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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107學年度 

第 09次行政會議暨內控會議紀錄 

  時 間：108年 04月 19日（星期五）上午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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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有重要訊息要公佈請先用書面告知，老師端有的會用 e-mail，但有部份 

         的也要用紙本清楚告知老師，並召集班級相關幹部貼公告欄告知。 

     二、總務處出納組長退休，請人事室接著後續的甄選、招考等相關工作，請要注 

意時效的掌握。 

     三、下星期會帶 5位老師到上海市西中學校參觀 IB 課程，學校公務請聿成主任 

幫忙協助。 

     四、孝道資源中心這個月增加了一位，目前有 2 位工作人員，因為今年的經費有 

         增加，相對學務處及主計室業務工作量也增加許多，會特別辛苦，感謝您們。 

     五、請人事主任確認資源班成立是自動或需申請當人數已達 21人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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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學度第 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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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推薦高中部數學科歐志 

   昌老師參加「師鐸獎評選及 

   表揚」案，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人事室 
已於 3 月 15 日寄推薦表至永靖

高工。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二、本校「108學年度校長遴選- 

   應提供校長候選人之資料」， 

   各處室應提供之項目，請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 

人事室 已彙整完成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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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

動議 

一、修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

屬高級中學財務管理要點」，請討

論。 

(決議：修正通過。) 

主計室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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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4日將與中鋼文教基金會及 IBM文教基金會共同辦理高一 Eweek科學體驗

活動，歡迎同仁參與。 

  (二)4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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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日（六）陳燕秋老師參加由高雄市政府主辦高雄教育節之動態說課，時 

  間為 16:00~16:30，歡迎大家共同參與分享。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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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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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組】 

  ※【待辦理】  

 (一)3月 25～26日已完成第 1次段考，高一、高二首次試行不配班，一名高一學生使  

 用手機，以零分處理並記警告乙次，其餘考試狀況均正常，感謝老師費心維持考 

 試秩序。 

（二）高三第六次模擬考將於 4月 10日(三）～11日(四）辦理；國三第四次模擬考將 

  於 4月 18日(四）～19日(五）辦理；高三第七次模擬考將於 4月 29日(一） 

  ～30日(二）辦理。。 

 (三)107年暑期輔導初步規劃如下： 

國三暑期輔導：07月 22日～08月 16日，每周 5天，每天上午 4節課。 

    高二、高三暑期輔導：07月 22～08月 16日，每周 4天，高二每天上午 4節課，

高三每天 6節課。 

 (四) 5月 22日為國三、高三之補考，會先於 5月 16日公告補考名單。補考當日學生

將由教務處統一依簽到單申請公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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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日為補救教學篩選測驗，請老師協助相關測驗，並登入科技化評量網站 

  關心孩子篩選狀況。 

（六）高三延修將於 6月 3前完成申請，請同仁協助提醒需要之同學。 

（七）6月 14日將辦理國中部創意運動會校內初賽，請同仁鼓勵孩子踴躍報名展現。 

【註冊組】 

※【待辦理】 

(一)國一新生預計 4月 15日辦理國中新生家長或代理人報到與親職講座(輔導室)。 

 

 

 

 

(二)小一新生預計 4月 17日辦理報到與家長座談會 14:00-15:30。 

(三)五專優免 4/22日開始校內報名 

(四)請畢業班導師、特教老師協助於 4月 26日前繳交敘獎名單，將再召開畢業獎項

審查委員會。 

(五)107學年度國中教育會考將於 05月 18(六)、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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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辦理】 

(一)108繁星入學已於 3月 18日公告錄取名單。今年錄取狀況十分理想，感謝老師的 

指導。 

學校名稱 姓名 學群類別 選填志願序 校系名稱 

國立臺灣大學 郭品辰 一 1 財務金融學系 

國立臺灣大學 惠冠淳 三 1 心理學系 

臺北醫學大學 王凱平 八 1 醫學系（通過） 

國立政治大學 徐嘉鈴 一 1 法律學系 

國立清華大學 劉翔緯 二 4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甲組 

國立交通大學 鄭子淥 二 1 電機工程學系(乙組) 

國立成功大學 許家豪 一 2 法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吳偉平 二 2 資源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 陳彥彤 二 2 化學工程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 曾尚群 二 2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 鄭昱欣 一 7 外國語文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 何靜晏 三 1 森林學系林學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魏浩胤 一 1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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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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 李華嘉 一 2 法律學系法學組 

國立臺北大學 顏爾汎 一 1 企業管理學系 

東吳大學 莊又穎 一 1 企業管理學系 

中山醫學大學 柯品榕 三 1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國立高雄大學 張芳瑗 一 1 資訊管理學系 

(二)申請入學與科大的報名作業，擬於 3 月 18日前報名完成。國中會考、雄中科學班、藝 

    才班報名作業辦理中。 

(三)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日期各大學彈性措施，提供查詢各校之彈性措施資 

    訊，歡迎考生及家長善加利用。 https://www.caac.ccu.edu.tw/apply107/query.php 

(四)《107學年度四技二專多元入學進路指南》中有四技二專各入學管道特性、重點說明 

     及注意事項，請有需要之師生家長至技專校院招生策進總會 

    （http://www.techadmi.edu.tw/）下載。 

(五)申請入學與科大的報名作業，已於 3 月 21日前報名完成。國中會考、雄中科學班、藝 

    才班報名作業辦理中。 

(六)完成國小、國中新生入學登記審查作業及公告。 

(七)學習歷程檔案已完成硬體建置，將於系統商架接完成後，由學習歷程工作小組先行培 

    訓，後將安排研習讓全校老師參與。 

(八)國中會考及各項入學管道日程通知(國三導師及各班每位同學一張)，已發送各班導師 

    一份供參。 

【實研組】 

  ※【待辦理】  

(一)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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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08學年度高中優質化計畫書預計於 4月 10日送出。  

(三) 4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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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5月 1日中午將進行國三包粽祈福活動，請任教國三老師或所有同仁共襄盛舉，

一同給孩子加油打氣。 

※【已辦理】 

 (一)107學年度高師大三週集中實習輔導，時間為 108年 4月 1日至 107年 4月 19

日止，謝謝各位老師協助，實習學生配對名單如下：  

科別 姓名 指導教授 教學實習 導師實習 行政實習 

國中 

國文 

洪慧敏 

杜明德老師 
顏嘉珍 

老師 
國一仁 

顏嘉珍 

老師 

校長室 

莊雅淳 校長室 

洪薇雅 校長室 

file:///C:/Downloads/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日期各大學彈性措施，提供查詢各校之彈性措施資訊，歡迎考生及家長善加利用。
file:///C:/Downloads/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日期各大學彈性措施，提供查詢各校之彈性措施資訊，歡迎考生及家長善加利用。
https://www.caac.ccu.edu.tw/apply107/query.php
http://www.techadmi.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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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國文 

王晨 

姜龍翔老師 
張簡文琪 

老師 
高二孝 

張簡文琪 

老師 

教務處 

張弘易 教務處 

傅韋綺 教務處 

國中 

體育 

江少云 

陳貞秀老師 
林大成 

老師 
國一義 

羅方凌 

老師 

學務處 

徐育華 學務處 

陳思庭 學務處 

高中 

體育 

楊台安 
鄭漢吾老師 

黃安邦 

老師 
高二禮 

李俊緣 

老師 

體育組 

許家誠 體育組 

高中 

數學 

林卓廷 

張宏志老師 
吳品玫 

老師 
高二忠 

吳品玫 

老師 

教務處 

張健芳 教務處 

江冠逸 教務處 

高中 

物理 

賴浩民 

陳宗慶老師 
柯奉孝 

老師 
高二義 

張明吉 

老師 

設備組 

黃韋霆 設備組 

曾晧然 總務處 

國中 

生物 

周思辰 

王敏男老師 
林吟珊 

老師 
國一禮 

林吟珊 

老師 

衛生組 

范景絨 衛生組 

呂冠筠 衛生組 

高中 

英文 

黃名堉 

羅俊宏老師 
侯思嘉 

老師 
高二信 

謝坤家 

老師 

圖書館 

張靜婷 圖書館 

古詩筠 圖書館 

 (二)108學年度均質化計畫開始申請，將於 3月 28日於高雄中學與夥伴合作學校分別 

 召開第一次工作會議討論相關計畫事宜。 

 (三)3月 22日完成大考中心高一「特色招生考試分發」試題預試抽測。 

【設備組】 

 ※【待辦理】  

(一)第 59屆高雄市科學展覽，本校共有 10件作品參加比賽，學生已繳交作品說明書，

將於 4月 12日公布第一階段入選結果，4月 25日第二階段評審。 

(二) 4月 26日於班會時間舉行環境教育科學園遊會，此次共有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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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預計於 5月 3日前經由校內競賽選出 107學年度國中科學奧林匹亞競賽之選 

      手並完成推薦報名。 

※【已辦理】 

(一)參加高雄市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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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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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方面:國三義黃昶竣 榮獲物理科佳作，恭喜獲獎同學，感謝林貴雄，廖幸芝，

林吟珊老師辛勤指導。 

(二)參加高雄市 107學年度國民中學數學競賽表現優異榮獲合作解題獎佳作，個人獎

國三智楊翔寓榮獲佳作，恭喜獲獎同學，感謝林芳莉老師、莊造群老師、陳香伶

老師辛苦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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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處室辦公室，落實每週巡、倒、清、 

     刷等工作，以避免病媒蚊孳生，每週依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作巡檢業 

     務填寫檢核表核章後，煩請繳交至衛生組，感謝協助。 

 (二)5月 25日舉辦「親子手手公益園遊會暨社團成果展」，近期將發下實施計畫及報 

     名表【附件一】，報名至 4月 26日截止。活動重點提示如下： 

     1.當日一併辦理社團成果展，各社團皆須參加，靜態展覽區設置於近圖書館端草 

       皮，動態表演舞台設於升旗台。 

     2.園遊會班級攤位設於晨曦樓玄關、香菇亭前紅磚道、晨曦樓前紅磚道、文馥樓 

       走廊，戶外地點皆搭設帳棚，以班級為單位自由報名設攤，特別鼓勵高一、國 

       一、國二、小五踴躍參與。設攤學生將核發志工服務時數，工作人員及指導老 

       師提報加班補休。攤位恕難供電，請納入販賣品項選擇之考量。 

     3.本次園遊會試辦減塑活動，鼓勵各班響應申請「減塑攤位」認證，實施「自備 

       餐具優惠(例如：折扣或加量)」、「不主動提供一次性用品(例如：塑膠袋、免 

       洗餐具等)」、「設置內用座位」等措施，活動後提供攤位實施減塑過程、所製 

       造垃圾之照片(5月 31日放學前將成果交至訓育組)，若經查屬實，減塑成效顯 

       著之班級頒予獎狀乙張，參與擺攤學生給予嘉獎 2次。 

     4.本園遊會為公益性質，鼓勵班級攤位捐出收入盈餘至少 20%，由捐款給公益團 

        體。 

     5.除班級攤位外，另結合孝道教育資源中心辦理「簡單˙孝開懷」活動，規劃茶 

       席品茶活動等多樣親子互動關卡可集點抽獎，報名品茶活動者有機會獲得精美 

       野餐墊乙份，歡迎教職同仁攜家帶眷，大手牽小手，一起來參加。 

※已辦事項： 

 (一)3月 4日至 6日高一、國二、小六露營；4月 1日至 3日高二校外教學皆圓滿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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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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束，感謝導師用心陪伴學生三天兩夜，近期將完成未參加學生之退費程序。 

 (二)4月 2日辦理國小部兒童節藝文講座，邀請魔術師 JEFF LEE到場表演及分享。 

 (三)本學期全校防震演練已於 3月 14日 7時 40分實施完畢。 

 (四)本學期火災狀況處置及防溺宣導已於 3月 22日第 6、7節實施完畢。 

 (五)108年 3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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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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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國中小放置餐桶的餐車已請各班加強清潔，避免放置於車上之餐桶因不潔環境而 

     造成小蟲侍入，影響食品安全衛生。 

 (七)107學年度第二學期班際排球比賽於第一次段考後舉行，並於 3月 28日(四)開始 

     比賽，感謝高二仁班江念宸同學擔任本次總召，帶領近 40位同學參與裁判及工 

     作人員，其中有許多高三過往擔任過排球比賽的志工同學也自願幫忙高二在畢旅 

     期間的賽事裁判。感謝素珍組長協助裁判指導工作；，預計所有賽事將於 4月   

     15日(一)完成所有例行賽事及冠軍戰，4月 16日(二)將有高一二聯隊、高三聯 

     隊、排球隊以及教師組的表演賽，歡迎各位老師屆時一同來同歡，參與這項最受 

     附中學生歡迎的班際球類賽事。 

※待辦事項： 

 (一)4月 9日星期二 12:10召開畢業典禮籌備小組會議，與會者為已錄取大學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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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等共識討論，擬先籌組工作小組，並於 5月 7日中午召開畢籌會成立大會，選 

   出畢籌會主席、確認組織成員。 

    (二)4月 10日星期三中午 12:10~13:10辦理小六畢旅招商說明會，小六畢旅時間為 6 

        月 3日 至 5日，由劉穎真老師及林怡君老師帶隊。 

    (三)附青文藝獎國文科由羅方淩老師負責，已將入圍作品電子檔和預測第一名活動網 

        址公告於學校首頁，另將於 4月 15日至 19日辦理附青文藝獎講評座談，感謝方 

        淩老師及國文科老師辛苦辦理講座。 

    (四)由築夢校刊社編輯之附中青年採自由購買，將再發下刊物內容預告及購買調查單 

        及售價至國高中各班，若購買本數低於最低印製量，則改發行電子刊物。 

    (五)107學年度學生會第五屆正副會長暨第二屆學生議員選舉開跑，本次選舉與台灣 

        少年權利與福利促進聯盟合作，一併辦理「18歲選舉權」模擬公投，相關時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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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如下： 

        1.4月 1日～4月 22日可進行校內競選宣傳活動。 

        2.4月 12日 16:30~18:00演辯社於晨曦樓四樓社會科教室辦理「我國選舉年齡門 

          檻應降至 18歲？」辯論表演賽，採自由報名，現場備有茶點。 

        3.4月 16日 12:10~13:10於晨曦樓五樓軍護教室由台灣少年權利與福利促進聯盟 

          辦理「選民教育專題講座」，採自由報名參加，提供午餐。 

        4.4月 17日星期三國小部升旗舉行國小部政見發表會。 

        5.4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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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月 23日星期二 8:00～12:40，每節下課 10分鐘及午餐時間辦理正副會長、 

          國高中部學生議員及高中部模擬公投投票作業。12:45分進行開票作業。 

        7.學生會選舉為方便投票，領票時國小部出示圖書證，國高中部可出示學生證或 

          有照片之證件。為鼓勵投票，國小部投票率超過 90%的班級給予公開表揚獎勵； 

          國、高中部各班班級投票率超過 90%者，全班各計予壹支嘉獎，班級投票率 100% 

          者，全班各計予貳支嘉獎。所有班級投票率將與當選名單一同公告。 

     (六)107學年度畢業典禮邀請卡設計比賽開跑，作品擬於 108年 4月 29日（星期一） 

         截止收件。 

     (七)4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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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教育部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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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高三 5月 10日～6月 4日請假程序：  

      請有需求的學生主動至生輔組索取高三長期事假單(如圖)，因請假時程較長， 

      為求謹慎，請家長與導師主動聯繫確認。 

      高三行程 

5月 8、9日 畢業考 

5月 10日～6月 4日 ** 

6月 6日 務必返校整理清空教室畢業典禮 

(十)高三參加推甄面試得以公假申請，請務必事先完成請假手續，公假核定之天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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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1.苗栗以北學校除面試當天之公假外，另可申請路程假(公假)半天。 

       2.花東學校除面試當天之公假外，另可申請路程假(公假)一天。 

       3.中南部學校僅面試當天公假，無提供路程假。 

    (十一)高、國中部學生出缺席情形，依下列各款標準辦理： 

    全學期除公假外，無請假、無曠課、無缺席、無遲到、無早退者記小功乙次。 

    無故曠課、缺席十節以上者記警告以上處分【升旗、朝會、早自習、午休遲到超 

    過十分鐘（以鐘響為原則）視同缺席】。 

升旗、朝會、早自習、午休、上課遲到、早退者，經勸導仍未改善者，記警告以 

上處分。【上課遲到（以鐘響為原則）、早退與曠課之時間管制由任課老師自行決

定】。 

(十二)本學期於 4月 17日(三)上午 8:00~9:00辦理國小部健康促進環境保護教育淨街 

    活動，從小培養關懷與感恩心，以謙卑心透過掃街活動為社區服務。 

(十三)為配合本校 108年度健康促進議題，擬辦理「健康體位」、「菸害防治」、「性教育 

    （含愛滋防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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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截止日為 108.4.19（五），請提醒 

     參加同學準時交件。 

(十四)為全面提升學生對正確用藥、性教育（含愛滋防治）、健康體位（含健康飲食）、 

     菸害防治等議題的認識，擬併科學園遊會於 108.4.26（五） 14：20～16：10辦 

     理健康促進園遊會，歡迎踴躍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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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組與總務處及健康中心等單位 

     共同協助與合作。 

(十五)游泳隊將於 4月 20日~4月 25日公假代表學校參加於高雄舉行的「108年全國中 

     等學校運動會」，經過高雄市選拔後代表參賽人員共 44位選手達標，為歷年最多 

     人數的一次。此次全中運在高雄，游泳賽場就在國際游泳池，距離學校很近，強 

     烈邀請各位導師有空的話可以到泳池來看看自己班上的選手在游泳池中的另一 

     面。另有一位空手道選手高一孝班林珀辰同學亦將前往參賽。以上 45位選手為 

     了校譽，放棄許多學校的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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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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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返學校。 

   (十六)值得一提的是，本年度的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高三孝班莊沐倫同學獲選為聖火 

        點燃的兩位選手之一，唯因賽事改變的關係，今年的游泳賽事提早一天開始，與 

        正式開幕典禮衝突，考量今年全中運沐倫將挑戰三金三破全國紀錄，並同時欲挑 

        戰達標 2020東京奧運資格，故忍痛放棄此榮耀。希望沐倫此次戰役能夠心想事 

        成。 

   (十七)108學年度運動績優生獨立招生(國小升國中、國中升高中)將於 108年 5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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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學生事務處葉主任教官憶蓉報告： 

(一)高一學生實彈射擊活動課程，教育局目前規畫本校在 4月 16日下午實施，本校高 

      一預計 4月 16日第 6、7節停課，全民國防課程加強實彈射擊相關課程及流程熟悉 

及能力。 

  (二)下學期本校國中部 4個班級參加教育局探索學校課程： 

      108.3.20(三)下午國一仁：柴山生態人文歷史導覽與探洞。 

      108.3.28(四)下午國一禮：柴山生態人文歷史導覽與探洞。 

      108.4.3(三)上午國一義：獨木舟。 

      108.5.23(四)下午國一智：柴山生態人文歷史導覽與探洞。 

四、總務處許主任峰銘報告：  

※處室協調： 

 (一)本校去年與今年（108）用電比如下： 

   用電度數（度） 電費（元） 

用電月份 107 年 108 年 增減 107 年 108 年 增減 

12（前一年） 64200 64200 0 221559 241654 +20095 

1 57600 59020 +1420 200206 213862 +13656 

2 41200 55029 +13829 168963 202051 +33088 

3(ien預估) 66000 64211 -1789 電費單未到 電費單未到 電費單未到 

增減比較 增加 13460 度 增加 6 萬 2190 元 

 備註:108年二月用電度數增加萬餘度，其中主因為:上課日數較 107年多 10天,這 10天用電增加  

10571度，今年校內用電較多，請大家多幫忙。 

 (二)今（108）年 1-3月水費帳單整理如下： 

  用水度數（度） 水費（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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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月份 107 年 108 年 增減 107 年 108 年 增減 

12（前一年） 1039 1045 +11 18494 18593 +99 

1 879 1150 +271 15814 20353 +4539 

2 653 842 +189 12028 15193 +3165 

增減比較 增加 471 度 增加 7803 元 

 備註:自 107年 5月開始，校內用水水費每月均有數千元之增加(除 107 年 12月外)，此現象已持

續 11個月，表示校內一定有持續的漏水點，希望各位老師同學能多幫庶務組注意，特別是廁

所的漏水點，有發現請立刻通知文闊處理。 

(三)由於中央氣象局預報高雄市苓雅區 4月 8日中午體感溫度將首次超過 30度，故   

    108年度冷氣電源開放時間將於四月八日（每日上午 10：10～下午 16：10）開放， 

    但是還是希望各位同仁與師生，能遵守下列用電事項：（摘錄自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附屬高級中學節約能源實施計畫）總務處感謝大家支持。 

     1.室內空調溫度設定在 26-28℃為宜，由總務處、教務處、學務處與輔導室共同  

  宣導管理，小組不定時抽檢。 

     2.連續假日或少數人在室內不開冷氣。 

     3.室外溫度未高於攝氏 30度時，不得使用冷氣機。 

       備註: 1.晨曦樓冷氣為中央空調，耗電量高，請務必斟酌使用。 

             2.依使用者付費原則，非學校辦理活動，請自行準備冷氣卡或依場地

管理辦法付費使用，由於各校(機關)都會積極打聽免付費的活動場

地，為避免學校損失，請勿以校內名義辦理校外各機關之活動。 

              

 (四)本年度晨曦樓五樓三部主機，雋永二樓一部主機冷氣主機施工，已於 3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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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規劃完成，預計於 5~6月進校施工(一個周休假期)，此預算為總務處於 106

年底編列預算，希望能夠趕得及今年用電高峰期的來臨。 

（五）晨曦樓、文馥樓、雋永樓樓頂的太陽能電板已經於 107年 2月 12號正式併聯發

電，系統設計發電量為 212 KW，由於是採標租作業，本校收入占賣電給台灣電

力公司費用的 8.4%，今年能收入約 120000元的租金，總務處前的液晶螢幕也為

該公司提供，以作為校務宣傳使用。但由於樓上太陽能工程完工後有高電壓的

變壓器以及相關太陽能發電設施，故屋頂不能隨意進出，以免發生危險，所以

請要到晨曦樓、文馥樓、雋永樓樓頂的老師和同學請先到總務處登記後才能進

入。 

※待辦業務： 

  (一)導師會議宣導:107年度後半年開始，總務處申請並執行以下的計畫，這些計畫

大部分已完工，未來可能有相關訪視與後續計畫，麻煩各處室了解並注意後續

公文處理。 

申請 

月份 
計畫名稱 經費額度 施作標的項目 目前進度 

107年 

11月 

108年度

Fab Lab營

運計畫 

180萬 

資本門 30萬 

經常門 150萬 

於社團,高一選修課,第八節志

工時間實施 3d列印,機器人,無

人機課程,108年預計再購進 6

部 3d 印表機與 2部筆電  

已於 2/28完成 

107年結案報

告,108年執行中 

107年 

3月 

智慧校園 

安全系統 
60萬 

安全求救系統整修,監視系統數

位光纖化,108年汰換北辰與文

馥緊急壓扣與附近監視鏡頭 

108/2/28已完成經

費核銷與結報 

108預算執行中 

107年 

7月 

108課綱 

空間活化 
50萬 

實驗室防水,實驗室桌面釉晶板

修復,燈具汰換,無線擴音,節能

循環扇,網路修復 

108/2/28已完成所

有經費核銷與結報 

107年 

8月 

高中基礎設

備建置 
93萬 

英語教室整修 

實物投影機採購 

完成所有施工驗收

108/3/31核結 

107年 

9月 

國中生科 

教室 
60萬 基本設備建置 

招標規劃中 

108/6/30前核結 

106年 

11月 

國中小 

前瞻基礎建

設 4.5.2 

156萬 
國中小教室筆電，投影機，教室

中控系統，無線擴音 

完成經費核銷

108/2/28結案 

107年 高中 218萬 高中教室筆電，教室中控系統， 完成驗收,3/22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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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前瞻基礎建

設 4.5.2 

無線擴音系統，實驗室設備桌機 

電腦教室防火牆，生科教室設備 

成結案報告 

107年

11月 

高中 

前瞻基礎建

設 4.5.1   

4.5.3 

200萬 

校園無線網路佈點 

網路架構汰換升速 

校園網路管理 

去年計畫被退回 

2/28前須提出新計

畫於 108年 1月至

108年 12月執行 

107年

12月 

Led燈管 

換裝 
34萬 國家政策節能汰換所有 t8燈管 

已安裝完畢 

108/3/15驗收 ok 

 實際完工日期: 

107.09.16 
國中小 18間教室新全彩，5500流明 FullHD 高亮

度投影機 
前瞻數位建設補助 安裝完工 

107.10.16 
空間活化-雋永樓實驗室牆面滲水，桌面破裂整修

完工 
國教署 

107年 5月申請競爭型

計畫 

107.11.14 

運用空間活化經費 8萬餘元，高雄市經發局補助 8

萬餘元，完成雋永樓 3-6樓實驗室全面更換 LED

燈管（座） 

國教署 

高雄市經發局 
 

107.11.09 
申請國教署補助高中充實學生自主學習空間及設

施計畫 
國教署 未獲通過（107.12.13） 

107.11.20 

提報競爭型計畫-108 年度改善或充實國立高中一

般建築及設備計畫書--施作雋永樓 12間廁所(含

無障礙廁所)的整體改善 

國教署 未獲通過（107.12.26） 

107.12.19 
高中部 24間教室，四間實驗教室，創客教室與國

中小部教室無線音訊系統 
前瞻數位建設補助 安裝完工 

107.12.29 
高中部四間實驗教室，創客教室與國小部教室(10

間)無線投影 
前瞻數位建設補助 安裝完工 

107.12.29 
汰換雋永樓國中部教室使用已 20年的 12座電動

投影螢幕 
107年度預算 安裝完工 

107.12.29 
晨曦樓地下室停車場微波感應燈管 

於 107年 9月規劃 
107年度預算 安裝完工 

108.12.25 
雋永樓往凱旋二路校門方向，戶外感應式燈泡與

感應式 LED投射燈裝設 
107年度預算 安裝完工 

108.01.25 

全校 42 間教室資訊整合系統 

108/2/11,2/25兩次驗收未過； 

3/13 第三次驗收完成 

前瞻數位建設補助 
安裝完工 

 

108.02.27 
提出前瞻基礎建設網路設備經費補助申請 

4.5.1 與 4.5.3 
前瞻數位建設補助 審核中 

108.03.12 英語教室智慧教學系統 高中設備需求補助 安裝完工 

108.03.15 

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行動計畫 

T8燈管(座)全面更換 LED燈管（座） 

文馥樓地下室停車場微波感應燈管 

國教署 安裝完工 

(二) 經過由 107年 11月到 108年 3月全面汰換現有一般教室資訊整合系統的過程中，

發現之前 98年構建的舊系統經過多年的使用，已經出現以下的問題:目前系統已

趨向穩定，師生使用若有問題可直接向信宏或主任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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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由於北辰樓,雋永樓夜間一般電源未斷電，倘若教室使用電器，而未在下課後 關

閉電源(如擴大機,放影機等)， 會導致這些電器，在這幾年當中，一直處於未

斷電的狀態，長期燒機的結果，已經導致這些擴大機內部晶片過熱損壞與外部

接頭氧化損壞嚴重的狀況，再加上維修汰換情況不佳，有線麥克風會經常無法

發出聲音。此次資訊整合系統汰換，在 1月底安裝後，已經在下一週做完全部

教室的機器檢查兩次，還是發現教室資訊整合系統當機的情況此起彼落，造成

驗收與維修上極大的困擾，經過與本校電氣技工，其他學校總務單位討論的結

果，才發現教室夜間一般電源並未斷電，是當機的主要原因。利用春節時間全

校斷電測試，確認問題的確在於夜間電源未斷電，導致機器過度燒機當機，於

是於 2月中旬立即開始規劃，北辰雋永兩棟大樓教室電源的重新配置(因為老師

辦公室要維持有電)，並於 3月初完工。自此教室資訊整合系統，此起彼落的損

壞狀況，獲得大量改善，也同時確保國高中 36間教室擴大機與相關電器能因為

夜間斷電，使機器的壽命獲得延長。 

    2.資訊整合作業系統安裝於教室內，為國家前瞻基礎建設的基本設備要求，在國

家基礎建設數位計畫當中要求全國所有教室至少要能夠達成能進行輔助教學的

智慧教室程度(依序是輔助,互動,創新三個層次,創新層次的教學由 Fab Lab 計

畫負責)，其中包括 1GHz速度的網路，教室專屬電腦(筆記型電腦)、一鍵開關

的上下課電源控制、無線音訊廣播系統、投影或液晶螢幕設備，目前執行計畫

上應該已經達成這個計畫的輔助教學的要求。甚至在國小部與實驗室的部分，

已經更進化為能進行互動教學的無線投影裝置，未來可能會有訪視，其中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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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再敬請大家支持。 

               

    3.由 3月中旬到今天，教室輔助教學設備的狀況已漸趨穩定，目前接下來的工作

應該是要進行原來因為夜間無法斷電導致部分損壞的擴大機更新，安裝投影亮

度不足與機型老舊的投影機更換(如上圖,國中小已完成,剩高中部)，再請相關

單位想辦法，爭取學校經費，去做教室資訊設備的第二次更新。 

    4.總結這幾個月來教室資訊整合系統回報的問題發現 有以下數項: 

(1)本校的有線麥克風音訊系統，從桌面音訊插座接資訊整合系統，再由資訊整

合系統接講桌中的擴大機，再由擴大機接牆壁上的喇叭。在設計上是兩次放

大聲量的設計。最主要的原因是老舊的麥克風,擴大機，會產生雜音和音爆，

在國家考試與學校學測,指考,段考時會造成噪音的干擾。所以設計以擴大機

為中繼音訊斷點，只要教室產生喇叭雜音，在不需要使用麥克風的情況下，

關閉擴大機電源，即可消除雜音，再報修進行擴大機的維修更換。 

     (2)本校的有線麥克風音訊系統與無線麥克風音訊系統(老師專用無線麥克風) 為

兩個獨立系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確保老師在上課時獲得雙重保障(學生使用

有線,老師有專屬麥克風可離開講桌進行互動教學)，桌上資訊整合系統的音

量(投影視訊與有線麥克風)調整，也是與無線 mipro麥克風的音量調整無

關，兩者完全獨立。無線麥克風的使用除了上課講話以外，也可以用音訊小

號接頭，接在麥克風與手機或麥克風與筆電之間，做無線網路音樂的播放。 

     (3)桌面的資訊整合系統整合了 HDMI與 VGA的影像傳輸。同時也能控制有線麥 克

風音量與投影幕的上下，因此在講桌內的資訊盒連接的線就非常複雜。如果

因為不小心扯到其中幾條線，資訊設備的部分功能就會消失，因此希望大家

能將接線的部分直接接在桌面上，而盡量不要把設備接線頭直接接在講桌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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屜內，以避免不小心扯到其他種類的線而導致部分功能消失。 

     (4)為因應新筆電與新設備，此次影像部分增加 HDMI傳輸功能(影像與音訊傳輸

合一) ，比以前 VGA要再接音訊線方便許多，但 VGA要再接音訊線的傳輸方

法還是有保留，老師們可以試試看。 

     (5)資訊設備的發展，配合手機,筆電, 平板,功能性越來越強，軟硬體的設定也

越來越複雜，在這次硬體更新中，保留舊有也提供新的概念進學校，未來教

學設備與教室環境設備會越來越趨向無線化，科技化，以滿足已設定的輔助,

互動,創新三個層次的教學，使用上若有不方便或需要設定協助的地方，請大

家可以直接向總務處峰銘或信宏提出。感謝大家。 

※已辦業務： 

（一）創客教室活動如下： 

1.兩年來已籌辦136場各式體驗活動，工作坊與研習，並在106年建立學生志工維

護團隊，107年初開辦創客社團，107年中加入高中部高一多元選修課程團隊，

將創客教室課程結合每週常態課程、社團活動與志工制度，形成三方面齊頭發

展的營運架構基礎。今年已於2-3月份,辦理本校自走車與無人機社團的成立，

因反應良好，暑假會設計短暫營隊，屆時歡迎各位報名。 

                           

            mblock自走車的課程指導         無人機飛行程式撰寫         

2.專任助理曾昭舜先生續聘，請各位老師如果有創客教室的問題，可以隨時到總

務處找昭舜了解，他同時也會在第七節下課後，只要有同學和老師有預約，他

就會進到創客教室裡面，協助大家在這方面的創作，其他老師有空的時間也可

以到總務處登記，可以一對一教學，讓大家能學會運用這間教室的設備。 

五、人事室蘇主任月琴報告： 

※處室問題及協調事項 

(一)108學年度校長遴選候人對談會於 4月 12日下午辦理；4月 9日抽籤順序：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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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李金鴦校長、第 2位楊昆霖主任、第 3位李秋嫻主任。。 

(二)職員輪調於今年 8月 1日實施，輪調抽結果： 

抽籤結果 庶務 1 訓育組 教學組 註冊組 實研組 輔導室 

姓    名 府明貞 林儷蓉 謝尹芳 劉幸茹 陳麗娟 蔡旻蓉 

※待辦業務 

(三)108學年度教師甄選高中部生物科 1人、高中部公民與社會科 1人、高中部音樂科

1人，網路報名截止日至 108年 4月 15日止，4月 20日(星期六)筆試、4月 27

日(星期六)教學演試與提問及口試。 

※已辦理事項(含法令宣導) 

(四)公務人員 107年考績案已於 108.3.29高師大人字第 1080002103號函報銓敘部審

定中。 

(五) 教育部書函以，中華民國全國公務人員協會與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公

務人員自費團體保險專案」、「強制險優惠專案」；另推薦新光人壽「五動鑫富利率

變動型終身壽險」方案。(教育部 108.3.15日臺教人(四)字第 1080037926號書函) 

(六) 銓敘部函以，為維護政府形象及貫徹政府杜絕酒後駕車(以下簡稱酒駕)之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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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8.3.6日臺教人(三)字第 1080030642號函) 

(七)高雄市政府辦理 108年「For in love,In love river!!與龍共舞」公教人員未婚

聯誼活動，請本校符合資格之未婚同仁 108年 4月 19日前踴躍報名參加，活動日

期 6月 1日。 

六、主計室謝主任璧如報告： 

※跨處室協調事項  

(一)固定資產達行率標準4月35%，尚未達標，需按月填報執行落後原因及改進措施。 

    請各處室依據經費編列積極規劃簽辦，預留行政招標作業流程時間。 

        經費編列預算部分:圖書館-網路設備、圖書殺菌機、圖書，學務處-印表機、視力 

    箱、消毒噴霧、活動看台，總務處-冷氣主機(設計中)，秘書: 相機、錄影機、印 

    表機。補助:優質化-自然科實驗及自主學習空間改善建置等(請盡速規畫、招標預 

    留施工期)。 

(二)國教署表格的「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修正版 108年 1 

    月 1日生效，已新增公布於網路請購/法令規章/主要法規，主要為補助經費等表 

    頭修正，另特別提醒: 



18 

 

    1.各表的備註，例如:補助經費表六: 同一計畫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 

      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 

      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署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 

      項。 

    2.第十一點節錄:計畫之結報，至遲應於計畫核定執行期間屆滿後二個月內，檢附 

    相關資料辦理結報事宜：（三）因故無法於原定期程內報核，應於期限截止前 

    向本部申請展延，並在本部同意可延展期限內，完成結報。（四）未依限結報 

    且未依限申請展延者，本部得於完成計畫結報前不再撥付相同計畫主持人或執 

    行單位新計畫款項，並得逕予撤銷該補(捐)助或委辦案件及收回已撥付款項。 
※待辦理事項 

(三)109年概算作業辦理中，調查表陸續繳交。 

   ※已辦理事項(含法令宣導) 

(四)業務宣導: 

    1.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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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輔導室簡主任文英報告： 

※待完成 

 (一)107學年度高三申請入學模擬面試活動，共規劃 18場次，預計 77人次參加。本 

     年度因應同學需要，邀請台北醫學大學吳瑞裕教授等 17位大學教授協助同學二 

     階指定項目甄試的訓練。感謝家長會對於鐘點費的支援，期望同學們能充份準 

     備，順利申請理想校系。 

 (二)國二各班於四月份進行「職涯性向測驗」線上施測，預計於 5月初進行測驗解釋。 

 (三)擬於 5月 10日全天在本校雋永樓地下室辦理「『幸福從哪裡來』家庭教育暨生命 

     教育教師研習」，邀請點亮生命教育協會彭川耘老師主講，帶領與會老師進行生 

     命教育、家庭教育與情感教育跨議題教學共備。研習實施計畫如附件一，本研習 

     發文邀請校外教師參加，亦歡迎本校教師踴躍參與。研習課程代碼：2581362。 

 (四)搭配學務處五月慈孝家庭月及親子園遊會活動，輔導室將與家政科、護理科進行 

     家庭教育系列活動，將奉茶、高齡關懷、親密關係、傳家菜等主題融入相關課程 

     中。 

 (五)將規劃國中會考後，於 5月 31日上午帶領國三 4班師生前往文藻外語大學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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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地認識外語群及商管等相關群科學習內容和未來發展。 

 (六)擬於 5月 31日下午辦理教師輔導知能研習～舞蹈治療工作坊，擬邀請鳳山商工 

     陳穎芝老師帶領。 

 (七)輔導室將與國文科、孝道教育資源中心合作辦理「一句話傷心、一句話暖心」家 

     庭教育暨生命教育徵句活動，徵句活動將於 5月 18日截止。優秀作品將製成紙 

     膠帶，紙膠帶擬作為本校相關活動宣導品之用。 

※已完成 

 (一)生命教育 

  1.已於 3月 18日中午召開校內初選會議，推派本校之 3Q達人代表參加高雄市的遴 

    選，如下表: 

 AQ(Adversity 

Quotient) 

逆境智商達人 

MQ(Moral Quotient) 

道德智商達人 

EQ(Emotional Quotient) 

情緒智商達人 

高中部代表 鄭淮中(高一仁) 李冠穎(高二智) 周沛韋(高三義) 

國中部代表 陳彥蓁(國一仁) 從缺 蔡明娟(國一仁) 

國小部代表 林亮宇（小三） 董炫霆（小三） 陳宥均（小三） 

 

 (二)生涯輔導 

    1.已於 3月 21、22日分別辦理 108學年度國三技藝教育親師場及學生場之課程說 

      明會，目前正受理報名中，預計 108學年度上學期參加技藝教育課程之國三生 

      將突破 40人。預計 4月 26日召開技藝教育遴輔會議，共同審議參加課程之學 

      生名單，以利後續的上傳作業。 

    2.已於 3月 29日辦理高三申請入學面試技巧講座，邀請高師大事經系譚大純教授 

      主講，近 50位師生與家長參與。譚教授生動地帶引同學們如何以教授的視角來 

      看待面試，並做好充份準備。 

    3.已於 4月 3日利用國三輔導活動課程邀請「104工作世界」志工之職場達人入班 

      進行職涯發展經驗分享，講師分別是人力資源主管張雄喬小姐及網路工程師曹 

      昱仁先生。他們透過風趣幽默的方式讓學生理解該行業的工作內容與生活方 

      式，也進行有獎徵答方式強化同學對職業的正確認識，學生反應良好。 

 (三)家庭教育 

    1.已於 3月 24日與地理科蔡美玲老師合作辦理「『在社區參與中家庭共學』家庭 

      教育研習」，上午前往茄萣區搭乘舢筏實地認識在地社區團體如何長期努力讓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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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溪在經濟產業發展中重新找回環境生態保育的平衡，下午則在大樹區體驗製 

      糖、鳳梨產業，與會師長均感寓教於樂、收穫豐碩。 

 (四)心理諮商與諮詢 

       1.個別諮商與諮詢服務，108年 3月共進行 122人次。 

     (1)其中高中部 47人次，佔總人次的 39%，問題類型主要以「生涯輔導」為主， 

        前者佔此部別個案類型比例的 38%。 

     (2)國中小學部 44人次，佔總人次的 36%，問題類型主要以「人際困擾」為主， 

        佔此部別個案類型比例的 50%。 

     (3)其他諮詢服務，提供教師諮詢 22人次(18%)及家長諮詢 9人次(7%)。 

          (4)各部別問題類型如下圖 

 

3 月 高中部個案類型比例統計       

 

 

 

 

 

 

 

 

 

 

 

 

 

3 月 國中小學部個案類型比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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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圖書館向主任志豪報告：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提供本校國小部及國中部充實圖書館藏書量計畫，採購 

     國小部及國中部圖書資料均已入館提供借閱，歡迎多加利用。 

 (二)圖書館於 3月 13日起至 4月 18日辦理「新書特展」及「繪本大賞」特區，感 

     謝教職員生共襄盛舉。 

 (三)圖書館將於 4月 22日至 5月 3日辦理「人權故事圖書展」，歡迎參觀。 

 (四)圖書館於 3月 29日起於國一智班辦理「手工繪本書課程」，透過專業講師解說分 

     享，認識手工繪本書，並透過故事延續發想，帶領同學動手做一本屬於自己的手 

     工繪本書。課程內容包括： 

      1.「拜訪圖書館善用館藏」。 

      2.東西製造大解密-手機造型手工書。 

      3.一百件洋裝（鹽埕圖書館班級書）及造型衣架手作書。 

      4.孩子,你現在就能讓世界更美好！(鹽埕圖書館班級書）共讀、提問、討論、 

        分享及屏風書。 

      5.銀河鐵道之夜（小港圖書館班級書）及火車造型屏風書。 

 (五)圖書館自即日起，歡迎教職員生踴躍推薦優質圖書及視聽資料，網站上提供推薦 

     單，電子郵件或紙本推薦皆可。推薦前請先上網查詢 

     http://163.32.92.129/OPAC850/ 是否本館已納典藏。另歡迎大家多利用本館圖 

     書資訊查詢系統，登入個人證號及密碼(預設密碼與證號相同)，於圖書到期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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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辦理續借，避免書籍逾期停借。 

 (六)資訊業務 

     在 2019 年 1 月 8 日 Windows 7自動更新,造成校園授權軟體 Windows 7出現 

     啟動失敗和「非正版」通知，目前已發現校內有幾台電腦出現如下圖所示的訊息：  
 

 
 

  1.徵狀 

    (1)系統出現此非正版的 Windows 於桌面右下方，或跳出視窗。 

    (2)啟用時出現「Windows 正在執行非正版的通知。執行 ' slui.exe' 上線，並 

       驗證 Windows。」 

  2.微軟公告 

    微軟已對此做出說明，用戶需移除 Windows Upadate編號 KB 971033之更新檔， 

    詳細步驟見下方連結[解決方案]一節：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tw/help/4487266/activation-failures-and-n

ot-genuine-notifications-on-vl-win-7-kms-clie 

  3.步驟簡述 

    (1)請先判斷是否已安裝 KB 971033，如果已安裝 KB 971033，請解除安裝更新： 

       判斷方法，可透過執行「uninstall」檔。如本機有安裝，將會詢問是否刪除 

        KB971033。 

     操作方式如下：請先至以下網址下載「uninstall.bat」  

      http://www.cc.nccu.edu.tw/var/file/1/1001/img/uninstall.bat  

     (建議存於桌面) →在 「uninstall」檔案上按右鍵，選「以系統管理員身份執 

      行」→重開機。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tw/help/4487266/activation-failures-and-not-genuine-notifications-on-vl-win-7-kms-clie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tw/help/4487266/activation-failures-and-not-genuine-notifications-on-vl-win-7-kms-clie
http://www.cc.nccu.edu.tw/var/file/1/1001/img/uninstall.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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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您在執行「uninstall」畫面中，查無此更新，請略過此步驟，進入重建步驟。 

   (2)重建啟動相關的檔案： 

      操作步驟如下：請至以下網址下載「rebuild.bat 」       

      http://www.cc.nccu.edu.tw/var/file/1/1001/img/rebuild.bat  

     (建議存於桌面)→在 「rebuild」檔案上按右鍵，選「以系統管理員身份執行」 

      →再次重開機，完成。 

(七)國際交流 

    1.5月 15日～21日金門高中交流。 

    2.5月 26日～31日東京群馬教育旅行。 

    3.7月 30日～8月 12日泰國向日葵國際語文學校交流。 

(八)其他 

    1.4月 23日小學部閱讀月競賽。 

    2.5月 1日朱玉鳳大使國際禮儀及品格教育研習。 

九、秘書室莊秘書雅婷報告： 

(一) 40週年校慶特刊請各處室主任盡早繳交文章，還有若有關校慶相關活動的照片 

     可以給我後製，謝謝。 

(二) 107年度內控自評請各處室主任填寫完畢繳交。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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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日及 4月 12日導師會議議初步決議修訂本辦法相關內容。 

     二、修訂案為學生代表之刪除，詳如【附件二】。 

     決 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校長提示：無。 

柒、散會： 11：30。 

 

【附件一】 

http://www.cc.nccu.edu.tw/var/file/1/1001/img/rebuild.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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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師大附中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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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國教署孝道教育資源中心之活

動，除班級攤位外另有茶席體驗、親子互動等攤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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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與學前教育署 

四. 主辦單位：國教署孝道教育資源中心、高師大附中學生事務處 

五. 協辦單位：高師大附中輔導室、藝能科、學生會、高一多元選修團隊領導課程、高雄市家庭教 

            育中心、勵馨基金會、玉泉茶會、普力關懷協會 

六. 活動日期：108年 5月 25日(星期六) 

七. 活動時間及地點： 

項次 活動名稱 時間 活動地點 

1 公益園遊會 9:00~13:00 晨曦樓玄關、紅磚道、文馥樓一樓走廊 

2 孝道體現活動 9:00~10:00 舞台區(升旗台) 

3 孝道茶席活動 9:00~12:00 草皮 

4 學生社團成果展 10:00~12:00 
動態表演：舞台區(升旗台) 

靜態展覽：草皮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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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活動內容： 

(一) 社團成果展 

1. 設展對象：國高中各社團皆須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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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展時間： 

(1) 08:00~10:00 準備時間 

(2) 09:00~12:00 社團成果展 

(3) 10:00~12:00 社團成果展動態表演 

3. 設展內容及地點 

(1) 靜態展覽、互動攤位：草皮(設有帳棚) 

(2) 球類比賽：附中籃球場、排球場 

(3) 動態表演：舞台區(升旗台) 

(4) 社團成果海報展覽及打卡牆：草皮 

4. 報名時間：108 年 4月 15日前繳交報名表。 

5. 備註：參與學生核予志工服務時數 4小時。 

(二) 親子手手公益園遊會 

1. 設攤時間： 

(1) 8:00~9:00 準備時間 

(2) 9:00~13:00 正式活動 

(3) 13:00~14:00 場復整理(請於 14:00 將場地整理乾淨並復原，班級須有一名衛生公

差留下來等候檢查)。 

2. 設攤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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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設攤地點：晨曦樓玄關、紅磚道(設有帳棚)、文馥樓一樓走廊，各班繳交報名表時填寫

希望設攤地點之志願序，由訓育組安排。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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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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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園遊會試辦減塑活動，鼓勵各班響應申請「減塑攤位」認證，實施「自備餐

具優惠(例如：折扣或加量)」、「不主動提供一次性用品(例如：塑膠袋、免洗餐具

等)」、「設置內用座位」等措施，活動後提供攤位實施減塑過程、所製造垃圾之照

片(格式如附件四，5月 31日放學前交至訓育組)，若經查屬實，減塑成效顯著之

班級頒予獎狀乙張，參與擺攤學生給予嘉獎 2次。 

(7) 本園遊會為公益性質，鼓勵班級攤位捐出收入盈餘至少 20%，由捐款給公益團體。 

(8) 各參加單位請配合本活動時間暨遵守相關規定事項辦理。 

6. 報名時間：108 年 4月 30日前繳交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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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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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舞台區活動 

1. 地點：升旗台。 

2. 活動流程 

項   目 時   間 內   容 負 責 人 備  註 

開幕式 

09:00~09:10 高師大附小表演 主持人 太鼓 

09:10~09:30 
介紹長官、來賓、開

場致詞、頒發感謝狀 

孝道教育資

源中心  

李金鴦校長 

國教署長官 

協辦單位 

09:30~09:45 書法表演 主持人 呂佳玲老師 

孝道體現活

動 
09:45~10:00 

簡單孝開懷 

奉茶儀式 
主持人 透過課程報名奉茶 

社團成果展 10:00~12:00 社團成果展 
社成小組 

總召張宥棋 

由社成小組規劃及控

場 

閉幕式 12:00~12:20 抽獎活動 主持人 
集點卡於 12:00前投

入抽獎箱 

十.活動經費：由孝道教育資源中心計畫、品德深耕計畫、推展家庭教育計畫經費項下核支。 

十一.本計畫經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國立高師大附中 107學年度「親子手手公益園遊會」減塑攤位指南 

本指南由高一多元選修「團隊 x領導 x聽我課」成員共同編寫 

無塑園遊會 減塑特攻隊 

你我來組隊 來救救海龜 
 

為什麼要減塑？ 

 【減塑新生活】不可不知的環境塑害 2017-10-01 自由時報 

 海洋悲歌，塑膠污染怎麼解？ 2019-03-27 綠色和平組織 

 淨灘?「驚嘆」?—— 為什麼我們要減塑？ 2015-11-09 荒野保護協會 

 被垃圾撐死的信天翁、被吸管卡住的海龜，我們還能消費環境多久？／SDG-12（負責任的

消費與生產） 2018-01-25 公益交流站 

 

班級可以怎麼做？ 

1. 申請「減塑攤位」，寫出班級將會進行的減塑措施，將獲得「減塑攤位」認證標示，於

當天張貼於攤位明顯處，並記錄過程成果。 

2. 不主動提供一次性用品，如免洗筷、紙碗、塑膠杯、塑膠袋等。(可事先蒐集二次利用

的紙袋、塑膠袋) 

3. 於各班攤位設置內用區： 

(1) 攤位格局須規劃好點餐、製作及內用空間，內用桌椅需自備(可從班級搬 2-4張桌

椅，並發揮巧思鋪設桌巾或擺飾)。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weekly/paper/1139847
http://www.greenpeace.org/taiwan/zh/campaigns/plastic-free-life/biodegradable_plastic/
https://www.sow.org.tw/blog/37/20151109/4238
https://npost.tw/archives/40998
https://npost.tw/archives/40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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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需準備餐具容器(可向有經營餐飲店的親友借用)。 

(3) 安排餐碗清洗、內用桌面清潔人力。 

4. 自備餐具的客人給予折扣優惠或加量、加料不加價(事先準備量杯，可避免自備餐具容

量大小不一之問題)。 

 

校方會怎麼做？ 

1. 設置環保餐具租借區： 

(1) 租借項目：筷子、湯匙、碗盤(皆標有編號) 

(2) 租借地點：玄關 

(3) 租借辦法： 

登記姓名、餐具編號及聯絡電話 

押證件，若無證件每項押金 50元。 

歸還前須清洗乾淨。 

交還餐具，領回證件或押金。 

(4) 其他服務：  

免費提供紙袋、二次利用塑膠袋、二次利用塑膠杯 

查核記錄設攤班級垃圾量。 

2. 設置洗碗區：於總務處洗手台、圖書館前、鏡子旁及雋永樓地下室外洗手台設置洗碗精、

菜瓜布及濾網，並宣導洗碗區位置。 

3. 提供實施減塑的設攤班級獎勵，班級完成以下指標，達到最多目標之前三名班級可獲得

冷氣抵用券 500 元、400元、300元及獎狀一張： 

(1) 事前蒐集紙袋或二次利用之塑膠袋做為包裝材料 

(2) 班上有 15 人以上 IG宣傳無塑活動(需標註帳號@ashsteamwork) 

(3) 園遊會當日有效減少量(13:30拿至租借區檢查) 

 

看看其他無塑園遊會怎麼做吧！One can do, others can do! 

 高雄市鼓山高中的例子 

 台北市民生國中的例子 

 建中、雄中、雄女的觀察 

Made by 高一多元選修團隊領導課成員 

感謝以下同學的討論與行動： 

宛蓁、薇邵、家榛、懷萱、曲甄、麒祐、柏皓、宥叡、芳瑜、沁沁、益任、鈺恩、志睿、家綺、妤

涵、姿文、耀翔、家妤、詠喬、禕翎、于溱、吳艾、珞琳、芃芑、竣哲、世融 

https://www.huf.org.tw/essay/content/4347
https://www.huf.org.tw/essay/content/4347
https://e-info.org.tw/node/208417
https://crossing.cw.com.tw/blogTopic.action?id=1131&nid=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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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高師大附中 107學年度「親子手手公益園遊會」報名表 

※請於 4 月 30日(二)放學前將報名表交至訓育組，逾期不受理。 

班級       部   年   班 參與設攤 

人數 人 
負責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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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攤地

點 

請填寫志願序(1、2、3、4…) 

□晨曦樓玄關             □香菇亭前帳篷區 

□晨曦樓前紅磚道帳篷區   □文馥樓走廊 

攤位內容 所需材料、器具 

請簡述攤位內容(如販賣商品種類、售價...) (皆以自備為原則) 

特殊需求 

   □ 申請「減塑攤位」認證，並繳交成果 (可參考附件一「減塑指南」) 

   □自備餐具優惠(折扣或加量) 

   □不主動提供一次性用品，如免洗筷、餐碗、塑膠袋等 

   □設置內用座位(勾選此項目者會盡量將攤位設置在玄關或邊攤，提供較大空間) 

   □其他： 

※如有其他特殊需求可與訓育組討論。 

※13:00~14:00 請將場地整理乾淨並復原，班級須有一名衛生公差留下來等候檢查。 

衛生公差姓名： 

導師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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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請於 5月 27日(星期一)放學前將名單送至訓育組，表格不足請自行列印。 

國立高師大附中 107學年度「親子手手公益園遊會」參與設攤名單 

部別：          班級： 

座號 姓名 服務時間 服務項目 核發時數 認證單位 

  
108.5.25 

8:00-14:00 
參與親子手手公益園遊會設攤 6 小時  

  
108.5.25 

8:00-14:00 
參與親子手手公益園遊會設攤 6 小時  

  
108.5.25 

8:00-14:00 
參與親子手手公益園遊會設攤 6 小時  

  
108.5.25 

8:00-14:00 
參與親子手手公益園遊會設攤 6 小時  

  
108.5.25 

8:00-14:00 
參與親子手手公益園遊會設攤 6 小時  

  
108.5.25 

8:00-14:00 
參與親子手手公益園遊會設攤 6 小時  

  
108.5.25 

8:00-14:00 
參與親子手手公益園遊會設攤 6 小時  

  
108.5.25 

8:00-14:00 
參與親子手手公益園遊會設攤 6 小時 

 

  
108.5.25 

8:00-14:00 
參與親子手手公益園遊會設攤 6 小時 

 

  
108.5.25 

8:00-14:00 
參與親子手手公益園遊會設攤 6 小時 

 

  
108.5.25 

8:00-14:00 
參與親子手手公益園遊會設攤 6 小時 

 

  
108.5.25 

8:00-14:00 
參與親子手手公益園遊會設攤 6 小時 

 

  
108.5.25 

8:00-14:00 
參與親子手手公益園遊會設攤 6 小時 

 

  
108.5.25 

8:00-14:00 
參與親子手手公益園遊會設攤 6 小時 

 

  
108.5.25 

8:00-14:00 
參與親子手手公益園遊會設攤 6 小時 

 

導師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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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高師大附中 107學年度「親子手手公益園遊會」班級攤位減塑成果 

※5 月 31日放學前將此表繳至訓育組。 

※若經查屬實，減塑成效顯著之班級頒予獎狀乙張，參與擺攤學生給予嘉獎 2次。 

部別：        班級： 

  

攤位減塑措施 減塑實施過程 

  

顧客消費過程 垃圾減量成果 

攤位減塑心得： 

 

 

 

導師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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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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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4月 1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4月 12日行政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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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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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生會優秀幹部或成員。 

       ○2 社團表現優良者。 

       ○3 志工表現優良者(含環保志工、交通服務隊、體育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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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