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7次行政會議紀錄 

一、時間：110年 5月 18日上午 8時 15分 

二、地點：仰學樓 4樓圖書館閱覽區 

三、主持人：校長甘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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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13已 email寄至各處室主任、組長公務信箱)： 

七、上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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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畢業典禮請學務處邀約優 

秀校友方耀銓（羽澄），以職 

涯夢想為主題回校對學弟妹講 

演，並事先製作介紹方耀銓校 

友海報或請出版社提供，讓學 

弟妹先行認識。 

學務處：依疫情狀況進行調整，如訓育組的 

    報告。 

圖書館：有與方耀銓校友保持聯繫，也已告 

    知可能延期的可能性。 

指裁

示事

項 2 

請各處室隨時檢視所列管各項 

設備資源（如音響、喇叭等） 

，是否為可使用狀態，若在年 

限內因故無法正常使用者，請 

提出修繕需求，若已過年限且 

不堪使用則申請財物報廢。 

教務處：盤整中 

學務處：持續盤整 

輔導處：盤整中 

圖書館：盤整中 

總務處：持續盤整中。 

 

八、專案計畫列管 

● 109年度-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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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場周邊 

   缺失改善工  

   程已報竣工， 

   進行後續驗收 

   作業。 

2.持續請工務 

   處及教育處 



   協助解決點 

   交事宜。 

2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電力系統改善計畫  

總務處 新設冷氣電力

系統核定經費

1,100,000元/既

設電力系統改

善核定經費

1,500,000元/ 

本次核定補助

項目及經費：

設計監造費與

圖說繪製費合

計 361,240元 

 已選定日立為本 

校冷氣廠商。 

3 109年高中完全免試 

挹注計畫 

圖書館 250萬  1.(圖書館) 

A1-1 優質領航-專

業學習社群，執

行率 42% 

A2-1 微翻轉-遊戲

式學習專業增能

研習，執行率 0% 

2.(教務處) 

A2-2 展新視界－

發展高國中銜接

課程，執行率 0% 

B1-1 夢想達人－

協同教學計畫，

執行率 0% 

B3-1 大家的專題

教室，執行率 0% 

3.(學務處) 

A2-4 大手攜小手

－特色營隊攜手

深耕計畫，執行

率 0% 

4.(輔導室) 

B2－4 夢想達人

－協同教學計

畫，執行率 38% 

5.110年度資本 

門、經常門款項

已入。 



4 109學年度學習區完

全免試國中提升學習

品質計畫 

教務處 第二期 35萬  執行中 

 

5 「110年度直轄市、

縣（市）立高級中等

學校資本門」-教學區

大樓頂樓遮雨防曬鋼

構斜屋頂、全區消防

及雨排水管路除鏽防

鏽修繕工程 

總務處 250萬 110/12/31 3/19市府核定，

目前預算書圖送

市府審核中。 

6 「110年度直轄市、

縣（市）立高級中等

學校資本門」-校園中

央通路人行道照明設

施暨壁面修繕工程 

總務處 30萬 110/12/31 3/19市府核定，

已決標，簽約

中。 

7 110年度高中優質化

計畫 

教務處 45萬 110/7/31 執行中 

8 110年校舍改善與設

備更新經費需求-童軍

教學場地修復工程 

總務處 35萬 8,061元 110/12/31 完成預算書圖審

查，公告招標

中，5/18開標。 

9 建置停車營運設施

(備)-汽車車辨停車管

理系統設備採購 

總務處 39萬 2,700元 110/5/30 3/31決標，目前

已報竣工，完成

驗收前勘驗，5/1

完成驗收。 

10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辦

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體育班學生學習輔導

措施計畫 

學務處 20萬 110/12/31 上學期加強課程

執行中。 

11 110年校舍改善與設

備更新經費需求-廁所

恆壓加壓馬達改善工

程 

總務處 64萬 1,868元 110/03/30核定，完成預算書圖

審查，請監造單位修正中。 

12 109年校園設置太陽

光電發電設備標租 

總務處 教育處統一辦

理 

4/14決標，已參加 4/22說明

會，得標廠商將至各校現勘估

算，本校配合提供相關文件。 

13 109學年度學習區完

全免試國中提升學習

品質計畫 

教務處 35萬 已入款，計畫執行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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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10基隆市童軍會辦理推

動身心障礙者暨自強童

軍融合體驗營 

學務處 待核定 函送經費申請表及概算表 

2 基隆市暖暖高中 109年

度風雨操場興建工程 

學務處 待核定(申請金

額 18,640,649萬) 

函送經費申請表及概算表 

 

九、各處室報告： 

❖ 教務處 

(一)教學組 

1. 204黎芮雯及 204邱意方同學榮獲 Cool English英聽王比賽英聽王獎，感 

謝張陳平老師的指導。 

2. 已發放社會及自然作業抽查單，預計於 6/3中午 12:30進行抽查。 

3. 5/25前完成學藝股長教室日誌填寫認真之敘獎。 

4. 若有規劃課程以外的活動之教師，請於教學活動實施前一日完成申請 

，申請表請洽教學組（教學活動申請表），感謝您的配合。 

            (二)實研組： 

1. 已發放社會及自然作業抽查單，預計於 6/3中午 12:30進行抽查。 

2. 5/17-5/21沒有輔導課。 

3. 5/24當天沒有輔導課。 

4. 5/18下午中一學生進行線上教學演練。 

(三)註冊組： 

1. 國三補考已完成，請任課老師盡速繳交補考成績。5/18辦理畢業資格 

審查會。 

2. 完免升學管道已順利完成。 

3. 5/16-17國中教育會考順利完成，感謝大家的協助與支援。 

4. 5/19-6/3參與【TASAL臺灣學生成就長期追蹤評量計畫】，因應測驗 

各班課務有所調整。感謝任課老師們之協助。學生施測相關安排如 

下: 

施測班級 施測日期 施測時間/地點 

202 5/26(三) 13:05-16:00(5.6.7.節)/3樓電腦教室 



203 5/27(四) 13:05-16:00(5.6.7.節)/3樓電腦教室 

204 6/3(四) 13:05-16:00(5.6.7.節)/3樓電腦教室 

302 5/19(三) 13:05-16:00(5.6.7.節)/3樓電腦教室 

303 5/20(四) 13:05-16:00(5.6.7.節)/3樓電腦教室 

 

5. 5/25(二)第五.六節辦理補救教學系統測驗。抽測中一 23人，名單另行 

通知中一各班。 

(四) 試務組 

1. 中六： 

● 申請入學：5/13-5/14中六申請入學登記志願序、5/20放榜、5/24 

        放棄錄取資格。 

● 指       考：指考班(共 8人)5/7起至 5/31結束、5/25校內指考報名

結 

       束。地點為創客教室(周一~周四)、206教室(周五)， 

       感謝圖書館協助。(因應停課取消) 

● 畢業成績：5/14補考、5/18繳交成績、5/19成績結算、5/21畢業 

       資格審查，請中六任課老師務必準時繳交成績以利 

       畢業典禮前完成畢業證書製作。 

● 模       考：5/20-5/21舉行，地點為指考班教室。(因應停課取消) 

2. 第二次段考已完成，請任課老師最晚於 5/18(二)前繳交成績。 

3. 認知考將於 6/9舉行，請命題老師最晚於 5/25(二)繳交試題。 

4. 中四選組說明已完成，預計 6/4(五)繳回選組單。 

5. 各管道入學新生報到時間如下，地點為圖書館閱覽區（備取生於教務 

處報到），近日將進行場地協調，屆時請各單位協助： 

管道 報到時間 地點 

直升 6/07(一) 9:00~12:00 圖書館閱覽區 

完免 6/10(四) 9:00~11:00 圖書館閱覽區 

優免 6/15(二) 9:00~11:00 圖書館閱覽區 

大免 7/08(四) 9:00~11:00 圖書館閱覽區 

 

(五)設備組 



1. 110年度素養導向「藝能充電站」計畫申請進行中，本年度補助科目 

為音樂科與體育科。 

2. 第 61屆北一區科展得獎學生與指導老師敘獎中。 

❖ 學務處 

(一)生輔組 

1. 原訂 0520交通安全研習，因應疫情增溫，取消辦理。 

(二)訓育組 

1. 教育儲蓄戶：奉核業已核撥，近日入帳。 

2. 校慶海報比賽：為考量學生準備段考，爰延長海報收件時間至 5月 19日。 

3. 畢業班週記及聯絡簿抽查敘奬及警告簽核中。 

4. 這是畢聯會、校長、學務主任討論出來的 6/1畢業模式 

(1)9：00到班上 

(2)穿制服 

(3)校長至各班頒獎 

(4)領畢業證書及畢業紀念冊 

(5)畢業餐會（在走廊夾菜回班上吃） 

(6)歡送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高中部第 19 屆暨國中部第 51 屆畢業活動 

日期：6 月 1 日(星期二)9：00~12：45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地 點 備 註 

9：00-9：30 準備 各班教室   

9：30-10：00 國中部：校長至各班頒獎 

高中部：發畢業紀念冊 

            離校手續 

各班教室 1.頒發導師感謝狀及禮品 

2.市長獎、議長獎、處長獎、

區長獎、校長獎、家長會長

獎、體育獎、群育獎、美育

獎、勤學獎、升大學獎學金、

適性獎學金 

10：00-10：40 高中部：校長至各班頒獎 

國中部：發畢業紀念冊 

            離校手續 

各班教室 1 頒發導師感謝狀及禮品 

2.市長獎、議長獎、處長獎、

區長獎、校長獎、家長會長

獎、體育獎、群育獎、美育

獎、勤學獎、升大學獎學金、

適性獎學金 



10：40-11：20 頒發畢業證書暨畢業班導

師愛的叮嚀 

  

各班教室 畢業班導師到各班前面，將學

生畢業證書發給學生，並話

別；學生將準備好的花(禮

品、卡片)送給導師及合照時

間。 

11：20-12：30 畢業餐會 各班教室 

圖書館 

*國中部四樓走廊(國三畢業生

65 人+迎曦樓 2F 及 4F 辦公室

教師 18 人) 

*高中部三樓走廊(601 班 602

班 603 班畢業生 71 人+導師 3

人+仰學樓 3F 教師 6 人+人事

會計室 3 人) 

*圖書館前，604 班於圖書館內

用餐前走廊(604 班+其餘 60

位教職員工)。 

12：30-12：45 畢業生校園巡禮   畢業生校園巡禮拍驚鴻照 

在校生離情依依撒花瓣雨 

  

           (三)社團活動組 

1. 進行「基隆市 110學年度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彈性學習課程—社團活 

動經費申請」作業。 

2. 製作社團指導教師感謝狀。 

(四)衛生組 

1. 國內疫情增溫，指揮中心宣布國內警戒提高至第二級，本校因應政 

策如下: 

1) 如有發燒請在家休息勿到校，請通知導師，登錄班級體溫記 

錄表。 

2) 至學校上課請入班量體溫，勤洗手。在室內或密閉空間請戴 

口罩。 

3) 如到校發現身體不舒服，請至保健室，護理師會協助處理。  

4) 勿共飲共食，盡量不要出入公共場所。  

5) 午餐時間，取餐時須戴口罩，用餐時勿交談。  

6) 放學時用稀釋次氯酸水消毒 

2. 學校各項防疫資料公告在校網防疫專區，請以學校訊息為主。 

3. 請導師準備好家長聯絡網，隨時關注學校發布的訊息，沒有在 LINE群 

組的導師，請務必隨時收取 E-mail，避免資訊漏接，疫情升溫，防疫工 

作大家一起守護暖中。 

(五)體育組： 



1. 本次班際排球賽競賽因疫情關係延後辦理。 

❖ 總務處 

1. 彈性調整辦理畢業班級教室公物盤點作業。 

2. 遇台電分區停電時，應將電器用品開關關閉，以保護該電器並維護校 

園安全。 

❖ 輔導處 

(一)輔導組 

1. 上週五完成高國三畢業生轉銜會議，感謝導師及輔導老師的協助。 

2. 教師性別平等知能研習結案中。 

3. 家庭教育中心經費核算及製作成果報告。 

 (二)資料組 

1. 配合教育處來文，中三技藝班課程及原訂 5/18中三、6/4中二參訪皆暫 

停辦理。 

2. 因應防疫措施，5/21(五)升學博覽會將改為靜態方式呈現，地點會調 

整至輔導室旁的空地，時間照常於班會課進行，採分班到場參觀。 

           (三)特教組 

1. 申請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2. 109學年度第 2學期鑑定安置經費核銷。 

❖ 圖書館 

(一)讀服組 

1. 療癒閱讀角使用辦法(如下)提請討論 



 療癒閱讀角使用規則及辦法 

◎療癒閱讀角設立宗旨: 校自 2014年開始，運用書目療法為青少年尋找心靈捕手 

   。以小說、繪本及心理自助書等療癒素材深耕學校閱讀課程，未來將持續辦 

   理閱讀推廣，讓師生瞭解透過閱讀舒緩情緒壓力、自我調適負面情緒，找回 

   內在的挫折復原力，以促進其心理健康，提升「心元氣」。 

     ◎開放時間: 每日上午 7:30~17:00，例假日休館。(其餘時間，如:營隊活動，請另 

        簽案申請) 

     ◎使用規則 : 

(1)基於安全考量，須有教師身分方可借用，借用教師須協助注意學生安全及 

    使用情形。 

(2)請於使用前一日與圖書館確認領用鑰匙時間。 

(3)入內人數建議以 10人為上限，請上網預約借用，依使用公平原則，每班每 

    週借用上限為 _3_小時。 

(4)欲使用冷氣，依暖暖高中冷氣使用規範進行，班級借用時，請使用班級卡 

    ，教師借用時，可至圖書館領取公用冷氣卡。 

(5)館內書籍供展示不外借，看完請放回書架上，若需借用請預約後洽總館領 

    書。 

(6)館內書籍及物品請愛惜使用，若有損壞，請照價賠償。 

(7)入內請拖鞋，並注意衛生及禮儀。 

(8)室內禁止飲食(包含飲用水)。 

                  圖書館 

 

2. 5/17-21主題書展-探索印度，因疫情升溫，為避免群聚延期至疫情穩定。 

3. 校內進行活動： 

1) 5/3感謝各班導師協助推動國中部心得比賽繳件，目前作品評選 

中。 

2) 5/17回收中六中三班級書箱，未繳回班級持續通知中。 

3) 5/25中一與作家有約-探索印度 10:00-12:00迎曦樓廣場，因疫情升 

      溫，為避免群聚延期至疫情穩定，感謝導師們的協助。 

4) 5/30多元閱讀經費，將於 5/30截止本學期購書，目前讀服組核銷 

      情形: 

I. 中六中五各班皆已完成 1500元閱讀經費核銷，款項已撥入 

導師帳戶。 



II. 102、203、204、401、402、403、404班已完成基隆青年 

140元刊物核銷，款項已撥入導師帳戶。 

III. 401、403、404、202、204、303班已繳交發票，將於該年  

      段各班繳齊後撥款。 

  註：  

1. 各班多元閱讀經費發票共 1500元(統一發票須列入統編:00517202，二聯 

      式發票抬頭為：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並含店家印章)，請購買書籍雜 

      誌或報紙。 

2. 繳交發票後請透過 email或 line將購買書籍、報紙、刊物照片傳送讀服組， 

以利核銷。 

3. 班級無需申請，請告知讀服組，將協助購入領域或主題用書，感謝各 

班配合。 

           (二)技服組 

1. 5/22全國「創遊微翻轉遊戲式學習」嘉年華盛會，因疫情延期，並改朝 

線上模式辦理。 

2. 6/3為中四、中五繳交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成果報告。 

3. 6/4為中四繳交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表。 

4. 防疫期間借用圖書館閱覽區，請採梅花座方式入座，並請勿飲食。            

           (三)資媒組 

1. 國中部各班教室的顯示器已於上週六完成微調高工程。 

2. 因應疫情升溫需求，已遵照教育處指示進行學生家中行動載具及網路 

的現況調查，並依規回報。 

3. 因應疫情升溫，學校網頁已做些許調整。 

4. 防疫專區往上挪移，並增加了一個線上教學資源的區域。另外，為了防 

止校務重要資訊被洗版，已在左側校務資訊處新增"重要校務公告"的 

連結，會自動抓取校務資訊的消息便於瀏覽。 

❖ 會計室：略 

❖ 人事室：請有意登記申請 111年退休人員，審慎考慮退休日期及退休金種類之選擇 

    ，並為覈實編製預算及財政規劃，請於 5月 18日（星期二）下午 3時前洽人 

   事室登記，以利依市府來文時限，報送市府彙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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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因應防疫期間及台電用電調度分區停供電可能措施，各處室下班前請 



將電器用品開關關閉，避免復電後造成機器損壞或故障，另請圖書館 

進行各處室不斷電系統需用調查。 

2. 本校畢業典禮仍於 6/1舉辦，活動流程改採由校長進班頒獎方式，取消 

群聚模式，請各處室協助中三、中六畢業生於畢業前辦好各項離校手 

續。 

十三、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