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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2 次主任會議紀錄 

 

一、時間：109 年 9 月 8 日上午 8 時 15 分 

二、地點：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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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幸容 

五、主持人致詞：略 

六、確認前次會議記錄（109.09.04 已 email 寄至各主任及組長公務信箱）： 
七、上次會議案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109.09.01-109 上第 2 次行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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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9/4 為高二、三模擬考時間，請加強宣導

考試時間慎用廣播，勿影響考試進行。 
教務處：遵示辦理 

  2 
自主學習、特色及選修等課程，學生須跑班

上課者，請教務處加強巡堂。 
教務處：遵示辦理 

  3 
早自習、午餐時間及上課期間，請學務處加

強巡堂。 
學務處：遵示辦理 

  4 
有鑑於新竹風箏節捲人事件，請各處室辦理

活動時，加強安全教育之宣導。 

教務處：遵示辦理 

學務處：辦活動加強宣導 

圖書館：遵照辦理 

輔導處：遵示辦理 

總務處：遵示辦理 

  5 

請承辦人每日查看公文系統及教育處公務

填報，若有緊急填報案件，須立即電話通知

承辦人。 

教務處：遵示辦理 

學務處：遵示辦理 

圖書館：遵照辦理 

輔導處：遵示辦理 

總務處：遵示辦理 

八、專案計畫列管:  

108 年度 1-7 月已核定專案計畫執行情形(請業務單位確認是否解除列管) 

項次 
計畫名稱 

負責

處室 
總經費 執行期限 執行情形 

  1 

108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前導學校計

畫 

圖書

館 

前導計畫申

請金額

1,260,000 元 

109/07/31 第一期金額：594,720 元，

款項已撥入              

第二期金額：32 萬 8 仟 8

佰 6 拾元，款項已撥入    

第三期金額：33 萬 6 仟 4

佰 2 拾元，款項已撥入    

總執行率：90%        

9/8 送支票至教育處結核。 

 2 109年度市屬學校校舍修繕 總務 500,000 元 
 

已完成驗收，辦理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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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設備更新經費：109 年迎

曦樓外牆抿石子剝落整修

工程 

處 中 

  3 三期校舍改建工程 
總務

處  
109/12/31 

1.8/4 六奕債權認定問題

開庭。市府給予律師支

援，9/25 第二次開庭。 

2.待補待修部分催請建

築師提供雜項工程施工

分析表電子檔，成立預

算書圖，逕行發包補正

後，剩餘款辦理結繳。  

  4 三期公共藝術 
總務

處 
1,454,240元 

109/12/

31 

1.訂於 9/3(四)上午 11-12

時至台中霧峰召開公共

藝術期中勘驗會議      

2.辦理第二期款申請撥

款作業 

  5 
109 高中資本門-仰學樓防

水防漏工程 

總務

處 
1,900,000元 

109/12/

31 

施工中 

  6 109年度永續校園循環計畫 
總務

處 
150,000 元 

109/12/

31 

1.請學務處盤整處室內

與永續校園指標可搭配

之活動，並依表格式填

回總務處，同時請各處

室再審視本學年度是否

有增刪活動。 

2.已完成與學務處共同

辦理教師環境教育研習 

3.持續辦理中    

  7 

(1)108 年度前瞻計畫

(4.5.1+4.5.3 網路光纖工程

及網路環境優化) 

圖書

館 

1,690,050元 

109/12/

31 

(1)已完工，9/15 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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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000 元 (2)9/10 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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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項已撥入，規劃並

執行中。 

(4)108 年度前瞻計畫(資訊

機房改善) 
300,000 元 

(4)本案教育部已列管，

請務必於 9/15 前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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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數位化創新教學示範學

校 
1,200,000 元 

(5)經常門部分已製據送

府，資本門部分規畫採

購中，預計本週送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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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31 

總：目前進度已經訂約

(7/9) ，60 日曆天，目前

正進行施作。 

9 學校社區共讀站 
圖書

館 
2,500,000 元 

 

總：迎曦樓鐵捲門經現

場勘查後，不銹鋼材質

較不符實際需求，日前

依第二次列管會議教育

部說明事項，完成簽准

辦理材質調整為鋁合

金。現刻正成立預算書

圖，簽請辦理招標作

業。 

圖：B 案訂於 9/10 招標。 

   C 案 1-3 共契辦理，

已依圖書館訂單下訂。

4-5 因超過 10 萬元，簽

准以限制現招標中，完

成再下訂。 

本案教育處已列管，請

務必於 9/15 前決標完

成。 

 10 

109年本府所屬學校教學區

域燈具全面汰換為 LED 燈

計畫 

總務

處 
1,074,537 元 109/8/21 

總：已完成核對數量，

廠商函報竣工後辦理驗

收作業。 

 11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電

力系統改善計畫 

總務

處   

1.8/20 相關單位已完成

蒞校勘查盤點事宜。 

2.目前最新消息為教育

處承辦人通知：因為其

他縣市有先跑的!但中央

不滿意，因此為了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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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狀況!原訂 9/21要

交圖的期程暫緩，等國

教署文件下來後，依其

要求設計規劃。 

 12 109 學年高中優質化計畫 
教務

處 
230 萬 

 

計畫通過，修改計畫

中。 

 13 
109 年高中完全免試挹注計

畫 

圖書

館 
250 萬 

 

計畫通過，已收到核定

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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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通過。 

109 學年新計畫申請情形（請將準備或已在申請中的計畫填列於下） 

九、各處室報告: 

教務處： 

（一）教學組 

1. 已於 9/5(六)完成語文市賽，感謝國文科老師的指導及吳采璇老師協助接送。 

2. 已於 9/7(一)發放已圈兼代課的課表，並於今日發放辦公室小課表以供老師查詢。 

3. 預計於 9/8(二)前收齊高國中教學計畫。 

4. 國中英語科希望星期五晨讀時間可和英語雜誌英聽對開。 

（二）實研組 

1. 9/14(一)開始進行第八節輔導課。 

2. 本周一、三、四中午 12:30 召開國高中夜讀協調會，高三希望夜讀到晚上 8:30。 

3. 國語文市賽名次及指導老師如下，感謝國文科老師的指導 

604 劉昱賢  榮獲高中國語演說第四名          指導老師：江曉昀老師 

504 李育任  榮獲高中閩南語情境式演說第一名    指導老師：劉美玉老師 

303 吳欣欣  榮獲國中閩南語情境式演說第一名    指導老師：劉美玉老師 

 504 林宜萱  榮獲高中作文第三名              指導老師：金毓翎老師 

（三）註冊組 

1. 9/7~9/11 國中部補考，16:00~17:00 於圖書館閱覽區舉行。 

（四）試務組 

1. 本周將會發放 9/24(四)市府獎學金頒獎典禮工作流程。 

（五）設備組 

1. 9/14(一)下午 1 時觸控電視研習。 

學務處： 

＊學務處有組各年級導師 LINE 通訊群組，歡迎各位到師加入，未加入者可以與學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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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10 年校舍改善與設備更新經

費需求 
總務處 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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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同仁連繫協助加入，如果不方便加入的同仁，請要留意您的公務信箱，學務處各 

 項資料會透過公務信箱傳達給您，以利學校業務推動。 

＊導師會報要推動無紙開會運動，當周星期一上午 10：00 前截稿，校長簽核後，佐理 

 員李祥綺先生會通知導師開會時間，即可望雲端看本次導師會報議程，以利會議進 

 行。 

（一）生輔組 

1. 夜間巡堂於輔導課開始始實施，請各位導師協助宣導倘需夜間留校的同學需於每日 15：00 

前完成留校申請單，使得夜間留校至 20：00，未申請者考量安全問題請一律於 18：00 前 

離開學校返家。 

2. 交通問卷於上週發放，未填寫問卷同學請導師協助督促填寫。 

3. 9/9 遠道證申請截止。 

4. 9/16 早自習高中部防災預演，9/17 早自習國中部防災預演，9/18 全校防災預演，9/21 上午 

9：21 正式預演。 

5. 9/18 第四節高中部防災演練，請消防局協助辦理。國中部第七節班會課餘教室討論防災演 

練主題。 

6. 請國中部導師協助上放學刷樂學卡，學務處在朝會時也會加強宣導。 

（二）訓育組 

1. 班級經營計畫：檔案已於上週五（9 月 4 日）寄到導師公務信箱，敬請撥冗書寫 

並於下週五(9/11)前回復至李祥綺先生信箱(nnsh34@nnjh.kl.edu.tw)，感謝老師們的 

辛勞~~~~ 

2. 教育儲蓄戶：申請表檔案已於上週五（9 月 4 日）寄到導師公務信箱，各班有需要 

申請教育儲蓄戶經費者 ，請於下週五(9/11)前繳交申請表，俾利列入審查議程。 

3. 教室佈置：實施計畫奉核後發放各班，預計於 9 月 19 日家長日進行評分。 

4. 戶外教育： 

（1）中三履勘：於本月 10 日履勘後確認細節後，陳核實施計畫。 

（2）中一籌備會：預計於本月 16 日星期三中午召開。 

（3）中四籌備會：預計於本月 21 日星期一中午召開。 

5. 幹部訓練：實施計畫奉核後發放各班，預計於本月 11 日星期五午休時間辦理。 

6. 週記抽查：依行事曆於 12 月 31 日星期四辦理，循往例中四、中五抽查 6 篇，中六 

抽查 5 篇。 

7. 敬師活動：目前正積極規劃辦理教師節慶祝活動，預計於本月 9 月 25 至 28 日實施。 

（三）社團活動組 

1. 中三、中六畢冊編輯課程共 5 次，時間如下： 

 

 時間 

1 09 月 11 日(五)11:00~12:00 

2 10 月 19 日(一)12:15~13:05 

3 10 月 29 日(四)12:15~13:05 

4 11 月 11 日(三)12:15~13:05 

5 11 月 26 日(四)12:15~13:05 

mailto:nnsh34@nnjh.k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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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30(三)拍攝團照、個人生活照及沙龍照，時間如下 

 

3. 近期進行國高中社團選填作業，感謝導師的協助與配合。 

4. 中三、中六畢冊拍攝及編輯作業已開始進行，感謝導師的協助與配合。 

（四）衛生組 

1. 本校 109 學年度健康促進主題為性教育，相關活動規劃中。 

2. 本校教職員環境教育研習時數(109.8.27 8~10 點)已於三個網站分別登錄、核發(教師在職 

  進修網、教育部綠色學校夥伴網路、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 

3. 109 年度本校環境知識挑戰擂台賽市賽選手徵募中(目前已報名 4 人)。 

4.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生活競賽自本週一起實施。 

（五）體育組 

1. 體育班夜讀及假日加強課程於 9/14 開始實施。 

2. 中二、中五游泳教學將 9/14 開始實施，注意事項及各班上課時間已發放各班，協請中二 

  、中五導師提醒學生泳具添購及更新。 

3. 橄欖球隊 9/14 開始晨間訓練，實施時間為星期一至五(星期四除外)早上 0700-0740。 

4. 體育班團隊預計 9/17(四)訓練結束後進行中秋聯誼餐會，凝聚體育團隊，歡迎師長參加， 

  在訓練之餘給予學生加油打氣。 

總務處： 

1. 準備 109 學年度本校家長會改選事宜。 

2. 規劃操場四周整草事宜。 

輔導處： 

(一）輔導組 

1. 愛心早餐申請單及四格漫畫比賽作品回收中。 

2. 教師節感謝明信片將於本日發放至中一、中四輔導股長，預計於 9/11(五)幹訓當天回收。 

3. 9/19 家長日活動預計於本週五發放家長邀請函。 

 (二）資料組 

1. 9/9 中午 12:35 為中三技藝班開訓典禮。 

2. 9/15 中三技藝班開始前往高職端上課。 

（三）特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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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安置進行中。 

圖書館： 

（一） 讀服組 

1. 新生贈書活動: 響應教育部國教署新生閱讀教育推廣計畫， 基隆市政府贈送國一新 

     生每人一本新書，圖書館搭配第一次晨讀時間，將於 9/18(五)早自習，至中一各班教 

     室進行贈書活動(書籍將儘量平均各類型圖書於各班)。 

2. 國資圖借書證:鼓勵師生培養數位閱讀應用能力，讀服組協助辦理國家公共圖書館數位 

     圖書證，需要數位借書證的教職同仁，歡迎於 9/10 洽讀服組登記。 

3. 高中部心得比賽:協請高中國文領域協助推廣及評選。 

（二） 技服組 

1. 高二自主學習計畫訂於 9/9 繳交，因新政策學校自主學習系統網頁不對外開放，圖書館 

     於中午及第八節時間開放 3F 電腦教室至 9/9，提供孩子們完成作業。 

2. 準備開學志工招募相關事宜 9/9 中午 12:00 報名截止;9/10  中午 12:30  甄選; 9/11 公 

     布錄取名單 ;9/14-9/18 中午午休志工培訓,惠請各位老師多多推薦並指教。 

3. 圖書館近期新進大量新書，歡迎興趣的老師與班級前來借閱，開館時間於 9/14。 

4. 目前高中部四樓與三樓有設漂書站，歡迎有興趣的老師與班級可自行領取。 

5. 請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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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負責人將期末成 

     果報告表儘快寄回技服組統整。 

（三） 資媒組 

1. 本週配合市網中心進行資安通報演練，已於昨日完成。 

2. 前瞻計畫陸續進行中。 

會計室： 

人事室：本校公務人員 109 年 5 至 8 月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請主任於 109 年 9 月 18 日前密送 

         本校人事室。 

十、提案討論:    

十一、臨時動議: 

十二、主席結論及指裁示事項： 

徵詢事項 

（一） 教務處徵詢事項：國中英語科希望星期五晨讀時間可和英語雜誌英聽對開。 

主席裁示：每週五除二次全校性晨讀外，其餘週五皆為班級晨讀由導師運用，若要 

晨讀與英語雜誌英聽對開，請先列出行事曆再與國中班級導師和讀服組協調。 

（二） 教務處徵詢學生夜讀時間可否讀至 20:30 再離校 

主席裁示：囿限於警衛下班時間至 20:30，請留校夜讀高中部學生 20:20 開始收書包 

，20:30 準時離開校園；至國中部學生則維持留校夜讀到 20:00 須離開校園。 

指裁示事項 

（一） 教育處來文要精簡訪視，學校今年有三項訪視，教務處二項輔導處一項；其中一項是 

      公開觀課訪視，請教務處提早因應作好準備。 

（二） 遠道證不應一成不變，請學務處盡快完成學生上下學交通情形調查及統計，再視學生 

       狀態檢討遠道證核發。 

（三） 樂學卡上下學刷卡，請學務處除加強宣導外，同時派人員每日查看刷卡資料並提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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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導師學生刷卡狀況。 

（四） 9 月 19 日召開家長會前，請完成各班級學生家長職業調查。 

十三、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