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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主任會議紀錄 

一、時間：108年 8月 13日上午 8時正 

二、地點：4樓圖書館閱覽室 

三、主持人：甘校長邵文 

四、出（列）席人員：如後附簽到表                                     紀錄：林月嬌 

五、主持人致詞： 

六、確認前次會議記錄（已 gmil寄至各主任組長信箱）： 
七、上次會議案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108.7.29第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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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八、專案計畫列管:  

107年度 1-7月已核定專案計畫執行情形 

項次 
計畫名稱 

負責處

室 
總經費 

執行期

限 
執行情形 

 

 

 

 

1 

108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試

辦學習區完全免 

試入學資源挹注計畫」 

圖書館 

總核定金額

共計391萬

元（經常門

計174萬

6,000 

元、資本門

計 216萬

4,000元） 

 

1.教育部108年3月8日臺教

授國部1080019884A號函辦 

理。/基隆市政府108年4月

11日基府教學參字第

1080215767B號函辦理。 

2.執行期程，自108年1月1

日起至109年7月31日 

3.採分期撥付，先撥付108

年之經費，109年之經費將

於另案撥付；惟109年度所

需經費如未獲立法院審議 

通過或經部分刪減，教育部

得重新核定補助額度，並依

預算法第54條規定辦理。

(中央補助款尚未撥入，後

續撥款事宜將另函通知貴 

校辦理。) 

 

 

 

 

 

 

2 

107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試

辦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資

源挹注計畫（經常門） 

（本案核定計畫執行期

程，自 07年 1 月 1日起至

107年 12月 31日止；經費

結報日期為 108年 2月 15

日前。） 

教務處 

 

2,574,000 

持續辦理

及核銷中 

 

 

108/ 

7/31 

1.基隆市政府 107年 12月

13日發文字號：基府教學

參字第 1070258116號函：

同意展延本案執行期限至

108年 7月 31日。並於 108

年 8月 31日前，檢具收支

結算表（經常門、資本門各

製 1份）及本函影本，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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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門） 

D.實驗教學器材設備採購

案 

教務處 955,200元 

已撥款 

府完成經費核結程序（如有

結餘款或未執行經費項

目，請一併繳回）。2.資本

門補助經費請於預算範圍

內依補助單位規定及政府

採購法覈實辦理，並於完成

發包作業後，依決標金額及

本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補

助及委辦經費作業辦法」規

定，開立自行收納款項收

據，併同「請撥單」、「採購

明細表」暨採購契約文件，

報府辦理請款。3.期中成果

報告已彙送。 

總：5/24已完成核銷付款 

圖書館: 

智慧教室設備採購已完

成，並移交由教務處設備組

管理。 

 

E.專題教室冷氣機採購案 教務處 300,000元 

已撥款 

C.童軍教育設備採購案 學務處 568,000元 

 

A.建置智慧教室設備採購

案 

圖書館 完成採

購，建議解

除列管。 

B.建置閱讀學習角採購案 總務處 59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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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教育行動區 

(1) 愛戀暖暖社群發展 
教務處 99,200 

109/1/

31 
執行中 

(2) 親職增能工作坊 - 家

庭暖暖日 
輔導處 124,600 

109/1/

31 

 

執行中 

(3)走讀暖暖體驗課程計畫 
 

教務處 

 

106,660 

109/1/

31 

 

執行中 

(4)多元學習環境營造 - 

建置校園生態教育園區 

 

總務處 

 

167,120 
109/1/

31 

總：請教務處影印子計畫內

容(含核章之經費概算表)

供參，以利子計畫之執行 

(5)愛戀暖暖生科營實施計

畫 

教務處  

195,200 

109/1/

31 

 

執行中 

(6)大手牽小手 - 國中課

程體驗學習活動 

教務處 

學務處 

輔導處 

 

100,00 
109/1/

31 

 

執行中 

行動夥伴經費編列 
教務處 35,000 109/1/

31 

執行中 

4 
107學年發展特色學校計

畫 
總務處 100,000 

108/7/

31 

總： 

1.經費執行中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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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結算表及報告填報中。 

5 107學年高中優質化計畫 圖書館 

3,500,000 

經常門

650,000 

 
1.執行率達 99%。 

2.結核中。 

6 107學年前導學校計畫 圖書館 1,190,000  
1.執行率達 99%。 

2.結核中。 

 

7 
107 學年度學習區完全免

試國中提升學習品質計畫 
教務處 500,000 

108/7/

31 
持續結核中。 

8 
均質化 107-7圖書館資源

共享計畫 
圖書館 

900,000 

238,000 
 

1.資本門已請款。 

2.經常門已核銷完畢，執行

率 100%。 

9 

107精進教學品質計畫 

（1）氧化還原變變變 
教務處 10,000 

108/6/

30 

預計 108/1/1-6/30執行完

畢。 

107精進教學品質計畫 

（2）MAKER        
教務處 11,000 

108/6/

30 

預計 108/1/1-6/30執行完

畢。 

107精進教學品質計畫 

（3）增強英語力    
教務處 10,000 

108/6/

30 

預計 108/1/1-6/30執行完

畢。 

10 
申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生活科技教室設備 
教務處 600,000 

108/6/

30 

規劃辦中，6月底前執行完

畢。 

總：7/26驗收完成。 

11 

108年度高中資本門補助

計畫-充實活動中心教學設

備計畫 

總務處 

教務處 

學務處 

120萬 
108/12

/31 

總： 

1.投影機位置已確認 

2.保護墊也丈量好尺寸。 

3.擬定各採購項目之規格

中。 

 

12 

108年度高中資本門補助

計畫-迎曦樓屋頂防水防漏

修繕計畫 

總務處 300萬元 
108/12

/31 

總：設計稿送府審核後依審

查意見修正中。 

13 108年教育 111徵選計畫 
總務處 

訓育組 
6萬 1仟元 

108/6/

30 

總： 

1.已完成專長培訓及認 

證。核銷及整理結案報告 

中。 

2.8/8下午委員來校視，敬 

請鈞長撥冗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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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特殊教

育專業團隊服務經費      

 

輔導處 

 

40,000 
108/7/

31 
執行中 

15 
108年度永續校園探索計

畫 
總務處 150,000 

108/12

/31 

總： 

1.8/12 與添祈、怡如參加

期中工作坊。 

2.預定 8/28與衛生組辦理 

環境教育研習 2 小時，主

題：暖暖地營造工作。 

3.8/26參加環教研習。 

16 

108年度執行強化校園安

全防護工作經費補助申請

計畫書 

總務處 372,900元 
108/12

/31 

總： 

1.核定 372,900元。 

2.分為緊急求救系統 

105,400元，已由共契及

小額採購處理；增設監視 

器 267,000，擬採限制性

招標，細項規劃中。 

 

17 

活化課程與教學_協助學校

教師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計畫 

教學

組、愛

戀暖暖

社群 

120,000 
109/7

/31 

總： 

1.核定 12萬。 

2.預定 8/27下午辦理教師 

  研習--馬賽克拼貼。 

 

18 
108學年度高優暨前導計

畫 
圖書館 

高優計畫 

核定金額

3,500,00

0元整(已

核定)前

導計畫申

請金額

1,260,00

0元整(尚

未核定) 

109/

7/31 

1.高優計畫核定公文: 

基隆市政府中華民國 108

年7月2日基府教學參字第

1080052198號函 

2.前導計畫:核定公文尚未

收到  

 

108(學)年度申請中專案計畫執行情形 

項

次 
計畫名稱 

負責單

位 
申請經費 

執行情形 

1 

108年度前瞻計畫 

(4.1+4.3網路光纖工程及

網路環境優化) 

 

圖書館 
1,955,000

元 
本校列為 109年度補助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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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各處室報告:  

  教務處： 

  （一）目前已錄取代理教師:國中數學科、國中體育科、高中國文科；代課教師:國中數學科。 

  （二）今日 8/13(二)辦理三招，招考科目:高中英文代理教師；高中化學、高中歷史、國中童軍代 

        課教師；預計下星期招考高中體育代課教師。 

  （三）108-1第一次行事曆會議預計於今日 9:00召開，第二次行事曆會議預計於 8/20召開。 

  （四）明日 8/14(三)中午召開高一新生編班會議。 

  學務處： 

  （一）訓育組 

     1.8/21國中部新生訓練、8/22、8/23高中部新生訓練，實施計畫簽核中，如附件。 

  （二）生輔組 

     1.8/27教職員防護團訓練。 

     2.依據本校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務會議通過本校學生後背書包可以背自己制式書包乙案，已 

       依據前開通過之提案修改辦法，簽核後公告實施，並更續辦理發函至服裝公會，預計於 109 

       學年度全面實施。 

  （三）衛生組 

     1. 學生返校打掃持續辦理中。 

  （四）活動組 

     1.辦理畢業紀念冊第三次招標案，已簽出。 

  （五）體育組 

     1.專項訓練本周訓練時間為上午 9：00至 11：00。 

  總務處： 

  （一）108學年高國中辦公室座位及電話分機表草案，如附件，請各處室主任協助確認。 

  （二）校務會議組織及運作要點修正草案如提案討論案由一，擬於本次會議及行政會議討論後，再 

        提期初校務會議議決後報府備查。 

  （三）本校校園場地開放管理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如案由二，擬於本次主任會議及行政會議討論後， 

        提期初校務會議議決後備查。 

  （四）8/27(二)13:00-17:00  與衛生組合辦美感環境教育研習--馬賽克拼貼工作坊/黃朱平老師。 

2 
108年度改善及充實教學環境

設備申請計畫 
總務處 999,074元 6/17送件巿府轉陳國教署。 

3 

基隆市 109年度市屬學校校

舍修繕與設備更新經費: 

暖暖高中網路機房改善工程 

圖書館 
850,000元

(暫定) 

審查委員口頭同意本案，

相關資料需依據公文或本

校 109年度本預算而定。 

4 關懷動物生命教育計畫 總務處 40,000 
與輔導處、學務處共同申

請，由總務處代表申請 

5 

109年度市屬學校校舍修繕與

設備更新經費：109年迎曦樓外

牆抿石子剝落整修工程 

總務處 50,033 

教育處同意，以年度結餘款

施作，已納入 109年度預算

內。 

6 
108 學年度學習區完全免試國

中提升學習品質計畫 
教務處 500,000 複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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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8/28(三) 8:00-10:00與衛生組合辦環境教育研習--暖暖社區營造與學校教育/楊秀巒、何 

       宜晏、劉建億講師 

  輔導處： 

  ※編寫 108-1學校行事曆 

  ※修訂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中。 

  ※準備國一及高一新生始業式相關報告資料。 

  （一）輔導組(邱詩婷組長) 

     1.準備 8/28(三)10:00~12:00教師性別平等知能研習。 

     2.召募認輔老師。 

     3.8/30~9/6高關懷學生篩選、各班導師提報認輔學生。 

     4.國中新生班級發放愛心早餐申請表，預計 9/5前回收。 

     5.8月份輔導工作成果填報。 

  （二）資料組(雷淑敏組長) 

     1.規劃 108學年度技藝教育學生帶隊老師輪值表。 

     2.8/30發放中一及中四新生基本資料調查表。 

     3.函送本校 108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實施計畫至主管機關，並請輔導主任參加 8月 20日審查會 

       議。 

  （三）特教組(蔡佩珊組長) 

     1.8/29-8/30準備資源班開課資料。 

     2.辦理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特殊教育專業團隊服務經費核結作業。 

  （四）國中專輔(尤瑞君老師) 

  （五）國中兼輔(王鳳儀老師) 

  圖書館： 

  （一）讀服組(林月清組長) 

     1.國一新生寫作營因颱風延期，將於 8/22進行發表，感謝閱讀社群教師及曉嵐組長的協助與執 

       行，以及授課教師林玉如主任、麗坤老師、惠菲老師的用心，讓活動順利圓滿。 

     2.準備新生訓練之圖書館利用教育課程。 

  （二）技服組(楊嘉雯組長) 

     1.進行圖書館公務統計報表填報。 

     2.準備開學志工招募相關事宜。 

     3.進行均質化經費結核相關事宜。 

     4.本校榮獲均質化推動方案全國優等的殊榮，基隆市高中職只有兩所得獎，另依所為基隆特教 

       學校榮獲佳作，感謝各處室同仁們長年的共同努力與付出，將擇期由校長出席領獎。 

  （三）資媒組(江曉嵐組長) 

     1.盤點並整理學校資訊設備。 

     2.資訊人員異動資料填報。 

  （四）高優暨前導計畫助理 

     1.完成優高計畫修正並上傳。 

     2.完成優高級前導計畫成果報告並上傳。 

     3.完成新計畫承辦人員相關表單填報。 



7 

 

     4.完成均質化資本門經費報府請款相關事宜。 

     5.準備進行優高及前導計畫經常門經費結核事宜。 

  會計室： 

  （一）截至 108 年 8 月 12 日應付代收款已撥入經費，請詳應付代收款明細表(如附件)，並請各 

        處室主任詳加檢視通知各承辦人儘速辦理核銷。 

  （一）依採購法第 73條之 1規定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於接到廠商提出請款單據後，15日內付款， 

       向上級機關申請核撥補助款者為 30日內付款，學校採購事項的請款程序，請各處室主任確實 

       督促各承辦人依規定期限辦理。 

  人事室： 

十、提案討論: 

  案由一：本校校務會議組織及運作要點修正(如附件)，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8.6.24臺教授國字第 1080054403號函修正。 

     （二）依教育部來函提供之範例，增列第七，修第（五）、（六）款，其後項次亦隨之更動，詳 

           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一、臨時動議: 

十二、主席結論及指裁示事項： 

十三、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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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校務會議及運作要點修正第七條文草案 

105.01.20校務會議訂定 

108.  .    校務會修正 

一、本要點依高級中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校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校園規劃及其他與校務相關之重大事項。 

（二）依法令或本於職權所訂定之各種重要章則。 

（三）教務、學生事務、總務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四）校內組織設立、變更及停辦事項。 

（五）其他依法令應經校務會議議決事項。 

三、本會議組織成員及其產生方式如下： 

（一）由本校校長、各單位主管、全體專任教師及職員、家長會代表三人及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二

人組成。 

（二）第一款家長會代表三人，由家長會會長及副會長擔任。 

（三）第一款學生代表，由票選之學生會會長及副會長擔任。 

四、本校本會議之召開方式，分為下列二類： 

（一）定期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召開日期列入學校行事曆，並於開會七日(含例假日)前公告；

召開日期變更時，應於開會十五日(含例假日)前公告。 

（二）臨時會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召開臨時會議： 

 1、本會議代表五分之一以上連署，以書面附具案由請求：校長應於十五日(含例假日)內召開，

並於開會七日(含例假日)前公告。 

2、學校教職員工三分之一以上連署，以書面附具案由請求：校長應於十五日(含例假日)內召開，

並於開會七日(含例假日)前公告。 

3、因天災、緊急事故或行政單位認有必要：得隨時召開之，並應通知本會議組織成員。 

五、本會議由校長召集並主持之；校長因故無法召集或主持時，由其職務代理人召集並主持之。 

六、本會議開會及議決方式如下： 

（一）應有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成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 

（二）成員以親自出席為原則；其有書面委託時，得由非成員之受託人代為出席，並有發言及表決權。 

（三）成員因故無法出席會議時，應有正當理由，並辦理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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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會議之提案方式如下： 

（一）校長交議。 

（二）各主管單位提案。 

（三）家長會或教師會提案。 

（四）本會議組織成員十五人以上連署提案。 

（五）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共同提案(如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僅一人者，本款得訂定為「經選舉 

      產生之學生代表，提案前經充分蒐集學生意見後，免經連署，逕行提案」)。 

（六）學生會及其他學生相關自治組織提案。 

（七）第四點第二款第一目或第二目之連署人提案。 

  前項提案，應於開會七日前，提交本會議承辦單位彙整。但第四點第二款第三目臨時會議之提案， 

  不在此限。 

八、本要點經本會議通過，並報基隆市政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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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校務會議組織及運作要點修正第七條修文草案修正對照表 108.08.13 

 

項

次 

修正條文 現有條文 說明 

1 七、本會議之提案方式如下： 

（一）校長交議。 

（二）各主管單位提案。 

（三）家長會或教師會提案。 

（四）本會議組織成員十五人以上連署提案。 

（五）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共同提案(如經

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僅一人者，本款

得訂定為「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

提案前經充分蒐集學生意見後，免經

連署，逕行提案」)。 

（六）學生會及其他學生相關自治組織提案。 

（七）第四點第二款第一目或第二目之連署人

提案。 

 前項提案，應於開會七日前，提交

本會議承辦單位彙整。但第四點第二

款第三目臨時會議之提案，不在此

限。 

 

七、本會議之提案方式如

下： 

（一）校長交議。 

（二）各主管單位提案。 

（三）家長會或教師會提

案。 

（四）本會議組織成員十五

人以上連署提案。 

（五）第四點第二款第一目

或第二目之連署人提案。 

前項提案，應於開會七日

前，提交本會議承辦單位彙

整。但第四點第二款第三目

臨時會議之提案，不在此

限。 

 

1.依據教育部

108.6.24臺教授國字

第 1080054403號函

修正。 

2.新增第(五)、(六)

款修文，其後項次順

序往隨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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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108 學年度新生輔導實施計畫 (草案) 

壹、  目的：  
一、協助 108學年度新生認識本校，以期迅速融入國中(或高中)生活，成為暖中人。 

二、促使班導師與 108學年度新生相互認識建立默契，並且選舉班級幹部。 

貳、 主辦單位：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參、 承辦單位：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學務處訓育組。 

肆、 協辦單位： 暖暖高級中學各處室、108學年度新生導師、康輔社、學生會。 

伍、 辦理日期：  
一、國中部：108年 8月 21日(星期三) 8:00~15:30 

二、高中部：108年 8月 22日(星期四) 8:00~16:00、8月 23日(星期五) 8:00~12:00 

陸、 辦理地點： 新生各班教室、迎曦樓廣場及本校校園。 

柒、  流程表： 國高中部各分如附件(一)、(二) 

捌、 工作分配表： 

職稱 人員 職掌 
備
註 

總督導 甘邵文  校長 負責督導統籌本計畫全盤事宜  

行政籌備組 

組長：學務主任 游佳雲 
組員：訓育組 李惠菲 
      佐理員 李祥綺 

1. 負責撰寫本計畫並統籌規劃本次活動計畫。 
2. 召開會議及工作分配、協調全盤事宜。 
3. 負責活動手冊之編撰，編輯各處室繳交的相

關資料。 
4. 負責規劃安排當日各項課程。 
5. 負責學生午餐之編配全盤事宜。 
6. 規畫活動場地配置。 
7. 活動經費核銷全盤事宜。 
8. 辦理服務學生敘獎事宜。 

 

課程設計組 

組長：學務主任 游佳雲 
組員：訓育組 李惠菲 

      試務組 陳美妤 
      實研組 黃添祈 
      衛生組 張陳平 
      輔導組 邱詩婷 
      資料組 雷淑敏 
      讀服組 林月清 

規劃並執行本次活動課程。  

編班組 

組長：教務主任 呂春森 
組員：註冊組長 顏妙真 
      試務組長 陳美妤 
      幹   事  何瓊玲 

      新生各班班導師 

1. 負責新生編班全盤事宜。 
2. 提供資料協助學務處幹事製作點名單 
3. 提供資料協助新生導師製作通訊錄。 

 

管理組 

組長：學務處主任游佳雲 
組員：生輔組 潘柏翰 
      幹  事 余麗鈴 

      新生各班班導師 

1. 負責學生集合管理及秩序事宜。 
2. 負責學生生活常規宣達及管理事宜。 
3. 負責製作點名單及簡易通訊錄，供新生導師掌
握並聯繫學生。 

 

衛生組 組長：學務處主任游佳雲 1. 負責活動期間環境整理及垃圾清理全盤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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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衛生組 張陳平 2. 負責規劃、執行資源回收教學全盤事宜。 

醫護組 
組長：學務處主任游佳雲 
組員：校護 鍾月桃 

新生輔導期間所有意外傷害事件之處理及送醫。  

 

攝影組 

組長：學務處主任游佳雲
組員：訓育組 李惠菲 
      佐理員 李祥綺 

新生輔導期間各項課程攝影記錄。  

總務庶務組 

組長：總務主任 林玉如 

組員：庶務組長 廖文忠 

      出納組長 蔡幸容 

      財管幹事 林月嬌 

      工友 朱嘉琳小姐 

1. 負責新生教室講桌、講臺、課桌椅設置事宜。 
2. 預留迎曦樓廣場供當日活動使用。 
3. 活動相關物品購置、出納。 

 

會計組 
組長：會計主任 余美華 
組員：佐理員 林逸青 

活動經費支出、核銷事宜  

玖、 特別規定： 

一、新生輔導期間一律穿著本校夏季制服並攜帶本校書包。 

二、請攜帶文具、水杯(壺)、環保餐具及便當費 80元。 

三、新生因故不能參加新生輔導時，家長應親自以電話、書面或親臨本校向學務處生輔組請假，經

准假後得免參加，俟開學後另補行之。 

四、無故不到校、來校後擅自不到課或中途無故離校者，依校規處理。  

五、各年級轉學生須隨新生參加校內輔導，管理要求與 108學年度新生同。 

六、新生輔導期間，各組工作同仁如遇職務更換，則原分配之工作任務由新任同仁接手執行，原任

同仁需交接清楚。 

七、新生輔導期間，如遇人力不可抗拒之天災、人禍，得由承辦單位另訂日期公告於本校網頁，並

經校長核可後實行。 

壹拾、 活動經費：由學務處活動費項下支應，經費概算表如下。 

品  名 數  量 單  位 單  價 總  價 備註 

場佈費 1 式 1,000 1,000  

文具費 1 式 900 1,000  

便當費 120 個 80 9600 共計三天 

雜支 1 式 500 500  

合  計 12,100  

壹拾壹、 本計畫經陳校長通過後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