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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第 3屆第 3次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議會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1年 1月 21日（星期五）下午 2時 

地點：宜蘭縣政府 204會議室(二樓教育處旁) 

主席：謝委員兼任主席麗蓉             紀錄：簡呈恩 

壹、主席宣布開會（致詞） 

貳、報告事項 

一、 宣讀上次會議紀錄(詳如議程) 

序號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1 

大同國中及武

塔國小 109學

年度評鑑結果

一案。 

一、 照案通過。 

二、 請業務單位釐

清「教師授課

節數、協同授

課之認定」，發

文請教育部函

釋或訂定相關

辦法，建立完

整的制度，以

供辦理學校有

所依循。 

一、 業於 110年 5月 24日府

教實字第 1100086371

號，函請教育部針對「原

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教

師授課節數認定疑義」

回復說明；教育部於 110

年 7月 20日臺教授國字

第 1100086648號函復詳

如附件 1。 

二、 本縣原住民族實驗教育

學校實施協同教學之教

師授課節數認定與經費

支用，請學校依下列說

明辦理： 

(一)依「國民中學及國

民小學實施跨領域或跨

科目協同教學參考原

則」之規定，學校實施

協同教學其協同教師授

課節數至多採計 2節課。 

(二)倘學校因實施原住

民族實驗課程教學需由

文化教師或耆老協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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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所衍生之鐘點費，應

依「辦理學校型態原住

民族實驗教育補助要

點」向原民會提出申請

並覈實支用。 

2 

大同國中及武

塔國小實驗教

育計畫之申

請、變更，申

請改隸「宜蘭

縣原住民族實

驗教育審議

會」辦理案。 

照案通過。 東澳國小：維持由「宜蘭縣學

校型態實驗教育審議會」辦

理。 

大同國中、武塔國小：由「宜

蘭縣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審議

會」辦理。 

二、 原林香君委員、曹議鐸委員因個人生涯規劃向本府請辭委員

一職，為持續辦理實驗教育審議業務，業於 110年 8月 26

日補聘本縣實驗教育輔導團李汪燦委員(實驗教育相關團體

代表)及羅東國小賴尚義校長(校長團體代表)為本審議會委

員。 

三、 湖山國小、大進國小申辦第 2期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 

(一) 為協助 2校撰寫申請計畫，本中心自 110年 9月 22日起

共計辦理 9場次「110年度實驗教育專家諮詢協作工作坊」，

提供 2校實驗教育計畫之撰寫諮詢與協助，以貼近校方實

質需求。 

(二) 兩校皆有續辦申請第 2期實驗教育計畫意願，將依據「學

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 11條第 1項 「實驗教育結

束六個月前，計畫主持人應提出結果報告，並得同時提

出續辦之申請」規定辦理，爰預定於 111年 1月底前函送

結果報告及新一期實驗教育計畫至本府提出申請 

四、 110學年度湖山國小等 3校訪視會議將於下學期召開，邀請

委員屆時撥冗與會。 

参、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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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湖山國小、東澳國小及大進國小 110學年度評鑑結果，

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評鑑結果等第說明：優良：85 分至 100 分；良：75

分至未滿 85分；待改善：60分至未滿 75分；不通過：

未達 60分。 

二、 3 校評鑑總成績與結果如下，詳見附件 2-評鑑報告

書。 

(一) 湖山國小於 110年 12月 16日辦理完成，總成績

83.4分，評鑑結果為「良」。 

(二) 東澳國小於 110年 12月 21日辦理完成，總成績

89.6分，評鑑結果為「優良」。 

(三) 大進國小於 110年 12月 24日辦理完成，總成績

81.85分，評鑑結果為「良」。 

決  議： 

一、 照案通過。 

二、 湖山國小及大進國小 2校申請第二期計畫，將影響教育

處各項行政作業期程(校長遴選、教師介聘、新生入學)，

請業務單位彙整相關期程俾利後續安排。（相關期程安

排詳如附表）。 

三、 有關葉明政委員針對「凝聚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共識」分

享報告，請業務單位存參研議。 

肆、臨時提案：無。 

伍、散會：下午 3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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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實驗教育計畫審議、校長遴選、教師介聘、新生入學期程規畫表。 

實驗教育計畫審議 校長遴選 新生分發 教師介聘 

 111 年 01 月 24 日  

2校函送成果報告及第 2期計

畫 

 111 年 01 月 31 日 

法定結束 6 個月前提出成果

及申請計畫期程 

 111 年 02 月 24 日 

召開學校型態審議會審查申

請計畫 

 111 年 03 月中旬 

召開學校型態審議會審查申

請計畫(該場次視需求辦理) 

 111 年 07 月 25 日前 

計畫審查決定期限 

 111 年 02 月 14 日 

大進國小諶志明校長已繳交

續任意願，確定申請大進國

小原校續任。 

 111 年 03 月 30 日 

實驗學校校長遴選報名 

 111 年 04 月 17 日 

校長遴選。 

 

 110 年 11 月 

公告 111 學年度學區。 

目前兩校公告維持原案並標

明為 105-110 學年度適用 

 111 年 01 月初 

公告本縣新生分發作業流程 

 111 年 03 月 25 日 

公告本學年度新生班級數總

量管制名單 

 111 年 04 月 23 日 

－05 月 01 日 

本縣各國小辦理新生報到

（由各鄉鎮市統一日期） 

 111 年 03 月中旬－05 月初 

縣內教師介聘 

 111 年 03 月中旬－06 月初 

縣外教師介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