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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108學年度 

第 09次行政會議暨內控會議紀錄 

  時 間：109年 04月 10日（星期五）上午 09：30 

  地 點：校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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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早安，前面的防疫小組的會議，感謝所有負責的同仁，辛苦大家，目前這防 

      疫事項還會一段時間，請大家還是要小心防範，孩子們可能會鬆懈或忽略，我們 

      大人還是要多多叮嚀提醒，同仁間也互相關懷加油打氣，一同度過這個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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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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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國立高師大附中學生考

試規則。 

(決議：修正通過。) 
教務處 續提校務會議。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二、修訂國立高師大附中班級筆

電及視聽器材使用維護辦

法。 

(決議：修正通過。) 

教務處 公告於全校，並納入學生手冊。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三、審議 108學年度第 2學期協  

  辦行政工作減授授課時數。 

(決議：照案通過。) 
教務處 依規定呈報。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四、審議國立高師大附中(含國 

    中、小)因應「特殊嚴重傳 

    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 

    停課、補課及復課實施計 

    畫。 

(決議：修正通過。) 

教務處 
依最新疫情及教育部規範滾動

式修正。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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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審議國立高師大附中定期考 

    試缺考補考實施要點。 

(決議：修正通過。) 
教務處 公告於全校，並納入學生手冊。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六、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為維護公務正常運作擬 

   規劃人力運用及辦公場所應 

   變措施，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人事室 遵照辦理。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校長

提示 

一、再請教務、學務主任也請老 

    師們也能再電話給予在家 

    自學的家長及孩子關懷及 

    叮嚀。 

教務處 

學務處 

教務處歐志昌主任： 

配合辦理。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二、請總務處文書組於六月份| 

    一、二主管擴大行政會議， 

    提出獎狀公版實施相關事 

    項 SOP流程討論。 

總務處 遵照辦理。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三、所有的公文書寫希望分層負 

   責，如有需要校長名義的部 

   份，請一定要經過校長這裡 

   簽核准許，請宣導給同仁注 

   意知悉。 

各單位 遵照辦理。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四、有關跨處室協調的業務，也 

    請讓校長了解知道。 
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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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歐主任志昌報告： 

 (一)因應武漢肺炎疫情，本校已經擬定停課補課計畫(高中及國中不同)，圖書館也建置 

     完成線上授課相關機制，4月 10日班會課時間將進行全校演練，感謝圖書館及學務 

     處的協助。 

 (二)彈性學習時間已於 3月 18日開始有中山大學的教授及教學團隊進入學校進行微課 

     程，目前實施狀況良好，第一階段的微課程將於 4月 22日結束，緊接著會進行第 

     二階段微課程(4月 29日-6月 17日)，期末將進行本學期彈性自主學期的成果報告 

     撰寫製作。 

 (三)109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學生表現優異，共計錄取人，錄取名單如下，感謝輔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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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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三導師及任課老師協助。 

班級 姓名 學校名稱 校系名稱 錄取(篩選)結果 

高三智 陳德輔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錄取 

高三和 張宥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語文學系  錄取 

高三禮 邱胤倫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錄取 

高三和 黃豐杰 國立中興大學  法律學系  錄取 

高三忠 莊溢凱 國立成功大學  法律學系  錄取 

高三智 李昱賢 國立政治大學  應用數學系  錄取 

高三忠 吳菀芯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高科技業管理組  
錄取 

高三信 張東宇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錄取 

高三孝 呂啟維 國立清華大學  
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 

甲組(雙專長組)  
錄取 

高三孝 陳力綺 逢甲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錄取 

高三智 朱姸頴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電機學院學士班  錄取 

高三禮 黃懷鈺 國立中央大學  數學系數學科學組  錄取 

高三禮 黃琬云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  錄取 

高三信 林家賢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錄取 

高三仁 徐毓晨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電影創作學系  錄取 

高三智 李冠潁 國立東華大學  會計學系  錄取 

高三忠 劉君寕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錄取 

高三忠 俞 萱 國立中正大學  政治學系  錄取 

高三孝 施文茜 國立臺北大學  法律學系財經法組  錄取 

高三和 林佳儀 國立臺北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錄取 

高三忠 葉又綺 國立嘉義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錄取 

高三信 陳志龍 國立高雄大學  
亞太工商管理學系 

工業管理組  
錄取 

高三仁 姜林予磐 國立陽明大學  醫學系  通過 

高三義 潘彥禔 臺北醫學大學  醫學系  通過 

 (四)本學期第一次課發會已於 3月日(國中)及 3月 20日(高中)召開完畢，會中進行 109 

     學年度彈性學習課程開課方向討論及選修課教學計畫表審查，期望透過會議共同審 

     議並了解學校各項特色課程之發展現況。 

 (五)因應本學年度大學第二階段上傳備審資料相關作業，高三調整月考時程於 3 月 30、 

     31日舉行第一次段考，其它年段依行事曆表定於 4月 13、14日舉行段考，相關考 

     試作業皆在預定規畫期程中完成，段考期間之考場秩序維持，感謝學務處協助 

 (六)本學年度高雄市國語文競賽分區初賽因疫情關係有進行延期比賽，但相關報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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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依預定期程照常進行，目前正進行報名相關作業。 

(七)5月 1日課程規畫及選組說明會：改採錄影方式班會課時間撥放影片在各高一班級 

     觀看，並透過網路問卷(google表單)收集學生意見與疑問統一回覆。 

 (八)4月 30日將配合大考中心預試 111學測自然與社會考科，採卷卡合一方式，考題內 

     容為素養導向命題，本校高一 8個班級皆參與預試，其中 6個班級會收到閱卷結果， 

     藉此讓高一學生提前了解未來考試趨勢。 

 (九)4月 15日參加高雄市國中課推中心 109學年度彈性學習課程進度控管會議，報告本 

     校國中部 108學年度國一彈性學習課程實施現況及 109學年度國一國二彈性學習課 

     程規劃方向。 

 (十)4月 13日及 4月 20日有新學年度國一及小一新生報到，為減少群聚並降低校外人 

     士逗留學校時間，以往新生報到會有制服套量及新生家長座談會，今年取消此兩項 

     措施，國一及小一新生於規定之報到時間報到領取資料後，隨即請家長與學生離校。 

 (十一)5月 1日國三包中活動方式調整為由校長及會長至各班進行鼓勵與贈送禮物之方式 

     進行請國三各班留在教室等待，導師可搭配安排時段預先安排其他配搭活動。 

 (十二)109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一階段已於 3月 31日公布結果，學生須於 4月 10日前 

完成備審資料上傳，第二階段審查將於 4月 30日以前辦理完畢，感謝各班導師、

任課老師及輔導室在這段期間的各項協助，期望學生能有好的表現。 

 (十三)4月 14日將召開本學期學習歷程檔案工作小組會議，研議學習歷程的實務操作細 

      節，希望能協助高一學生在學習歷程有更好的準備與呈現。 

 (十四)3月 30日至 4月 17日這段期間有高師大三週實習學生到校，目前以晚自習教室為 

      臨時辦公室，各處室若有需要人手協助行政業務，請與笙豪組長連繫。 

 (十五)4月 24日科學園遊會涉及全校跨部別學生交流，調整作法如下： 

  1.高一科園會攤位活動由各班結合探究與實作課程進行，該日不進行闖關活動，獎 

     勵部分由自然科提出建議名單，教務處設備組發放獎狀鼓勵，高二水火箭競賽 

     取消辦理。 

  2.由於科園會為每學年全校學生環境教育之主要活動，原訂科園會之時段委請自然 

    科挑選適當之科學相關影片並設計學習單作為實施環境教育活動之替代方案，相 

    關安排請學務處衛生組主責規劃並與自然科教研會及各年段導師商議實施方式。 

  (十六)高雄市第 60屆科展已於 3月 2日完成報名組數填報，共計報名高中 9件，國小 4 

      件，4月 10日將公布進入複審名單，複審日期為 4月 25日(六)，感謝指導老師長 

      期指導的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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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4月 10日將舉行本學年度高國中英語文競賽，參賽選手及評審全程戴口罩，比賽 

      前量測體溫，如有超標現象，禁止參賽，相關比賽準備工作皆已完成，感謝英文 

       科教研會協助。 

 (十八)109學年度高優計畫撰寫工作坊以於 3月 20日辦理完畢，預計於 4月中由實研組 

      彙整後提出申請，目前正進行計畫撰寫，主軸將鎖定在：校本課程、教師社群、 

      學校特色三大區塊，感謝各學科及行政單位長期對高優計畫的協助與支援。 

 (十九)4月 13日將參加 108學年度高優計畫諮詢輔導訪視會議，本次會議主題為：學習歷 

     程實施現況分享，統計結果如下：課程作業上傳 1264筆，上傳學生數 267人(全年 

     級 294人)，多元表現上傳 185筆，上傳學生數 89人。 

二、學生事務處陳主任燕秋報告： 

※各處室協調事項： 

 (一)配合防疫期間放學(假日)落實教室、校園不開放，退休教職員及校友返校，須擬定 

     相關防疫措施和規定。 

 (二)因應室外 500人以上的集會暫停辦理，學務處擬調整 6月 20日的畢業典禮形式和 

     流程等項目。請見提案一。 

 (三)學務處已於 3月份啟動導師遴選相關程序，預計搭配教務處配課作業，在五月前初 

     步先規劃好導師排序，屆時依行政、導師和專任之異動遞補導師空缺。 

 (四)野外生活教育營已於 108年 12月 24日召開招商說明會，並於 109年 1月 6日議價 

   完成，每人報名費用 2075元，但因疫情不穩定尚未向報名師生收費。已於 109年 3 

     月 16日與南和假期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程姓業務電話口頭告知取消野外生活教育 

     營。請庶務組協助發文至南和假期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並辦理契約解除相關程 

     序。若廠商因解除契約所生損失，訓育組將協調報名師生分攤或請求學校相關經費 

     准予補償。 

 (五)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依高市教健字第 10931754400號來函指示取消國小 

     部戶外教學、露營活動及小六畢旅，改在校食用營養午餐，故增收 108-2營養午餐 

     費（小一～小四：1餐、小五：2餐、小六：6餐、國二：3餐），各班增收費用以 

     簽呈會簽導師，屆時請導師通知家長並代為收費後再至出納組繳納，感謝大家協助。 

 (六)感謝校長爭取國教署補助設置紅外線熱像儀及防疫物資 15萬元，目前正在進行簽 

     核中，預計採購紅外線熱像儀一組及一批額溫槍，以做汰舊更換。 

※待辦業務 

 (一)4月 9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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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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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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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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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利用班會課實施線上補課平台流程演練。 

 (三)教育部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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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4月 10日辦理自治幹部與校長有約，地點：雋永樓地下室，已請各班班長利用班會 

     時間收集班上同學意見彙整生輔組。 

 (五)高三 5月 10～6月 4日請假程序： 請有需求的學生主動至生輔組索取請假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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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7日 畢業考 

5月 28日-6月 18 日 ** 

6月 19日 務必返校整理清空教室 

6月 20日 畢業典禮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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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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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4月 15日召開社團聯合會議，與各社團代表討論社團成果展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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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於學校首頁，另將於 4月 27日至 5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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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108學年度學生會第六屆正副會長暨第三屆學生議員選舉開跑，相關時程及資訊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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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月 1日～5月 7日可進行校內競選宣傳活動。 

      2.4月 29日星期三國小部舉行國小部政見發表會(候選人跑班宣傳)。 

      3.5月 1日星期五 6、7節國、高中部政見發表會，因應疫情不辦理大型集會，改 

        為在班級看政見發表會及公民提問影片。 

         4.5月 7日星期四 9:00～15:25，每節下課 10分鐘及午餐時間辦理正副會長、國高 

           中部學生議員投票作業。為分散人潮，將拉長投票時間，並安排年段分流。16:20 

           分進行開票作業。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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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108學年度畢業典禮邀請卡設計比賽開跑，作品擬於 109年 5月 11日（星期一） 

       截止收件。 

  (十二)109年高師大附中環境教育科學園遊會，因疫情關係，經過自然科老師共同討論

決定停止辦理一年。各班選出的代表，老師們會依辦法給予校內第一階的獎勵。

本活動歷年都是科學與環境教育做結合，一來讓學生參與活動同時也解決大家環

境教育時數的問題，因疫情關係，避免群聚，自然科老師提供與環境教育、科學

教育相關的影片或電影，時間 60分鐘以上，同時科內一起討論設計簡易學習單搭

配。實施方式：4月 24日預定的園遊會時間，在各班做影片欣賞及完成學習單。

成果：全校統一完成環境教育時數。感謝自然科老師們的協助。 

  (十三)4月 15日(三)上午 8:00~9:00辦理國小部環境保護教育【掃疫、掃地、掃心地】 

 校園打掃活動，因疫情關係，當天做作集結，由班級導師帶領至分配區域進行打掃   

 工作。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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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24（五），請提醒參加同學 

      準時交件。 

(十五)因疫情影響，原訂於四月下旬所舉行的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已經宣布延期，目前 

暫定延到秋天。唯因應升學需求，體育署將另行發文通知有升學需求者之補賽因

應政策，屆時將再進行調查，是否有選手需要進行補賽。 

(十六 )4月 16日即將進行的校內班際排球賽，目前賽程已經初步完成，在指揮中心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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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沒有新的政策公布前，我們仍將維持賽程的進行；目前賽程安排每日至多三場， 

      並於 17:40以前結束賽程，17:50前球場清空，懇請總務處能夠協助給予 10分鐘 

      緩衝時間，將每日的校園關門時間能在賽事期間延後至 18:00，讓工作人員能夠處 

      理完善後工作後再行離開。 

 (十七)經過協調後，原本已經關閉的高師大游泳池，在高師大體育室陳福成組長的大力幫 

     忙下，目前高師大願意將空置的游泳池留著，待本校於 5月 2日進行完 109年運動 

     績優生獨立招生之後，再行放水休憩。這方面相當感謝高師大的鼎力協助，願意在 

     一個月仍要支付 2萬多元的藥水及泳池維修費下，免費在 5月份借給本校使用，學 

     務處將於適當時機親自致謝。 

※已辦事項 

 (一)依據 109年 3月 13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90028769號函，建議校外教學停辦或展延 

     至下半年辦理。又依據 109年 3月 20日高市教健字第 10931754400號函，指示校 

     外教學至本學期結束前一律停止。 

 (二)經 109年 3月 25日本校第九次防疫會議確認，本校 5月 11日至 13日野外生活教育 

     營(高一、國二、小六參加)、5月 28日至 30日高二校外教學及 6月 16日至 18日 

     小六畢旅取消辦理。 

 (三) 3月 27日辦理求救信紀錄片放映暨映後座談，邀請前台北榮總感染科總醫師鄭元 

      瑜擔任講座，現場由高二和等 30位師生到場參與，其餘尚有高一仁、高一智、高 

      一信、高三忠在教室觀看影片及映後座談直播，為防疫期間的大型集會替代方案。 

 (四)4月 1日辦理國小部兒童節活動，邀請小任性雞蛋糕到校製作雞蛋糕，於下課時間 

      發送給國小部師生。 

 (五)4月 10日名人講座因應疫情取消辦理。 

 (六)108-2身高體重視力量測已完成，已發放身高體重視力通知單，國小部於 3月 31日 

     回收視力檢查複檢與矯治回條，國中部於 4月 6日回收該回條，高中部於 4月 14 

     日回收該回條。 

 (七)將於 109年 4月 23日邀請華歌爾黃淯萱講師假雋永樓地下室學生活動中心，辦理 

     小四、小五「長大感覺真好」講座。 

 (八)營養午餐自 109月 4日 1日起恢復由愛群國小中央廚房供應，4月菜單已發至各班， 

     如有各項營養午餐相關意見，煩請致電 525分機告知。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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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擬併科學園遊會於 109.4.24（五） 14：20～16：10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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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促進園遊會，因新冠病毒防疫而取消。 

 (十)已於 109年 3月 27日完成國一女學生入校施打 HPV疫苗，共有 47名學生完成接種， 

     接種率達 75％，接種當天有 1名學生稍有暈針現象，現場稍事休息後即改善。 

 (十一)已於 109年 3月 30日、109年 3月 31日完成國小部口腔檢查，近期內將發下追蹤 

      矯治通知單。 

 (十二)109年 3月 23日(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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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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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學生事務處葉主任教官憶蓉報告：  

 (一)教育局探索學校 

本校選上教育局探索學校課程如下 

1.高空(上) 2020年 3月 20日上午 壽山國中。 

2.高空攀岩(下)<br>國際岩場 2020年 5月 11日下午壽山國中。 

3.柴山生態導覽(下) 2020月 5月 15日 下午柴山生態教育。 

  已通知務必依選課時間前往及注意事項及說明需求。 

 (二)教育局 109年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給師長的「反毒一封信」入班宣導暨「校園創意反 

     毒角」競賽活動實施計畫：現今社會新型態毒品氾濫、吸毒年齡層有下降之虞，教     

     育局結合行政院「新世代反毒策略行 動綱領」，建構規劃各級學校反毒執行作法， 

     徹底防堵毒品進入校園，期望毒害能遠離校園。 

(三)教育局轉知：有關網傳惡作劇整人動作易致使受害者重創一案(近日網路社群所傳 

     惡作劇整人動作，容易造成身體與頭部，因瞬間著地突受重創而傷亡)。加強宣導， 

     避免同儕模仿整人遊戲造成校園安全疑慮，並強化學生安全教育意識，營造友善校 

     園學習環境，避免從事此遊戲。 

 (四)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停課標準停課標準，停課期程 

     為 14 天： 

1.一班有 1位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確定病例，該班停課。 

2.一校有 2位以上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確定病例，該校停課。 

3.一 鄉鎮市區有 3分之 1學校全校停課，該鄉鎮市區停課。 

4.前述（一）至（三）之停課情形，仍應視實際疫調情形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公布之指示做適當之調整。 

5.各直轄市或縣市、各區或全國之停課，將依國內疫情狀況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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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公布之措施為實施依據。 

6.高級中等學校如有選修或跑班之課程，得比照第 2 點第 1 款大專校院停課標準 

  辦理。 

 (五)校園行動載具使用管理規範事項 

 1.學校應依教育部 108年 6月 17日臺教資四字第 1080060697號函頒之「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校園行動載具使用原則」，邀集教師、家長、學生代表討論訂定「校園行 

   動載具使用管理規範」，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 

 2.手機係屬學生之財產一部分，惟當學生使用於與學習無關之活動或影響他人隱私 

   及安全時，學校可以進行必要管理，管理時間以不超過當日為限，其申請程序、 

使用時間、管理方式等，學校應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行動載具使用原則」 

循民主程序訂定校內管理規範。 

3.學校學生獎懲規定倘就學生違反手機管理規定等情形有所規範，應檢視其懲處態樣 

是否於符合比例原則之前提下，循民主程序修訂或訂定之。 

 (六)高中部中午外食 

      近日外送廠商仍有 3家左右位戴口罩，目前進行強制要求外送廠商要戴口罩才可 

      以跟我們學生接觸。預計先貼公告宣導，接著強制要求(廠商位戴口罩做法：要求 

      廠商將錢放於桌上，後退後，學生向前點收取餐把錢放桌上，廠商再向前收錢， 

      避免雙方正面接觸) 

  (七)辦理 109年學年度「軍事學校正期班」   https://rdrc.mnd.gov.tw/ 

      109學年度軍事學校正期班受理網路暨通信報名，輔導高三有意願學生報名。 

四、總務處林主任大成報告：  

 ※處室問題及協調事項 

 (一)能源小組: 

  

 

 

 

 

  (二)因應疫情管理 

       1.為防止校外人士進入，嚴格管控進出，並適時調整以便做到有效的管制。 

      2.不定期校園消毒，以利環境安全。 

  用電度數（度） 電費（元） 

用電月份 108年 109年 增減 108年 109 年 增減 

1 59020 53200 -5820 213862 185299 -28563 

2 55029 41521 -13508 202051 158536 -43515 

3 65400 62600 -2800 228753 217174 -11579 

增減比較 減少 19328 度 減少 8365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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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總務處尚有存量不少的環境消毒酒精，請有需要的單位到總務處領取。 

      4.為因應疫情須在家辦公，相關公文系統安裝方式及注意事項會請文書組寄至相 

   關人員信箱 

        (1)自備讀卡機(憑證使用) 

        (2)如需筆電時?量是否夠在家辦公? 

      5.協助領取物資以及管理。 

  (三)有關獎狀一事，將請廠商設計，惟需另外設計費恐不划算，故預計根據前兩年的 

      獎狀印製費用，統整各處室下學年的獎狀印製費，再交由設計廠商設計並印製。 

 ※待辦理事項 

  (一)雋永樓廁所改建案。 

  (二)雋永樓配電盤更新案。 

  (三)晨曦樓冷氣主機更新案。 

  (四)冷氣維護費及高中選修課冷氣費退費。 

  (五)預計再次調降契約容量到 500 kW。 

※孝道教育資源中心 

  (一)因疫情影響部分業務，故辦理 108年經費展延，本次展延將針對教材再版印刷為主。 

  (二)109將繼續承接孝道教育資源中心，也因疫情影響原部分計畫，國教署要求配合疫 

      情做計劃變更，相關計畫經費繼續調整中。 

五、人事室蘇主任月琴報告： 

※處室問題及協調事項 

  (一)因應清明連假期間自 109年 4月 6日起全體教職員工於在學校期間務必全程配戴 

  口罩。 

  (二)109年 4月 15日、16日辦理教師轉部專業筆試、教學演示及專業提問、輔導諮商 

  技巧等評審作業。 

  (三)護理師吳旋華育嬰留職停薪原申請至 109年 4月 30日止，吳員擬繼績申請至 109

年 7月 24日止。(申請書已郵寄請吳員提出書面申請中) 

※待辦理事項 

(四)高中部專任輔導教師王純瓊申請 109年 8月 1日退休案，退休事實表及相關證明 

文件，已於 4月 6 日寄送國教署審查。  

※已辦理事項(含法令宣導)  

(五)教育部公告自公告日(3月 23日)起至 109年 7月 15日起非經專案許可，應暫時

停止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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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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早作業預留行政招標作業流程時間，例如:

招標時間不足、流廢標執行期間將屆等，都不適用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3款，遇有

不可預見之緊急事故。 

      預算部分 6月底前完成採購。為執行預算部分:圖書館-網路設備、伺服器、圖書 

  殺菌機、圖書、工具軟體，學務處-多功能計時器、廣播系統、社團選填系統(無 

  形資產)，總務處-校史室混音擴大機、冷氣主機、飲水機(3台)、監視器鏡頭，教 

  務處-單槍(13台)。年中補助:雋永樓東側廁所更新改善工程、晨曦樓配電盤 、熱 

顯像儀、優質化-電子計分板空間、平板電腦、攝影機等。     

      預算於 8月將未完成採購(除圖書或流費標等簽准個案外)，金額收回併標餘款供

特殊急迫專案使用。 

 ※待辦理事項 

  (二)110年概算作業辦理中，陸續繳交相關表件。 

    ※已辦理事項(含法令宣導)   

 (三) 110年概算:1.資本門3月6日核定初步額度，總務處已彙整各處室提出需求但因額度

減少，感謝教務、總務及學務處配合刪減部分項目，另參考歷年決算編列預計年

度中補助報署審查。2.經常門核給:競爭型計畫納入基本額度-學生工讀獎助金，

已會辦各承辦處室移計畫如有疑問者，請洽國教署相關業務組（室）。例如: 原例

行移列-就讀普通班身心障礙學生輔導經費3月27日移除，經教務處洽詢改為11月

申請。  

  (四)重申提醒各單位辦理採購時，敬請勿違反分批採購行為。(以下內容擷取網路:交

通大學購運組Q&A) 

     1.近來審計部派員至本校抽查財務收支辦理情形，審查意見載明本校有分批辦理未 

       達公告金額採購及違反採購程序之情事，並請本校查明分批辦理之理由妥為處 

       理。 

     2.據採購法第十四條機關不得意圖規避本法之適用，分批辦理 100萬元以上之採 

       購。另依據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六條機關不得意圖規避本辦法 

       之適用，分批辦理未達 100萬元但逾 10萬元之採購。因此對於同一採購目的需 

       求或同一預算科目經費應合併辦理採購，不得刻意切割數案 10萬元以下案件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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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洽廠商購買。 

     3.分批採購行為極容易在會計單位彙整帳戶資料或財產登記過程中被發現異常，而 

       校外稽核單位亦是利用相同管道即可發現問題，屆時必須向稽核單位提出說明， 

       甚而被要求人員懲處亦有可能。 

     4.在採購時，採購物品如有依不同標的、不同施工或供應地區、不同需求條件或不 

       同行業廠商之專業項目所分別辦理者，其理由需明確具體，則可分別辦理採購， 

       這才是採購法所允許的。  

七、輔導室簡主任文英報告： 

  ※【將辦理事項】： 

 (一)4月 9、16、23日（週四），上午 10：00～12：00在本校團體諮商室進行「父母 

     練功坊」家長讀書會，邀請知名親職教育專家張麗鳳心理師帶領導讀孩子不離家， 

     並進行教養實例探討。總共有 16位家長參與，報名成員中，國小、國中和高中學 

     生家長均有，其中 3位是父親。每場次參加人數為 10～12位不等。本活動前仔細 

     調查參與人員旅遊史和接觸史並簽署切結書，也要求配合本校管控措施（量體溫、 

     雙手消毒、全程戴口罩、座位間隔 1.5公尺、在校園中移動皆由專人帶領）【請詳 

     見附件一、二】。特別感謝實研組和實習老師們協助相關庶務。 

(二)4月 13日（週一）下午 13：00～16：00在 304教室將辦理教師輔導知能研習，主 

     題是「連結不糾結：校園親師合作輔導策略」，邀請洪美鈴心理師主講，共有 15位 

     教師及 20位實習老師報名參加。本研習中亦將探討青少年拒學、懼學和繭居等的 

     身心困擾議題。 

 (三)4月 25日（週六）全天將辦理「企業論壇＠附中」生涯研習活動，目前共規劃 6場 

     次企業論壇，邀請 Amazon、瑞輝藥廠、可口可樂、統一企業、室內設計公司、和泰 

     汽車等企業高階主管分享職涯經驗【課程表詳見附件三】。並甄選學生志工團隊， 

     分成宣傳、文書、攝影、場地、主持、編輯採訪等組別，師生共同籌備本盛會。本 

     活動嚴格遵守各項防疫規範，每場次限 40人參加，期能在安全的狀況下辦理這場 

     難得的職涯探索活動。 

(五)大學申請入學第一階段結果公告，輔導室開始安排二階模擬面試訓練，經調查共有 

     89位同學登記接受訓練，輔導組開始依同學需求連結各大學資源，邀請各系所教授 

     協助指導同學面試注意事項，感謝家長會在相關經費上的支持。預計訓練時間在 4 

     月 3～17日期間，學生以公假登記。 

 (六)國三「第二次模擬志願選填」配合教育部時程安排於 4月 6～10日期間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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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事項】： 

 (一)3月 9日辦理中央警察大學招生宣導說明會。 

 (二)3月 20日辦理繁星推薦第八學群醫學系二階甄試項目訓練，邀請臺北醫學大學（本 

     校國中部第一屆校友）吳瑞裕教授親自指導。並安排 4月 3日進行面試訓練。 

 (三)3月 27日辦理醫學院 PBL專題訓練，感謝巫佳陽老師連結高雄醫學院醫學生資源培 

     訓本校學生。 

 (四)3月 27日辦理「高三申請入學面試技巧講座」，感謝高師大事經系譚大純教授蒞校 

     演講。 

 (五)4月 6日辦理「教育部 109年度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校內審查委員會議， 

     審議今年度申請之學生資料。 

 (六)於 3月 26、27日進行國中技藝教育說明會，場次分別為親師場及學生場，同時也 

     開始 109學年度上學期技藝教育的報名活動，預計於 4月 23日截止，4月 30日辦 

     理遴輔會議。 

 (七)校內 3Q達人初選活動已於 3月 31日舉辦初選會議並遴選出國中部、國小部之 3Q 

     達人校代表，預計 4月 7日前上傳電子檔，各班當選代表則將於 4月 10日下午第 

     六節統一接受校長頒獎。 

 (八)個別諮商與諮詢:3月共進行 69人次，其中高中部 37人次，佔總人次的 54%，問題 

     類型主要以「情緒困擾」為主(佔此部別個案類型比例的 27%)，其次為生涯輔導(佔 

     此部別個案類型比例的 24%)。國中、小部計 32人次，佔總人次的 46%，問題類型 

     主要以「人際困擾」為主(佔此部別個案類型比例的 44%)，其次為自我探索(佔此部 

     別個案類型比例的 13%)。 

   其他諮詢服務，提供教師諮詢 18人次(18%)、家長諮詢 12人次(12%)。 

   各部別問題類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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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圖書館連主任明朗報告： 

  (一)線上補課整合平台已因應教育部命令修正相關內容，也印證我們發展方向是符合 

      實際需求的。 

  (二)各項圖書補助款項結報作業進行中，預計如期結報完畢。 

九、秘書室莊秘書雅婷報告：  

   (一)感謝各處室幫忙協助填寫 108學年度各處室內控稽核紀錄表完成，呈核校長後上 

       網公告資料。 

   (二)康馥健康生技公司捐贈消毒噴劑 520瓶，將發給國中、小每位學生一人一瓶。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108學年度畢業典禮因應疫情調整方案，請討論。 

     說明：因應疫情草擬本學年度畢業典禮調整方案，【草案如附件四】。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有關本校學生參與會議旁聽辦法，請討論。 

     說明：由學生會草擬學生參與會議旁聽辦法，【草案如附件五】由訓育組代為在行 

            政會議提出，蒐集改進修正建議，後由學生會於校務會議提出。 

決議：修正通過後由學生會提校務會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輔導室  

 案由：澳洲雪梨大學與本校簽訂「澳洲雪梨大學預科申請」推薦辦法備忘錄，因疫 

       情關係，若經奉核，將以異地簽約方式完成，請討論。 

 說明：詳細如【附件六】。  

    決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校長提示： 

    一、請總務處與體育組確認體育課後能否盥洗。 

     二、疫情期間宣導多洗手，也請再宣導用水概念，當用則用當省則省。 

柒、散會：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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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師大附中「父母練功坊」家長讀書會 

行前通知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感謝您報名參加本校家長讀書會活動，本活動時間為 4/9(四)、4/16(四)、4/23(四)上午

10:00-11:40，活動地點為本校晨曦樓 3F團體 

諮商室(305室)，帶領人為知名親職教育專家─張麗鳳心理師。 

 

◎根據報名資料，您參加的場次如下： 

□ 場次一： 4/9 (四) 10:00-11:40 

□ 場次二： 4/16(四) 10:00-11:40 

□ 場次三： 4/23(四) 10:00-11:40 
  （如有需更改或調整，敬請電洽輔導室修正 07-7613875 分機 565） 

 

※以下有幾件事情請您務必配合： 

1. 為確保所有參加人員健康防護，請填寫「防疫調查表」並於 4/6(一)請您的子女交回給輔導

室莊明珍 實習心理師。 

 

2. 本讀書會之共讀書目為「孩子不離家」(李維榕著， 張老師文化出版社)

請您自備本書參與。 

 

3. 第一場次將從【孩子生病方程式】、【父母矛盾與孩子身心發展息息相關】、【三角關係的前因

後果】來討論孩子出現的表徵問題與家庭互動關係的聯結，敬請家長優先閱讀此三篇。 

 

4. 本活動報到時間為當天 9:40-9:50，並請配合本校防疫相關措施： 

(1) 測量體溫：請一律從凱旋路校門口進出，進入本校時，會在警衛室先接受量測體溫(若額

溫≥37.5°C 者，禁止進入)。 

(2) 配戴口罩：進入校園及活動期間，請全程配戴口罩，且教室座位的間隔會拉大。 

(3) 攜帶證件：因需配合高雄市高中以下校園洽公採實名制政策, 進入本校須出示個人證件, 

敬請攜帶個人身分證件。 

(4) 校外停車：因應防疫管制本校未開放校內停車(含汽、機車)，請家長先在校外停車再進入

校園，停車事宜敬請家長見諒和配合。 

(5) 直達會場：請由專人引導，直接進入活動會場，請勿在校園中自由行動。 

(6) 讀書會於 10:00 準時開始，11:40 結束，活動結束將由專人引導離校。 

 

5. 本活動聯絡人為輔導室簡文英老師及莊明珍實習心理師， 

連絡電話：07-7613875 分機 560和 565，如有聯繫事項，歡迎來電～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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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高師大附中「父母練功坊」家長讀書會 
防疫調查表 

各位親愛的家長好： 

為落實冠狀病毒肺炎防疫，確保所有參加人員的健康防護，惠請參與本活動之家長，填寫本調查表

(未出國者亦須填寫)並於填寫完成後，繳給本活動之工作人員(輔導室莊明珍實習心理師，分機 565)。

感謝配合！ 

 

家長姓名： 

學生姓名： 

學生班級： 

 

6. 請問您是否曾於 109.02.25 起至 109.04.01期間內出國? 

□否(勾選此項者，請直接跳至第 5題) 

□是 

7. 旅遊國家與地點為：                                                

8. 旅遊之日期區間： 

                                                                  

9. 返國後，是否曾進行下列管理措施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                                            

□居家檢疫，期間：                                                

□居家隔離，期間：                                                

10. 請問您是否曾於 109.02.25 起至 109.04.01期間內接觸過「冠狀病毒肺炎病患、自主居家隔離者、

疑似病例患者」等任何具有患病及傳染風險者。 

□否(勾選此項者，請直接跳至第 7題) 

□是 

11. 承上題，是否因此進行下列管理措施：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                                            

□居家隔離，期間：                                                

12. 目前身體狀況是否有下列情形： 

□呼吸道症狀 

□發燒 

□以上皆無 

13. 本人以上回答均為屬實，若至讀書會開始前，接觸史有任何異動，本人願意主動告知輔導室。 

                   簽名：                         日期：            

 

再次感謝您的協助！敬祝 健康平安！     

                         高師大輔導室 109年 4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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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108 學年度 

「企業論壇在附中」生涯輔導研習活動課程表 

      日期：109年 4月 25日 
場次 時間 地點 主講人及其資歷 

場次一: 

財經商管群

職涯論壇 

10：00～

11：30 

 

高二信 

教室 

 

1. 薛如晴(可口可樂儲備幹部)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系/成功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 

2. 陳冠瑜(統一企業儲備幹部) 
(東吳大學會計系/成功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 

3. 吳沛芷(大成長城儲備幹部) 
(成功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澳洲昆士蘭大學行銷碩士) 

場次二: 

藝術設計群

職涯論壇 

高二孝 

教室 

 

1. 吳若嘉(SOHO/木工工作室設計助理/活動企劃專員) 
(台南藝術大學材質作與設計系，成功大學經營管理碩士) 

2. 陳睿妤(現任室內設計公司設計師/建設公司設計助

理/兒童藝術館展場佈置/美術館活動企劃) 
 (成功大學經營管理碩士) 

11：30～13：00  午餐與午休 

場次三: 

醫藥衛生群

職涯論壇 

13：00～ 

14：30 

 

高二信 

教室 

 

吳昇峰 (美國輝瑞藥廠業務經理) 
(成功大學高階管理碩士) 

場次四:  

搞怪閨蜜雙

人組對談 

高二孝 

教室 

 

1. 蔡純瑋(高師大附中教師/曾參與紙風車劇團文藝青

年工作大隊) 

(台大外文系，台大戲劇研究所) 

 

2.楊蕙鈞（和泰汽車 MaaS推進部價值鏈整合室副課長，

曾任職 PCHOME/臺灣萊雅/樂事/TOYOTA 等行銷單

位)(成大企管系/台大商研所) 
  

14：30～15：00   換場時間 

場次五: 

大咖國際 

企業論壇 15：00～ 

16：30 

高二信 

教室 

 

陳益君(台灣亞馬遜雲端運算服務人資長)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碩士） 

場次六: 

台灣 A咖 

企業論壇 

高二孝 

教室 

 

蘇琨發(前台積電人力資源處經理) 
（美國克里夫蘭卅立大學企管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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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08學年度畢業典禮因應疫情調整方案(草案) 

一、國中小、高中分流辦理，以分散、降低聚集人數。 

1. 國中小學生共 143人，舉辦時間為 6月 20日(六)16:30至 17:30 

2. 高中學生共 287人，舉辦時間為 6月 20日(六)18:00至 19:30 

二、地點從高師大禮堂移至附中升旗台及球場。 

1. 以附中升旗台為舞台，另外架設燈光、音響，並開球場燈。 

2. 共擺設 350至 400張椅子。 

3. 座位拉開距離，間隔一公尺。 

三、入場前須配合防疫工作。 

1. 體溫量測通過者貼貼紙。 

2. 入場前用酒精消毒。 

3. 配戴口罩方可入場(上台拍照則拿下來)。 

四、流程簡化，縮短典禮時間。 

1. 若有拍攝影片皆以放上網路觀看留存為原則規劃。 

2. 皆不開放上台獻花。 

3. 不上台領畢業證書，各班在台下依指示同時由導師頒發畢業證書，各班配一名攝影組員到班級

拍攝照片。 

4. 流程草稿 

(1) 校長、導師進場，介紹導師。 

(2) 貴賓致詞 

(3) 頒獎 

(4) 畢業生代表致詞 

(5) 表演(暫定) 

(6) 導師頒發畢業證書 

(7) 行謝師禮、感謝家長禮 

(8) 畢業歌/校歌 

(9) 禮成 

四、討論： 

1. 是否開放家長觀禮？須有實名制配套。 

2. 雨天備案： 

(1) 集中到附中禮堂，開空調但開窗。須限制入場人數。 

(2) 同步在各班教室進行，獎項、畢業證書皆由導師頒發。致詞可事先錄音或現場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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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學生參與會議旁聽辦法（草案） 

第一條 為落實學生自治之精神，並使學生了解會議中與學生事務有關之議案審查情形，故設立此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全體學生。 

第三條 得旁聽之會議：校務會議、學輔會議、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建置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工作小組、

學生社團審議小組、學生社團評鑑審查小組。 

前項會議若有考量，可於發放會議通知時附註不開放旁聽及考量因素。 

第四條 旁聽學生採事先登記制度，名額以會議場地座位席餘額為原則，若學生熱烈參與，於開會七日

前學生簽署超過十人，則由學生會向該會議業管單位申請，交由校方協調適宜場地。 

第五條 欲登記旁聽會議者，應於學生會公布時間截止前以書面或網路提出申請，並敘明申請人姓名及

班級。逾時提出者，學生會得不受理。 

第六條 旁聽人員在會場旁聽時，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 依會務人員引導簽名、入座。 

（二） 不得參與表決、發言、提案。但經主席同意者，得表達意見，以三分鐘為限。 

（三） 不得有鼓譟、喧鬧、破壞公物、妨礙或干擾本會進行之行為。 

（四） 禁止攜帶標語、海報、各式布條、旗幟、棍棒、無線麥克風或其他危險物品。 

（五） 旁聽人未經主席同意不得擅自錄影錄音。 

旁聽人員違反前條第二款至第五款規定、有妨礙會議秩序或有其他不當行為者，主席得終止其

旁聽，強制離開會場。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定時亦同 。 

 

 

 

 

 

 

 

 

 

 

 

 

 

 

 

 

 

 



21 

 

 

【附件六】 

國立高師大附中 2020-21 年度「澳洲學梨大學預科申請」 推薦辦法 

一、緣起： 

    世界排名第 42 名的澳洲雪梨大學，往年都要求前往就讀的臺灣學生，需要先完成半年至一年的國 

    際學生銜接課程後，才得以進入大一就讀，加上南北半球因四季更迭不同， 學年時間相異，臺灣 

    學生選讀科系因此受限。近年因臺灣學生於雪梨大學表現亮眼，雪梨大學特許符合條件之高三生畢 

    業後九月直接進入僅四個月的 HAPP 銜接課程，翌年二月即可直升大一，三、四年後即可取得大學 

    文憑，讓優秀的青年學子，得以用更有效、經濟的方式，擁有更寬廣的國際舞台。 

二、推薦對象與名額： 

    1.本校高三學生至多可受推薦 2 名，受推薦學生須符合推薦資格與相關條件要求。 

    2.輔導室將協助符合科系入學標準與英文檢定標準之報名學生送件，但最終將由雪梨大學決定受推 

      薦學生人選。 

三、推薦項目： 

   1.請參看【附件:直升科系與學費參照表】所列之雪梨大學科系。 

   2.須完成預科課程，才能順利直升該科系。 

四、本校推薦之報名時間、報名資料與繳件方式： 

    欲參加此項推薦之同學需於 3 月 20 日(五)16:00 前，親自至輔導室報名，報名時需繳交以下報 

    名資料： 

   1.本校申請表(請繳交紙本)。 

   2.雪梨大學預科課程申請表「Sydney APP」 (請繳交英文填寫電子檔，以及繳交填寫完印出有申請 

     人自己與監護人簽名的紙本檔案)。 

   3.500 字英文自傳(以自我介紹及學習動機為主)(請繳交電子檔)。 

   4.高一至高三上共五學期英文成績單(請繳交正本之彩色掃描檔)。 

   5.學測成績單(請繳交正本之彩色掃描檔)。 

   6.雅思或 TOEFL iBT 托福網路測驗成績單(請繳交正本之彩色掃描檔)。 

   7.護照(請繳交正本之彩色掃描檔) 

   ★高中英文成績單、學測成績單、英文檢定成績單之正本，請於報名時一併攜帶來核驗，核驗電子 

     檔無誤後會發回。 

五、報名資格： 

    報名此項推薦之學生須符合以下條件： 

    須符合雪梨大學各科系之入學標準與英文檢定標準。請參看【附件:直升科系與學費參照表】。  

    (若學測只有考四科之同學，學測四科成績總和至少要 52 級分) 

六、推薦結果通知： 

    學梨大學預計於四月中旬通知受推薦學生名單。輔導室收到通知後將個別通知學生推薦結果。 

七、獎學金相關： 

    由雪梨大學核定之受推薦學生，每位將享有 5,000 澳幣之入學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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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參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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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師大附中 2020-21 年度「澳洲學梨大學預科申請」推薦申請表 

班級  座號  姓名  
身分證
字號  

出生年月日 
 役男出國條件：請自行參閱內政部「役男出境處理辦法」 

手機 
 

電子信箱 
 

英文姓名 Full Name of Nominee (Last Name, First Name) 
 

 

 

 

 
欲申請推薦之
學院、科系、
入學標準與英
文檢定標準 

 

學院英文名稱 
 

 

科系英文名稱 
 

入學標準(1) 在校成績總平均    

 

入學標準(2)(擇一) 
 

學測成績(五科) 級分 
 

學測成績(四科)52 級分 

 
英文檢定標準(擇一) 

IELTS Academin  總 單科不低於 

TOEFT iBT  總分 單科不低於 

 

檢附證明 
（正本核驗完
畢即發回） 

入學標準(1)  高一至高三上共五學期成績單 

入學標準(2)  學測成績單 

 

英文能力 (擇一) 
 IELTS Academin 

 TOEFL iBT 

入學標準(1) 
檢核  在校成績總平均     符合門檻：  (分數) 

 

入學標準
(2) 檢核
(擇一) 

 學測成績(五科合) 級分  符合門檻：  (分數) 

 學測成績(四科合) 級分 符合門檻：  52 (分數) 

英文能力檢核
(擇一) 

 IELTS Academin(總) (單科最低)   符合門檻：  (總分)  (單科) 

 TOEFL iBT (總) (單科最低)   符合門檻：  (總分)  _(單科) 

導師 

簽章 

 
(此後欄位申請人不需填寫) 

收件人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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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FOUNDATION PROGRAMME AN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IGH SCHOOL 

 

The Foundation Programme of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is the official pathway for Taiwanese 

students who want to join The University Sydney. Students will study the foundation year and 

prepare themselves to progress to their chosen undergraduate degree at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Recognizing th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f Taiwanese students and the mutual interest in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Foundation Program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Party A”) and __________________High School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Party B”) have agreed on a strategic alliance on the Foundation Programme 

and reached the following understanding. 

 

Party A agrees to pursue the above by 

1. Guaranteeing two qualified 3rd-grade students who meets Academic and English requirement admitted to 
the High Achiever Preparation Program starting in September annually which takes eighteen weeks only to 
finish the foundation programme. 

2. Providing the students with a chance of applying for scholarship. 
3. Visiting Party B once or twice a year to introduce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Foundation Programme. 
4. Students who meets direct entrance academic requirement will be referred to direct entrance application.   
 

Party B agrees to pursue the above by 

1. Promoting and spreading the information of the High Achievers Preparation Programme of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Foundation Programme. 

2. Recommending two qualified 3rd-gradestudents who meets the Academic and English requirement to 
apply for High Achievers Preparation Program annually.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is subject to revision, or renewal by mutual consent, and 

becomes effective upon completion of the signatures of both parties. 

 

 

Representative of Party A 

School Relation Representative of Asia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Foundation 

Program  

 

 

 Representative of Party B 

Principal of __________High School 

April  Siu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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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Foundation Programme 
HAPP 合作備忘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因應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建置多元升學管道，以培育學生未來競爭力，是教育工作邁向國際化的

發展重點之一。有鑑於臺灣學生近年於澳洲雪梨大學表現優異，雪梨大學預科學院（以下稱甲方）特別

開放 HAPP 銜接課程（High Achievers Preparation Programme），使臺灣學生僅需 4 個月即可完成預

科學業以順利進入雪梨大學大一就讀。為養成莘莘學子具備全球移動力、文化跨域及國際公民素養，

__________中學（以下稱乙方）與雪梨大學預科學院共同訂定以下合作備忘錄，兩校同意簽訂後自即日

起生效，期日後能相輔相成，共創教育國際化之發展。相關合作事項如下：  

一、甲方每年保證 2 名由乙方推薦之符合條件並達到英文門檻之高三學生九月直接進入 HAPP 銜接課程

就讀。 

二、乙方每年推薦 2 名符合條件並達到英文門檻之高三學生，申請並入學就讀甲方之 HAPP 學術計畫。 

三、甲方優先保留乙方推薦之學生獎學金資格。 

四、甲方每年拜訪乙方一至二次進行學術交流，協助乙方學生了解澳洲文化與留學環境，並進行大學及 

    相關學術資源之簡介。 

五、乙方將積極於校內推廣澳洲高等教育及雪梨大學預科課程 

    本合作備忘錄由雙方代表簽字後，即日起即刻生效，備忘錄中未盡事宜將由雙方達成共識後執行。 

 
 
甲方 

澳洲雪梨大學預科學院  

國際關係主任 

 
 
 
 
 
 

 乙方 

____________________高級中學 

校長 

Hamish   Davies                                  XX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