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齡高中下一站
技術 v.s. 調適

108.02.11 (一)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齡園寒假翦影



齡園寒假剪影 (寒假序曲聯歡篇)

108.01.18 (五) 教師會歲末聯歡



齡園寒假剪影 (寒假序曲衝刺篇)

108.01.18-23 高三5樓衝刺



齡園寒假剪影 (寒假序曲路跑篇)

108.01.19 (六)教育盃路跑錦標賽



齡園寒假剪影 (我的第一次環島旅行)

108.01.21 (一)-27(日)百齡學生環島學習之旅



齡園寒假剪影 (寒假共備上午分場)

108.01.21(一) 寒假共備國中場系統思考 108.01.21(一) 寒假共備高中場新課綱世界咖啡館



齡園寒假剪影 (寒假共備日下午合場)

108.01.21(一) 寒假共備下午場團體動力及探險教育



齡園寒假剪影為高三祝福

108.01.24 (四) 中午高三學測前的祝福 108.01.24 (四) 高三學測考場布置



齡園寒假剪影學測加油團

108.01.25 (五)-26(六) 7:00高三學測加油團



108.01.30 (三)布置國際角落

齡園寒假剪影 (工程進度)



齡園寒假剪影 (工程進度)

107.01.27(日)-02.10(日)國中部教室智慧化108.01.27(日)-28 (一)高中部5樓冷氣升級



齡園寒假其他學習活動

•國高中生寒假返校打掃

•國中寒假職業體驗營隊

•國九學科寒假輔導課程

•美術班術科寒假輔導課

•高中部各年級學生補考

•高中部小論文寒假課程

•運動隊伍寒假集中訓練

•運動隊伍寒假移地訓練

•…



107-2寒假行政會報開學前的準備(108.01.22)

相關工程 (國中教室/高中冷氣)

專案計畫

• 國中亮點成果+高中先鋒成果

• 優質學校 (1/30送出)
• 秘書室行政管理(剩下圖需要校對)
• 教務處課程發展(國中部) 需要校對
• 學務處學生學習
• 研發處教師教學(國中部)

• 高中先鋒計畫 (1/31送出)

• 國際文憑計畫 (3/29送出)

其他

• 3月 PISA 測試 (清大) 教務

• 5月印度日 (學務/秘書)

第1-2週會議資料

• 0211 (一) 校務會議 (提案)

• 0211 (一) 科召會議 (規劃新生活動)

• 0212 (二)擴大行政會報

• 0213 (三) 國中專案專題期初教學研究會

• 0215 (五) 第一次導師會議 (準備0223親師會)

• 0218 (一) 高三第1次升學輔導會議

• 0219 (二) 美術班教研會

• 0218-25 期初教學研究會 (108細節)

• 0222 (五) 課諮教師遴選委員會

• 0223 (六) 親師座談會晚上

1080131_108年度學校課程先鋒精進補助續辦計畫.docx
1080329_國際文憑補助計畫.docx


齡園寒假剪影年假前行政衝刺

108.01.31 (四)淑蓉會長慰勞全體行政人員



新學期重要規劃



國九會考後活動彙整草案
一 二 三 四 五

0520 0521 0522 0523 0524

國九籃球比賽 國九籃球比賽 國九籃球比賽 國九籃球比賽
上午

高中職博覽會

0527 0528 0529 0530 0531

下午
畢典領獎預演

下午
畢典預演

0603 0604 0605 0606 0607

上午畢業典禮
晚上畢業晚會

端午節

0610

國九離校

活動建議：印度日 (學務處) / 泡泡足球體驗 / 藍色公路體驗



高三分流 (規劃準大學生學習課程)

一 二 三 四 五
0506 0507 0508 0509 0510

高三期末考 高三期末考
開始分流

0509-畢業前
0513 0514 0515 0516 0517

第2批大學生出爐 畢聯啟動

0520 0521 0522 0523 0524

0527 0528 0529 0530 0531

下午領獎預演 下午畢典預演

0603 0604 0605 0606 0607

畢業典禮
高三離校

0605-0630 開放教室讓指考生衝刺

分流：A. 教室組 B. 五樓自習組 C. 畢聯組 D. …

建議準大學生課程：主題講座 / 英文增能 / 校外參訪學習 /大學課程

•0516 (四) 公布個人申請統一分發結果 (第2批大學生出爐)

•0318 (一) 繁星放榜 (第1批大學生出爐) •0507 (二)~0508 (三) 高三期末考 (考後學習分流)



迎接108學年度暑假工作
1. 108.07.05 (五) 上午國中新生報到測驗 (與齡有約)

2. 108.07.12 (五) 上午高中新生報到 (與齡有約)

3. 108.07-08 高一新生銜接課程計畫

4. 108.08.20 (二)-08.23 (三) 上午 國中新生領航營 (1.5日)

5. 108.08.20 (二)-08.24 (四) 三整天高中新生領航營

內容規劃打破重練+新生選課說明會 (課諮師輔導老師導師)

6. 108.08.26 (一)-08.28 (三) 三整天 7個好習慣師培工作坊

7. 108.08.28 (三)-08.29 (四) 兩整天 108全校共同備課日

建議課程：行動學習系列工作坊 /均一平臺呂冠緯執行長 /薩提爾李崇建老師/

CPR研習 /學習策略工作坊 /課程設計工作坊(藍偉瑩師)等+校務會議

8. 108.08.30 (五) 108開學日



專案計畫申請送件、結案報告及規劃執行

• 行政管理

• 教師教學(國中部)

• 課程發展(國中部)

優質學校

• 繳交結案報告

• 等待續集 (107年3月至7月) 50萬經常門
國中亮點計畫

• 繳交結案報告

• 規劃續集 (107年3月至7月) 50萬經常門
高中先鋒計畫

高中優質化 • 持續執行 107學年度計畫 (400萬)

• 繼續規劃 108學年度計畫 (400萬)



國際文憑計畫????



技術性問題 V.S. 調適性問題



有關國際文憑計畫

•與其思考 (技術性問題)：

「要不要參加國際文憑計畫?」

•不如自問 (調適性問題)：

「我們要成為怎樣的學校?」

「我們是否願意為此付出代價?」



技術性問題 V.S. 調適性問題

如果我們深信不疑的信念受到了
挑戰，當初讓我們成功的價值變
得漸行漸遠，而合理卻又相互抗
衡的觀點紛紛浮現，這些就是需
要進行調適工作的時機了。

很多技術性的問題背後蘊藏著價值觀，影響我們的調適力。



有創藝的智慧學校

下一步?



https://thethaiger.com/events/phuket-thailand/2018-classic-cycling-race-by-thanyapura



https://www.wanderlust.co.uk/discover/discover-taiwan/content/taiwan-reasons-to-explore-by-train/



https://www.bbc.co.uk/programmes/w3cswrkb



百齡調適工程



敬祝
開工大吉 諸事如意
班級乖乖 校運昌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