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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3 次主任會議紀錄 

 

一、時間：109 年 9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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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9.18 已 email 寄至各主任、組長及級導師公務信箱）： 
七、上次會議案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109.09.15-109 上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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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高中部學生留校夜讀，放學時間請再 

跟保全公司警衛先生作確認。 

總務處：已再與保全說明時間管理。但仍需

要輪值老師協助學生準時離校。 

  2 

國、高中部各項獎學金申請，請業務單位掌 

握學生名單，並請級導師協助轉知各班導師轉 

達獎學金申請訊息。 

教務處：遵照辦理 

  3 

9/24 優秀國中畢業生升學市立高中頒獎典 

禮，高一 64 位受獎生請告知班級導師，請 

教務處盡快列出受獎生名單交班級導師，公 

假名單也請盡速發放以利班級任課教師因 

應，另國二、國三觀禮學生，請提早通知任 

課教師。 

教務處：遵照辦理 

學務處： 國中部學生集會暫停一次以利觀禮活
動進行 

  4 

圖書館第一次晨讀時間(09/18)與國家防災日 

地震避難掩護全校預演撞期，請圖書館晨讀 

延後，另行安排時間。 

圖書館：預定於 9/25 開始晨讀，並進行中一新

生贈書活動。 

  5 

轉達 9/14 校園長會議，教育處發布幾項重要

政策： 

1. 課程科：確實執行公開觀課 2.0，備、 

           觀、議課三者完全且表單已 

           設計出來。 

2. 智慧教育 3 年計畫：請教務處加強推

動國、高中部參與基優盃 Steam 比賽 

   ，另市長宣布今年度會更換行政用電 

腦，請資媒組注意此項訊息，全面更 

新行政用電腦。 

3. 學力提升計畫：教育處主推減 C 增

教務處：遵照辦理 

學務處：遵照辦理 

輔導處：遵示辦理 

圖書館：遵照辦理 

總務處：電力系統改善及電費補助仍依補助上

級機關作業流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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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為市長每月列管計畫。 

4. 國際教育三年計畫： 

A. 強化高中第二外語課程，第一年

在四所完全中學強力推動模擬

聯合國。 

B. 國中部推沉浸式教學及校園英

語主播。 

C. 高中部英語閱讀心得比賽，請讀

服組與英語科協調推動辦理校

內初賽，以利培訓競賽選手。 

D. 國教輔導團未來會推動國高、中

部全英語教學。 

5. 國教科：市府未來會補助學校每年 5-6 

          月及 9-10 月份電費，請總務 

          處、會計室詢問電費補助可 

          能。 

6. 終身科：圖書館主責單位已由課程科 

           改為終身科，推閱讀素養跟 

           數位閱讀。 

7. 體健科：請學務處留意三年體育發展 

           計畫。 

8. 特教科：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及友 

           善校園。 

  6 

請各單位業務承辦人及處室主任每日固定 

時間登入公文系統，查看並辦理公文，校長 

看文時間中午為 12：00 跟下午 15：00，若 

有緊急公文可用電話聯繫。 

教務處：遵照辦理 

學務處：遵照辦理 

輔導處：遵示辦理 

圖書館：遵照辦理 

總務處：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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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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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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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解除列管。 

  2 三期校舍改建工程 
總務

處  
109/12/31 

1. 第二次開庭延至 10 月

初。 

2. 修正改善部分工程已發

包，剩餘款辦理結繳。  

  3 三期公共藝術 
總務

處 
1,454,240元 

109/12/

31 

施作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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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09年度永續校園循環計畫 
總務

處 
150,000 元 

109/12/

31 

持續辦理中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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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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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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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 招標，已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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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已送簽辦理

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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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 

 8 學校社區共讀站 圖書 2,500,000 元 
 

總：A 案第一項 9/24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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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標；第二項小額採購辦

理。 

圖：B 案於 9/10 招標，第

一次流標，9/25 第二次招

標。 

        C 案 1-3 共契辦理，已

依圖書館訂單下訂。 

本案教育處已列管，請

務必於 9/30 前決標完

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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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函報竣工後辦

理驗收作業。 

 10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電

力系統改善計畫 

總務

處 
684 萬 

 

俟國教署及教育處指示後

辦理。 

 11 109 學年高中優質化計畫 
教務

處 
230 萬 

 
計畫通過，修改計畫中。 

 12 
109 年高中完全免試挹注計

畫 

圖書

館 
250 萬 

 

1. 計畫通過，已收到核定

文。 

2. 資本門採購案，已送簽

成立預算書圖中。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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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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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各處室報告: 

教務處： 

（一）教學組 

1.  已發放 9/24(四)8:00～10:00「109 學年度基隆市政府獎勵優秀國中畢業生升學市立高中入學獎 

   學金」頒獎典禮課務通知，中二及中三同學觀禮，請任課老師至耀武館 2F 指導。 

2.  將於 9/30 前上網填報暑期學習扶弱教學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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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與教育處承辦人洽詢，表

示 110 年預算尚未審議，審

議完成後再俟全市需求統籌

規劃。預定將本案提列高中

資本門計畫爭取。 



5 
 

3.  全國語文競賽將於 11/28～11/30 舉行，地點為南投，詳細流程待公文後通知，目前為報名階段 

   ，將於 9/26 前完成報名。 

4.  將於 9/30 前收齊國中部各領域公開觀課登記表。 

（二）實研組 

1.  9/21 開始高中部晚自習高一、高二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四，地點為圖書閱覽區，再請各輪值同 

   仁於巡校園時，協助看一下晚自習狀況。夜讀名單已送至學務處，再協請學務處協助放於夜間 

   輪值資料夾，謝謝。 

2.  9/21 開始高三晚自習星期一至星期四開 2 個班，地點為 602 班及 603 班教室；星期五開 1 個班 

   ，地點為 604 班教室。夜讀名單已送至學務處，再協請學務處協助放於夜間輪值資料夾，謝謝 

   。 

3.  高一、高二晚自習為 9/21-1/13；高三晚自習為 9/21-1/19。 

4.  9/26(六)12：30-17：00 為校內遠哲競賽初賽。 

5.  9/26(六)並無第八節輔導課。 

（三）註冊組 

1. 中一中四學生證已完成發放，中一新生樂學卡將由教育處統一發放，目前尚未發放至本校。 

2. 王品圓夢，慈濟，靈鷲山 獎學金申請中，請導師協助有需要之學生積極申請。 

（四）試務組 

1. 高一新生頒獎典禮將於 9/24(四)8:00-10:00 舉行，高一共有 64 位新生、13 位家長參加頒獎典 

    禮。 

2. 當天國二、國三學生觀禮，請任課老師隨班指導。 

3. 學習歷程檔案-課程學習成果、多元學習表現尚未勾選之清單已發送至各班，如有尚未勾選 

    至上限之學生，請務必確認是否要再進行勾選，並於期限(9/22)內補勾選。 

（五）設備組 

1. 近日有班級利用班上電腦主機連接觸控電視時，因頻繁插拔導致轉接頭損壞，已協調圖書 

    館資媒組採購備用及更換，也請導師叮嚀同學(或由設備股長統一負責)連接動作時務必小心 

    使用。 

2. 上課如需借用教材設備，請要求同學提前填單借用，以利設備管理，也較節省時間，感謝大 

    家配合。 

學務處： 

（一）生輔組 

1. 感謝各位老師協助 921 地震避難掩護演習，順利完成，唯獨一個班有狀況，也再叮嚀教育過 

    。 

2. 會在相關場合提醒時序漸漸進入秋天，早晚溫差大請各位老師提醒學生出門最好帶著外套， 

    以免感冒影響課業學習。 

（二）訓育組 

1. 基隆市弱勢學生安心就學經費補助教育儲蓄戶 

2. 模擬法庭：依本月 14 日基府教特參字第 1090244663 號文辦理中五參訪基隆地方法院活動， 

    501 班已於上週 16 日完成，502 班於本週 23 日、503 班於 11 月 4 日、504 班於 11 月 11 日 

    實施。 

3. 戶外教育：中三於 10 月 14、15、16 日依計畫執行，中一及中四依籌備會議規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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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敬師活動：規劃心花朶朶、暖曲悠悠、情話綿綿與有禮頻頻等活動，計畫奉核後實施。 

5. 與署長有約：依本月 9 日基府教學參字第 1090134682 號文辦理，於 9 月 13 日公告收件，預計 

兩名同學報名參加。 

6. 教育儲蓄戶：申請件數共 17 位（101-7、201-3、202-1、501-1、403-2、602-1、603-1、 

    604-1）訂於本月 28 日上午 10 時召開會議審查。 

（三）衛生組 

1.  本校 109 年環境知識競賽總報名人數 8 人，本週日 9/27 將前往海洋大學比賽。 

    國中部 5 人:201 詹生、201 陳生、202 吳生、202 林生、204 江生 

    高中部 3 人:403 陳生、404 徐生、504 陳生 

    陪同教師:邱上容老師、徐明得老師。 

2.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4 週整潔競賽成績出爐，感謝導師指導及陪伴： 

    國中部第一名 103、301，第二名 202，第三名 101、203、204 

    高中部第一名 402、403，第二名 602，第三名 504，第四名 404、603 

3.  109 年 11 月 4 日(週三)擬於四樓圖書館辦理本校學生流感疫苗預接種，時間預計 08:30~15:00 

    ，詳細行程表製作中。 

4.  為防範流感群聚事件發生，請配合「學校/幼兒園/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流感群聚 

    防治指引」，落實生病不上課、不上班，以維護學生及教職員工健康。 

  落實良好衛生習慣：平時應養成勤洗手及注意手部衛生、良好的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如有 

    呼吸道症狀時應佩戴口罩，口罩如有髒汙，應勤加更換；打噴嚏時應用面紙或手帕遮住口鼻， 

    或用衣袖代替；與他人交談時，儘可能保持 1 公尺以上。 

 維持健康生活形態：適度運動、充分睡眠、均衡飲食，提升自身免疫力。 

 落實「生病不上課、不上班」原則：對感染流感之師生，請其戴口罩，指導其適當休息與適當 

    補充水分，並依醫師指示接受治療，並儘量與家長溝通，讓學生在家休養直至症狀解除後 24 

    小時始返校上課。 

 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不流通的公共場所，以防呼吸道傳染疾病傳播。 

 注意流感危險徵兆，儘速就醫：加強宣導生病之師生如出現呼吸困難、急促、發紺（缺氧、嘴 

    唇發紫或變藍）、血痰或痰液變濃、胸痛、意識改變、低血壓、高燒持續 72 小時等流感危險 

    徵兆應儘速就醫，以掌握治療的黃金時間。 

 教室應維持適當通風，至少開一扇窗且窗縫至少一個拳頭寬、學生左右座距間至少有一個人寬。 

 學校應提供充足且適當之洗手設備；如有需要，進行全面環境清掃及消毒工作。 

 隨時關心與注意學生之健康與請假情況，如學生出現異常之請假狀況時，應聯繫家長瞭解原因 

    ；如為疑似群聚感染情形，應立即通報衛生單位，配合進行疫情調查，並落實感染管制措施 

    ，以防範流感群聚事件發生及避免疫情擴散。 

（四）活動組 

1.  基隆市童軍小隊長體驗營已在進行接受報名作業，報名截止日 9/23(三)1700。 

2.  9/30(三)拍攝全校教職員團照、處室主任沙龍照及處室團照，詳細時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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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體育組 

1.  中二、五游泳教學已進入第二週，近日氣候逐漸進入秋季，協請導師提醒孩子泳課期間注意 

    保暖，體育教師及教練也會不定時提醒孩子。 

2.  9/22 下午 1400 為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訪視 

總務處： 

1.  感謝導師們及各處室同仁協助，109 學年度家長會順利改選，名單如後。 

A.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學生家長會 109 學年度 班級家長代表名單 

學生班級 家長姓名 備   註 學生班級 家長姓名 備   註 

101 石ｏ妹 1 401 蔡ｏ全 1 

102 賴ｏ偉 2 401 莊ｏ輝 2 

102 王ｏ琪 3 402 應ｏ香 3 

103 宋ｏ珍 4 403 黃ｏ芸 4 

104 魏ｏ珠 5 403 謝ｏ郁 5 

104 許ｏ慶 6 404 王ｏ潔 6 

201 蘇ｏ惠 7 404 蔡ｏ堯 7 

202 姚ｏ宏 8 501 鄭ｏ馨 8 

203 陳ｏ媺 9 502 朱ｏ明 9 

203 張ｏ萍 10 503 梁ｏ秀 10 

204 黃 ｏ 11 504 蔡ｏ琴 11 

301 吳ｏ蓮 12 504 尤ｏ雯 12 

302 陳ｏ霖 13 601 林  ｏ  13 

303 王ｏ文 14 601 葉ｏ君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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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駱ｏ婉 15 602 林ｏ婷 15 

      603 萬ｏ豐 16 

      603 郭ｏ英 17 

      604 謝ｏ溱 18 

      604 李  ｏ 19 

B.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學生家長會 109 學年度家長委員會名單 

序 號 職  稱 家長姓名 代表班級 備   註 

1 會  長 李  ｏ 604   

2 副會長 王ｏ潔 404   

3 副會長 陳ｏ媺 203   

4 常務委員 許ｏ慶 104   

5 常務委員 吳ｏ蓮 301   

6 常務委員 王ｏ文 303   

7 常務委員 蔡ｏ全 401   

8 常務委員 尤ｏ雯 504   

9 常務委員 萬ｏ豐 603   

10 委員 賴ｏ偉 102   

11 委員 張ｏ萍 203    

12 委員 黃  ｏ 204     

13 委員 莊ｏ輝 401   

14 委員 黃ｏ芸 403     

15 委員 蔡ｏ琴 504   

 

2.  110 年高中資本門修繕工程預計提列以下計畫，如有設備計畫爭取，再請各處室依計畫格式 

    。請各處室提供意見。 

優先順序 各項子計畫名稱 經費概算 申請處室 

1 
高中、國中部屋頂恆壓加壓馬達

改善工程 
981,821元 

總務處 

2 童軍教學場地暨迎曦樓 4F 露台

閱讀角修復工程 

958,061元 
總務處 

3 
校園車道人行道設置暨教學區邊

坡與地坪整修工程 
997,000元 

總務處 

4 
教學區室內空間裝設紗窗門工程 

1,395,800元 
總務處 

5 
向陽樓高中部學生討論區通風窗

戶改善工程 
  

總務處 

6 
教學區班級教室新增壁扇工程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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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今天早上 11 時 15 分教育處蒞校會勘體育休閒小站，請學務處派員會同辦理。 

輔導處： 

(一）輔導組 

1. 家長日已在上週六結束，感謝各處室的協助。 

2. 預計於 9/26(五)高中部班會課辦理兒少保護宣導講座。 

3. 預計於 9/29(二)第 3.4 節辦理中一性別平等宣導講座。 

4. 將於本週完成基隆市 109 四格漫畫作品回收及送件。 

5. 本學期愛心早餐已結束申請，本學期共有 15 名同學提出申請。 

6. 本週開始辦理家庭教育暨生命教育「吃吃的愛」活動，報名活動進行中。 

 (二）資料組 

1.  中一線上 A 卡填寫已陸續開始於班會課實施，煩請導師協助學生完成。 

2.  中一新生智力測驗結果已發放給中一各班導師。 

3.  新生特殊身份調查已完成統計。 

4.  已完成 9/15 職業達人講座 ，感謝中一各班導師協助。 

5.  已完成生涯及技藝教育相關資料填報。 

6.  家長日辦理的中四、中五、中六講座之相關資料已公告於學校網站之最新消息，提供家長、導師及

學生了解講座內容。 

（三）特教組 

A.  進行鑑定安置心評撰寫並派案。 

B.  已完成國中新生共七位的期初 IEP 會議，感謝各班導師和科任老師的協助參與。 

C.  特殊生專業團隊治療：目前特殊生已經進行一場職能治療和一次的心理師的晤談，謝謝各位導師和

科任老師的支援。 

D.  特教研習講師聯繫與特教研習相關計畫經費申請。 

圖書館： 

（一） 讀服組 

1. 國資圖借書證:鼓勵師生培養數位閱讀應用能力，讀服組已完成借書證個資收集，國資圖數

位借書證申請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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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防災演練，圖書館第一次晨讀時間，改於 9/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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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國一導師的配合。 

3. 圖書館資料影印需求，建議提請申請影印機一台放置於圖書館。 

（二） 技服組 

1. 圖書館志工值班表已發放至各班導師，感謝導師們協助與支持。 

2.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繳交狀況，501 班(已提交共 17 份)、502 班(已提交共 22 

   份，未提交 3 份)、503 班(已提交共 29 份，未提交 1 份)、504 班(已提交共 25 份)。 

3.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自主學習計畫審查會議於 9/28(一)中午 12:30-13:00 召開會議，預計 9/23    

          將會議議程寄送至各處室主任、高中部年級導師、家長會代表、八大領域主席、李惠菲老師、胡炳    

          祥老師、楊嘉雯老師、曾鈺閔老師、莊依樹老師、張真維老師及課程諮詢輔導教師信箱， 

         請老師們留意信件。 

4.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高中優質化資本門收支結報表已於 9/16 送至教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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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媒組 

1. 上週二資媒組參加本市資訊安全會議，重要事項說明如下： 

A. 11 月份會有資訊安全的實地查核，抽到的學校要接受稽核，目前資媒組在準備各 

     項資料。 

B. 校內的若有 Window 7 的電腦需更新為 Windows 10，目前資媒組先行盤點，再以 

     行政辦公室、導師辦公室的順序更新系統。 

C. 因應稽核，校內個人電腦使用者也需進行一些安全性的設定，這部分會再宣導。 

D. 本半年一次的市府資管科針對各機關的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目前規定「點選演 

     練信件者」必須參加市府舉辦的資通安全教育訓練，故請各位同仁務必小心。演練 

     時程尚等待公文通知。 

E. 依據資安法，機關內的所有電腦使用者每年必須接受 3 小時的資訊安全教育訓練。 

     目前規劃第二次段考辦理 2 小時的研習，另一小時則會請各位同仁參加線上研習，網 

     址會另行公告。屆時請各位同仁務必參加。 

2. 教育處補助國中部智慧教室設備更換黑白板顯示器的案子預計在 11/2 和 11/3 安裝，除了白板和大

顯示器外，教室電腦也會更換。因現有國中部教室的電腦牌子為 Lenovo，為大陸品牌。故屆時汰

換下來後將不再於校內使用，依情況報廢或捐贈。 

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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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圖書館讀服組建議申請一台影印機放置閱覽區供師生使用，總務處提議可由教務 

       處油印室移撥一台影印機供使用。 

主席裁示： 請教務處及總務處協調，於本週內完成影印機移機使用。 

（二） 教務處提出本學期高三夜自習至 110 年 1 月 19 日，可否請學務處配合安排夜讀輪值人 

       員由原先 1 月 13 日延長至 1 月 19 日? 

主席裁示： 請學務處安排夜讀輪值人員時間延長至 110 年 1 月 19 日。 

（三） 學務處提出中一導師反映特殊生是否可尋求特教組與資源班導師是否可給予更多資源 

       協助? 

      主席裁示：特殊生協助管理部分，請學務處、輔導處與班級導師三者加強橫向連結給 

                予支持，另請資源班導師利用下課十分鐘時間多瞭解陪伴學生；至於宣導部 

                分，可利用輔導活動課程時請特教組對一般學生宣導如何與特殊生相處。 

指裁示事項：請教務處規劃本校語文競賽晉級參加全國賽帶隊計畫，關於學生培訓及參賽時間、

地點必須盡快通知學生家長，讓家長安心，本校會給予選手學生最大資源支持。 

十三、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