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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8次行政會議 

一、時間：109年 11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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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18已 email寄至各處室主任、組長公務信箱）： 

七、上次會議案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109.11.17-109 上第 7 次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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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歷屆學生參加全國美術比賽屢獲佳績，請學務處 

於每年 12月份籌辦學生美展活動，鼓勵學生探索自我專

長並展現多元才藝。 

學務處：遵示辦理 

指裁

示事

項２ 

請學務處盡快擬定 12/25體育週決賽日當天賽程安排及 

學生午餐是否請廠商改以餐盒提供等事宜。另中三運 

動會賽程請往前挪一星期辦理，以避免與第二次模擬 

考衝突。 

學務處： 

1.中三個人賽仍然是採自由報

名，團體賽部分儘量安排在前

一周的星期五或當周星期四中

午及第八節，唯場次安排有困

難時再使用前一周星期四。 

2.其餘相關流程草案如附件。 

指裁

示事

項３ 

請學務處規劃、各處室配合於寒假第一週辦理全日校 

際社團成果展演活動，邀約鄰近國中優異表現社團與 

本校社團共同演出，除演出學校師生外也邀請家長一 

起參與，並安排學生闖關遊戲及家長參觀校園等其他 

活動。 

學務處：遵示辦理，初步規劃

草案如附件。 

教務處：遵示辦理 

輔導處：遵示辦理 

圖書館：遵示辦理 

總務處：與家長會研議邀請家

長參加。 

指裁

示事

項４ 

請圖書館配合本校家長會召開家長代表大會時間，同 

時辦理社區共讀站、閱讀角剪綵活動，並擬定出本校 

家長志工需求及召開家長讀書會等計畫方案供家長會 

圖書館：遵示辦理 

總務處：將與家長會確認開會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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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達。 

指裁

示事

項５ 

各處室每星期請至少提供一項與處室相關活動的文章 

及照片給教務處楊先生，將學校亮點適時透過粉絲專 

頁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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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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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電修護部

分，與工務

處、建築師

及教育處等

單位訂於

11/27早上 10

點辦理會

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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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盤

點其他設備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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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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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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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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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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依教育處指示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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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5(三)下午為全國語文競賽預演，地點在七堵國小，代表參賽選手為 303吳欣欣 

                          及 504李育任，並於 11/28～11/30參加全國賽。 

2. 已發放本學期作業抽查表，預計於 12/10(四)抽查中一、中二、中四及中五國文、 

                          英文和數學作業。 

3. 已收齊校內靜態語文競賽報名表，預計於 12/9(三)辦理校內字音字形、作文及寫字 

                          比賽，感謝國文領域協助。 

4. 12/10(四)為英文學藝競賽，參賽學生演講為 303楊馥羽，看圖寫作為 302白耀誠及 

                          302陳奕宏，感謝陳辟賢主任及黃桂芳老師帶隊及指導。           

    ( 二 )  實研組 

1. 已收齊校內靜態語文競賽報名表，預計於 12/9(三)辦理校內字音字形、作文及寫字 

                          比賽，感謝國文領域協助。 

2. 已發放本學期作業抽查表，預計於 12/10(四)抽查中一、中二、中四及中五國文、 

                          英文和數學作業。 

3. 12/1及 12/2晚自習照常進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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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12/8辦理段考補

考。 

   ( 四 )  試務組 

1. 第二次段考考程已發放，如附件。請留意高二因考科較少，故第一天上午正常 

                          上課。 

2. 校內繁星委員會將於 11/30中午召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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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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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期待有很好的表現。 

2. 請高中部各領域於本週五(11/27)完成選書，以利後續招標程序順利進行。 

 ▉學務處： 

    ( 一 ) 生輔組 

1. 近日在學生間尚有互傳私密照的情事發生，生輔組於每週朝會將會加強宣導，並 

                          請老師們有知悉請立即通報學務處，由生輔組接續處理。另請各班導師或任教老 

                          師於課程中，或是閒聊之餘，也告訴學生事態嚴重性，及照片上傳至網路上無法 

                          回復的事實。 

2. 根據「教育部校安通報系統」數據資料顯示，每年 11-12月為「交通意外事件」好 

                          發時期，因此，請各位老師多加關心、關懷及留意學生，務必加強學生交通安全 

                          教育，以減少意外事故傷亡。 

3. 天氣變冷家家戶戶使用熱水器的頻率變高，請同學注意家中倘熱水器是裝置於 

                          室內，請務必於使用時注意通風，避免燃燒不完全造成一氧化碳中毒。 

4. 國中部同學於上學時，均需以樂學卡刷卡上學，上週達成率已達百分之 70，未來 

                          也請持續努力，務必達成人人上學均刷卡之目標。 

5. 在課堂間或是發現同學相處時，常常口角或是故意以不當或意有所指的詞彙互相 

                          指責，如無法處理，可請同學至學務處由生輔組協處，避免一些小事在日後演變 

                          成疑似霸凌事件。 

6. 本校於上週 11月 20日參加全民國防暨校園安全展演比賽活動，同學熱情參與比賽 

                          ，在比賽中取得良好成績。 

    ( 二 )訓育組 

1. 優秀青年：依基府產青貳字第 1090065060號文辦理，推薦本校學生會長及自科社 

                                             長參加。 

2. 獎助學金：申請王修慈善事業基金會清寒獎助學金及急難救助金者，需本月 20日 

                                             前提出。 

3. 培力計畫：12/12(星期六 9：00-17：00)及 12/13(星 2期日 13：30-16：40)辦理學生 



6 

                                             自治培力計畫，參加對象以國高中部各班班級代表及學生會幹部優 

                                             先，各社團幹部及本校對此主題有興趣同學。(名額最多 25人)，請老 

                                             師鼓勵同學參加。 

4. 中五畢旅：預定於本週五中午召開籌備會，2/18(四)為開學日規劃下學期初 2月 23 

                                              日(二)～26日(五)辦理。 

    ( 三 )社團活動組 

1. 11/24(二)進行國中部第六次社團活動課。 

2. 指導社聯會進行社團成果展籌備作業。 

3. 11/26(四)午休進行畢冊編輯課程。 

    ( 四 )衛生組 

1. 109年 11月 26日本週四 08:00~10:00進行中一、中四新生健康檢查，時間表如附 

                         件。 

                         集合地點：中一仰學樓 3F生化教室外。中四資源回收室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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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月份資源回收車到校清空日為 11/25週三中午 12:30，請有小型回收物者可於該時 

                         段送至回收室。大型鐵桌椅、大型櫃體回收車無法回收，垃圾車亦無法載運，需 

                         自行解體後再行處置。木桌、木椅、木頭類為一般垃圾不可回收。 

    ( 五 )體育組 

1. 109學年度運動會暨社團成果展系列活動計畫如附件。 

2. 運動會預賽及拔河決賽日期：12月 17-24日，運動會決賽日期為 12/25，與實研組確 

                           認 12/17-18第八節不停課，12/-25第八節停課。 

▉總務處   

1. 感謝各處室配合總務處年度財物盤點作業，請尚未繳回財物盤點清冊單位盡速繳 

                          回財管幹事辦理後續作業。  

▉輔導處： 

（一）輔導組 

1. 中途離校學生預防追蹤及復學輔導實施計畫(草案)擬訂中。 

2. 多元文化教材網四格漫畫比賽辦理後續獎勵作業。 

3. 心理師入校服務本學期已完成核銷作業。 

（二）資料組 

1. 中四興趣測驗將於 11/27(五)日開始分班分時段陸續施測。 

2. 下學期國中技藝班名單彙整中。 

3. 12月本校參與各國中升學博覽會如下：12/8碇內國中、12/18南榮國中、12/29明德 



                           國中，12/14秀峰高中國中部靜態展。 

（三）特教組 

1. 本校為承辦 109學年度基隆市鑑定安置的學校，目前鑑定安置審查已全數於 

                           11/18~11/20結束，感謝各位老師在行政與教學上的協助。 

2. 學輔班段考特殊需求名單彙整。 

3. 身心障礙生大專院校簡章轉知相關學生家長。 

▉圖書館： 

（一）讀服組   

      1.   圖書館影印機已設定完成，目前進行影印卡處理，歡迎老師及學生運用，老師使 

            用自己卡片即可，學生建議使用班級卡片，若需獨自使用，請洽總務處購卡。目 

            前，圖書館影印機另有 SCAN掃描功能，歡迎師生使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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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以下為相關進行業務： 

         (1)班級讀書會活動：國中部班級讀書會已於 10/30舉行，中一因逢校外教學，將擇日 

              開會，11/06(五)第四節已召開高中部班級讀書會，目前各班陸續繳回紀錄及班讀 

              會書籍，感謝導師們的協助。尚未繳交班讀會紀錄表的班級 

              有 101,103,104,201,401,501,503班，將持續提醒讀書股長，感謝導師們的協助~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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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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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國中部心得比賽已於 11/20(五)繳件截止，共 18人完成報名，感謝導師的協助和指導 

            ，目前評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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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三)下午 13:00-16:00 本校圖書館閱覽室舉辦(素養導向暨教育遊戲化認知討論教 

           學)，我們邀請侯惠澤教受擔任本次講師，歡迎有興趣的老師上網報名參加。研習 

           序號:2918927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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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段考 12/2上午 10:00~12:00於閱覽室辦理全校教職員資訊安全「資安認知 

                          宣導」的研習，請本年度未滿 3小時資安研習的同仁務必參加，全國教師進修 



8 

                          網研習序號為 1974169。另外一小時的資安研習請至 e等公務員學習平台                 

                           (±https://elearn.hrd.gov.tw/mooc/index.php)挑選一小時的線上資安課程，操作說明 

                           請參閱學校首頁「文件檔案」中的「資訊安全線上研習操作手冊」。 

2. 本學年的電腦競賽目前已完成報名，將於段考後召集參賽同學進行競賽說明。 

3. 上週二已完成前瞻計畫的第二次輔導訪視，近期會依規定完成樹莓派的安裝。 

4. 國中部教室各班新的小電腦已安裝，近日會將系統認證完畢, 舊電腦預計寒假再 

                          回收，方便老師於過渡期使用。 

▉會計室： 

       109會計年度將屆滿,為配合辦理年度關帳作業，相關經費動支(含年度各項補助款、 

         代辦經費)期程，相關經費動支請示單收件至 12/15，核銷案收件至 12/21，請各課室 

         配合，俾利掌控經費及辦理年度關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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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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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需辦理活動時程盡量不與畢旅活動衝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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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散會 

 

 

 

 

 

 

 

 

 

 

 

https://elearn.hrd.gov.tw/mooc/index.php


 

【上次會議指裁示事項 3-學務處附件】 

109學年度基隆市立暖暖高中及鄰近國中特色社團發表會 

「五光十社大集合」實施計畫 

一、活動源起 

希望讓本市莘莘學子於忙碌學業之餘，能有其他多元發展的機會，並提供學子可

以展現自我與活力的舞台，故於歲末辦理本校及鄰近國中特色社團發表會，期使本校

與附近各國中特色社團透過交流的過程互相觀摩學習，讓社團活動的推展精益求精。

同學們亦可透過此一活動，增進校際間之互動，達到大手攜小手的效益。 

二、活動目的 

（一） 鼓勵各校發展特色社團，充實多元學習內涵。 

（二） 建立交流平台，提供各校觀摩社團經營成果。 

（三） 設計多元活動，展現市立學校多樣之才能。 

（四） 增進校際間之互動，達到大手攜小手的效益。 

 三、辦理方式 

（一） 邀請鄰近國中特色社團及家長參與，呈現社團經營歷程與成果。 

（二） 下午場佈與暖中特色課程介紹。 

（三） 晚上場進行社團交流發表。 

四、活動對象 

            邀請本市鄰近本校各國中推派特色社團參加發表會。 

五、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二） 協辦單位：基隆市鄰近本校各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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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活動地點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地址：基隆市暖暖區暖中路 112號。 

七、活動時間 

民國 110年 1月 27日(星期三)，上午 09:00至 16:00止。  

八、參加方式 

（一） 各校請以電腦繕打參展資料，於 110年 1月 6日(星期三)前將報名表

(附件二)、社團簡介(附件三)   email至暖暖高中 社團活動組陳怡如組

長，信箱：admb03@nnjh.kl.edu.tw，郵件主旨請設定為：109學年

度暖中及鄰近國中特色社團發表會資料(學校名稱)。 

（二） 如有任何問題或建議，請洽暖暖高中社團活動組陳怡如組長，連絡電

話：02-2457-5534#125。  

九、實施方式 

（一） 由本校特色色團及邀請以下鄰近國中特色社團參加本聯合發表會。 

學校 社團 

基隆市暖暖高中 高中部戲劇社 

基隆市暖暖高中 高中部熱舞社 

基隆市立碇內國中 直笛社、戲劇社 

基隆市立明德國中 鼓隊 



基隆市立建德國中 管樂隊、合唱團 

基隆市立武崙國中 直笛社、戲劇社 

 

（二）    協助每個社團製作半開宣傳海報一張。 

（三）    活動內容：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13：30-14：00 報到 防疫工作 

14：00-15：30 A組→彩排 

B組→校園巡禮 

校園巡禮： 

1.特色課程

體驗 

2.共讀站參

訪 

3.校園巡禮 

15：30-17：00 A組→校園巡禮 

B組→彩排 

17：00-18：00 晚餐   

18：00-20：30 特色社團發表會   

20：30 賦歸   

十、參展原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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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動態社團可於舞台進行表演，以「社團」為單位，每個社團表演時       

數總長以不超過 15分鐘為原則。 

（二）    每個社團補助 1萬元整。  

十一、經費概算 

                      詳見附件一。 

十二、經費來源 

                       暖暖高中自籌款。  

十三、本計畫報校長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試務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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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組附件】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109學年新生健檢時間表及注意事項 

(一) 時程表：109年 11月 26日週四 08:00~10:00 

(二) 以實際檢查情形為準，將派員通知，請任課老師隨班協助管理秩序。

 

備註: 

1. 上表為健檢時程，當日須空腹進行健檢，健檢結束後醫院提供早餐一份。 

2. 各項檢查時間較為彈性，視現場實際情況調整，造成任課教師不便，敬請見諒。 

 (三)動線 

國中部健檢動線：仰學樓 3F生化教室外走廊集合 

                               仰學樓 3F生化教室開始進行抽血、辨色、聽力檢查 

                               仰學樓 3F理化教室進行牙科及理學檢查結束後      

                               從仰學樓樓梯下去回班上。 

高中部健檢動線：資源回收室前集合 X光車檢查 

                              仰學樓 3F生化教室進行抽血、辨色、聽力檢查 

                              仰學樓 3F理化教室進行牙科、血壓、理學檢查結束後 

                              從仰學樓樓梯下去回班上。

  

(四)注意事項 

1.提醒您：11/26進行空腹抽血，請同學 11/25超過夜間 12點後，勿飲食及喝水，以免影響檢查結

果。 

2.健檢集合地點：中一仰學樓 3F生化教室外。中四資源回收室前集合。 

3.請各班小老師(或學藝股長)記得上課前，去通知任課老師健檢的時間。 

4.請依照動線進行健檢。 

5.請各位同學於健檢的過程安靜，如有需要詢問，請輕聲細語，以免影響健檢之進行。 

6.以上時間為預估時間，如有延誤或提前，請小老師(或學藝股長)務必通知任課教師。 

7.仰學樓三樓走廊當天早上暫停通行，敬請同學繞道，以免影響健檢工作，謝謝。 



 

【體育組附件】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109學年度運動會暨社團成果展系列活動計畫 

大會會    長：甘邵文校長 

大會顧    問：李  心會長 

大會總 幹 事：游佳雲主任 

大會執行秘書：陳文彥組長 

❖ 時程與地點 

➢ 運動會預賽及拔河決賽日期：12月 17-24日

 
➢ 社團成果展靜態展日期：12月 25日

 
➢ 決賽日期：12月 25日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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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子計畫、負責人與負責事項

 

 

❖ 職務分配表 



職稱 人員 職掌 備註 

會長 甘邵文  校長 統籌本次活動一切事宜   

行政 

籌備組 

組長：學務主任 游佳雲 

組員：體育組長 陳文彥 

   訓育組長 陳怡如 

1.   統籌規劃本次活動計畫 

2.   規畫活動場地配置 

  

表演組 組長：學務主任 游佳雲 

組員：活動組長 陳怡如 

   社團老師 

   社聯會 

1.  撰寫國中社團成果展計畫 

2.  撰寫高中社團成果展計畫 

3.  統籌辦理社團成果展 

  

體育競賽

組 

組長：學務主任 游佳雲 

組員：體育組長 陳文彥 

   體育教師 楊嘉雯 

   體育教師 雷淑敏 

   體育教師 黃瑞勇 

   體育教師 吳志賢 

   專項教練 曾鈺閔 

1.  撰寫體育競賽計畫 

2.  統籌辦理體育競賽 

  

醫護組 組長：護 理 師 鍾月桃 

組員：幹 事 余麗玲 

1.  救護站之設置與處理學生受

傷或不適之狀況 

2.  聯繫送醫學生導師 

  

環境維護

組 

組長：衛生組長 邱上容 

組員： 

1.  排訂定時校園清潔巡邏隊 

2.  督導各班環境整理 

  

校園安全

維護組 

組長：學務主任 游佳雲 

組員：生輔組長 陳俊璁 

   教官 宋兆康 

   警衛 劉洪龍 

        蔡謀祥 

   糾察隊 

1.  撰寫校園安全維護計畫 

2.  聯繫管區警所 

3.  指導糾察隊，指揮引導進出

車輛 

4.  校園進出人員管制 

5.  督導校園安全巡邏隊訓練與

勤務 

6.  典禮秩序維護 

7.  校園安全管制 

  

新聞傳播

組 

組長：圖書館主任 王嘉萍 

組員：資媒組長 江曉嵐 

   讀服組長 林月清 

   技服組長 楊嘉雯 

   專案助理 楊富鈞 

1.  各式活動攝影 

2.  發布新聞稿、即時動態新聞 

  

會計組 組長：會計主任 林宮華 

   佐理員 林逸青 

1.  活動經費支出、核銷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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