印發邀請函，參加說明
會，有效推動相關業務。
3.本校目前均有邀請家長擔任大學模擬面試工作，協助學
校輔導工作推動，深具成效。

項目

改善意見

2.目前已核准 45 人參與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計畫，就全校總計 93 位教師而言
偏低，宜逐年增加其參與人數。

3.以教師為主題的專業社群只有一個
社會科社群，宜適度增加社群數，且
增加以教師為主的社群活動

績效
表現

1.宜逐年檢視並分析教師專業發展成
效，研擬相關措施，鼓勵仍未參與之
教師積極投入，以提升教學效能。

改進策略
本校目前參加比例約為 48.4%(45/93)，擬定策略如下：
1.105 學年度以 70%為目標；106 學年度以 90%為目標
2.分別與未參與教師訪談說明，消除疑慮，鼓勵參加。
3.邀請已參加教師分享參與經驗，提供其他教師參考
3.學校自辦實體研習，增加教師參加意願
4 相關辦理成果於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小組說明後，提
校務會議報告。
1.本校目前以教師為主題之專業社群，除前述社會科社群
之外，並有第二外語教師社群、自造實驗教師社群、英語
課程等社群，除研擬課程開設之外，並積極參與或規畫各
項活動，除有效提升互動之外，並能激盪各項有利於教師
專業或學生學習之課程。(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已開設高一
2 學分多元跑班選修課程，14 科 16 班次)
2.透過教務通訊，鼓勵教師參加專業社群，共同成長。
本校目前參加比例約為 48.4%(45/93)，擬定策略如下：
1.105 學年度以 70%為目標；106 學年度以 90%為目標
2.分別與未參與教師訪談說明，消除疑慮，鼓勵參加。
3.邀請已參加教師分享參與經驗，提供其他教師參考
3.學校自辦實體研習，增加教師參加意願
4 相關辦理成果於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小組說明後，提
校務會議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