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年 4月 16日上午 8時 30分 

貳、地點：國光館二樓會議室 

叄、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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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儘速完成中油郵局舊址捐贈企劃書，以 

    便向中油公司洽辦。 

   （秘書室、總務處）【104 下 5】 

已於 4月 12日函請台灣中油股份有

限公司惠允辦理捐贈事宜。(副本知

會母大學黃義佑副校長) 

v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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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工程進度為埋設化糞池、開挖忠

孝館污水連至主幹館。 
v 

三、因應交通安全教育訪視準備之校內通行 

    道路標線乙項、業務單位應明確提報地  

    上標線位置、方式及優先處理順序，以 

    利相關單位協助處理，並於訪視前完成 

    校內路面標線作業。(學務處、總務處)    

   【107 下 1】【107 下 3】 

腳踏車道兩側黃線及進入校門口分

道線。 

規劃於 5 月初進行。 x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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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室學務處生活訓導記錄等資料

完成裝箱。 

集中銷毀文件，已清理完畢；需保存

檔案依分類持續整理中。(人事室)  

預計整理體育館旁的木材（總務處） 

v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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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抽空先行整理目前堆放之物品 

，具有保留價值者分類後、再視數量

規劃存放地點。 v 

六、請總務處盤點各校舍情況，如建照、空

間等。（總務處）【107下 1】 

委請建築師先行規劃出學校八棟無

建照的樓層拆除後，校學教學與行政

空間如何配置。 

v 

七、請學務處盤點校內相關體育硬體設施， 

    檢討需汰舊更新者，提報學校體育設施 

    改善計畫案，向主管機關申請經費。  

    (學務處) 【107 下 2】 

廠商於4/10提供本校室外PU球場整

修工程估價單。 
v 



八、檢討改善和平館地下室逢雨即生地面積 

    水現象；另竹銘館前拆除花圃圓環後， 

    現地位置可考量施作校徽圖案標幟，如 

    欲採中油公司識別標幟者，應取得其同 

    意授權。(總務處、秘書) 【107下 3】 

竹銘館前拆除花圃圓環後，現地位置

原欲採中油公司識別標幟，顧及授權

問題，已改為國光中學校徽標幟。 

(廠商估價 9萬餘元) 

x 

九、針對國/高中部學生因升學準備等需求 

    自傳資料，可提供適當範例版本供參考 

    運用，協助充實學生備審資料內容完整 

    性。(教務處、輔導室) 【107 下 3】 

高中繁星(第 8 類)，申請入學備審資

料(含自傳，讀書計畫，各項特殊表

現等)，面試問題，輔導室提供歷年

畢業同學授權個人作品(含紙本與電

子檔)供本校同學參考，採放置於輔

導室專用電腦供查詢，禁止複製，目

前尚未規劃放置於學校網頁提供查

閱。 

x 

 

陸、上次會議提案討論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案由一：承辦業務相關的報名送件取件時課 

        務派代原則，提請討論。【教務處】         

說明： 

一、國三升學、語文競賽、美展、科展、 

    體育競賽等業務相關報名、送件、取 

    件。 

  二、依前行政會議決議：若有需求，請業 

      務單位商請無課務同仁協助。 

  三、報名送件取件為承辦組長本職份內工 

      作，處理時間彈性大。 

決議：可利用無課務時間或商請無課務同仁 

      協助相關業務報名、送件、取件等工 

      作。 

依此原則辦理，並於公文上簽註。 

 

 

 

 

 

 

 

 

 

 

x 

 

 

柒、上次會議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竹銘館內儲藏室、準備室及材料室等空 

    間，宜持續加強整理、清理；針對舊有  

    顯微鏡、動植物標本等物品，仍具留存  

    價值者可考量清理修復後，移置校史室 

    內保存陳列。(教務處) 

會同自然科老師共同清點、盤點，共 

同規劃，再提出需求。 

v 

二、交通安全教育部分，宜列入學期中相關 

    集會時段、講座課程時間等，實施常態 

    性宣導工作；另因應交通安全教育訪視 

1.交通安全教育：朝會、校務通告進

行宣導。 

2.交通安全教育具體創新措施：朝會

x 



    評選項目之具體創新措施、特殊優良事 

    蹟等二重點，宜多著墨準備以突顯本校 

    宣導投入用心。(學務處) 

有獎徵答、危險路口統計看板、科工

館交通安全專區參訪、腳踏車教學課

程及安全宣導、大型車輛內外輪差課

程。 

三、有關 108學年度國三校外教學實施日期 

    ，可提供數個實施日期試較其優劣，並

先行與相關導師、業務單位研議後，再

行提報。(學務處) 

配合教育局 108 行事曆(初稿)，第 8 

週月考，排訂 10/16、17、18實施國 

三校外教學。 
x 

四、辦理生涯教育講座邀請外聘主講人選部

分，亦可考量產業界職場達人等對象，

以增加學生瞭解各領域行業。(輔導室) 

研議辦理。 

 

 

x 

 

捌、各處室工作報告： 

【教務處】 

一、4月 30日(星期二)國一 4、5、6班參加「2019台灣科普列出環島走透透活動」。由 

    均質化承辦人游詠麟老師帶隊，正在與導師商討辦理相關事宜，擬於下週提請簽 

    核。 

二、《108年 4月份重要行事》 

  (一)18、19日 國三第 4次模擬考 

  (二)19日 語文競賽 2、高一英文抽考(第八節) 

  (三)22日 高二自然組抽考地科(早自習)、高雄市科展複賽送件 

  (四)22~26日 期中教學研究會 

  (五)25日 高雄市科展複賽 

  (六)4/29-5/3日 國三變更就學區申請 

 

【學務處】 

一、近期重要行事： 

(一)4/19       班會 5 

  (二)4/26       社團 5 

  (三)4/29~6/21  高一游泳課開始 

  (四)5/03       社團 6 

  (五)5/10       班會 6、下午高一中山大學參訪 

  (六)5/9-15     高國一二班際球賽(原訂 5/13-17) 

二、國教署辦理「108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深入校園服務」性別平等到校 

    講座，承辦學校告知已通過，需提供 3個時段供講師選擇，擬提供 6/28(五)校務會 

    議(暫訂)下午 1：30~4：30、7/3(三)教師返校備課日(暫訂)上午 9：00~12：00、 



     8/29(四)校務會議(暫訂)下午 1：30~4：30。 

三、交通安全教育： 

  (一)危險路口看板：A1大小，張貼於學務處公佈欄、八德館與和平館 1F穿堂公佈欄、 

      開水防北側公佈欄 

 

 

 

      

(二)交通安全號誌認識

 

 



四、有關校園空污、蚊蟲的問題：  

  (一)空氣汙染：依環保署<空氣品質指標(AQI)與活動建議>辦理學校相關戶外活動管 

      制。衛生組透過有聲廣播系統說明當日<空氣品質指標(AQI)>；另於本校網路首 

      頁設置<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聯結，供親師生隨時點選、參考。 

  (二)蚊蟲：衛生組添購海鹽，定期投置水溝。 

 

【總務處】 

一、污水管線工程將於四月底進行雨豆廣場附近復原及景觀工程，周圍將封閉約一個月 

    的時間，將於近期安排相關會議，討論如何因應。 

二、靠近油廠國小整修後的腳踏車道，擬將增設路障，禁止汽車進入。 

三、需水銷的檔案已經累積一定量，若再無增加，將於下禮拜請廠商估價，並清理。 

四、委請樹木處理廠商移除大門外的樹木，以及連鎖磚復原，粗估 57,000元。 

五、目前總務處有待進行的修繕工程有：戶外籃球水溝蓋版更新、水溝疏通與清理、四 

    維館二樓教室裝設紗窗紗門、大門口車道及校園畫線、竹銘館圓環拆除及舊校徽、 

    和平館及忠孝館的柏油路重鋪設、整修校園水溝蓋版。 

六、辦理 107學年第 2次辦公室冷氣使用額度分配，如附件。 

 

【輔導室】 

一、配合國中生涯發展教育，近期邀請國二家長陸續入班參與「職業萬花筒」活動，介 

    紹職業生涯，了解各行各業所需具備的專業能力與工作內容，以豐富同學對不同領 

    域工作人員生涯發展的認識，感謝國二各班導師的協助。 

二、108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第二次志願模擬選填於 4/8-12(一~五) 

    進行，國三同學會於輔導活動課程，由老師指導上網選填，若對於選填內容有任何      

    問題，可以再與輔導老師或導師討論。 

三、108學年國中技藝班報名，至 4/12(五)截止，請有興趣的同學請向導師領取報名表， 

   並與輔導老師約時間晤談，經家長同意後繳交報名表，參加校內甄選。 

四、4/12(五)下午 6:20~7:00於國光館 5樓視聽教室辦理高一選組說明會，由馬準彥主 

    任主講，歡迎高一同學家長踴躍參加。 

五、4/12(五)晚上 7：00～9：00於國光館 5樓視聽教室，辦理全校親職教育講座，講 

    題：【成為孩子生涯路上的神隊友!】，由具學校實務經驗的林子翔心理師主講，請 

    同學提醒已報名家長當天準時參加，若因故未及報名，也歡迎邀請父母現場報名參 

    加講座。希望透過專家的分享，能使父母親成為你(妳)的神隊友。 

六、再過一個多月就是母親節了，不知道有多久沒有向媽媽表達你對她的愛了呢?為了 

    讓同學與家人在忙碌的生活節奏中，能透過簡單的言語和行動建造”愛”的關係， 

    本週起至母親節前，分享改編自彩虹生命教育協會的：2019母親節【愛的行動Let’s 



    Go-幸福相聚！】活動，鼓勵大家練習｢愛的行動力｣，讓我們一起學習用愛來溫暖 

    家人的心! 

    行動力 1.說出讚美：用肯定與讚美的言語表達感恩。可以從最小的事上感謝媽媽， 

    像做早餐、送我們上學、陪我們看醫生、帶我們出外旅行…，真好吃!，謝謝妳繞 

    路送我，讓妳擔心了!，謝謝妳用心帶我們認識大自然…，剛開始一定不習慣，但 

    願意開始練習說，就會越來越自然喔!如果媽媽不在身旁，也可以向照顧你的人說 

    出內心讚美與感謝的話，相信這會培養你說出讚美的行動力喔!(還有 4個愛的行動 

    力，敬請期待!) 

 

【圖書館】 

一、中華電信網路升級至 300M，由中華電信工程師吳家貴先生協助測試完成。 

二、前 2週在 Aruba無線網路監控平台發現 2個帳號皆有 5~6個載具上線，疑似高中生 

私下傳播使用學校無線網路，經向高市資教中心查詢其為他校教職員的帳號，資教 

中心已將其停權。 

三、4月 19日（五）13：20-15：10辦理專題講座「金曜五好國」，講師：黃學文老師， 

    地點：八德館六樓，請高一同學於 13：15前準時入座。 

四、圖書館「樂在閱讀」持續進行中，歡迎有興趣師生至圖書館櫃檯洽詢、報名。 

時間 講師 課程 地點 

4/16、4/30 

12：20-13：10 
謝佩芳老師 逗逗文字趣---手繪 POP 圖書館 

4/16、4/23、4/30 

12：20-13：10 
鄭浩文老師 瘟疫危機—危機處理桌遊 圖書館 

4/19 

13：20-15：10 
唐帥宇老師 

「飛閱世界」--結合環境教育課

程 
圖書館 

4/22 

12：20-14：10 
鄭浩文老師 

從燭之武退秦師、孔乙己談文本

理解與教學 

二樓 

小會議室 

4/27、4/28 外聘講師 
屏東社頂鹿徑、路靜自然人文走

讀 
社頂 

五、因應新網頁有關活動照片一事，請鈞長裁示照片放置位置之規則，照片放置位置有 

    首頁的「輪播圖片」、「校園焦點」及「處室網頁的活動花絮」，資媒組建議： 

  (一)各單位舉辦的活動照片挑選一部分務必放置自己「處室網頁的活動花絮」，並同 

      步公告至首頁的「校園焦點」。 

  (二)大型活動或典禮、國際交流、跨校交流、宣傳學校亮點(如獲獎、媒體採訪…... 

      等)首頁輪播，輪播圖片尺寸 1200x400，僅需 2張主題性圖片合併即可。各單位 

      皆有權限上傳圖片，資媒組會示範上述 2種的操作步驟說明。 



  (三)各單位亦須將所有活動照片上傳至學校雲端硬碟以供其他單位取用。 

六、新網頁之家長會頁面資料建置煩請鈞長裁示負責單位。 

七、4月 16日（二）五、六節辦理國一、二「愛閱講座」。 

 

【人事室】 

一、本校參加「108學年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及幼稚園教師介聘至他縣市作業」。高 

    雄市政府教育局業已函知：作業要點、相關表件、日程，續依所定時程辦理。 

二、108學年度教師甄選類科及缺額統整：目前 107學年度教師預算員額 80人(含輔導 

    教師 3人)，現缺額 10人（實聘代理教師 8人、缺額未聘 2人），108年 6月 30日 

    屆齡退休 1人。已會請教務處提出需求建議案，俾續提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三、教師於學期中申請出國案，雖已無明文限制，惟各校在是否影響校務運作、學生課 

    務等因素綜合考量下，秉權責覈實審酌。為使同仁有所依循，擬研擬申請出國案補 

    充規定，提下次行政會議討論。 

四、教育部訴願審議委員會第 438次會議第六案作成附帶決議略以：「長期代理教師與 

    短期代理教師，敘薪方式及年資採計均有不同，學校有聘任三個月以上之長期代理 

    教師需求，應採公開甄選程序，聘請長期代理教師，不應切割聘期，規避公開甄選 

    規定。」 

 

【主計室】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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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月 09日，實支

數 103萬 7,621元，全年達成率 11.60%，請各處室提早規劃作業，俾能提高資本支

出執行率。 

二、轉知國教署通知，有關差旅費報支，審查旅費向以書面審核為主，故浮報旅費被檢 

    舉，絕不能以業經會計人員審核同意報支而卸責，出差人應本誠信原則按實填寫旅

費報告表，並檢具應附之支出憑證及證明文件提出申請，不得重複申請。 

三、各項採購凡能一次辦理者，不得企圖規避政府採購法規定之適用分批辦理逾 10萬

元之採購。 

 
【國中部】 
一、招生宣導 

 (一) 目前已排定時間之場次 

     1、4月 17日中午，楠梓國中 

     2、5月 21日下午，梓官國中 

     3、5月 28日上午，前峰國中 



     4、5月 29日上午，國昌國中 

     5、5月 30日上午，翠屏國中 

     6、5月 30日下午，油廠國小 

     7、5月 31日上午，右昌國中 

     8、新增 5月 30日上午，福山國中 

二、國際交流(教育) 

  (一) 108年 7月份承辦 2019 AYF亞洲青少年論壇 

     1、目前確定參加者共 6國，11校，師生計 79人。 

  2、4/23召開第 4次工作會議 

 (1)議程：第 5-6天活動流程細目；活動流程設計教案審查排序 

 (2)規劃集訓時間表：已完成 

 (3)LOGO設計：已完成 

 (4)營服、紀念品接洽：進行中  

(二)本校第 1次派隊參加 the WYM 2019，說明如下： 

    1、自 1999年開始的世界青年會議，由日本邀請各國大學、中學生以英文為溝通工 

       具，進行特定議題交流。 

    2、WYM亦是高雄市教育局 ASEP所規劃之互訪活動，每年 12月各國學生來台參 

       加 ASEP由高雄市各校進行接待與交流，隔年 8月高雄市各校學生赴日本參加  

       WYM，同樣由日本各校進行接待，因我校之前未參加 ASEP，故今年安排住在立命 

       館中學校的宿舍。 

    3、2019年活動期間為 8/1(四)-8/9(五)，活動行程如下： 

 8/1-8/4 抵達日本/準備報告/立命館中学校學生交流 

 8/5-8/6 WYM大會(會場：立命館大學草津（BKC）校區) 

 8/7-8/9大阪地區觀光或自由行 

 8/9搭機返高雄 

    4、學員人數：3-4人(高一二甲優先)  帶隊老師人數：1人(英文科教師或高一二 

       甲任課老師) 

    5、將於 2019年主題確定後公開甄選學員，甄選條件有：英文表達能力、對國際事 

       務的關切度、對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熟悉程度，將增列是否擔任 AYF志工以 

       及 2019年底日方來台時能否擔任接待家庭與負責接待這三項條件。 

三、國中部事項 

    合唱團於 108年 4月 17日參加全國鄉土歌謠音樂比賽，比賽當天行程如下： 

  (一)團員含帶隊老師共 51人(兩部遊覽車)，7：00由學校出發(請總務處協助開後門 

      與足球場側門供遊覽車進出) 

  (二)8：30抵達比賽地點：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演藝廳 



  (三)8:30-12:00 比賽兼觀摩。 

  (四)12:00 午餐 

  (五)13:00 嘉義檜意森活村進行校外參訪。 

  (六)15:30 返程 

  (七)17:00 抵達學校 

 
【秘書】 
一、國三會考之後，延續去年傳統，辦理班際籃、羽球賽事宜，請討論。 

二、學校新網頁製作，家長會網頁隨業務之移轉，是否請學務處指派負責人協助。 

三、劉世芳立委高雄服務處黃偵琳副主任與李柏毅市議員服務處陳姝君小姐，4月 11 

    日上午拜訪校長，願意協助本校體育設施申請整建事宜，足球場地整建申請計畫書 

    由秘書先行辦理。(預定本週完成) 

四、家長建議：校內設立學生意見信箱或在學校網站設立學生意見信箱之可行性。 

 

玖、提案討論： 

案由一：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工程督導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提請討論。

【總務處】 
說明: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十五點規定， 

為提升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確保公共工程施工成果符合設計及規範之品質要求，

特訂定「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工程督導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 
決  議：修正工程督導小組委員之組成成員、人數及外聘委員人數後通過。 

 

拾、臨時動議：無。 

拾壹、主席裁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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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國教署辦理 108年度友善校園學務輔導工作之性別平等到校講座，業務單位安  

        排時間，期能讓老師全員參與。(學務處) 

    三、空氣品質警示旗幟應依規定插置公示，併同步利用校內無聲廣播系統告知防範 

        重點；另於易淤積排水溝段定期噴藥防治病媒蚊蟲。(學務處) 

    四、高三學生模擬面試，可依領域學群教師專長分類，考慮先行實施校內初步模擬 

        面試；針對校外專家學者蒞校輔導模擬面試時段，請學生穿著正式服裝，以因 

        應實際面試情境。(輔導室) 

    五、學校新版網頁之家長會頁面資料內容由學務處負責建置。(學務處) 

    六、校內各型植栽種植範圍遍及各棟建物四周，宜成立綠美化志工隊，協助灑水澆 

        灌養護工作。(學務處、總務處) 



    七、有關校園交通安全規劃，請於污水下水道工程完工後統籌辦理，以維學生行的 

        安全。(學務處) 

 

拾貳、散會:上午 11時 10分。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工程督導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 

  108 年 04 月 16 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十五點規定，為 

提升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確保公共工程施工成果符合設計及規範之品質要求，特 

訂定「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工程督導小組（以下 

簡稱本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工程採購，應於開工時設置工程督導小組，隨時進行施工 

品質督導事宜。 

三、本小組委員設置 11-13人，由下列人員組成：校長、秘書、國中部主任、教務主任、 

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室主任、圖書館主任、主計主任、庶務組長、專家學者。 

前項委員均為無給職，其任期依職務更迭而自動調整。 

四、本小組召集人由校長兼任之，執行秘書由總務主任擔任。 

五、本校辦理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之工程採購或教育部、行政院列管之工程採購案

（查核金額以上），除第三點之工程督導小組成員外，並得由校長增聘本校相關

專長教職員或校外專業人士擔任本校工程督導小組委員。前項校內教職員擔任督

導小組委員時，均為無給職；但外聘專業人士進行工程督導時，其出席費及交通費

由該項工程之工程管理費支應。 

六、本小組利益衝突之迴避應遵循下列法令辦理之： 

   （一）行政程序法。 

   （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施行則。 

   （四）公務員服務法。 

   （五）政府採購法及其子法與相關規定。 

   （六）政府採購法施行細法。 

七、本小組進行工程督導時應參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

業要點」及「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辦理督導施工品質及施工進度等事宜。 

八、本小組進行工程督導時，其督導內容如下： 

（一）督導工程之設計階段，水電、空調、建築等與施工相關之事宜。  

（二）督導監造計畫之審查紀錄、施工進度管理措施及問題之處理。 

（三）督導監造單位之監造組織、施工計畫及品質計畫之審查作業程、材料設備抽

驗及施工查核程序及標準、品質稽核、文件紀錄管理等監造計畫內容及缺失改

善追蹤、施工進度監督等執行情形。 

（四）督導廠商之品管組織、施工要領及品質管理標準、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自



主檢查表及不合格品之管制、矯正與預防措施、內部品質稽核及文件紀錄管理

等品質計畫內容及施 工進度管理、趕工計畫、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措施等執

行情形。 

九、本小組進行工程督導時發現有下列之情形，應要求相關單位說明並予記錄： 

（一）工程規劃設計、生態環保、材料設備、圖說規範、變更設計有缺失者。 

（二）監造單位之建築師、技師、監工人員、承攬廠商之專任工程人員、工地主任

或工地負責人、品質管理人員、勞工安全衛生管理人員等執行職務有違背相關

法令及契約規定者。前項記錄表格如附件。 

十、本小組辦理工程督導時，得通知廠商就指定之工程項目進行檢驗、拆驗或 

    鑑定。前項檢驗、拆驗或鑑定費用之負擔，依契約規定辦理。契約未規定而 

    檢驗、拆驗或鑑定之結果與契約規定相符者；該費用由本校負擔，與規定不 

    符者；該費用由廠商負擔。 

十一、本小組辦理工程督導時發現之缺失，應督促監造單位及廠商限期改善，並將改善前、

中、後之情形拍照存查。 

十二、本小組對辦理中之工程，應隨時檢討執行進度、預算支用情形並赴現場瞭解施工

品質及 製作紀錄追蹤管控。另得依工程實際狀況，隨機進行品質督導。 

十三、本小組由庶務組負責聯絡、協調、紀錄及追蹤管控相關事宜。 

十四、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工程名稱  

主辦機關  監造廠商  

承攬廠商  相關廠商  

督導人員  督導日期 年 月 日 時 

工程執行進度 預定進度 % 實際進度 % 
 
施工項目及工 

程進度之概述 

 

 
 
 
 
 
 
督 

導 

重 

點 

項 

目 

一、承商及監造單位到場人員（如出勤簽到記錄等） 
督導情形： 

二、承商及監造單位品質文件記錄管理（如材料試驗、自主檢查、監造日誌、缺失改善等） 
督導情形： 

三、安衛環境管理（如告示牌、圍籬、警示燈帶、鷹架、開口警示、衛生設備、道路清潔等） 
督導情形： 

四、結構設備施工品質（如混凝土鋼筋模版品質及完成面平整度及美觀性等） 
督導情形： 

五、其他（如居民反映、鄰房處理、變更設計需求等） 
督導情形： 

 
 
 
對承商指示事項 

指示事項： 
 
 
 
 
 
缺失改善期限：限定 年 月 日提報 

 
承 

商 

簽 

認 

 

 
 
 

對監造單位 

指示事項 

指示事項：   
監 

造 

簽 

認 

 
 
 
 
 
 
缺失改善期限：限定 年 

 
 
 
 
 
月 日提報 

 
 
主辦機關核章 

承辦人員 組長 
 
 
（核章層級由機關首長決定） 

單位主管 校長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工程督導紀錄表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施工查核常見缺失自我檢核表 

一、基本資料 

工程名稱  

主辦機關  監造單位  

施工廠商  檢查日期  

二、檢查項目 

缺失類別 缺失名稱 
檢查結果 

改善追蹤情形 
合格 不合格 

品 
質 
管 
理 
制 
度 

主 
辦 
機 
關 

監造計畫審查未確實，或無核定紀錄。    

無品質督導及查驗紀錄或內容不實。    
無督導或查驗缺失追蹤改善紀錄或內容

不實。 
   

監 
造 
單 
位 
 
 

未填報監造日報表或未落實紀載。    
未訂定各材料/設備及施工之品質管理

標準，或未符合需求。 
   

無缺失追蹤紀錄，或( )未落實執行    
無施工材料抽查驗紀錄，或未落實執行。    

未於檢驗停留點(限止點)時就適當檢驗

項目會同廠商取樣送驗，並填具材料設

備品質抽驗紀錄及相關證明文件 

 

  

監造單位派駐現場人員未確實執行職務    

未訂定各材料/設備及施工之檢驗停留

點或( )未符合需求 

 
  

有無填報監造報表或□未落實紀載    

 
 
 
 
 
 
 
施 
工 
廠 
商 

品管自主檢查表未落實執行或檢查標準

未訂量化。 
   

自主檢查表未明列檢驗標準    
對材料檢(試)驗報告未予審查，或無材

料檢(試)驗審查紀錄或無材料/設備管制

總表，或未符合工程需求。 
   

施工日誌未落實執行或未依規定制定格

式。 
  

 

環境保護、施工安全衛生等履約事項□

無缺失矯正預防，或缺失未追蹤改善，

或( )未落實執行 

  

 

無品質計畫書，或( )未落實執行或□未

符需求 
  

 



專任工程人員未填具督察紀錄表(作業

要點-7).. 
  

 

自主檢查表未明列檢驗標準    

 
施 
工 
品 
質 

混凝土完成面垂直及水平度不合規範或

有大量修補痕跡。 
   

混凝土澆置、搗實不合規範，有冷縫、

蜂窩或孔洞產生。 
   

混凝土完成面施工外觀平整度不佳。    

混凝土養護不合規範，塑性收縮造成裂

縫 
   

施工縫及伸縮縫留設不當或( )施作不

當或( )未設置 
   

未使用間隔器、墊塊，保護層不符規定。    

鋼筋表面浮銹嚴重影響截面積，或有油

圬或混凝土殘渣。 
   

模板使用過度，品質不良破損、翹曲。    

模板不緊密，漏漿    

模板內殘留雜物(如木屑、瓶罐)未清理

或未設清潔孔。 
   

高強度螺栓接合情形不符規定。    

構件安裝架設完成後未補塗裝或銹蝕。    

垃圾及廢棄物未清理，影響環境。    

工地積水未處理，影響環境衛生及安全。    

回填土未分層夯實或未紀錄。    

回填區內積水未處理。    

路基或瀝青混凝土厚度不足。    

緣石及人行道鋪設不合規範，或線形不

順。 
   

內牆或外牆或地板之材料外觀不合規範

或施工平整度不佳。 
   

工地現場機具與材料任意堆置，未妥善

保護。 
   

無工程告示牌或內容未符合規定。    

無配比試驗紀錄或配比材料未作檢驗。    

無混凝土抗壓強度試驗紀錄，或檢驗頻

率不足，或不符規定。 
   

防墜等安全設施(如護欄、開口加蓋)不

足。 
   



承包商無勞安自動檢查紀錄或不確實。    

工作場所易發生被刺及擦傷災害者，未

採等防護設施。 
   

圍籬、外部防護網等設施不足。    

現場施工交通警告設施不足。    

工區圍籬尺寸、型式、安全設施及設置

時機等不符合規定。 

 
  

無訂定汛期工地防災自主檢查表，或未

落實。 

 
  

 
檢查人員： 單位主管：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工程督導缺失改善追蹤表 
 

工程名稱  督導日期 
年   月  日  

時 

 
 
 
 

缺失項目 

 

 
 
 
 
改善對策及步驟 

 

 
 
 
 

確認改善結果 

  
 
 
 
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預防及矯正措施 

 
 
 
 
 
 
 
 

（廠商缺失由監造單位填寫；監造缺失由主辦人員填寫） 

主辦機關 監造單位 廠商 

  
 
 
 
 
 
 

（現場監造人

員） （負責

 

 
 
 
 
 
 

（工程專任人

員） （品質人

員） 
 備註：1.請查核是否逾期改善之情形，並確實依契約規定處置。 

2.應視需要要求施工廠商提供改善 前、中、 後 照片。 

3.預防及矯正措施應視施工缺失種類及情形，決定是否要求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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