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6
一、時間：104 年 11 月 2 日上午 10 時 10 分正
二、地點：4 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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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上次會議案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次主任會議紀錄

四、紀錄：余志宏

104.10.26 第 6 次行政會議結論及指裁示事項
編號

結論及指裁示事項
同意學務處所提對全學期無遲到或服儀檢查

1

不及格紀錄者之學生給予敘獎鼓勵之正向管
教措施，請正式簽核。（學）

執 行 情 形
學:已於朝會宣導，鼓勵學生準時
到校及遵守本校服裝儀容規
定。
總:206 教室圖書館擬規劃為多功
能智慧型教室，目前堆放教室
所需設備，除原已借用為國中
社團使用外，暫不外借。
教:遵照辦理。
學:遵照辦理。
總:本處已粗略更新至可上線，將
再持續更新。
輔:遵照辦理
圖:茲因各處室新網頁資料建
置，目前網頁資料無暇更新，
故 謹 定 於 11/6( 五 ) 網 頁 切
換，敬請各處室盡快建置完成
人:
會:

2

原 206 教室應先完成整理再提供預約借用。
（總）

3

學校網頁資料請即時更新。（圖、各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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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7 日第二節地檢署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到校進行宣導，請教務處通知中一各班配合辦 教:已於 10/26 通知。
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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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資料卡相關基本資料應詳實填寫。
（輔）

6
7

8

輔:再請導師協助

國中部自殘學生應再持續追蹤輔導，並確實了 學:遵照辦理。
解個案以往小學之相關紀錄。（學、輔）
輔:遵照辦理
請總務處協助製作新任家長會委員當選證
總:已製作完成。
書。（總）
本次慶安宮清寒獎學金僅三人提出申請，未能
教:遵照辦理。
充分善用資源甚為可惜；爾後請教務處統整各
類獎學金資訊，主動全面清查符合條件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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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提醒按時送件，以真正落實照顧有需求之
學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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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教:遵照辦理。
學:已向處室同仁宣導出勤應正
常觀念。
同仁出勤應正常，並準時到班上課，請各處室
總:已叮囑處室同仁。
主管加強督導，並請人事室不定期抽查。
（人、
輔:遵照辦理
各處室）
圖:遵照辦理
人:遵照辦理。
會:
教:遵照辦理。
學:遵照辦理。
請各處室主任依本校前年所訂公務人員職務
總:遵示辦理。
遷調實施原則，於本周內就所屬幹事職務輪調 輔:遵照辦理
圖:遵照辦理
進行研商。（人、各處室）
人:查相關規定中。
會:
請學務處特別注意 10 月 28 日單車騎乘活動之
學:遵照辦理。
學生安全維護。（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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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總務處清查本校所提撥之廚工退撫基金是
否足夠未來停辦午餐時之資遣費用。（總）

總:清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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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事室查明本年度外木山長泳校內敘獎是
否已發布。（人）

人:尚未發佈，經電洽市府承辦人
表示近期內會發函本校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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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專案評鑑部分須實地訪評項目將併入環
境衛生及午餐訪視同天辦理，請確實做好準
備。（各處室）

教:遵照辦理。
學:遵照辦理。
總:遵示辦理。
輔:遵照辦理
圖:遵照辦理
人: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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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學務處及教務處儘速確認高中游泳專長學
教:遵照辦理。
生改納入運動績優甄選之相關規範及申辦期
學:遵照辦理。
程，以確認明年度高中部招生能否納入。
（學、
教）

16

各項採購契約請務必詳加審視，是否與規相
符，並注意是否有錯誤或疏漏。（各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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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會議資料之繕打之字形及內容務必詳加
2

教:遵照辦理。
學:遵照辦理。
總:遵示辦理。
輔遵照辦理:
圖:遵照辦理
人:
會:
教:遵照辦理。
學:遵照辦理。

檢核，避免將錯誤一直重複剪貼。（各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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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處研議將高中部普通班每班招生人數將
降為 35 人，並提高直升比率為 40％，將俟簽
陳核定後再公布，請同仁再加強招生宣導，以
鼓勵學生直升及各校優秀學子就讀。
（教、輔、
各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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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室若有申請頒發市府獎狀或感謝狀務必依
市府所頒範例辦理，校內之各項獎狀及感謝狀
亦請參照市府及行政院之規範辦理。
（各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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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的全校防災演練較 9 月 21 日進步，但疏
散時仍有吵雜的聲音及 2 間辦公室燈未關，須
再納入檢討。（學、圖）

總:遵示辦理。
輔:遵照辦理
圖:遵照辦理
人:
會:
教:遵照辦理。
學:遵照辦理。
總:遵示辦理。
輔:遵照辦理
圖:遵照辦理
人:
會:
教:遵照辦理。
學:遵照辦理。
總:遵示辦理。
輔:遵照辦理
圖:遵照辦理
人:
會:
學:遵照辦理。
圖:已檢討並請同仁確實遵照演
練相關規定實行

【歷次會議決議及交辦尚未完成須再列管事項】
104.08.03
（十
一）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

校園景觀美綠化案請再持續了解政風處核復
結果，並積極辦理相關後續作業。（總）

總:政風處回復該案 10/27 之進度
在副市長室。

104.07.27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1 次行政會議
校園景觀美綠化案請依市政府政風處調查結
(八) 果重新簽核，並確認處理之方式及適用之法規 總:同上。
依據。（總）

八、 各處室報告:
教務處:
(一) 10/29(四)已發放 11/2(二)中一校外教學課務調整說明。
(二) 上週中一及中二國文及英文作業已抽查完畢並發放各班，於 11/3(二)前完成中一
及中二作業抽查的獎懲。

(三) 10/30(五)召開本學期第一次評輔小組會議，完成第一次定期考檢討與分
析，感謝各位老師的配合與辛勞。
(四) 學科能力競賽北二區競賽日期為 11 月 10、11 日於新竹中學舉行。
(五) 遠哲科學競賽北區競賽日期為 11 月 22 日於師範大學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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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已完成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重補修帳目核對且於 10 月 28 日動支請撥教師鐘點費。
(七) 10/28(三)已申請 8/31~10/2 兼代課費用。

學務處:
(一)訓育組
1. 104 學年度中一戶外教育活動已於 11 月 2 日辦理完成，感謝中一導師協
助配合。
2. 本校 104 學年度中五戶外教育活動預計於 105 年 5 月 24 日(二)至 6 月 3
日(五)擇四日辦理，實際時間待招標後決定。
(二)生輔組
1.104年第2次校園生活問卷已實施完畢，感謝各班導師協助辦理，學生反映
事項將於本週起會辦導師。
2.中五實彈射擊訓練已於104年10月23日實施完畢，感謝中五導師及相關行
政同仁協助。
3.轉知市府 104 年 10 月 14 日基府教特參字第 1040244152 號：重申教師輔
導與管教學生辦法及相關政策；敬請教師落實禁止體罰。

(三)社團活動組
1.本校參加 104 學年度全國美術比賽基隆市賽榮獲佳績！感謝張秋黛老師指
導~~獲獎名單
如下：
國中組
水墨畫類：第一名-201 班高有均
第三名-201 班莊晶涵
佳
作-302 班邱品媗
佳
作-305 班曾亦安
漫畫類：第一名-302 班邱品媗
佳
作-201 班高有均
西畫類：佳
作-305 班吳昀珊
高中類
平面設計類：佳
水墨畫類：佳
西畫類：佳

作-501 班張家婉
作-503 班黃任婕
作-502 班陳昱嘉

(四)衛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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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校進入本市資源回收評比複評，環保局將於11/9(一)上午，進行實地訪
評，擬請各班要作好資源回收分類，並在回收桶上貼上回收種類之標誌(可
至衛生組領取)，將於11/9(一)當日8點前請各班確實完成環境打掃，將於
導師會報及朝會時宣導。
2. 近來發現有班級求好心切，因而冒著危險，爬上窗台擦窗戶，尤其是迎曦
樓靠校門口那一側，擬請導師協助於各班宣導，請學生於迎曦樓靠校門口
側、向陽樓靠中庭側及仰學樓靠木棧道側，勿爬上窗台擦窗戶，以免造成
危險。
(五)體育組
1. 10/28(三)完成高中部單車成年禮。

總務處:
(一) 風雨窗工程排定 11/3 下午 2:20 於採購中心開標。
(二) 優質化資本門已經於 10/28 上午決標。
(三) 蘇廸勒風災復原工程，預定 10/30 上午 10:00 決標，工期：訂約後
40 日曆天。
(四) 國有土地撥用，已完成報府申請，市府已函轉國有財產署回復：須俟
本案之預算框列後再進行撥用。
(五) 本年度財產及非消耗品盤點，預計自 10/19~11/13，初盤完成者請交回
表。若遇問題，請與財管幹事蔡幸容小姐聯繫。
(六) 請各同仁申辦信用卡、賣場會員卡及私人帳單，儘量勿留學校地址。倘
租屋不便或情非得已，須留學校地址，亦請經常主動至總務處私人信
件箱巡視取回。總務處將於每月底清理私人信件箱，倘有私人廣告信
件等，將退回寄件人。
(七) 同仁如有郵件宅配貨到付款，或有外送訂貨，請以老師名義，預先將款
項託付本處人員代收代付，勿讓送貨人員直接進入班級，以維護校園
秩序。
(八) 下班離開辦公室，請最後一位同仁，務必關鎖好門窗再行離去，倘有困
難(如未帶鑰匙)，可請警衛或保全人員協助上鎖。上週(10/30)學務
處因右門未關，1:47 AM 出現保全異常。此事請大家務必配合，避免
學校財物損失。
家長會業務
(一) 10/21(三) 晚上 7:00 完成第 1 次學生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及第 1 次家
長委員會召開。本屆會長為張庭嘉女士(103 班代表)、副會長為林貴梅女
士(105 班代表)及李德仁先生(402 班代表)。家長委員名單及聯絡電話已
寄各主任信箱轉知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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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處:
(一) 輔導組:
1. 已辦理完畢 10/28(三)孝道創意戲劇比賽校內初賽，第一名班級為 403
班，12/20(日)將代表本校參加全國賽。
2. 11/10(二)將辦理中一、二特教知能宣導，邀請廖柔涵心理師，講題為：
從媒體事件看心理問題並提升情緒保護力。
3. 11/27(五)18:30~20:30 將舉辦親職教育講座，邀請彭川耘老師主講，待
講題確認後即發放家長通知書。
(二) 資料組:
1. 預計 11/10(二)學校行事時間辦理【中三進路宣導】，講師為聖心高中各
職群教師。
2. 103 學年度生涯發展輔導訪視資料，目前正在匯整各處室所提供相關資料。
3. 11/18(三)將辦理中六升學講座第 3 場，邀請講師為東吳大學教授，將針
對數理化及法政學群。
圖書館:
(一)讀服組
1. 本週五班會課將進行國中部的班讀會，下週三班會課將進行高一高二的
第一次班讀會。
2. 圖書館閱讀教學教師社群將於 11/9(一)下午 2:00~4:00 辦理第二場外聘
講座，主題為「心智圖在閱讀教學之應用」
，研習序號為 1874491，歡迎
有興趣的老師參加。
3. 高中部小論文比賽交件截止日期為 11/15 中午 12:00。
(二)採編組
1. 已完成 104 學年度均質化新計畫申請書的核章作業，10 月 29 日早上十
點於基隆女中召開 104 學年度均質化第一次自主管理會議，以規劃本年
度的工作進程。
2. 進行十一月館刊的主題規劃與採訪工作及規劃基隆青年 12 月刊均質化
專欄的投稿。
3. 期初各領域之推薦書籍的訪書結果已出爐，目前已絕版不能購書的只有
四本，明細如下：資優科普王天氣的變化(國中國文)、癌症別急著開刀(高
中體健)、如何寫看圖英作文 1,2《升大學必備》(高中英文)。其餘的書
籍都會依計畫購入，在此再次感謝各領域老師們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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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共資訊圖書館數位借閱證申請已進入最後資料確認階段，感謝導師們
及資訊老師們的付出與協助，預計可於本週將資料寄出！
(三)資訊組
1. 10/28 上午本校校內資訊設備因受僵屍網路侵入，而透過本市 DNS 對外特
定 IP 進行不當查詢，當日已被市網中心防火牆斷網封鎖，在此資訊組拜
託各位老師再次於班上學生電腦使用加強宣導，請勿任意下載不明網路軟
體，避免全校網路再次癱瘓。
2. 此外無線網路部分，密碼也即將全面更新，造成各位老師不便敬請見諒，
更新密碼時間於各類會議(專師、導師會報)宣布後，進行變更後新密碼會
寄送至各位同仁學校信箱中，避免再次造成全校網路癱瘓。
3. 原訂於 10/28 學校網頁教學研習，因網路癱瘓無法操作，故延至 11/4(三)
上午 10-12 點 13-15 點，於 2 樓電腦教室研習，歡迎沒有課務的老師踴躍
參加，也歡迎老師攜帶教學檔案作上傳資料練習。
4. 關於國中部班班數位化，承商於 10/26 完成國中部 HDMI 接線更新，教學
已可全面使用，軟體不足的部分資訊組會逐班完成軟體設定。
5. 中華電信光纖近期將會進行施工將提升學校網路速率，施工日期尚未通
知。

會計室報告：
(一)有關各項採購，請各主任檢視採購之履約期限，如果履約期限已完成應儘
速辦理核銷，避免延宕怠慢，以符合契約規定。
(二)另本校拆除工程，已於上週進行驗收，因待改善(二星期)再進行複驗，至
移樹部份，契約如何規範，應依契約履行，倘有不一情形，應簽准後，
再依規定辦理。
人事室報告：無
九、提案討論

十、主席結論及指裁示事項：
（一）104 年度各項預算及補助款執行情形請再確實清查並積極辦理。
（各處室）
（二）舊校舍拆除工程請依市府驗收意見確實改善，樹木之移植應依契約規定辦
理。（總）
（三）各項採購之履約期限應確實掌握並依約執行。（各處室）
（四）國有土地撥用案請修正經費編列說明後再函報。（總）
（五）請再提醒同仁及學生，最後離開辦公室或教室者務必將所有門窗確實關鎖
好。 （各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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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請教務處確認未完成繳費或註冊程序之學生，其學期成績及重補修成績如
何處理。（教）
（七）本校公務人員職務遷調如何辦理，請人事室就法規及實務之操作審慎研議
後，再召集各處室主任討論。（人）
（八）學校公共藝術設置案應依委員會決議要求改善事項再辦理複驗。
（學、總）
（九）從第一次段考成績顯示各年段及各科學生不及格比例仍偏高，應再設法研
議改善。（教）
（十）感謝工友同仁協助割草，惟仍請指導學生就所負責之區域發現小雜草即拔
除，以免草長之後，處理更費時。（學、總）
（十一）仰學樓中央穿堂上二樓之鐵捲門放學後應予關鎖，以利校園安全維護。
（總）
（十二）廉政考核之建議改進事項應再確實追蹤改善。（各處室）
（十三）校內個人資料保護之業務權責應再確認，以利研訂相關規範。（人）
（十四）作業抽查發現之缺失應追蹤改善。（教）
（十五）請連繫海興游泳協會高會長協助擇定明年外木山海上長泳辦理之日程。
（學、總）
（十六）請總務處清查現有之庫存學生課桌椅堪用數量，及規畫進行維修，以因
應明年起之班級調整需求。（總）
（十七）各項簽案或動支經費請示單均請注意資料之正確性，並針對會簽或批示
意見確實改正或提具說明再陳核。（各處室）
（十八）11 月 6-10 日校長休假出國，校務由教務處呂主任代理。（教、人）
（十九）出勤情形仍不理想，請各處室主管再加強要求。（人、各處室）
（二十）各項契約應依會計法 100 條之規定簽會會計室。（各處室）
【歷次會議決議及交辦尚未完成須再列管事項】
104.10.26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行政會議
（十二）請總務處清查本校所提撥之廚工退輔基金是否足夠未來停辦午餐時之資
遣費用。（總）
（十五）請學務處及教務處儘速確認高中游泳專長學生改納入運動績優甄選之相
關規範及申辦期程，以確認明年度高中部招生能否納入。（學、教）
104.08.03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
（十一）校園景觀美綠化案請再持續了解政風處核復結果，並積極辦理相關後續
作業。（總）
104.07.27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1 次行政會議
（八）校園景觀美綠化案請依市政府政風處調查結果重新簽核，並確認處理之方
式及適用之法規依據。（總）
十一、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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