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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主任會議 

一、時間：108年 2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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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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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12第 12主任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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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家長日活動中「日本若狹高校學術交流

分享」，能針對動態靜態方面多加著墨。 

圖書館: 依鈞長指示進行規劃。 

輔導處：遵照辦理。 

2 
108年度前瞻計畫申請案，請各處室再多加

思考提出意見，以期做到整體詳細規劃。 

圖書館: 與總務處確認活動中心網

路光纖為 cat6，暫不納入規劃。其

他部分依據 107 年度本校送審資料

及 2/14 諮詢輔導委員建議修正後送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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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期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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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門） 

（本案核定計畫執行期

程，自 07年 1 月 1日起至

107年 12月 31日止；經費

結報日期為 108年 2月 15

日前。） 

教務處 

 

2,574,000 

(經常門) 

持續辦理

及核銷中 

 

 

108/ 

7/31 

1.基隆市政府 107年 12月

13日發文字號：基府教學

參字第 1070258116號函：

同意展延本案執行期限至

108年 7月 31日。並於 108

年 8月 31日前，檢具收支

結算表（經常門、資本門各

製 1份）及本函影本，報市

府完成經費核結程序（如有

結餘款或未執行經費項

目，請一併繳回）。 

2.經常門已於 107年 12月

21日掣據請款。 

3.資本門補助經費請於預

算範圍內依補助單位規定

及政府採購法覈實辦理，並

於完成發包作業後，依決標

金額及本市「地方教育發展

（資本門） 

D.實驗教學器材設備採購

案 

教務處 955,200元 

已送市府

請款中 

E.專題教室冷氣機採購案 教務處 300,000元 

已送市府

請款中 

C.童軍教育設備採購案 學務處 568,000元 

已送市府

請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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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建置智慧教室設備採購

案 

圖書館 1,285,600

元 

基金補助及委辦經費作業

辦法」規定，開立自行收納

款項收據，併同「請撥單」、

「採購明細表」暨採購契約

文件，報府辦理請款。 

總： 

1. 閱讀角已決標(52.3萬

元)，工期 120日曆天，

完成合約訂定，預定

4/17完工。 

2. 閱讀角地板(4.5萬元)

已完成施工。 

3. 向上級請款中。 

圖： 

教育處來文建議使用共契

採購，故將重新以共契與自

行採購處理該案。 

B.建置閱讀學習角採購案 總務處 592,000元 

已送市府

請款中 

2 

「建置智慧創客教室」計畫 圖書館 1,000,000  

相關設備有 2台 3D列印機

尚未到位（一台有瑕疵待更

換，一台缺貨），廠商表示

2月底將完成交貨。 

3 

教育行動區 

(1)1-1-1愛戀暖暖社群發

展 

教務處 84,700 
108/1/

31 
辦理核結中。 

(2)1-2-1 暖暖高中國中部

補救教學計畫 
教務處 561,339 

108/1/

31 

辦理核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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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處 84,480 
108/1/

31 

預定 1/28執行完畢。 

4 
107學年發展特色學校計

畫 
總務處 100,000 

108/7/

31 

1. 預定 108/4/19辦理特

色課程活動。 

2. 2/21辦理教育 111研習 

5 107學年高中優質化計畫 圖書館 

3,500,000 

經常門

650,000 

 

總：107上學期計畫已結

案。 

圖： 

107-2經常門經費已撥

入，配合計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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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7學年均質化計畫 圖書館 238,000  

圖： 

107-2經常門經費已撥

入，配合計畫執行。 

7 廣達游於藝計畫 學務處 8,500  請款中。 

8 107學年前導學校計畫 圖書館 1,190,000  

1. 2/25(一)12:00-13:30

於本校召開基隆區高中教

務主任會議商討本學期工

作時程及 4月課程成果分

享會籌備工作。 

2. 第二期補助經費尚待核

撥通知。 

 

9 107學年度服務學習計畫 學務處 120,000 
108/7/

31 
執行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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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

31 
持續辦理中（經常門）。 

 

11 
107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充

實一般科目教學設備計畫 
教務處 1,000,000 

108/3/

31 

簽核辦理招標中，3/31執

行完畢。 

12 
均質化 107-7圖書館資源

共享計畫 
圖書館 

900,000 

238,000 
 

圖： 

107-2經常門經費已撥

入，配合計畫執行。 

13 

107精進教學品質計畫 

（1）氧化還原變變變

10,000 

教務處 10,000 
108/6/

30 

預計 108/1/1-6/30執行完

畢。 

107精進教學品質計畫 

（2）MAKER        
教務處 11,000 

108/6/

30 

預計 108/1/1-6/30執行完

畢。 

107精進教學品質計畫 

（3）增強英語力    
教務處 10,000 

108/6/

30 

預計 108/1/1-6/30執行完

畢。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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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000 
108/3/

31 

己完成招標及共契採購

（538,388元整）辦理請款

程序中。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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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6/

30 
6月底前執行完畢。 

16 

108年度高中資本門補助

計畫-充實活動中心教學設

備計畫 

總務處 

教務處 

學務處 

120萬 
108/12

/31 
經費核定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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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08年度高中資本門補助

計畫-迎曦樓屋頂防水防漏

及除鏽修繕計畫 

總務處 300萬元 
108/12

/31 
經費核定如左 

18 108年教育 111徵選計畫 
總務處 

訓育組 
6萬 1仟元 

108/6/

30 

經費核定如左，已送出請撥

單。 

19 
108年菸檳防治中心學校

推廣計畫 

學務處 

衛生組 
70,000 

108/7/

31 
請款中。 

20 
107-2生涯發展教育實施計

畫 

 

輔導處 

 

45,600  執行中 

21 
107-2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

程實施計畫 

 

輔導處 

 

33,720  執行中 

22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特殊教

育專業團隊服務經費      

 

輔導處 

 

40,000  執行中 

23 
 

108年度高關懷課程計畫 

 

輔導處 

 

42,910  執行中 

24 
教育行動區—親職教育講

座家庭暖暖日 

 

輔導處 

 

149,480 

  

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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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一）開始實施課後輔導課及補救教學。 

     2.彙整各領域公開授課相關資料。 

     3.教學計畫至遲於 2/27（三）中午前繳交，預計於 3/7（四）開課發會審理教學計畫。 

  （二）註冊組 

     1.仍有少數學生尚未成繳費，已請導師協助了解學生未繳費原因，若有需要相關補助可至註冊 

       組提出申請。 

項

次 
計畫名稱 

負責單

位 
申請經費 

執行情形 

1 三五童軍節慶祝計畫 學務處 
 

申請中。 

2 108年度永續校園探索計畫 總務處 150,000 1/4送出線上申請 

3 
108年度執行強化校園安全防

護工作經費補助申請計畫書 
總務處 496,190元 

1/25修正申請經費，送出申

請計畫書。 

4 108學年發展特色學校計畫 總務處 未定 
參加基隆市輔導工作坊，準備

提案 

5 108年度前瞻計畫 圖書館 2,000,000元 2月底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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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3-2/19已辦理國中部補考事宜，感謝老師們的協助。 

     3.2/19-2/20已完成中三模考。 

     4.2/20-3/5辦理新北特招報名事宜。 

     5.2/22（五）進行中三五學期成績結算，2/23（六）印發補考成績單與印發五學期成績單。 

     6.2/27（三）將進行中三學生多元學習成績結算封存，已請中三導師務必於期限前完成，成績 

       登錄與服務學習時數登錄事宜，以免影響中三學生免試升學。 

  （三）試務組 

     1.大學學測成績今（2/25）可查詢。 

     2.蘇林碧鶴清寒優秀學生助學金申請辦法（如附件）請各位主任參閱。 

  （四）實研組 

     1.已發放晚自習調查表，晚自習將於 3/4（一）開始，目前預計集中於 404班，敬請各位同仁 

       可以抽空協助輪值，謝謝。 

     2. 3/4（一）第八節輔導課開始。 

     3.請尚未繳交教學計畫的同仁，請於 2/27（三）中午前繳交，並於領域進行初審，預計於 3/7 

       開課發會審理教學計畫。 

  （五）設備組 

     1.高中部教科書完成退書，國中部教科書完成填報。 

     2.基隆市 107學年度國民中小科學展覽會 108年 3月 22日報名截止，108年 4月 19日評審作 

       業。 

     3.3/5-3/16為本校校內科展，地點為本校生化實驗室。 

  學務處： 

（一）帶式橄欖球小學入班推廣從今天開始，這周將先進行碇內國小下週將加入暖西國小及吉慶國 

小 

（二）3/6(三)將在基中舉行三五童軍節慶祝大會活動工作人員如附件，請各位主任協助確認人員 

    名單有無問題，請於今日中午前回報 

  （三）教育處函文請我們學校修正體育班課表，擬於 2/26(四)提配課節數乙案於體發會會修正， 

        請各位主任先行參閱（如附件）。 

  總務處： 

  （一）2/24(日)進行年度消防安全檢查。 

  （二）預定 2/28-3/1進行自來水塔清洗作業，該二日停水，請各處室同仁留意避免到校活動。 

  （三）228連假前，請各處室同仁關鎖妥門窗水電，以維財物安全。 

  輔導處： 

  （一）本學期升學博覽會期程如附件，感謝各處室的幫忙。 

（二）3/6(三)晚上是暖暖國小家長日，本校安排對高年級家長宣導時間是 7:10~7:20。 

  （三）3/6(三)16:00為校內繁星撕榜，可參加撕榜學生達 68人 

  （四）要麻煩各處室繳交家長日資料。 

  圖書館： 

  （一）讀服組 

     1.班級書箱預計將於下週發放，3/5(二)發放中一及中四的書箱、3/6(三)發放中二及中五的書 

       箱、3/7(四)發放中三及中六的書箱。另於 2/25(一)及 2/26(二)中午辦理圖書股長的書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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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說明會。 

     2.本學期高中部讀書心得比賽校內初賽已經開始，高一及高二各班至少需派兩人參加，預計於 

       2/27及 3/4中午辦理說明會。 

     3.高中部的小論文比賽校內初賽也已開始，敬請各位老師鼓勵同學參加。 

     4.本校閱讀社群已於本學期中一閱讀理解課入班授課，感謝各位社群教師的支持，也感謝教務 

       主任及教學組協助課務的安排。 

  （二）技服組 

     1.2/21(四)中午已辦理圖書新志工甄選，2/22(五)公告錄取名單，2/23~2/27將進行志工培 

       訓。 

     2.2/15-19為日本若狹學習之旅，過程順利圓滿，請大家參閱本校粉絲專頁的相關報導，也感 

       謝相關老師們在這段期間對學生的指導，3/9(六)家長日早上 8:40-9:20學生將進行小規模的 

       分享會，屆時請老師們多多參與聆聽。 

     3.籌畫五月份日本若狹學習之旅成果發表會。 

     4.本週將進行完全免試資本門採購申請及均質化資本門採購準備。 

     5.2/25(一)下午將進行前導學校教務主任會議，討論四月課程博覽會相關事宜。 

  （三）資媒組 

     1.班級教室視聽電腦機櫃設備調查表尚有部分班級未繳交，機櫃鑰匙遺失率高。匯整後，本組 

       將與相關班級導師確認班級機櫃鑰匙確實遺失後，一併請鎖匠重新安裝，相關費用將由遺失 

       鑰匙之班級共同分攤支出。 

     2.本校網站已由市網中心代管，解決資安等級衍生問題，本校原用網站 

       (http://www.nnjh.kl.edu.tw/) 將遷移至  https://nnjh.kl.edu.tw/ ，市網中心目前預 

       計於 2/28起關閉託管網路學校的舊網站，屆時本校原用網站將無法從外部進入，僅能使用校 

       內網路進入(行動網路無法進入網站)。資媒組已開始網頁更新的相關作業。 

  研考:市府來文: 108年 3月 4日(一)上午於市府研考處會議室召開「107年度一般性補助款基本設 

       施補助計畫管制考核會議」，本校校舍改建三期工程 於 11:00-11:15進行報告，敬請鈞長及 

       總務處出席參與。 

  會計室： 

  （一）截至 108 年 2 月 22 日應付代收款已撥入經費，請詳應付代收款明細表(如附件)，並請各 

        處室主任詳加檢視通知各承辦人儘速辦理核銷。其中外木山長泳報名費 1,800元，請學務處 

        積極處理。 

  （二）優質化經常門及均質化經常門已於 2月 21日入帳，請承辦單位依規定儘速辦理核銷。 

  人事室： 

十一、提案討論:無 

十二、臨時動議:無 

十三、主席結論及指裁示事項： 

  （一）各國小家長日，是對高年級家長宣導的好時機，請輔導處準備好招宣品。 

  （二）本次學測國中部直升高中 604班林郁婷同學，國英數三科滿級分自然組 59級分，請輔導處 

        全力輔導繁星榜單。 

十四、散會 

 

http://www.nnjh.kl.edu.tw/
https://nnjh.k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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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附件：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蘇林碧鶴清寒優秀學生助學金申請辦法 

108年 O月 O日行政會議討論訂定 

一、 設置宗旨：本校校友蘇瓜藤教授求學歷程刻苦，學成後對於教育界貢獻卓著，為感念其母親蘇

林碧鶴「人窮志不窮」之敦敦教誨，特設置本助學金，以鼓勵本校家境清寒之在校同學，能順

利完成學業，服務社會。 

二、 申請對象及名額：每學年度國中部一年級學生 1名及高中部一年級學生 1名，合計 2名。 

三、 獎學金金額：每名學生新臺幣壹萬元整。 

四、 申請條件： 

(一) 未領有其他類似之特殊境遇性質之獎學金，且確具家境經濟弱勢或家庭突遭變故之事實者。 

(二) 國中部第一學期學業達八十分以上者；高中部第一學期學業達七十分以上者；該學期德性評

量經獎懲功過相抵及改過銷過後未達記過（含三次警告）以上處分。 

五、 申請時間：每學年一次，於第二學期 3月 1日至 31日止。 

六、 凡符合條件者，請於期限內向教務處註冊組(國中部)或試務組(高中部)申請，並繳交下列資料： 

(一) 申請書一份（如附件）。 

(二) 第一學期成績單。 

(三) 家庭狀況屬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突遭變故或因其他特殊狀況造成家庭經濟困難有效證明

書一份。 

(四) 戶籍謄本一份。 

七、 審核：由承辦單位辦理初審，完成後再提列於主任會議審核。 

八、 審核標準及錄取：以下列標準排序，得分最高者即為最急需及適當者，核予本獎學金。 

   (一)家庭狀況：占 80%權重。 

   (二)第一學期成績表現：占 20%權重。 

九、 頒發時間：配合每年校慶典禮日期。 

十、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陳校長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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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蘇林碧鶴清寒優秀學生助學金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班  級 部   年   班 姓  名  

學  號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聯絡電話 

 

第一學期成績  懲處紀錄  

家庭狀況描述  

領有相關證 

明文件 

 

銀行帳號 

(限學生本人戶名) 
   分行 帳號  

郵局帳號 

(限學生本人戶名) 
局號  帳號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導師簽名 

   

初   審   意   見 

申請 

資格 

合格 

不合格 

評選 

分數 
 

評選 

序位  
 

是否 

獲選 

是 

否 

其他說明  
初審 

人員 
 

複  審  結 果 

是否通過 

初審意見 

通過。 

修正後通過。修正： 

不同過，重新進行初審，完成後再提複審。 

複審人員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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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蘇林碧鶴清寒優秀學生助學金評分標準 

 

一、依據申請辦法第八點「審核標準及錄取」：以下列標準排序，得分最高者即為最急

需及適當者，核予本獎學金。 

(一)家庭狀況：占 80%權重。 

(二)第一學期成績表現：占 20%權重。 

 

二、評分標準 

(一)家庭狀況 

家庭 

狀況 

突遭變故或因其他

特殊狀況造成家庭

經濟困難嚴重者 

低收 

入戶 

中低 

收入戶 

清寒 

突遭變故或因其他特

殊狀況造成家庭經濟

困難輕微者 

核予 

分數 
80 60 40 20 10 

 

(二)第一學期成績表現(國中部) 

第一學期成績表現 95以上 90以上 85以上 80以上 

核予分數 20 15 10 5 

 

(三)第一學期成績表現(高中部) 

第一學期成績表現 95以上 85以上 80以上 70以上 

核予分數 20 15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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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附件： 

基隆市 108年度三五童軍節慶祝大會實施計畫 
一、 依據：基隆市童軍會辦理 108年度工作實施計畫。 

二、 目的： 

1、 發揚童軍精神，日日行善，促進社會善良風氣；並藉由活動，提昇童軍樂觀進

取、克服困難、勇於挑戰之精神。 

2、 適逢三五童軍節，齊聚本市各級童軍、服務員歡樂慶祝。 

3、 拓展本市童軍活動，使童軍運動更為興盛。 

三、 指導單位：基隆市政府、中華民國童軍總會 

四、 主辦單位：基隆市童軍會 

五、 協辦單位： 

基隆市立建德國民中學、雞籠 26童軍團、國立基隆高中、基隆市所屬各級學校

童軍團及社區童軍團。 

六、 活動時間：108年 3月 6日（三）上午 9：00~15：00。 

七、 活動地點：國立基隆高中 

八、 參加對象： 

1、 基隆市各級童軍團各派二小隊參加，每小隊八人。 

2、 受獎人員：各項服務員工作獎章、團領導獎章、績優童軍團及優秀童軍。  

3、 受獎人員及帶隊老師請服務單位給予公假排代登記。 

參加的各級童軍夥伴請各就學之學校給予公假登記。 

4、 全國績優童軍團、基隆市績優童軍團代表以及大會工作人員於 108年 3月 5日

(二)下午 13點後請惠予公假排代，以利場地佈置規畫。 

九、 活動內容： 

（一）、慶祝活動 

1、頒發各項獎章。 

2、表揚各級優秀童軍及服務員。 

3、接獲表揚之童軍團績優資料展示。 

4、請榮獲各獎項之人員、榮獲本年度績優團之各團務必派派人代表領獎。 

（二）分站活動(含探索教育、民俗體育)、專科章考驗等。 

（三）活動時程安排：如下 

時間 內容 備註 

07:00~09:00 工作人員準備  

09:00~09:30 童軍團及受獎人員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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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09:45 開場表演  

09:45~10:25 慶祝大會暨頒獎典禮  

10:25~15:00 分站活動(含探索教育、民俗體育等)及

專科章考驗 

中午午餐自理 

十、 童軍專科章考驗 

(一)開設考科：社區公民專科章、國家公民專科章、體適能專科章、環境保護專

科章、舞蹈專科章(需自備一首音樂可連接手機、光碟、USB讀取)。 

(二)費用：每個考科費用 50元(含考驗器材、證書、專科章)，請於報名表上勾選

活動，當天於報到時繳交費用。 

(三)考驗委員：由基隆市童軍會聘任。 

十一、 經費 

  1、慶祝活動之經費由童軍會支付，並爭取基隆市政府補助。 

  2、參加童軍之交通費及各校帶隊老師差旅費由各參加學校及童軍團支付。 

十二、 服裝規定：請著標準童軍制服或各校整齊體育服。 

十三、 報名日期： 

    108年 3月 4日(一)中午 12點前，各校將報名表 E-mail至基隆市童軍會收，

E-mail：klsannsh@gmail.com 。 

十四、 注意事項 

1、參加之童軍請於 108年 3月 6日(三)上午 9時 00分至 9時 30分報到。 

2、各校帶隊老師或團長請隨隊參加活動，並照顧學生至活動結束，再帶領同學

返校以維護安全。 

3、凡報名參加本次大會活動之夥伴，大會致贈三五童軍節紀念布章一枚。 

4、榮獲全國及基隆市績優童軍團之團長於 108年 3月 5日(二)14:00-15:00攜帶

旗桿佈置慶祝會場。 

5、基隆市童軍會可代訂中午便當，一份 80元。務必在報名表上註明數量與葷素，

費用於報到時繳交。 

十五、 攜帶物品：請各團攜帶團旗及旗桿。 

十六、 獎勵：辦理本計畫有功人員，報請市府辦理敘獎。 

十七、 本計畫報請基隆市政府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如有未盡事宜，另函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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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基隆市        童軍團參加基隆市 108年三五童軍節慶祝大會報名表 

姓名 
身   分 

() 
參加項目 備 註 

 
□服務員  □羅浮 

□童軍    □幼童軍 

□稚齡童軍 

□參加幼童軍分站活動   

□參加童軍分站活動 

參加童軍專科章考驗(請圈選參加項目) 

□a  □ b □ c  □ d  □ e 

是否為領獎人 

□是   □否    

 
□服務員  □羅浮 

□童軍    □幼童軍 

□稚齡童軍 

□參加幼童軍分站活動   

□參加童軍分站活動 

參加童軍專科章考驗(請圈選參加項目) 

□a  □ b □ c  □ d  □ e 

是否為領獎人 

□是   □否    

 
□服務員  □羅浮 

□童軍    □幼童軍 

□稚齡童軍 

□參加幼童軍分站活動   

□參加童軍分站活動 

參加童軍專科章考驗(請圈選參加項目) 

□a  □ b □ c  □ d  □ e 

是否為領獎人 

□是   □否    

 
□服務員  □羅浮 

□童軍    □幼童軍 

□稚齡童軍 

□參加幼童軍分站活動   

□參加童軍分站活動 

參加童軍專科章考驗(請圈選參加項目) 

□a  □ b □ c  □ d  □ e 

是否為領獎人 

□是   □否    

 
□服務員  □羅浮 

□童軍    □幼童軍 

□稚齡童軍 

□參加幼童軍分站活動   

□參加童軍分站活動 

參加童軍專科章考驗(請圈選參加項目) 

□a  □ b □ c  □ d  □ e 

是否為領獎人 

□是   □否    

 
□服務員  □羅浮 

□童軍    □幼童軍 

□稚齡童軍 

□參加幼童軍分站活動   

□參加童軍分站活動 

參加童軍專科章考驗(請圈選參加項目) 

□a  □ b □ c  □ d  □ e 

是否為領獎人 

□是   □否    

 
□服務員  □羅浮 

□童軍    □幼童軍 

□稚齡童軍 

□參加幼童軍分站活動   

□參加童軍分站活動 

參加童軍專科章考驗(請圈選參加項目) 

□a  □ b □ c  □ d  □ e 

是否為領獎人 

□是   □否    

 
□服務員  □羅浮 

□童軍    □幼童軍 

□稚齡童軍 

□參加幼童軍分站活動   

□參加童軍分站活動 

參加童軍專科章考驗(請圈選參加項目) 

□a  □ b □ c  □ d  □ e 

是否為領獎人 

□是   □否    

 
□服務員  □羅浮 

□童軍    □幼童軍 

□稚齡童軍 

□參加幼童軍分站活動   

□參加童軍分站活動 

參加童軍專科章考驗(請圈選參加項目) 

□a  □ b □ c  □ d  □ e 

是否為領獎人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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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章考驗項目代號: 

社區公民專科章:a   國家公民專科章:b   體適能專科章 :c   環境保護專科章:d  

舞蹈專科章:e     

                 團 

□不需代訂便當 

□需代訂便當 

   葷:          個，素            個，總共       個。 

   費用:                      元。 

 

 

備註: 

一、請於 108年 3月 4日（一）前將報名表 E-mail至基隆市童軍會收， 

E-mail：klsannsh@gmail.com 。 

二、請於 3月 6日（三）上午 9:00至 9:30完成報到程序。 

三、活動結束後，請各團自行帶回學校或團部。 

四、請參加人員自行攜帶水壺或環保水杯，活動當天不提供免洗水杯。 

五、活動當天中午如須代訂午餐便當，請務必於報名表上註記。 

六、表單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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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基隆市 108年三五童軍節慶祝大會受獎人員名冊 

獎項 單位 姓名 備註 獎項 單位 姓名 備註 

全國績優童軍團 雞籠 26團   銅質青松 鄉野複式 謝維純  

全國績優童軍團 中正國中   銅質青松 雞籠 26團 沈碧珍  

全國績優童軍團 中山高中   銅質青松 雞籠 26團 何連恩  

基隆市績優童軍團 極樂佛光   銅質翠竹 鄉野複式 張玉珠  

基隆市績優童軍團 建德國中   銅質翠竹 雞籠 26團 林元愷  

基隆市績優童軍團 鄉野複試   銀質翠竹 暖江國小 高麗玲  

基隆市績優童軍團 暖江國小   銅質蠟梅 雞籠 26團 江忠僑  

基隆市績優童軍團 天翔複試   優秀童軍 暖江國小 蘇宥百  

基隆市績優童軍團 武崙國中   優秀童軍 安樂高中 曾人傑  

基隆市績優童軍團 暖暖高中   優秀童軍 建德國中 曾昱婷  

基隆市績優童軍團 正濱國中   優秀童軍 鄉野複式 賴達福  

銀牛獎章 教育處 陳素芬  優秀童軍 雞籠 26團 謝作儒  

銀狼獎章 基隆 26團 江忠僑  優秀童軍 中正國中 王睿廷  

銀狼獎章 中正國中 徐琬婷  優秀童軍 中山高中 林亦珊  

銀狼獎章 國家研習營 李治平  優秀童軍 明德國中 賴志豪  

銀羊獎章 雞籠 26團 俞曉琳  優秀童軍 武崙國中 黃映嘉  

銀羊獎章 鄉野複試 崔亮載  優秀童軍 極樂佛光童 賴宥成  

銅質青松 極樂佛光 張川福  優秀童軍 鄉野複式 郭柏翔  

銅質青松 天翔複式 蘇明仁  優秀童軍 暖暖高中 盤容菁  

銅質青松 天翔複式 孫皓芸  吳兆棠獎學金 審核中   

銅質青松 暖西國小 賴姿羽  吳兆棠獎學金 審核中   

銅質青松 暖西國小 許淑茹  吳兆棠獎學金 審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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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處附件： 

107學年度第 2學期 各校升學博覽會時間 

 

編號 學校 國三班級數 升學博覽會時間 協助處室 協助學生人數 

1 南榮 2班 11/09(五) 13:50-14:15 

輔導處 

呂春森主任 

陳美妤組長 

0 

2 明德 8班 12/18(二) 10:00-12:00 

輔導處 

呂春森主任 

陳美妤組長 

0 

3 建德 11班 02/22(五) 09:00-11:50 

輔導處 

呂春森主任 

陳美妤組長 

2 

4 百福 7班 03/05(二) 10:00-12:00 
教務處 

陳辟賢主任 
2 

5 瑞芳 7班 03/08(五) 13:00-16:00 
圖書館 

王珮琪主任 
2 

6 中正 9班 03/12(二) 09:15-11:50 

輔導處 

呂春森主任 

陳美妤組長 

2 

7 成功 5班 04/12(五) 13:00-15:00 
學務處 

楊欣璇主任 
4 

8 銘傳 15班 05/20(一) 10:00-12:00 
教務處 

陳辟賢主任 
4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