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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106學年度 

第 08次行政會議暨內控會議紀錄 

  時 間：107年 04月 13 日（星期五）上午 10：00 

  地 點：校長室 

  主 席：李金鴦校長              記  錄：莊雅婷秘書 

出  席：如簽到簿 

壹、主席報告： 

  一、請各單位主管再告知同仁公文時效性的把握，尤其是選派人員參加或計劃申 

       請等都一定要先承辦，時效務必要非常注意。 

  二、公文如需要推薦人選，如總統獎、優良導師、友善校園等事項的推薦，請各 

      主責單位一定要強力推薦，主動邀請參加，這是激勵老師鼓勵同仁的方式， 

      並且這也是學校會被看見的方式。 

  三、申請計劃不要只是公告，業管單位要主動策劃執行，特別要謝謝總務處在這 

      方面做的非常好，希望各單位能夠強化。 

  四、學務處在社團選聘指導老師很重要，希望指導老師能確實發揮指導功能，讓  

       社團的功能發揮，不是僅掛名，請盤點並協助社團落實指導制。 

  五、小學說故事比賽辦理的非常好，圖書館可以與小學部老師討論擴大辦理從小  

       一至小六年級，因為這是小朋友未來能力表達的重要學習。 

  六、感謝學務處衛生組與小學部合辦環境教育的推廣活動，非常有教育意義，希 

      望各項活動前還是要有一些相關說明、動作的練習、生活禮貌教育問候等等， 

    讓孩子學習更多，讓活動發揮到更極致。 

  七、圖書館向主任於 4月 17日法國師生來交流行程活動，請各處室協助幫忙，教 

      務課程派代、學務午休、總務處車輛檢查等，讓來訪的外國學生融入學習， 

      能達到國際交流的目的。 

  八、各處室若面對處理業務，有面對威脅，請第一時間告知我，以利應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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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上次會議決議暨校長提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會 議 決 議 

高師大附中 106學度第 07次行政會議              事項執行情形列管表 
                                               主 席 提 示 

區分 事項 
承辦  
單位 

執行情形 列管建議 

提案

討論 

一、推展家庭教育及孝道教育計 

    畫，將五月定為家庭月，依 

    主題配合舉 辦相關活動， 

  請 討論。 

(決議：請先送學輔會議討論通

過，再送行政會議討論。) 

學務處 

經 106學年度期初學輔會議通

過，續提 106 學年度第 08 次

行政會議討論。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校長

指示 

一、所有的會議開會時間，請一 

   定要按時準時召開，負責會 

   議前的連絡人請在開會前再 

   次提醒與會人員。 

各單位 遵照辦理(總務)。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二、原校務系統廠商建議加入課  

 程點名系統，請列入時程確 

 立時間，可找高師圖資處處 

 長諮詢。 

教務處 
於校務行政系統中納入相關

功能。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三、請人事室掌握兼任老師的聘 

   任，並請人事室負責兼任老 

   師服務期間滿後開立在職 

   證明業務。 

人事室 遵照辦理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四、國中生 4月份報到時，請教   

 務處安排校長及各處室宣 

 導相關事項，其內容及方式 

 請事先安排討論。 

教務處 遵照辦理。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五、前導計畫部份，國教院開始 

    進行國中部份的邀請，請教 

    務處配合辦理。 

教務處 將於國中部領域會議討論。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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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英主任參加學習歷程檔案 

   會議，請教務處聿成主任和 

   文英商討未來如何分工合 

   作。 

教務處 

輔導室 

教務處簡聿成主任： 

持續建構學習歷程檔案相關

規定及留意課程諮詢教師之

培訓時程。 

輔導室簡文英主任： 

教輔兩處室已私下多次協調

討論，並已於 3 月 27 日核心

小組會議通過本校建置學生

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補充規定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七、請教務處與輔導室盡可能提

供全球化多元升學的資訊給

老師、家長、學生。 

教務處 

輔導室 

教務處簡聿成主任： 

遵照辦理。 

輔導室簡文英主任： 

已著手積極蒐集國外升學資

訊並將在本校網頁及輔導室

網頁建立國外升學資訊連結

專區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八、附青與文藝獎如何應對，請 

    再與國文科確切的討論擬 

    定策略。附青未來學生自由 

    付費，這費用如果收取不足 

    該如何應變；另外如何呼喚 

  學生對這份刊物認同，而願 

  意去付出繳費，請學務處先 

  擬定方針。 

學務處 

附青刊物目前採自由購買，

未列入註冊單統一收費，將

另行發下刊物內容預告及購

買調查單至國高中各班，預

計每本費用為 120元，若購買

本數低於最低印製量，將思

考以電子刊物方式發行；未

來校刊定位及內容已初步與

國文科老師討論過，將另找

時間(暫定六月)與各處室主

管、各科主席及國文科老師

代表一起討論規畫方向。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九、請教務處協助在教學研究會 

  上宣導叮嚀上課點名的重 

    要性，因為學生如果出了任 

    何問題，點名表一定是最重 

    要的檢核工具，請老師務必 

    將此當成重要的工作。 

教務處 

學務處 

教務處簡聿成主任： 

持續向師生宣導點名之重要

性。 

學務處蔣昇杰主任： 

配合辦理。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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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學務處尋找智慧管理方式， 

    如在教室講台上連結智慧 

    校園的點名終控設備，如果 

    發現那位同學沒來，能很快 

    掌握學生的出勤情形，馬上 

    連結掌握學生動向。 

學務處 

已配合教務處洽詢校務系統

廠商，了解更先進及方便之

點名系統。亦將另行了解各

校對於電子點名系統使用之

情況，據以通盤考量後，再

行規畫可行方案。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十一、香港夏令營的部份，請教

務處與輔導室好好甄選學

生參加，對學生的升學是

有很大的幫助，儘快完成

這工作。 

教務處 

輔導室 

教務處簡聿成主任： 

已完成甄選。 

輔導室簡文英主任： 

已於 3 月 26 日完成甄選（包

括書面審查與英文面試），本

校推薦高一孝姜林予磐和陳

雨欣同學參加本夏令營。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十二、到日本交流學生一年的名 

      額，請鼓勵同學申請。 

教務處 

輔導室 

教務處簡聿成主任： 

持續宣傳並鼓勵同學參與。 

輔導室簡文英主任： 

本活動由圖書館主辦。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十三、7月 6日〜7月 11日日本 

      教育旅行，因為教育旅行 

   有申請到補助，之前督學 

      來訪視，如果這補助沒有 

      執行，以後就申請不到 

      了，所以一定要把這業 

      務完成，如時間拖到七月 

      會比較危險，所以要特別 

      注意。 

圖書館 

出訪時間為 7月 7日〜7月 12

日目前仍招生中。將在招生目

標接近時辦理招標(預定四月

底)並回覆國教署更改行程。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如附執行情形報告表，請准予備查並列入紀錄。 

叁、各處室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簡主任聿成報告：  

(一)國三仁黃品儒、國三義尹廷安、國三智謝勵仁共三位同學錄取雄中科學班，恭 

 喜同學也感謝導師及教師指導。 

 (二)4月 13日於班會時間舉行環境教育科學園遊會，此次共有 32個攤位，歡迎大 

 家共同參與。 

 (三)4月 19日預計召開特推會。 

 (四)4月 26日（四）李校長參加由高雄市政府主辦高雄教育節之三級校長公開授課

時間為 13:00~15:30，地點在國文科專科教室，歡迎大家共同參與分享。 

file:///E:/Documents%20and%20Settings/Documents%20and%20Settings/Documents%20and%20Settings/stu/Documents%20and%20Settings/stu/My%20Documents/99年度--學校各項資料夾/新資料夾/教務處行政會議報告990903.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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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5月 7日國家教育研究院率香港中文大學 QSIP團隊蒞校訪問，請各伙伴共同協

助。 

 (六)5月 1日預計辦理國中部包粽祈福活動，邀請大家一同參與為國三同學加油打 

 氣。 

(七)5月 11日由學校孫潔茹老師團隊於校內辦理高雄市跨領域課程研習，歡迎同仁

共同參與。 

【教學組】 

※【待辦理】  

(一)4月 24日(二）、4月 25日(三）舉行國三仿會考模擬考；4月 30日(一）、5月

1日(二）舉行高三仿指考模擬考。 

 (二)107年暑期輔導初步規劃如下： 

    國三暑期輔導：07月 23日〜08月 17日，每周 5天，每天上午 4節課。 

    高二、高三暑期輔導：07月 23〜08月 17日，每周 4天，高二每天上午 4 節課，

高三每天 6節課。 

(三)高三學生學習成效提升計劃:大學領航講座時間表及主題如下 

時間 地點 講座主題 辦理項目概述 講師介紹 

05/02(三）

13:20-16:20 

社會科教

室(暫定) 

大學領航講

座(一):我的

大學生活, 

我做主 

準大學生，你準備好了

嗎？青春只有一次，大

學只有四年，如何有效

的運用大學資源，培養

自己的興趣，探索未來

的職涯方向，活出精彩

的大學生活，邀您一同

展翅高飛。 

成功大學 
饒夢霞教授 
◆1999-至 2006：國立成
功大學學生輔導中心主
任  
◆1996-至今：國立成功
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
授、 教授教育學程課
程、如「輔導原理與實
務」、「班級經營」、「青
少年心理學」、 「性別
與教育」、及研究所內
「諮詢與輔導」等相關
課程。  
◆1994---至今：國立成
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授最實用的「生涯規
劃」、「婚姻與家庭」及
心理學、等熱門通識課
程。 

05/10(四）

13:20-16:20 

社會科教

室(暫定) 

大學領航講

座(二): 成為

有成就的領袖、企業家，無

不具備高超的說話藝術。當

歐陽立中老師 

◆「演說課 X桌遊課」、
演說教練、桌遊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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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會說故

事的人，結構

表達力訓練 

你擁有表達力並運用智慧

開啟對話的鑰匙時，一切就

都變得輕鬆容易！大學領

航講座準備使你成為有表

達力、擅溝通的大學生。邀

您一同參與學習表達自

我，成為一個有故事也會說

故事的人。 

暢銷作家。台大中文研
究所畢業。對於演說和
桌遊有莫名的狂熱，曾
榮獲「中廣演說家擂台
賽」冠軍、「卡牌屋桌遊
教學王」冠軍。 

5/15(二) 

9:00-12:00 

社會科教

室(暫定) 

大學領航講

座 ( 三 ): 你不

可不修的愛

情學分  

愛情一直是大學生活中一

個重要的課題，也是大學生

最煩惱的問題。如何面對曖

昧、暗戀、拍拖、甚至是傷

心的分手，都使大學生們不

得不去面對。邀請愛情心理

專家分享經驗，以建立價值

態度以及學習如何經營一

段關係。 

吳姵瑩心理師 

◆iiiSpace 愛空間創辦
人、iiiSpace 愛空間課程
講師、微煦心靈診所特
約諮商心理師、女人
迷，女人幫、媽媽經與
閱讀專欄作家、公視《大
腦先生》心理專家 

【註冊組】 

※【待辦理】 

(一) 國一新生預計 4月 16日辦理國中新生家長或代理人報到與親職講座(輔導室)。 

 

 

 

(二)107學年度國中教育會考將於 05月 19(六)、20(日)日舉辦，考試當日將由教務 

處負責考生及家長服務事宜，歡迎全體教職同仁到場關心鼓勵學生。 

(三)請畢業班導師、特教老師協助於 4月 27日前繳交敘獎名單，將再召開畢業獎項

審查委員會 

※【已辦理】 

 (一)本學年繁星推薦加其他管道共錄取 16位(含第八學群通過 1位、特殊選才 3 

     位) 

學校名稱 報名序號 姓名 
學群

類別 
校系名稱 管道 

國立清華大學 80030112 林庭風 三 資訊工程學系 特殊選才 

國立清華大學 80030137 吳佩瑜 三 化學材料學系 特殊選才 

9:00-09:30 國一新生報到 

9:30-10:20 校務說明會 

  10:20-11:30 國一新生家長親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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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 80030106 蔡沁錞 三 不分系學士班 特殊選才 

國立成功大學  80030108 王昱幃 八 醫學系  通過/繁星 

國立中興大學  80030114 林澤禹 三 森林學系林學組  繁星 

國立清華大學  80030118 許鎧博 二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繁星 

國立成功大學  80030222 林璟言 二 電機工程學系  繁星 

國立中山大學  80030338 楊尚澄 二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繁星 

中國醫藥大學  80030403 張庭宣 三 藥學系  繁星 

國立交通大學  80030435 蔡孟廷 二 
理學院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乙組)  
繁星 

國立政治大學  80030501 尤 琪 二 地政學系土地測量與資訊組  繁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80030701 王妘蓁 一 國文學系  繁星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80030716 蔡佳恩 一 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繁星 

國立臺北大學  80030814 李季達 一 經濟學系  繁星 

國立臺灣大學  80030818 張祥賢 一 經濟學系  繁星 

輔仁大學  80030821 蒲函襄 一 義大利語文學系  繁星 

依報名序號排列 

【實研組】 

※【待辦理】  

(一)107學年度「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申請時間為 4月 1日〜30日，截至目

前本校有 1位高一禮學生申請，預計在 4月底前檢核資料並協助上傳申請相關

事宜。 

(二)106學年度高師大三週集中實習輔導，時間為 107年 4月 2日至 107年 4月 20

日止，謝謝各位老師協助，實習學生配對名單如下：  

系別 實習科別 學制 
 

指導教師 教學輔導教師 導師輔導教師 
姓名 

國文系 國文科 

高中部 

孫珮芸 

杜明德 姓名：許靜宜 
姓名：許靜宜 
導師班級：高二禮 

藍治平 

鍾佳文 

高中部 

吳哲誠 

杜明德 姓名：李慕慧 
姓名：李慕慧 
導師班級：高二信 

許兆圻 

陳信宇 

體育系 體育科 

國中部 
許雅婷 

陳貞秀 姓名：林大成 
姓名：林貴雄 
導師班級：國一義 王馨鴻 

高中部 
王緯涵 

陳貞秀 姓名：黃安邦 
姓名：王素女 
導師班級：高一信 邱家佑 

物理系 物理科 高中部 

楊承學 

周建和 姓名：楊盛智 
姓名：王明慧 
導師班級：高二仁 

陳  君 

黃彥富 

生科系 生物科 國中部 
曾于珍 

王敏男 姓名：林吟珊 
姓名：陳詠絜 
導師班級：國一仁 王韻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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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予謙 

(三)107學年度均質化計畫開始申請，將於 4月 12日及 26日於高雄女中與夥伴合 

作學校分別召開第一次及第二次工作會議討論相關計畫事宜。 

(四)4月 27日第 6、7節預定辦理校內英語文競賽，感謝英文科老師協助相關評審 

事宜。 

※【已辦理】 

(一)107學年度高中優質化計畫書已於 4月 9日送出。 

【設備組】 

※【待辦理】  

(一)第 58屆高雄市科學展覽，本校共有 12件作品參加比賽，學生已繳交作品說明

書，將於 4月 13日公布第一階段入選結果，4月 26日第二階段評審。 

(二) 4月 13日於班會時間舉行環境教育科學園遊會，此次共有 32個攤位，歡迎大

家共同參與。 

(三)本學期高中教科書將進行驗收及後續書款請購與繳納程序。  

※【已辦理】 

(一)參加高雄市 106學年度國民中學自然實驗競賽表現優異，榮獲團體獎銅牌，個

人獎方面:國三義尹廷安榮獲物理科銅牌，化學科銅牌，個人獎銅牌，恭喜獲

獎同學，感謝林貴雄，許峰銘，林吟珊老師辛勤指導。 

(二)參加高雄市 106學年度國民中學數學競賽表現優異榮獲 1.團體獎銅牌，2.合作

解題獎:佳作 3.個人獎:國三智謝礪仁榮獲銅牌、國三仁黃品儒、國三義尹廷

安、國三義歐劭祺榮獲佳作，恭喜獲獎同學，感謝莊造群老師辛勤指導。 

 (三)已經由校內競賽選出 106學年度國中科學奧林匹亞競賽之選手並完成推薦報 

     名。 

二、學生事務處蔣主任昇杰報告： 

※【各處室協調事項】 

(一)由於天氣漸漸炎熱，登革熱又開始熱絡，請登革熱防治小組，依據職掌落實每 

     週巡、清、倒等工作。並請填寫登革熱防治檢查表，每週填寫完畢後，煩請繳 

     交至衛生組。 

(二)因應 4月 2日之校安事件，校長於當日緊急召集一級主管，針對本校校園安全 

     環境逐一檢視，並檢討發生校安事件時緊急處置流程。會議結論如下，請各處 

file:///E:/Documents%20and%20Settings/Documents%20and%20Settings/Documents%20and%20Settings/stu/Documents%20and%20Settings/stu/My%20Documents/99年度--學校各項資料夾/新資料夾/9月份學務處行政會議資料.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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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協助宣導所屬教職員工生： 

業管處室 加強作為 

學務處 

1.加強師生宣導：各棟頂樓為消防逃生門，為維護學生安全，嚴禁學 

  生未經允許擅自到頂樓逗留，如發現將依學生獎懲規定第 11-21 

  條個人行為影響公共安全警告以上處分。目前各逃生門皆設置警報 

  器，開門即啟動警報鈴聲。 

2.校園安全人人有責，若聽聞校園各角落有警報鈴聲作響，應立即通 

  知鄰近師長前往處理。 

3.宣導教職員工遇校安事件時緊急應變作為。 

總務處 

1.檢視各樓層警報系統皆正常運作。 

2.逃生門之警報器改為開門即啟動警鈴。 

3.預計達成目標：關閉北辰西側頂樓之開心農場及空中花園設施。 

4.未來增設頂樓逃生門警報器與傳達室、學務處系統連線，以利臨時 

  狀況之立即處理。 

教務處 

1.協助宣導專任教師，確實點名，對於無故行蹤不明學生可請學務處 

  協尋。 

2.掌握任課班級特殊生、高關懷學生。 

輔導室 

1.加強對該生之輔導關懷，必要時與導師一同安排小天使，時刻掌握 

  該生狀況。 

2.持續密切聯繫家長及導師，了解該生最新狀況，提供必要之支援。 

(三)附青文藝獎今年由國文科謝味珍老師負責指導，業於 3月 31日至 4月 10日辦 

     理附青文藝獎講評座談，目前附青刊物採自由購買，未列入註冊單，將再發下 

     刊物內容預告及購買調查單至國高中各班，預計每本費用為 120元，若購買本 

     數低於最低印製量，擬思考改以電子刊物方式發行；附青文藝講座評審費用及 

     獲獎禮券則由「捐助校刊費用」支應。未來校刊定位及內容已有先與國文科老 

   師討論過，將另找時間(暫定六月)與各處室主管、各科主席及國文科老師代表 

     一起討論。 

※【已辦事項】 

(一)4月 3日星期二辦理國小部兒童節慶祝活動，上午為躲避球競賽及場邊活動， 

      下午安排爆米香及說唱藝術表演，感謝家長會資助及相關單位的幫忙。 

 (二)與中鋼教育基金會、聯合報合辦中鋼校園講座，4月 12日星期四於晨曦樓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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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禮堂播放《擬音》紀錄片及邀請 2017年金馬獎最佳電影工作者胡定一師傅 

     演講。 

 (三)4月 3日星期二 12:10召開畢業典禮籌備共識會，與會者為 106級已錄取大學 

     及通過第一階段個人申請、有意願參與畢典籌備之高三學生，進行畢籌會組織 

     及畢業活動等共室討論，擬先籌組工作小組，並於 4月 25日中午召開畢籌會 

     成立大會，選出畢籌會主席、組織幹部及主題。 

 (四)106學年度第 2學期全校防震演練已於 3月 15日 7時 40分實施完畢。 

 (五)本學期火災狀況處置及防溺宣導已於 3月 23日第 6、7節實施完畢。 

 (六)107年 3月 15日(四)中午召開環保志工會議中，感謝高二環保志工幹部們協 

     助帶領高一環保志工協助全校資源回收工作。這學期將選出 107學年度新任環 

     保志工幹部，繼續為附中的環保服務再盡一份心力。 

 (七)為配合本校 107年度健康促進議題，擬辦理「健康體位」、「菸害防治」海報設 

     計比賽，已發下比賽辦法，除小六、國三、高三採自由參加外，其餘各班至少 

     推薦 1組同學參賽，鼓勵同學踴躍參加。 

 (八)已於 3月 23日(五)下午舉行國中部二年級健康營養講座，聘請愛群國小黃惠 

     仙營養師主講「食字路口大冒險」，感謝午餐執秘旋華校護的規劃與協助 。 

 (九)本學期已完成全校學生身高、體重及視力檢查。並發下檢查通知及複檢回條， 

     讓學生及家長了解自身狀況，需做體重控制或視力保健，如有需要亦可至健康 

      中心找護理師做諮詢服務。 

※【待辦事項】 

 (一)4月 12日高中部朝會因高一打靶預演暫停，改至 4月 19日與國中部朝會一併 

舉辦國高中部朝會，於球場進行，並安排法國美田中學學生上台介紹。 

 (二)107學年度學生會第四屆正副會長暨第一屆學生議員選舉開跑，後續時程如 

     下： 

     1.4月 9日〜4月 23日可進行校內競選宣傳活動。      

     2.4月 18日星期三國小部升旗舉行國小部政見發表會。 

     3.4月 20日星期五 6、7節因高師大禮堂無法借用，改於晨曦樓六樓禮堂舉行 

       國、高中部政見發表會，因場地容納人數考量，將分開辦理。 

     4.4月 24日星期二 8:00〜12:40，每節下課 10分鐘及午餐時間辦理投票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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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5分進行開票作業。 

 (三)4月 16日星期一及 4月 19日星期四將分別召開高中、國中導師會議，並順帶 

   進行畢業典禮第一次籌備會。畢業典禮籌備會預計搭配導師會議、學輔會議來 

     召開，會議中將討論畢典形式、流程以及畢業生相關獎項。 

 (四)106學年度畢業典禮邀請卡設計比賽開跑，作品擬於 107年 4月 30日（星期一） 

     截止收件。 

 (五)4月 27日星期五第 5節於晨曦樓六樓禮堂舉行國中部直笛比賽(國二參賽、國 

     一觀賽)，歡迎教職同仁前往欣賞。 

 (六)5月 16日至 5月 18日舉辦 106學年度高二校外教學，於 4月 17日開標，並由 

總務主任、庶務組長、高二各班導師及訓育組長組成工作小組進行初審，4月

19日召開評選會議。 

 (七)5月 21日至 23日舉辦 106學年度國三畢旅，出發日期前遇會考，故不舉辦行 

前說明會，僅發放行前通知單。 

 (八)本學期賃居生座談預計於 4月 12日實施，屆時恭請  鈞長及高中部導師蒞臨  

指導，以共同關懷賃居同學。 

 (九)4月 13日配合科學園遊會實施消防宣導，由消防局苓雅分隊設攤實施防火知識 

及火災時自救應變能力宣導，感謝設備組提供場地及協助。 

 (十)教育部 107年度校園生活問卷調查，4月份將舉辦高、國中各班及國小 5、6 年 

級記名普測，完成各班普測後，統計相關數據，回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另國

教署抽測全國各校，本校本次無抽樣班級。 

 (十一)4月 21日本校星火志工社預計前往屏東伯大尼之家陪伴院童擔任一日家人， 

     屆時志工社將代為轉交所募物資(食物)前往，同仁若有意願捐贈物資(食物)請 

     洽社長高二孝莊雅珺或黃幸慧教官(523)。 

 (十二)106學年度第二學期班際籃球比賽於第一次段考後舉行，並於 4月 2日(一)開 

     始比賽，感謝高二禮班蔡明軒同學擔任本次總召，帶領近 50位同學參與裁判 

     及工作人員，也感謝安邦老師及唐逸文教練協助裁判指導工作；今年賽事更改 

     了賽制的安排，較之往年少了 50%的賽程，預計所有比賽將於 4/20(五)結束進 

     行相當順利。 

 (十三)游泳隊將於 4月 21日~4月 26日公假代表學校參加於台中舉行的「107年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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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學校運動會」，經過高雄市選拔後代表參賽人員共 34位選手達標，參賽名

單如下: 

  1.國中部:王如庭、林益任、潘昱維、何翊玄、陳柏臻、蔡家蓁、郭明緯、蔡 

           鎧澤、陳甄慧、陳冠佑、王璽鈞、洪亞新、王韻甄、寒莎娜、吳亮 

           憬等 15人。 

  2.高中部:李文安、侯文晴、莊沐倫、鄒孟樵、展嘉彣、蔡彤欣、鍾皓尹、蘇 

           家俊、章育禎、鄭芷羚、陳宥廷、賴沛諭、范雅涵、机庭芳、薛羽 

           倫、董欣恩、齊品寧、丁俊宇、趙苡蕎等 19人。 

  3.另有一位空手道選手高一孝班林珀辰同學將前往參賽。 

  4.以上 35位選手為了校譽，放棄了許多學校的活動，包括露營、班際球賽、 

    班級活動等等，只為能在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為校爭取佳績，期盼全體師 

    生能共同為它們加油，給予鼓勵，榮返學校。 

(十四)107學年度運動績優生獨立招生(國小升國中、國中升高中)將於 107年 5月 5 

     日進行，本校今年招收八名國小升國中游泳選手(四男四女)、八名國中升高 

     中游泳選手(四男四女)及五名籃球隊員(男)。期待今年能補強新血。 

 (十五)本學期於 4月 11日(三)上午 7:40~9:00國小部及 4月 14日(六)上午 8:20〜 

      11:30國中部及高一、二同學辦理健康促進環境保護教育淨街活動，用關懷與 

      感恩心，透過掃街活動實踐志工精神，並對社區付出關懷，希望有更多同學 

      參與志工活動。 

  (十六)107年 4月 13日(五)下午第六、七節將舉行環境教育科學園遊會，為全面提 

      升師生對正確用藥、性教育（含愛滋防治）、健康體位、菸害防治等議題的認 

      識，藉由健康促進宣導與本活動結合，藉以提升師生在相關議題之觀念，並 

      提升防治效益，參加師生以登記環境教育研習時數 2小時，鼓勵師生踴躍參 

      加，感謝自然科團隊、設備組與總務處等單位共同協助與合作。 

  (十七)依 107年 3月 27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70028514號來函指示，為防範流感群 

      聚事件發生，請學校及幼托機構落實生病不上課、不上班，並持續加強各項 

      防治措施，以維護學生、幼兒及教職員工健康： 

    1.進行衛生教育宣導： 

      (1)保暖防寒：在低溫或外出時，做好完整的保暖，尤其注意頭頸部及四肢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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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善用圍巾、帽子、口罩、手套、襪子，及多層次保暖衣物等，方便穿 

         脫，並適時補充溫熱開水。 

      (2)落實良好衛生習慣：平時應養成勤洗手及注意手部衛生、呼吸道衛生及咳 

         嗽禮節，如有呼吸道症狀時應配戴口罩，口罩如有髒汙，應勤加更換；打 

         噴嚏時應用面紙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與他人交談時，儘可能 

         保持 1公尺以上距離。 

      (3)維持健康生活形態：適度運動、充分睡眠、均衡飲食，提升自身免疫力。 

      (4)落實「生病不上課、不上班」原則：對感染流感之師生，請其戴口罩，指 

         導其適當休息與補充水分，依醫師指示接受治療，並儘量與家長溝通，讓 

         學生在家休養直至症狀解除後 24小時始返校上課。 

      (5)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不流通的公共場所，以防呼吸道傳染疾病傳播。 

      (6)注意流感危險徵兆，儘速就醫：加強宣導生病之師生如出現呼吸困難、急 

         促、發紺（缺氧、嘴唇發紫或變藍）、血痰或痰液變濃、胸痛、意識改變、 

         低血壓、高燒持續 72小時等流感危險徵兆應儘速就醫，以掌握治療的黃 

         金時間。 

  2.提供適當支持環境，落實疫情監測及通報機制： 

     (1)教室應維持適當通風，至少開一扇窗且窗縫至少一個拳頭寬、學生左右座 

        距間至少有一個人寬。 

     (2)學校應提供充足且適當之洗手設備；如有需要，進行全面環境清掃及消毒 

        工作。 

     (3)隨時關心與注意學生之健康與請假情況，如學生出現異常之請假狀況時， 

        應聯繫家長瞭解原因；如為疑似群聚感染情形，應進行必要之通報與預防 

        措施。   

三、學生事務處葉主任教官憶蓉報告： 

(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6-2探索學校課程，本校實施時間如下(國中三年級搭配 

      輔導室職能課程進行)。 

 
課程 日期 星期 時間 地點 

登記 

老師 

學生 

人數 

確定上 

課班級 
導師 

1 
高空探索

(下) 
2018/3/7 三 PM 壽山國中 林吟珊 30 高二忠 曾于芬 

2 柴山地心 2018/5/28 一 PM 鼓山高中 莊造群 30 國三義 莊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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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險 大門口 

3 射箭 2018/5/29 二 AM 楠梓射箭場 蘇筱涵 30 國三義 莊造群 

4 
高空探索

(上) 
2018/6/4 一 AM 壽山國中 羅笙豪 30 國三仁 蘇筱涵 

5 
高空探索

(下) 
2018/6/6 三 PM 壽山國中 羅笙豪 30 國三智 羅笙豪 

6 
柴山地心 

探險 
2018/6/5 二 PM 

鼓山高中 

大門口 
蘇筱涵 30 

國三仁 蘇筱涵 

7 射箭 2018/6/5 二 AM 楠梓射箭場 羅笙豪 30 國三禮 林吟珊 

(二)107年度實彈射擊活動預計在 107年 4月 17日下午實施；本校、道明、雄商、 

     新興、高餐大同一時段實施。感謝總務處出納組、會計室協助活動遂行。 

 (三)加強宣導：學生家長車輛禁止在大門口槽化區臨停及迴轉。 

 (四)本校報名國防部 107年度軍校正期班共 4位完成報名程序。 

 (五)加強要求 12:40全校進入安靜午休狀態：宣導學校作息，提醒午休時間為 12： 

40-13：10，不得吵鬧干擾他人，要尊重他人。(巡視午休狀況，晚回教室狀況

如下：倒垃圾回收、社團活動-部分社團沒有注意音量、班級打掃、問老師問

題) 

 (六)教育局規劃 107年 6月 16日（週六）假愛河辦理環保自力造筏活動。 

 (七)校安通報與社政通報需掌握時效，若同一案件有多位相關人須填報多個通報 

     時間與案件編號。若有媒體、送醫、傷害、法定疾病等狀況均需依規定通報。 

  四、總務處許主任峰銘報告：  

※【跨處室協調事項】   

 (一)本校近三年（105-107）1-3月用電比如下： 

   用電度數（度） 電費（元） 

用電月份 105年 106年 107年 增減 105年 106年 107年 增減 

12（前一年） 78400 68800 62400 -6400 326424 231023 221559 -9464 

1 64000 57400 57600 +200 274189 205627 200206 -14885 

2 45600 49600 41200 -8400 274189 189870 168963 -20907 

累計增減比較 減少 14600度（未扣除場地活化政策用電） 減少 4萬 5256元 

  (二)本校近三年（105-107）1-3月水費帳單整理如下： 

  用水度數（度） 水費（元） 

用水月份 105年 106年 107年 增減 105年 106年 107年 增減 

12（前一年） 920 973 1039 +66 16501 17389 18494 +1105 

1 1048 935 879 -56 18645 16752 15814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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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23 705 653 -52 11526 12899 12028 -871 

累計增減比較 減少 42度 減少 704元 

 (三)全校冷氣電源已於 4月 2日（週一）開啟，每日開啟時間為 10：10〜16：10 

1.在室外溫度還沒有到達 28度的時候，請勿開啟冷氣電源。 

2.教室的分離式冷氣，設定為溫度沒有達到 28度，即使開了冷氣電源吹出來

的也是送風， 雖然有孩子會用特別方法去降低設定溫度，但是這樣做的結

果，會讓下一次的冷氣電源插卡時，冷氣會當機而無法運作。   

3.國教署給的年度用電度數限制 970000度，所以 11月份將會是總務處因用

電度數限制，而準備隨時切斷冷氣電源的逐日觀察時間，四月份開始的學

校用電，之前省的越多，就像去年一樣，11月的冷氣可以吹得更久。 

4.用電管理很難，務必請各位同仁諒解與包含，感謝大家的支持。 

 (四)本年度晨曦樓冷氣主機施工，預計於 4月 13日（週五）開始，時程如下：  

1.於 4月 13-15日（週五至週日）因為要進行冷氣管路更動，全天晨曦樓全

棟冷氣電源關閉。 

2.預訂於 4月 14日上午，大型吊車將會進入學校，將晨曦樓頂的兩台新主機

吊掛就位，並進行升旗台棋竿吊繩修復。 

3.於 4月 14-17日（週五至週二）四天進行冷氣主機安裝與測試，晨曦三樓的

冷氣預計於這四日停止電源供應，4月 16-17日其他各樓層冷氣電源正常供

應。 

 (五)校內廣播系統正在進行測試與功能的再提升，會儘量於課餘時間測試，如有測

試的訊號出現干擾大家作息，請大家包涵。 

※【待辦理】 

(一)前瞻數位計畫本校進度： 

1.國中小部分 4.5.2部分已經製作正式版的預算計劃書繳交教育部資科司，等

待核定中。 

2.於 3月 31日前往台中家商參加高中部前瞻數位計畫計畫書撰寫修正說明會 

會議內容要求計畫書修正方向如下： 

（1）網路建設的 4.5.1與 4.5.3 必須分開撰寫兩份經費預算申請計劃表，其

中 4.5.3 經常門的部分需到達 30萬。 

（2）4.5.2必須要加入 10%（約 21.8萬）的經常門，這 10%的經常門必須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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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訓練、外聘講師做教師研習、科技社團營隊材料費或是辦理半天的

體驗和示範教學。 

（3）三份計畫的附件也必須納入新增的網路設備調查表、網路節點無線設備

統計表、現行校園網路節點無線及設備經費需求表與主幹網路佈線圖完

成後網路架構圖和網點分佈圖。 

（4）對如何建置符合遠端視覺化管理介面所需之網路骨幹設備進行說明。 

（5）在 4.5.2的計畫裡面必須加入數位學習應用的輔助教學，互動教學與創

新教學三個層次的規劃內容。 

（6）預計以無線投影、實物投影、投影機與中央資訊控制系統的建置作為輔

助教學的主軸。 

（7）互動教學的部分：預計以能夠全相容連結學生端手機（android與蘋果

iOS系統）與電腦（筆電）端的微軟系統的多元無線投影系統為主軸。屆

時可容納多部手機與電腦等資訊設備同時連線到投影機，並可有多部資

訊設備的畫面，可以以分割畫面的模式同時投影在螢幕上，作為互動教

學的主軸。 

（8）在創新教學的部分：預計結合前述的多元投影主機與目前創客教室現有

的數位設備，進行 3D列印、雷射雕刻與虛擬實境 3D掃描器的教學，來

作為創新教學的主軸。 

3.最後在完成智慧型網路建置項目的自我檢核表後，計畫審查才會過關，預計在

4月 20號前繳交這三份申請計畫書。 

（二）創客教室將於 3-5月份間,辦理下列活動,包括 4月 17日法國學生數位設備體

驗課程。5月 3日,5月 10日各 8個小時的小三至小六的數位製造體驗課程。 5

月 30日 國小部老師的雷雕與 3D列印體驗課程。 

※【已辦理】 

 (一)創客教室已於 2-3月份,辦理本校小二與高中部同學兩場研習,兩場校內社團 

      3D列印與 軸承元件結合的設計課程，陽明國小雷雕體驗課程與香港高中 

      tinkercad 3D列印體驗。並以完成新的 tinkercad自學說明書,並已完成調 

   查學校老師參與意願時間表。 

 (二)目前於音樂教室的數位錄音設備有 6位學生正在與學長，學習如何操作並製 



17 

 

     造出音訊成品，操作過程的檔案與成果將會提交相關校內音樂老師與校外專 

     業人士評審，評審通過後將會發給錄音室志工專業證照，以為學習歷程檔案 

     成果之一。 

(三)有關於總務處近日維修與（將）完成工程如下（二月中至四月初）： 

日  期 施作事項 日  期 施作事項 

1070302 衛生組電扇維修 1070319 校園飲水機維修 

1070302 
高一信班前走廊下方氣窗玻

璃維修 
1070402 雋永樓壁磚隆起第二次整修共 10處 

1070302 辦公室紗窗及紗門維修 1070402 雋永樓 4樓地球科學教室窗板修繕 

1070313 
衛生組,體育組與學務處紗窗

門更換 
1070402 高三信風扇維修 

1070319 
文馥一樓韻律教室電表程式

修改 
1070329 文馥發電機油嘴清洗及零件更新 

1070319 班級教室黑板粉刷 1070331 
校門口水錶處地面（登革熱積水）施工

修繕 

1070319 
文馥樓 1F男廁及 3F無障礙廁

所馬桶鬆脫水泥重新固定 
1070331 晨曦樓小便斗阻塞清通 

1070321 
晨曦樓電梯主機齒輪油更換

與緊急停電燈組更新   

五、人事室蘇主任月琴報告： 

※【處室問題及協調事項】 

 (一)教職員工一卡通識別證已請高師大文創中心設計，並請本校各部別 3位美術 老  

 師挑選 3項設計圖稿，預定於雲端系統請全校教職員工票選。 

 (二)107年 8月 1日尚無教師申請退休，現有教師缺額 3人，已聘代理教師 2人(高 

中部英文科 1人、高中部歷史科 1人)，尚有 1人未聘。 

 (三) 107年 4月 27日(星期五)上午 11:30〜12:00請資媒組長徐毅穎組長主講大世 

紀及 Google表單操作，請全體行政人員參加。 

※【待辦業務】 

 (四) 107年 4月 27日(星期五)上午 10:00〜11:30辦理行政人員「公文寫作研習」， 

 邀請高雄市政府秘書處侯燕嬌秘書主講，研習將以範例實作為主，請全體行政  

 人員參加。 

 (五) 原訂於 107年 3月 16日(週五)下午 2:20-4:50辦理「性別主流化~校園性別平

等教育實務增能研習」，邀請高雄市政府法制局陳月端局長蒞校主講，因故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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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日期至 107年 4月 20日(週五)下午 2:20-4:50辦理。 

※已辦理事項(含法令宣導)  

(六)107學年度校長遴選候選人對談會已於 107年 3月 31日下午辦理完竣，計有王

郁菁主任(現台南女中教務主任)及陳輝雄老師(原左營高中教務、總務主任，現

為左營高中專任老師調高雄市政府教育局)2位候選參加。 

(七)辦理國教署孝道資源中心專任助理甄選，錄取人員張雯婷於 107年 3月 26日到

職。 

 (八)因應花蓮107年2月6日震災，為提振花蓮地區觀光，活絡地方經濟，爰放寬公 

務人員於旨揭期間內請休假持國旅卡至花蓮縣之國旅卡特約商店消費，不限行

業別均得列為觀光旅遊額度，並於本年強制休假補助總額內實施加倍補助。 

六、主計室謝主任璧如報告： 

 (一)107年固定資產預算待執行網路設備、伺服器主機、監視系統等請總務處、圖 

書館盡速於 6月底前完成付款。 

 (二)107年主計人員業務研討會研習手冊轉知業務科資訊: 

      1.加強購建固定資產每月達成率目標值，提早規畫避免執行落後。(高中職組 

        行政規劃資源科) 

      2.教育部補助款及委辦經費辦理結報時，結報經費項目請依核定之經費項目 

        (一級用途別:人事費、業務費、設備及投資等)結報，非以「計畫名稱」辦 

         理結報。若未於規定之兩個月內完成，請說明於逾期辦理原因。(原住民 

     族特殊教育組) 

請清查 106年各委辦及補助計畫（含移列學校預算計畫），是否均結報。 

      3.自行開車前往出差地點，應依據「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等規定按同路 

        最高等級票價報支交通費。(政風室) 

 (三)105年起教育部及所屬(國教署、體育署及青年署)各項專案型補助計畫資本門 

     支出，需透列預算，107年起「學校以代收款(冷氣維護費等)」、「其他政府 

     機關專案補助收入指定資本門」購置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應透列預算。 

 (四)業務宣導: 

     款支付適用政府採購法第 73條之 1條文的規定，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於接 

     到廠商提出之請款單據後，15日內付款，上級機關申請核撥補助款者為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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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輔導室簡主任文英報告： 

 ※【待協調事項】 

 (一)敬邀各位行政同仁參與 4月 27日(週五)下午六七節「一人一故事劇場」輔導 

增能研習!本研習將透過輕鬆的體驗活動、抒壓遊戲和故事分享，藉由「一人

一故事劇團」的即興演出，增進夥伴們彼此的交流和討論，熱情邀請大家共襄

盛舉，在趣味放鬆中尋求身心平衡，凝聚共識，增益工作效能！ 

 (二)感謝各處室對於學生危機事件之機警處理與積極合作，將於導師會議再次提醒 

     各班導師們關於學生自我傷害防治扮演守門員的重要角色。該學生目前暫時請 

     假休養，導師和輔導老師曾進行過一次家訪並持續積極追蹤輔導中。 

 (三)因應國際化時代和學生多元的生涯發展需求，將於本校網頁和輔導室網頁另開 

     闢國外升學資訊專區，目前正積極蒐集相關網站和整理資料中，擬於本月底著 

     手建置，相關細節將另和圖書館、資媒組和教務處等進行討論。也歡迎各處室 

     提供寶貴意見! 

※【待完成及已完成事項】 

(一)國中生涯發展教育 

   1.本次高雄市國中技藝競賽，本校學生表現優異，本校共有三位同學獲獎： 

國三仁班王勗至同學獲化工群生活化學品製造組全市第二名；吳宥薰同學獲餐

旅群廚藝製作組全市第五名；國三智班林書羽同學榮獲機械群電腦繪圖組全市

佳作之佳績!感謝國三導師對孩子們多元生涯試探的鼓勵以及心郁老師的帶領

與陪伴。這些學生將於本周五(4/13)下午公假至中山工商參加高雄市技藝競賽

頒獎典禮。 

   2.本學期國三技藝課程第一次段考成績出爐，分別是食品群吳宥薰第五名、食品

群王勗至第三名、家政群謝佩恩第二名。將於國中部升旗時間公開頒獎鼓勵。 

3.107學年度上學期國三技藝教育課程已分別於 3月 22日、4月 2日召開親師及 

     學生共兩場說明會，並於 4月 9日報名截止，目前計有 18名學生報名參加， 

     遴輔會於 4月 11日中午進行名單確認，以利後續的作業期程。 

   4.國二各班將於四月底前陸續完成性向測驗（線上施測），並利用輔導活動課進 

     行結果說明與解釋。 

   5.國三各班於 4月 11〜12日辦理「第二次模擬志願選填」活動，特別感謝教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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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時程規劃及國三導師們的協助和配合。 

   6.國一仁班詠絜老師於 3月 31日班會時間辦理「職場達人講座」，邀請學生家長 

     高鳴輝建築師與班上同學們分享「建築世界的美好」和成為建築師的培育過 

     程。會利用導師會議積極鼓勵各班導師善用班級家長豐沛的職涯資源，擴展學 

     生們的生涯視野和想像力。 

   7.將於 5月 31日為國三各班辦理技職教育參訪與體驗課程，將前往海青工商體

驗土木科、資訊科、建築科、室內設計科等群科之學習活動，本活動非常感謝

海青工商輔導室和實習處經費上的大力支持。 

   8.將於 5月 28日及 6月 4、5、6日為會考後的國三各班分別辦理一場校外生涯

參訪活動，內容將結合探索教育課程和生態農場參訪、體驗實作，以豐富學生

的生涯探索經驗。 

 (二)高中部生涯輔導 

   1.三月份大學宣導講座共辦理五場，內容和參與人數整理如下表 

場次 時間與主題 參加人數 

1 3月 2日 警察大學升學宣導講座 22人 

2 3月 16日 警察專科學校升學宣導講座 8人 

3 3月 22日 澳洲雪梨大學升學宣導講座 16人 

4 3月 23日 台師大光電學士學位學程宣導講座 4人 

5 3月 27日 英國八校聯招宣導講座 18人 

   4月 25日即將辦理「澳洲大學升學宣導講座」，也歡迎各位行政同仁到場聆 

   聽。 

    2.3月 9日辦理高中部生涯講座「用心冒險，勇敢超越」，講師顧明翰老師充滿 

      生命愛的演講，深深打動了高二同學們的心。 

    3.3月 16日辦理高三面試技巧講座，主講者譚大純老師以「大學老師在想什麼」 

      開啟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的種種面貌，引導同學們要用心且積極準備大學  

      第二階段面試之應考。 

    4.4月 10〜20日期間辦理高三「第二階段甄試入學模擬面試」活動，共辦理 18 

      場次模擬面試活動，感謝高師大、義守大學、中華醫技科大、輔英科大及許 

      佳璋建築師等共 18位教授指導，協助本校同學們的面試演練。在此特別謝謝 

      家長會基金支援指導老師禮品費用。 

 (三)生命教育 



21 

 

    1.為配合高雄市 3Q達人的遴選，本校已於 3月 21日召開校內初選會議，會議 

中選出本校各部別的 3Q達人代表分別是國小部 AQ莊稼澤、EQ潘佑禔、MQ曾

于庭；國中部 AQ羅筑慈、MQ陳玫均、MQ林崇恩；高中部 AQ王馨誼、EQ黃可

豪、MQ黃永豪，感謝導師對此活動的相關配合與協助。 

   2.將針對國小部小二、小三同學辦理「跟著旅蛙來尋寶」自我成長小團體，時 

間訂為 4月 8日至 6月 6日，每週三 12:40至 14:10，合計 8次的活動，將透

過桌遊、繪畫和遊戲的方式引導小朋友認識自己的潛力。本活動由實習心理

師陳妙華心理師與李雪禎老師共同帶領。 

 (四)家庭教育 

    1.107年 4月 16日搭配教務處國一新生報到，特別為國一新生家長辦理一場親 

職講座，講題訂為「展翅高飛迎新生」，由羅方淩老師主講，提供家長一些溫

馨提醒。 

(五)輔導知能研習 

    1.將有四場輔導知能研習，將邀請教職員工們踴躍參與。 

時   間 地   點 主   題 講   師 

107年 4月 20日（週五） 

14:20-16:20 

雋永樓地下

室演講廳 

教職員工性別平等教

育實務增能 

高市法制局 

陳月端局長 

107年 4月 27日（週五） 

第六、七節 

晨曦樓 

304專科教室 

「一人一故事劇場」

體驗與在教學、輔導

的應用 

高市一人一故

事教師劇團 

 (六)三月份介入性輔導執行概況說明 

   1.3月份共召開 2場個案會議，分別是國、高中部各一場；2 場個案教學座談會， 

      亦是國、高中部各一場，感謝相關處室主管出席共商後續輔導策略。 

   2.3月份進行之個別諮商與諮詢經統計共有 122人次，其中高中部個別諮商人次       

    為 19人次，主要問題類型為自我探索議題，其次為性別與情感議題，家長與       

    教師諮詢則為 38人次。 

  3.國中小的諮商人次為 21人次，主要問題類型為家庭議題所衍生的困擾，其次 

    為情緒表達之議題，家長與教師諮詢為 44人次。 

    各部別問題類型所占比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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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圖書館向主任志豪報告： 

※【已辦理】 

 (一)4月 10日國小部閱讀月競賽辦理完畢。 

 (二)8月 2日-10日 名古屋世界青年會議招生完畢(高一仁周怡秀及施文茜)。 

※【待辦理】 

 (一)4月 17日-26日 法國美田中學來訪【附件一】。 

 (二)4月 27日 圖書會議。 

 (三)5月 24日-6月 8 日紐西蘭教育旅行(國小國中生)。 

 (四)7月 7日-12日日本教育旅行(國中高中生)招生中。 

九、秘書室莊秘書雅婷報告： 

   (一)  因應 40週年校慶特刊，請各處室主任提前準備收集 10年來發展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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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訂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課業輔導退費規定」，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中華民國 102年 11月 12日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收取學生費用辦 

             法。 

        二、學校過去未訂定課業輔導退費相關規定，為完備相關退費依準，擬定 

            本規定，如【附件二】。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畢業生相關獎項評選辦法」，請 

           討論。 

說明： 

  一、於 4月 7日召開畢業獎項評選委員會，會議初步決議修訂本辦法相關 

      內容。 

  二、修訂案包含學生代表之增列、小學部獎項之增設、課外活動獎項數量 

      之增加及特殊貢獻獎內涵之修訂詳如【附件三】。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訂定「國立高師大附中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補充規定」，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6年 7月 26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60075928C號函「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建置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以下簡

稱作業要點 )第五點二項規定訂之。 

二、於 107年三月份核心小組會議討論後提案，如【附件四】。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配合推展家庭教育及孝道教育計畫，將五月定為家庭月，依主題配合舉 

    辦相關活動，請 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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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國一國二綜合活動課將於五月推行孝道系列課程，邀請學生和家長一 

            起完成孝道實踐問卷，問卷同步於全校發放，學生和家長可自由填寫。 

            另與高雄市天晴女性願景協會合作，請他們開設經絡按摩工作坊，讓 

            學生學習按摩及與長輩互動之技巧，發展出可回饋照顧者的另一種活 

            動，並有機會參與志工服務走入社區幫長輩按摩並跟他們互動。 

        二、於 6月 2日辦理親子手手公益園遊會，結合社團成果展，並辦理親子 

            料理比賽、歌唱比賽、運動競賽等活動，園遊會攤位開放親子、班級、  

            公益團體擺攤，部分開放招商。全校學生可自由參加，參與之學生核 

            發志工服務時數，亦作為原畢業典禮上午辦理歡送畢業生園遊會之修 

            改方案。實施計畫如【附件五】、公益園遊會辦法如【附件六】、招 

            商資訊如【附件七】。 

     決議： 

          一、修正後通過。 

          二、請訓育組協助宣傳讓外賓及同仁多加參與。 

          三、行銷宣傳讓活動熱閙。 

          四、請各處室協助。 

  提案五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校園緊急傷病處理辦法」，請 討 

   論。 

     說明： 

       一、本校校園緊急傷病處理辦法自 102年後已年久未修，故針對內容調整修 

           訂，以符實際狀況之因應。 

       二、修訂案如【附件八】、對照表如【附件九】。 

     決議：修正後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校長提示：無。 

柒、散    會：12：20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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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附件一      法國 Lycée Beaupré來訪本校接待家庭名冊 

      2018年 4月 17-26 日法國美田中學來訪寄宿家庭配對表 

  本校學生 法國學生 

高三 禮 王立愷(男) Rachelle Letaief (女) 

高三 孝 蔡杰祐(男) CheimaTagougui(女) 

高二 禮 陳季甫(男) Meline Godefroy(女) 

高二 和 鄭詠駿(男) Akhésa Leduc(女) 

高二 和 黃楷文(男)/ Eline Vasseur(女) 

高二 和 林柏佑(男) Audrey Hénard (女) 

高一 義 劉佳佳(女) Charlotte Mayeur(女) 

高一 智 王鼎森(男) LouisTierlinck(男) 

高一 智 郭承諺(男) 羅筑慈(女) Chloé Mortreux (女) 

高一 孝 林珮柔(女) Jenny Morritz(女) 

高一 孝 何冠儀(女) Mathilde Masseale(女) 

高一 孝 宋品婕(女) Lilou Lecoeuvre (女) 

高一 孝 姜林予磐(男) Loïc Hatte (男) 

高一 孝 俞萱(女) Louane Devrièze (女) 

高一 和 林可人(女) Chloé Gruson (女) 

國二 義 賈尚真(男) AmélieStievenard(女) 

國二 義 陳玫均(女) Eulalie Leman(女) 

國二 義 謝奕萱(女) Eline Vigeant (女) 

國二 義 林崇恩(男) 胡哲維(男) Théo Taccoen (男) 

國二 禮 胡哲維(男)/顏笛穎(女) Melina Douez(女) 

    

   法國老師 

   Thomas Laroux-lung (男) 

   Laura Carbonnier (女) 

    

*羅筑慈(國二義) participated in last year’s program and hosted Océane Zaoui and Mahaud Delangre. 

*顏笛穎(高二孝) participated in last year’s program and hosted Cécile Lag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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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4/17節目表 

歡迎法國美田中學來訪 
Welcome Party 

17:30-17:40 入場 
            Admission 

17:40-17:50  附中同學二部合唱(羅筑慈鋼琴伴奏) 

            Chorus by ASHSNKNU Students (Piano accompaniment by Joshia Lo) 

1. 月亮代表我的心(The Moon Represents My Heart) 

2. Au Clair de la Lune (在月光下) 

*Dinner 

18:00-18:03  主持人俞萱、宋品婕 

Hostesses: Hsuan Yu & Pin-jey Sung 

18:03-18:08  李金鴦校長致詞(3 mins) 

            Opening Remarks by Madame Sunny Lee,  

Principal of the Affiliated Senior High School of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18:10-18:15  李美青家長會長(3 mins.) 

            Opening Remarks by Madame Jessica Lee, President of PTA  

18:15-18:20  法國老師致詞 (3 mins.) 

            Addresses by Mr. Thomas Laroux-lung / Ms. Laura Carbonnier  

18:20-18:25  法國同學致詞 (2 mins.) 

Address by Lycée Beaupré Student Representative  

18:25-18:35  法國美田中學同學合唱: 1. 法語歌 2. 中文歌 

            Chorus by Lycée Beaupré Students 

18:35-18:45  林珮柔鋼琴獨奏 (曲目: Polichinelle 駝背丑角) 

            Piano Solo by Pei-ro Lin (Repertoire: Polichinelle) 

18:45-18:55  高中學生英文簡報 1  

            English Presentation by Senior High Students- Group 1 

(題目: 法國交流回顧) 

陳季甫(高二禮)、林柏佑、黃楷文、鄭詠駿(高二和)、王鼎森、郭承諺(高一智) 

             Topic: Reflections on an Exchange Tour to France 

      Presented by Po-yo Lin, Kai-wen Huang, Yong-chun Cheng, Ding-sen Wang and Cheng-yen Kuo 

18:55-19:00  賈尚真古箏獨奏(曲目: 西域隨想) 

             Guzheng (ancient Chinese zither) Solo by Shang-jen Chia 

             (Repertoire : Western World Fantasies) 

19:00-19:10  高中學生英文簡報 2  

English Presentation by Senior High Students- Group 2 

(題目:Memories) 

(Topic: Mem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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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萱、宋品婕、何冠儀、姜林予磐、林珮柔(高一孝) 

Presented by Hsuan Yu, Pin-jey Sung, Kuan-yi Ho, Yu-pan Chiang-Lin, Pey-ro Lin 

19:10-19:15  劉佳佳獨唱、林可人鋼琴伴奏 

            Vocal Solo by Chia-chia Liu and Piano Accompaniment by Ko-Ren Lin 

(曲目: 追光者 ) 

(Repertoire: Light Chaser) 

    19:15-      彈性時間(Flextime) 

      附件三          法國 Lycée Beaupré來訪行程 

日期／ 
（星期） 

行程 

4/17 

(二) 

早上 Terminal 2  EVA Air (BR 088)     桃園國際機場接機(向志豪主任) 

Airport Pickup 

中午 Lycée Beaupré 師生遊覽車抵達高師大附中 

Arrival at the Affiliated Senior High School,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中午 : 法國師生餐點 (圖書館休息) 

Snacks for French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a short break in the library 

下午 14 :30-16 :30 FabLab  3D 列印實作(許峰銘主任) 

Fablab 3D Printing (Director  Feng-ming Hsu) 

晚上 18 :00-19 :30 歡迎餐會(詳見節目表) 

Welcome Party (See the Program for details) 

4/18 

(三) 

早上 08 :10-09 :00 (圖書館) 

        A break in the library 

        09 :00-10 :00 體育課桌球(王素珍組長) 

        Table Tennis (Ms. Wang) 

        10 :10-11 :00 國三義班連明朗老師(Global Environment) 

                    國三智班王純瓊組長(Post Card Illustration) 

        11 :10-12 :00 高二仁班陳燕秋老師(I Am a Poet) 

                    高三和班蔡純瑋老師(Speaking English) 

中午 : 附中午餐，餐後圖書館休息 

       Lunch with the penpal and a short break in the library 

下午 13 :20-14 :10 音樂課(黃怡琦老師) 

      Music Class (Ms. Huang) 

14 :20-16 :15 說中文(李俊緣老師) 

      Speaking Chinese (Ms. Lee) 

      

4/19 

(四)  

早上 07 :40-08 :10  高國中升旗典禮介紹法國師生(李金鴦校長) 

        Greetings to the school (Principal Lee) 

    08 :10-09 :00 (圖書館) 

        A break in the library  

    09 :10-10 :00 數學玩具 (張彥平老師) 

        Fun with MathToys (Ms. Chang) 

10 :10-11 :00   扯鈴課(劉穎真老師) 

    Diabolo (Ms. Liu) 

11 :00-12 :00 (圖書館) 

    A break in the library 

中午 : 附中午餐，餐後圖書館休息 

         Lunch with the penpal and a short break in the library 

下午 13 :00 附中出發 13 :00-16 :30 旗津老街+駁二藝術特區 

高師大附中-文化中心捷運站-西子灣站-渡輪-旗津老街-西子灣站-駁二藝術特區-捷運鹽埕埔站-捷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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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心站-高師大附中 

Walk from ASHSNKNU to the MRT station (Cultural Center)—Gu-san Ferry—Cigin Old 

Quarter—Gusan Ferry—Walk to Pier-2 Art Center—MRT station(Yencheng)—MRT 

staion((Cultural Center)—Walk back to ASHSNKNU 

4/20 

(五)  

早上 08 :00 搭遊覽車出發 

 Go by bus 

        08 :00 -12 :00 壽山探洞(葉憶蓉主教) 

        Cave Exploration (Ms. Yeh) 

中午 : 午餐(麵館) 

        Lunch (Noodles) 

下午 14 :00-16 :00 啟明堂 

         啟明堂(抽籤、擲茭)  
         Chi-ming Temple (Lot-drawing and Lot-casting for God’s Favor) 

         16 :00-16:30 春秋閣、龍虎塔 

        Promenade around  (1)Spring & Autumn Pavillons (2) Dragon- Tiger Pavillons 

4/21 

(六) 

4/22 

(日) 

寄宿家庭安排活動 

 Host family-arranged Activities 

4/23 

(一) 

參觀中山大學 

A visit to Sun-Yat- Sen University 

 

4/24 

(二)  

上午 09 :00-11 :30 拓印實作   葉憶蓉教官 

Hands-on Activity : Monotypes   by Ms. Yeh 

中午 :附中午餐 

Lunch with the penpal at ASHSNKNU 

下午 13 :30-15 :30 簡大廚烹飪課 

 Cooking Lessons by Chef Chien 

4/25 

(三) 

早上 08 :20 附中搭遊覽車 

Go by bus 

09 :30 抵達佛光山 

Arrival at Fo Guang Shan (Hills of Buddha’s Light)  

中午 10 :30-12 :00: 午齋過堂(素食餐) 

Etiquette of Vegetarian Lunch 

下午 13 :30-16 :30: 佛陀紀念館 

Fo Guang Shan Buddha Museum 

4/26 

(四) 

早上 09 :00-10 :30 文化中心展覽  

中午 12 :00 : 中西式自助餐(安親班會議室/第二會議室) 

Lunch : Buffet in the 2nd Conference Room 

下午 15 :00 遊覽車出發到桃園國際機場 EVA Air BR 087 (向志豪主任) 

Depar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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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課業輔導退費要點（草案） 
  107年 4月 13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收取學生費用辦法。 

二、學生因故（公假、病假、喪假）無法繼續者，依下列規定退還學生所繳費用： 

(一)原訂參加，因故未參加者，須於第一堂課程開始前至教學組提出申請。 

(二)課程開始後未逾課程三分之一者，退還所繳費用三分之二。 

(三)課程開始後逾課程三分之一，未逾課程三分之二者，退還所繳費用三分之一。 

(四)課程開始後逾課程三分之二者，不予退費。 

(五)公假派遣、公假集訓按照上課節數收費，其餘退費;必須於完成請假手續

後(該堂課程開始前)提出退費申請。 

三、所有退費一律以課程起始日算起。 

四、課程中因個人因素請假或缺課者不予退費。 

五、因重大事故(喪、病假單次超過一週以上)無法即時申請退費者，可提出證明文

件，申請退費。 

六、退費申請表請以個人為單位申請，退費申請表如附件。 

七、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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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輔導課退費申請表 

 

※退費申請須知 

1.退費對象：參加學校輔導課繳費之學生。 

2.退費條件：依規定申請未上輔導課者。 

 種類 準備資料 退費金額 備註 

公假 請假證明或簽呈(完成請假後申請) 

19元/節 

 

病假、喪假、

其他重大事故 
證明文件(返回學校後一週內申請) 

 

3.退費方式： 

  (1)填寫本退費申請表，需檢附相關證明假卡。 

  (2)本表呈核可後，依行政程序退費。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姓名 座號 退 費 事 由 起 訖 日 期 
輔導

節數 
導師簽名 

 

   

自  年  月  

日起 

至  年  月  

日止 

 

 

 

 

承辦人：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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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畢業生相關獎項評選辦法（修正草案） 

106年 4月 14日行政會議通過 

                              107年 4月行政會議通過 

一、目的： 

  (一)透過公開表揚，激勵學生奮發向上的精神。 

  (二)表彰才德雙全典範，鼓勵學生五育均衡發展。 

  (三)依公平公正公開之方式，審核本校畢業生獎獲獎學生資格。 

二、畢業獎項評選委員會成員：  

  (一)評選委員會召集人：校長。 

  (二)行政代表：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圖書館主任。 

  (三)教師代表：畢業班導師代表 13 人(高中 8 人、國中 4 人、國小 1 人)。特教老師 1 人。 

  (四)家長代表：高中、國中、國小家長會代表各 1 人。 

  (五)學生代表 : 高中部學生代表 2 人 

三、相關獎項標準與授獎名單推薦程序 

  (一)各班導師推薦班上的優秀畢業學生（獎項如下） 

  1.教務處註冊組提供五學期成績表，給畢業班導師參考。 

  2.導師得視學生 6 學期日常生活表現；行為舉止、課業表現等進對應退；足為其他同學典範者。 

  3.若班上有符合「特殊貢獻獎」及「勤學獎」之同學，請提報名單並填寫推薦表(如附件)。若無，

則免填。 

  4.「勤學獎」為就學期間，持續努力，克服困難，學習態度優良，足為楷模者。 

  5.導師推薦的畢業生相關獎項 

高中部獎項 國中部獎項 國小部獎項 

智育成績優良市長獎 智育成績優良市長獎 全領域成績優良市長獎 

智育成績優良局長獎 智育成績優良局長獎 全領域成績優良議長獎 

智育成績優良會長獎 智育成績優良會長獎 全領域成績優良局長獎 

德育成績優良議長獎 德育成績優良議長獎 全領域成績優良區長獎 

體育成績優良校長獎 體育成績優良區長獎 全領域成績優良校長獎 

群育成績優良校長獎 群育成績優良校長獎 全領域成績優良會長獎 

美育成績優良校長獎 美育成績優良校長獎 德育成績優良 

菩提獎 

（國小至高三連續 12 年均就讀本校） 

特殊貢獻獎 體育成績優良 

特殊貢獻獎 勤學獎 群育成績優良 

勤學獎 
 

美育成績優良 
 

特殊貢獻獎 

勤學獎 

 

  (二)其他表現優異獎項 

  1.課外活動成績優良校長獎：由導師及學務處各組長，將推薦名單送學務處審核後，提交評選委

員會決議。 

    (1)採計學生課外活動表現，學生除課外活動表現，生活常規、行為舉止、課業表現，亦足為

其他同學典範者。 

       ○1 學生會優秀幹部或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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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社團表現優良者。 

       ○3 志工表現優良者(含環保志工 0-1 名、交通服務隊 0-1 名、體育志工 0-1 名) 

       ○4 國中部課外活動表現優良者。 

 

    (2)其他課外活動成績優良需提交委員會決議。 

 

  2.特殊貢獻獎：由導師及相關處室推薦。 

  具對學校、社會或國家有貢獻之表現，獲社會認同，為校爭光，足為在校學生之表率(例如：

參與國際性競賽得獎、助人行義或熱心公益獲廣大迴響等……受推舉者可自備受審資料。 

  3.勤學獎：導師、特教老師推薦。(導師推薦每班至多一名) 

 

四、畢業生相關獎項，由各相關單位推薦，評選委員會議決議後通過。 

五、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特殊貢獻獎及勤學獎推薦表 

 

   被推薦學生：      部     年      班      號      

   學生姓名：               

   推薦師長：                        （簽名） 

   獎項別：□特殊貢獻獎  □勤學獎 

推薦原因：（得獎記錄、特殊表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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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高師大附中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補充規定(草案) 

                                                            中華民國 107年4月行政會議通過 

壹、 依據 

本補充規定依據教育部106年7月26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60075928C號函「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建置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以下簡稱作業要點 )第五點二項規定

訂之。 

貳、 目的 

建置「學習歷程檔案」旨在記錄學生修課歷程，了解學生發展性向、自主學習，及在高中

階段積極參與選修課程，踴躍選修與自身性向發展相關的課程之情況；透過資料上傳可作為大

學招生時的選才依據，大專院校則可透過學生之學習歷程檔案，瞭解學生的修課狀況、興趣以

及潛能，作為申請入學時的軟性參採。 

參、 學習歷程檔案內容項目 

學習歷程檔案內容包含：基本資料、修課紀錄、課程學習成果、多元表現、自傳(得包括

學習計畫)及其他與學生學習歷程有關之資料。前二項資料建置之格式，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另定之。 

肆、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之建置規定 

一、 學習歷程檔案資料以學生就學期間之資料為限，並由學校及學生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公告期限內上傳「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其內容及記錄方式如下：  

內容 登錄 記錄方式 上傳件數 備註 

基本資料、修課

紀錄 
學校 

應於每學期規定
時間內登錄及檢
核 

  

課程學習成果 學生 
應於學校規定時
間內登錄 

每 學 期 至
多三件。 

經任課或指導教師認證。 

多元表現 學生 
應將校內、外多元
表現，於學校規定
時間內登錄 

每 學 年 至
多十項。 

資料庫內已由學校登錄之校
內幹部及其他相當資料，或
校外機構登錄之競賽、檢定
及其他相當之資料，不包括
在十項之內。 

自傳(得包括學

習計畫) 
學生 

申請就讀大專校
院時，應於學校規
定時間內登錄 

  

二、 學生申請就讀大專校院時，經學生本人同意及勾選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得將資

料庫之檔案釋出至依大學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所組成之大學招生委員會或聯合會，作為

招生選才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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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對於學校有關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之建置作業，得視其辦理

情形，就相關人員予以獎懲；學校相關人員有登載不實，致影響學生權益或大學招生制

度之公正性及公平性者，應負相關行政或刑事責任。 

四、 學習資料庫保有學生個人之所有資料，應自該學生申請入大專校院起五年後，予以封存。 

 

伍、 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工作小組 

本校依作業要點第五點第一項規定設置「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工作小組」(以下簡

稱工作小組)，負責辦理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之相關工作。 

一、 召集人：由校長擔任。 

二、 執行秘書：由教務主任擔任。 

三、 小組成員：輔導主任、學務主任、圖書館主任、教師會代表1人、家長代表1人、學生代

表2人、註冊組長、教學組長、資訊組長、訓育組長、生輔組長、課程諮詢教師、高三

導師代表1人、高二導師代表1人及高一導師代表1人，各學科領域召集人，必要時可增

加成員。 

四、 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且應由召集人召集會議並主持，議決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建置

之方式、人員、期程及內容，並辦理訓練、研習、說明、成效評核及獎勵等相關作業。 

五、 工作小組分工內容： 

項目 負責單位 工作內容 

系統維護 
教務處 
註冊組 
資訊組 

負責建置及管理「學習歷程檔案平台」，包含帳
號開設、障礙排除、使用者疑問及系統相關問題
處理。 

學生基本資料 
教務處 
註冊組 

學生之相關學籍資料，由註冊組於學生入學後登
錄，每學期並須再次檢核確認。 

學

生

修

課

紀

錄 

生涯心理測驗解

析及修課評估 
輔導室 

依據學生之性向興趣及進路發展登錄「學群(類
群)探索與就業規劃」於系統。 

選修課程名稱 
教務處 
教學組 

於選課作業完成後登錄學生選修科目資料。 

選課評估及課

程諮詢紀錄 
課程諮詢教

師 
登錄「日期/時間/地點」及「諮詢內容及意見」。 

修課成績 
教務處 
註冊組 

登錄學生修課科目及學業成績表現。 

課程學習成果 任課老師 

負責督導學生每學期依時程登錄修課(含必、選修
等有核計學分者)之學習成果(含實作作品或書面
報告等)，並須經任課教師認證。 

出缺勤紀錄 
學務處 
生輔組 

負責完成學生全學年出缺勤紀錄登錄及後續維
護。 

學生幹部/學生社團 
學務處 
訓育組 

負責完成擔任學生會幹部、學生社團幹部、班級
幹部紀錄及社團紀錄登錄及維護。 

校內外公共服務活

動/志工服務 
學務處 
生輔組 

負責要求學生完成全學年校外公共服務活動/志
工服務等資料登錄及維護。 

多

元
學生個人校內
競賽表現 

校內承辦單
位 

負責於賽後完成學生個人校內競賽成績表現紀錄
(含名稱、內容、成績及證明文件)之登錄及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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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現 

學生校外學科/
非學科競賽/語
文(技能)檢定
證照 

各班導師 
負責督導學生依時程完成校外學科/非學科競賽
成績/語文(技能)檢定證照等優良表現紀錄(含名
稱、內容、成績及證明文件)之登錄。 

學生自傳/學習計畫 

輔導室 
課程諮詢教

師 
各班導師 

指導學生於申請就讀大專校院時，依規定時間完
成個人自傳/讀書計畫(含生涯規劃、自我期許、
專長、興趣等欄位)登錄及檢核。 

前項內容參照作業要點之附件表單建置之，並於國教署規定上傳期限之二週前完成。教

務處註冊組須於規定之上傳期限內上傳至國教署指定之資料庫。 

陸、學習歷程檔案資料相關研習之規劃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之登錄、作業及使用，由工作小組指派單位或人員，統籌辦理訓練、

研習及說明： 

一、學生訓練：每學期得結合生涯輔導課程或彈性學習、團體活動時間，由輔導室辦理一次選

課輔導與檔案建置、登錄等相關訓練。 

二、教師研習：教務處註冊組、圖書館資訊組得合作每學期至少辦理一次課程諮詢與檔案建置

相關之專業研習。 

三、親師說明：輔導處每學期得結合學校親職活動，至少辦理一次檔案建置與使用之說明。 

柒、成效評核與獎勵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平臺各內容項目之指定管理、登錄人員及教師，每學年下學期得由執

行秘書視其辦理成效，提交工作小組議決後，依學校教職員獎勵標準規定提請敘獎。 

捌、本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其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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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建置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有關高級

中等學 校（以下簡稱學校）應完備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之規定，以蒐集、處

理及利用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署依教育基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組織法第二條規定之職權，

建立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庫（以下簡稱學習資料庫），向學校及學校型態、非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以下簡稱實驗教育）辦理者蒐集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並得請相關機關

或機構提供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 前項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機關或機構，依各該教育

評量法規、組織法規或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相關法規規定，其蒐集之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

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六條或第二十條規定，釋出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提供予學習資料庫

處理及利用。  

三、學校及本署應以數位平臺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其內容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基本資料。  

(二)修課紀錄。  

(三)課程學習成果。  

(四)多元表現。  

(五)自傳(得包括學習計畫)。  

(六)其他與學生學習歷程有關之資料。  

實驗教育辦理者之數位平臺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由本署建置之。前二項資料建置之格式， 

由本署另定之。  

四、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之建置，以學生就學期間之資料為限，並由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及學

生，依本署公告期限上傳資料庫；其內容及記錄方式如下：  

(一)基本資料、修課紀錄：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應於每學期規定時間內登錄及檢核。  

(二)課程學習成果：學生應於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規定時間內登錄，並經任課教師（在實

驗教育，得為法定代理人或已成年之學生本人）認證。學校在籍學生，每學期至多三件；

參與實驗教育之學生，每學年至多六件。  

(三)多元表現：學生應將校內、外多元表現，於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規定時間內登錄，每

學年至多十項。但資料庫內已由學校登錄之校內幹部及其他相當資料，或校外機構登錄

之競賽、檢定及其他相當之資料，不包括在十項之內。  

(四)自傳(得包括學習計畫)、其他與學生學習歷程有關之資料：學生申請就讀大專校院時，

應於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規定時間內登錄，並由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於本署規定時

間內上傳至資料庫。  

五、學校應成立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成

員至少包括教務處、學務處、輔導處(室)、教師、家長及學生代表，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

議。 學校應依本要點訂定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工作小組之組成及運作。  

(二)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建置之方式、人員、期程及內容。  

(三)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相關研習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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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成效評核及獎勵。  

     實驗教育辦理者應自行訂定補充規定，並指定單位或人員，負責本要點所定相關事項。  

六、學生申請就讀大專校院時，經學生本人同意及勾選後，本署得將資料庫之檔案釋出至依大學法

第二十四條第二項所組成之大學招生委員會或聯合會，作為招生選才之參據。  

七、本署對於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有關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之建置作業，得視其辦理情形，就

相關人員予以獎懲；學校、實驗教育辦理者相關人員有登載不實，致影響學生權益或大學招

生制度之公正性及公平性者，應負相關行政或刑事責任。  

八、學習資料庫保有學生個人之所有資料，應自該學生申請入大專校院起五年後，予以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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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106學年度親子手手公益園遊會暨社團成果展實施計畫 
一. 活動理念： 

學校教育在教育、輔導學生走過學習之路時，常有感以學生為主體、以家庭為本

的出發點，將奠基學生的人格發展及對周遭他人關懷付出的利他性。傳統社會崇

孝為美德，但社會變遷讓孝道觀念逐漸式微。為重新喚起社會對孝道教育的重視

與再省，本校將五月訂為慈孝家庭月，實施孝道教育的系列推廣活動，除了在課

程中融入，亦辦理在周末辦理公益園遊會，結合學生社團成果展，增加豐富度及

可看性。廣邀社區民眾，並由學生邀請家人一同參與。定園遊會名為「親子手手

公益園遊會」，取「大手牽小手，聯手共作共樂」之意。園遊會開放家庭親子擺攤，

亦舉辦親子烹飪比賽、親子歌唱比賽、親子運動競賽等，透過各種互動營造滿滿

的親情暖意。 

二. 目的： 

1. 呼應五月家庭月主題，園遊會及各類活動提供家庭親子共作共樂之機會，由

學生邀請家人一起共遊，亦讓家人有機會看到孩子在學校的學習成果，給予

回饋。 

2. 社團成果展展現本校社團學習成果，提供學生表演舞台，以增加學生學習興

趣、培養學生榮譽感，並藉由社團動態靜態展演，達到觀摩、學習、交流之

成效。 

3. 結合社區及公益團體之人力，集結資源，增進學校、家庭、社區合作關係。 

三. 主辦單位：高師大附中學生事務處 

四. 協辦單位：高師大附中教務處、輔導室、藝能科、學生會 

五. 活動時間及地點： 

項次 活動名稱 日期 時間 活動地點 

1 親子手手公益

園遊會 
107年 

6月 2日 

(星期六) 

9:00~13:00 
各班教室、晨曦樓玄關、

文馥樓一樓走廊 

2 社團成果展 10:00~12:00 雋永樓地下室及紅磚道 

3 親子料理比賽

決賽 
9:00~12:00 

附中升旗台 

(雨天則在家政教室) 

4 親子歌唱比賽 9:00~12:00 雋永樓地下室 

六. 參加對象： 

1. 本校全體教職員工及學生。 

2. 學生家長、校友及一般社會民眾。 

3. 預估參與人數約 1000人。 

七. 各項活動辦法： 

(一) 社團成果展 

1. 設展對象：國高中各社團皆須參加。 

2. 設展時間：107年 6月 2日(星期六)10: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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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展型式及地點： 

(1) 靜態展覽：雋永樓地下室 

(2) 互動攤位：雋永樓地下室 

(3) 球類比賽：附中籃球場、排球場、桌球教室 

(4) 動態表演：舞台區 

4. 報名時間：107年 4月 30日前繳交報名表。 

5. 參與學生核予 2小時志工服務時數。 

(二) 親子手手公益園遊會 

1. 設攤時間：107年 6月 2日(星期六) 

(1) 準備時間：8:00~9:00 

(2) 正式活動：9:00~13:00 

(3) 場復整理：13:00~14:00，請於 14:00將場地整理乾淨並復原。 

2. 設攤資訊： 
設攤對象 設攤條件 設攤地點 攤位租金 

家庭區 

本校學生與家人(指

直系血親、同住家

人、或有照顧事實者)

共同擺攤，一戶一

攤。 

晨曦樓玄關及 

雋永樓玄關 

免費，若須使用帳篷則

酌收 400元 

班級區 

以班級為單位，一班

一攤。(班級學生須 10

人以上報名，經導師

同意並有導師或家長

到場指導。 

各班教室 

(國高中邊間教室

之班級可至雋永樓

或北辰樓一樓擺

攤，國小部可至文

馥樓走廊擺攤) 

免費，若須使用帳篷則

酌收 400元 

邀請 

團體區 

學校邀請之公益團體

或相關機關擺攤。 
晨曦樓玄關 免費 

招商區 
開放 10個攤位對外招

商。 
紅磚道 

1200 元(含帳棚租金及

場地清潔費，收入不另

行抽成，報名需先繳交

1000 元保證金) 

3. 消費方式：本園遊會以現金方式消費(班級仍可自行發售園遊券)。 

4. 設攤規定： 

(1) 種類可包括冷/熱食、飲料、冰品、手工藝品、文創、二手物、勞務…

等等。 

(2) 設攤內容若為飲料或食品類，務必注意衛生與清潔，避免飲品腐壞產

生食物中毒之情事。 

(3) 攤位之擺設應注意安全，避免發生電線走火、貨架或物品傾倒之意外。 

(4) 禁止販賣活體動物。 

(5) 請避免使用電力產品，以免跳電。 

(6) 本園遊會為公益性質，鼓勵各攤位可捐助物資或金錢給立案之社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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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團體。 

(7) 各參加單位請配合本活動時間暨遵守相關規定事項辦理。 

5. 招商區注意事項： 

(1) 主辦單位僅提供攤位帳篷，不供電，各攤商使用器材請自行準備。 

(2) 當日各攤位所販售物品請於上午 9:30前完成擺設，各攤位之車輛禁

止停置於校內。 

(3) 為避免發生不必要之消費糾紛，商品定價需依申請表所列售價販售。 

(4) 如有販售項目或售價不符、或場地未確實復原清潔之情事，保證金不

予退還。 

6. 報名時間： 

(1) 家庭區及班級區之擺攤申請請於 5月 15日(二)前繳交報名表 

(2) 招商區廠商請填寫申請表，於即日起至 5/15日(二)前寄至學務處訓

育組信箱 521522@tea.nknush.kh.edu.tw，收到核准回覆後請於期限

內繳交場租及保證金費用，若無繳交費用者，則由候補之廠商遞補。

如有問題可於上班時間(8:00~17:00)致電至學務處訓育組詢問，電

話：07-7613875 分機 521許組長或 522蔡小姐。  

7. 備註： 

(1) 報名擺攤之學生核予志工服務時數 6小時。 

(2) 到場導師准予加班補休 6小時，於 6個月內補休為畢(課務需自理)。 

(三) 親子料理比賽 

1. 主旨：為推展孝道教育，考驗親子默契並展現合作互動過程，藉由親子料

理競賽，融入傳家意識並達到親子互動之目的。 

2. 報名時間：4月 13日(五)前請班長將報名表送至訓育組 。 

3. 參加對象：全校各班皆可，報名需學生一名與家長一名組隊參加。 

4. 評審老師：將邀請校內或校外老師評分與指導 

類別 主題 比賽辦法 

初賽 
傳家

菜 

1.比賽內容：以傳家菜為主題，可親子共同料理完成之菜餚。 

2.參加對象：全校學生。 

3.報名規格：初賽採書面審查 

(1)報名表需描述傳家菜的來由。 

(2)需附上一張以上彩色照片(包含傳家菜成品照或製作過程) 

4.報名方式：4月 13日（星期五）放學前繳交報名表至學務處訓育組 

5.入選組數:書面審查後，選出四組進入 6月 2日(星期六)複賽。 

6.入選公告:5月 4日(五)公告於學校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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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賽 

親子 

料理 

大賽 

1.比賽時間: 6月 2日(星期六)9:00-12:00 

2.比賽地點:本校升旗台上(雨天改為家政教室) 

3.參加對象：進入複賽的四組家長與學生 

4.比賽內容： 

  (1)指定菜:西式玉米濃湯 

  (2)自選菜:傳家菜 

5.食材工具準備: 

  (1)指定菜由主辦單位提供食材與廚具 

  (2)自選菜請自備所有食材與工具 

6.評分標準:情感、創意、表達、味道、完成度。 

7.複賽獎項: 

  (1)冠軍一名:可獲得獎盃一座、獎品一份。 

  (2)參加獎三名:可獲得參加紀念狀一張、獎品一份。 

(四) 親子歌唱比賽 

1. 目的： 

(1) 連絡親子感情，增進家庭和諧。 

(2) 發掘學生潛能，增進歌唱技巧。 

2. 比賽地點：雋永樓地下室 

3. 比賽時間：107年 6月 2日 10:00起 

4. 參加對象：本校學生和家長各一人，親子搭檔為一組報名。 

5. 報名方式：5月 30至 6月 1日可至訓育組填寫報名資料，並從點歌簿選

歌，共有 20組名額，依報名先後，額滿為止。 

6. 活動方式： 

(1) 採親子同歡，娛樂為主。 

(2) 各組從卡拉 ok點歌簿中自選一首歌曲(國台語不限)，演唱完整首歌

曲。 

(3) 參加者演唱順序按報名次序排定，活動時唱名三次未出場者，視同棄

權。 

7. 獎勵辦法： 

(1) 人人有獎，歌曲演唱完畢隨即領取一份紀念品。 

(2) 經評審評選出前三名，於 11:30時至舞台區上台演唱表演，並頒發獎

狀乙張。 

八. 活動經費：部分費用由推展家庭教育計畫經費項下核支。 

九. 本計畫經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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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立高師大附中 106學年度「親子手手公益園遊會」辦法 

  一、說明：呼應五月慈孝家庭月，舉辦園遊會及各類親子活動，邀請家人一起參 

   與，「大手牽小手，聯手共作樂」。同時辦理社團成果展，讓家人有機會看到 

      孩子在學校的學習成果，給予回饋。 

  二、設攤時間：107年 6月 2日(星期六)  

  1.準備時間：8:00~9:00 

2.正式活動：9:00~13:00 

3.場復整理：13:00~14:00 

三、設攤資訊：(除家庭及班級擺攤外，亦會邀請公益團體及對外招商，預計 30 

      攤) 

設攤對象 設攤條件 設攤地點 攤位租金 

家庭區 

本校學生與家人(指直系血

親、同住家人、或有照顧事

實者)共同擺攤，一戶一攤。 

晨曦樓玄關及雋永樓玄關 

免費，若

須使用帳

篷則酌收

400元 班級區 

以班級為單位，一班一攤。

(班級學生須 10人以上報

名，經導師同意並有導師或

家長到場指導。 

各班教室(如有動線或其他

因素考量，由班級討論決定

是否申請一樓擺設攤位，請

於繳交報名表時提出申請，

並由訓育組協調場地位置。) 

  四、消費方式：本園遊會以現金方式消費(班級仍可自行發售園遊券，園遊劵請註 

                明清楚班級，並加蓋班上認可章，當天亦可現金交易，並請保管 

                好各班財務。)。 

  五、設攤規定： 

      1.種類可包括冷/熱食、飲料、冰品、手工藝品、文創、二手物、勞務…等等。 

        (禁止販賣活體動物。) 

   2.設攤內容若為飲料或食品類，務必注意衛生與清潔，避免飲品腐壞產生食 

     物中毒之情事。 

   3.攤位之擺設應注意安全，避免發生電線走火、貨架或物品傾倒之意外。請 

     避免使用電力產品，以免跳電。 

   4.為珍惜水資源，請不要舉行任何與水有關之相關遊戲（如潑水、水球等， 

     飲品類除外）。請勿利用學校電腦進行遊戲等營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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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園遊會為公益性質，故班級擺攤須捐出收入盈餘至少 20%，由學校統一捐 

    款給公益團體。家庭區及邀請團體區無此規定。 

六、報名方式：5月 15日(二)前繳交報名表，家庭擺攤亦可掃 QR碼上網填表單 

              報名。 

   七、備註：(1)報名擺攤之學生核予志工服務時數 6小時。 

          (2)到場導師准予加班補休 6小時，於 6個月內補休為畢(課務需自理)。 

- 

國立高師大附中 106學年度「親子手手公益園遊會」報名表 

設攤 

基本 

資料 

□家庭 
設攤學生 

班級、姓名 
 

設攤家長 

姓名、電話 
 

□班級 

負責人姓名  班級、人數 

(請用班級名條檢附

參加名單並請導師簽

名) 

    部   年  班 

     人 導師簽名  

攤位 

名稱 
 

攤位 

性質 

□科學益智類 □跳蚤市場類 □遊戲類  □食品類 

□手工藝品類 □公益服務類 □文創商品類  □其他 

攤位內容 所需材料、器具 特殊需求 

請簡述攤位內容(如販賣商品種類、售

價...) 

(皆以自備為原則) (可與訓育組討論可

行性) 

※請於 5 月 15日(二)放學前將報名表交至訓育組，逾期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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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國立高師大附中 106 學年度親子手手公益園遊會招商資訊 

一. 活動理念： 

   學校教育在教育、輔導學生走過學習之路時，常有感以學生為主體、以家庭為本 

   的出發點，將奠基學生的人格發展及對周遭他人關懷付出的利他性。傳統社會崇 

   孝為美德，但社會變遷讓孝道觀念逐漸式微。為重新喚起社會對孝道教育的重視 

   與再省，本校將五月訂為慈孝家庭月，實施孝道教育的系列推廣活動，除了在課 

   程中融入，亦辦理在周末辦理公益園遊會，結合學生社團成果展，增加豐富度及 

   可看性。廣邀社區民眾，並由學生邀請家人一同參與。定園遊會名為「親子手手 

   公益園遊會」，取「大手牽小手，聯手共作共樂」之意。園遊會開放家庭親子擺 

  攤，亦舉辦親子烹飪比賽、親子歌唱比賽、親子運動競賽等，透過各種互動營造 

   滿滿的親情暖意。 

二. 目的： 

1. 呼應五月家庭月主題，園遊會及各類活動提供家庭親子共作共樂之機會，由

學生邀請家人一起共遊，亦讓家人有機會看到孩子在學校的學習成果，給予

回饋。 

2. 社團成果展展現本校社團學習成果，提供學生表演舞台，以增加學生學習興

趣、培養學生榮譽感，並藉由社團動態靜態展演，達到觀摩、學習、交流之

成效。 

3. 結合社區及公益團體之人力，集結資源，增進學校、家庭、社區合作關係。 

三. 主辦單位：高師大附中學生事務處 

四. 協辦單位：高師大附中教務處、輔導室、藝能科、學生會 

五. 活動內容及時間、地點： 

項

次 
活動名稱 

日  期 
時  間 活動地點 

1 
親子手手公益園遊會 

107年 

6月 2日 

(星期六) 

9:00~13:00 
各班教室、晨曦樓玄關、文馥

樓一樓走廊 

2 社團成果展 10:00~12:00 雋永樓地下室及紅磚道 

3 
親子料理比賽決賽 9:00~12:00 

附中升旗台 

(雨天則在家政教室) 

4 親子歌唱比賽 9:00~12:00 雋永樓地下室 

六. 參加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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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校全體教職員工及學生。 

 2.學生家長、校友及一般社會民眾。 

 3.預估參與人數約 1000人。 

七. 公益園遊會活動辦法： 

 1.設攤時間：107年 6月 2日(星期六) 

      (1)準備時間：8:00~9:00 

      (2)正式活動：9:00~13:00 

      (3)場復整理：13:00~14:00，請於 14:00將場地整理乾淨並復原。 

 2.設攤資訊： 

設攤對象 設攤條件 設攤地點 攤位租金 

招商區 
開放 10~20個攤位對

外招商 
紅磚道 

1200元(含帳棚租金及場

地清潔費，收入不另行抽

成，報名時需先繳交 1000

元保證金) 

    3.消費方式：本園遊會以現金方式消費。 

4.設攤規定： 

     (1)種類可包括冷/熱食、飲料、冰品、手工藝品、文創、二手物、勞務…等等。 

     (2)設攤內容若為飲料或食品類，務必注意衛生與清潔，避免飲品腐壞產生食 

        物中毒之情事。 

     (3)攤位之擺設應注意安全，避免發生電線走火、貨架或物品傾倒之意外。 

     (4)禁止販賣活體動物。 

     (5)請配合本活動時間暨遵守相關規定事項辦理。 

5.招商區注意事項： 

     (1)本校提供 3m*3m歐式帳篷一頂，不供電，各攤商使用器材請自行準備。 

     (2)當日各攤位所販售物品請於上午 9:30前完成擺設，各攤位之車輛禁止停置 

        於校內。 

     (3)為避免發生不必要之消費糾紛，商品定價需依申請表所列售價販售。 

     (4)如有販售項目或售價不符、或場地未確實復原清潔之情事，保證金不予退 

        還。 

    6.報名方式：招商區廠商請填寫申請表(如附件)，於即日起至 5/15日(二)前寄 

                至學務處訓育組信箱 521522@tea.nknush.kh.edu.tw，收到核准 

                回覆後請於期限內繳交場租及保證金費用，若無繳交費用者，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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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候補之廠商遞補。如有問題可於上班時間(8:00~17:00)致電至 

                學務處訓育組詢問，電話：07-7613875 分機 521許組長或 524 

                張小姐。  

八. 本計畫經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高師大附中 106 學年度親子手手公益園遊會活動攤位申請表 

  編號：  (由本校填寫)   

攤位招牌名稱  

負責人  

E-MAIL  

聯絡地址 
（   ）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傳真號碼 
 

設攤類別 
 口餐飲  口環保   口其他 

 口遊戲  口創意市集 

商品簡介 

(含品項、價錢) 

 

※攤商報名注意事項： 

  請於 5/15日(二)前寄至學務處訓育組信箱 521522@tea.nknush.kh.edu.tw 或傳真至 

  07-7716510，收到核准回覆後請於三日內繳交場租及保證金費用共計 2200 元整，若無繳交費用 

  者，則由候補之廠商遞補。如有問題可於上班時間(8:00~17:00)致電至學務處訓育組詢問，電 

  話：07-7613875 分機 521 許組長或 524張小姐。  



47 

 

【附件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校園緊急傷病處理辦法修訂案 

102 年 6月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 年 4月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壹、依據 

一、學校衛生法第十五條、學校衛生法施行細則。 

二、教育部九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參字第 0920104837A 號令「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 

    急傷病處理準則」。 

貳、對象 

    本校全體學生及教職員工 

參、目的 

    為使本校學生及教職員工受到意外傷害或疾病時，能使傷患得到迅速、安全的 

    妥善照護，使受傷害範圍降至最小，特訂定本辦法。 

肆、處理原則  

一、學校傷病處理僅止於簡易救護技術操作，不能提供口服藥或侵入性醫療行為。 

二、如遇到無法由簡易救護方式得到紓解，必須立刻與家長或監護人聯絡，將孩子 

    帶回自行照護或協助家長送醫處理，如果無法連絡家長，則由校方先行送醫或 

    連絡 119協助送醫，避免發生處理照護責任糾紛。 

三、救護中注意自我防護，避免被傳染疾病或引起醫療糾紛。 

四、確實紀錄、保管，必要時追蹤、分析或呈閱，以便瞭解校園安全及傷病的狀況， 

    作為校園安全改善與教育計畫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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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緊急傷病處理小組 

     一、組織架構 

 

 

 

 

 

 

 

 

 

 

二、工作職掌 

編組職別 職        掌 
負責人 

職稱 電話 代理人 

總指揮官 

1.統籌指揮緊急應變行動 

2.宣佈與解除警戒狀態 

3.統籌對外訊息之公佈與說明 

4.派員進駐後送醫院負責協調聯繫 

5.加強社區之醫療資源保持良好互動關係

並獲社區資源支持 

校長 分機 500 

依據學

校請假

代理人

制度執

行 

現場 

指揮官 

1.指揮現場緊急應變行動 

2.緊急傷病事件調查與分析 

3.協調校內各單位之執行 

4.視情況通知相關單位（衛生局、警察局） 

學務主任 分機 520 

現場 

管制 

疏散組 

1.成立臨時管制中心 

2.現場隔離及安全警告標示設置 

3.現場秩序管制疏散 

4.通知警衛人員引導校外支援單位進入搶 

  救 

5.視情況通知相關單位（由生輔組長通知教 

  育局校安中心） 

6.清點人數並統計傷病 

主任教官 

生輔組長 

訓育組長 

體育組長 

任課老師 

或 

指導老師 

分機 529 

分機 523 

分機 521 

分機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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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 

救護組 

1.成立緊急救護中心 

2.聯絡 119或安排各醫院救護車護送及安   

 排就醫，遇有大量傷病則紀錄傷患送醫狀  

 況（需安排分送不同醫院） 

※若為食物中毒事件 

3.保留剩餘食物（留存於冰箱冷藏室）留待

衛生單位人員化驗 

4.聯絡供餐廠商善後處理及協調後續供餐

事宜 

衛生組長 分機 528 

1.實施檢傷分類與緊急救護 

2.傷病相關資料之建立及記錄 

3.辦理事故傷害與急症就醫之後保險權益

相關事宜，協助申請保險理賠 

※若為食物中毒事件 

4.蒐集患者嘔吐或排泄物（留存於冰箱冷藏

室），儘速通知衛生單位檢驗 

護理師 1 
分機 525 

分機 489 

1.協助護理師 1處理 

2.協助送醫或轉介治療 

3.重大傷病及短時間內大量傷患發生時，協

助搬運或陪同護送就醫 

護理師 2 
分機 525 

分機 489 

1.協助護理師處理 

2.重大傷病及短時間內大量傷患發生時，協

助搬運或陪同護送就醫 

護理教師 分機 630 

1.協助護理師處理 

2.重大傷病及短時間內大量傷患發生時，協

助搬運或陪同護送就醫 

具 CPR證書教

師 
 

行政 

聯絡組 

1.負責聯絡各組及支援單位 

2.協助總指揮官掌握各組資訊 

3.聯絡家長及向家長說明 

4.停課及補課事項 

教務主任 分機 510 

人事主任 分機 570 

總務組 

1.建置大量傷患臨時收容所 

2.協調護送之交通工具，必要時協助護送 

3.支援所需設備器材清點 

4.善後物品復原及清點器材 

5.協助救護經費籌措 

總務 

主任 
分機 530 

輔導組 

1.安撫傷病患、師生及家長 

2.與緊急醫療機構連結合作事宜 

3.協助個案身心復健及學習輔導 

4.協助家庭追蹤及社會救助 

輔導主任 分機 560 

輔導教師及

班級導師 

 

陸、實施內容 

一、事前準備 

   (一)學校內特殊場所（如專科教室、實驗室、體育運動場所）發生事故傷害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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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高，應訂定安全使用規則，避免使用操作有誤而引起事故傷害。 

  （二）班級導師或任課老師每天應隨時關心學生健康狀況、並適時給予適當處置。  

  （三）建立學校附近緊急醫療機構連結網絡（附件一）。 

  （四）建構緊急傷病處理小組，成員應留下聯絡電話及代理人，並隨時確認任務； 

        掌握學校出入動線，以備緊急之需。 

  （五）訂定緊急傷病處理流程（附件二）。 

  （六）推廣及實施教職員工安全急救教育。 

  （七）建立學生緊急傷病聯絡資料。 

  （八）各項急救器材定期檢查、維修及更新。 

二、事發處置 

   重大傷病事件或傷患人數超過健康中心負荷量時，應立即啟動緊急傷病處理小 

   組，成立臨時收容所，並依緊急傷病處理流程通報處理之。 

   若遇團體食物中毒或重大意外傷害事件，應先聯絡 119，並向市府教育局及衛生 

   局報備。 

（一）現場人員之處理 

     1.課間，遇緊急傷病狀況時，任課教師應立即採取適當的急救，由任課教師或 

       指派適任之同學陪同，儘速將傷患送至健康中心接受照護；如遇重大傷害或 

       生命危急時，則請護理師到現場處理。 

     2.課餘，遇緊急傷病狀況時，發現人員應立即採取適當的急救，儘速將傷患送 

       至健康中心接受照護；如遇重大傷害或生命危急時，則請護理師到現場處理。 

     3.事故發生時，如遇護理師不在現場 (如正在他處處理其他傷患)，發現人員 

       應掌握急救原則，維護其生命現象，依實際情形需要，予以緊急處理或立即 

       送醫。 

     4.護理師接獲訊息時應立即趕赴現場，迅速判斷處理，將傷害減至最低，並給 

       予患者心理支持，減輕恐懼及焦慮不安。 

（二）檢傷分類與處置 

嚴重度 迫切性 臨床表徵 學校處理流程 

極重

度：1

級 （危

及生

命） 

需立即處理 

指死亡或瀕臨死亡。 

心搏停止、休克、昏迷、意識

不清、急性心肌梗塞、心搏過

速或心室顫動、疑為心臟病引

起之胸痛、呼吸窘迫、呼吸道

阻塞、連續性氣喘狀態、癲癇

重積狀態、頸〈脊椎〉骨折、

1.到院前緊急救護施救。 

2.撥 119 求援。 

3.啟動校園緊急救護系統。 

4.通知家長。 

5.指派專人陪同護送就醫。 

6.視需要由教務處派人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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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創傷，（如車禍、高處摔

下、長骨骨折、骨盆腔骨折）、

肢體受傷合併神經血管受損、

大的開放性傷口、槍傷、刀刺

傷、溺水、重度燒傷、對疼痛

無反應、低血糖、無法控制的

出血等  

重度：2

級 （緊

急） 

需儘速送醫 

重傷害或傷殘。 

呼吸困難、氣喘、 

開放性骨折、動物咬傷致大範

圍撕裂傷、眼部灼傷或穿刺

傷、中毒、闌尾炎、腸阻塞、

腸胃道出血、強暴 

1.供給氧氣、肢體固定或傷病急症

處置。 

2.撥 119 求援。 

3.啟動校園緊急救護系統。 

4.通知家長。 

5.指派專人陪同護送就醫。 

6.視需要由教務處派人代課。 

中度：3

級 （次

緊急） 

需送醫 

需送至校外就醫。 

脫臼、嚴重扭傷 

撕裂傷需縫合 

內外傷劇烈疼痛 

單純性骨折 

無神經血管受損者 

1.傷病急症處理。 

2.啟動校園緊急救護系統。 

3.通知家長，必要時或家長無法自

行處理時，指派專人陪同就醫。 

4.視需要由教務處派人代課。 

輕度：4

級 （非

緊急） 

需門診治療 

發燒 38 度以上 

輕度腹痛 

腹瀉 

嘔吐 

頭痛、昏眩等 

疑似傳染病 

慢性病急性發作 

1.簡易傷病急症照護。 

2.通知家長接回就醫休養。 

簡易護理即可 

傷風感冒 

喉嚨痛 

輕微頭痛 

發燒未達 38℃等， 

經擦藥、包紮、休息即可繼續

上課者。  

1.簡易傷病急症照護。 

2.擦藥、包紮、固定或稍事休息後 

  返回教室繼續上課。 

3.傷病情況特殊時以通知單或電 

  話告知家長。 

4.不須啟動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流 

  程，僅知會導師或記錄備查。  

（三）學生送醫要點 

    1.送醫以『就近的』全民健保特約醫院為原則，以利學保理賠之申請。 

    2.緊急狀況聯絡 119救護車支援。 

    3.交通工具：重大傷病以救護車為優先，普通急症則為計程車、自用小客車（協 

       助送醫時，陪同人員因需提供「照護」，不駕(騎)車）。 

    4.送醫診療費用由陪同人員墊支，陪同人員將收據交給導師，由導師聯絡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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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還，因特殊原因該款項無法歸還時，需檢據報請學校處理。若學生家境貧 

      困，可尋求救助單位酌予補助。送醫工具可僱用計程車，其往返車資由家長 

      會核實補助；如為教職員工以自用車送醫者，由家長會補助壹佰元整/次， 

      以補貼停車費及油資。 

    5.陪同就醫人員應陪伴照顧，待家長到達後交由家長繼續照顧，陪同期間予「公 

      出或公假」登記，並由教務處安排派代課事宜。 

    6.由護理師判斷確認需就醫時，陪同人員的優先順序 

●兩位護理師同時在校時 

傷病分類 
陪同就醫人員 

第一優先 第二優先 第三優先 

1〜3級 護理師 班導師或教官 學務處人員 

●僅一位護理師在校時 

傷病分類 
陪同就醫人員 

第一優先 第二優先 第三優先 

1級 護理師 班導師或教官 學務處人員 

2級 班導師或教官 學務處人員 護理師 

3級 班導師或教官 學務處人員 護理師 

4級 家長 

  (四)申請學生團體保險理賠須備妥：診斷書、繳費明細表、理賠申請書，向健康 

  中心提出申請。 

三、事後處理 

 （一）填寫重大傷病救護紀錄單（附件三）。 

 （二）緊急傷病之災因調查與分析報告。 

 （三）登錄及追蹤就醫狀況。 

 （四）協助個案身心復健及學習輔導。  

 （五）善後物品復原及清點器材。 

柒、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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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附近緊急醫療機構連結網絡 
（一）警消單位： 

編號 單位名稱 緊急聯絡電話 地址 網址 

1 
高雄市政府警

察局苓雅分局 

07- 3353760 80248高雄市苓雅區

苓雅一路 367號 
https://www.kmph.gov.tw/lingya/ 

110 

2 
高雄市政府消

防局苓雅分隊 

07-7711393 80282 高雄市苓雅區

三多一路 162 號 
http://www.fdkc.gov.tw/  

119 

（二）機關單位： 

編號 單位名稱 緊急聯絡電話 地址 網址 

1 
高雄市政府教

育局 
07- 799 5678 

830高雄市鳳山區光復

路二段 132號 
http://www.kh.edu.tw  

2 
高雄市政府衛

生局 
07- 7134000 

80276 高雄市苓雅區

凱旋二路 132-1 號 
http://khd.kcg.gov.tw/  

3 
高雄市苓雅區

衛生所 
07-5360559 

80251 高雄市苓雅區

民權一路 85號 3 樓 
http://203.65.42.172/kaohsiungcity9/pub/LIT

_6.asp 

(三) 鄰近醫院、診所一覽表 

序號 院 所 名 稱 地   址 電 話 

1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 134號 （07）7511131 

2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功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民主里建國一路 352號 （07）2238153 

3 高醫大附設醫院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 100號 （07）3121101 

4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 68號 （07）2911101 

5 同 慶 診 所 高雄市苓雅區同慶路 78號 （07）2268097 

6 小太陽內兒科診所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50號 （07）2267753 

7 大 澤 聯 合 門 診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 17號 （07）3383119 

8 麗 水 診 所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 96之 4號 （07）7174989 

9 黃建國小兒科診所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 337號 （07）7114176 

10 吳國松心臟科診所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 283號 （07）7614892 

11 吳信宏耳鼻喉科小兒科診所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二路 401號 （07）3334258 

12 馨 田 耳 鼻 喉 科 診 所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 148–59號 （07）7160043 

13 人 生 眼 科 診 所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43之 6號 （07）7226902 

14 信 賢 牙 醫 診 所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 194號 （07）3357677 

15 文 心 牙 醫 診 所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182號 1樓 （07）2252899 

16 大順信合美皮膚科診所 高雄市苓雅區大順三路 71號 5樓 （07）2236000 

http://www.fdkc.gov.tw/
http://www.kh.edu.tw/
http://khd.kcg.gov.tw/
http://203.65.42.172/kaohsiungcity9/pub/LIT_6.asp
http://203.65.42.172/kaohsiungcity9/pub/LIT_6.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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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緊急傷病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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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高師大附中學生重大傷病救護紀錄單  
日期：   年    月    日 

基

本

資

料 

班級： 學生姓名： 性別：□男  □女 

家長電話： 通知家長人員： 通知家長時間：    時    分 

送達健康中心時間：      時      分 護送人員：□老師 □學生 □其他        

健康中心 

接獲通知時間：    時     分 

救 護 車 

通知時間：        時     分 

到達現場時間：    時     分 到達現場時間：    時     分 

離開現場時間：    時     分 離開現場時間：    時     分 

目擊者：□學生              □老師             □其他             

送醫地點： 送醫方式：□救護車 □ 計程車  □自用車  □其他       
情

況

評

估 

第一次評估時間：      時        分 第二次評估時間：      時       分 

意識：□清楚 □對聲音有反應 
□對疼痛有反應 □無反應 
呼吸： 次/分 □無 
脈搏： 次/分 □無 
瞳孔：□等大 □不等大 □反應 □無 
血壓：□ ㎜ Hg  
□收縮壓 80㎜ Hg以上〈橈動脈摸的到〉 
□收縮壓 70㎜ Hg以上〈股動脈摸的到〉 
□收縮壓 60㎜ Hg以上〈頸動脈摸的到〉 
體溫：□正常 □發熱 □冰冷 □濕熱□濕冷 
皮膚：□正常 □潮紅 □蒼白 □發紺□濕冷 

外傷部位：□頭□頸□胸□腹□腰□背 
□ 上肢〈左、右〉□下肢〈左、右〉 

其他                        

意識：□清楚 □對聲音有反應 
□對疼痛有反應 □無反應 
呼吸： 次/分 □無 
脈搏： 次/分 □無 
瞳孔：□等大 □不等大 □反應 □無 
血壓：□ ㎜ Hg 
□收縮壓 80㎜ Hg以上〈橈動脈摸的到〉 
□收縮壓 70㎜ Hg以上〈股動脈摸的到〉 
□收縮壓 60㎜ Hg以上〈頸動脈摸的到〉 
體溫：□正常 □發熱 □冰冷 □濕熱□濕冷 
皮膚：□正常 □潮紅 □蒼白 □發紺□濕冷 

外傷部位：□頭□頸□胸□腹□腰□背 
□ 上肢〈左、右〉□下肢〈左、右〉 

其他                        

事     故 主    述 急  救  處  理 

□墜落 □壓傷 
□撞傷 □夾傷 
□刺傷 □跌傷 
□刀傷 □中毒 
□咬傷 □溺水 
□電擊傷 □燒燙傷 
□化學藥品灼傷 □割傷 

□非創傷原因  
□其他       

□暈厥、頭暈、頭痛□肢體無力疼痛 
□噁心、嘔吐 □抽搐 
□腹痛 □神智異常 
□背痛 □昏迷無知覺 
□胸痛胸悶 □吐血 
□呼吸困難 □發燒 
□其他                          

 
主述人：□本人 
□其他                  

□給氧 □心理支
持 
□頸圈固定 □夾板固
定 
□維持呼吸道 □止血包
紮 
□抽吸 □冰敷 

□CPR         分鐘 
□哈姆立克法 
□長背板固定 
□保暖 
□糖水 
□其他         

時
間 

記        錄 

  

  

  

追 追蹤日期：           診斷：                     就診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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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
情

形 

現況：  

簽 

名 

護 理 師 參與急救人 導   師  衛 保 組 長   學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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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校園緊急傷病處理辦法修正前後對照表 

 

項目 現行法規 修正後 說  明 

1 伍、緊急傷病處理小組 

一、組織架構，如表一 

現場管制組 人員疏散組 

主任教官 

生輔組長 

教官 

訓育組長 

體育組長 

 

 

 
 

伍、緊急傷病處理小組 

一、組織架構，如表一 

【修】 

現場管制疏散組 

主任教官   

生輔組長 

教官 

訓育組長   

體育組長 
 

將兩組合併成一組人員 

2 伍、緊急傷病處理小組 

二、工作職掌 

如表二(修訂前) 

伍、緊急傷病處理小組 

二、工作職掌 

【修】如表二  

1.將職稱、人名修，將人名刪除，

只有職稱 

2.將現場管制組5條與人員疏散

組3條合併為一組，修訂為6條。 

3.去除手機號碼，修改分機 

請參照表二修訂前與修訂

後之對照 

3 陸、實施內容 

二、事發處置 

重大傷病事件或傷患人數超

過健康中心負荷量時，應立即

啟動緊急救護小組 

陸、實施內容 

二、事發處置 

【修】重大傷病事件或傷患人數

超過健康中心負荷量時，應立即

啟動緊急傷病處理小組 

 

4 陸、實施內容 

二、(一)1.課間，遇緊急傷病

狀況時，任課教師應立即採取

適當的急救，由任課教師或指

派較為能幹之同學陪同 

陸、實施內容 

【修】二、(一)1.課間，遇緊急

傷病狀況時，任課教師應立即採

取適當的急救，由任課教師或指

派適任之同學陪同 

 

5 陸、實施內容 

二、(二)檢傷分類與處置(如

表三) 

陸、實施內容 

【修】二、(二)檢傷分類與處置

(如修訂後表三)增刪文字 

請參照表三修訂前與修訂

後之對照 

6 陸、實施內容 

二、(三) 1.送醫以『就近的』

全民健保特約醫院為原則，以

利平安保險費之申請；若家長

有意見，則視狀況從其意。 

陸、實施內容 

【修】二、(三) 1.送醫以『就近

的』全民健保特約醫院為原則，

以利學保理賠之申請。 

 

7 陸、實施內容 

二、(三) 3.護送交通工具：

重大傷病以救護車為優先，普

通急症則為計程車、自用小客

車（護理師協助送醫時，應需

提供「照護」，不駕(騎)車）。 

陸、實施內容 

【修】二、(三) 3.交通工具：

重大傷病以救護車為優先，普通

急症則為計程車、自用小客車

（協助送醫時，陪同人員因需提

供「照護」，不駕(騎)車）。 

 

8 陸、實施內容 

二、(三) 4.送醫診療費用由

陸、實施內容 

【修】二、(三) 4.送醫診療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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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送人員墊支，護送人員將收

據交給導師 

用由陪同人員墊支，陪同人員將

收據交給導師 

9 陸、實施內容 

二、(三) 5.護送就醫人員應 

陪伴照顧，待家長到達後交由 

家長繼續照顧，護送期間予 

「公出或公假」登記，並由教 

務處安排派代課事宜。 

陸、實施內容 

【修】二、(三) 5.陪同就醫人

員應陪伴照顧，待家長到達後交

由家長繼續照顧，陪同期間予

「公出或公假」登記，並由教務

處安排派代課事宜。 

 

10 陸、實施內容 

二、(三) 6.護送就醫人員的

優先順序 

陸、實施內容 

【修】二、(三) 6. 由護理師判

斷確認需就醫時，陪同人員的優

先順序 

 

11 陸、實施內容 

二、(三) 6.如表4(修正前) 

分成4級，由不同護送優先人

員 

陸、實施內容 

【修】二、(三) 6. 

●兩位護理師同時在校時，如表

四(修正後) 

陪同就醫人員:1~3級第一修先

護理師，第二優先班導師或教

官，第三優先學務處人員 

●僅一位護理師在校時，如表五

(修正後) 

請參照表四、表五修訂前

與修訂後之對照 

12 陸、實施內容 

二、(四) 申請平安保險理賠

須備妥：診斷書、繳費明細

表、理賠申請書，向護理師提

出申請。 

陸、實施內容 

【修】二、(四)申請學生團體保

險理賠須備妥：診斷書、繳費明

細表、理賠申請書，向健康中心

提出申請。 

 

13 柒、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

並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修】柒、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14 附件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

高級中學附近緊急醫療機構連

結網絡(一)(二)(三)(如表一) 

【修】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

級中學附近緊急醫療機構連結網

絡(一)(二)(三)緊急連絡電話、

地址、院所名稱、網址、序號(修

正後如表一)  

【修】7蕭志銘內科診所改為大澤

聯合門診 

【刪除】原13鍾耳鼻喉科診所，

同列等。 

請參照附件一，修正前與

修正後之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