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期末在校線上校務會議 

       壹、時間：111年 1月 20日(星期四) 下午 2：00 

貳、地點：Google Meet會議室 

叁、主席：甘校長邵文                                                                 紀錄：蔡幸容 

肆、出(列)席人員：全體教職員及學生代表(詳如簽到表)，應到?人；實到?人。 

伍、主席報告：略 

陸、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柒、110上期初校務線上會議會議徵詢提案及主席指裁示情形報告： 

編號  會議徵詢決議暨指裁示事項 辦理單位 徵詢提案決議及辦理情形 

會議

徵詢

1 

試務組長：為配合大考中心試辦考 

試需於 9/1下午 16：30前送回考卷， 

會將中六下午考程往前移一節，即 

第 5至 6節考試，第 7節任課教師隨班 

。原定中六第 5節自習課第 6-7節考試 

，是否可以配合調整為第 5-6節考試？ 

學務處 學務處：回應試務組提 

出的中六考程問題，始 

業式流程會再配合修正 

後，於明日發放紙本到 

各位教師桌上，學校網 

頁也會同時公布。 

會議

徵詢

2 

許○坤老師：學務處安排始業式流程 

，班級大掃除在下午第 5節，由任課 

教師隨班，因上學期期中防疫停課 

及放暑假緣故，教室清潔消毒至為 

重要，是否讓班級先大掃除再進行 

開學典禮？ 

 

學務處 

 

訓育組長回覆：始業式 

上午半天需含括學生註 

冊、發書領書及開學典 

禮流程，若再加上班級 

掃除，恐無法在半天內 

完成。另外也是希望體 

諒導師，安排導師隨班 

的流程在上午半天內完 

成，大掃除安排在下午 

可由該節任課教師隨班。 

提案

討論

1 

審查本校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行事曆

(草案)，請討論。  

教務處 說    明：本草案已於 110 

年 8 月 24 日於行政會議 

討論通過。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

討論

2 

有關本校 111學年度高一班級數核定 

事宜，如說明，提請討論。 

教務處 說明： 

1. 依據中華民國 110 

      年 08月 09日基府 

      教國參字第 

      1100237172號函、 

      基隆市立高級中等 

      學校招生班級數核 

      定作業要點。 

2. 基隆市立高級中等 

學校招生班級數核 

定作業要點第 6點 

規定：「學校申請 

招生學年度之普通 

班班級數，應經學 

校校務會議決議通 

過，於招生學年度 

前一年八月三十一 

日前函報本府核 

辦。」爰此本校 111 

學年度普通班班級 

數之核定，需經校 

務會議決議通過。 

3. 本校 110學年度高 

       一新生 104人，平 

       均每班超過 25人， 

       未達減班標準，故     

        111學年度高一普 

        通班維持招收四 

        班。 

決    議： 

1. 說明第 2點倒數第

一 



行「普通班班級數 

之核定」，核定更 

改為申請。 

2. 說明第 2點倒數第 

      一行「111學年度高 

      一普通班維持招收 

      四班」，更改為 

     「111學年度高一普 

      通班本校申請招收  

      四班」。 

文字修訂後照案通過。 

提案

討論

3 

修正本校高中部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補充規定，如說明，請討論。 

教務處 說    明： 

1. 補充規定之依據－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學習評量辦法已更 

新。 

2. 110年 8月 13日臺

教國署高字第 

1100103111號函、 

110年 08月 16日基 

府教學參字第

1100130907號函(教 

育部主管高級中等 

學校學生學業成績 

評量資料處理作業 

檢核表)。 

3.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 

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

討論

4 

修訂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高中部 

重補修暨自學輔導實施要點草案， 

提請討論。 

教務處 說    明：因本要點之相關 

母法有所修正，故提校務 

會議修訂。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

討論

5 

有關「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學生 

組織社團實施要點」修正乙案，提 

請討論。 

學務處 說    明：因「基隆市立暖 

暖高級中學學生組織社團 

實施要點」部分內容不符 

現行規定以及社團運作現 

況，故擬修正草案提請校 

務會議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

討論

6 

修訂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早安 

悅讀」晨讀活動實施計畫，提請討 

論。 

圖書館 說    明：基隆市立暖暖高 

級中學「早安悅讀」晨讀 

活動，增加閱讀單篇文章 

活動，為鼓勵師生使用， 

特制定本辦法規定之，經 

行政會報討論後呈校務會 

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臨時

動議

1 

江○聖老師： 

1) 在教務處的會議資料得知， 

今年高中部招生人數平均超 

過 25人，令人振奮，感謝所 

有努力付出的同仁，尤其是 

國中部老師的信任，大力支 

持學生升上高中部。 

2) 本人在 8/12的全校備課線上會 

議中提出的發言後，感謝教務 

處的全力推動，與校內許多同 

仁的參與，施行兩年的校本課 

 
圖書館回覆： 

1) 在學校 Google雲端 

共用硬碟中，有建 

立視訊會議相關檔 

案資料夾，其中有 

放置包含全校校務 

線上會議、暑期停 

課不停學線上會議 

等相關資料，全校 

教職員皆可點進資 

料夾參閱。 

2) 關於學校網頁版面 

配置問題，已經於 



程已開始修正調整，十分感謝 

；但其他部分，各處組的法規 

檢視整理、會議記錄放置的地 

方與方式、學校網頁的公告訊 

息分流、及學校訊息公布的平 

台評估，校長回覆會在 8/17的 

主任會議討論後告知結果，在 

會議資料中沒找到，請問是不 

是我漏接了訊息，煩請告知。 

3) 在上次提到的教育處通知體育 

班停止招生後，校長也提到會 

盡全力爭取，十分感謝，請問 

目前有沒有轉圜的機會。我個 

人十分擔憂，接著會不會有每 

年超額三位教師的情形發生及 

有何應對之策。如果我們的專 

項真的有達到”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的體育成 

績要求，就應該向教育處極力 

力爭，不該接受與默認這種不 

公平的政策。 

4) 請問國中部直笛隊設置的想法 

與目標，有做過事先評估與考 

量嗎？ 

8/24主任會議中開 

啟討論，初步決定 

學校網頁公布欄會 

再依類別細分，至 

於類別須待 9/7行政 

會議中再跟各處室 

組長們近一步討論 

後決定。 

也歡迎各位同仁再 

提供意見給圖書館 

參考。 

校長回覆： 

1) 學校法規部分，目 

前教務處、學務處 

及圖書館公告的規 

格各自不同，有按 

業務組別或是按法 

規類別區分，目前 

正在討論中，希望 

能用最好的方式呈 

現。 

2) 訊息公告部分目前 

已 gmail寄送為

主， 

school+受限於有些 

老師帳號問題待解 

決，學校會盡力推 

動以 school+接收訊 

息。另學校網頁改 

版完成後，教師同 

仁，學生甚至家長 

之後也可以順利從 

校網接收訊息。 

3) 下學年度國中體育 

班停招已經公告， 

現在就是努力朝教 

育處 KPI目標（進



入 

全國賽拿到前八名 

成績），期望能這 

一、二年內能達標 

，再重新提出體育 

班設立的申請，期 

望大家能多跟教練 

及學生們鼓勵加 

油。 

4) 直笛隊成立構思來 

自於轄區國小有很 

多參與音樂性社團 

的孩子，家長也反 

映本校無音樂性社 

團可讓孩子銜接學 

習，故本校從今年 

度國中社團增加愛 

樂社，希望繼續培 

養孩子的音樂素質 

及能力，有機會可 

以參加基隆市的音 

樂比賽。至於如何 

成立及主攻項目完 

全尊重音樂老師， 

另外還須找到資源 

加以協助，希望學 

校有新的發展可以 

讓學生及家長知 

道。  

臨時

動議

2 

吳○瑋老師：本校教師會新學年度參加 

調查表，會以表單連結方式發 email給 

大家；另外，下年度教師會費是 1,500 

元，若只參加校內教師會者，會費為 

100元，今年本校有很多代理教師加入 

，鼓勵大家踴躍加入教師會。 

 
 



指裁 

示事 

項 1  

基隆市新成立閱讀教育資源中心，暫 

借本校場地辦公，迎曦樓 4樓陽台空

間 

將整修為閱讀中心辦公場所，教育處 

會有 2位同仁至本校上班。 

 
 

指裁 

示事 

項 

2 

本校所有教師皆已施打完第一劑疫苗 

，感謝所有教職同仁的配合，也感謝 

人事室、衛生組辛苦的居中協調，之 

後若還有第二劑疫苗的施打，也請配 

合教育部及基隆市政府的政策，接下 

來還有 12-17歲學生 BNT疫苗的施

打， 

希望教務處、學務處及班級導師間互 

相協力配合，完成此件大事。 

 
 

指裁 

示事 

項 

3 

感謝各位教師同仁在疫情期間的辛 

勞。面對未來的不可知，相信暖中同 

仁都能讓本校的學生及家長知道：我 

們都有準備，也準備好了！ 

 
 

 

捌、業務報告： 

❖ 秘書：11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試辦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資源挹注計畫」執行項目 

  計有以下子計畫： 

(一)優質領航-專業學習社群(圖書館-技服組) 

(二)展新世界-發展高國中銜接課程(教務處-實研組) 

(三)大手攜小手-特色營隊攜手深耕計畫(學務處-社團活動組) 

(四)夢想達人-協同教學計畫(教務處-實研組) 

(五)Learning to do-大家的專題教室(教務處-設備組) 

(六)微翻轉-遊戲式學習專業增能研習(圖書館-技服組) 

(七)展新世界-發展高國中銜接課程(教務處-實研組) 

(八)愛戀暖暖-留基快樂學習(輔導處-資料組、教務處-試務組) 



❖ 教務處： 

本校 110學年度彈性學習時間規劃表 

 

節次\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第一節   國三彈性一   
 

  

第二節   國三彈性二  高二彈一 

(全學期授課

充實/補強性

教學) 

高一彈三(微課

程、選手培訓) 

高一校訂必修 

第三節 課發會 社團/國一我是

公民人/202～

204愛戀暖暖

/201科學思辨 

/國三彈性三 

高一彈一 

(全學期授課

充實/補強性

教學) 

高二彈二 

(自主學習) 

高一彈二 

(自主學習) 

第四節 課發會 社團/國一我是

公民人/202～

204愛戀暖暖

/201科學思辨 

  高二彈三 

(自主學習) 

高一、高二 

團一(班會/班群/

年級/全校性活動) 

國一彈性 

(閱讀理解) 

12:35-13:00   
 

      

第五節    高二校訂必修 

(503、504) 

 國二彈性 

(閱讀理解) 

高三彈一 

(全學期授課充實教

學/升學輔導) 

高中多元選修 



第六節    高二校訂必修 

(501、502) 

  高三彈二 

(全學期授課充

實教學/升學輔

導) 

高中多元選修 

國一彈性 

(愛戀暖暖) 

第七節       高三彈三 

(全學期授課充

實教學/升學輔

導)  

國中班會 

團二高中社團 

第八節         國中課輔 

高中社團 

 (一)   教學組 

1.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補救教學已順利落幕，感謝本學期老師們的協助： 

呂姵儒老師、吳采璇老師、李瑞霞老師、劉忻柔老師、余姵璇老師、 

簡苑真老師、吳韶瑋老師、黃桂芳老師、莊依樹老師、邱詩婷老師及 

張陳平老師。 

2. 本學期寒假補救教學開班情形如下： 

1) 101班：1/24(一)至 1/28(五)，上午 8:10~12:00，每天 4節，共 20節。 

2) 102班：1/24(一)至 1/28(五)，上午 8:10~12:00，每天 4節，共 20節。 

3) 301班：1/24(一)至 1/28(五)，上午 8:10~12:00，每天 4節，共 20節。 

4) 302班：1/24(一)至 1/28(五)，下午 13:05~16:00，每天 3節，共 15節。 

5) 303班、304班： 1/21(五)至 1/27(四)，下午 13:05~16:00，每天 3節， 

共 15節。  

3. 已發放寒假輔導及國中寒假補救教學課表，各辦公室也放置小課表（綠 

色本）供調代課使用。 

4. 下學期國中部各科教學計畫空白檔預計於 1/26(三)寄至各任課老師公務信 

箱，請 於 2/25(五)前領域會議初審完成以領域為單位， 

國中請傳至教學組信箱(adma01@nnjh.kl.edu.tw)； 

高中請傳至實研組信箱(adma04@ecp.nnjh.kl.edu.tw)彙整。 

mailto:adma01@nnjh.kl.edu.tw


5. 教學計畫撰寫時請老師協助務必注意以下事項：【標點符號請使用「全 

形」】 

1) 檔案命名：課程名稱-適用年級-任課教師 

例如：國文科-中一-李瑞霞、吳采璇（同年級可交一份即可） 

2) 段考週非整週考試，還是需要有教學進度。 

3) 預先知道之評量時間及方式請註明在教學計畫內。 

4) 同年級同科目教學計畫如果一致，彙整成一個檔案即可。 

5) 因本校為完全中學，故年段統一為中一~中六。 

6) 字形部分為：中文標楷體、英文及數字為 Time New Roman、12號 

字、標點符號全形。 

7) 參與段考之科目：需在段考欄位標示考試範圍。 

8) 參與認知考科目：需在認知考欄位標示考試範圍。 

6. 304江柔薰同學榮獲基隆市英語演講比賽優等，感謝張陳平老師指導。 

302許聿葳同學榮獲基隆市英語看圖寫作比賽佳作，感謝黃桂芳老師指 

導。 

7. 感謝國高中國文科教師指導及協助國語文競賽，本學期靜態語文競賽得 

獎名單如下： 

110 學年度 校內語文競賽 得獎名冊(國中部靜態) 

組別 班級 姓名 名次 

寫字 102 曾曼毓 一 

寫字 203 鍾沂蓁 二 

寫字 201 馬浩鈞 佳作 

寫字 202 陳艾鈴 佳作 

作文 103 余以琳 一 



作文 103 王宥捷 二 

作文 201 陳妍欣 佳作 

作文 202 曹育瑄 佳作 

字音字形 202 賴裕勝 佳作 

  

110 學年度 校內語文競賽 得獎名冊(高中部靜態) 

組別 班級 姓名 名次 

  

寫字 504 戴晨伶 第一名 

寫字 402 蔡琇如 第二名 

寫字 504 伍晨妤 佳作 

寫字 503 翁妘筑 佳作 

寫字 401 潘紫晴 佳作 

作文 401 張芯瑜 第一名 

作文 504 甘瑀涵 第二名 

作文 404 胡宥彥 佳作 

作文 501 郭家妘 佳作 



作文 402 唐潔穎 佳作 

作文 503 嚴翊鳳 佳作 

作文 501 蔡知致 佳作 

字音字形 401 石佳琦 第一名 

字音字形 501 歐芯妤 第二名 

字音字形 504 白耀倫 佳作 

字音字形 404 白耀誠 佳作 

字音字形 401 陳傳翊 佳作 

字音字形 504 沈育亘 佳作 

 

 (二)   實研組 

1. 寒假課輔：預訂開課班級 302班 1/24-1/28；303-304班 1/21-1/27 

2. 特色課程：敬請任課教師於 1月 24 日(一)前完成成績登錄。  

3. 領域會議：敬請各領域主席於下學期初前，將本學期會議紀錄繳回存查。  

4. 學習扶助：感謝英文及數學各任課老師之協助。 

5. 感謝高中國文科教師協助國語文競賽及學生培訓。  

6. 感謝高中英文科老師協助高中英文作文與演講比賽及學生培訓。 

7. 感謝本學期晚自習協助之教師。  

8. 感謝王嘉萍主任、黃美桂老師、周葆欣老師及輔導處協助 110學年度微 

課程的開課。 

9. 感謝國文、英文及數學老師協助充實/補強性教學。                                     

 (三)   註冊組 

1. 感謝所有老師這學期對註冊工作的支持與配合，下學期即將進考試升學 

與招生的重要時程，讓我們一起為孩子們加油！ 

2. 國中部升學相關事項： 



1) 會考：5/21-22 

2) 模擬選填志願時程 

   第一次：12/27-1/14(已辦理完成) 

   第二次：3/8-4/12 

   第三次與正式選填：6/13-6/22  6/23-6/30 

3) 中三多元表現成績將於 2/28進行封存，凡請學務處與導師務必於期 

限前完成 110-1服務學習認證與登錄，以免影響學生超額比序成績。 

3.   考試、成績相關事項： 

1) 第三次段考成績繳交期限為 1/24(一)，請大家務必於期限內完成第三 

次定期與平時成績努力程度與評語之輸入。 

2) 2/17-18為中三第三次模擬考。 

4. 補考相關事項： 

1) 尚未繳交補考試卷的老師請盡速繳交。 

2) 補考名單公告預定日：2/7(一)。 

3) 補考日：2/14(一)-2/18(五)16：00圖書館。     

            (四)   試務組 

1. 1/21(五)-1/23(日)學測考場位於海大附中(基隆海事)，因應疫情無法設置考 

生服務區，僅由４位教師(含行政)陪考，請大家幫今年學測戰士加油打氣!! 

2. 下學期高三升學作業時程受考招變革影響，第六學期修課紀錄(含成績)、 

學習歷程作業時程緊湊，屆時請任課老師協助繳交成績與認證課程成果。 

(五)   設備組 

1. 感謝一學期來各位同仁的支持與協助。 

2. 第二學期國高中教科書已進貨，分別放置於物地及生化教室，將盡速進 

行整書。 

3. 本學年教師影印卡採購儲值設定，感謝月嬌組長及雅雯幹事協助。 

4. 為維持資料使用延續性，寒假期間不會進行班級觸控電視還原，如需還 

原設定請洽設備組。 

5. 手提音響、班級電視及擴音設備感謝導師及任課老師們的協助宣導，讓 

學生更愛習使用學校公物。 

6. 實驗室實驗儀器、教材之添購，及各領域如需教學設備，請告知設備組 

，以利將需求提報於購買計畫中。 

7. 寒假期間將辦理本校校內科展前預備工作，預計 2月底收件，3月初評選 



，感謝指導老師辛勤指導。 

設備組再次感謝大家的幫忙！                    

❖ 學務處： 

(一)訓育組：感謝導師們及各行政處室許多活動的諸多協助，謝謝。 

1. 本學期業務回顧 

1) 開學典禮。 

2) 新生訓練及學生手冊修訂發放。 

3) 中一、中四校外教學。 

4) 中三戶外教育。 

5) 班級幹部訓練 。 

6) 教室佈置競賽。 

7) 教師節活動。 

8) 110學年度王修基金會獎助申請及發放（中秋節及春節禮金發放）。 

9) 教育儲蓄戶審查補助及成果報告。 

10) 高中部週記、國中部聯絡簿抽查。 

11) 聖誕打卡牆製作、聖誕茶會及聖誕快閃活動。 

12) 八次導師會報。 

13) 製作各班代導排序表。 

14) 樂服社活動指導。 

15) 學生會班代會議指導。 

16) 法治、人權、品德教育宣導。 

17) 休業式。 

2. 寒假及下學期預訂辦理事項：  

1)  開學典禮。 

2)  中五戶外教育。 

3)  校慶活動。 

4)  畢業典禮。 

5) 幹部訓練。 

6) 下學期教育儲蓄戶審查及補助發放。 

7) 教室布置競賽。 

8)  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 

9)  服務學習時數系統資料確認 



10) 各班代導排序。 

11)  老師積分彙整及公告。 

12) 樂服社活動指導。 

13) 學生會班代會議指導。 

14)  休業式。 

3. 學生會： 

1) 紀念衫英文文法錯誤說明。 

2) 111年度國中部副會長人選增列中一候選人。 

       (二)生輔組 

1.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班級秩序比賽：(會議資料上網公告時未完成結算， 

以最後結算成績為準) 

國中部前三名之班級：。 

           高中部前三名之班級：。 

           以上六個班級予以嘉獎乙次 

2. 110學年度第 1 學期所通報之中途離校學生 0 員，國中部中途輟學學生 

 0員及國、高中部長期缺課學生 2員。 

3. 本校「寒假致家長聯繫函」及教育部所頒發之「寒假學生活動安全注意 

           事項」已於 110 年 1 月 20 日分發學生帶回致家長，相關學生寒假校外注 

           意事項及學校相關行事規劃， 亦於休業式時機對全校學生加強宣導要求 

           ，敬請各班導師持續於班級集合或返校時機 反覆提醒同學注意校外各項 

           工作安全，以防止危安事件肇生。  

4. 為強化學生法治觀念及培養正確價值觀，本學期辦理藥物濫用防治、霸 

           凌、詐騙、網路 犯罪等青少年犯罪預防宣導及交通安全、生活常規要求 

           等大型防治教育宣導共計 4 場 次，感謝各班導師協助配合宣教。  

5.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一周為友善校園週，開學典禮辦理反霸凌宣誓活動 

            及其他友善校園週之相關宣導活動，感謝各位同仁協助配合辦理。  

6. 「110年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已於 110年 9 月 17 日演練完畢 

           ，感謝各班導 師及任課老師之協助，亦感謝各同仁配合演練。 

7. 因應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修訂，將教職員工列入準則的對象，請各老師於 

           上課時、處理學生事務要特別注意，使用之言詞及行為是否有過當的可 

           能，避免衍生後遺；另導師也要多注意班上學生相處狀況，及言語間有 

           無不恰當之處，如有發現立即制止，避免類案再生。 



8. 感謝各位行政同仁及教官協助夜間巡堂，重申有擔任夜間巡堂之同仁， 

           依「夜間巡堂人員輪值表」實施輪值，如有異動或更換， 敬請會知生 

輔組；夜間巡查 期間，除已申請留校、夜讀或參加補救教學學生可留 

至 20時 00 分外，其餘學生一律於 18 時前離開學校，另於 20 時 00 分， 

即可透過廣播系統，提醒還在學校之學生離開學校；夜間巡查期間，如 

發現學生有嬉戲、玩耍或追逐等行為，請立即制止並將班級、姓名登記 

，登記後即請學生離開，隔日將名單交給生輔組，以利後續處置。 

9. 重申請各位同仁如有送學生之獎勵案或懲處案，煩請在案上註明「依據 

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第○點第○款規定辦理」，以做為獎勵案或懲處案 

之依據。 

10. 教育部重申校園如發生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以下稱校園性別 

事件)，應確依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稱性平法）及依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防治準則（以下稱 8 防治準則）所定程序調查處理： 

1) 有關通報及告知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申請調查權益：依性平法 

第 21條第 1項及第 3項規定，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發 

生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於依 法通報(校安通報及關 

懷ｅ起來通報)後，應將該事件交由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 

下稱性平會）調查處理。 

A. 此階段請由性平會承辦人員聯繫疑似被害人或其法定代 

理人，告知其得主張之權益及 各種救濟途徑，積極鼓勵 

其向性平會提出申請調查或由性平會評估後以檢舉案進 

行調查。 

B. 然於告知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申請調查權益時，其業 

已表示無意願申請調查，則教育人員應評估事件是否有 

經檢舉啟動調查處理之必要(如：強制性交案件、師對生 

案件等)，若案經行政人員逕自檢舉，未評估經檢舉啟動 

調查之必要，而後又依規定不予受 理事件、因被害人不 

願接受訪談而停止調查等，顯已失「檢舉」發動調查之 

意義。 

C. 又現行法令規定僅就媒體事件、處理霸凌事件發現疑似 

校園性別事件情事，須依職權調查(防治準則第 19條)， 

非各類校園性別事件學校均須檢舉啟動調查處理。 



2) 調查處理期間必要之處置：性平會於調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期 

間，請依性平法第 23條、第 24條及防治準則第 25條規定評估當 

事人需求，以提供當事人心理輔導、保護措施與必要協助事項 

、尊重被害人之意願，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以及避免 

報復情事與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處置(如校園危機因應、要求 

校內人員對相關當事人保密以避免 勾串、避免以訛傳訛形成不 

友善校園環境等)。 

      (三)活動組 

1. 感謝國、高中社團老師的指導，讓學生在社團學習上有不少的體驗、成 

長與收穫 ，在各項比賽中更有許多亮眼的表現。 

2. 110-2國中部預定開設社團：扯鈴社、熱舞社、英語主播社、美術社、桌 

球社、帶式橄欖球社、愛樂社、籃球社、戲劇社、生活創客，共 10個。 

3. 110-2高中部預定開設社團：戲劇社、熱舞社、魔術社、暖曦文藝社、樂 

服社、籃球社、桌球社、自然科學研究社、森巴鼓社、海研社，共 10個。 

      (四)衛生組 

1. 感謝全體同仁的配合，學務主任、學務處同仁、校護、防疫小組、導師 

們每日不間斷的協助防疫工作及維護校園整潔，讓工作持續順利進行中 

，一起守護校園師生的健康。 

2. 業務宣導：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國際間新變異株 Omicron 威脅，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自本（111）年 1 月 9 日至本年 1 月 24 日 

        維持疫情警戒標準為第 2 級，並請落實相關防疫措施。 

 



 

3. 辦理國、高中部學生整潔競賽(第 1-~20週)，感謝導師及值週老師的辛勞 

。依據本校生活競賽實施要點第八條第(一)項第 3 條：整潔成績名列國 

中部及高中部前五名之班級免予返校打掃。依據本校生活競賽實施要點 

第八條第(一 )項第 4 條：整潔成績名列國中部及高中部前三名之班級， 

全班同學及班級導師各予以嘉獎乙次。整潔成績公告如下(待 111.1.17結算 

後補)： 

國中部： 

第一名 〈導師〉 

第二名 〈導師〉 

第三名 〈導師〉 

第四名 〈導師〉 

第五名 〈導師〉 

高中部： 

第一名 〈導師〉 

第二名 〈導師〉 

第三名 〈導師〉 

第四名 〈導師〉 

第五名 〈導師〉 



4. 辦理健康促進菸檳害防制及環境教育活動，感謝各處室的協助與配合。  

5. 辦理中一、中四新生健檢、辦理中一中二女學生 HPV疫苗施打、辦理教 

師及全校學生流感疫苗施打、辦理教職同仁 COVID-19疫苗施打(2劑)、辦 

理全校學生 COVID-19疫苗施打(2劑)， 感謝校護、學務處同仁的辛勞及導 

師、任課教師的協助和配合。 

6. 寒假返校打掃及國中部服務學習規劃：(待 111.1.17結算後補)          

 (五)體育組 

1. 本學期已辦理完成之事項如下，感謝全體同仁之協助與配合 

體育週個人賽事： 

一、男女生 80公尺 

二、女生 200公尺 

三、男生 400公尺 

四、女生 800公尺 

五、男生 1500公尺 

六、男女生跳高 

七、男女生跳遠 

體育週班級賽事： 

一、班級大隊接力 

以上賽事順利完成。 

2. 本學期水域淨灘活動於 1/7(五)順利完成，感謝訓育組帶領樂服社協助幫 

忙。 

3. 體育班因手球教練離職，原手球隊的學生已協助輔導轉專項至橄欖球隊 

或田徑隊。  

❖ 總務處： 

1. 如期召開主任會議 10次及行政會議 11次，會議紀錄皆已上傳本校官網【 

總務處-會議紀錄】項下(文書組)。 

2. 110學年度第 1學期本校各處室超過公告金額十分一之採購案需辦理招 

標件數(不含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共計 12案。如下表，請參閱。 

項次 標案案號/標案名稱 招標公告日

期 

1  NB111003 

110學年度第 2學期高中部教科書採購 

111/01/07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3618771&tenderCaseNo=NB111003


2  NC111001 

基隆市立暖暖高中 111年校園保全服務 

110/12/23 

3  NB110031 

基隆市市立高級中學校際策略聯盟 110學年度資源共享實施計畫採購 

110/12/16 

4  NB110029 

110學年度擴增高級中等學校雙語實驗班教學系統等計畫資本門採購 

110/12/08 

5  NB110028 

110學年度擴增高級中等學校雙語實驗班計畫資本門採購 

110/11/26 

6  NB110027 

110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與國外姐妹校

推動線上教學計畫採購 

110/10/12 

7  NB110026 

1110年閱讀教育中心辦公設備採購案 

110/09/29 

8  NB110025 

110學年度第 1學期基隆市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計畫採購 

110/09/27 

9  NC110023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國中部二年級童軍隔宿露營活動 

110/09/17 

10  NC110021 

基隆市 110學年度線上英語學習課程勞務採購案 

110/08/31 

11  NC110022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中三戶外教育活動 

110/08/31 

12  NC110019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110學年度畢業紀念冊編印採購 

110/08/05 

 

3.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線上報修各類件數計 47件(口頭報修除外)。 

4. 110-2總務處已申請待確認之校園採購案如下： 

1) 110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及縣(市)立高級中等 

學校資本門經費計畫： 

子計畫 1：高中部向陽樓電源盤體更新及電氣室外電設備更換 

子計畫 2：教學區採光改善工程~迎曦樓廣場照明改善及各教室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3598721&tenderCaseNo=NC111001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3588407&tenderCaseNo=NB110031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3579207&tenderCaseNo=NB110029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3566832&tenderCaseNo=NB110028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3523491&tenderCaseNo=NB110027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3523491&tenderCaseNo=NB110027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3514587&tenderCaseNo=NB110026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3512271&tenderCaseNo=NB110025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3508129&tenderCaseNo=NC110023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3492687&tenderCaseNo=NC110021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3495158&tenderCaseNo=NC110022
https://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3472368&tenderCaseNo=NC110019


      西曬改善工程。 

2) 111年度市屬學校校舍修繕與設備更新經費需求「校園活化探索 

教育教學場地改善工程」。 

3) 基隆市暖暖高中 111年度風雨操場興建工程。 

5. 寒假預定辦理事項： 

1) 校園教室設備(含電器、飲水及保全系統等)清點管理<庶>。 

2) 召開 110下代收代辦會議<納>。 

3) 教學區(迎曦樓、向陽樓及仰學樓)門窗檢視及各班教室設備檢視 

<庶>。 

4) 清洗水塔<庶>。 

5) 寒假期間，保全上班時間比照平時週一至週五 6:40-20:40；週六日 

及國定假日 8:00-13:00。同仁若需進出學校加班或活動等，請配合 

保全上下班時間規劃並事先告知總務處或保全。 

6) 寒假前，請同仁們收妥貴重公私財物，寒假期間到校服務活動的 

同仁，離開辦公室前，也請務必確認門窗是否關鎖妥，保障校園 

財物安全。 

6. 本學期用電、用水、用話及用紙分別統計表如下： 

1) 本學期用水情形統計表如下： 

計費期間 一學期水費(元) 一學期用水量(度) 一學期碳排放量

(公斤) 

110-1 
(110/8-111/1) 

38318 1964 298 

109-1 
(109/8-110/1) 

66882 3980 638 

比較 -28564 -2016 -340 

 

2) 本學期用電情形統計表如下： 

計費期間 一學期電費(元) 一學期用電量(度) 備註 

110-1 

(110/8-111/1) 

627439 207520  



109-1 

(109/8-110/1) 

629361 209934  

比較 -1922 -2414  

 

3) 本學期用電話情形統計表如下： 

計算期間 瑪凱電信 中華電信 合計 

行動通信 國內長途 市話 小計 

110-1 

(110/8-

111/1) 

11537 952 7567 20056     11253 31309 

109-1 

(109/8-

110/1) 

13097 1163 9652 23912 11755 35667 

比較 -1560 -211 -2085 -3856 -502 -4358 

 

4) 本學期用紙情形統計表如下： 

 

教務處 總務處 學務處 輔導處 
主計 

人事室 
圖書館 

合計 

張數 

行政影

印費 
速印費 

110-1 

(110/8-111/1) 120323 51114 53198 33788 12704 32736 303863 72860 150570 

109-1 

(109/8-110/1) 
121085 48945 45741 33435 12677 30817 292700 66528 145210 

比較 -762 2169 457 353 27 1919 11163 6332 5360 

 

❖ 輔導處： 

 (一)輔導組 

1. 已辦理完成 110學年度教師生命教育、性平教育、CRC、種子教師返校宣 

導的知能研習。 



2. 已辦理完成 110學年度國中、高中的生命教育、性平教育的影片欣賞與講 

座。 

3. 感謝各位老師們本學期的輔導相關協助。 

(二) 資料組 

1. 本學期中四興趣量表、中六大學學系探索量表、中一新生智力測驗、中 

三興趣測驗均順利施測完成。 

2. 完成辦理中六各項升學講座，中二職探講座，中一生涯講座，感謝各處 

室同仁及導師們的配合。 

3. 協助中六升學祈福活動的師長及學生統計完成敘獎。 

4. 中六特殊選才放榜錄取名單如下： 

604 陳品詮 銘傳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602 潘竣平 台北藝術大學 傳統音樂學系 

602 吳鉦淯 國立宜蘭大學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 

602 白晢佑 國立海洋大學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602 張衣岑 國立海洋大學 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604 李育任 國立金門大學 長期照護學系 

(三) 特教組 

1. 已辦理完成 110學年度普通班教師特教知能研習。 

2. 提醒各位老師，關於特殊生的期考、平時考、補考等各項評量成績，任 

課教師均可因其個別差異，以多元評量、彈性調整方式評比其成績。 

❖ 圖書館： 

(一)讀服組 

1. 提醒各位老師，若您手上還有逾期圖書，請至館內歸還或辦理續借，謝謝 

2. 110/1/21(五)~1/28(五)寒假期間第二節下課，開放圖書借閱，歡迎同學多 

加利用寒假進行閱讀~ 

3. 111年國中圖推教師徵選：開放國中部老師報名申請，歡迎有興趣參與圖 

書推動的老師向讀服組報名，圖推教師最多可減鐘 10節，進行閱讀課程教 

學，參與圖書推廣活動，完成初階及進階研習，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022/01/25。 

4. 本學期校外比賽成果如下，感謝各位參與指導及評審的老師： 



 

 

● 本校參加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第 1101010梯次讀書心得比賽得獎名單： 

班級 姓名 指導老師 作品標題 等第 

501 陳沛彤 周培瑛 那條聯繫彼此的無形之線 優等 

501 蔡知致 周培瑛 傷心咖啡店之歌 優等 

402 林依依 游佩芸 貧民百萬富翁 優等 

404 白欣怡 蕭惠玲 

李瑞霞 

電屏幕與日記本 優等 

502 盧苡晨 邱上容 找回最真實的自己 甲等 

404 王妍婷 蕭惠玲 哪啊哪啊神去村 讀書心得 甲等 

https://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2624641
https://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2633511
https://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2629736
https://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2631315
https://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2626151
https://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2630700


404 呂維蓁 蕭蕙玲 璇璣圖密碼 甲等 

404 陳品妍 蕭惠玲 人與人之間 甲等 

404 陳奕宏   讀書心得《弱角友崎同學》 甲等 

404 王羽岑 蕭惠玲 PAINT:面試完美父母 甲等 

404 張恩瑞 蕭惠玲 

李瑞霞 

如何做一個成功的人 甲等 

404 陳彥良 蕭惠玲 我談的那場戀愛 甲等 

404 胡宥彥 蕭惠玲 長頸鹿的信閱讀心得 甲等 

404 邱偉晟 蕭惠玲 學習如何學習 甲等 

  

● 本校參加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第 1101015梯次小論文比賽得獎名單： 

 

5. 已完成暨感謝事項： 

1) 辦理全校國資圖數位借書證。 

https://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2633103
https://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2630662
https://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2632129
https://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2632210
https://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2633108
https://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2630449
https://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2631519
https://www.shs.edu.tw/search_view_over.php?work_id=2633797


2) 本學推動新生圖書館利用教育，順利圓滿完成，感謝相關處室及 

中一中四閱推教師的協助。 

3) 完成本學期的晨讀，感謝各位國中部中一中二導師的協助，完成 

10篇晨讀短文班級學生及導師敘獎，感謝導師的協助和配合推廣。 

4) 本學期已順利完成中一中二中四中五「班級讀書會」，感謝各位 

導師的協助。 

5) 已完成本學期班級書箱的發放及回收，並獎勵使用頻繁且良好之 

班級及圖書股長，恭喜獲獎 303, 302, 203, 304, 103, 102, 202, 602班 

圖書股長。另，班級內總借閱量達前三名者，得頒予班級榮譽獎 

狀一紙及獎勵金五百元。獎金轉交導師，恭喜獲獎班級~  

 

6) 完成本學期高中部小論文、讀書心得比賽相關事宜及國中部讀書心 

得比賽工作，感謝各位指導教師及評審老師的協助。 

7) 110-2高中部中英文心得比賽校內初賽，已發放辦法並完成報名，感 

謝導師協助推廣。 

8) 110-2高中部小論文比賽辦法，已發放辦法並完成報名，感謝導師協 

助推廣，並於 1月 26日(三)中午 13:00召開線上格式說明會，歡迎有

興 

趣的老師一同參加。 

9) 辦理 2次增能讀書會及研習，感謝教務處的支援和老師們的參與 

10) 籌組校內教師閱讀社群，感謝各位社群老師的支持與協助。     

      社群教師課程及教師擬定完成，歡迎有興趣的老師一同參與： 

中一上閱讀策略: 圖書館利用教育、連結策略、摘要策略 、提問策略(嘉欣師、詩婷師、妙真師) 

中一下閱讀策略: 4.筆記策略、記憶策略   5.圖表策略   6.元氣王讀本/長文讀本。 

中二上閱讀策略: 職涯世界、媒體識讀、新聞小主播(妙真師、麗坤師、欣怡師) 

中二下閱讀策略: 中二探究式閱讀:數位閱讀專題探究學習。 



 

6. 寒假及下學期預定工作事項： 

1) 讀報社群將於期末選出 30位中二學生於 111/01/21 (五)半日參訪國語 

日報社參訪(本行程因疫情升溫延後舉辦)。 

2) 111/1/26(三)13:00-16:00小論文線上研習。 

3) 進行班級書箱的整理。 

4) 繼續持續推動晨讀、班級讀書會等活動。 

5) 持續辦理小論文比賽及國高中部讀書心得比賽。 

6) 籌劃及辦理校內及跨校閱讀教師的各項研習、共備事宜。 

7) 協助圖推教師閱讀推廣活動事宜。  

(二)技服組 

1. 已完成事項： 

1) 完成辦理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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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完成辦理 110年度高中完免優質領航-專業學習社群「創意思考與 

設計方法」及「素養導向暨教育遊戲化教學工作坊」。 

3) 完成辦理基隆市政府教育處暑期不停學系列高中生主題特色線上 

營隊計畫。 

4) 完成 110年閱讀教育中心辦公設備採購案。 

5) 完成與日本姊妹校若狹高校的海洋課程交流。 

6) 完成辦理 11/4中五自主學習(專案班)學生交流。 

7) 完成辦理 12/10 元氣王雙語繪本課程推展。 

8) 完成辦 12/09與新北市中和高中進行 SDGs跨校交流。 

9) 完成協助 12/23、12/30高二自主學習時間與台灣科大網路學習研究 

中心合作混成教學研究計畫。 

10) 順利完成圖書館志工的徵選與輪值服務管理，這學期小館長與志 

工們很用心負責，完成許多書籍盤整與架位的移動，非常辛苦， 

也感謝相關班級導師的協助與指導。 

11) 完成辦理 1/14高一自主學習說明會。 

2. 寒假及下學期預定工作事項： 

1) 高二學生下學期自主學習計畫的撰寫與繳交流程。 

2) 預計下學期辦理自主學習成果展，歡迎老師們提供您寶貴的意見 



予圖書館。 

(三) 資媒組 

1. 已辦理完成 110年度全體教職員資訊安全研習。 

2. 已辦理完本學期校內電腦競賽。 

3. 本學期期末及寒假期間各班電腦機櫃鑰匙原則上不收回，以利寒輔或各 

班活動使用。請各班導師協助妥為保管各班電腦機櫃鑰匙及機櫃內設備 

。尤其若設備無使用，務必將電腦機櫃保持上鎖狀態，以免設備遺失。 

❖ 會計室：略 

❖ 人事室：略 

玖、會議徵詢： 

拾、提案討論： 

案由一：討論本校 110學年寒假行事曆草案。（詳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    明：110學年寒假行事曆經行政會報討論通過，呈期末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 

 

案由二：修正本校命題及審題實施要點，（詳提案二）請討論。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    明：本要點草案已於 111年 1月 10日學生學習評量輔導小組會議進行修正。 

決    議： 

 

案由三：修正本校教師擔任導師辦法，如附件，請討論（詳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    明：因「本校教師擔任導師辦法 」部分內容未符合現況，故擬修正草案提 

    請校務會議討論。 

決    議： 

 

案由四：修正本校生活競賽實施要點，（詳提案四），請討論。 

（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    明：因「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生活競賽實施要點 」部分內容未符合現況， 

故擬修正草案提請校務會議討論。 

決    議： 



 

案由五：修正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校務會議組織及運作要點（詳提案五）。 

（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    明： 

1. 依據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138963號函、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25 

條第 2項及國民教育法第 10條規定修正旨揭要點第 3條。 

2. 本案經 111.01.04第 10次主任會議決議通過，提期末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 

案由六：申請紀念衫代替學校運動服外套。 

（提案單位：學務處-學生會） 

說明： 

1. 由於紀念衫上已印有 NNSH字樣，可以讓學校清楚的辨識學生，因 

此我們提案學校的運動服或制服外面可以「用紀念衫取代外套」。 

2. 本案經 110.12.20第 2次班代會議決議通過，提期末校務會議審議。 

決    議： 

 

拾壹、臨時動議： 

拾貳、主席結論及指裁事項： 

拾參、散會 

 

 



【提案一】討論本校 110學年寒假行事曆草案

 

 

 

 

 



【提案二】修正本校命題及審題實施要點 

 



 



 



【提案三】修正本校教師擔任導師辦法

















 

 

 

 

 

 

 

 

 

 

 

 



【提案四】修正本校生活競賽實施要點





 

 



 

 



 



 



 

 

 

【提案五】修正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校務會議組織及運作要點 

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校務會議組織及運作要點 

105.01.20 校務會議訂定 

108.08.29 校務會議修正(108.9.17 巿府核定備查) 

                                                                                                           110.07.02 校務會議修正(110.07.22 市府核定備查) 

            111.01.20 校務會議提案修

正 

一、本要點依高級中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校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審議下列 

         事項： 

（一）校務發展、校園規劃及其他與校務相關之重大事項。 



（二）依法令或本於職權所訂定之各種重要章則。 

（三）教務、學生事務、總務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四）校內組織設立、變更及停辦事項。 

    （五）其他依法令應經校務會議議決事項。 

三、本會議組織成員及其產生方式如下： 

（一）由本校校長、各單位主管、全體專任教師及職員、家長會代表三人及 

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七人組成。 

（二）第一款家長會代表三人，由家長會會長及副會長擔任。 

（三）第一款學生代表，由票選之學生會會長、副會長及經班級代表會議選舉產 

生之高中部學生代表擔任；高中部學生代表總人數不得少於校務會議成員 

總數百分之八。 

四、本校本會議之召開方式，分為下列二類： 

（一）定期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召開日期列入學校行事曆，並於開會七 

            日(含例假日)前公告；召開日期變更時，應於開會十五日(含例假日)前公告。 

（二）臨時會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召開臨時會議： 

 1、本會議代表五分之一以上連署，以書面附具案由請求：校長應於十 

五日(含例假日)內召開，並於開會七日(含例假日)前公告。 

2、學校教職員工三分之一以上連署，以書面附具案由請求：校長應於 

   十五日(含例假日)內召開，並於開會七日(含例假日)前公告。 

     3、因天災、緊急事故或行政單位認有必要：得隨時召開之，並應通知 

                      本會議組織成員。 

五、本會議由校長召集並主持之；校長因故無法召集或主持時，由其職務代理人召集 

        並主持之。 

     六、本會議開會及議決方式如下： 

（一）應有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成員過半數同意，始 

           得決議。 

（二）成員以親自出席為原則；其有書面委託時，得由非成員之受託人代為出 

           席，並有發言及表決權。 

（三）成員因故無法出席會議時，應有正當理由，並辦理請假。 

     七、本會議之提案方式如下： 

（一）校長交議。 

（二）各主管單位提案。 



（三）家長會或教師會提案。 

（四）本會議組織成員十五人以上連署提案。 

（五）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共同提案(如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僅一人者， 

           本款得訂定為「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提案前經充分蒐集學生意見   

           後，免經連署，逕行提案」)。 

（六）學生會及其他學生相關自治組織提案。 

（七）第四點第二款第一目或第二目之連署人提案。 

       前項提案，應於開會七日前，提交本會議承辦單位彙整。但第四點第二款第 

       三目臨時會議之提案，不在此限。 

八、本要點經本會議通過，並報基隆市政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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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會議組織成員及其產生方式如 

       下： 

（一）由本校校長、各單位主管、全 

           體專任教師及職員、家長會代 

           表三人及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 

           表組成。 

（二）第一款家長會代表三人，由家 

           長會會長及副會長擔任。 

（三）第一款學生代表，由票選之學 

           生會會長及經班級代表會議選 

           舉產生之高中部學生代表擔任 

           ；高中部學生代表總人數不得 

            少於校務會議成員總數百分之 

            八。 

三、本會議組織成員及其產生方式 

如下： 

 （一）由本校校長、各單位主管、全  

    體專任教師及職員、家長會代 

    表三人及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 

             表七人組成。 

 （二）第一款家長會代表三人，由家 

    長會會長及副會長擔任。 

 （三）第一款學生代表，由票選之學 

    生會會長、副會長及經選舉產 

    生之學生代表擔任。 

依據教育 

部臺教授 

國部字第

110013896

3 

號函、高 

級中等教 

育法第 25 

條第 2項 

及國民教 

育法第 10 

條規定修 

正旨揭要 

點第 3條   

 

 

● 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138963號函 



 

 



 

 

● 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25條第 2項：校務會議，由校長、各單位主管、全體專任教師或教 

師代表、職員代表、家長會代表及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組成；其成員之人數、比 

率、產生及議決方式，由各校定之，任一性別成員人數不得少於成員總數三分之一 

；學生代表人數不得少於成員總數百分之八，並報各該主管機關備查。 

●  國民教育法第 10條規定：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由 

校長召集主持。校務會議以校長、全體專任教師或教師代表、家長會代表、職工代 

表組成之。其成員比例由設立學校之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