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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5次主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年 3月 24日上午 10時 

貳、地點: 國光館 2樓會議室 

叁、主持人: 陳校長修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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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主席致詞:(略) 

陸、列管事項執行情形: 

歷次校長指示及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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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攬設計監造的建築師已委請跑照

公司送水利局審查，惟經與水利局

討論後，尚有部分圖籍需請建築師

修正，本校已函文督促建築師儘速

辦理，並隨時通知本校辦理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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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家生平及重要貢獻看板，統一

放在竹銘館 2樓儲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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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校史(大事紀)由總務處文書組

負責紀錄，並請擇要製作海報(或看

板)置於校史室。(秘書、總務處)

【107下 1】【108上 4】 

 

 

 

 

已陳核修正學校沿革及 46~107 學

年度大事紀要等 2 項資料。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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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3月 16將電子檔寄送給國教署陳

秀玲秘書，並電話確認。陳秘書回

覆，已將檔案轉傳給雲林科大團隊。 

V 

五、本校申辦 108年度「城鄉建設-校園

社區化改造」-學校社區共讀站計畫

補助乙案，其裝修工程項目部分，

宜ㄧ併檢討處理： 

  (ㄧ)閱讀區與書庫區增設分隔屏障。 

依設計師 3/20送來設計圖修改本校

計畫，預計本週完成校內簽呈並進

行資料上傳。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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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圖書館主任辦公室一面牆拆除，

與借書櫃臺區圍成一辦公空間。 

  (三)改善密閉窗戶，增加通風效益。 

      通盤考量圖書館整體空間運用，

亦期達降低耗電負載效果。(圖書

館) 【108上 2】 

六、請各處室重新檢視並修正確認其要

點、計畫名稱、依據等，請總務處

文書組彙編本校校務章則，上傳公

布於學校網頁。(總務處)  

           【108上 3】 

遵照辦理。 

V 

七、108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充實學生自主

學習空間及設施計畫乙案，獲教育

部國教署核定補助新台幣 170 萬元

整，規定執行期程至 109 年 3 月 31

日止，請業務單位掌控執行進度。

(圖書館) 【108上 9】 

1.完成第一階段工程驗收，部分缺

失請廠商協助處理。 

2.109年 3月 17日發函「變更項目」

尚未核准通過。已聯繫承辦人，

本週發函國教署，進行展延。 

V 

 

柒、上次會議提案討論決議事項執行情形：無。 

 

捌、上次會議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有關污水管線收集系統改善工程申

請銜接高雄市公共汙水下水道管線

部分，請確認設計監造單位送件高

雄市政府水利局申辦作業進度，掌

控核銷經費結案期限。(總務處) 

承攬設計監造的建築師已委請跑照

公司送水利局審查，惟經與水利局

討論後，尚有部分圖籍需請建築師

修正，本校已函文督促建築師儘速

辦理，並隨時通知本校辦理進度。 

X 

二、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嚴

控校園門禁，未預先自行量測體溫

之入校學生或校外人員，將由側

門、前門駐點防疫或保全人員實施

量測體溫作業，以落實防疫作業規

定。(學務處、總務處) 

要求保全人員協助校外人員入校的

體溫量測作業。 

X 

三、各項經費之運用，應考量系統性與

整體性，且應發揮最大效益。(各處

室) 

遵照辦理。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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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業務報告： 

【教務處(國中部)】 

一、依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9年 3月 19日「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因應「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型冠狀肺炎)停課、補課暨成績評量補充說明」修訂本校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停課補課及學生學習評量作業注意事項」，於 109年 3

月 30日提案至課發會審查。 

二、課試務工作 

  (一)109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本校 73人報名，有 43人獲得錄取，錄取率達 59％，

其中 30人錄取國立大學，比率為 70%； 1位同學錄取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

錄取學校中更不乏台大、政大、清大、交大、成大、臺灣師大等頂尖學校，

各類學群皆有優異表現。 

  (二)教師擬訂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線上補課計畫，並向學生說明內容。 

  (三)設備組完成全校學生居家線上學習軟硬體設備現況調查，轉請導師了解家中

無網路或行動載具的原因。經查，國一 1 班有 2 位學生、國一 6 班有 1 位學

生，因家庭經濟弱勢因素，無法進行線上學習。任課教師擬請學生配合進度

研讀課本、寫習作、提供紙本補充資料、學習單，待返校後，任課教師再了

解個別學習情形及評量。 

三、教師專業成長 

    3月 23日(星期一)第 3-6節辦理 5梯次「教師線上教學平台建立與應用」研習，

課程規劃以「教育雲」、「因材網」、「Cool English」等線上教學平台運用及 Google 

Classroom基礎課程，協助每位教師熟習相關知能。若因疫情停課，教師可進行

線上教學，維持課務運作與進度，以免延誤學生學習。 

 

【學務處】 

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工作 

  (一)防疫小組：3月 24日(星期二)召開第九次工作會議。 

  (二)每週盤點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整備情形，並填寫檢核表陳核。 

  (三)防疫宣導： 

    1.每日 7時 55分左右以無聲廣播方式，進行「勤洗手」、「正確戴口罩」、「呼吸

道衛生及咳嗽禮節」等影片宣導。 

    2.以各種管道加強宣導。 

  (四)校園消毒： 

    1.持續進行每日班級教室、公共空間(新增販賣機按鈕、開水房)、各辦公室、

專科教室等消毒工作。 

    2.針對疑似群聚感染的班級，加強環境消毒：每日 3 次消毒班級、辦公室、專



4 
 

科教室、公共空間；放學後以紫外線燈消毒 3-5 日；健康中心護理人員入班

進行衛教宣導。 

  (五)營養午餐自 3月 17日起每班安排固定人員執行配膳，配膳前針對執行人員落

實正確手部清潔、量測體溫、戴口罩等防護，桌面及環境清潔消毒，落實學

生飯前正確洗手，配膳過程不說話、不嬉戲等措施。 

二、校園環境整理 

  (一)3月 18日(星期三)清理仁愛館、忠孝館周邊水溝，志工每週投藥一次。 

  (二)3月 20日(星期五)第 5節安排國一各班進行校園環境打掃。 

三、性別平等業務 

  (一)3月 17日(星期二)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 

  (二)擬於 5 月 21 日(星期四)第 7、8 節辦理教師輔導與管教知能工作坊，主題：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基本概念及相關法規。 

四、校園安全： 

  (一)加強每日午休時間、每週一第 3、4 節、每週四第 5、6 節跨班選修以及每週

五第 5、6節特色活動/社團活動期間校園巡查，以維學生安全。 

  (二)3月 27日(星期五)第 5、6節實施藥物濫用宣導，主題：反毒教育宣導，講師：

橋頭地方檢察署觀護人鄭惠娟。 

  (三)3月 24日(星期二)7時 30分實施地震即時警報模擬測試及各班於教室進行預

演。 

  (四)3月 31日(星期二)7時 30分進行防災演練，並配合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8學

年度第 2 學期「各級學校複合型災害避難演練」到校輔訪，輔訪委員楠梓高

中陳世達主任、樹德家商楊萬聖主教。 

五、特色活動： 

  (一)3 月 20 日(星期五)辦理高一健康促進宣導，講題：愛滋病防治，講員：樹人

醫校徐逸芬老師；國一進行環境教育學習活動。 

  (二)3 月 27 日(星期五)本學期第二次社團，於室內上課之學生需依預排座位表就

座。 

  (三)3月 20日(星期五)國一各班進行體適能宣導。 

六、重要活動 

  (一)3月 27日(星期五)社團。 

  (二)3月 24日(星期二)實施地震即時警報模擬測試、各班預演。 

  (三)3月 31日(星期二)防災演練。 

  (四)4月 10日週會-中山科學節。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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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築師已委請跑照公司送水利局審查，惟經與水利局討論後，尚有部分圖籍需

請建築師修正，本校已函文督促建築師儘速辦理，並隨時通知本校辦理進度。 

二、108-2 學期註冊費用統計至 109 年 3 月 17 日，計有 1,146 名學生繳納，合計金

額 10,950,892元；高中部尚有 7人未銷帳，其中 6人註冊費由廣源慈善基金會

補助，1 人已於 3 月 18 日入帳，故目前僅有國中部 3 人未繳納，請教務處註冊

組持續協助瞭解及通知學生繳納。 

三、108-2學期註冊費用統計至 109年 3月 17日，於 3月 18日先行辦理第一次註冊

結算作業，俾利支付各項應付費用；剩餘未繳及待補助部分，將俟全部繳納後，

進行第二次註冊結算作業。 

四、國光館及忠孝館廁所整修工程，3 月 23 日辦理第一次工程開標，因未達三家廠

商投標，故流標。將於 3月 31日辦理第二次工程招標。 

 

【輔導室】 

一、輔導室於 3 月 24 日(二)第三節辦理最後一場次「個人申請二階實戰工作坊」，

參與學生須備妥自我介紹、申請動機各 3~5分鐘說明，及個人簡歷或書審資料；

準時前往八德館三樓生涯規劃教室，接受老師指導。 

二、為協助高三學生準備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選，輔導室於 4 月 1 日(星期三)

及 4月 6日(星期一)上午 10:10-12:00及下午 1:20-3:10辦理模擬面試。 

三、為使全校師生更了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保障學生福利與權益，

本週起於校務通告進行宣導。 

(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是指政府為要保護兒童（未滿 12歲）及少年（12 

歲以上未滿 18 歲者）之權益，內容是告知兒童及青少年如何保護自己，也告

知成人提供一個安全的成長環境。 

(二)為使全校師生更了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保障學生福利與權

益，請點選「行政院全球資訊網-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網站  

http://kids.ey.gov.tw/cp.aspx?n=72A658876253DCD9 

      上網瀏覽相關法律條文及閱讀常見 Q&A，以增進對自身權益的認識。 

【圖書館】 

一、新書已編目上架，自主學習-中文圖書 171 冊、外文書 1 冊；國中適讀-中文圖

書 386冊、外文書 47冊。 

二、4月 1日（星期三）將關閉舊電子信箱，請各處室對外單位聯繫公務使用舊信箱

者，請改用學校 Gmail信箱，並告知對外單位；舊信箱重要文件請自行備份。 

三、前瞻計畫網路調整大致完成，目前仍剩 2支行政用 AP尚未整合到新網路，會盡

速與駐點廠商清查找出並整合完畢。之前調整期間網路常中斷或不穩定，感謝

同仁體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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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處室若有需上傳 LED 看板之資料，圖片文字不宜過多（整張圖片內容文字放

大，盡量不超過 4行），看板畫面才會清晰。 

五、本學期「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截止時間：3月 25日中午 12：00。 

六、完成 1090315 梯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未抄襲切結書回收，並於網

站處理校外參賽名單。 

七、3 月 31 日（星期二）14:00-17:00 邀請大灣高中鄭博仁老師進行「老師成為直

播主──線上教學平臺之應用（暫定）」研習。 

 

【人事室】 

一、學校教職員工生自即日起暫時停止出國： 

    教育部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決議，於 109年 3月 20日公告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職員工生自即日起暫時停止出國（境），摘要如下： 

  (一)自公告日(109 年 3 月 20 日)起至 109 年 7 月 15 日止，非經 專案許可，應暫

時停止出國（境）。 

  (二)如有教職員工生未依公告專案向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申請許可即逕行出國

者，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16條第 3款規定處新

臺幣 5萬元以上 100萬元以下罰鍰。 

二、1090319至 0320 更新防疫期間差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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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 

一、請購單請預留簽核流程所需時間，於需求日期前提早送出。近期有數案仍於接

近需求日期時方送出。 
 
【秘書】 
一、協助彙整高市青年擬報導本校「國際交流與雙語教學」稿件，感謝教務處范主

任提供文稿及照片，資媒組提供 2019 AYF雲端照片連結，預定於 5月刊載。建

議活動照片歸檔時可精選重點另存，以利節省爾後之搜尋時間。 

 

拾、提案討論： 

案由ㄧ：辦理本校 109年度中山科學節規劃案，請討論。(教務處) 

說明： 

  一、時間：109年 4月 10日下午 1時 30分開幕式至 3時 20分。 

  二、地點：竹銘館(生物實驗室、化學實驗室、地球科學實驗室)、八德館 1樓、2

樓、3樓西側走廊。 

  三、外賓：樹人醫專郭啓東教授率 9 名師生設 3個攤位，將提供每位人員的旅遊

史及當天進入校園量體溫、戴口罩。 

  四、攤位分布：生物實驗室、化學實驗室、地球科學實驗室各 1個攤位，八德館

一樓 5個攤位(包含樹人醫專 3個攤位)、2樓、3樓西側走廊各 3

個攤位，共 14個攤位。 

  五、參加人員：關主 50名、引導工讀生 10名、國一及國二全體學生。 

  六、科普影片欣賞：未參與闖關的班級。 

決議：請配合防疫措施，重新研訂計畫，再行提案。 

 

拾壹、臨時動議:無。 

 

拾貳、主席裁示: 

  一、各處室網頁之法令規章內容應定期修正更新，請秘書管控各處室校務章則修

正進度，總務處文書組彙編校務章則，上傳公布於學校網頁。(秘書、各處室) 

      二、有關涉及學生獎懲處分案件，處理個案期間召開審議會議、處分書送達及申

訴回復等作業期限，應符其法令期限及程序規定。(各處室) 

  三、學校網站首頁優先上傳近日最新辦學成績及重要宣導消息照片資料；另屬常

態例行性質等活動，請置放於「校園焦點」照片區。(各處室) 

  四、請學務處及總務處於 3月 27日(星期五)中午前，完成防災演練、設備機具整

備工作，以因應輔訪視察作業。(學務處、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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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叁、散會: 11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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