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94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94 年 8 月 29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貳、開會地點：本校國光館五樓大會議室 

叄、主持人：蔡校長清華                        記錄：胡仲慶 
肆、出席：如簽到表 
伍、主席報告： 

一、 本校已改制半年，人員大致到齊，未來一年為能否脫胎換骨轉型成功之

關鍵，冀望全體同仁發揮潛力，建立制度，提升本校競爭力。 

二、 欲提升學校競爭力，以辦理優質教學，提高升學率為目標，將從以下具

體作法使教學及輔導更具效能： 

（一） 學生各種資料作量化分析，各種考試作試題分析，提供教學參考。 

（二） 因材施教，資優生教學要加深加廣；學習較弱學生規劃課後補強措

施。 

（三） 增添單槍投影機、筆記型電腦等教學設備，請教師利用網路資源充

實教學內容。 

（四） 提供學生各種學習機會，如本學期開設第二外語五班（日語 4 班、

法語 1班）、並與中山大學合作實驗課程。 

三、 本學期各處室應致力完整典章制度之建立，明確劃分工作權責，以利工

作推動。 

四、 請人事室對員工生涯規劃及再教育投注更多心力，協助員工成長，並規

劃休閒活動，以舒解壓力。 

五、 全校為一個團隊，任何一份子之行為均會影響外界對本校之觀感，請共

同努力維護。 

陸、確認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確認 
一、94 學年新制服式樣及校徽設計案，提請 審議。（學務處） 

決 議：通過，請廠商依式樣打版，於 7 月 12 請服儀委員依據價格、品質

及售後服務等項投票評選。 

執行情形：夏季制服及冬夏季運動服已由服儀委員會決議，並與廠商訂定

價格，新生皆已完成套量；冬季服裝部份再另行由服儀委員會

議訂。 

二、推舉 93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選舉委員及票選下學年教師評審委員會、成

績考核委員會委員，提請 討論。（人事室） 

決 議： 

（一）教師評審委員會選出杜澎海、江青憲、張惠平、王麗華、范慈欣、陳



英華、潘音利、謝玫琦、張毓棻、魏金桃、馬準彥及張文凱等教師。 

（二）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選出陳英華、范慈欣、馬準彥、楊婕芸、張文凱、

張玉華及陳錦瑗等教師。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三、建議學校納入「台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稚園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

作業系統，請 討論。(教師會)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已由人事室錄案辦理。 

四、改選「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第一屆教師會長，提請 討論。（教

師會） 
  決 議：選出張玉華教師擔任教師會長。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五、擬訂「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導師遴聘暨任用實施辦法」草案，

提請討論。（教師會） 

決 議：修正通過，自 94 學年度實施，若實施有困難再召開校務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照案實施。 

六、建議學校恢復每班前三名發放獎學金及學雜費減免，請 討論。(家長會) 

決 議：經費請由家長會負擔。 

執行情形：已擬定「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校內學優獎學金實施

計畫」，經 94 學年第 1 次行政會報討論，將提本次校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 

七、建議取消學生免升旗。（學務處提）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自 94 學年度起取消學生免升旗申請。 

八、國三學生第一次基測到 6 月 29 日學期結束前可否核發鐘點費。（張詠貴教

師提） 

    決  議：在上班時間及基本授課鐘點內不宜發給，若在下班時間或學期結

束後上課則可發鐘點費。 

    執行情形：照案執行。 

九、家長會每年編列 5 萬元補助本校康樂小組，本學年尚未執行，建議移為全

體教職員工旅遊活動經費（國中部張主任提）。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93學年下學期補助 5萬元已提領暫存第 9節家長會代收款帳戶，

移為 94 年底前辦理教職員工自強活動之經費。 

柒、各處室工作報告 
一、 教務處 

  （一）行事曆請自行參閱，各項考試日期如下： 



(1)9 月 2 日國三、國二第一次模擬考

(2)9 月 6.7 日高三第一模擬考 

(3)10 月 11~13 日第一次月考 

(4)10 月 24.25 日職三第一次模擬考

(5)11 月 9 日國三第二次模擬考 

(6)11 月 14.15 日高三第二次模擬考

(7)11 月 30.12 月 1.2 日第二次月考

(8)12 月 7-9 日國三校外教學、高一大

學之旅 

(9)12 月 27.28 日職三第二次復習考 

(10)12 月 29 日國三第三次模擬考 

(11)12 月 29.30 日高三第三次模擬考

(12)1 月 11.12 日高三期考 

(13)1 月 16.17.18 日期考 

(14)1 月 22.23 日高三學科能力測驗 

※ 上表模擬考採校外購試題 

（二）國一新生六班共 261 人、高一普通科五班共 195 人、資處科 41 人、汽

車科 36 人。 

（三）本學期全校課程都只上到第八節(16:50)，高一選修第二外語課程在週

四 7.8 節實施，未選修者仍要在校自習到第七節才可放學。重補修課程

及課後輔導課可利用第九節或週末實施。 

（四）高中重補修課程為學年重補修課程，雖分上下學期選修，評量則要兩

學期都要考，請務必確實實施。 

（五）國三週六到校自習預定於第二週開始實施。 

（六）國三及高中晚自習預定於 9 月 5 日開始實施。 

（七）早自習時間，請導師務必準時到場維持秩序。國三、高三仍實施晨考，

每班有安排監考老師。月考、模擬考期間未實施晨考時，由導師監督早

自習。 

（八）配合教育部推動英語學習，職科一、二年級學生也請開設英語會話課。 

（九）各項獎助學金申請事關學生權益，請導師協助，務必小心審核督促。 

（十）謝謝老師們開設課後輔導課，幫助學生補救、增強課程。 

二、 學務處 
（一）各業務組長如下：訓育組蔡淇傳組長，生輔組吳鉉森組長，體衛組吳

正謙組長，國中生教業務孔祥玉教官。另林依瑩護士本學期暫借調人

事室。 

（二）教育部髮式規定函文及相關說明事項（已發與會人員）。服儀規定及校

規相關條文於提案中討論修正，通過後實施，並列入學生手冊 。 

（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已發與會人員），校內通報教育局窗口

為學務處.  

（四）謝謝上學期導師的辛勞，再謝謝本學期導師承擔重責大任。擔任本校

導師工作辦法已依教師法第十七條訂定，並 93 學年第 2學期第 1次校



務會議包裹法案中通過更改為「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導師工作

實施辦法」，條文依規定印發給每位老師（已發與會人員）。 

（五）本校提教育部公民教育方案已通過，獲得上學期 21,000 元，下學期

85,000 元，共 106,000 元，內容要項為人權法治教育及友善校園訓輔

工作，第二週將召開公民教育委員會，包括行政人員代表、教師代表、

家長代表及學生代表，請收到開會通知單的老師能準時出席。 

（六）學生手冊預計將於 9 月底前完成並印製發放，電子檔將公佈於學校網

頁。國中連絡簿改版，增加品德教育相關的項目，週記多了回饋欄位，

請各位導師能指導學生填寫，若發現學生反應問題須行政處室幫忙解

決，可即時向各行政處室反應。 

（七）班會請依規定召開，會議記錄必須填寫。社團本學期高國中一二三年

級均參加，請社團指導老師能確實點名。 

（八）訓育組於教師晨間會報印發學務處行事曆，請導師可依活動時間先行

挑選同學進行訓練或準備。 

（九）國三校外教學行程安排問卷及國二露營活動地點探勘及活動設計開

學後陸續進行，搭配總務處進行招標事宜。 

（十）生活教育競賽自第 2 週開始，獎勵比照上學期方式，單次頒發獎牌，

累積 3次可申請班服日，累積 5 次可申請班級便服日或國光館 5樓會

議室歡唱卡拉 OK。 

（十一） 「防治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實施計劃」公佈於反毒資源中心，請

各位老師上網點閱，於班級中若發現有學生身體狀況違常，請關心

並了解原因。本學期「春暉專案」將有「關懷愛滋」創意才藝競賽，

請鼓勵學生參加。 

（十二） 學生志工服務網站將於本校首頁設連結，請導師鼓勵學生多擔任志

工，本學期將重新檢討本校志工辦法，吸引更多同學投入。本校同

學於暑假擔任校外活動志工有南方盃辦論賽、飢餓三十，並有十位

同學擔任總統獎頒獎活動小記者。 

（十三） 營養午餐用餐禮儀評比，本學期照常舉行，開學初新生班級用餐請

導師能多加注意，有問題即時反應。 

（十四） 學生若因病或意外就醫，達到學生平安保險申請理賠條件時，請提

醒學生向醫院申請診斷証明。若學生父母因故去世時，記得提請家

人查清其資產及負債狀況，若須放棄繼承須於 2 個月內至法院辦

理，才有法律效用。 
（十五） 校慶運動會 10/21(五)， 將利用第 1次月考下午辦理說明會及裁



判講習。 
三、 總務處 

   （一）欲辦理中山大學教職同仁停車証，請攜帶駕照、行車執照影本至總務

處填寫申請書，申請費用每張 400 元(一年)，申請時間自即日起至 9

月 9 日(星期五)止。 

（二）各處室、老師辦理活動或課程借用學校場地空間，請確實督促維護場

地完善及清潔。 

（三）為兼顧良好學習環境及節省電費支出，班級教室冷氣溫度固定為 25℃。 

（四）94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註冊繳費日程自 94 年 8月 24 日起至 9 月 2

日止，請各班導師協助收齊學生之註冊繳費單第二聯，並請於 9月 6

日前繳至總務處出納組彙整。  

（五）93 學年第 2學期 2 至 6 月份固定超鐘點費、第 8節課輔鐘點費、第 9

節課輔鐘點費等 3種（共 18 項）清冊已繕製完畢，因本校採混班教學，

課程安排非常複雜，再加上三種鐘點費之經費來源均不同，又因其中

第 9 節課輔鐘點費有部分教師必須收回，此部分須配合每月固定超鐘

點費及第 8 節課輔鐘點費之發放金額，先扣除第 9 節課輔鐘點費之收

回金額後始能辦理發放，因此處理程序非常繁瑣，若一切順利，預計

於 9 月底前即能完成 2 至 6月份各三種鐘點費之發放作業。 

（六）本校 94年 1-6月公文已於 7月彙送檔案目錄共 1777件至檔案管理局。 

（七）合作社將於 8 月 29 日召開創立會並通過章程、選舉理監事。 
四、 輔導室 

   （一）恭喜 93 學年度國中綜合領域榮獲教育部第四屆【標竿 100 ~ 九年一

貫課程推手】績優教師團隊名單如下：鄭淑媛、林質和、魏金桃、劉

熾明、蔡吟采、巫孟珊、孫詩怡、陳振杰、李怡謀、王穎柔、陳志恆

等 11 人，敬請校長轉頒教育部獎狀。 

（二）94.08.29（週一）上午 9：00～10：00 舉辦教師 IEP 研習，中山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鍾素香教授主講。 

（三）本學期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學生有 10 人，疑似身心障礙者有 4人，

另有資賦優異類 1人（楠陽國小五年級跳讀本校國一）。8/29 上午 8：

20～9：00 召開轉銜會議，新生的班級導師暨新接身障班的任課老師

參加。 

（四）煩請班級導師平時多留意班級學生是否有疑似身心障礙的傾向，隨時

通報輔導室，必要時轉請本市鑑輔會鑑定是否需要特教的服務，以保

障學生的權益，達成教育 「零拒絕」的理想。 

（五）學生綜合資料 A、B 表彙整完畢後，將於第三週轉送班導師參閱。高、

國一導師及新任導師存放一學期，其餘則一個月後收回 A 表，存放輔

導室。 

（六）學年初竭誠邀請熱心老師擔任認輔老師，每週撥出一、兩小時陪伴個



案，化解心結。新進的實習老師都是當然的協同的認輔老師。 

（七）本學期輔導室新成立「魔豆成長社團」，招募高國中有志於自我探索、

了解及成長的學生各 12～13 人，以小團體方式進行。 

（八）12/2（週五）第二次段考下午召開個案研討會。 
五、 圖書館 

（一）圖書館承辦教育部推動社區教育學習體系活動，已於 8月份執行完畢，

感謝後勁廟產管理委員會及中油煉製事業部協助，本校總務處及參與

同仁也鼎力幫忙，使該活動得以順利推展，深獲社區居民對本校良好

評價。 

（二）上學期採購新書已於 8 月中旬上架，歡迎同仁踴躍借書。 

（三）本學期 9月開始採購新書，請各位同仁於各科教學研究會時討論欲增

購書單，由召集人繳至圖書館，以供圖書館採購新書參考 。 

（四）為鼓勵學生親近好書、閱讀好書，養成良好閱讀習慣、自我解決問題

能力及終身學習態度，圖書館舉辦班級借書排行榜「書香獎」比賽，

於 8 月 30 日開始，請導師鼓勵學生借書。 

（五）圖書館將完成架設兩台查詢圖書電腦，方便全校師生經由電腦查詢所

需圖書。 
六、 人事室 

(一)本校 94 學年度教職員工編制員額經教育部核定為 108 人，其中教師（含

教官及護理教師共 4 人）86 人、職員 17 人、技工工友 5人。專任教師

員額仍列出缺不補。 

(二)新進教職員介紹： 

代理教師：地球科學科蔡望生老師、輔導科蔡采縈老師（並兼代輔導工

作委員會輔導組長），均 8月 1 日到職。 

職  員：會計室主任曾麗珠（7 月 26 日到職）、教務處技佐陳秀朱（8

月 1 日到職）、人事室主任洪淑菁（8 月 24 日到職）。 

（三）94 學年度第 1 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請同仁於 10 月 15 日之前填

妥申請表。 

（四）交通部觀光局 94 年 7 月 22 日觀業字第 09430016091 號函以，學校教

職員不得請領導遊人員（領隊）執業證。 

（五）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辦理 94 年秋季中央機關未婚同仁聯誼，請

未婚同仁踴躍報名參加並至住福會網頁：http：www.hwc.gov.tw下載

報名表格及資料。 

（六）93 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業報請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核備中，俟核備後

再據以繕製成績考核通知書及發放考核獎金。 

（七）94 年資深優良教師，將由教育部發給獎勵金 40 年新台幣 10000 元、

30 年新台幣 8000 元、20 年新台幣 6000 元、10 年新台幣 4000 元。恭

喜本校下列 7 位老師：鄭寶麗、蔡照美老師（四十年）、陳茂松老師（三

http://www.hwc.gov.tw/


十年）、吳坤榮老師（二十年）、翁嘉孜、林倖如、王德治老師（十年）。 

七、 會計室 
   （一）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核列本校 95 年度預算案經常門額度 92,715 千元（含

人事費 86,369 千元、業務費 5,546 千元、學生獎補助費 800 千元），未

核給資本門設備費；95 年度業務費較 94 年度減列 5,207 千元；因政府

財政日益困難，請大家共體時艱，撙節開支，並鼓勵開闢財源，以挹注

不足之經費。 

（二）94 年度歲出預算執行情形，截至 7 月 31 日止實際支付數 47,419,308

元，累計分配預算數 55,822,000 元，執行率為 85%。 

（三）公務統計年報自 94 學年度開始，請有關單位依期限上網填報，應先

下載空白表格填列資料，經校長核章後再上網填報傳送教育部中部辦

公室彙整，並將正本乙份送會計室存查。 

捌、提案討論 
一、擬訂「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校內學優獎學金實施辦法」草案（如

附件），提請 審議。（教務處） 

決  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二、研擬本校「學生註冊收費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如附件），請  討

論。，提請 討論。（總務處） 

說  明： 

       (一)依據「國立暨臺灣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收取學生費用及訂定代收代

辦費注意事項」第二點規定辦理。 

(二)本要點草案經 94年 8月 10日本校 94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註冊收費

審議委員會會議通過。 

(三)檢附本校「學生註冊收費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決  議：通過如附件。 

三、依教育部 94 年 8 月 9日教中（二）字第 0940511646 號函，有關學生個人

髮式屬基本人權範圍，學校不得將髮式管理納入學生輔導及校規之規定範

圍，並不得藉故檢查及懲處。本函視同行政命令，位階優於校務會議決議，

學校應依規定執行，但校內行政程序仍須經由校務會議通過，提請 討論。

（學務處） 

決  議：通過。 

四、服儀規定新舊生鞋襪限制解除，穿著搭配建議事項如附件，請 討論。（學

務處） 

      決  議：通過。 

五、擬修訂校規（一）原學生獎懲實施細則第九條第四款：「服裝儀容不合規



定或內務不整潔者，記警告乙次」，修正為「制服不合穿著規定且勸導不

改進者，記警告乙次」。（二）原學生獎懲實施細則第九條第 19 款：「染髮，

情節輕微者，記警告乙次」，予以刪除。（學務處） 

      決  議：通過。 

六、建議每月實施班服日一日，實施日期交教師晨間會報討論決定，請 討論。

（學務處） 

      決  議：通過。 

玖、臨時動議 
  一、建議週末及夜間自習教師費用制度化，比照輔導費發給。（教師會） 

決  議：由行政處室與教師會開會協調。 

拾、散會（中午 12 時 1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