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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6次主任會議 

一、時間：107年 10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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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22第 6次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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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4日上午全校教職員團照，因時間較早，

請學務處加強通知導師，教務處通知專任老

師，另考慮下次拍照時間安排往後延，以利

同仁的參與。 

學：遵示辦理。 

2 
環境教育評鑑，請配合在 10月 26日前寄資

料給衛生組。 

總：已將相關資料寄衛生組，倘有不

足再補件。 

各處室：已配合辦理。 

3 

有關課綱減授課部分，教務處 10/22發放新

課表後，請相關老師注意檢核，如果有誤，

請向教務處提出修正，多加留意己身權益。 

教：已由教學組處理。 

4 

針對總務處所提欠費學生之催繳，請教務處

專案簽核並將所查明的原因逐筆填具，會知

總務處。 

總：尚未收到相關簽會。 

教：持續處理中，完成再行簽核。 

 

5 

二月日本若狹姐妹校課程發表交流會學生甄

選計畫之甄選委員會成員，請承辦人員叧案

簽辦。 

圖：遵示辦理。 

6 

總務處出納組所提國、高中學生轉休學申請

表，請教務處專案簽核，依總務處所提意見

修正，並會簽各相關處室。 

總：註冊組曾修正表格，已口頭提出 

修正意見。 

教：已由註冊組及試務組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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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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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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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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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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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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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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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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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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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已上傳報府，將進行活動

規劃與執行 

107(學)年度申請中專案計畫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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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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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1.86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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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科技資訊設備經費 教務處 100,000 申請中。 

8 生活科技教室設備經費。 教務處 600,000 申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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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各處室報告: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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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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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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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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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教務處： 

  （一）教學組 

     1.依據本府基府教學貳字第 1070245879 號函辦理藝文領域、健體領域、綜合領域等教師，專任 

      教師基本鐘由 18 節調降為 16 節，導師基本鐘由 14 節調降為 12 節，調降之兼課部分由教學組 

      依兼代課圈選原則協助圈選，再複印新課表給有更動之教師，倘新圈兼課部分已排公代部分， 

      由教學組統一處理撥款事宜(由 8/30 至 10/19)，10/22 起再請前開老師使用新課表處理課務。 

     2.上週五課綱減授課名單已出爐，有符合減授課之教師兼課部分由教學組依兼代課圈選原則協助 

      圈選，再複印新課表給有更動之教師，倘新圈兼課部分已排公代部分，由教學組統一處理撥款 

      事宜(由 8/30 至 10/19)，10/22 起再請前開老師使用新課表處理課務。 

     3.本市府 107年教學正常化訪視於 11月 2日(五)進行。 

      (1)已於兩周前請領域主席協助各項需訪視之資料，感謝老師們的配合，未繳交者請儘速備齊， 

        以利訪視作業。 

     （2）再次重申請大家務必遵守教學正常化之規定。 

     4.1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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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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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 上午舉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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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7 學年度全市英語學藝競賽活動國中組學生演講比賽於 12/13 下午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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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實研組 

     1.10/22已完成高中英文科素養導向研習，感謝英文科教師的大力幫忙。 

     2.10/26已完成作業抽查，近期會請各班學生確認缺交及優良的部分，進行獎懲作業。 

     3.10/26高一多元選修日語課程，進行日本浴衣體驗，感謝紀榮忠老師之協助。 

     4.10/28已完成北區遠哲科學競賽，感謝蕭惠玲老師、江彥聖老師及王嘉萍老師協助。 

     5.這星期開始進行高中各班學習扶助調查。 

     6.預定於本周四(11/1)第四節召開高 108課綱核心小組會議。 

  (三)試務組 

     1.第一次段考成績已結算完畢，將陸續頒發獎狀及金銀銅獎學金。 

     2.中六第一次英聽測驗考試成績將於 11/1(四)公布，待公布後即立刻進行第二次英聽、學測、 

       術科考試報名。 

     3.免學費申請財稅查調結果有八位同學未符合資格，正進行資料確認及申復程序。 

  (四)註冊組 

     1.定期填報已完成感謝各處室的協助。 

     2.調查更新學生基本資料。 

     3.獎學金持續辦理中。 

  (五)設備組 

     1.申請生活科技資訊設備 10萬元經費。 

     2.申請生活科技教室設備 60萬元經費。 

     3.完成高中部教科書驗收。 

     4. 圖書館單槍待料中。預計 11月初完成維修。206初判為燈泡損壞，待料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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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 

  （一）游於藝展覽預約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日期   10/31 11/1 11/2 

學校名稱 

/聯繫窗口 
    取消 

日期 11/5 11/6 11/7 11/8 11/9 

學校名稱 

/聯繫窗口 
  

暖西國小 

8:00-11:30 

學務主任(陳) 

（8：00上車

78+3） 

暖江國小 

2:00-3:30 

教導主任(丁) 

（54+3） 

碇內國小(暫) 

9:00-11:00 

學務主任(潘) 

（8：00上車

125+7） 

日期 11/12 11/13    

學校名稱 

/聯繫窗口 
 

暖暖國小 

8:20-11:00 

 

   

  總務處： 

(一)優免報名系統 23萬元及完全免試挹注經費尚未撥入，無法付款給廠商及講師，年關 

已近，可否請鈞長向上級單位了解撥款進度。 

(二)未來大型計畫，需各處室配合辦理之子計畫，可否在經費核定前及核定時，儘速通 

知，並影印經費概算表給各子計畫承辦人，以免耽誤計畫執行時程，例如：107年度 

高中優質化前。 

  輔導處： 

  （一）家庭教育評鑑將於近日完成上傳、11/2（五）生涯教育及技藝教育實地訪視。 

（二）資源班校外教學已於 10/26辦理完畢。 

  圖書館： 

  （一）讀服組 

     1.目前規畫行動圖書館活動，預計於 12月舉行。 

  （二）技服組 

     1.108/2/15-18至日本若狹高校姐妹校學習之旅，已呈核準備公佈至各班，感謝各處室的協助與 

       配合。 

     2.均質化經費已製據至教育處請款，資本門也準備採購中。 

     3.優高計畫經費已開始核銷，資本門也準備採購中。 

     4.下學期均質化學校特色博覽會仍計畫與特教科的技藝成果發表合辦，目前協商中。 

     5.擬設計 google協作表單讓相關處室承辦主任或承辦人能隨時檢視優高計畫經費核銷情形，請 

       大家務必於 12/10前核銷完畢，謝謝！ 

  （三）資訊組 

     1.班級網頁競賽，報名時間：10月 22日至 10月 26日；參加對象：國一、國二、高一、高二； 

       收件時間；12月 1日至 12月 14日；班級網頁競賽說明會：11月 6日（二）中午 12點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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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二樓電腦教室，請參賽組長準時與會。 

     2.健康上網：請各位老師鼓勵學生參加，全民資安素養自我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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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正確的抽獎資訊，即可參加抽獎。每位參加者最多可累積 300次抽獎機會。 

（3）獎品 

     頭獎 1名：15吋筆記型電腦 

     貳獎 1名：掃地機器人 

     參獎 1名：靜音碎紙機 

     肆獎 20名：藍牙耳機 

     參加獎 105名：實用禮券 300元 

（4）抽獎：本活動預計於中華民國 107年 12月 31日前以電腦方式進行抽獎，屆時將安排律師 

     進行見證，以確保本活動的公平性。每位參加者只有 1次中獎機會，若抽中 2個以上獎 

     項，以市價高者為準。 

（5）注意事項 

    A.本活動辦法以及相關注意事項均載明於活動網頁中。參加者於參加本活動之同時，即視 

      為已詳閱並同意接受本活動辦法以及「全民資安素養網」隱私權聲明規範。 

    B.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有權保留對本活動之網站內容、活動辦法及相關注意事項、獎項、 

      抽獎時間及得獎公布等的修改權利，修改後將於活動網頁中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C.主辦單位與執行單位有權檢視參加者之參加行為及兌獎情形是否涉嫌不法或有違常理之 

      異常狀況，例：人為操作、蓄意偽造、短時間異常多筆參加行為、透過任何電腦程式參 

      加活動、詐欺或以任何不正當的方式意圖進行不實或虛偽的活動參加行為、或填寫資料 

      不實/不正確、或未於指定期限內完成領獎程序等，參加者因上述情形所獲得之抽獎機會 

      或獎品，主辦單位與執行單位保有變更、終止其抽獎資格或取消中獎資格的權利；參加 

      者之參加行為如有致損害主辦單位或其他任何第三人，參加者應負一切相關責任和賠償 

      主辦單位所有損失。主辦單位並保留法律追訴權。 

    D.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電話、技術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之事由，致使參 

          加者無法參加活動時，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參加者亦不得因此提出 

          異議。 

        E.如本活動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之原因致無法執行時，主辦單位或 

          行單位保有隨時修正、補充說明、暫停或取消本活動之權利。 

        F.請儘量使用經常收信的電子郵件信箱，並留意電子郵件服務可能會誤將得獎通知當做垃圾 

          郵件之情形。 

        G.活動期間，如有任何問題，請 E-mail至客服信箱 isafe@nii.org.tw。 

        H.本活動若有其他未盡事宜，悉依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辦理。若有任何爭議，以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作為管轄法院。 

    （6）步驟：全民資安素養自我評量→申請帳號密碼→登入→點選（全票或半票）→選取身分→ 

         測驗開始（共十題）→依說明完成程序 

  會計室：截至 107 年 10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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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isafeevent.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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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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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0元 、 

          106-1補救教學 108,379元及 107學年度第 1學期平安保險費-658元，請總務處、學務處 

          及教務處積極處理。 

  人事室：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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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附件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學生安全健康上網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各級學校學生安全健康上網實施計畫」 

二、基隆市政府中華民國 107年 5月 2日基府教學參字第 1070219117號 

貳、緣起 

邇來由於資通設施普及化，學生持有智慧型行動裝置比例的提高，加上各類型行動 APPs的推陳

出新以及上網優惠措施的趨勢，使用的應用服務越來越多元，上網時間亦越來越長，許多新型犯罪或

詐騙手法趁機發展，爰此希望藉由本計畫打造安全健康的網路環境，有效教導學生瞭解網路的本質、

培養正確的網路使用態度、辨認網路的訊息種類及養成良好的網路使用習慣，進而成為資訊社會的好

國民 

參、實施目標 

一、從學生、教師、學校及家庭四方面，全面提升安全健康上網教育 

二、跨單位推動學生安全健康上網工作，並定期檢討與精進 

三、以三級預防之概念，培育具有資訊倫理與健康上網良好習慣的現代國民 

肆、計畫期程 

107年 8月 1日起至 107年 12月 31日止。 

伍、執行單位 

基隆市立暖暖高中。 

陸、具體策略與實施方法 

結合學校、家庭共同推動學生安全健康上網相關策略與實施方法詳如下表： 

策略 
實施方法 

學校做法 承辦單位 

一、強化組織運作功能 
以主管會報成員為主要成員，成立推動小組，定期召

開會議，訂定實施計畫，檢視實施計畫與追蹤成果 
推動小組 

二、強化資訊倫理與安

全健康上網之學習課

程，讓學生正向運用網

路 

落實資訊教育議題融入各學習領域、學群科教學 
圖書館 

教務處 

鼓勵教師設計教案，將資訊倫理與安全健康上網教育

融入教學課程，讓學生學習正向運用網路 
教務處 

鼓勵教師運用相關教材或資料，參與相關競賽或成果

發表 
圖書館 

三、鼓勵各單位辦理教

師資訊倫理與安全健

康上網研習培訓 

鼓勵本校在職教職員工參與「資訊倫理與安全健康上

網」相關議題校外培訓課程 

人事室 

教務處 

將「資訊倫理、安全健康上網及網路使用不當行為預防」

相關議題納入在職教職員工年度培訓課程 

人事室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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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年派員參加有關「資訊倫理及安全健康上網」親

職教育種子教師培訓課程 
輔導室 

四、倡導安全健康的網

路環境，避免學生瀏覽

不適宜網路資訊 

考量校園網路資源及管理需求，並經與教職員生及

家長依校務程序充分討論後，研議訂定網路使用管

理公約與相關配套措施 

各處室 

五、鼓勵與補助學校辦

理親子活動，走向大自

然及從事多元育樂活

動 

持續推動校內規律健走 15分鐘（每日 1 次）、班際運

動競賽（每學期至少 1 項）、校慶運動會（每學年至

少 1 次）及校際體育交流等各類體育活動，提升學生

身體活動量，提升體適能 

學務處 

依課程綱要安排充足之健康教育課程時數；利用健康

與體育領域共同備課時間共同備課 
教務處 

六、提升家長資訊倫理

與安全健康上網知

能，並教導孩子正確使

用網路 

辦理與家長團體互動相關活動時，將資訊倫理與安全

健康上網等議題納入宣導 

教務處 

學務處 

輔導室 

辦理親師座談會等親職教育活動，教導孩子情緒管

理、辨識誘惑情境、克制慾望技巧及親子衝突之溝通

訓練 

教務處 

學務處 

輔導室 

辦理不定期發給家長聯繫函宣導資訊倫理與安全健康

上網相關法律知識，預防學生誤陷網路 

危機 

教務處 

學務處 

輔導室 

七、結合相關資源加強

資訊倫理與安全健康

上網教育。 

於主管會議或相關會議(如：行政會議、導師會報、專

任教師會報)積極宣導資訊倫理與安全健康上網議

題，並請各單位積極辦理推廣教育 

各處室 

各級學校從學生發展與輔導角度思考，發展安全健康

上網行為之自主管理，並於教務、學生事務、學生輔

導、課外活動及服務學習活動中體驗與養成 

各處室 

辦理「法律基本常識測驗」 學務處 

參加全國法規資料庫法規知識王競賽 學務處 

加強網路遊戲分級相關規定宣導，避免學生接觸不適

合其年齡層次之遊戲 
圖書館 

積極推廣與運用教育部資訊倫理與安全健康上網等手

冊內容(例如：給家長的一封信；學生網路公約)。 
圖書館 

參與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自我評量」活動 

https://isafe.moe.edu.tw/event/ 
圖書館 

八、強化友善輔導體系

與關懷網絡之資源連

鼓勵輔導人員及教師參與網路成癮之辨識與輔導課程

研習 

輔導室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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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及校外生活輔導 運用教育部所訂定之網路成癮學生三級輔導作

業流程及輔導資源，輔導學生遠離網路成癮 
輔導室 

結合警察機關資源，加強對學校週邊網咖實施校外聯

巡輔導 

學務處 

教官室 

九、建立諮詢與處理管

道資訊網絡，提供諮詢

及診療機構資訊 

不定期發給家長聯繫函宣導資訊倫理與安全健康上網

相關法律知識和學校所提供各種申訴及諮詢管道，以

建立與家長聯繫溝通的管道，預防學生誤陷網路危機 

圖書館 

學務處 

輔導室 

加強宣導並運用網路使用問題處理求助管道的資訊 圖書館 

柒、經費需求：由教育部、基隆市政府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學生安全健康上網實施計畫經費概算表            單 位:元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說明用途 

講座鐘點費(外聘) 節 12 1,600  19,200  
辦理專題講座 2 場×3 節＝6節 

辦理親職專題講座 2場×3節＝6 節 

講座鐘點費(內聘) 節 6 800  4,800  辦理專題宣導講座 2場×3節＝6節 

諮詢費 人 4 800  3,200  心理師 2 人×2 次＝4 次 

物品費 式 1 20,000  20,000  辦理運動競賽相關器材 

印刷費 本 220 30  6,600  印製專題講座講義 110人×2 次＝220人 

印刷費 份 1,200 20  24,000  印製宣導文宣學生 600人×2 次＝1,200人 

膳宿費 個 220 80  17,600  
辦理專題講座 2 場×70人＝140人 

辦理親職專題講座 2場×40人＝80人 

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 式 1 367  367  19,200×0.0191 

雜支(包含耗材) 式 1 4,233  4,233  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 

     經常門小計           100,000    

承辦人：              承辦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捌、督導考核及獎勵 

一、本計畫執行成效列為教育部統合視導等之重點項目，校內各單位推動學生安全健康上網計畫執行

成效，列入督學視導或校務評鑑項目 

二、本計畫執行有功人員，依規定從優敘獎 

玖、預期成效 

一、提升學生、教師及家長對安全健康上網的重視度與知能，以增進網路科技正向運用之效益 

二、減少或預防學生不當使用網路之問題發生，以降低網路科技不當運用之弊害 

三、完成學生安全健康上網工作計畫之訂定、實施及定期成果檢核與精進 

拾、本計畫經陳核定後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