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104 學年度 第一學期 第 2 次專任老師會報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四) 12 : 35
貳、地點：圖書館閱覽區
叁、主席：鄭校長 裕成

紀錄：林鳳琪

肆、出(列)席人員：全體專任教師、各行政主任及組長
伍、主席報告：略
陸、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紀錄已寄送同仁信箱及公布於教務處網頁
柒、上次會議決議案暨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編號

決議案暨指裁示事項

辦理單位

執 行 情 形

教務處

遵示辦理

主席指 請教務處及學務處留意學生是否準時上
裁示 2 課，若為室外課務必提早去。

教務處

遵示辦理

主席指 重申嚴禁體罰，如捏臉、拉耳、動手……
裁示 3 等絕對禁止。

學務處

遵示辦理

104 年國中畢業生的教育會考及高中畢業
生的學測及指考不是很理想，今年國三及
主席指
高三的模擬考也表現不佳，低於均標比例
裁示 4
太高，請大家幫忙及思考如何提升學生競
爭力及基本能力。

教務處

遵示辦理
轉知各領域召集人共同思
考如何提升學生競爭力及
基本能力。

主席指 段考試題命題時務必要注意：不能和題庫
裁示 5 相同，也請勿原文照錄廠商出版之試卷。

教務處

遵示辦理

有三個區塊是教育人員的大忌，請大家留
主席指
意及遵守：嚴禁體罰、不能違反教學正常
裁示 6
化、不能觸犯性侵害及性騷擾事件。

教務處
學務處
輔導處

遵示辦理

10/16(五)的教育視導，將有一位科長及三
位督學到校視導，請行政同仁及專任老師
們留意上課的內容及進度，並注意學生動
主席指 向的掌握。請大家注意教學正常化，除了
裁示 1

按進度上課外，不可用參考書及測驗卷，
並不能指定參考書或測驗卷當作業，也請
大家遵守中午時間不得考試及上課之規
定。

主席裁示：經詢同仁無意見，同意備查。
捌、業務報告：
一、教務處：
(一) 教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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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完成 9-10 月兼代課費用及國中部補救教學費用申請。
2.上週已發放寒假補救教學教師及學生意願調查表，將於本週規劃寒假課程。
3.11/27(五)將發放 12/8(二)社會、數學及 12/15(二)自然科作業抽查須知。
(二) 註冊組
1.12/2(三)、12/3(四)將進行國中部第二次定期考。
2.有關段考考試-學生請假補考注意事項
根據：基隆市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
學生定期評量時，因故經准假缺考者，准予銷假後立即補考，並於學期成績
結算前辦理。
但無故缺考者不准補考，其缺考成績以零分計算。補考成績依下列規定計算：
(一)因公、因直系血親尊親屬喪亡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缺考者，按實得分數
計算。
(二)非屬前款所列原因，補考成績在六十分以下者依實得分數列計；超過六
十分者，其超過部份以七折計算後列計。
3.提醒老師下列事項：教師命題方式(請勿原文照錄廠商出版之試卷)、考試時間(請勿於課間或中
午休息時間)、學生評量結果分析(請勿公開呈現學生排名)
4.第二次定期考監考表(初稿)於 11/23(一)發放，11/30(一)mail 定稿版至 cyberhood 信箱，請
考試期間有調課之同仁記得至註冊組登記調整之課務。
(三) 試務組
1. 12/12（六）第二次英語聽力測驗。
2. 認知考日期確定為 12/30（三）。
3. 第二次定期考日期為 12/01~12/03，請尚未繳交試題的教師盡快繳交。
(四) 實研組
1.參加104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尚未取得初階認證之教師，必須參與實體研習，本年度最後
一次實體研習訂於104年11月28-29日(星期六、日)於本市暖暖教師研習中心206教室辦理，請
完成線上必修課程後，至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網報名。
2.已請撥第三週至第九週課輔教師鐘點費。
3.陸續辦理特色課程優質化經費核銷。
4.目前進行寒輔及下學期課輔開課時數調查。
(五) 設備組
1. 請老師協助宣導各班級教學設備統一借用時間為每日上午第一節下課(08:55-9:10)及午休時
間(12:30-13:00)。如有教學需求，請提前於該時段至設備組填單借用，以避免影響當堂課教學
時間。
2.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高中教科書已完成對帳及核銷。
3.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高中各科教科書評選時間為 11/23(一)起至 12/01(二)止，教科書選用評鑑
表及評選會議紀錄單已發至各領域主席，請各領域主席協助領域完成選書後於期限內交回至
設備組，非常感謝您！
4. 12/03(四)段考日第五節預計辦理 3D 列印機研習，地點為仰學樓 3F 物地生實驗室，邀請老師
們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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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務處：
(一)訓育組
1. 10/28(三)已完成第二次班級代表會議。
2. 擬規劃本學年校慶實施計畫，預計於 105 年 5 月 21 日(六)辦理，擬於畢業典禮上午及休業式
下午進行補假，如各處室於校慶欲辦理系列活動者，懇請大家提供意見。
3. 衛生福利部來函據媒體報導爾來時有學生或學生社團以從事社會公益之名，而以街頭表演、
募款箱、行腳勸募、義賣...等方式，向社會大眾勸募財物，其行為恐已涉公益勸募條例之相
關規定，詳細內容請參閱本校網頁公告欄。
(二)生輔組
1.重申嚴禁體罰情事，教師輔導管教學生應依本校教師輔導管教辦法辦理，嚴禁體罰等不當管教
行為。
2.邇來發現部份學生課堂有使用手機或坐姿不佳或著便服情形，為養成學生良好常規並增進學習
效果，敬請老師協助要求，生輔組列為巡堂重點。
(三)社團活動組
1. 11/18(星期三)國、高中部戲劇社代表本校參加基隆市創意戲劇比賽，比賽地點：基隆市深澳
國小。
2. 11/19(星期四)進行畢業紀念冊各班美編小組第四次課程(繳交 4 頁初稿)。
3. 11/19(星期四)本校高中部戲劇社代表學校參加 104 學年度基隆市創意戲劇比賽，榮獲高中職
組甲等第三名，感謝黃品文老師指導參賽。
4. 11/27(星期五)高中部 503 班蘇育葶同學，代表本校參加基隆市 104 學年度音樂比賽基隆市初
賽-鋼琴獨奏，比賽地點：基隆市深澳國小階梯教室。
(四)衛生組
1. 教育部網站已設置登革熱防疫專區（http://cpd.moe.gov.tw/anti_dengue_fever/），並連
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提供學校最新防疫消息及宣導教材。並請加強環境之整理及
積水之清除，以減少登革熱病媒蚊之滋生，登革熱與社區環境整理要領已公告在首頁，請各
位同仁參閱。
2. 有關空氣品質的相關網站可至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網站/熱門議題/細懸浮微粒(PM2.5)之
健康自我保護(http://goo.gl/RwrrSF)專區查詢空氣品質衛教宣導相關資訊，請各位同仁參
閱。
3. 打掃時間、早自習及午休勿投販賣機。如於上述時間投販賣機將請學生進行 2 小時愛校服務。
4. 近來有某些班級直接拿到資源回收室，再進行壓扁，會造成資源回收室旁的地面髒污，並且
粘粘的。因此回收物品務必洗淨並壓扁分類好再到資源回收室回收，如回收帶下來才要進行
分類，將請回收的同學直接帶回。
5. 本校參加基隆市環保知識擂台挑戰賽得獎名單如下，感謝徐明得老師之指導，及各位老師之
協助。
503 班葉日祺同學榮獲第 1 名
503 班邱柏盛同學榮獲第 2 名

6.

401 班林廷宇同學榮獲第 3 名
305 班曹鴻楠同學榮獲第 4 名
以上得獎同學將於12月5日由黃添祈老師及徐明得老師帶隊，代表基隆市參加全國賽。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配合症狀/學校傳染病/人口密集機構傳染病等通報監視系統之作業更
新，以及類流感群聚事件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之使用調整研判機制等，修訂相關流程及內容，
並公布於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http://www.cdc.gov.tw 專業版/傳染病介紹/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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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法定傳染病/流感併發重症/防疫措施/工作指引及教材項下。
腸病毒防治教材（請逕至：疾管署全球資訊網專業版/傳染病介紹/第三類傳染病/腸病毒感染
併發重症下載）強化防疫作為。
7. 本校進入本市資源回收評比複評，環保局於11/9(一)上午，進行實地訪評，本校獲得優等，
謝謝各位同仁之協助。
8. 請各位同仁每日喝水 1500c.c.及午餐吃 1 拳半以上的蔬菜，請各位同仁於工作之餘也注意自
己的飲食健康狀況。
9. 有關本市參與「104 年獎勵地方政府強化食品安全管理方案試辦計畫」拔尖典範 4 大類別提
案(農政環保、校園食安管理、源頭產製流通及消費者權益保護)網路評分一事，敬請各位老
師踴躍上網為本市評分(期間自 104 年 10 月 1 日至 105 年 2 月 29 日)，俾利本市爭取拔尖典
範全台前 6 名佳績及獎勵金，詳如說明如下：
(1)本市拔尖典範4大類別提案名稱如下：(一)農政環保組：基隆市特色農漁產品質安全提升
計畫；(二)校園食安管理組：基隆市校園食品安全提升計畫；(三)源頭及產製流通組：基
隆市外燴餐飲衛生提升計畫；(四)消費者權益保護組：基隆市強化筵席餐廳維護消費者安
全計畫。敬請為本市提案之食品安全管理方案逐項評分與鼓勵。
(2)網路評分刊載於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來監督─104年獎勵地方政府
強化食品安全管理方案試辦計畫(網址：http://join.gov.tw/openup/acts/index；簡短網址：
http://goo.gl/tSpFZI)或至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首頁─相關連結─「104年獎勵地方政府強
化食品安全管理方案試辦計畫拔尖專區」(網址：ttp://www.klcg.gov.tw/economy/)。
(3)網路評分操作方式如下，點入計畫頁面後，請將頁面下拉至評分區(第一次使用者請先登
入；可透過 yahoo、google 及 fb 帳號登入)，完成登入後進行評分，按【提交】(綠色鍵)
即可完成評分。
(五)體育組
1.11 月 17 日（二）早上於基隆高中舉行國中部大隊接力競賽已辦理完成，感謝各處室及體育教
師協助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2.依據基府教體參字第 1040141829 號來文，教育部重申「各級學校教育人員於校園實施身體活
動及體能培訓時，均應衡酌學生身心狀況，不得以處罰或體罰為目的行之」。
3.12/7（一）至 12/11（五）為體育週，舉行班際排球錦標賽。
4.學務處貼心提醒：因本校運動場地有限，舊校舍前集合場籃球場為學生現有克難之體育課上
課場地，煩請各位老師可將您的愛車停放至體育館旁停車場停放，謝謝。
5.體育週因逢班際排球賽，請體育老師按表使用場地。
三、總務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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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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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請大家務必配合，避免學校財物損失。
(三) 倘有貨到付款之貨物，請事先將費用寄在本處。若需訂購外食獎勵學生，亦請事先知會總務
處，並請送貨員將貨物送至總務處，勿讓其逕送教室或辦公室，以維校園安全。
(四) 學校電話代表號為 0971-532-130、02-55787742，請各位同仁設定，非不明電話。
四、輔導處：
(一)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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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27(五)18:30~20:30 將舉辦親職教育講座，講師為彭川耘老師，講題是從九型人格談親子溝通，
歡迎有興趣的老師一同參與。(研習序號：1884725)
2. 12/2(三)10:00~12:00 將舉辦特殊教育教師知能研習，講師為廖柔涵老師，講題是情緒障礙學生
的辨識與處遇，歡迎有興趣的老師準時出席。
3. 12/9(三)10:00~12:00 將舉辦高中部兒少保護宣導，講師為陳淑菁老師。
4. 12/11(五)8:00~16:00 為本學期資源班校外教學，地點為宜蘭玉兔鉛筆工廠及亞典蛋糕工廠。
(二)資料組：。
1. 12/15 中三進路宣導第 2 場改至 1/15 第 7 節辦理，主題為【105 學年度高中職暨大專校院多元入
學招生管道說明會】，再請試務組協助中三考程表安排。
2. 12/18 -18:30 預計辦理【高三家長多元入學說明會】邀請教務及輔導主任擔任講師。
3. 上週已完成高三學系探索量表，預定本週送件至大考中心讀卡。

五、圖書館
(一)讀服組
1. 圖書館閱讀教學教師社群將於 12/3(四)下午至武崙國中進行閱讀觀課及參訪，感謝教務處協助參
訪教師的課務處理。
2. 圖書館閱覽室目前辦理「科普悅讀花路米」主題巡迴書展，展期至 11/27，歡迎各位同仁前來看
展，也歡迎老師帶同學們一起來看。
3. 目前進行本學期國中部讀書心得比賽，待報名表收齊後將召集參賽同學進行比賽說明。
(二)採編組
1. 本校均質化於 12 月週六早上辦理三場崇基講座，特邀請同為基隆子弟、正 努 力 結 集 年 輕 人
的 力 量，讓 家 鄉 變 得 更 好 的 三 名 好 青 年，前來分享自己的故事。歡迎老師有空前來參與，
並協助鼓勵學生報名參加！
場次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場次一

104 年 12 月 5 日(六)
早上 9:00-12:00

做戲不瘋，回鄉不傻

場次二

104 年 12 月 12 日(六) 自己的角色養成策略
早上 9:00-12:00

廖志祥
(「港灣城姬，基隆少
女」動漫設計團隊創
辦人)

場次三

104 年 12 月 19 日(六) 建立良好的價值觀與
早上 9:00-12:00
人生哲學

張祐奇
(音樂創作人)

周翊誠
(「讀演劇人」導演)

2. 第三次社區家長讀書會將於 12/28(一)早上 10:30-12:00 舉行，共讀書目為「愛從接納自己開始」，
有興趣想購書共讀的老師，歡迎洽詢採編組。
(三)資訊組
1. 教師網頁教育訓練 11/4 已完成共計 34 人次。本校新網頁於 11/9 正式啟用，網址為
http://www.nnjh.kl.edu.tw/；若忘記或要更換密碼請同仁在網頁系統中使用忘記密碼功能，系統
會寄信至學校公務信箱中，若同仁對新網頁的操作有任何建議敬請彙整後寄至資訊組信箱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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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處理。
2. 本校參加基隆市政府 104 年度基優盃環境教育 scratch 遊戲趣競賽黃莘翔、蔡家晨榮獲國中遊
戲組優等，將代表基隆市參加 105 年瘋貓盃全國賽，周建佑、李翊豪獲國中動畫組佳作，感謝
李偉仁老師辛勤指導。
3. 國中部班班數位化軟體除 305 班異常待維修外，餘均已完成更新，歡迎老師們使用。
玖、提案討論：無
拾、臨時動議：無
拾壹、主席結論：
一、希望同仁們踴躍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二、教科書的評選，請同仁們注意上、下學期是否一致，若更換版本必須具體說明理由。
三、12/3(四)段考日第五節 3D 列印機研習，希望同仁們踴躍參加。
四、校慶是下學期的重大行事，希望提早建議及規劃，補假事宜應再仔細思考，且要事先報准。
五、再次重申體罰事宜，從事教育工作時，在對學生的管教及情緒應要注意。
六、11/27(五)18:30~20:30 的親職講座，歡迎同仁們參加。
七、12/2(三)10:00~12:00 特殊教育研習，因逢段考日，已調成自習課，請每位同仁務必參與。
八、圖書館十二月辦理三場崇基講座，歡迎同仁們參加。
九、總務處公佈本校的電話代表號為 0971-532-130、02-55787742，請各位同仁設定，非不明電話。
十、前二週電影院上映「老鷹想飛」，介紹基隆老鷹生態及環境，請大家支持，並可進一步協助推廣
及愛護我們的環境。
十一、請各位同仁留意天氣多變，並注意身體狀況。
十二、十分感謝倪顥庭老師這三個月的幫忙，金毓翎老師將於 12/2 回校任職。
拾貳、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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