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6次行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年 4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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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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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4.25(四)上午煉製事業部資

產室經理到校說明土地捐贈之難

度並表明公司立場，將簽請總經理

裁示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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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水管線預計 4月底土方回填，並

且夯實，5 月初將進行雨豆廣場四

周的造景工程。因工程關係，營養

午餐的餐車路線需變更，將於工程

會議與學務處、營養午餐業者共同

討論。 

v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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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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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處室）【107下 1】【107下 5】 

總務處： 

1.將報廢財產招標變賣，得標廠商

預計週六搬運。 

2.清理圖書館及公弢館辦公室的

廢棄物。 

3.將校史室清出的桌子，搬運至五

樓進行更換。 

v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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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定 6月底清理完校史室，並將物

品分類，再依照物件大小及多寡，

存放公弢館 2樓小房間或其他適當

位置。 

v 

五、請總務處盤點各校舍情況，如建照 規劃逐步拆除忠孝、仁愛、信義、  



    、空間等。（總務處） 

    【107下 1】 

和平、四維、竹銘館、開水房、警

衛室等八間無照建物。興建四棟建

物分別是：國中部教學大樓、高中

部教學大樓、科學館、行政與專科

教室綜合教學大樓。 

 
V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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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 5 月 10 日前向體育署提出本

校室外 PU球場整建計畫書申請。 
v 

 

陸、上次會議提案討論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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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案執行。 

 

 

 

 

 

 

 

 

 

 

 

x 

 

柒、上次會議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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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班際球賽檢討會(5月前) 

  提案討論。 

2.召集運動社團討論寒暑假辦理 

  比賽。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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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轉知承辦單位三個時段： 

6/28(五)下午 1：30~4：30、 

8/28(三)上午 9：00~12：00、 

X 



    參與。(學務處) 8/29(四)下午 1：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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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空氣品質警示旗已放置警衛室 

  旁，每天請大門交通服務人員 

  協助收放。 

2.近期三週內已經使用約 40公斤 

  海鹽防治。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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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邀請各學群專長老師協助提 

供諮詢，未來規劃題前一週進行 

校內模擬面試。大學教授蒞校正 

式模擬面試，要求學生因應情境 

需要，穿著正式服裝進行面試。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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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建置(家長會 facebook、組織、 

公告、捐款帳戶、活動花絮)，相 

關訊息由家長會幹事公告。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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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志工於中午進行盆栽澆水。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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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於開水房及學務處公布欄設置 

  交通安全教育主題專區進行相 

  關注意事項宣導。 

2.上放學時間以三角錐、告示牌 

  、旗幟進行人車動線管制。 

x 

 

捌、各處室工作報告： 

【教務處】 

一、本校參加高雄市第 59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榮獲團體獎第三名，個別得獎名單： 

  (一)黑水虻飼養及分解廚餘成效之探討，鄉土教材獎，指導老師：廖純姿。 

  (二)巨人蚌蝦，第 2名，指導老師：黃翠瑩。 

  (三)點線面點線面-探討毛氈苔的捕食運動機制，第 1名，指導老師：黃翠瑩/謝 

      宜和。 

  (四)風馳電騁，第 1名，指導老師：陳振杰。 

二、4月 30日(星期二)「2019台灣科普列出環島走透透活動」規劃說明： 

  (一)由均質化承辦人游詠麟老師帶領，國一 4、5、6班、6名小隊輔到台鐵新左營



站 

      參加，13:00出發，18:15返抵學校。 

  (二)黃筱甄助理帶領 15名關主、6名場佈志工，11:40出發，16:15返校。 

  (三)由於台鐵車廂僅能容納 2個班級，故國一 6班與關主於 16:15返校。 

三、邀請美國北伊諾大學師資生一行 7人，6/4(二)09:00-20:00由學校安排觀議課 

    及交流行程，由實研組、國中部、英文科老師共同規劃，當天午晚餐及交流活 

    動所需費用將由高中優質化經費支應。預訂 5月份第一次行政會議提出規劃行 

    程。 

四、108學年度高中優質化專案補助計畫，審查通過，獲補助經費 400萬元。將依照 

    來函修正意見修正，於 5月 10日上傳修正後版本。 

五、擬於 5月 17日(星期五)第 5節辦理國三教育會考考前叮嚀，第 6節由學務處統 

    一放學。15：00開放看考場。 

六、《108年 4月份重要行事》：4/29-5/3日 國三變更就學區申請 

七、《108年 5月份重要行事》： 

  (一)6-7日 第二次段考 

  (二)7-23日 大學指定考試科目報名 

  (三)8日 課發會(二)、繁星推薦第 8類學群錄取名單公告 

  (四)9-10日 高三大學個人申請正備取網路登記就讀志願序 

  (五)13日公告高、國三補考名單 

  (六)9~15日班際球賽，第八節停課 

 

【學務處】 

一、近期學務處重要行事： 

    5/03  社團 6 

    5/10  班會 6、下午高一至中山大學參訪 

    5/9-15  高國一二班際球賽(原訂 5/13-17) 

二、申請國教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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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告知 3個時段供講師選擇，6/28(五)下午 1：30~4：30、8/28(三) 

    上午 9：00~12：00、8/29(四)下午 1：30~4：30 

三、本校 108~110學年學生制服、運動服、書包、配件等採購委託員生社辦理。  

四、本校 108學年校慶運動會時間： 

102(56) 103(57) 104(58) 105(59) 106(60) 107(61) 

10/25(五) 10/25(六) 10/30(五) 10/21(五) 10/27(五) 

10/28(六) 

10/27(六) 

五、本校 108課綱彈性學習時間(課程)其中 1節課辦理特色活動，請各處室重新盤 



    點後登載表單，以利重新規劃。 

 

【總務處】 

一、4/26至國立台南高商參與「校園職業安全衛生業務管理知能研習」，將於兩年 

    內完成校園職業安全衛生業務所需具備之管理計畫及相關規章表件，包括: 

  (一)職業安全衛生計畫 

  (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三)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四)危險鑑別風險評估執行辦法 

  (五)職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辦法 

  (六)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辦法 

  (七)採購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八)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辦理 

  (九)人因性危害防止計畫 

  (十)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計畫 

二、因職業安全衛生業務為新增，並且勞檢不合規定，依法要罰雇主 3 萬到 15 萬， 

    是故，建請 108學年度依教育部國教署臺教國署學字第 1080012605號函：「有 

    關專任教師及兼任導師協助學校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業務減授節數之規範」辦理 

    。 

 

【輔導室】 

一、近期高一利用生命教育課程融入生涯發展議題，完成高中適性化生涯性向測驗 

結果解說，請同學與家長共同討論個人測驗結果，以作為選組及未來選擇大學 

學系選擇的參考，若有任何不了解的地方，也歡迎來輔導室預約時間諮詢。 

二、國三同學請利用時間，在輔導老師及導師的協助下，填寫「國中生涯輔導紀錄 

手冊」(小藍本)，近日將發回請家長簽名，幫助家長了解你(妳)在各個不同面 

向的特質與表現，以作為會考結束後，升學選填志願的參考。 

三、108學年國中技藝班於 4/23(二)完成技藝教育遴選委員會，修訂技藝教育計畫 

書及報名表，並通過 19位同學申請資料，於 4/26(五)公告錄取名單。 

四、5月 10日(五) 第 5~6節課於八德館 6樓演講廳辦理高二生命教育講座，由中 

華小腦萎縮症病友協會病友與志工分享:「熱愛生命中的每一天」。 

五、5月 12日是母親節，不知道你(妳)有多久沒有向媽媽表達對她的愛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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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母親節前，輔導室分享改編自彩虹生命教育協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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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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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力 2.溫馨抱抱：摸摸頭、牽牽手，一個抱抱，都讓人有溫暖的感受。多久 

沒仔細看看媽媽的白頭髮是否增加了?大方地擁抱她，讓媽媽感覺到你(妳)愛她 

的行動喔!  

行動力 3.我會幫忙：用服務的行動表現對媽媽的愛。因為忙著功課，不知道有 

多久沒有幫忙做家事了呢?洗洗碗、晾晾衣服、打掃房間都是我們可以對家庭的 

付出，相信也是疼惜媽媽的行動喔?捲起衣袖，今天回去就為媽媽服務一下，讓 

媽媽感覺到你(妳)愛她的服務行動! (還有 2個行動力，敬請期待!) 

 

【圖書館】 

一、4月 16日已完成國一、二愛閱講座，邀請「翻轉讀書繪&大書桌小私塾」陳家盈 

    老師擔任講師，講題為「翻轉人生小宇宙─閱讀的一百種姿態」，分享閱讀使 

她的人生改變，繪本的型態亦十分多樣化，引起學生興趣。 

二、4月 16日（二）完成「瘟疫危機桌遊」課程，講師：鄭浩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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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老師。 

四、4月 23日（二）已辦理國中書海撈月比賽。 

班級 姓名 組別 名次 

國一 5 林佳美 國一組 第一名 

國一 3 古曜嘉 國一組 第二名 

國一 2 洪子晴 國一組 第三名 

國二 4 林雅雯 國二組 第一名 

國二 3 顏子曜 國二組 第二名 

國二 3 呂揚鈞 國二組 第三名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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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6/4（二） 謝佩芳老師 兒童文學（繪本）賞析與創作 圖書館 

5/14、5/21（二） 鄭浩文老師 
話梟雄曹操（從世說新語、三國

演義、三國志看一代梟雄曹操） 
圖書館 

六、本校高一、二學生參加 1080315梯次「全國高級中學讀書心得寫作比賽」成績 

    揭曉，共參賽 36篇，榮獲特優 9篇，優等 6篇，甲等 14篇，合計 29篇。 



名次 班級 作者 作品標題 指導老師 

特優 二丙 黃育君 我對《方思琪的初戀樂園》的看法 蔡孟莉 

特優 二甲 羅子茜 成績單 蔡孟莉 

特優 二丁 洪寀榛 生命最後一個月的花嫁 讀書心得 鄭浩文 

特優 二甲 陳珏穎 和豬頭，握個手 蔡孟莉 

特優 二甲 郭恒均 人生不完美，但依然好得很 蔡孟莉 

特優 二己 陳律均 為了活下去 蔡孟莉 

特優 二己 許芷齊 大醫院小醫師 蔡孟莉 

特優 一戊 曾靖耘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被考試綁架

的家庭故事──一位家教老師的見證 
林倖如 

特優 一甲 李姵逸 幸福值多少？ 江青憲 

優等 二甲 蔡孟芹 尋回初衷的一課 蔡孟莉 

優等 二甲 朱祉蓁 超級阿嬤的龐大遺產 蔡孟莉 

優等 二甲 李欣蘋 從〈先生媽〉看文化衝突 蔡孟莉 

優等 二甲 李采庭 自從看了這本課本以後 蔡孟莉 

優等 二丙 林淳信 改變人生的旅程-超級禮物 蔡孟莉 

優等 一乙 楊彩葳 歷史授予的成功 江青憲 

甲等 二乙 陳冠妤 在謊言拆穿之前 鄭浩文 

甲等 二己 劉宥彬 《陌生人》讀後感 蔡孟莉 

甲等 一丁 王晴安 漢娜的遺言觀後感 林倖如 

甲等 二丙 蔡良劼 《討海人》閱讀心得 蔡孟莉 

甲等 一戊 李沂臻 為了活下去 林倖如 

甲等 一丁 劉怡伶 純淨樂園內的哀鳴 林倖如 

甲等 一丙 呂懿庭 為了活下去閱讀心得 江青憲 

甲等 一己 謝謹暄 兵器事典的回憶 林倖如 

甲等 一甲 陳佑芊 擁有治癒及撫慰人心的能力——音樂 江青憲 

甲等 一丙 王卉蓁 我受夠你了，明天 江青憲 

甲等 一乙 朱翊瑄 叛逆，在柏林 江青憲 

甲等 一己 劉宛宜 超越 15度的勇敢 林倖如 

甲等 一戊 陳妤樺 七歲女孩的敘利亞烽火日常 林倖如 

甲等 二乙 林玟君 「行李箱裡的一萬顆星星」觀後感 鄭浩文 

 

【人事室】 

一、張馨嬪等 12員 107年年終考績案，業經銓敘部審定，辦理考績獎金、補發晉級 



    差額、公保、退撫基金變俸及製發考績通知書。 

二、本校教師張雅筑參加 108學年臺閩地區介聘作業案，高雄市政府介聘教師積分

審查作業，訂於 5月 8日~ 5月 9日紅毛港國小辦理。 

三、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民國 108年 3月 19日修正發布公務人員領有勳章獎章榮譽紀

念章發給獎勵金實施要點修正條文，自 107年 7月 1日起退撫案件依修正後公

務人員勳章獎章榮譽紀念章獎勵金及勳績撫卹金發給標準表發給。 

四、教育部令：修正「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聘辦法」，名稱並修正為「國立 

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辦法」。本修正重點係因應未來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可能因 

少子女現象減班而產生超額教師問題，以協助國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超額教師 

介聘時有法源依據，增修第二章「超額教師介聘」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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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日， 

實支數 129萬 4,242元，全年達成率 14.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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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函轉行政院主計總處函，1萬元以下經費支出倘因公務需要，得由員工以個人信 

用卡先行墊付後，再行請款，但下列情形不得以個人信用卡支付： 

  (一)由採購單位或專任採購業務人員辦理之採購，應由機關直接支付予廠商或以 

      政府採購卡支付。 

  (二)非專任採購業務人員經常辦理採購業務者。 

三、各項補助計畫或代收代辦計畫請業務單位定期上網查閱收支明細資料，若計畫 

    已結束請自行將相關核銷資料下載保存。 

 

【國中部】 

一、招生宣導 

(一)已於 4月 17日完成楠梓國中場次，約有師生共 90人參加。 

(二)規劃於本校網頁新增「高一新生入學指南」，提供各國中於會考後選擇學校之 

參考，已於 4月 24日邀集各相關處室召開工作會議，確認上述網頁提供以下 

訊息:1.學生圖像&學校願景、2.多元選修課介紹、3. 課程地圖&三年學分表、 

4.學習歷程檔案說明 5.學生活動剪影(將連結至學務處活動花絮)。本案預計 

5月中完成，供國三生及家長於會考後選校參考。 

二、國際交流(教育) 

  (一) 108年 7月份承辦 2019 AYF亞洲青少年論壇，已於 4月 23日召開第 4次籌 

       備會議。 



  (二)108年 8月派隊參加 the WYM 2019。 

     1、The Theme of WYM 2019：A sense of Inclusiveness 

     2、甄選計畫將於本週發至高中部各班，甄選海報張貼於高一、二甲以及四維 

        館、和平館共 4張。 

     3、甄選日期：108年 5月 9日(四)12:30，預計 5月 13日公告學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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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合唱團已於 108年 4月 17日參加全國鄉土歌謠音樂比賽，成績為 86.36分(比 

    107年成績平均高了 1分)名列優等，在高雄市三所學校中名列第二位。 

 

【秘書】 

一、信義館污水管線施作時，已拆除地面部分連鎖磚，建議將原有凹陷樹穴的連鎖

磚重新鋪排為停車格。(4月 24日工程協商會議已請廠商現場勘查) 

二、校園污水管線收集系統改善工程，進出各棟樓層腳底都會帶一些泥沙，需加強

體育館地板之維護及出入口地墊之清理。 

三、足球場地整建申請計畫書，已於 24日完成，待 PU球場整建計畫案本週完成後

一起送件。 

四、竹銘館前面圓環拆除後，地面規劃嵌上國光校徽，因抿石子不易施作(國光字  

    體)，大理石材質又太昂貴，最後採用不鏽鋼板以電腦雷射雕刻處理。 

 

玖、提案討論： 

案由一：本校「教師調課、代課注意事項」，如附件，提請討論。【教務處】 
說明:  
  一、建立內部控制機制，掌握教師自行調、代課情形。 
  二、教師請假之調、代課情形由本校雲端差勤系統可查詢。 
  三、通過後，利用各項相關會議向老師宣導說明。 
決  議：由業務單位先行簽文會辦相關處室彙整意見後，再行提案討論。 

 

案由二：擬訂定本校「教師申請出國作業要點」草案，提請討論。【人事室】 

說明: 

  一、為避免影響學生受教權益，妨礙學校校務推展，對於教師(含兼行政職務教師) 

      申請出國事宜，實有明確規範之必要，爰訂定本要點。 

  二、檢附本校教師申請出國作業要點逐條說明表及草案全文。 

  三、另經於上網查詢，提供縣市主管教育機關暨他校規定等相關規定供參考。  

決議: 由業務單位先行簽文會辦相關處室彙整意見後，再行提案討論。 

 



拾、臨時動議：無。  

 

拾壹、主席裁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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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二、有關 108學年度校慶運動會實施日期，由學務處會同教務處再行研商確認。 

      (學務處) 

  三、體育館室內環境地板清理，由學務處檢討調配適當人力協助日常清潔工作。 

      (學務處) 

  四、總務處於召開空間規劃會議時，請說明高中部及國中部教室空間規劃調配原 

      則。(總務處) 

  五、學校網頁之招生專區部分，請再新增「國一新生入學指南」連結功能，以增 

      進學生家長瞭解相關資訊。(教務處、圖書館) 

  六、教師帶領學生參加校外比賽獲取佳績者，各承辦處室應於賽後依其計畫規定， 

      主動即時簽報敘獎，以資鼓勵。(各處室) 

 

拾貳、散會:上午 11時 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