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9次行政會議紀錄 

一、時間：109年 12月 8日上午 8時 15分 

二、地點：仰學 4樓圖書館閱覽區 

三、主持人：呂教務主任春森代理(甘校長邵文公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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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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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2.01–109上第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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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12/4收到教育處

函還本案，已以電話及電

子郵件連繫教育處和議員

服務處。 

指裁

示事

項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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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研擬中。 

指裁

示事

項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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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已製作，並發放

張貼公告。 

指裁

示事

項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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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已製作，本週發

放。 

指裁

示事

項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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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已製作並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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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缺失改善相

關工程施作



及規劃中。 

2.12/04第三

次開庭結

束，準備

1/24開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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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準備期末

成果報告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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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4)108年度前瞻計

畫(資訊機房改善) 

300,000元  (4)已驗收 

(5)數位化創新教學

示範學校 

1,200,000元  (5)經常門執 

    行率 56% 

    ，資本門 

    設備採

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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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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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已將提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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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三)為校內靜態語文競賽，12:40～12:50為字音字形（圖書館

閱覽區）、14:05～14:55為寫字（物地及生化教室）和 14:10～

15:40為作文比賽（圖書館閱覽區），感謝國文領域的協助。 

2. 12/10(四)為全市英語學藝競賽，上午為英語演講，下午為英文看

圖寫作，感謝陳辟賢主任及黃桂芳老師擔任指導及帶隊老師。 

3. 12/14(一)上午為國中完免訪視。 

4. 已將寒假行事曆放至共用，請各位同仁於 12/18(五)前完成共編，

預計於 12/22(二)9:00～10:00召開第一次寒假行事曆會議。 

5. 已完成 11月兼代課費申請，預計於 12/11前完成 11～12月國中

學習扶助(國中補救)薪資申請。 

 

(二)實研組 

1. 12/9(三)為校內靜態語文競賽，已完成公假程序。 

2. 已發放寒假輔導課及 109-2輔導課調查表，敬請各級導師協助調

查，謝謝。 

3. 寒假輔導課國中預計在 1/25-1/29。高中預計在 1/25-1/28。1/26-

1/28為高一、高二中興微生物營。1/29為高中補考。 

4. 12/18(五)5-6節為海洋人文科技研究計畫課程成果發表，地點為本

校耀武館。 

(三)註冊組 

1. 12/9成績登錄截止後，將發放第二次定期評量統計資料予導師與

各領域。 

2. 12/7(一)-12/11(五)辦理補救測驗。 

3. 12/23(三)-12/24(四)中三模考。 

4. 12/14前請命題老師繳交認知考題。 

 

(四)試務組 

1. 第二次英聽本週六 12/12登場。 

2. 下週 12/15(二)、12/16(三)為高三模考。 

3. 本週進行高一完免素養平台操作練習，下週五 12/18班會課進行

前測。 

(五)設備組 

1. 高中部視聽設備正進行整合討論工作，希望讓各班更方便使用。 

2. 下學期教科書版本已經課發會通過，並公告學校網頁。 

❖ 學務處 

(一)生輔組 



1. 近日天雨路滑，請各位同仁行走時注意路況，另發現同學於走廊

奔跑，也請協助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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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次籌備會對於辦理日期、遊覽車車數、行

程及入住飯店，達成共識，以一班一車規劃預算，若班級報名人

數未達 8成，則由較少報名人數之 2個班級合為一車。 

3. 培力工作坊：12/12(六)9點~17點及 12/13(日)13點~17點舉辦於本

校圖書館舉辦學生自治及參與培力工作坊，報名學生人數 20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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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幹部證明書：將各班幹部清冊交由育樂股長領回，敬請導師協助

確認，俾利製作證書。 

6. 戶外教育費：中四參加學生經核算經費開支，可退費 120元，未

參加已繳費者可全額退費 400元整。 

7. 總統教育奬：依據教育部 109年 11月 23日臺教授國字第

1090146619A號函辦理，敬請導師協助於 109年 12月 7日（星期

一）前推薦適當人選，相關計畫已公告於本校網站。 

 

(三)社團活動組 

1. 12/25(五)14:00~16:00進行國高中社團成果展，地點耀武館。 

2. 協助各社團進行成果展準備與彩排作業。 

 

(四)衛生組 

1. 配合秋冬防疫專案，本校防疫措施已發公告給各班級學生: 

第一步上學前在家量體溫→ 

1) 體溫正常放心上學。 

2) 額溫超過 37.5 度 C、耳溫超過 38 度 C 者，打電話給導師

請假，看醫生，在家裡多喝水多休息。 

第二步：入班量體溫→ 

1) 每班分配一支額溫槍，請入班務必量體溫。 

2) 額溫超過 37.5 度 C→戴上口罩至健康中心量耳溫，耳溫超

過 38度 C者，打電話給家長請假，看醫生，在家裡多喝水

多休息。 

第三步：未發燒有呼吸道症狀者請戴口罩→ 

有咳嗽或呼吸道症狀，但體溫未超過標準者，請全程配戴口

罩。 

● 在校期間防疫作為： 



1) 教室保持通風及分開座位；專科教室每班上完必消毒。 

2) 請同學用肥皂勤洗手。 

3) 勿共飲共食。 

4) 在校期間疑似發燒者，請學生至健康中心，護理師會協助處理。 

 

2. 第 14 週整潔成績(11/27-12/3)如下:國中部第一名 301 班、第二名 104

班、第三名 202班、第四名 103班、第五名 303班；高中部第一名 604、

504班；第二名 401、404、601班；第三名 402班。 

 

(五)體育組 

1. 體育組於 12月進行體育班招生推廣事宜，目前已前往五堵國小、

暖西國小及碇內國小進行體育班推廣教學，並接洽下學期招生推

廣事宜。 

2. 再次麻煩各單位若有相關活動需要使用耀武館，請務必自行準備

人力處理好場佈及場復事宜，回收地墊時請務必進行場地清潔供

下次活動有乾淨不發臭的地墊可使用，所以麻煩各單位若有借用

耀武館務必進行場佈及場復，感謝大家。 

❖ 總務處 

無特殊報告事項。 

❖ 輔導處 

(一)輔導組 

1. 11月輔導工作報表填報中。 

2. 辦理教師性平知能研習時數核結作業。 

3. 彈性課程「我是公民人」學習手冊回收中。 

(二)資料組 

1. 12/4(五)中六升學講座已完成辦理。 

2. 中二職群入班宣導將於 12/11(五)班會課進行，因 201班班會課於

其他班級不同節已協調導師與專項課程互調。 

3. 中六升學祈福將於 12/18(五)班會課舉行，地點為耀武館。已與體

育組登記借用，因須事前布置場地及地墊所以會影響到該天早上

上體育課之班級，本組會再通知任教之體育老師。 

4. 12/8(二)上午參與碇內國中升學博覽會。 

(三)特教組 

1. 進行 109-1特教鑑定安置委員和心評人員經費核銷。 

2. 發放段考成績登記表至相關老師登記成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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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教務處協助下重新安排閱讀課程時間，

將於近日召開社群討論會議擬定下學期課程。 

(3)高中部心得比賽校內初賽，依校長指示規劃中英文心得比賽，

已簽核中。 

(4)高中部小論文比賽主辦單位提醒規則有變，將於 12/21開會後

再行擬定校內初賽辦法。 

 

(二)技服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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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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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2/11前完成動支。 

(三)資媒組 

1. 已於上週三完成校內的資安講座，也已核發 2小時給所有參與的

同仁。另外 1小時的資安研習，請大家於本年度結束前利用時間

進行線上研習，研習連結及方式的 PPT放在學校首頁的"文件檔案

"區，敬請參閱。若仍有操作上的問題也請洽資媒組。 

2. 目前陸續進行前瞻計畫的核銷、盤點系統填報等後續事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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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十三、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