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8 次主任會議紀錄
一、時間：105 年 5 月 30 日上午 10 時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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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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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公共藝術案請以正式公文通知承商依約檢

1

附相關資料辦理請款，不能僅以電話通知，且
電話通知亦應建立紀錄存檔。（學、總）

2

校務系統之學生資料轉出問題請確認校內具處
理權限人員後儘速辦理。(教、學、圖）

3

汙水處理等所需經費宜先爭取增列預算，若無
法通過，再循校內預算調整因應。（總、會）

執 行 情 形
學:遵照辦理。
總:協助學務處江主任辦理。
教:遵照辦理。
學:遵照辦理。
圖:遵照辦理。
總:遵示辦理。
會:有關 106 年度本校預算編列，
需視教育處核定，如汙水處理
等，可循校內預算調整。
教:遵照辦理。
學:已對本處相關業管人員加強

4

核銷作業請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
理。（各處室）

5

學校退休同仁反映未收到校慶請柬，請學務處
及總務處協助查明所有校慶請柬是否確實寄發
與原因。（學、總）

要求。
總:遵示辦理。
輔:遵照辦理。
圖:遵照辦理。
人:
會:
學:查證中。
總:已另案簽陳鈞長調查情形及
改進方案。

下學年度高中優質化計畫修正請依限完成繳

教:遵照辦理。
學:計畫修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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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俾利參加複審。（圖、教、學、輔、總）

總:遵示辦理。
輔:遵照辦理。
圖:已於 5/26 完成，5/27 寄出。

7

校園環境之清潔維護仍須加強，對無法放入垃
圾子車之垃圾應加以固定，並移入室內暫放，
避免堆放於回收場旁遭貓狗弄亂。（學）

學:已對師生加強宣導倘遇無法
放入子車之垃圾應立即通知
本處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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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公文時效仍須檢討，對逾期及延誤之責任應予
追究。（各處室）

5 月 25 日高中優質化專家諮詢訪視應確實做好
準備。（圖、各處室）

教:遵照辦理。
學:已對本處同仁加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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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 5/25 完成，感謝所有與
會及協助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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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仍有高中學生騎乘機車上下學，請學務處再加
強宣導要求。（學）

接近畢業前夕學生較浮躁，請同仁再加強學生
之輔導並確實掌握學生之動向。（各處室）

人:
會:
學:將利用集會時機加強對學生
要求，並於上放學時間加強
校外巡邏。
教:遵照辦理。
學:將加強校園巡邏並於集會時
機加強要求。
總:遵示辦理。
輔:遵照辦理。
圖:遵照辦理。
人:
會:

八、 各處室報告:
教務處:
(一) 目前學區戶籍內國小升國中有 98 位，若體育班全數報到減 5 位(暖江國小，
4 跆拳、1 田徑)，新生報到打八折約剩 75 位，本應招國一人數 91 位(四班)，
尚短缺 16 位，因應措施建議如下：
1.大家在 6/23 前努力招生，若未轉戶籍，新生報到時可簽切結。
2.6/1 發放新生報到資料(含辦學績效、校長的話)請各處室於 5/30 前繳交；
另教務處於 6/13 晚上撥打電話提醒新生報到事宜。
2.確認體育班錄取生為學區內戶籍人數(如 7 位暖西國小是否學區戶籍)，若
未報到者，鼓勵就讀普通班。
3.請確認特教生新生人數及核減班級人數，若全校特殊生人數達 14 人，可
2

增置一師。
(二) 已完成 5/24 中三 303 及 304 技職參訪、5/24～5/27 畢業旅行、5/25 下午高
中優質化訪視、5/30 上午中二技職參訪、6/1 下午中一及中四游泳比賽及 6/3
中三 301 技職參訪的課務，並發放給任教老師及班級。
(三) 6/1 召開中六畢業生離校會議。
(四) 6/1 中一中四因游泳比賽，當日課輔暫停一次。
(五) 5/30-6/4 進行基隆市優先免試入學報名作業。
(六) 6/3 11:10 召開第二次成績評量輔導小組會議。12:25 召開中三畢業資格審
查會議。
(七) 6/6 辦理中四中五數理及資訊學科能力競賽。
(八) 6/6 高中直升入學審查會議、放榜、成績複查。
(九) 6/7 9:00~12:00 直升入學報到及放棄錄取資格，12:30 公布備取名單、13:30
備取報到、備取生放棄聲明資格。
(十)6/8 中一、二、四、五認知考。
(十一)6/8 優免放榜；6/13 ，9:00~11:00 優免報到、11:00~12:00 優免正取放棄、
12:30 公布備取報到人數、13:30~14:30 現場報到、14:30~15:30 報到並聲明放
棄。17:00 上傳優免及直升錄取名冊。
(十二)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 6 月重要行事
日期

內容

地點

備註

5/17(二) 13:00

國三學生直升座談會

圖書館閱覽區 完成

5/18(三) 18:00

畢業班導師聚餐

涵舍

完成

5/21(五) 9:30

直升家長說明會

206 智慧教室

完成

5/25(三) 19:00

建德國中家長座談

建德國中

完成

5/26(四) 9:00

碇內國中到校參訪

圖書館閱覽區 完成

5/26(四) 13:00

百福國中到校參訪

圖書館閱覽區 完成

5/27(五) 9:00

建德國中到校參訪

圖書館閱覽區 完成

6/6(一)

直升入學審查

暖暖高中

6/6(一)

優免報名、收件

二信高中

6/7(二)

直升入學報到

暖暖高中

6/8(三)

基隆區優免放榜

暖暖高中

6/13(一)

基隆區優免報到(32 位)

暖暖高中

6/16(四)

畢業典禮

文化中心

6/23(四)

國一新生報到

暖暖高中

6/20(一)~24(五)

直升優免先修班

六年級教室

6/27~6/28

基北區免試報名

暖暖高中

7/5

基北區免試放榜

免試委員會

7/7

基北區免試報到

暖暖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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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一)訓育組
1.本校 49 週年校慶活動於 105 年 5 月 21 日舉行完成，感謝各位同仁配合及協
助。
2.宇宙光基金會捐贈支票更正乙案，已於 5/25 至教育處進行後續作業。
(二)生輔組
1.有關 5 月 23 日報載有關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 21
條...學校不得對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作為處罰學生依據...乙事，將於近期完
備校內各項相關行政程序。基隆地區各高中職訂於今日晚間召開會議討論，
就各校的因應措施作意見交流，希望各校步調儘量一致，建立共識。校內將
舉辦公聽會後，送校務會議討論。
(三)社團活動組
1.社團成果展辦理完畢，感謝各社團老師全力協助。
2.畢冊廠商已於 5/20 完成交件並辦理驗收程序。
(四)衛生組
1. 天氣轉熱，外來種「荔枝椿象」大舉入侵本市，除危害農作，遭驚擾時還會
噴出有毒液體，灼傷人類皮膚，請各位教職員工生切勿接觸。荔枝椿象以
荔枝、龍眼的嫩芽、花穗汁液為主食，其次是欒樹、柑橘類，及香蕉等；
其遭受驚擾時，腹部背面臭腺還會噴出具腐蝕性臭液，造成有過敏體質的
人皮膚大面積灼傷。相關資訊已公告在學校首頁。
2. 目前在紅淡山、中正公園的扶手欄杆及座椅都能發現大量蹤跡，而校園、道
路旁常見的台灣欒樹，是其主要棲息樹種，若好奇觸碰、捕捉，可能遭毒
液侵蝕灼傷。請各位教職員工生切勿皮膚接觸、遠離荔枝椿象，以免受害。
3. 垃圾子車若已滿出，無法蓋上蓋子，請聯絡衛生組，勿再倒垃圾。
4. 本校回收時間為12：25-12：35及14：55-15：10，並可進行各類回收，如有
特別因素，需於以上之外的時間進行回收，請聯絡衛生組。
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於105年6月5日(星期日)辦理「105年世界環境知識擂台
賽」，基隆市政府推薦國中組參賽學校為銘傳國中及暖暖高中（國中），
本校已報名1隊，共5位中三同學。
(五)體育組
1. 原訂 105 年 5 月 25 日（三）中一、中四游泳比賽，將於本週 105 年 6 月
1 日（三）於暖西國小進行比賽。
2. 6/11 本校跆拳道隊參加 105 年第五屆海峽兩岸跆拳交流大賽（地點：中
國平潭）。
3. 6/2 本校游泳隊參加 105 年全國分齡游泳錦標賽（地點：雲林科技大學）。
4. 6/9 本校國中部體育班參加 105 年基隆龍舟嘉年華比賽（地點：基隆八斗
子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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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一)6/1(三) 14:00 教育處邀集建築師事務所及本校，假教育處會議室召開三期
工程三方研商會議。
(二)5/27(五)已委託回收業者將家長會所屬己報廢機車回收，另 5/26(四)已發
函環保局協助另二輛不知名廢棄機車之回收。
(三)105 學年教室等空間調整，目前蒐集各處室意見中。
(四)國教科電話通知本校所送 105 年改善及充實教學環境設備申請案(國中部紗
窗門)未通過補助，文後到。
(五)6/8 午餐另加端午應景肉粽，請購中。
(六)上週二(5/24)303、304 校外參訪回校後僅抬走宮保雞丁，其餘原封未動，(因
活動單位發放餐盒)在此懇請承辦業務之處室與導師，可以的話，請先確認
中午是否需廚房備餐？倘已商議廚房備餐，則請承辦單位與導師務必教育學
生，優先使用廚房準備之食物，以免浪費。
(七)家長會校慶園遊會收入 4,225 元，已存入家長會戶頭，感謝朱嘉琳同仁全力
蒐備各項物品。
(八)再次提醒，請各處室及早準備，6/15 前繳交校務會議資料。
輔導處:
(一) 輔導組:
1. 辦理資源班校外教學核銷作業。
2.「心學園」入校申請作業中。(本校有一名學生申請)
3.特教訪視資料準備中，6/7 訪視。
4.生命教育教案比賽報名作業中。
(二) 資料組:
1.5/25(三)及 5/26(四)完成技優-2 人及實用技能班-4 人對外報名。
2.5/30(一)帶隊前往聖心高中，進行中二所有學生職業體驗。
3.6/1(三)上午-帶領 305 全體學生前往至經國技職體驗，305 導師隨行。
4.6/3(五)上午-帶領 301 全體學生及 305-7 位、306-9 位前往基隆職訓場參
加體驗課程。
5.602 班鄭生已於 5/28(六)進行身心障礙生海大獨招面試，預計 6/7 放榜。
6.交換學生活動日期確定為 7/2 至 7/23 美國學生來台，本校由 403 班盧裕
承 7/23 至 8/12 赴美。
7.暑期 7/5 至 7/7 辦理暖中 CEO 活動。
圖書館:
(一)讀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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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3 為國三各班最後一次晨讀。
2. 6/7(二)將回收高三及國三的班級書箱，另高三及國三學生的個人書籍借
閱期限至 6/14。
3. 6/15(三)將進行高一及高二本學期第二次的班讀會，請相關的班級可已
開始準備。
4. 國中部讀書心得比賽交件日期為 5/31(二)。
5. 本學期高中優質化 A-3 子計畫之閱讀教學社群將於今日下午至百福國中
參訪及觀課。(這點只要放在主任會報即可)
6. 本校參加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第 1050315 梯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及第
1050331 梯次小論文寫作比賽得獎名單如下，感謝各位協助推廣、指導及
評選的老師。
[讀書心得比賽]
優等獎

401 班

陳俞蓉

甲等獎

401 班

陳奕蓉

優等獎

401 班

林欣亞

甲等獎

403 班

王奕權

優等獎

403 班

王欣怡

甲等獎

403 班

林健瑜

優等獎

403 班

謝宜彣

甲等獎

403 班

曾柏崴

甲等獎

403 班

徐翊凱

[小論文比賽]
甲等獎

教育類

501 謝昀丞、501 何侑恩、501 簡郁翰

甲等獎

體育類

503 陳翌昕、503 葉日祺、503 張佑安

(二)採編組
1. 均質化基隆市高國中閱讀數位認證策略聯盟的網站已架設完成，預計本
週二(5/31)早上九點召開第一次國中端的工作小組會議，正式開始第一
階段工作─學校建檔、閱讀認證功能測試。
2. 5/28(六)崇基講堂邀請 2016 暢銷書「基隆的氣味」作者鄭栗兒女士蒞校
演講，已順利完成。
3. 6/1(三)是「我是元氣王」主題巡迴書展最後一波的收書送書作業，感謝
圖書館所有同仁的通力合作，才能將書展的工作順利完成！
(三)資訊組
1. 近日接獲部份學校反映，學校行政人員的電腦，受勒索程式（或稱勒索
病毒）入侵，將硬碟內的文件檔、圖片或影像檔等全部以 RSA 2048（或
4096）方式加密，需要連上特定的網站，付相當金額的比特幣後才能解
除密碼。
駭客往往透過 Line、SkyPE 等傳訊軟體散佈連結，引誘使用者點擊；或透
過電子郵件附件傳佈。使用者在不注意的情形下，點擊不明連結或是下載
附件開啟後執行，勒索程式（病毒）立即將硬碟內的文件檔、圖片檔、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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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檔等加密，並彈出訊息要求使用者於期限內連上特定網站，以比特幣支
付一定金額的贖金，駭客才會將密碼或金鑰傳給被害者。
勒索程式（病毒）目前沒有防毒軟體可以偵防，因為使用者為檔案加密是
合法且合理的，至於 RSA 2048 或 RSA 4096 的加密模式為資安業界相當嚴
謹的加密手法，根本無從破解密碼。如果電腦受前述程式控制，只得支付
贖金，或是將電腦的硬碟格式化重新安裝作業系統。
據了解目前本市至少有一所學校的出納人員，辦公用電腦受勒索程式控
制，其電腦內所有文件檔均被加密，加上沒有妥善的備份，影響甚大。
請同仁對來路不明的連結，無論是從 Line 等傳訊軟體、電子郵件或是網
站內容，均不要點擊。
重要的檔案要隨時備份，而且不要備份在本機的磁碟中，最好備份在可攜
式儲存媒體（如：隨身碟、行動硬碟...）或網路硬碟。
2. 5/17 完成國中部中打英打競賽。
3. 高中部簡報比賽收件日期為 5/31 截止

會計室報告：有關 106 年度本校預算編列，需視教育處核定，如汙水處理等，可
循校內預算調整。

人事室報告：無
九、提案討論: 無

十、主席結論及指裁示事項：
（一）校慶請柬案仍請確實查明簽核。（學）
（二）國中新生報到通知及相關招宣資料應儘速確認內容，寄發後應至少電話聯
繫 2 次以上。（教）
（三）6 月 6 日因高中優質化複審，行政會議停開，直升入學審查會議請提前召
開。（教、各處室）
（四）宇宙光及向心橋基金會捐助本校弱勢學生參與社團獎助金與貧困救助金之
支票入帳後，請依函示由家長會開立收據給兩個基金會。（學、總）
（五）中一、四游泳比賽是否依原規畫於 6 月 1 日辦理，請學務處儘速確認，並
應知會教學組做好課務調度。（學）
（六）針對教育部宣布不得以違反服裝儀容規定處分學生乙案，應儘速修訂本校
學生獎懲實施要點，並重新檢視本校學生服裝儀容規定，確認是否須調整
修正，同時提醒同仁注意過渡期對學生違規及挑釁的處理技巧。（學）
（七）依建港 130 週年活動籌備會指示本年度外木山長泳記者會安排於 6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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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市務會議後舉行，請學務處積極做好相關準備（包括新聞稿、參加人員
分析統計資料如：總隊數、縣市別、年齡、性別、身障、外國人、超過 50
人的隊數等）。（學）
（八）長泳大會手冊資料應儘速完成彙整才能交付承商如期印製，並請重新確認
所有工作期程，以掌握工作進度。（學）
（九）電梯之鏡面布滿油漬一週未清，應儘速完成清理。（學、總）
（十）請教務處協助安排一個國三班級進行二節課的中元祭推廣活動。（教）
（十一）本校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實施暨管理注意事項修正案之篩選條件如何訂
定，請重新蒐集意見後再提會討論。（輔、各處室）
（十二）嗣後各項法規章則之研訂或修正務必先行簽核，並簽會相關處室後再提
會討論。（各處室）
（十三）因應今年國一新生人數減少，請教務處及人事室儘速重新檢討校內超額
教師人數與類科，進行超額處理作業。（教、人）
（十四）對公文之處理須更用心，並請各處室主管確實加強審核工作，避免錯誤
或疏漏再產生。（各處室）
（十五）校務中長程發展計畫應依市府所要求期限完成研訂。（圖、各處室）
（十六）對各項參訪、活動的帶隊同仁人數宜有公平合理之規範。（各處室）
（十七）對上一次校務評鑑之建議事項改善情形應再確實追蹤處理。（各處室）
（十八）學校優質化網頁資料仍應確實充實更新。（圖）
（十九）對交換學生之所有活動安排確認後應提早登錄市長及議長的拜會時間。
（輔）
（二十）6 月 7 日特教訪視請積極做好相關準備工作。（輔）
（二十一）針對水管破裂造成漏水情形，除加強日常之巡視工作外，請同仁養成
習慣發現異常立即反映，並請研議如何根本解決。（總、各處室）
（二十二）請做好各項資料之蒐集並參照其他學校之做法，以利明年五十週年校
慶特刊之編纂。（學、各處室）
（二十三）海科館編織活動請配合協助辦理。（學）
（二十四）畢業典禮之所有頒發獎項及經費需求應儘速確認，並請全力做好畢業
典禮及外木山長泳之準備工作。（學、各處室）
十一、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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