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8次主任會議紀錄 

一、時間：109年 12月 1日上午 8時 15分 

二、地點：仰學 4樓圖書館閱覽區 

三、主持人：甘校長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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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26已 email寄至各處室主任、組長、級導師公務信

箱)： 

七、上次會議案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109.11.24–109上第 8次行政會議結論及指裁示事項）： 

編號 上次會議決議及指裁示事項 決議與執行情形 

指裁

示事

項１ 

本週為段考前一週，學生或班級留校請依規定程

序申請，並請注意學生留校安全。 

學務處：遵示辦理。 

指裁

示事

項２ 

中五畢旅預定辦理時段【下學期初 2月 23日

（二）～26日（五）】，請各處室依循上學年度

寒假及下學期行事曆活動辦理時程，檢視須辦理

活動時程盡量不與畢旅活動衝突。 

教務處：遵示辦理。 

學務處：遵示辦理。 

輔導處：遵示辦理。 

圖書館：遵示辦理。 

總務處：遵示辦理。 

指裁

示事

項３ 

依會計室業務報告，請各處室相關承辦人若有補

助款須辦理保留者，須先與教育處承辦人密切聯

繫。 

教務處：遵示辦理。 

學務處：遵示辦理。 

輔導處：遵示辦理。 

圖書館：遵示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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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三期校舍改建工程 總務處  109/12/31 缺失改善相

關工程施作

及規劃中。 

與律師準備

進行第三次

開庭言詞辯

論。 

完成 11/27會

勘，後續辦

理修繕書圖



製作。 

2 三期公共藝術 總務處 1,454,240元 109/12/31 辦理後續核

結作業。 

3 109高中資本門-仰

學樓防水防漏工程 

總務處 1,900,000元 109/12/31 辦理後續核

結作業。 

4 109年度永續校園循

環計畫 

總務處 150,000元 109/12/31 持續辦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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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設備 

    已陸續到    

    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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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率 

    81%。 

(4)108年度前瞻計

畫(資訊機房改善) 

300,000元  (4)已完工， 

    待驗收。 

(5)數位化創新教學

示範學校 

1,200,000元  (5)經常門執 

    行率 30% 

    ，資本門 

    設備採購 

    已決標，  

    陸續到 

    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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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已請  

        款。 

7 學校社區共讀站 圖書館 2,500,000元  總：A案捲門 

       廠商完成 

       驗收。 

圖：B案閱讀 

       角已完成 



       ，11/30  

       已完工，    

        待驗收 

        C案已完 

        成採購 

        ，待驗 

         收。 

8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電力系統改善

計畫 

總務處 684萬  依教育處指

示辦理。 

9 109-1高中優質化計

畫 

教務處 經常門 70

萬 

資本門 60

萬 

 18萬已撥

款。 

10 109年高中完全免試 

挹注計畫 

圖書館 250萬  1.資本門採購 

   金額已送市 

   府請款。 

11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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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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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 待確定 俟教育處指示

後辦理。 

 

九、各處室報告： 

❖ 教務處 

(一)教學組 

1. 12/14(一)國中完全免試訪視 



2. 12/24(四)下午輔導團(公開觀課)訪視 

3. 已將 109學年寒假行事曆放至公用，預計於 12/22(二)9:00～10:00

召開第一次寒假行事曆會議。 

(二)實研組 

1. 12/16(三)12:00海洋人文科技課程期末會議。 

2. 12/18(五)13:00-15:00海洋人文科技課程成果展。 

(三)註冊組 

1. 預計段考結束 12/7-12/11午休辦理補救教學施測。 

2. 因體育班 201、301於段考週參加全國手球錦標賽，故將於

12/4(五)、12/5(六)辦理段考補考。 

(四)試務組 

1. 因應國教署 PaGamO線上學習平臺建置，預計於 12/14-12/18辦理 

高一完免入學學生線上平台教學與施測。 

(五)設備組 

1. 12/19(六)大家專題教室國中營隊。 

2. 國中各班 65吋移動式大電視請導師們考量，如需留置班級使用請

於 12/8(二)前告知設備組，不需使用之班級將擇期回收大電視及

無線網卡。 

3. 109學年度科學週活動將於 12/07(一)至 12/11(五)舉行，自科社同

學已努力準備，期待有很好的表現。 

❖ 學務處 

(一)生輔組 

1. 教育處來文鑑於近期學校頻傳發生學生失聯情形一案，請確實掌

握學生行蹤動態，俾維護學生就學權益及人身安全；如知悉學生

發生失蹤失聯情形，務必告知學務處，學務處將會主動協請警政

單位協尋並按規定進行校安通報。 

2. 鑑於校安中心宣導每年 11月至 12月為交通事故頻繁時期，將於

導報請老師協助宣導，若有乘坐家長或兄、姐騎乘之車輛時，請

務必多加注意交通狀況。另校內並無開放在學同學騎乘機車上、

放學，如有違反均依校規處置。若同學藉口說在坊間已有流傳教

育部說要開放校方必須開放有駕照學生得騎乘機車上、放學，依

中華民國 108年 12月 12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80145340號來函說

明，並未強制要求校方必須開放騎乘機車上、放學，而本校也因

署方要求，於學生手冊針對有照騎車和無照騎車之同學做比例原

則區分。 

3. 近日發生外校學生入校疑似與我校同學糾紛乙案，經查為本校畢

業之周生與其他光隆學生到校找老師敘舊，周生去找老師的同時

其他光隆學生則到某班找同學談事情，後續衍生網路上糾紛，事

態由於本校學生沒有赴約，導師及時通報學務處處理，學務處與



對方學務人員積極處理，沒有衍生後續事端，以下幾點需再加強

教育： 

a. 利用機會會再次提醒同學，於校內發現可疑陌生人時立刻

通報學務處，學務處這邊除非經過申請，否則並不會允許

外校學生進入同學生活及教學區。 

b. 網路上留言需謹守法律規範，即使在個人小群組也是一

樣，當不當內容被外傳，很容易引起糾紛。 

c. 在網路與人口角時避免用用不恰當言詞回應，例如：恐嚇

或糾眾談判之言論；倘遇到外校學生或是外部人士叫囂，

要求赴約，同學應立即通報學務處，由校方處置(校方與少

年隊長期連繫可協助處理此類案件)，避免獨身或邀同學一

同前往，以免發生危險。 

d. 同學之間男女互動要注意分際，已協請輔導處協助入該班

進行輔導教育，學務處於朝會會加強宣導，希望同學能謹

守男女分際，避免過多肢體接觸，而引發不當想像，或在

事後引起性平事件。 

e. 遇到校園事件勿以訛傳訛，造成沒必要的傷害。 

4. 生輔組統整近來同學行為樣態，吵架時喜歡說找誰靠，誰會幫

忙，或是找誰到學校堵人之類的話，還有找人打人或再怎樣就去

打人之類的話，這些話雖沒有實際行動但均已觸犯恐嚇罪之可

能。請協助宣導，同學間若有口角，均可至學務處處理，避免讓

自身陷入恐嚇或霸凌的可能性。有案例以錄音的方式至法院提

告，請同學在說話時要注意用詞遣字是否合宜。 

5. 於各大會議再提醒老師僅尊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並且宣導

校園霸凌防治準則已將教職員工納入霸凌防治準則之對象。 

(二)訓育組 

1. 教育儲蓄戶：於 11月捐款入庫後，業已完成核發請示，刻正進行

撥款。 

2. 畢旅籌備會：已召開第一次籌備會針對辦理日期、行程及入住飯

店，達成初步共識，擬訂於本週五召開第二次籌備會研商遊覽車

車數及預算相關問題。 

3. 週記抽查日：依本學期行事曆規劃，於本月 31日抽查週記及家庭

聯絡簿。 

(三)社團活動組 

1. 12/4(五)發放中三、中六畢冊繳費單，繳費期限至 12/17(四)止。 

(四)衛生組 

1. 疫情指揮中心宣布 12月 1日起秋冬防疫專案啟動，出入八大類場

所應佩戴口罩:醫療照護、大眾運輸、生活消費、教育學習、觀展

觀賽、休間娛樂、宗教祭祀、洽公機構等場所應佩戴口罩。未佩



戴且勸導不聽者,由地方政府裁罰新臺幣 3千元以上 1萬 5千元以

下罰鍰(教育學習不包含學校)。 

2. 第 13週整潔成績(11/20-11/26)已張貼公告:國中部第一名 101班、

第二名 301、303班、第三名 203班、第四名 102班、第五名 202

班。高中部第一名 604班、第二名 504、404班、第三名 402班、

第四名 401班、第五名 403班。 

(五)體育組 

1. 12/04(五)10：00-12：00暖暖國小借本校操場練習田徑(高年級約

20人)。 

2. 12/11(五)10：40-12：10進行體育班評鑑。 

3. 12/19(六)08：00-13：00過港幼稚園借本校耀武館辦理園慶，適逢

本校體育周的周末，於導報時請導師提醒：如有同學到校練習，

提醒同學不要干擾園慶活動。 

4. 12/7-12/11橄欖球全國賽。 

❖ 總務處 

1. 預定於第三次定期評量時辦理教職員工 AED防災演練研習。 

2. 辦理三期工程植栽修護改善工程。 

❖ 輔導處 

(一)輔導組 

1. 國中部正向情緒與人際小團體及高中部生涯小團體進行中。 

2. 性別平等教育團體宣導課程規劃中。 

3. 預計 12/3第 3.4節辦理教師性別平等知能研習，本次邀請佛光大

學高淑芬教授到校指導，講題為相愛容易，相處難?  從社會科學

談「愛」。 

(二)資料組 

1. 將於 12/3(四)召開技藝班遴輔會。 

2. 各國中升學博覽會準備。 

3. 12/4(五)班會課舉辦中六升學講座。 

(三)特教組 

1. 12/1(二)09:00~11:00於圖書館辦理特教研習，歡迎全校同仁出席

參與。 

2. 協助中正國小特教資源中心鑑定安置會議之經費核銷。 

❖ 圖書館 

(一)讀服組 

1. 為推廣閱讀教育，歡迎有興趣之各科教師，不限語文科，向讀服

組報名閱推教師受訓名單，讀服組將協助轉知相關閱推訓練課

程，完成課程者將優先成為本校閱推教師，閱推教師每學期減鐘

10節課程，協助閱讀推廣，歡迎有興趣之教師踴躍報名。 

2. 各項研習活動皆已完成，目前規劃活動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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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有興趣老師隨隊，一同學習推廣讀報 

教育。 

(2)社群教師發展下學期彈性課程，本學期上課場地仍和高中課 

程有場地上的衝突，擬邀教務處協助安排閱讀課程時間。 

(3)第二學期高中部心得及小論文比賽校內初賽規劃中。 

(二)技服組 

1. 近期新書已上架完畢，書單於 11/21傳送到大家的信箱，歡迎有

興趣的老師前來借閱。 

2. 12/2(三)下午 15:00-17:00 閱覽室將進行基隆區 109學年度落實數

位化創新教學 示範學校計畫諮輔會議。 

3. 12/9(三)下午 13:00-16:00 閱覽室舉辦(素養導向暨教育遊戲化認知

討論教學)，我們邀請侯惠澤教授擔任本次講師，歡迎有興趣的老

師上網報名參加。研習序號:2918927 。 

4. 109年高中完全免試挹注計畫經常門子目代碼為 A109I9，經費尚

未入款，可先請各子計畫負責人先動支。 

(三)資媒組 

1. 本週三(12/2)上午 10:00-12:00於圖書館閱覽室辦理資訊安全的研

習，研習對象為全校教職員，研習通知已發。 

2. 本學期電腦比賽相關訊息如下：國中部的電腦繪圖競賽將於 12/15

下午辦理，高中部的電腦簡報比賽將於 12/4公布題目，12/17前

收件。 

3. 國中部教室拆下的舊白板，因體積過大，需經拆解才能移置屋

頂，然經詢目前尚未達報廢年限，故無法拆解，若在時限上來不

及透過這次統包的案子予以處置，只能由學校屆時報廢後自行處

理。 

4. 前瞻計畫要求安裝的樹梅派已安裝完畢。 

❖ 會計室(略) 

❖ 人事室(略) 

十、提案討論：無 

十一、臨時動議：無 

十二、主席結論及指裁示事項： 

(一)本校辦理「基隆市議會議員基層建設」改善工程【校園活化社區活動場 

      地改善工程計畫】案，今年底前無法改善完成，教育處指示該筆補助款 

      無法保留請總務處再與教育處及王醒之議員連繫，將此項工程列入明年 

      建設補助案。 

(二)請圖書館配合明年 1月 16日召開之家長代表大會，規劃共讀站開幕剪綵 

      活動，並擬定共讀站經營及志工參與方案，提供本校家長會參考，邀請 

      家長加入共讀站志工行列。 



(三)請學務處統整秋冬防疫專案所匡列應配戴口罩場合及相關 Q&A，印製 

       A3版本宣導單公告於國、高中各班；另將宣導單縮小影印製發國中部 

       班級，交學生貼於聯絡簿上通知家長。 

(四)生輔組業務報告第 1及第 3事項，請另製發通知交全校教師簽收。 

(五)學生上放學乘坐車輛交通安全，請印製小張宣導單交學生帶回通知家長。 

十三、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