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6 次行政會議紀錄 

 

一、時間：109 年 10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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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22 已 email 寄至各主任、組長等行政人員公務信箱）： 
七、上次會議案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109.10.20-109 上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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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
會議
結論

1 

學務處生輔組業務報告第六點，樂學卡刷卡

問題請以鼓勵方式代替扣分。 
學務處：盡速研擬。 

上次
會議
結論

2 

學務處生輔組及衛生組業務報告，有些屬導

師會報內容，請善作區隔。 
學務處：遵示辦理。 

上次
會議
結論

3 

家長會李心會長捐款 3 萬元，經徵詢與會成

員目前無緊急必須支用事項，故此筆捐款將

作日後校慶或畢典活動不足款支應用途。 

總務處：已製收據及感謝狀，款入家長會帳 

        戶，依決議項目專款專用。 

學務處：遵示辦理。 

圖書館：遵照辦理。 

指裁

示事
項 
1 

本週三至五(10/21-10/23)本校承辦基隆市童

軍小隊長體驗營活動，校長、學務處主任、

學務處兩位組長及佐理員皆支援活動辦

理，不在校內；若有重要待辦業務，請通知

校長或其他處室幫忙協助。 

學務處：遵示辦理。 

圖書館：遵照辦理。 

指裁
示事   
 項 
2 

體育週活動即將在第二次評量考試後舉

行，請學務處盡快規劃體育週活動內容，提

出計畫。 

學務處：遵示辦理。 

指裁
示事  
 項 
 3 

針對校園防制霸凌以及性平等法律觀念，尤

其是法律新修正部分，也請學務處及輔導處

再加強對老師及學生的宣導。 

學務處：遵示辦理。 

輔導處：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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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改善部分工程已

發包，剩餘款辦理結

繳。施作中。 



 

  2 三期公共藝術 
總務

處 
1,454,240元 

109/12/

31 

10/28(三)下午 3 時辦理

現地驗收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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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 竣工，請市府派驗

中。 

  4 109年度永續校園循環計畫 
總務

處 
150,000 元 

109/12/

31 

持續辦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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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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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已送簽辦

理中，第一次流標，將

再辦理招標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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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廠商商討後，願

意無償協助修改門禁系

統設定。 

 7 學校社區共讀站 
圖書

館 
2,500,000 元 

 

總：A 案完成窗簾設 

        置、鐵捲門完 

        成裝置。 

    B 案於 9/25 決標完 

        成，施工中。 

    C 案 1-3 共契辦 

        理，已依圖書 

        館訂單下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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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驗收作業。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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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9 學年高中優質化計畫 
教務

處 
230 萬 

 
18 萬已撥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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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週進行招標採購規 

  劃。 

  A 案：小額自行採購。 

  B 案：平板電腦改招 

        標辦理中，其 

        餘共契下單。 

  C 案：與總務處協商 

        規劃招標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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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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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各處室報告: 

教務處： 

（一）教學組 

1. 10/27(二)12:35～13:00 召開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會議，請國中部參與學習扶助（補救教學）課程

教師與會，登入系統並了解學生施測結果。 

2. 預計於 11/4 前申請學習扶助 9～10 月第九節鐘點費。 

3. 11/11(三)7:00～14:00 將有 8 名學生代表參加社會科知識達人比賽，已於 10/26 發放家長同意書，

感謝顏妙真老師、賴桂貞老師及黃美桂老師於當日帶隊比賽。 

4. 已完成中二隔宿露營及 503 與 504 法院參訪的課務處理。 

5. 預計於今日發於中一校外教學課務通知。 

6. 11/4(三)為全市輔導團研習及授證典禮，因在本校耀武館舉行一天，故體育課暫停使用耀武館，

將於 10/28(三)通知體育老師。 

（二）實研組 

1. 10/25 遠哲科學競賽北區複賽，本校學生 403 魏 O 媛、404 甘 O 涵及 404 林 O 辰，勇奪大會獎

第三名，並於 12/27 參加全國決賽，感謝江彥聖老師及陳志華老師之指導。 

（三）註冊組 

1. 中三多元入學簡章購買調查。 

（四）試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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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測報名作業進行中。 

2. 均衡獎學金已完成審查與寄件。 

3. 下周 11/2(一)~11/3(二)為中六第二次模考，請各處室留意廣播時間。 

（五）設備組 

1. 10/27 今日下午 13:30-15:00 於創客教室邀請國立宜蘭大學朱志明教授主講「用 Scratch(mBlock)

玩 Arduino 基礎控制含遊戲化教學桌遊」，歡迎老師們參加。 

2.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於 109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5 日舉辦「2020 第一屆科學節」，活動包括

「科學音樂劇-Calculus：The Musical！微積分：音樂」、「科學市集」、「探究實作趣味競賽」、「微

醺之夜」、「踅夜市」、「全民科學日」等六大主題，歡迎老師們多多鼓勵同學踴躍前往參加。 

學務處： 

（一）生輔組 

1. 本學期校園問卷即將於本週中三午之後公告於學校首頁以 google 表單形式填寫，本組將於本週

朝會提示如何操作及作答。 

2. 本學期校園問卷因應防治校園霸凌準則修正條文第一項第二 款、第三款、第五款分別增訂教師、

職員、工友及修正校園霸凌定義，擴大本準則適用範圍至校長及教職員工。另為將校園霸凌定義

擴大適用範圍至校長及教職員工生對學生之霸凌行為，爰於修正條文第一項第五款修正校園霸凌

定義。(修正條文如後所示) 

3. 依據教育部一百零七年度防制校園霸凌「理論與實務研習」暨「研究分析計畫」期末報告，顯見

網路霸凌問題日益嚴重。為凸顯網際網路作為霸凌方式之一，爰針對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一款增訂

「電子通訊、網際 網路」等文字，同時考量難以抗拒要件實務難以認定，爰刪除「或 3 難以抗

拒」等文字，並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一項第四款。(修正條文如後所示) 

校園霸凌防治準則 

第三條  本準則用詞，定義如下： 

二、教師：指專任教師、兼任教師、代理教師、代課教師、教官、運用於協助教學之志願服務人員、 

          實際執行教學之教育實習人員及其他執行教學或研究之人員。 

三、職員、工友：指前款教師以外，固定、定期執行學校事務，或運用於協助學校事務之志願服務人 

          員。 

四、霸凌：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 

          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 

          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五、校園霸凌：指相同或不同學校校長及教師、職員、工友、學生(以下簡稱教職員工生)對學生，於 

          校園內、外所發生之霸凌行為。 

前項第四款之霸凌，構成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條第五款所稱性霸凌者，依該法規定處理。 

 

4. 持續要求同學上學時，攜帶樂學卡並於上學時刷卡入校。 

5. 如果學生在校園販賣機購買物品時，如遇有未給物品請至總務處反應，另如多掉物品請送至學務

處認領。 

（二）訓育組 

1. 戶外教育： 

            中一於 10 月 30 日前往宜蘭,帶隊人員：生輔組長、訓育組長及中一導師。 

            中四於 11 月 20 日東吳大學及故宮博物院，帶隊人員：學務主任、訓育組長及中四導師。 



 

2. 模擬法庭：503 班於 11 月 4 日上午辦理，503 班於 11 月 11 日上午辦理。 

3. 基隆青年：已依各班訂購本數發放。 

（三）衛生組 

1. 109 環境教育成果資料上傳，如附件一、二，請相關處室主任及組長協助事項，已個別寄發 mail(總

務主任、教務主任、教學組、實研組、設備組、庶務組、訓育組、活動組)。 

2. 環境教育本年度無評鑑，但需要上傳所有資料至指定網站供審核，分「通過」與「未通過」，未通過

者會到校輔導，故拜託各處室鼎力相助，請協助填寫部分成果資料表及提供成果 word 檔，期程

自 109 年 1 月 1 日~11 月 20 日止之活動資料。請大家協助於 11 月 5 日(四)，中午前寄給衛生組

(mail 或 LINE 皆可)，感謝大家的配合。 

3. 109 年 10 月 30 日週五，中四五六，第四節 11:10~12:00 將舉辦環境教育講座。地點:迎曦樓廣場，

請任課師隨班陪同，感謝。本講座由教育部國教署、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補助 TAMEE 社團法人

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而舉辦。請教師同仁有意參加者於 10/22~10/28 至教師在職進修網線

上報名，課程代碼 2960918，將於研習後核發研習時數。 

4.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8 週整潔競賽成績:國中部第一名 203、103 班、第二名 202 班、第三名 101

班、第四名 104 班。高中部第一名 504、604 班、第二名 404 班、第三名 601 班、第四名 402 班、

第五名 403 班。 

5. 衛生組環境教育議題宣導:9 招減塑生活及空汙如何自我防護，如圖示，請參閱。 

 



 

 

（四）活動組 

1. 10/28(三)12:00 進行中二隔宿露營領隊會議，12:30 進行學生行前說明會。 

2. 11/2-3 辦理中二隔宿露營活動。 

3. 11/12 進行中三中六生活照及沙龍照拍攝作業。 

（五）體育組 

1. 中二、中五游泳教學於 10/23(五)辦理完成，處理後續成果相關事宜。 

2. 109 學年度運動會實施計畫草案，如附件。 

總務處： 

1. 為免延誤重要公文辦理期限，請假一日或連續請假二日以上承辦公文同仁，請務必事先設定代理人

或委託文書組代為設定。【公文最速件：1 日內；速件：3 日內；普件：7 日內】 

輔導處： 

(一）輔導組 

1. 家庭教育中心經費核銷及成果報告製作中。 

2. 上週二生命教育暨特殊教育宣導活動，伊甸基金會講師李漢修老師將講師費捐贈至本校教育儲蓄

戶，已製作感謝卡寄至李老師家，並感謝學務處後續協助。 

3. 本學期家長日意見陳核完畢後已於上週三公告完畢。 

4. 預計於第二次段考辦理教師性平知能研習(含新法案說明)，將邀請佛光大學教授到校協助宣導。 

(二）資料組 

1. 生涯發展教育書審訪視資料已完成並於 10/23 寄送至教育處特教科。 

2. 感謝家長會出資修補校門口遭破壞之帆布榜單。 



 

（三）特教組 

1. 協助特教資源中心鑑定安置經費核銷事宜。 

2. 10/30(五)中一戶外教學協同前往協助特殊生。 

3. 11/5(四)12:30 預計召開特推會。 

圖書館： 

（一） 讀服組  

1. 高中部心得比賽:入選名單已出爐，目前進行校外參賽中。 

2. 班級讀書會活動:本學期擬於 10/30(五)第七節召開國中部班級讀書會，11/06(五)第四節召開高中部

班級讀書會，班讀會書籍樣書(有貼紅標並寫上 共 字)放置於圖書館木製書架後方專區，歡迎班

級參閱，目前 101,102,103,104,201,202,203,204,401,402,403,404,501,503,504 班已完成選書，

並搬回班級用書，若有意借用之班級可先登記，並於通知日期領回班級閱讀。 

3. 讀報教育推廣:中二讀報社群推廣讀報教育進行至剪報及新聞小主播，各班目前贈閱大季元日報，歡

迎老師們多多利用。 

4. 研習活動 2(代碼:2951290): 讀報教育推廣教師研習 

  時間:11/16(一)13:00~16:00(時間為星期一喔~紙本資料有誤植) 

  講題為: 媒體識讀教學、編報體驗與實作 

  講師:簡燕雪／讀報教育講師 老師 

  歡迎全校有興趣之教師參加，活動附贈實作報紙一份，請參加的老師們提前 11/09(一)前報名，以利 

  準備餐點及贈報。 

5. 研習活動 3(代碼:2951301): 教師讀書會之閱讀理解課程共備研習 

  時間:11/23(一)13:00~16:00(時間為星期一喔~紙本資料有誤植) 

  講題為: 中一閱讀理解課程共備研習 

  講師:陳欣希 教授 

  請中一閱讀社群教師攜帶閱讀策略教案、學習單參加，有興趣參加之老師亦歡迎一起共備並加入課 

  程，請參加的老師們提前儘早報名，以利準備餐點及相關教案學習單。 

6. Hyread 電子書:舉行好書借閱活動，老師們可以進入本校電子書圖書館，目前借書證皆已設定完成，

教師職員可用身分證(帳號及密碼皆是身分證)借閱電子書，學生帳號及密碼皆為學生證，手機下

載 APP 即可使用，電腦版請至學校首頁或輸入網址 https://nnshkl.ebook.hyread.com.tw，即可使

用，活動已於月考後轉知各班，歡迎老師持續推廣，目前借閱書籍還有抽獎活動喔! 



 

 

7. 國中部心得比賽: 國中部中文心得比賽辦法將於本週發放，將於 10/26~10/30 進行報名，導師可配合班讀

會(10/30)，推薦合適的學生，心得繳交截止日期為 11/20，請老師們多多鼓勵參加喔 

（二） 技服組 

1. 基隆市為愛傳承關懷協會捐贈本校 200 冊書籍，相關手續已辦理完成。 

2. 圖書館持續爭取經費購書，歡迎老師推薦好書、好桌遊、好影片，請註明書名(片名)、出版社、作者、

ISBN， 讓圖書資料更貼近老師的使用~ 

3. 11/12-13 本校協助海科館辦理之國際海廢青年論壇(IMFLA)，參與的 7 位高二學生已於 10/25(日)至

海科館進行第一次發表預演，感謝教務處同仁的幫忙，預計 11/7(六)至海科館進行第二次預演。

相關活動新聞報導，請參閱。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gKPGJN?utm_source=copyshare 

（三） 資媒組 

1. 因應資安法規定，要請各位行政同仁填寫「資通安全保密切結書」，表單於此次會議發放，敬請各位

填寫完於會後交回至資媒組。另關於使用者電腦資安設定的部分，也請同仁配合設定，謝謝！ 

2. 本週六(10/31)會安裝教育處補助的國中部教室的白板和大顯示器，本週貨品會陸續進來學校，感謝

教務處及輔導處協助支援場地暫放設備。本案會一併汰換國中部教室的電腦，因該批電腦為大陸

品牌，故汰換下來後將予以回收或捐贈，不會繼續在校園中使用。 

3. 關於 windows 7 更新至 windows 10 的部分，感謝相關同仁的配合，目前已更新 8 台的行政辦公室

電腦，接下來會陸續更新其他台及教師辦公室的電腦。 

4. 教育部將於 11/2 下午 13:00~14:00 協同基隆市網中心至本校進行機房的訪視。 

5. 11/17 上午將進行前瞻計畫的第二次輔導訪視。 

6. 最近有市府的電子社交工程演練，再次提醒各位同仁務必小心不要點到了公務信箱的測試信件。 

會計室： 



 

人事室： 

十、意見徵詢: 

    中五級導師朱朝君老師提出： 

     (1)504 班第一次定期考試成績單缺少生物科成績,何時可發下正確成績單？ 

     (2)會議是否可避開中午休息時間？ 

     教務主任回覆：第一項生物科代碼部分已經送申請中,代碼核定後會盡速補發正確成績單。 

                   第二項關於會議避開午休時間問題,會盡量改善,及有效率開完會議不拖延時間。 

  十一、提案討論:  

    案由一：審查本校 109 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均衡教育發展獎勵國中畢業生升學當地 

            高級中等學校獎學金實施要點」獎學金補充規定（草案），如附件一，請討論。 

    說明一：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 年 09 月 14 日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90103304B 號令修 

            正發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均衡教育發展獎勵國中畢業生升學當地高級中等學校 

            獎學金實施要點」辦理。 

    說明二：依實施要點修正適性學習社區地理範圍之學校、新增直升入學管道。 

    決  議：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二：修正本校高中部成績考查獎勵實施計畫(草案)，如附件二，請討論。 

    說  明：因本校高中部無體育班、無開學複習考（現為學測模擬考）、學測為五選四以及與適性 

            獎學金重疊，故做修正。 

    決  議：同意照案通過。 

    案由三：提案於本校國中部成績考查獎勵實施要點，定期評量增加鑽石獎，請討論。 

    說  明：中二中三導師提議增加鑽石獎，以鼓勵以及肯定孩子也更有榮譽感 

            鑽石獎：定期考成績加權平均達 95 分以上；頒予獎狀乙紙、獎學金三佰元以玆鼓勵。 

    決  議：同意照案通過。 

十二、臨時動議:無 

十三、主席結論及指裁示事項： 

（一） 本校高中部班級數教育處審查結果，下個學年度仍為 4 班，但若招生不足，教育處可自 

       行裁減本校班級數，今年度國中部三年級普通班 2 班體育班 1 班，體育班要納入直升 

       招生體系。 

（二） 109 年度環境教育成果資料上傳，請教務處、總務處全力配合學務處衛生組辦理。 

（三） 請各年級級導師協助通知各班導師，參考本次會議體育組所提運動會計畫，若有建議請 

       於導師會議或下次會議提出。        

十四、散會 

 

 

 

 

 

 

 



 

【學務處衛生組附件一】 

基隆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109 年度【環境教育】成果資料表 

學校名稱：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 本表共分三大項，每一細項依教育部指定項目編列，請上傳本年度(109年 1 月

至 11 月前)之實際執行情形。 

二、 109度環境教育成果資料上傳資料期程，自即日起至12月7日(星期一)前，依照說

明，上傳「成果資料表」及「相關佐證資料電子檔」至指定網頁: 

三、 109年度僅邀請訪視委員進行網路線上審核，檢核各校之執行成果，不另評比。

若於審核時，沒有資料或上傳不完整的學校，將另行通知修正，若仍無法於期

限內完成補件上傳，再由教育處另聘委員到校輔導。 

四、 學校基本資料 

學校班級數：    班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學校學生數：    人 

承辦業務人員姓名：  

處室/職稱： 

參與綠色學校相關計畫或配套 □是 □否 

學校已具有環境教育認證人員 □是 □否，具認證人員姓名：  

壹、 成果內容 

一、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情形(請於各子項資料夾內放入佐證資料電子檔) 

成果資料細項 成果說明(請填寫) 注意事項提醒 

1. 學校已通過環境教育人
員認證研   習人數 (合計 
24 小時)，請附研習證明影
本。 

 1. 曾通過之環境教育人員認
證研習(24 小時)均可計入
。 

2. 103-108 年取得之教育部或
行政院環保署「環境教育
人員認證」證書均可計入
。 

3. 若各校超過1人，請參酌列

入學校特色項目中呈現。 

2. 學校已通過教育部或行
政院環保      署「環境
教育人員認證」人數，請附
證書影本。 

 

 

 



 

二、 重要政策及環境實務之辦理情形 (請於各子項資料夾內放入佐證資料電子檔) 

     

成果資料細項 成果說明(請填寫) 注意事項提醒 

1. 積極參與教育部綠色學校夥伴

網站； 

(請分項填寫辦理情形) 以109年1-10月葉片數計算，請分項

說明活動主題名稱及獲得葉片數

，並統計總計葉片數量 

2. 學校依環境教育法規定，於 109

年 10 月 31 日前上環境教育終身

學習網系統按時填報學校 109年度

環境教育執行成果。 

(請分項填寫辦理情形)  

3.109年學校執行空污及減塑宣導

之實際辦理情形 

(請分項填寫辦理情形)  

4.109年學校推廣能源教育及綠色

採購實際辦理情形 

(請分項填寫辦理情形)  

5.積極自籌或爭取推動環境教育經

費 

(請分項填寫辦理情形) 

1.  政府單位補助 

2.  民間團體補助 

3.  學校自籌經費 

 

貳、 學校辦理環境教育之內容及特色項目 (請編列各子項資料夾並依序放入電子檔) 

序號 計畫名稱 內容簡介(請含計畫簡述及相關佐證資料) 注意事項提醒 

   1.本項為學校特色，若於前

面表格填寫過，請勿再

次呈現。 

2. 請大略分項敘述，例如:

課程設計、宣導活動、

教具教案產出或規劃

校園環境教育之設置

(如生態水池、、等)。 

   

   

   

   

   

 

 

 

 

承辦人：                主 任：                   校 長： 

 

 

 



 

【學務處衛生組附件二】 

              109環境教育成果資料上傳說明 

(註:環境教育本年度無評鑑，但需要上傳所有資料至指定網站供審核，分「通過」與「未通過」，未

通過者會到校輔導，故拜託各處室鼎力相助，感謝。) 

 請相關處室主任及組長協助事項(請詳閱 P.1~P.3) 

親愛的同仁們: 

麻煩需以下處室主任及組長協助填寫部分自評表及提供相關資料 

(109年 1月 1日~11月 20日活動資料)如下: 

請大家協助於 11月 5日(四)，中午前交給衛生組，感謝大家的配合~ 

相關處室 相關組別 所需料內容 

教務處 教學組 1.環境教育課程架構表、融入全校和各年級課程總表。 

2.相關環境教育選編或自編教材、教學活動設計及教學成果等。 

3.在各科教學會議中，鼓勵老師將能源教育融入一般教學中，自製能源

教學媒體（如簡報、多媒體教材等）、學習單或教材進行教學。 

(教學活動)完整教案及學習單或學習成果、成果照片(如附件格式) 

教務處 實研組 109 年多元選修課程 

(以 107 年為例) 

海洋文學與休閒,海洋的科學探索 

海洋創客思維養成,海洋教育數位遊戲設計 

基隆觀光小尖兵 

海洋專題製作 

相關環境教育選編或自編教材、教學活動設計及教學成果等。教學活動:

完整教案及學習單或學習成果、成果照片(如附件格式) 

教務處 設備組 109 年科展成果 

以下以 107 年度為例 

(1)找不到麟感  (2)天旋地轉(環境科)  (3)蟋蟀的辨色變味能力 

學習成果、成果照片(如附件格式) 

總務處 主任 109 年永續校園探索計畫 

 (教學活動):完整教案及學習單或學習成果、成果照片(如附件格式)  

(研習課程):完整實施計畫。 

總務處 庶務組 1. 協助填寫自評表中第三項綠色採購 

(1) 109年爭取經費或自籌經費汰換各項設備，能優先採購符合綠色採購，節能標

章燈具、設備或其他校園節能省水減碳設備。提供(相關汰換或採購符合

綠色採購，節能標章燈具、設備或其他校園節能省水減碳設備，請詳列採



 

購項目、數量及相關預算書或經費及綠色採購上傳比值、改善照片等) 

(2) 綠色採購上傳，採購比達 100%-8分，70%-90%-4 分，70%以下0 分 

2. 協助填寫自評表中第四項(2) 109年學校獲教育部、教育處、其他單位補助執行校

園規劃與環境教育實踐，著有成效。提供(核定公文或具體呈現規劃理念、計畫、

執行改善成效、經費預算、施工照片成果佐證資料) 

學務處 訓育組 1. 班會課環境教育影片觀看及討論(宣導活動):成果照片(如附件格式) 

2. 107校園布置計畫: 計畫及成果照片(如附件格式) 

3. 環境教育服務學習(宣導活動):成果照片(如附件格式) 

社團活動組 1. 109社團成果-童軍社:整課程規劃、教案及學習單或學習成果、成果照片(如附

件格式) 

2. 109校外教學-隔宿露營成果報告(教學活動)完整教案及學習單或學習成果、成果

照片(如附件格式) 

3. 109童軍小隊長體驗營成果照片(如附件格式) 

衛生組 1. 整理各組提供之資料   

2. 收集環境教育研習資料  

3. 製作宣導活動成果照片   

4. 上傳相關資料及成果照片 

5. 完成 109年環教時數上傳及 110年環教計畫 

6. 教師研習證明收集 

 為避免照片檔案過大，該檔案超過 3MB 無法上傳，提供壓縮照片的免費網址連

結:https://tinypng.com/  將圖片拉到虛線框框內，就會壓縮圖片檔案，壓縮後，之後點擊

「Download」就可以下載了 
 

 

 

 

 

 

 

 

 

 

 

 

 

 

 

 

 



 

成果報告格式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109年度辦理○○○○研習 

○○○○計畫――課程名稱:○○○○ 

                         成果報告 

辦理時間:109年○月○日 

辦理對象: ○○○○ 

照片 1 

說明文字 1 

 

照片 2 

說明文字 2 

 

照片 3 

說明文字 3 

 

 

 

 

 

 

 

 

 

 

 



 

【學務處體育組附件】 

基隆市立暖暖高中 109 學年度運動會實施計畫 

一、宗 旨:藉由運動會達到本校學生體能提昇，倡導人人一項運動，持續運動，並達到身心健康。            

二、主辦單位:暖暖高中 

三、承辦單位:學務處 

四、協辦單位:教務處 總務處 輔導室 圖書館 家長會。 

五、活動日期:109 年 12 月 18 日(五)至 12 月 25(五)早自習、午間及第八節。 

六、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 月 27 日(五) 中午 12 時止至學務處體育組辦理完成。 

七、抽籤日期:109 年 12 月 3 日(四)請(康樂股長)或派代表 12:40 於學務處前抽籤。   

八、競賽項目:（一）團體部分：國中大隊接力 、拔河。（二）個人部分：80M、200M、800M、跳遠， 

每班每項至少一名最多二名，每班每項限報兩人，每人限報二項）（競賽規程詳如附件）。 

九、參加對象:本校國、高中學生。 

十、競賽規則:請參閱各競賽項目規程。 

十一、預賽日期: 12/18(五)~12/24(四)預賽。 

十二、決賽日期: 109 年 12 月 25 日(五)。 

十三、獎    勵: 

               （一）榮獲團隊項目高中部競賽前三名、國中部前二名班級給予以下獎勵。 

                1.獲得第一名由導師提出敘獎名單記嘉獎兩次並頒予獎狀乙紙，以資鼓勵。 

                2.獲得第二名由導師提出敘獎名單記嘉獎乙次並頒予獎狀乙紙，以資鼓勵。 

                3.獲得第三名頒予獎狀乙紙，以資鼓勵。 

               （二）榮獲個人項目競賽前三名者給予以下獎勵。 

                1.獲得第一名記嘉獎兩次並頒予獎狀乙紙，以資鼓勵。 

                2.獲得第二名記嘉獎乙次並頒予獎狀乙紙，以資鼓勵。 

                3.獲得第三名頒予獎狀乙紙，以資鼓勵。 

十四、報名地點：學務處體育組陳文彥或曾鈺閔老師。 

十五、本次賽會場地服務志工以實際參與名單敘嘉獎貳次。 

十六、本計畫經學校體育委員會決議陳校長核示後實施，修正亦同。 

 

 



 

【提案討論案由一_教務處】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均衡教育發展獎勵國中畢業生升學當地高級中

等學校獎學金實施要點」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獎學金補充規定(草案) 

109.10.27  行政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 年 09 月 14 日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90103304B 號令修正發布「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均衡教育發展獎勵國中畢業生升學當地高級中等學校獎學金實施要點」辦理。 

貳、核發對象： 

  就讀本校日間部學生，其國中畢業學校為：基隆市所有鄉鎮區、新北市(瑞芳區、萬里區、雙溪區、

貢寮區、平溪區、汐止區)，如：明德國中、銘傳國中、信義國中、中正國中、南榮國中、成功國中、正

濱國中、建德國中、百福國中、碇內國中、武崙國中、二信高中附設國中、聖心高中附設國中、中山高

中附設國中、安樂高中附設國中、暖暖高中附設國中、八斗高中附設國中、瑞芳國中、欽賢國中、時雨

高中附設國中、萬里國中、雙溪高中附設國中、貢寮國中、平溪國中、汐止國中、青山國中(小)、秀峰高

中附設國中、崇義高中附設國中、樟樹實中附設國中之畢業生。 

參、獎學金核發標準： 

一、第一學期新生︰ 

依就學區分區免試入學以第一志願錄取、直升入學、優先免試入學、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國民中

學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免試入學、產業特殊需求類科優先入學，或以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管道錄取者，依高一第一學期第一次定期評量成績，擇優發給獎學金。（說明：學校自訂各類入學

管道學生比率及相關獎學金分發作業程序等，惟仍應符合本署獎學金實施要點。） 

二、第二學期至第六學期學生： 

第一學期獲本獎學金獎勵之學生，自第二學期起，其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名列同年級、同年級

同科（組）或學程前百分之三十，且德行評量無小過以上紀錄，並經導師推薦者，得繼續申請本獎

學金。如前一學期成績未達上述規定者，該學期不具本獎學金之申領資格，得由同年級入學時符合

上述規定之學生申請遞補。 

三、休學及轉學學生，永久喪失領取本獎學金之資格，該獎學金名額得由同年級入學時符合上述規定之

學生申請遞補。 

肆、分配名額：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當年度核定各年級名額。 

伍、申請、審核及表揚： 

  符合核發對象之學生，由學校通知後並於公告時間內，填具申請表及檢附相關資料，向教務處申請，

依核發標準及分配原則審定後公開表揚，並將受獎學生名單公布於本校網站供查詢。 



 

陸、本補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悉依部頒要點及相關之規定辦理。 

 柒、本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或行政會報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提案討論案由二_教務處】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高中部成績考查獎勵實施計畫 (草案 ) 

經 109.10.27行政會議通過 

壹、主旨：為鼓勵學生主動學習，努力向學，特訂定本實施計劃，以獎勵成績優良及進步良多之學生。 

貳、對象：本校高中部學生。 

參、適用範圍及學科：本實施計畫適用於各次定期考查、模擬測驗；適用學科為該次考查中之高中部

所開設之語文(含國文、英文)、數學、社會、自然類科課程（含選、必修）。 

肆、實施方式： 

一、 定期考（段考）：每學期舉行三次。 

（一）各獎項標準及獎勵如下： 

１. 金牌獎：高中學生學科平均分數達 85分以上，且每科皆及格者；獲頒獎狀乙紙、

獎學金三佰元，以茲獎勵。 

２. 銀牌獎：高中學生學科平均分數達 80分以上，且每科皆及格者；獲頒獎狀乙紙、

獎學金二佰元，以茲獎勵。 

３. 銅牌獎：高中學生學科平均分數達 75分以上，且每科皆及格者；獲頒獎狀乙紙、

獎學金一佰元，以茲獎勵。 

４. 各班前三名：高中部取各班前三名頒發獎狀乙紙，以茲獎勵。 

 

二、 校外模擬測驗 

１. 特優獎：模擬學科能力測驗自然組(國英數自)或社會組(國英數社)四科總分達全體考生

測驗總分之頂標以上；獲頒獎狀乙紙、獎學金三佰元，以茲鼓勵。 

２. 優等獎：模擬學科能力測驗自然組(國英數自)或社會組(國英數社)四科總分達全體考生

測驗總分之前標以上；獲頒獎狀乙紙、獎學金二佰元，以茲鼓勵。 

３. 甲等獎：模擬學科能力測驗自然組(國英數自)或社會組(國英數社)四科總分達全體考生

測驗總分之均標以上；獲頒獎狀乙紙、獎學金一佰元，以茲鼓勵。 

４. 特殊表現獎：模擬學科能力測驗或指定考科測驗(分科測驗)，單科分數達滿級分或滿分

者，獲頒獎狀乙紙、獎學金三佰元，以茲鼓勵。 

伍、經費來源：教務處課輔行政費。 

陸、本計畫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高中部成績考查獎勵實施計畫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參、適用範圍及學科：本實施計畫適

用於各次定期考查、模擬測驗；適用

學科為該次考查中之高中部所開設

之語文(含國文、英文)、數學、社會、

自然類科課程（含選、必修）。 

參、適用範圍及學科：本實施計畫適

用於各次定期考查、學科競試、復習

考、模擬測驗；適用學科為該次考查

中之高中部所開設之語文(含國文、英

文)、數學、社會、自然類科課程（含

選、必修）。 

1. 獎勵實施計畫

未包含學科競

試 

2. 目前已無複習

考 

１. 金牌獎：高中學生學科平均分數

達八十五分以上，且每科皆及格者；

獲頒獎狀乙紙、獎學金三佰元，以茲

獎勵。 

１. 金牌獎：高中學生學科平均分數

達八十五分(體育班：九十分)以上，

且每科皆及格者；獲頒獎狀乙紙、獎

學金三佰元，以茲獎勵。 

現無體育班，

故刪除 

２. 銀牌獎：高中學生學科平均分數

達八十分以上，且每科皆及格者；獲

頒獎狀乙紙、獎學金二佰元，以茲獎

勵。 

２. 銀牌獎：高中學生學科平均分數

達八十分(體育班：八十五分)以上，

且每科皆及格者；獲頒獎狀乙紙、獎

學金二佰元，以茲獎勵。 

現無體育班，

故刪除 

３. 銅牌獎：高中學生學科平均分數

達七十五分以上，且每科皆及格者；

獲頒獎狀乙紙、獎學金一佰元，以茲

獎勵。 

３. 銅牌獎：高中學生學科平均分數

達七十五分(體育班：八十分)以上，

且每科皆及格者；獲頒獎狀乙紙、獎

學金一佰元，以茲獎勵。 

現無體育班，

故刪除 

 5.進步獎：高中學生平均六十分以

上，且該次學科成績總平均，較前最

高學科成績總平均之考次進步佰分

之五以上（含），且未獲銅牌以上（含）

獎項者，獲頒獎狀乙紙，以茲獎勵。 

刪除 

 （二） 頒獎時間：上列獎項於第

一、二次定期考後第二～三週內頒

發；第三次定期考則於寒、暑假之全

校返校日或下學期開學初頒發。 

刪除 

 二、 開學復習考（非校外模擬測驗形式）

及競試: 

（一） 舉行時間及次數： 

１. 開學復習考，每學期開學初舉行。 

２. 競試次數及科目，視該學期實施計

劃而定。 

（二） 各獎項標準及獎勵： 

１. 第一名：全年級第一名，獲頒獎狀

乙紙及獎學金二佰元。 

２. 第二名：全年級第二名，獲頒獎狀

現已無複習

考，故刪除 



 

乙紙及獎學金一佰元。 

３. 第三名：全年級第三名，獲頒獎狀

乙紙。 

(三)復習考計分，以該次考試科目之總分

和為排名基準。 

(四)若復習考為校外模擬測驗形式，則依

以下第三點校外模擬測驗獎勵辦法。 

(五)競試以單科（國、英、數、社會、自

然，共五科）分數為排名基準。 

１. 特優獎：模擬學科能力測驗自然

組(國英數自)或社會組(國英數社)四

科總分達全體考生測驗總分之頂標

以上；獲頒獎狀乙紙、獎學金三佰

元，以茲鼓勵。 

１. 特優獎：模擬學科能力測驗或指

定考科測驗總分達全體考生測驗總

分之頂標以上；獲頒獎狀乙紙、獎學

金三佰元，以茲鼓勵。 

學測已為五選

四，指考模考人

數過低，故做修

正 

２. 優等獎：模擬學科能力測驗自然

組(國英數自)或社會組(國英數社)四

科總分達全體考生測驗總分之前標

以上；獲頒獎狀乙紙、獎學金二佰

元，以茲鼓勵。 

２. 優等獎：模擬學科能力測驗或指

定考科測驗總分達全體考生測驗總

分之前標以上；獲頒獎狀乙紙、獎學

金二佰元，以茲鼓勵。 

學測已為五選

四，指考模考人

數過低，故做修

正 

３. 甲等獎：模擬學科能力測驗自然

組(國英數自)或社會組(國英數社)四

科總分達全體考生測驗總分之均標

以上；獲頒獎狀乙紙、獎學金一佰

元，以茲鼓勵。 

３. 甲等獎：模擬學科能力測驗或指

定考科測驗總分達全體考生測驗總

分之均標以上；獲頒獎狀乙紙、獎學

金一佰元，以茲鼓勵。 

學測已為五選

四，指考模考人

數過低，故做修

正 

 ４. 進步獎：該次模擬升大學測驗總

分，較前最高測驗總分之考次進步佰

分之十以上(含),且未獲甲等獎以上獎

項者，獲頒獎狀乙紙，以茲獎勵。 

刪除 

４. 特殊表現獎：模擬學科能力測驗

或指定考科測驗(或分科測驗)，單科

分數達滿級分或滿分者，獲頒獎狀乙

紙、獎學金三佰元，以茲鼓勵。 

５. 特殊表現獎：模擬學科能力測驗

或指定考科測驗，單科分數達滿分或

滿級分者，獲頒獎狀乙紙、獎學金三

佰元，以茲鼓勵。 

111 年起，指

定考科測驗改

為分科測驗 

伍、經費來源：教務處課輔行政費。 四、經費來源：教務處課輔行政費。  

陸、本計畫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五、本計畫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提案討論案由三_教務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