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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7次行政會議 

一、時間：107年 11月 5日上午 10時正 

二、地點：4樓會議室 
三、主持人：甘校長邵文                                 四、紀錄：林月嬌 

五、出到席人員：如簽到單 

六、主持人致詞：略。 

七、確認前次會議記錄（已 cyberhood寄至各主任組長信箱）：無問題  
八、上次會議案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107.10.29第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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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請教務處就 11/2日 107年教學正常化訪視資

料，在 11/1日前於圖書館準備完成。 
教：已辦理完成。 

2 
10/31-11/13廣達游於藝畫展活動結合小學

招生，請各處室配合辦理，大家辛苦了。 
各處室：配合辦理。 

九、專案計畫列管:  

107年度 1-7 月已核定專案計畫執行情形 

 

項次 
計畫名稱 

負責處

室 
總經費 執行情形 

1 107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試辦學

習區完全免試入學資源挹注計

畫 

教務處 

學務處 

圖書館 

輔導處 

2,574,000 

(經常門) 

3,700,800 

(資本門) 

教：基隆市政府於 107 年 10 

    月 17 日以基府教學參字 

    第 1070248287 號函示已 

    核定，目前簽辦採購方 

    案，資本門共分 5案，請 

    教務處（2 案）、學務處 

   （1 案）、總務處（1 案）、 

    圖書館（1 案）共同辦理。 

總： 

(1)107-2-2建置閱讀學習角

資本門$59.2萬元規劃採

購，廠商已初步估價窗戶

的部分，木地板修復仍未

報價。俟家政教室案決標

後積極趕辦。 

(2) 子計畫107-3-2-4大手攜

小手_表藝營，已完成辦

理，刻正核銷中，等待子

科目代碼。 

2 「建置智慧創客教室」計畫 圖書館 1,000,000 勘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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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行動區 

(1)1-1-1 愛戀暖暖社群發展

84,700元 

教務處 

107/2/1---10

8/1/31 

完成上傳 108年度計畫。 

(2)1-2-1 暖暖高中國中部補

救教學計畫 561,339元  

1.107/2/1-108/1/31辦理中。 

（3）教育行動區 

3-1 親職增能工作坊 - 愛要

怎麼說及家庭暖暖日 84,480元 

輔導處 

執行 60% 

(4)4-1 走讀暖暖 212,200元 教務處 已完成。 

(5) 教育行動區 

4-2 多元學習環境營造 - 永

續環保校園 420,820元 

總務處 

總: 

1.10/23(二)下午 14:00已完

成教育訓練。 

2.因應 107前導學校計畫，原

定 11/16(五) 下午辦理探

索活動，並於 12/25結合

社團成果展辦理靜態展部

分調整為由高中優質化計

畫執行。 

3.本計畫配合風力及太陽能

發電教學模組，擬尋求

高、國中自然與科技領域

教師設計教案及發展課程

辦理。 

(6)4-3 愛戀暖暖數科營實施

計畫 67,350元 
教務處 

已完成。 

4 107 年高中資本門 教務處 420萬 
實支 3,907,200元，本周函報

成果冊。 

5 
107 年高中資本門－充實家政

科食物製備室教學設備 
總務處 180萬 

總：10/5決標，預計 11/16

前完工。 

6 107永續校園探索計畫 總務處 120,000 

總： 

1. 中二藍染遮陽簾製作中，

預計在中二各班加裝窗簾

桿。 

2. 結合愛戀暖暖課程進行校

內永續教育推廣。 

3. 11/30應繳交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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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特殊教育

專業團隊服務經費 

輔導處 40,000 本學期專團治療時間為

9/1~12/31，執行中。 

8 107學年發展特色學校計畫 總務處 100,000 

1.與第6項永續校園計畫及第 

3-(5)項教育行動區計畫合 

併辦理。 

2.10月底前完成課程規劃， 

11/16辦理探索活動， 

 12/25成果展。 

3. 10/31(三)1500-1600第 2

次工作坊。 

9 107年度高關懷課程計畫 輔導處 88,153 核銷作業進行中。 

10 

107年度「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辦理 4小時家庭教育課程及

活動」計畫 

輔導處 10,000 
活動規劃中，將於 107學年著

手進行。 

11 107學年高中優質化計畫 圖書館 3,500,000 通過，已入帳 

12 

107全國大露營 學務處 

活動組 

447,430 核銷中。 

13 體育團隊發展補助計畫(田徑) 學務處 

體育組 

50,000 已核定。 

14 體育基層訓練站 學務處 

體育組 

220,000 執行中。 

 

15 107學年度游泳課教學補助計

畫 

學務處 

體育組 

 

286,200 

執行中。 

 

16 廣達游於藝計畫 學務處 

活動組 

8,500 規劃中。 

17 107 學年前導學校計畫 圖書館 1,190,000 

通過，已入帳 

第一期款共 476,000元整 

總：再現暖暖計畫預計 11/16

辦理探索活動。 

18 107-1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

實施計畫 

輔導處 32,089 執行中 

19 107-1年度生涯發展教育實施

計畫 

輔導處 19,014 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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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07學年度服務學習計畫 

學務處 

訓育組 
120,000 已核定。 

21 學生安全健康上網實施計畫 圖書館 100,000 已規劃經費使用方式並準備

核銷 

107(學)年度申請中專案計畫執行情形 

十、各處室報告: 

  教務處： 

  (一)教學組 

     1.11/7基隆市辦理社會科知識達人競賽，參賽選手有 301班余格恩、曾念欣、詹庭瑜、303班 

       莊馥榕、黃靖雯及 202班吳茗康，感謝陳怡如老師及顏妙真老師帶隊前往。 

 2.12/13上午舉行 107學年度全市英語學藝競賽活動國中組學生看圖寫作比賽於由 204班楊彤熏

同學及 202班陳沛彤同學代表學校參賽，感謝馬貴美老師及呂佩玲老師協助指導。 

 3.12/13下午舉行 107學年度全市英語學藝競賽活動國中組學生演講比賽於，由 203班林佑軒同

學代表學校參賽感謝陳辟賢主任協助指導。 

 4.11/12~11/16校內語文競賽靜態報名。 

項次 
計畫名稱 

負責單

位 
申請經費 

執行情形 

1 
107 學年度學習區完全免試國

中提升學習品質計畫 
教務處 500,000 

召開國中部會議研討執行供

作之細節。 

2 

107年體育運動團隊 <跆拳道

隊、游泳隊>訓練及設備購置計

畫 

學務處 

體育組 
410,000 計畫已送教育處，尚未核定 

3 
均質化 107-7圖書館資源共享

計畫 
圖書館 900,000 通過，待教育部核撥 

4 

107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因應新

課綱規劃總體課程實施所需課

室空間及適性學習空間活化需

求改善計畫 

教務處 871,320 審核中。 

5 
107年菸檳防治中心學校推廣

計畫 

學務處 

衛生組 
100,000 計畫送件審核中。 

6 108年度高中資本門補助計畫 總務處 
1.848萬 

2.523.86萬元 

1. 教學大樓屋頂防水防漏工

程 

2. 增設活動中心各項教學設

備補助計畫 

7 
申請基隆市政府生活科技資訊

設備 
教務處 100,000 申請中。 

8 
申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生活科技教室設備 
教務處 600,000 申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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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實研組 

     1.於本周發放高中學習扶助家長同意書，並進行開課之相關作業。 

     2.於本周發放數學科作業抽查單，並於 11/14繳交數學科作業抽查。 

     3.11/7學生參加學科能力競賽(新北市中和高中及板橋高中)。 

  (三)試務組 

     1.進行 108大學學測、術科、第二次英聽測驗報名，截止日期為 11/08(四)。 

     2.預計本週開放適性獎學金申請，屆時將公告班上及導師，請注意申請時間。 

     3.本週三（11/7）中午將召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發給國民中學優秀畢業生升讀當地高級 

       中等學校獎學金校內審查會議(開會通知簽核中)，請各處室主任與級導師與會。 

  (四)註冊組 

     1.定期填報已完成，感謝各處室的協助。 

     2.調查中三學生意願，訂購五專優先免試簡章。 

     3.學生證即為學生之在學證明。若主辦單位有特殊需求有請附上主辦單位所附之規定表格進行 

       認證。 

     4.獎學金持續辦理中。 

  (五)設備組 

     1.高中教科書付款。 

     2.107年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設備更新計畫核定 100萬。本計畫案執行 

       期程自核定日至 108年 3月 31日止 

  學務處： 

  （一）訓育組 

     1.完成中一戶外教育，感謝協助同仁們。 

     2.請記得 11/7的第四節中四、中五的愛滋病宣導與 11/28(三)第四節的補課，因游於藝活動對 

       調，請導師協助幫忙。 

     3.截至下下次導師會報(12/11)前的學校行事與高中部班週會如下，請各承辦人留意。 

時間 星期 節次 年級 教育活動 地點 承辦人 備註 

11/6 二 3、4 中一 得勝課程 各班教室 輔導組  

11/6 二 3、4 中二、304 交通安全、煙毒教育 迎曦廣場 生輔組  

11/14 三 4 高中 反霸凌宣導講座 迎曦廣場 生輔組  

11/20 二 3、4 中一 得勝課程 各班教室 輔導組  

11/20 二 3、4 中二、304 職群入班宣導 各班教室 資料組  

11/21 三 3 中五、中六 自我探索講座 迎曦廣場 資料組  

11/28 三 4 中四、中五 健康促進宣導講座 迎曦廣場 衛生組  

12/4 二 3、4 中一 得勝課程 各班教室 輔導組  

12/4 二 3、4 中二、304 兒少教育宣導 迎曦廣場 輔導組  

  （二）生輔組 

     1.這週開始為全校換季週，協請各導師同仁提醒學生進行依自身狀況進行校服換季事宜。 

     2.近日天候狀況雨勢較為頻繁，導致上放學時間暖中路上容易擁塞，造成學生上放學時間路上 

       安全危險，協請各導師同仁提醒學生家長，於上放學時間盡量避免開車上暖中路，以維學生 

       上放學時間路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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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活動組 

     1.11/6(二)12:00~13:00進行第二次畢冊編輯課程。 

     2.游於藝活動國小參訪時間如下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日期 11/5 11/6 11/7 11/8 11/9 

學校名稱 

/聯繫窗口 
  

暖西國小 

8:20-11:30 

暖江國小 

2:00-3:30 

碇內國小 

9:00-11:00 

日期 11/12 11/13    

學校名稱 

/聯繫窗口 
 

暖暖國小 

8:40-11:00 
   

     3.11/11(日)於海洋廣場參加國中小社團成果展，本校國中熱舞社同學演出時段 16:20，歡迎前 

       往欣賞。 

  （四）體育組 

     1.11/6~11/7本校跆拳道校隊參加 107年度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跆拳道區域性對抗賽，假基隆百 

      福國中舉行。 

     2.11/7~11/9本校田徑校隊參加 107年度新北城市盃全國田徑賽。 

  （五）衛生組 

     1.感謝同仁們百忙之中，仍大力協助提供環境評鑑相關成果，107年環境教育已全員皆滿 4小時， 

       感謝同仁的協助和配合。 

  總務處： 

  (一) 自 105學年起之各項代辦費欠費繳交狀況，經各單位及導師協助催交，已有多筆入帳，但仍 

       有少數未繳情形，請各處室承辦人與導師再協助確認學生情況(有無上課、家庭是否有狀 

       況……)。 

  (二) 近日有老師反映男廁導擺被破壞、走廊鞋櫃被撞壞、公告欄玻璃被撞破，請各處室協助提醒 

       任課教師留意並提醒學生活動安全，以及不要在廁所嬉戲玩耍。 

 （三）10月公文時效統計表如附，本月無逾期公文。 

  輔導處： 

  （一）11/16（五）18：00-20：00辦理親職教育講座，歡迎本校全體學生家長及有興趣之教職員參 

        加。 

  （二）11/2 生涯訪視順利完成，感謝同仁的協助。 

  圖書館： 

  （一）讀服組 

     1.國中部讀書心得比賽已完成報名階段，作品上傳截止時間為 11/22。 

     2.已於上週完成高中部(中四、中五)的班讀會，感謝各位導師的協助。 

  （二）技服組 

     1.日本若狹姐妹校課程發表交流會學生甄選計畫已公佈至各班，報名日期為 11/15~11/22。 

     2.優質化及前導計畫經常門已開始核銷，資本門已開始採購。 

     3.11/11基隆教育博覽會區域分享會，有基隆中學及基隆女中兩所完中的成果發表，歡迎同仁可 

       多多參與本活動。 

  （三）資媒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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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健康上網：請各位教職同仁踴躍參加「全民資安素養自我評量」活動， 

       https://isafeevent.moe.edu.tw 

     （1）活動時間：107年 10 月 24日至 107年 12月 23 日 

     （2）活動方式：依據參加者所選取的身分別，由電腦自動選出 10個題目，只要答對 7題（含 

         以上），留下正確的抽奬資訊，即可參加抽奬。每位參加者最多可累積 300 次抽奬機會。 

  會計室：無。 

  人事室：無 

十一、提案討論:  

案由一：關於各單位委託出納組代製繳費三聯單的費用，費用繳入學校公庫時，出納組製作<支出憑 

        證黏存單>時，原敬會各單位組長或主任通知費用入帳，今為行政效率考量，請討論三聯單 

        費用入帳時，是否仍需或免敬會各業務單位蓋章？ 

說  明：歷年由出納組代製繳費三聯單的單位如下：教務處-註冊組、試務組、實研組；學務處-訓育 

        組、社團活動組；總務處-午餐秘書。 

決  議：由出納組於繳費期滿後三日，列印催繳名單，叧申請計畫的專款有入帳時，循原作法敬會申 

        請單位組長及主任。 

案由二：108高中資本門提送二計畫，是否同意，請討論。 

說  明：本次申請提出教學大樓防水防漏工程(848萬元)及充實新活動中心教學設備(523.86萬元)。 

決  議：通過同意提出教學大樓防水防漏工程及充實新活動中心教學設備二案。 

十二、臨時動議:  

提議一：總務處所列各項代辦費欠費繳交狀況，請問註冊費有無確切的繳費期限，這樣導師在瞭解欠 

        費狀況時，比較好掌握，否則現行多動用教育儲蓄戶的錢，教育儲蓄戶恐怕會很快會歸零。 

        (恬儀組長) 

主席裁示：各項代辦費用要在帳列繳費期限內繳納，如有欠費情形，要先完成催繳，再召開專案會議 

          處理，可能每個個案原因都不一樣，要知道原因才能知道如何處理。 

十三、主席結論及指裁示事項： 

  （一）有關本校參與各項競賽活動，感謝各位指導老師的辛勞，各項賽事請由訓練老師針對同學的 

        訓練時間有需要請公假者，提前知會導師及任課老師。 

  （二）請教務處就 107學年度學校特色博覽會相關事宜，會同各處室召開協調會。 

  （三）本週廣達游於藝畫展活動結合小學招生活動即將展開，請教務處加強課間巡堂，儘量不要干 

        擾到學生上課，並請各處室多多支援，展現暖中的熱忱。 

  （四）請教務處就各項代辦費欠費所查明的原因逐筆填具，儘快簽出來。 

  （五）針對總務處所提的學生活動安全注意事項，請教學組給外堂課的老師提醒，多注意學生活動 

        時的人身安全。 

  （六）有關圖書館資媒組所提，停電造成 cyberhood損壞無法使用，必需重新開啟系統，請清查校 

        內不斷電系統現況，規劃是否加裝？以免電腦機組因瞬間停復電而受到損壞。 

  （七）最近天氣多雨，氣溫下降，地板溼滑，請各位同仁注意保暖及行走安全。 

十四、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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