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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8次行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年 11月 19日 8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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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18 進行污水管線工程正

式驗收。擬先辦理結案，但保留

10%的工程款，俟水利局同意接管

後再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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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光館三、四、五樓的空調主機

機房，將於月底清除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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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沿革及 46~107學年度大事紀

要等 2 項資料修正中，俟修正後

重行陳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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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於 11月 14日將「111年興建大

樓計畫」寄送國教署。 
V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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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上 1】 

近期將汰換辦公室冷氣約 10台。 

V 

六、本校申辦 108年度「城鄉建設-校園 回覆：預計 11月底辦說明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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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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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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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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公文。  
 
 
 
 
 
V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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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柒、上次會議提案討論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案由ㄧ：修正本校教務處各項章則，請

討論。(教務處) 

說明： 

  一、本次會議提請修正章則共有 6則。 

  二、修正之教務章則:巡堂實施要點等

6則。 

  三、通過修正，依相關程序辦理。 

決議：修正後通過。 

照案辦理，通過修正者，依相關

程序續辦。 

X 

案由二：修訂學務處各項章則，請討論 

        。(學務處) 

說明： 

  一、學務章則原計 26項(彙整如下)，

第 6 項、20 項因併案討論予以刪

除，故學務章則共計 24項，其中

第 4、10、13、15-17、23-26 等

10項不修正，共計有第 1-3、5、

賡續於第 8次行政會議提案討論。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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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11-12、14、18-19、21-22

等 14項待修正。 

  二、第 6次行政會議已討論第 1-3、5、

7-9、14、18-19、22等 11項，共

決議 5 項「通過」，4 項「修正後

通過」，2項「保留」。 

  三、第 11-12 項因涉其學生權益，需

先邀集家長代表、教師代表、學

生代表共同討論後始得提案；說

明(二)「保留」之第 1 項因涉層

面較廣，將另行研議後提案。 

  四、擬本次會議提案討論第 10、21項

及說明(二)「保留」之第 18項。 

決議：本案保留於下次會議討論。 

案由三：有關國教署來文調查各校校務

會議「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

之比例較為符合行政運作」一

案，請討論。(學務處) 

說明： 

  一、依據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31 日

臺教國署高字第 1080125095號函

辦理。 

  二、國教署為瞭解學校情況，做為評

估高級中等學校保障學生參與校

務治理權利之依據及未來研議修

法之參考。 

  三、根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25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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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學生代表組成之；其成員之人

數、比例、產生及議決方式，由

各校定之，並報各該主管機關備

查。據此，本校已於 108 年 7 月

11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1次

保留於第 8次行政會議討論。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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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決議：將校務會議組

織成員由校長、各單位主管、全

體專任教師、職員代表 3 人、家

長會代表 10人及學生代表 4人組

成，修改為組織成員由校長、各

單位主管、全體專任教師、職員

代表 3 人、家長會代表 2 人及學

生代表 2人組成。 

  四、如說明三所示：自 108 學年度起，

本校校務會議「經選舉產生之學

生代表之比例」約為 。 

  五、(五) 請就「本校校務會議『經選

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如有法定比

例之制度設計，幾分之幾，較為

符合行政運作」，進行討論。 

決議：本案保留於下次會議討論。 

案由四：修訂本校空間規畫委員會設置

要點，請討論。(總務處) 

說明：為規畫本校空間配置，特設置國

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空

間規畫委員會。 

決議：本案保留於下次會議討論。 

保留於第 8次行政會議討論。 

X 

 

捌、上次會議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有關新增課程及彈性課程等計畫(含

經費運用)，請於學期開課前陳報完

整實施計畫資料，俾利落實執行。

(教務處) 

遵照辦理，108-1學期新增課程及

彈性課程等計畫，另案簽陳校長

核定。 
X 

二、學校網站首頁活動照片換頁速度宜

修正調整，以提升瀏覽舒適度；另

LED看板播放內容，請新增校內外教

學及學藝活動照片，增添豐富性。

(各處室) 

已將恭賀 108 學年度家長會長當

選訊息請資媒組協助公告(學務

處)。 X 

三、圖書館登錄典藏列入財產之印刷資

料與非書資料，經檢討確符報廢規

遵照辦理。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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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需納入報廢者，宜逐年分批作

業，並符當年度報廢數量不得超過

總藏量佔比規定。(圖書館) 

 

玖、業務報告： 

【教務處(國中部)】 

一、專案計畫 

  (一)國教署核定本校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新增鐘點費，補助「行政減授」、「藝能

科減授」及「協辦行政」三項，每週 61 節，共新台幣 536,800 元 ，已辦理

掣據請款作業。 

  (二)分別辦理臺灣師範大學、中山大學補助實習學生費用，掣據請款。 

二、課試務工作 

  (一)高一、二國文、英文及數學學習扶助課程已於 11月 5日陸續開課。 

  (二) 11月 14-21日高三學生核對高一、二在校學業成績，並上傳大學甄選入學委

員會。 

  (三)大考中心會考預試於 11月 14日到校，現場抽中高一戊班進行預試。 

三、教師專業成長 

    自然科老師申請「自然科探究與實作專案入校陪伴計畫」，於 10月 29日、11月

5日、11月 19日進行三場次，由高雄市自然領域輔導團專任輔導員蒞校與自然

科老師討論修正課程計畫。 

四、校外競賽活動 

  (一)高二己謝謹瑄報名參加臺灣國際科展，指導老師黃翠瑩老師及謝宜和。 

  (二)108學年度高雄市英語文競賽，本校國三學生參加英文作文、英文即席演講及

英文朗讀三項比賽。 

  (三)2019國際運算思惟 Bebras挑戰賽，本校共有高一全體、高三戊己班，共 312

位學生報名，學生於 11月 12~18日正式測驗。 

  (四)中山大學物理演示參訪，高一已 33人，高一二各班 23人，11月 22日中午出

發，由林建成組長帶隊。 

  (五)2019 遠哲科學競賽於 11 月 24 日假中山大學舉行，高二己、高二戊各 1 組共

6名學生參加，由蔡瑞津老師帶隊。 

五、會議 

  (一)11月 11-15日期中教學研究會，各科教學研究會，將進行(1)本校課程評鑑計

畫審閱並提出修正建議(2)學習歷程檔案與多元評量方式之呈現方式研討(3)

各領域排定之專業成長研習工作坊。 

  (二)11月 13日召開繁星推薦審查委員會議，提案討論通過 1、訂定本校「109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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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大學繁星推薦作業審查委員會組織及實施要點」（包含推薦排序規則及作

業日程）2、上傳 108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於 107學年度修讀高二自然組選修

課程永續環境專題-生物(上學期)、永續環境專題-生物化學(下學期)、基礎

地球科學(上、下學期)學業成績。 

 

【學務處】 

一、校慶運動會檢討會預計於 11月 26日 10時 10分，假國光館 2樓小會議室召開。 

二、合唱團：11月 12日參加「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高雄市初賽」榮獲優等，將於

明年 4月下旬代表高雄市參加全國決賽(比賽地點：桃園市客家文化館)。 

三、近期學務處重要行事 

  (一)11月 22日高二戶外教育行前說明。 

  (二)特色活動(環境教育)-校園整理(國一) 。 

  (三)特色活動(健康教育)-正確用藥與視力保健(國一) 。 

  (四)高國三班會。 

 

【總務處】 

一、向國教署申請「111 年待補助新興工程」，經費約 1.25 億元，已於 11 月 14 日

寄送至國教署與雲林科技大學。 

二、本校專案向國教署申請「國光館廁所整修計畫」，獲核定經費 430 萬元，分兩

期撥付。 

三、和平館三樓原家長會捐贈二手飲水機經常維修，更換零件，擬汰換。 

四、運用「國光館及八德館冷氣汰換計畫」經費，擬汰換教學研究室老舊冷氣約 10

台。 

 

【輔導室】 

一、國一、國二「培養好技藝，輕鬆選職業」技職教育宣導影片抽獎活動，於 11月

6日(三)抽出 10位幸運同學，頒發獎品。 

二、輔導室於 11 月 13 日(三)中午 12:30 辦理「青年就業儲蓄方案」宣導說明會，

共 9位有興趣同學參加。 

三、【108職人開講系列】於 11月 7、12、14、19日中午 12:30~13:20於八德館 2樓

團輔室辦理，由室內設計師、會計師、資訊工程師(資訊公司負責人)、諮商心

理師等職場達人接力分享個人的精采職涯故事，透過真實的職場及求學經驗，

透過職人第一手的經驗分享，讓同學可以在未來升學進路的選擇上，思考是否

符合個人興趣與特質，進而評估自己是否適合就讀相關學系或從事相關工作，

並能做出最佳的升學選擇，計有同學 120人次參加。 



7 
 

四、各大學學系營隊資訊，已陸續更新於輔導室網頁，請高中同學參考相關訊息，

並依個人興趣報名參加，親自體驗大學學系特色與學習內容，提供未來學系選

擇的參考。 

五、推薦同學參考「教育部國教署-生涯輔導資訊網」網址:http://career. cpshs. 

    hcc.edu.tw/bin/home.php，內容有自我探索(包含心理測驗評量及探索活動)、

科系介紹、工作世界、大學營隊、生涯 Q&A等，請同學多多參考運用。 

 

【圖書館】 

一、10月 31日主題書展「我們與惡的距離」摸彩開獎。 

二、11月 1日完成國中書海撈月比賽，成績如下：     

 國一組 姓名 國二組 姓名 

第一名 國一 1 呂炫輯 國二 1 洪苡城 

第二名 國一 5 陳鼎中 國二 6 陳冠宏 

第三名 國一 3 何安蕾 國二 3 張維中 

三、國二閱讀指導課由許淑慧、王珍珍、陳佳勵老師頒獎給學習單優良同學，禮物

由圖書館提供。課程接續著進行「植物獵人」八類項目表及段落書寫練習。 

四、前瞻計畫於 11 月 08 日決標，預計 11 中旬至 12 月施工。不影響教學的工程會

在平日施工，其餘則請廠商在假日進行。施工前會 mail通知各班導師及辦公室

同仁，也請提醒妥善個人保管財務及貴重物品。因光纖布完會收攏回國光館機

房，屆時國光館與信義館之間的柏油路會進行施工，請師生們注意行走安全。

而因應線路問題，除公弢館外，各館將會再多一個機櫃。 

五、11月 20、21日進行「拓印之美」書法課程，講師盧毓騏老師。 

六、11 月 21 日、12 月 9 日分別由巫孟珊老師、黃翠瑩老師進行「悅讀晨光課程實

施經驗分享」與「科普閱讀妙妙妙」等課程。 

 

【人事室】 

一、教務處助理員蔡政澄陞任總務處幹事 1 案，業奉核定，所遺助理員職缺續辦理

甄補作業(內陞)。 

二、 辦理 109年至 111年「國民旅遊卡」簽約事宜： 

  (一)交通部觀光局業與聯邦商業銀行、玉山商業銀行、永豐商業銀行及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等 4 家簽訂「共同供應契約『國民旅遊卡』發卡機構契約書。各公

務機關可自行選擇 1家訂約 3年，不須再上網招標。（見交通部觀光局 1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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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4日觀業字第 1083003833號函） 

  (二)往年教育部約於 12月中旬來函調查，各校如同意逕以教育部所選擇之銀行為

簽約銀行請回復「代為簽訂調查表」。103 年至 108 年「國民旅遊卡」發卡銀

行均為玉山商業銀行。 

  (三)本案是否循往例逕以教育部所選擇之銀行為簽約銀行？ 

是否同意逕以教育部所選擇之銀行為簽約銀行 

(請於□中擇一勾選) 

□是    □否 

是否同意由教育部為簽約代表機關逕與銀行進行簽約 □是    □否 

  (四)茲比較兩者優點如下: 

       優點 

同意逕以教育部所

選擇之銀行為簽約

銀行 

學校省卻作業時間，回復「代為簽訂調查表」即可。 

自行簽約 
同仁可參閱 4家銀行之優惠措施，或基於使用習慣等

考量仍與原發卡銀行簽約，自主性高。 

  (五)各級學校與原發卡銀行所簽訂之 106 年至 108 年國民旅遊卡契約期限均至本

年 12月 31日止，故採學年制之學校教師兼行政人員所持用之 「國民旅遊卡」

亦應併同採曆年制之學校一般行政人員，重新選定。 

三、因應 109 學年度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時間之調整上課，行政人員配合調整上班情

形。 

  (一) 109學年度大學學科能力測驗訂於 109年 1月 17日(星期五)及 18日(星期六)

實施，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休業式提早於 109 年 1 月 16 日(星期四)辦理，原

109年 1月 17日(星期五)及 1月 20日(星期一)之課程調整至 108年 12月 21

日(星期六)及 109年 1月 4日(星期六)補課。 

  (二) 108年 12月 21日(星期六)及 109年 1月 4(星期六)行政人員配合課程調整補

課，應到校上班，爰此，參酌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行事曆，108年 12月 21日(星

期六)及 109年 1月 4日(星期六)上班上課，109年 1月 17日(星期五)及 1月

20日(星期一)不上班不上課。 

  (三) 109年 1月 17日(星期五)及 1月 20日(星期一)不上班不上課，惟因應政府行

政機關為上班日，仍請各處室衡酌業務需要安排適當人力，出勤者人員以加

班補休登記，出勤人員請於差勤系統申請加班(統一扣除中午)，選擇系統簽

到退 ,並以刷卡機簽到退或差勤系統線上加班簽到、加班簽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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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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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年度中補助計畫款 723 萬元，營運資金 15 萬元。 
    截至 108 年 11 月 15 日止，實支數 446 萬 3,155 元，全年達成率 49.91%，11 月

1 日止本預算尚未動支數：教務處 60,759 元；總務處 164,563 元；圖書館；660
元。 

二、優質化、前導及均質化執行情形如下(截至 11/15 14:30) 
 

 

 

 

 

 

 

 

 

 
【秘書】 
一、董事會辦理國光中學解散清算案，有關剩餘財產移撥附中問題，近日將依照高

雄市教育局指示，再函請教育部同意，以便完成後續作業。 

二、11月 9-12日一連四天，中華民國合球協會借體育館舉辦全國中正盃比賽，因會

場需裝設 LED顯示銀幕，需用 220A電源，用電量是 40A(安培)。邱先生回報「目

前 220V電源都是滿額電量，無法再提供超過 20A的電量，否則會跳電、或是電

線燒毀。」所以借用單位須另租借發電機。有鑑於此，學校各棟老舊建物應該

都有類似問題，基於安全考量，是否應重新申請經費改善並提升功能。 

三、上學時間如遇油小家長從前門載送學生進出，如已表明身分與目的，在不影響

本校作息及運作的情形下，可酌予通融之。 

 

拾、提案討論： 

案由一：修訂學務處章則，請討論。(學務處) 

說明： 

  一、學務章則原計 26項(彙整如附件一)，第 6項、20項因併案討論予以刪除，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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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章則共計 24 項，其中第 4、10、13、15-17、23-26 等 10 項不修正，共

計有第 1-3、5、7-9、11-12、14、18-19、21-22等 14項待修正。 

  二、第 6 次行政會議已討論第 1-3、5、7-9、14、18-19、22 等 11 項，共決議 5

項「通過」，4項「修正後通過」，2項「保留」。 

  三、第 11-12 項因涉其學生權益，需先邀集家長代表、教師代表、學生代表共同

討論後始得提案；說明(二)「保留」之第 1 項因涉層面較廣，將另行研議後

提案。 

  四、擬本次會議提案討論第 10、21項及說明(二)「保留」之第 18項。 

決議：第 10、21項及第 18項，修正後重新提案。 

 

案由二：有關國教署來文調查各校校務會議「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之比例較為符

合行政運作」一案，請討論。(學務處) 

說明： 

  一、依據中華民國 108年 10月 31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80125095號函辦理。 

  二、國教署為瞭解學校情況，做為評估高級中等學校保障學生參與校務治理權利

之依據及未來研議修法之參考。 

  三、根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25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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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其

成員之人數、比例、產生及議決方式，由各校定之，並報各該主管機關備查。

據此，本校已於 108 年 7 月 11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1 次行政會議，決

議：將校務會議組織成員由校長、各單位主管、全體專任教師、職員代表 3

人、家長會代表 10人及學生代表 4人組成，修改為組織成員由校長、各單位

主管、全體專任教師、職員代表 3人、家長會代表 2 人及學生代表 2 人組成。 

  四、如說明三所示：自 108 學年度起，本校校務會議「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之

比例」約為    。 

  五、 請就「本校校務會議『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如有法定比例之制度設計，

幾分之幾，較為符合行政運作」，進行討論。 

決議：撤案。 

 

案由三：修訂本校空間規畫委員會設置要點，請討論。(總務處) 

說明：為規畫本校空間配置，特設置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空間規畫委員

會。 

決議：修正後重新提案。 

 

案由四：修正教務處各項章則，請討論。(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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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本次會議提請修正章則共有 8則。 

  二、通過修正，依相關程序辦理。 

  三、修正之教務章則說明一覽表。 

章則名稱 說明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
點 

修正二三四，修正草案已
於 108.11.06簽陳校長核
閱，行政會議通過後，續
提校務會議討論。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國中部落實教學正常化

須知 

廢止 
說明：1.與母法幾乎相同 
，2.母法裡也未提及要學
校設立本校的須知。 
行政會議通過後，續提校
務會議討論。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排課原則 修正編號體例。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學科召集人設置要點 

廢止 
說明：研究會之任務及運
作原則已列入本校課程發
展委員會組織要點第七、
八點。 
行政會議通過後，簽陳校
長核定。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學生考試規則 

修正第十四條 
說明：隨著依據修正名稱 
。 
第十五條，符合教育意義
嗎？ 
行政會議通過後，續提校
務會議討論。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國中部學生成績評量審

查委員會設置要點 

說明：1.修正依據、2.現
行要點第四點、第七點、
第八點、第九點及第十點
的「學習領域」修訂為「領
域學習課程」。3.增訂第五
點「彈性學習課程學期評
量成績之評量方式」規定 
。 
4.增訂第十點「抽離式技
藝教育課程成績評量」規
定。5.增訂「彈性學習課
程評量由各課程之主辦處
室辦理」規定。6.增訂「108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
學生畢業標準」。 
配合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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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期程，第五點及第十
一點第三款，自一百零八
年八月一日以後入學國民
中學學生適用之。 
行政會議通過後，續提校
務會議討論。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實驗室管理要點 

說明：1.修正標題、第四
點部分文字。 
2.整併生物、化學、物理、
地球科學實驗室管理要點
於一。原分科實驗室管理
要點廢止。 
行政會議通過後，簽陳校
長核定。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生活科技教室管理要點 
行政會議通過後，簽陳校
長核定。 

決議：「生活科技教室管理要點」修正後重新提案，餘修正後通過。 

 

拾壹、臨時動議:無。 

 

拾貳、主席裁示: 

  一、本校專案申報國光館廁所整建工程計畫案，獲教育部國教署核定補助新台幣

430萬元整，請總務處管控執行進度如期完工(109年 7月底)，期改善師生如

廁環境。(總務處) 

  二、校內各教室、體育館等使用年限較久建築物，現存電壓容量或有不足情形，

俟通盤檢討各建物電壓使用容量，採逐年分棟實施改善更新電源線作業。  

(總務處) 

  三、經費及人事乃首長職權，請各單位主管遵行。(各處室) 

 

拾叁、散會: 11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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