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年 8月 6日上午 8時 30分 

貳、地點：國光館二樓會議室 

叄、主持人：陳校長修平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趙立人 

伍、列管事項執行情形： 

歷次校長指示及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追踪

v/x 

ㄧ、請總務處提供污水管線施工工期及

排程、預定日期，以供學務處讓導師

瞭解情況，並得以向學生及家長說明

及答覆。（總務處、學務處）      

【107上 8】 

接管工程至人行道的管路，因通

過水溝，目前正向高雄市工務局

申請施工許可。 V 

二、本校校園儲藏空間較多，可加以整 

    合及清理；各處室辦公室資料、雜 

    物也請加強整理。 

    （各處室）【107下 1】 

近期清理回收中心的廢棄物。 

V 

三、校史室請以整體、長遠性的規劃再

實際執行及動作，較具效率；另校內

具有歷史意義或價值的文物也可妥

善整理放置。(秘書、總務處)【107

下 1】 

高一新生訓練當天，請校長至公

弢館實際現場勘察，靠西側樓梯

兩間，作為國際交流紀念品展示

間，公弢先生平事蹟牆面接著靠

西側兩間空間較大者，作為公弢

先生文物陳列室。 

V 

四、請總務處盤點各校舍情況，如建照 

    、空間等。（總務處）【107下 1】 

申請 111 興建工程計畫，擬申請

的地基面積，請討論。 
V 

五、國、高中班際球類及國光盃球類比 

    賽，賽程均集中於下學期施行；宜 

    通盤檢討各類球賽密集度，考量均 

    衡辦理。(學務處) 【107下 5】 

ㄧ、國高中班際球賽時間：利用

各年級特色活動時間結合班

會共 3 節課辦理，另更改各

年級運動競賽種類。  

二、球類社團辦理比賽時間： 

    修訂社團活動實施要點(...

球類社團辦理比賽於寒暑假

期間為原則(於8/6送出修正

紙本，簽核中，簽核後提行

政會議)。 

V 



六、請學務處研訂學生辦理各項活動 

(含班際、社團舉辦球類比賽 )之相

關規定，以供學生申辦遵循。       

列管事項案號之六併案處理，請學    

務處儘速辦理。(學務處) 

    【107下 6】【107下 8】【107下 9】【107下 12】 

ㄧ、班際比賽依實施計畫辦理。 

二、其餘依社團管理要點於 8/6

重新簽報。 
V 

七、童軍課程炊事灶已完成整地區域範

圍，儘速聯繫廠商確認紮筋、澆置

混凝土完成時間，期能儘早提供學

生童軍課程教學使用；併妥善處理

開挖土方，恢復球場環境清潔。 童

軍炊事灶案由學務處主政，請務 

    必確認工程處理進度。 

    (學務處) 【107下 7】【107下 8】 

進行了解後，與廠商確認。 

V 

八、108學年度新生成長營活動，請詳細

規劃明列該 2 日活動內容流程時

間，事先確認支應經費來源，並優

先邀請校內教師擔任各活動講師為

宜。(學務處) 【107下 9】 

8 月 8 日~9 日辦理國一新生始業

輔導，第二天活動除邀請外師 1

位，另內聘吳毓芳、陳美淋、王

欣苹、張雅筑、黃昱蓁、新輔導

老師、林宥憲、葉佩恩擔任活動

講師。 

X 

 

陸、上次會議提案討論決議事項執行情形：無。 

 

柒、上次會議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108學年度第 1學期行事週曆，請各

處室宜就業務職掌儘速提供予業務

單位彙整編製。(教務處) 

已於 8 月 1 日邀請各處室進行共

編，預訂在 8月 10日完成彙整，

提下次行政會議討論。 

V 

二、戶外 LED 播放系統設備相關契約資

料文件及後續維修、保固情事，宜

與家長委員會原施工廠商洽詢釐清

維修保固責任，以維設備正常運

作。(總務處) 

有保固證明書，但不在保固範圍

內，如天災、地震、雷擊、異常

電壓、環境因素而發生之故障或

毀損者。 

X 

三、教育部國教署核准補助本校改善老

舊空調主機系統汰舊換新計畫乙

案，檢討納入改善八德館 6 樓階梯

遵照辦理。 

X 



教室後方三分之ㄧ空間範圍部分，

舊有中央空調管線分佈受冷不均情

形；併移除國光館地下室舊有停用

中央空調主機設備，以有效活化空

間使用性。(總務處) 

 

捌、各處室工作報告： 

【教務處(國中部)】 

一、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校重要行事曆共編，請於 8 月 10 日完成後提行政會議討

論。 

二、108 學年度各組協辦行政需求工作事項惠填共編，請於 8 月 15 日完成，提行政

會議討論，再行教師遴聘程序，據以申請專案經費。 

三、108年 8月份重要行事: 

  (ㄧ)7月 29日~8月 2日 國中部補考(均安排在暑期輔導課下午)。 

  (二)7月 29日~8月 23日高中部及國二三暑期輔導、下午國一二數學學習預備班。 

  (三)7日大學考試分發錄取公告。 

  (四)12日~23日國一暑期輔導。 

  (五)28日暑假返校備課 I。 

  (六)29日暑假返校備課 II。 

  (七)30日開學日、正式上課 (07:30前到校)。 

 

【學務處】 

一、暑假期間登革熱防治與校園環境： 

(一)登革熱防治 

1.環境整理：暑假期間每週一、四固定 2個班級返校打掃。 

2.環境用藥：安排學生暑假期間每週一、四在不流動水溝投放洗衣粉、發泡劑、

漂白水等，以避免病媒蚊的孳生。 

3.巡視校園：安排人員於暑假期間巡視是否有積水容器、易積水區域，如有易

積水區域，請總務處協助改善。 

4.檢查督導：衛生組長每週依「校園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進行校

園檢查清除工作。 

(二)校園環境 

  協調各班級教室周圍公共區域加強清潔。 

二、近期學務處重要行事 

  (ㄧ)8月 8日~9日 108學年度國一新生始業輔導。 



  (二)8月 28日(三) 12:30學務會議。 

  (三)8 月 29 日(四) 教師輔導與管教工作坊 I 9:00-10:00(主題：反毒宣導)、教

師輔導與管教工作坊 II 14：00~15：30(主題：性平相關知

能)。 

 

【總務處】 

一、7 月 19 日大雷雨，受到雷擊，造成校園無聲廣播系統、戶外 LED 播放系統、校

園廣播系統的放大器、電話系統、監視系統等毀損，以及操場欄杆被倒塌樹木

壓壞，粗估修復經費約 147萬元。國教署李垣武簡任視察於 7月 23日到校視察

災情，並於 7月 25日通知補助修復經費 130萬元。 

二、國光館三樓及五樓進行冷氣汰換工程。 

三、撰寫興建工程計畫，將設定共編文件，請各處室協助填寫。 

 

【輔導室】 

一、高三同學於 7月 28日完成大學網路登記分發志願網路選填，輔導室關心指考同 

學志願選填的需要，於 7 月 22-28 日提供同學與家長的現場與電話諮詢，共計

45人次。 

二、「108 學年度國民中學生涯發展教育計畫」已依規定於 8 月 5 日(星期一)函報國

教署。 

三、輔導室配合國一新生成長營，與訓育組合作安排闖關遊戲，認識校園安全及認

識有趣的國中生涯。 

 

【圖書館】 

一、8月 1日學校新網站正式啟用，並通知各單位更新訊息及更改管理密碼。 

二、8月 1日學校 Gmail群組已調整成 108學年群組。 

三、原本預計 8月 2日高雄市防火牆聯購案得標廠商到校安裝防火牆，8月 1日下午

廠商工程師來電表示防火牆設定檔尚未完成設定，因此安裝日期延後。後續會

再連絡廠商，重新確定安裝日期後會再通知全校同仁。 

 

【人事室】 

ㄧ、辦理 108年學年度新聘教師陳威彤等 3人及再聘代理教師段奇寧等 7 人敘薪案。 

二、訂於 108 年 8 月 6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10 分召開教師成績考核會議審 議 107

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案及敘獎案。 

三、國教署函送「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再任公私立機構與學校職務應停發月退休給

與參考處理規範」1份。 



    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再任公私立機構與學校常見編制外職務且每月支 領薪酬

符合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第 109 條所稱固定或經常領取

之收入並超過法定基本工資者，應依退撫條例第 70 條第 3 項及第 77 條第 1 項

等規定停止領受月退休金及優惠存款利息。旨揭處理規範內再任職務之態樣，

如中小學兼任、代課、代理教師；社團、課外活動指導教師支給鐘點費、薪給

等均屬之。 

 

【主計室】 

ㄧ、108 年度資本門設備費全年度預算數編列 894 萬 3,000 元，其中本預算 156 萬 3
千元，年度中補助計畫款 723 萬元，營運資金 15 萬元，截至 108 年 07 月底止，

實支數 222 萬 9,965 元，全年達成率 24.94%，年度中補助計畫資本門請各處室

提早規劃作業，俾能提高資本支出執行率。 
 
【秘書】 
一、學校信箱持續反映作息時間的問題。 

    歷次建議及回覆如下： 

  (一)學校作息時間是否有重新討論修正之必要？6 月 28 日期末校務會議提案討  

論？或透過學聯會問卷調查學生意見？ 

    1.15:10～15:15 清掃活動時間，挪至早自修時間，學生在這十五分鐘內，有時

光是打掃就不及完成，更沒有時間可以好好休息，及溫習課業或準備下節課

程。 

    2.16:10第七節下課時間由五分鐘改為十分鐘，讓學生有充分的時間休息，並準

備下一節的課程。有時學生因第八節還要到其他地點上課，還會來不及。 

    回覆：學校行政會議就所提的 2個意見已作充分討論評估(舉例：之前為了配合

學生放學方便搭乘煉油廠廠車，曾調整過第 8節於 17點放學，則時間壓

得更緊)，進入秋冬 17:00之後天色昏暗很快，學生放學易生危險，早自

習與清掃時間作調整有其難度(晨考、朝會及週四五免早自習)，您的提

議我們覺得窒礙難行，所以很抱歉，無法成案，依照程序就不必提校務

會議徵詢教職同仁意見或委請學聯會調查學生的觀點。 

  (二)請問未感到或造成不便是僅老師們的觀點嗎？還是有問過學生呢？ 

      回覆：學校作息時間行之有年，並未造成或感到不便，暫不作更動。 

  (三)請問第七節下課延長五分鐘的部分，難行的部分在哪裡呢? 

      本校屬完全中學，國中一節課 45 分鐘、高中 50 分鐘，國中為了配合高中，

每天已約晚 30分鐘放學，因作息時間無法高、國中 2套併行，上下課鐘聲會

很亂且會相互影響、教師跨高、國中上課也會造成排課上的困擾，目前做法



已是權宜之計。 

  (四)那第八節為彈性輔導課程，是否可延後五分鐘上課，而不改變放學時間呢? 

二、8月 7日上午 10時，邀請董事會劉銓田副執行長蒞校，委請其擔任清算代理人，

以便把握時間完成國光中學辦理解散清算事宜。 
 

玖、提案討論：無。 

 

拾、臨時動議：無。 

 

拾壹、主席裁示： 

ㄧ、8 月 30 日開學日安排全校區環境整理作業，除加強打掃各班教室區域外，應含

各公共責任區域範圍，以期提供師生新學期嶄新校園環境。(學務處) 

二、總務處文書組每日下班前彙整當日公文總收文 EXCEL 檔案資料予校長室。     

(總務處) 

三、教育部國教署核准補助本校改善老舊空調主機系統汰舊換新計畫乙案，亦請同

時檢討汰換教師辦公室、行政辦公室等處之老舊冷氣設備，期逐步降低用電負

載，達節能省電效果。(總務處) 

 

拾貳、散會:上午 10時 2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