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109學年度第 2學期停課不停學全校線上會議紀錄 

一、時間：110.06.17 

二、地點：google meet 會議室 

三、主持人：校長甘邵文 

四、出（列）席人員：全校教職員                                                                    記錄：蔡幸容 

五、主持人致詞：略 

六、上次會議結論及指裁示事項： 

七、各處室報告： 

❖ 教務處 

自 110年 6月 15日起至 110年 7月 2日止修正重要行事曆 

教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輔導處 圖書館 

1.6/15優免收件<試> 

2.6/16直升錄取學生

報到<試> 

3.6/17完免錄取學生

報到<試> 

1.6/15召開中二

升中三戶外教育

籌備會<訓> 

2.6/18改成國中

部反毒影片宣導<

生> 

 本週召開生

涯教育期末

會議<資> 

6/16協辦第二屆

地方學論壇(取

消)<技> 

1.6/21國中線上課發

會：審查國中總體課

程計畫<教> 

2.6/22優免錄取學生

報到<試> 

3.6/21-7/31中六重補

修課程<實> 

1.6/22第 6次導

師會報暨特定人

員審查會議<訓、

生> 

2.6/25中一、中

二服務學習反思<

訓> 

1.本週太陽

能年度保養

<庶> 

2.本週校舍

安全檢查<

庶> 

本週召開輔

導處期末認

輔工作會議

<輔> 

 

1.6/28國中線上課發

會：審查國中總體課

程計畫<教> 

2.6/28~7/2班級教學

設備檢查及歸還<設> 

3.7/2學生學習歷程第

一梯次上傳截止日<

試> 

4.7/6第三次段考成績

登錄截止日<試> 

5.7/9公告高中部補考

名單<試> 

6.7/16高中部補考<試

> 

7/2休業式 

<訓> 

7/2期末校

務線上會議 

(14：00)<文

> 

1.6月份輔

導工作成果

填報<輔> 

2.回收本學

期家訪紀錄

表<輔> 

1.圖書志工結訓

典禮(延後辦理)<

技> 

2.7/9為中四、中

五 109學年度第

二學期自主學習

計畫(成果報告)繳

交截止日＜技＞ 

3.7/16為中四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

自主學習計畫繳

交截止日＜技＞ 

 
 

 

 



1. 已將各處室修正後的 6月行事曆寄給全校同仁,感謝各處室的協助。 

2. 高中部補考範圍及方式調查進行中，請各領域主席協助於 6/18前繳回。 

3. 高中部新生報到取消現場報到，改以線上及傳真報到，線上表單的連 

結已放在高中部招生專區及首頁圖。 

4. 畢業班級教學設備已檢查完畢，班上手提音響已收回，無線網卡將另 

行與導師聯繫處理。 

❖ 學務處 

1. 教育處政令宣導：在復課前，「非畢業生」一律不到校。如果家長有 

主動請求要取回學生物品，請導師協助打包後，跟家長約時間，在警 

衛室領取，不入校。另有需要退費者，請於復課後再行辦理。 

2. 對於長期未到課同學，請各位導師依中離/中輟規定通報學務處。 

3. 請導師提醒學生疫情期間勿在外遊蕩和群聚，近日校安通報中，有學 

生群聚鬧事，經警察局帶回偵訊後由家長領回，該案業因違反傳染病 

防治法群聚規定，分別開立傳染病防治法舉發通知單，一名學生罰款 

 6 萬，11 名共計罰款 66 萬元，刻意提供群聚地點者將裁罰 30 萬元。 

4. 請導師每日需關心學生健康狀況，每日學生健康管理系統(發燒通報)、 

防疫通報持續進行中。 

5. 如果學生有被通知居家檢疫或居家隔離或確診，請務必第一時間通知 

學務處，學務處會啟動防疫及校安通報等相關作業。 

6. 請學校落實「3010眼休息」，觀看 30分鐘教學影片需要休息 10分鐘。 

並提醒學生適度運動及均衡飲食，多選用深綠色及黃紅色蔬果，並維 

持均衡飲食習慣。 

❖ 總務處 

1. 本校配合教育處統籌辦理二項採購案，一為改善本校既設電力系統及 

裝設或汰換專科教室及中六教室冷氣；二為全校校舍頂樓裝設太陽能 

光電裝置。 

2. 持續預先進行畢業班教室公物檢查，如有問題再向導師報告及協商後 

續相關處置事宜。 

3. 本學期期末校務會議訂於 110年 7月 2日下午 2時以線上方式辦理，會 

      議共編資料已放雲端共編，共編截止時間為 6/21上午 8點 ，請大家配合 

      填寫，以利簽核及公告。 

❖ 輔導處 

1. 109學年度生涯發展成果報告書已製作完成並填報。 

2. 上週二遴輔會議已召開完畢，下學年技藝班參加人數共 24人也已向 



上填報完成。 

3. 109學年度技藝班研習證明書及生涯發展手冊已轉交中三導師，轉發 

給學生。 

                            4.    6/15原訂中一生涯講座取消辦理。 

❖ 圖書館 

(一)讀服組 

1. 辦理多元閱讀經費，請中一(101,102,103,104)、中二(201,203)、中三 

(302)手上還有電子發票的老師可以轉寄讀服組，若需要延至疫情後申 

請者，也煩請知會讀服組，將協助辦理費用保留，感謝配合。 

2. 110-1高中部中、英文讀書心得與小論文比賽將採線上報名，截止日 110 

年 7月 2日。請鼓勵學生利用電子書進行閱讀，小論文因比賽辦法有更 

動，擬於暑期規劃線上說明會， 

3. 本學期校內國中部讀書心得比賽成果已出爐，因疫情，獎狀及獎金將 

於下學期頒發，在此感謝導師們鼓勵學生參加及李瑞霞老師協助評審。          

 (二)技服組 

1. 原定 6月 4日前繳交自主學習相關計畫與成果，因疫情影響，中四、中 

      五成果報告截止日延後至 7月 9日，中四 110-1自主學習計畫截止日延 

      後至 7月 16日。 

2. 國立臺灣大學提供「2021高中生閱讀推薦書單」，已將相關資訊張貼 

至學校網站。 

           (三)資媒組 

1. 因教育處來文說明"手機"是不適合進行線上學習的載具，感謝導師們 

協助重新調查各班使用手機上課的學生數，接著我們會由學校或教育 

處協助提供合適的載具，讓只能使用手機的同學們回校申請借用。 

2. 高中部電腦比賽的作品評選中，感謝協助的評審老師們。 

❖ 會計室：略 

❖ 人事室：略 

十、提案討論：無 

十一、臨時動議： 

1. 江彥聖老師提問： 

1) 線上會議資料是否有在會議通知的附件中？ 

2) 對學務處業務報告導師協助學生打包物品有很大疑惑？導師需要協助 

什麼怎麼打包，煩請主任或校長對此再詳細說明。 



3) 5/16學務主任與本人分享武崙國中畢業生返校畫面截圖用意為何？是 

否指正本人上次會議意見為誤？還請主任們言行前多加思慮。 

生輔組長回覆：關於導師協助學生打包物品，教育處目的在盡量避免學生或家長來 

    校，由於導師係與學生或家長聯繫第一對象，若學生或家長強調真 

    有需要返校拿取物品時，也是他們的權利，班上經營是由導師負責 

    ，所以還是要麻煩導師協助幫忙學生把需要的物品放至警衛室，若 

    有需要生輔組協助訊息傳遞等部分，生輔組都可幫忙處理。 

校  長  回  覆：關於學務處業務報告第 1項，係傳達教育處政令宣導，教育處自無法 

  深入了解第一線人員技術上執行困難點，導師有困難之處，學校行政 

  端都可予以協助，經過溝通後若行政端可以協助的，就不會勞煩導師 

  到學校來，請大家理解此項報告係為上級政令宣導。 

學務主任回覆：關於武崙國中畢業生返校畫面，本人只是單純分享不同學校有不同 

    作法，僅提供給較常發言江老師資訊參考，畢竟行政端接受訊息更 

    多，純粹私下訊息分享而已。 

校  長  回  覆：關於這件事，請學務主任再私下與江老師溝通。 

2. 陳志華老師提問：學生將平時成績留置學校未帶回，致學期成績無法順利評 

  定，因礙於非畢業生不得返校規定，請問學校行政這邊是否可提供協 

  助？ 

校  長  回  覆：若學生可明確知悉資料置放地點，行政端可幫忙拿取後再轉交學生或 

  老師。故教育處政令宣導一事，本校未列出詳細規範，也是因非畢業 

  生須返校原因不盡相同，若家長學生有需求向導師提出後，由導師跟 

  行政端溝通後，再由行政端盡量予以協助。 

3. 江彥聖老師提問：關於學生返校取物一事，本人非常感謝教官對本班學生協 

  助，也感謝校長剛剛回覆有體諒到導師立場，本人認為並非導師無法 

  幫忙學生打包物品，而是導師需要幫忙打包什麼？ 期望學務處在宣達 

  教育處政令時，能再多思考審慎使用文字用語。另外關於轉貼他校活 

  動與本人分享一事，即使主任是以開玩笑心態行之，本人都覺得很嚴 

  重，充滿惡意。 

校  長  回  覆：請學務主任與江老師好好溝通，並請所有主任們也要注意用語的傳達。 

4. 林玉如老師提問： 

1) 各處室能否把前次會議決議及主席指裁示事項列入追蹤辦理情形，例 

如上次會議提到畢業典禮一事，進度如何？或是否有要繼續辦理情形 

作報告，因為行事曆也看不到相關訊息。 

2) 上次會議本人提出任課教師填寫學生出缺席回報單一事，學務處回覆 



是任課教師需要再個別通知導師，若如此，任課教師是否可以直接通 

知導師，不用填寫回報單。 

3) 呼應前面江老師所提，各處室在進行上級政令宣導時，建議經思考後 

，結合本校遇到各種況狀，如何調整作法等，於會議上一併公布，也 

可省略同事們提出疑問。 

校  長  回  覆：關於第 3點剛已回覆，學校目前無法將所有可能遇到狀況一一列舉， 

  主要還是麻煩各在校班導師轉告學生，上級規定在校生一律不到校， 

  若有緊急情況，只要來電明確告知物品置放地點，都可由校方協助學 

  生拿取。另外補充說明上級政令宣導部份，並非行政端不先消化思考 

  政令規範，實是經過多方討論後，認為與其羅列各種方案，也還是可 

  能因不同狀況，須一再補充新的方案做法，故採先公布上級政令方式 

  ，讓同仁瞭解，重點就是不希望在校生到校。 

生輔組長回覆：學生出缺席回報單當初設計本意，係協助任課教師線上上課點名， 

    日後在進行成績評量時做回復，生輔組這邊觀察到不是所有任課教師   

    都有填寫此表單，也許有老師是以紙本做紀錄也無不可，關於學生是 

    否有準時上線加入課程學習方面，學務處有與導師這邊保持密切聯繫   

    ，不會讓學生安全出現空窗。 

總務主任回覆：關於第 1點提問，一切按照會議規則辦理，會議決議及主席指裁示事 

   項列入追蹤。 

5. 許麗坤老師提問：關於學生出缺席回報表單部分，想再次確認若已有完整紀 

   錄學生缺曠及回報導師動作，是否可免於上網填寫學生出缺席回報 

   單？ 

生輔組長回覆：學生出缺席回報表單的確是協助工具，若老師上課發現學生有特殊 

    狀況或不明去向，可立即與教官或導師連繫。 

十二、主席結論及指裁示事項：感謝各班導師協助第二次調查，全校目前使用手機上課學 

    生約有 70多位，學校第一階段會先借出現有 30台 CHROME BOOK 

    給學生使用，不足數量的部分會向教育處提出申請借用，等教育處支 

    援載具送到，會在進行第二階段借用，期望每位學生線上課程學習 

    都有載具可使用。校方這邊會盡快擬定學生借用載具 SOP，提供學 

    生借用依循。 

十三、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