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1次主任會議紀錄 

一、時間：110年 1月 12日上午 8時 15分 

二、地點：仰學 4樓圖書館閱覽區 

三、主持人：校長甘邵文 

四、出（列）席人員：如後附簽到表                                                            記錄：蔡幸容  

五、主持人致詞：略 

六、確認前次會議紀錄（110.1.6已 email寄至各處室主任、組長及級導師公務信箱)： 

七、上次會議結論及指裁示事項：無 

八、專案計畫列管 

● 108年度-109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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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期校舍改建工程 總務處  109/12/31 1.缺失改善相關工

程施作及規劃中。 

2.12/04第三次開

庭結束，準備

1/14開庭。 

2 109年度永續校園循

環計畫 

總務處 150,000元 109/12/31 已核結，成果報告

書待送。 

3 (2)108年度前瞻計

畫(4.5.2強化數位教

學暨學習資訊應用

環境計畫) 

圖書館 1,098,000

元 

 (2)已驗收完畢，

經常門結核中。 

(3)108年度前瞻計

畫(強化數位教學及

應用學習課程研推

實施計畫) 

121,992元  (3)待結核，預計

繳回結餘款 4628

元，計畫執行率

99%。 

(4)108年度前瞻計

畫(資訊機房改善) 

300,000元  (4)已驗收，結核

中。 

(5)數位化創新教學

示範學校 

1,200,000

元 

 (5)待結核，預計

繳回結餘款 9688

元，經常門執行率

98%，資本門驗收

結核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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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850,000元 109/12/31 圖：已請款。 



善工程 

5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電力系統改善

計畫  

總務處 新設冷氣電

力系統暫列

經費
1,100,000

元/既設電

力系統改善

暫列經費
1,500,000

元/ 

本次核定補

助項目及經

費：設計監

造費與圖說

繪製費合計

335,078元 

 以群為單位辦理，

本校屬第二群，群

主為暖暖國小。目

前正辦理設計監造

廠商簽約事宜 

6 109-1高中優質化計

畫 

教務處 經常門 70

萬 

資本門 60

萬 

 資本門已入帳，核

銷中 

7 109年高中完全免試 

挹注計畫 

圖書館 250萬  1.1/7至市府辦理

資本門保留。 

2.資本門 ABC案

已完成驗收。 

8 109學年度學習區完

全免試國中提升學

習品質計畫 

教務處 50萬  上學期 15萬 

 

● 109年度-110年度新計畫申請情形(請將準備或已在申請中的計畫填列於下) 

項次 計畫名稱 負責單位 申請經費 執行情形 

1 109年校園設置太陽光電 

發電設備標租 

總務處 待確定 本校未列入光電協會勘

查後之辦理學校。本校

已將提先前請廠商規劃

之資料另案申請。 

2 110年校舍改善與設備更 

新經費需求 

1.廁所恆壓加壓馬達改善工程

總務處 待核定 函送經費申請表及概算

表 



計新台幣 98萬 2,821元整 

2.童軍教學場地修復工程計新

台幣 35萬 8,061元整 

3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辦理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體育班學生學習輔

導措施計畫 

學務處 待核定

(申請金

額 20萬) 

函送經費申請表及概算

表 

4 110基隆市童軍會辦理推動身

心障礙者暨自強童軍融合體驗

營 

學務處 待核定 函送經費申請表及概算

表 

5 基隆市暖暖高中 109年度風雨

操場興建工程 

學務處 待核定

(申請金

額
18,640,64

9萬) 

函送經費申請表及概算

表 

6 109學年度學習區完全免試國

中提升學習品質計畫 

教務處 35萬 製據中 

 

九、各處室報告： 

❖ 教務處 

(一)教學組 

1. 於 1/12(二)前發放寒假補救及寒假課輔課表。 

2. 已於 1/8午休召開寒假補救會議，1/13(三)前發放寒假補救同意書。 

3. 1/12收齊中一、中二、中四及中五動態語文競賽報名表，將於 1/15( 

五)前發放及公告朗讀稿，感謝國文領域的協助。 

4. 1/18(一)13:30～14:30為英文補救增置教師輔導會議，感謝國中英文 

領域的參與。 

5. 1/18(一)印製寒假學生行事曆，預計於 1/19(二)發放各班。 

           (二)實研組 

1. 1/13下午 13:00校訂必修分享及討論 

2. 第三屆海洋人文科技研究計畫課程，目前有 29人申請參加。 

(三)註冊組（略） 

(四) 試務組 

1. 認知考考科補考已公告，部分科目將於學期結束前由任課老師自行補

考。 

2. 本學期課程學習成果第二梯次上傳截止日:1/25(一) 

3. 1/14下午 2:00學習歷程檔案研習  

(五)設備組 



                1.1/26-28中興微生物營有 42人報名。 

❖ 學務處 

(一)生輔組 

1. 生輔組於簽核學生請假假卡時發現，依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 25條規定 

學生曠課及事假之缺課節數合計達該科目全學期總修習節數三分之一 

者，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零分計算。故本校學生請假規定訂定請假 

類別為公、事、病、生理、喪及其他。然現行規定中有病假補辦請假 

手續，需持家長或監護人之證明文件之規定，恐有病假各家長標準不 

一致學習評量不公。建議討論是否修正該條規定，凡請病假者均需持 

就醫證明，若無證明者以事假登錄。(緣於執行業務時發現少數家長 

對學生要求請假毫無標準，致生可能造成成績評量不公之情事，例每 

週病假 2日 18週為 36日，每學期概估為 100日其比例極有可能超過⅓

之標準。) 

2. 生輔組預於市府來函後發放學生寒假生活需知。 

(二)訓育組（檢附休業式流程） 

             1. 本學期業務回顧 

 (1)開學典禮。 

 (2)新生訓練及學生手冊修訂發放。 

 (3)中一、中三、中四戶外教育。 

 (4)成年禮活動。 

 (5)上學期班級幹部訓練 。 

 (6)上學期教室佈置競賽。 

 (7)敬師系列活動。 

 (8)109學年度王修基金會獎助申請及發放（依年度一次申請）。 

 (9)下學期教育儲蓄戶審查及補助發放 

 (10)下學期週記聯絡簿抽查。 

 (11)休業式。 

      2. 寒假及下學期預訂辦理事項：  

 (1)始業式。 

 (2)中五戶外教育。 

 (3)中四模擬法庭。 

 (4)人權教育講座。 

 (5)品德教育講座。 

 (6)法治教育講座。 

 (7)畢業典禮。 

 (8)校慶園遊會人權教育講座。 

 (9)下學期教育儲蓄戶審查及補助發放。 

 (10)下學期班級幹部訓練。 

 (11)下學期教室佈置競賽。 



 (12)班級代表大會。 

 (13)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 

 (14)服務學習時數系統資料確認。 

 (15)租稅教育宣導。 

 (16)下學期週記聯絡簿抽查。 

 (17)下學期教室佈置競賽。 

 (18)結業式。 

(三)社團活動組 

1. 「109學年度基隆市立暖暖高中及鄰近國中特色社團發表會」，報名 

截止至 01/13(三)，目前僅武崙國中熱舞社及話劇社報名參加展演。 

                  2.武崙話劇社演出需耳麥 8支，目前尚無法提供設備，需協請總務處協助 

         跟耀武館音響廠商購置。 

(四)衛生組 

1. 期末大掃除將至，請教職同仁及班級學生整理需回收物品或書籍。 

2. 物件較少可平日打掃時間送來，值勤班級會協助處理。若是數量多且 

重，1/20中午 12:30請學生裝紙箱搬來回收室，直接搬上回收車。請勿 

直接堆放在回收室外，若需要紙箱，可來回收室取用。感謝您。 

(五)體育組 

1. 原訂 109年 12月 17-25日運動會賽事，因受天候影響時間調整為 110年 

1月 18日(一)及 20日(三)補賽，相關期程如下: 

                 節次 

日期 
第三節 第四節 

110年 1月 18日星期一 國中部個人賽事 

(80公尺、200公尺、800公尺) 

高中部個人賽事 

(80公尺、200公尺、800公尺) 

110年 1月 20日星期三  國、高中部大隊接力 

         備註： 

1.  因時間較為緊湊，個人賽事採計時決賽，不另舉行預賽。 

2.  高三因逢大學學測，故可不參賽。 

3.  如遇雨天，則所有賽事取消辦理。 

❖ 總務處 

1. 1月 20日下午召開校務會議，會議資料簽核後將先行發予同仁們參閱。 

2. 1月 14日上午 10-12辦理教職員工防災研習。 

❖ 輔導處 

(一)輔導組 

1. 109-1家訪紀錄表回收中。 

2. 心理師入校服務期末結案中。 

3. 認輔紀錄表收回中。 

(二)資料組 



1. 1/12將召開期末生涯發展教育工作會議 。 

2. 1/18國中部生涯發展手冊收回檢核。 

3. 技藝競賽共 6人報名，廚藝製作 4名；動力機械 1名；急性照護 1名 

4. 本週特殊選才榜單:602連樺宇錄取靜宜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 

         (三)特教組 

1. 進行國中生適性輔導安置報名作業，到 1/18號截止。 

❖ 圖書館 

(一)讀服組 

1. 暖暖高中社區共讀站開放實施原則 經第 11次行政會報通過，已報府核

定。 

2. 110年 1月 16日共讀站剪綵事宜進行中。 

3.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社區共讀站志工管理辦法，提請討論。 

4. 活動規劃： 

 1) 本校圖推教師培訓，研議下學期閱讀活動規劃，目前擬辦印度之旅與作   

     家有約及互動式元氣王課程。 

2)  讀報社群將於期末選出 25位中二學生於 110/01/22 (五)半日參訪國語日報 

     社參訪，名單最後確認中。 

3)  社群教師課程及教師擬定完成： 

 中一/每週五第四節：閱讀策略(妙真)、元氣王(麗坤) 、長文閱讀(詩

婷)。 

 中二/每週三第五節：探究實作(妙真、曉嵐、欣怡) 

   4)  109-2高中部心得比賽校內初賽，已完成報名。 

   5)  109-2高中部小論文比賽辦法簽准，報名 110/1/8截止，將於 1月 18日中  

        午 12:30召開格式說明會。 

   6)  國中部閱讀心得成績出爐，已頒獎狀及獎金 

   7)  回收國高中班級書箱並敘獎。                   

 (二)技服組 

1. 1/25籌備並辦理 2021全國創遊微翻轉遊戲式學習嘉年華遊戲設計。 

2. 原定 1/27創意發想與設計思考思考講座改至 2/01辦理。 

             (三)資媒組 

1. 教育處另有補助 5台行政電腦主機給本校。由於行政辦公室上次已經更

換過一些電腦，若此次行政辦公室的電腦需汰換數少，會考慮更換導師

辦公室的。預計會先去盤點各辦公室的電腦，再優先汰換作業系統及年

限過舊的電腦。 

2. 目前陸續進行前瞻計畫各案的核結及剩餘款繳回作業。 

 

❖ 會計室：（略） 

❖ 人事室：（略） 

十、提案討論： 



提案 1.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社區共讀站志工管理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1:配合本校社區共讀站成立，擬定暖暖高級中學社區共讀站志工管理辦法，提 

          請討論。 

決議 1:修正後通過。 

提案 2.建議本校學生到校時間修改為 7:40，如說明，請討論。 

說明 2：(一)本校位於山上，公車無法到達，建議給予學生上學緩衝時間。 

       (二)目前基北區高中到校時間均為 7:50、基隆市國中到校時間也為 7:50(如 

  銘傳國中，第一節課為 8:20)；本校第一節課為 8:10，故建議到校時間 

  由 7:30延至 7:40。 

       (三)各班實際到校時間，可由各導師班級經營適度調整提前(如 7:30到校打 

             掃)。 

       (四)家長接送或乘坐計程車維持 7:00前和 7:30後。 

    決議 2:不通過。 

十一、臨時動議：無 

十二、主席結論及指裁示事項：無 

十三、散會 

 

 

 

 

 

 

 

 

 

 

 

附件 

基隆市立暖暖高中 110年 1月 20日(三)休業式當日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辦理單位 備註 

08:10~09:00 正常上課 教務處 

任課老師 

 

09:10~11:00 大掃除 學務處 資源回收待廣播



任課老師 通知 

11:10~12:00 大隊接力 體育組  

衛生組 衛生組檢查，未

通過班級中午進

行複檢。 

12:00~12:50 午餐及午休   

13:00~13:05 集合 

(地點:耀武館) 

學務處 背書包集合 

確實關妥教室門

窗及水電(打掃檢

查未通過班級不

背書包) 

13:05~14:00 休業典禮 

(地點:耀武館) 

學務處 請全校師生參與

典禮 

打掃檢查未通過

者需留校再打掃 

14:00~16:00 期末校務會議 

16:00 期末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