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年 4月 2日上午 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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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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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再行文中油煉製事業部，說明學校如以

承租方式辦理該筆土地之困難度，期請將

本案函轉中油公司協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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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工程將開挖公弢館、體育館、四維館

附近的化糞池。 
v 

三、有關交通安全教育訪視，請成立專案

小組，以討論相關細節、工作事項及

經費規劃。(學務處、總務處）    

【107下 1】 

依以下表件進行準備工作： 

1.交通安全教育輔導訪視委員意見分辦表 

  。 

2.交通安全教育績優學校評選報告表。 

3.改善指標以及預計五月初畫線。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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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續清理中，集中銷毀文件，配合學校規

劃時限辦理。(人事室) 

擬於第一次段考後，集中待銷毀文件於定

點，配合學校規劃時限辦理。 

(教務處) 

清理體育館旁的庫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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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校史室的照片掛於二樓走廊兩側。 

將整理校史室物品並先作歸類，再以其數

量規劃適合之空間(公弢館 2 樓小房間)擺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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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與建築師討論本校補照狀況及興建大

樓的配置。 
v 

七、請整體研議本校國、高中部雙語班或

雙語教學計畫，以符應社區學生學習

需求，並提升本校競爭力；展現學校

辦學特色，依國教署辦理時程提出

109學年度成立雙語實驗班、數理實

1.108學年度入學高一人社班(提高全英授

課及語文表達課程比例)、高瞻班課程規

劃已於 108年 3月 26日召開核心小組會

議提出建議。將在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2次課發會中提案討論。 

 x 



驗班，設班計畫書。（教務處） 

   【107 下 1】【107 下 2】 

2.依國教署辦理時程提出 109 學年度成立

雙語實驗班、數理實驗班，設班計畫書。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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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來校勘查 PU 籃球場及排球場，

評估整建所需經費。 
v 

陸、上次會議提案討論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案由一：修正本校「編班、選組、轉班  

        (組)作業原則」，提請討論。 

說明：符合學生適性發展需求。  

決  議：修正後通過。 

依據辦理相關業務，將修正後作業原則

公告於教務處網站、高中部導師群組，

並於 107學年度教務會議、108年 4月

18日高一導師生涯輔導工作坊中說明。 

x 

案由二：修正本校「課程核心小組設置要  

         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因應學校將成立雙語實驗班，增列 

      第四點工作內容(五)。 

  二、刪除第五點重複敘述文字。  

決  議：修正後通過。 

依據此要點辦理相關業務。 

於 108年 3月 26日召開核心小組會議，

就 108學年度入學高一的人社班(提高

全英授課及語文表達課程比例)、高瞻

班課程進行規劃討論。 

 

x 

柒、上次會議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各處室就業管業務部分，可考量於彈  

    性課程或綜合領域課程時間，適度安 

    排相關國際貧富差距、全球氣候變遷 

    、環境惡化、能源枯竭及移民人權等 

    領域課程，以引導啟迪學生全球觀意 

    識。(各處室) 

列入 107 學年度教務會議、教學研究會 

報告事項。(教務處) 

 x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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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依指示辦理。 

v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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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者，應

取得其同意授權。(總務處、秘書) 

與設備組一同規劃地下室空間的使用 

，並且增取 108 課綱改善閒置空間及 

專科教室空間等經費，進行該空間的防 

水處理。(總務處) 

竹銘館前圓環拆除後，考量中油標識之版 

權問題，改以國光校徽施作。(秘書) 

 v 

四、八德館及公弢館等二棟建物間綠籬植 學務處衛生組加強該處校園環境清潔。  
 



栽枯死部分及校區圍牆外週邊人行

道地面堆積枯枝落葉等垃圾，宜定期

修剪、打掃清運以維校園環境清潔。 

    (學務處、總務處) 

 

 

 
 

x 

五、每週校務通告內容，宜掌握重點、精

簡扼要等原則，期更有效傳達校內師

生了解各處室重點工作。(各處室) 

配合辦理 

x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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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教務處) 

已請國文科領召宣達確認：在高三上學 

期安排一次作文寫作批閱給於學生回 

饋修正意見。(教務處) 

 

v 

捌、各處室工作報告： 

【教務處】 

一、107學年度教務會議於 108年 4月 2日(星期二)中午召開。 

二、依國教署辦理時程，提出申請 108學年度十二年國民教育總綱課程前導學校、高 

中優質化計畫、高中職適性學習社區均質化計畫。 

三、4月份重要行事 

   (一)1日 高二自然組抽考生物(早自習) 

   (二)8-12日 國三第二次模擬志願選填 

   (三)8日 高二自然組抽考化學(早自習) 

   (四)10~11日 高三第 5次模擬考 

   (五)12日 語文競賽 1、高一國文抽考(第八節)、高雄市科展複賽名單公佈 

   (六)13日 國一新生第一次報到 

   (七)15日 高二自然組抽考物理(早自習) 

   (八)18、19日 國三第 4次模擬考 

   (九)19日 語文競賽 2、高一英文抽考(第八節) 

   (十)22日 高二自然組抽考地科(早自習)、高雄市科展複賽送件 

   (十一)22~26日 期中教學研究會 

   (十二)25日 高雄市科展複賽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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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四)  高一下午至陸軍官校實施實彈射擊 

   (二)4/12      社團 4 

   (三)4/12      勁歌金曲決賽、地點：公弢館、時間：下午 6時開始 

   (四)4/15      班聯會復活節活動---載蛋而歸---為二手物品找到第二個家 



   (五)4/19      班會 5 

   (六)4/26      社團 5 

二、108學年度國三校外教學日期預定於 10/7(一)~10/9(三)辦理。 

三、交通安全教育訪視準備工作依據： 

   (一)交通安全教育輔導訪視委員意見分辦表 1080103。 

      1、將危險路口統計資料，製作成 A1大小之看板公告在校區。 

      2、設計交通標語、海報及帆布張貼於校園宣導，增加停車場交通宣導。 

      3、校內全校道路標線，車道分隔線將委由廠商畫線改善。 

  

   (二)交通安全教育績優學校評選報告表 (1080517下午) 

      1、交通安全教育推動組織健全、計畫周詳與落實執行。 

      2、交通安全教育資料蒐集與設計之具體作為。 

    3、交通安全教育教學教案設計與融入教學活動之具體作為。 

    4、交通安全教育有關校園、社團、宣導教育活動之具體作為。 

    5、校園周邊環境改善、學生事故預防處理與交通違規輔導具體措施。 

    6、校內環境交通安全規劃與上、放學交通安全維護具體措施。 

    7、具體交通安全教育創新措施。 

    8、交通安全教育特殊優良事蹟。 

四、童軍露營炊事灶：3~4座。 

https://sites.google.com/a/nsysu.kksh.kh.edu.tw/jiao-tong-an-quan-jiao-yu/home


 

【總務處】 

一、配合本校太陽能發電工程，需進行發電系統與台電設備相接。將於 4/4（四）全校 

停電施工，請各處室及辦公室提早因應。 

二、目前每棟二樓皆裝設一台飲水機供學生取用，一樓仍維持至開水房取水。有老師

反應擔心校外人士到校取水，會造成學校水費的負擔。總務處將請保全協助留意

非上課時，外人取水情形，並且檢視水費增加的趨勢。必要時，將於飲水機加裝

定時器或電源開關來管制。 

三、各處室若有重要文件或涉及個資的文件，可於五月底前集中至國光館二樓會議室

旁的儲藏室，預計六月委請廠商進行水銷。 

四、污水管線施工，配合事項報告。 

五、因本校為文化景觀保留區，近日規劃建物重建之需求，將請文化局協助檢視是否

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及紀念價值，以利興建大樓計畫之研擬。 

六、興建大樓規劃案，與建築師初步討論，協助本校評估整體八棟補照費用，並且針

對信義館拆除後重建，各樓層配置及工程費用的估算。 

【輔導室】 

一、國二國三技職教育宣導，於 3/25-4/3中午 12:10-15播放教育部高職群科介紹影

片，鼓勵同學在教室內收看，增進對職業類科的認識及未來生涯發展選擇的參考。 

二、高三模擬面試於 4/3(三)pm1:00-3:10進行，安排 26位高二志工協助，以下為組

別、報名人數、場地安排、指導教授及志工名單。感謝教務處協助專科教室借用，

學務處登錄公假，總務處借用場地，希望能幫助同學順利錄取理想校系。 

組別(人數) 地點 教授 志工名單 

A、文史哲組(19) 6樓會議室 
中山大學外文系 

徐淑瑛教授 

林育誠、陳佳愉、 

曾翊雅 

B、社科藝術組(17) 2樓團輔室 
中山大學劇場藝術系 

林宜誠教授 

廖旭洋、劉柏志、 

林語竹 



C1、財經組(14) 
5樓國文 

專科教室 

高雄大學應用經濟系 

許聖章教授 

郭秋岑、黃昱瑄 

C2、商管組(12) 
4樓社會 

專科教室 

高雄醫學大學香粧品系 

陳冠年教授兼系主任 

蔣岱珈、談啟蓁 

D、基礎科學組(9) 
4樓英文 

專科教室 

中山大學海下科技研究所 

邱永盛教授 

歐世郁、鄭銆衡 

E、資訊組(10) 
5樓數學 

專科教室 

中山大學電機系 

馬誠佑教授 

柳佩縈、張妤瑄 

E、工程組(8) 
3樓生涯 

規劃教室 

高雄大學化學及材料工程系  

林宏殷教授兼系主任 

許宏源、李玥禛 

G、醫藥衛生組(13) 
3樓普通 

教室 

義守大學生命科學系 

謝文權教授兼主任 

陸恩琦、羅誼芝 

三、4/9(二)下午 1:20-2:10於公弢館 2樓辦理國一生涯教育講座，邀請樹人醫護管理

專科學校視光科-許亦婷老師主講，主題:「醫護大未來」。 

【圖書館】 

一、1080331梯次小論文比賽投稿篇數為 7篇。 

二、本學期第 1次國一、二班級書箱「集點抽抽樂」活動已依照各班圖資股長交來的

借閱登記表統計完成，達 5點的學生亦已抽獎完畢。 

三、「第十六屆港都青年文學獎暨漫畫獎創作比賽」高中組新詩類，本校有兩名學生得

獎：高三乙彭煒軒〈六月〉榮獲第一名，高一丙王卉蓁〈結束〉榮獲佳作，將依

本校「樂閱讀•寫作趣」實施辦法記嘉獎一支。 

四、108繁星金榜生名單、高三己特殊選材生李彥及學務處反毒宣導標語皆已投放至油

小 LED牆。 

【人事室】 

一、本校組長張馨嬪等 13員 107年年終考績案，依所定時間完成網路報送作業，並函

文報送銓敘部審定。 

二、本校遴選姜曉琬老師為 108年度楠梓區教育會愛心教師，已通知姜師並續依時程

辦理。 

三、銓敘部函以，為維護政府形象及貫徹政府杜絕酒後駕車之決心，請加強宣導公務

人員勿酒駕，若有違者應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相關規定予以考績及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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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31日， 

實支數 29萬 5,796元，全年達成率 3.3%，請各處室提早規劃作業，俾能提高資 



本支出執行率。 

二、接受教育部、國教署、高市府教育局等機關單位專案計畫補助款，請注意計畫執

行期限，若無法於期限內完成，請儘速報准計畫展期。 

三、請購案 6千元以下請各單位主管「第二層決行」核章，超過 6千元請購案仍請依

行政程序核准後再辦理採購相關事宜。 

【國中部】 
一、招生宣導 
     目前已敲定時間的學校 

    (一)4月 17日中午，楠梓國中 

    (二)5月 21日下午，梓官國中 

    (三)5月 28日上午，前峰國中 

    (四)5月 29日上午，國昌國中 

    (五)5月 30日上午，翠屏國中 

    (六)5月 30日下午，油廠國小 

    (七)5月 31日上午，右昌國中 

二、國際交流(教育) 

     108 年 7 月份承辦 2019 AYF 亞洲青少年論壇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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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本校與夏威夷 MHS(Moanaluahs High School)高中簽署姊妹校可行性。 
        已於 3/21 向校長報告，洽談方向如下 
      1、兩校須先討論交流細節，先由交流互訪開始。 
      2、詢問兩校簽署雙聯學制可行性。 
三、合唱團於 108 年 4 月 17 日，參加全國鄉土歌謠音樂比賽，地點：嘉義縣表演藝術  
    中心演藝廳。 
【秘書】 
一、107學年度第 2學期家長會獎勵國中各班進步獎(每班 2名、每名頒贈圖書禮券 250

元及獎狀乙紙)，得獎名單如下： 
班級 得獎姓名 班級 得獎姓名 班級 得獎姓名 

國三 1 李啟豪 徐靖捷 國二 1 馬晨晉 李欣沂 國一 1 林賢智 楊致寧 

國三 2 許哲倫 高涓匯 國二 2 吳珮瑩 梁詠鈞 國一 2 林伯仁 張  琳 

國三 3 曾靜涵 黃碃硯 國二 3 朱育萱 陳翊昕 國一 3 毛瑋倫 黃旭右 

國三 4 農志雄 劉湘玲 國二 4 陳姮孜 羅莛妤 國一 4 郭仲恩 鍾  情 



國三 5 廖偉勛 蘇丞睿 國二 5 劉昇翰 劉怡君 國一 5 莊羽慈 黃資芸 

國三 6 吳偉民 陳喬梓 國二 6 林 岳 蘇聖淯 國一 6 謝博元 彭思芸 

二、高雄市油小及國光聯合校友會受託辦理紀念劉予德先生設置高中成績優良學生獎

助學金 

   (一)獎助名額：每學期陸名 

      1、高一全年級：貳名 

      2、高二自然組壹名、高二社會組壹名 

      3、高三自然組壹名、高三社會組壹名 

   (二)獎助金額：每名新臺幣壹仟伍佰元整 

   (三)107學年度(下)得獎名單 

       高一丙 翁宜婷、高一戊 楊姵諠 

       高二自然組：高二戊 歐世郁 

       高二社會組：高二丙 林淳信 

       高三自然組：高三戊 王玟雅 

       高三社會組：高三丙 王月玲 

       近期將邀請家長會魏長華會長及校友會鄭春長會長，蒞校頒獎。 

 

玖、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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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臨時動議：無  

 

拾壹、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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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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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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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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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貳、散會:上午 11時 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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