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紀錄
一、時間：105 年 9 月 26 日上午 10 時 0 分正
二、地點：4 樓圖書館閱覽區
三、主持人：鄭校長裕成
五、出到席人員：如簽到單
六、主持人致詞：略
七、上次會議案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四、紀錄：余志宏

105.9.19 第 4 次主任會議結論及指裁示事項
編號

結論及指裁示事項

執 行 情 形

學:於 9 月 19 日 17：35 在百福社
104 班林生未回家亦未到校，應再積極找尋並與
區網咖尋獲林生，經輔導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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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責社工連繫，確認是否能予辦理安置，俾利
穩定就學。（學、輔）

前就學情況穩定，將持續觀
察。
輔:遵照辦理。

教:遵照辦理。
學:遵照辦理。
總:完成免試入學計畫後，依限完
校務發展計畫務必依限完成修正報府。
（圖、各
成校務發展計畫修正。
處室）
輔:遵照辦理。
圖:遵照辦理。
會: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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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新生學生證何時可完成，到離校之感應系
統何時能正式啟用，應請再確認，俾利於家長
日向家長說明。（圖、教）

教:新生學生證預計本週發放，請
學務處安排到離校感應啟用
時間並向全校學生說明。
圖:遵照辦理。

教:遵照辦理。
學:遵照辦理。
對採購評選案之相關法規應更詳為了解，並參 總:遵照辦理。
照相關範例與錯誤樣態，避免造成疏失。
（各處 輔:遵照辦理。
室）
圖:遵照辦理。
會: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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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成年禮參與之學生須會騎單車才能參加。
（學）

學:遵照辦理。

6

301 班陳生之就醫及遷居情形請再積極追蹤處
理。（輔、學）

學:遵照辦理。
輔:遵照辦理。

1

7

導師請假是否扣除導師費乙案，請依教育部函
示辦理及轉知導師同仁，並請學務處確實清查
後依規辦理補扣及補發事宜。（學）

學:擬於 10 月上旬公布補扣及補
發清單提報導師會議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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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班柯生選擇不參加資源班課程，應將 IEP
會議決議提請家長簽章確認。（輔）

輔: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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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篩選測驗及成長測驗之期程與次數規
定已調整，應再加強落實辦理。（教）

教: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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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處將於 9 月 21 日辦理本市高中評鑑會，請 教:遵照辦理。
呂主任及甘主任參加。（教、圖）
圖:遵照辦理。

家長日所有人員分工、場地布置、停車引導、
11

環境整理等均請確實做好，並備好學校簡介；
另因迎曦樓之投影設備故障，校務報告時段參
加之家長若不多，宜考慮將場地改至圖書館閱
覽區舉行。（輔、各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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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家長代表大會時間應掌控，會議資料務必儘速
完成。（總、各處室）

教:遵照辦理。
學:遵照辦理。
總:已完成校門口汽球拱門搭拆。
輔:遵照辦理，已將報到場地挪至
圖書館閱覽區，並請學務處生
輔組協助停車引導，教務處協
助教學易拉架的場佈。
圖:遵照辦理。
會:
人:
教:遵照辦理。
學:遵照辦理。
總:完成第 1 次家長代表大會、第
1 次家長委員會之召開。
輔:遵照辦理。
圖:遵照辦理。
會:
人:

9 月 22 日教育處將辦理本市國中小教學正常化
訪視說明會，請呂主任併同參加，併依會議說
明加強準備。（教）

教:遵照辦理。

請再提醒參加 9 月 24 日全國飆泳賽及 9 月 25
日本市後備軍人運動會高中職趣味競賽之學生 學:遵照辦理。
注意安全維護，並於活動後給予敘獎鼓勵。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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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校區因颱風暫時拆除之圍籬應儘速完成復
學:遵照辦理。
原，並提醒師生勿靠近或進入，以維安全。
（總、 總:家長日前已完成工地圍籬復
學）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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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一新生暑期在便利店滋事及便利店反映本
2

學:已於朝會時間專題宣導，並加

校學生亂丟垃圾，顯示學生常規太差，應再加
強輔導。（學）

持續加強叮嚀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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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領域同年段之教學計畫所列教學內容應一
致，高中部教學計畫錯誤或不合理處應請儘速
完成改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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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優質化計畫執行情形應提下週行政會議說
明及檢討。（圖、教）

教:遵照辦理。
圖: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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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木山長泳敘獎建議案請學務處重新修正再陳
核。（學）

學:已完成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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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公司更換駐校人員應依契約要求事先告
知。（總）

相關會議之召開應更審慎，並注意會議資料之
正確性，若有衝突則應提前調整，避免造成困
擾。（各處室）

教:遵照辦理。

總:已發文要求改正缺失，該公司
並派總管主任及襄理至校會
談，總務處已重申學校立場及
合約內容，要求承商依約進
行。
教:遵照辦理。
學:遵照辦理。
總:遵照辦理。
輔:遵照辦理。
圖:遵照辦理。
會:
人:

八、 各處室報告:
教務處:

(一)教學組
1. 請各位同仁按照課表上課，若有調代課，也請學生將班級的調代課單黏於當日的教師
日誌上。
2.感謝大家配合教學組的調代課事宜。
(二)試務組
1.本學期第一次段考試題卷請於 9/30(五)前繳交。
2.9/27(二)開始發放大學學測簡章。
3.高中部第一次段考日期 10/11~10/13，國中部為後兩天。
(三)註冊組
1. 辦理原住民族語認證報名。
2. 辦理學產低收入戶助學金申請。
(四)實研組
1. 9/26(一)開始實施晚自習，請巡堂人員至圖書館閱覽區點名，如無故缺席請務必電話
通知家長並記錄於備註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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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計算重補修鐘點費、製作課輔繳費單。
(五)設備組
1. 本學期教師用影印卡已發放完畢，老師如果仍有其他影印卡使用需求，請隨時告知設
備組，感謝您的配合！
2. 本學期國、高中部教科書退書及核銷作業持續辦理中。

學務處:
（一）訓育組
１、規劃中一、中四戶外教學活動。
２、確認中三畢旅房號與行前說明會時間延至下週二。
３、教室佈置比賽完成。
４、本市 105 年度成年禮活動訂於 105 年 11 月 4 日舉行。
（二）生輔組
１、105 年第 2 次校園生活問卷訂於 10 月施測，各班級施測時程另訂。
２、中五實彈射擊訂於 105 年 10 月 17 日下午假外木山靶場實施，第二次中五射擊預習則
於 105 年 9 月 28 日 10 時至 12 時實施。
３、國中部綜合防災教育訂於 105 年 9 月 27 日學校行事假舊校舍實施。
４、近期與本市少年警察隊合作加強學區內學生校外行為巡查，並於上放學期間實施機動
巡訪。
（三）衛生組
１、10月17日進行105年度國高中部學生流感疫苗校園接種，接種地點預計使用仰學樓3樓
理化教室及生化教室，感謝設備組協助協調當日實驗室使用。
２、9月26日12:35召開衛生委員會暨健康促進工作會議，9月30日12:35召開環境工作小組
會議。
（四）體育組
１、105 年全國樂活飆泳賽榮獲高中男子組第六名，感謝導師及張家豪教練協助。
２、辦理單車成年禮騎乘活動報名。
（五）社團活動組
１、「畢冊美編」第一次課程已於 9 月 22 日實施完畢。
２、「畢冊拍照順序表」業於各畢業班及各辦公室公佈，敬請各位同仁依時前往拍攝。
３、完成教育部國教署「本校 105 學年度精進童軍教育實施計畫」申請送件。

總務處:
(一)9/26 上午 10:30~12:00 庶務組長陪同學務處會勘禁菸線劃設區。
(二)9/27 基層運動站採購案開標。
(三)104 學年午餐採購案稽核中。
(四)9/21 役政署到校訪視役男，11 月撥補役男 1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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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處:
(一)輔導組：
1. 家長日已於上週六圓滿落幕，感謝各位同仁的協助!待會議資料回收後再請各處
室協助後續回覆相關事宜。
2. 本校國中部申請世界和平會愛心早餐之 16 個同學已全數通過，愛心早餐將於
9/27(二)開始提供早餐。
3. 「愛的存款簿」第一階段各班統計進行中。
4. 3Q 達人徵文比賽將於 9/30 前成送件。
5. 預計近期完成基隆市性平戲劇比賽報名。
6. 籌備召開家庭教育推行委員會。
(二)資料組：
1. 中六全體學生已全數完成大考中心大學學系量表施測，預計這星期進行 1111 九大
職能星施測。
2. 中一新生已進行線上 A 卡作業，唯部分學生無法於班會課完成填寫，將擇期補作。
3. 中四新生將於本週開始線上 A 卡作業。
4. 日前已完成中六升學輔導資料-關鍵報告採購。
5. 中一及中四學生新生身分及家庭狀況調查表統整中。
（三）特教組：
1. 105-1 期初 IEP 會議已全數召開完畢，謝謝各位老師的參加。
2. 本學期專業團隊治療已於 9/14 開始第一次專團入校服務。
3. 本學期向特教資源中心借用魏氏智力測驗和其他相關心評測驗工具，並由特教組
保管。
4. 本學期期初特推會暫定將於 9/30 召開，請各位老師同仁共同參加。

圖書館:
(一)讀服組
1. 已於上週完成班級書箱的發放。
2. 高中部讀書心得比賽校內初賽報名交件日期為 10/3(一)，作品繳交期限為 10/26。報名
表收齊後將召集參賽同學進行參賽說明。
3. 高中部小論文比賽校內初賽為自由參加，目前還可報名，歡迎各位老師鼓勵同學參加。
(二)採編組
1. 辦理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高一新生數位借書證的申請事宜。
2. 辦理社區家長讀書會之選書事宜。
3. 9/30(五)早上 9:00 將舉辦優質化第一次教師增能研習，主題為「微翻轉桌遊認知模
組設計」，講師為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應用科學研究所侯惠澤教授，研習地點在三樓
智慧教室，歡迎有興趣的老師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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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組
1. 完成本校仰學樓各辦公室網路區段設定,下周進度更新範圍為國高中部導師辦公室
（四）優質化計畫
1.依據 105 年 09 月 14 日課程科陳科長主持之協商會議，基隆市市屬高中將對子計畫 A 進行
聯合規劃辦理。
2.105 年 09 月 23 日中午 12:30 分於圖書館閱覽室進行本學期第一次工作會議，
（1）10/12 前繳交本學期教學計畫。
（2）各子計畫核銷由各子計畫負責人核銷，A 計畫－呂春森主任、甘邵文主任；
B 計畫－鄭正彬組長；C 計畫－王嘉萍組長；D 計畫－凌麗棻組長。
（3）薦派參加高中優質化團隊辦理之各項增能工作坊：
A.9/29（四）成功高中「素養導向之課程教 學(UbD)」－鄭校長、甘邵文主任、
王珮琪主任、王嘉萍組長。
B.10/03（一）板橋高中「課程地圖」－呂春森主任、鄭正彬組長、凌麗棻組長、
王嘉萍組長、甘邵文主任。
C.10/12（三）建國高中「跨領域課程設計」－王嘉萍組長、林芙蓉組長、江曉嵐
組長、黃添祈組長。
D.10/20（四）台中一中，「校訂必修與多元選 修的架構與實踐」－呂春森主任、
甘邵文主任、鄭正彬組長。
E.11/02（三）板橋高中「實踐型的課程評鑑」－預定國文、英文、數學、社會領域
召集人參加。
F.11/18（五）中正高中「共備觀議課」－子計畫 D 團隊薦派參加。
G.12/12（一）板橋高中「學生學習評量」－子計畫 B 團隊薦派參加。
H.10/15、11/05、12/17、01/07（六）前鎮高中「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UbD)工作
坊 (南區)」－徵詢中。
（4）說明各子計畫經費預算相關事項。

會計室報告：無
人事室報告：無
意見交換:
林鳳琪老師:1.中四學生家長反映學生私自參加海山茶會校外活動，應取得家長同意書。
2.11/4 成年禮活動與戶外教學撞期，可否調整?
江主任:1.我由臉書得知學生是以社團名義參加該聯誼活動，今後要求學生要向學校報備。
2.參加活動人員可再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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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提案討論:無
十、主席結論及指裁示事項：
（一）請叮嚀學生不論個人或社團參加校外活動務必事先讓家長知道。（學）
（二）11 月 4 日市府辦理成年禮與中四戶外教學時間衝突，請學務處確認是否調整戶外教學
時間，及成年禮參加學生之年齡。（學）
（三）各項高中優質化增能工作坊研習須特別注意掌握報名期限。（圖、教）
（四）特推會應參照市府所頒檢覈表確認各項須報告及研討事項是否完備。（輔）
（五）導師請假資料請送相關同仁個別核對確認即可，不宜提導師會議呈現。（學）
（六）102 柯生家長的聯繫請再持續追蹤處理，以確認其 IEP。（輔）
（七）104 班林生之後續輔導仍請持續積極辦理。（學、輔）
（八）新版學校網頁功能如何發揮，請甘主任負責召集各處室研商處理。（圖）
（九）本市 105 年度友善校園人權環境指標及評估量表施測結果分析報告所顯示共同偏低之
指標項目，應再確實檢討改善。（教、學）
（十）連恩典議員 9 月 30 日晚上 7 點於暖暖運動公園辦理暖暖區中小學音樂會，歡迎同仁及
學生前往觀賞。（各處室）
（十一）教育處 10 月 2 日將於暖暖運動公園及暖暖苗圃辦理全市幼兒親子健行活動，請學務
處依 9 月 26 日協調會決議遴派學生協助服務工作。（學）
（十二）從學期初之模擬考結果顯示，不論國中或高中成績仍欠佳，宜再多與予鼓勵並設法
提升。（教）
（十三）年度優質化及均質化之計畫應於學校網頁公布並適時更新。（圖、教）
（十四）所有教學計畫及班級經營計畫應全部於學校網頁公告，並請再檢查是否有缺漏或錯
誤。（教、學）
（十五）教學正常化所有檢覈事項請教務處再轉知同仁參考，並確實依規辦理。（教）
（十六）10 月 1 日聖光堂將辦理年度義賣活動，所得均捐助暖暖區各學校，歡迎同仁共襄盛
舉。（各處室）
（十七）學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仍應依限完成修正。（各處室）
（十八）請確實做好梅姬颱風之各項防颱準備作業。（各處室）
（十九）舊校區之雜草請總務處評估是否能加以清除，以維環境衛生。（總）
（二十）請各處室再確實清查是否有 104 學年度之計畫補助款尚未完成核結者，儘速依規處
理。（各處室）
（二十一）對高中校務評鑑之指標修正意見請速送教務處彙辦。（各處室）
（二十二）對畢業生疑似招攬國中生出陣頭或吸毒乙事，除加強宣導及門禁管制外，請學務
處再配合警察局加強巡查。（學）

十一、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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