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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109學年度 

第 04次行政會議暨內控會議紀錄 

  時 間：109年 11月 20 日（星期五）10：10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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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主教辛苦完成規劃，防空計劃請再用精簡模式或懶人包方式，讓老師們明 

      瞭他們的任務。 

  二、請學務處著手申請戶外教育計畫。 

  三、防空疏散避難演練，可分批次進行，讓師生了解演練的意義。 

  四、請總務處著手統整集結國立學校，文書公文系統案子帝緯公司漲價事項，讓校 

      長可以於全國校長會議場合做提案討論。 

  五、請各處室先將工作計劃調配好，先預設等計劃下來送出。 

  六、有關招標案件，請各相關處室加緊進行。 

  七、請圖書館資訊組毅穎組長統整資訊向上集中計劃跟校長報告，各系統對應學 

      校。 

  八、國際教育相關可詢問台中惠文高中，如何規劃分文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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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學度第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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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本校高中戶外 

    教育規劃及實施原則， 

    請 討論。 

(決議： 

一、通過說明一、四，依說 

    明規劃執行。 

二、高二校外教學以籌組戶 

學務處 

遵照辦理，預計下學期邀集戶

外教育課程研發團隊討論 110

學年度之高中戶外教育計畫。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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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教育課程研發團隊方 

    式來規畫執行，可找校 

    外專家協助規劃草案。 

    目標於 110學年度執行， 

    後可透過團隊修正。 

三、109學年度高二校外教 

學以與高一合併辦理露營

方式辦理。 

四、相關異動於本學期自治 

幹部與校長有約會議及相

關集會場合向學生宣導，

讓學生了解。) 

一、檢討本校公假範疇及相 

關流程，請討論。 

(決議： 
一、公假申請單若涉及正 

課，由指導老師評估是否

應事先簽會任課老師，若

需要則先行加註。 

二、例行之大型活動，由行政

單位統一申請公假，應於

2日前讓導師及任課老師

知悉。 

三、學生公假應降低使用正課

的次數，以保障學生受教

權。 

四、點名單宜取消公假符號，

只保留遲到和曠課符號，且

不要太相似以防竄改。 

五、可評估電子點名系統，利

於老師在每節課點名，且加

快缺曠登錄效率。 

六、學務處統一提醒全校老師

公假批准注意事項。 

七、將檢討與討論整理後草擬

修法，於下次會議再行提出

請假規則之修訂。 

學務處 

將再於行政會議提出學生請

假暨缺曠課規則之修改草

案。餘遵照辦理，並再行以

mail 通知全校同仁公假批准

注意事項。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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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本校 110年度各處 

室部門業務費分配額度，

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主計室 遵照辦理。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校長

提示 

一、天氣轉涼溫差有變化， 

流感等相關疫情大家要謹

慎防範，請學務處轉達各

班老師加強宣導，請孩子

們勤洗手、配戴口罩；有

發燒生病等，要請假在家

休息，做好防範。 

學務處 持續宣導提醒。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二、雖扶少團為學生自主成 

立之組織，應將其納為社

團列入指導，請學務處負

責。 

學務處 
遵照辦理，扶少團由訓育組列

入指導。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三、國、高中社團指導老師 

應加強管控，宜在學期初

召開社團老師說明會，與

老師們溝通學校需要社團

老師配合之管教事宜。 

學務處 

目前以 Line 群組通知重要事

項，社團指導老師皆能即時接

收到訊息並予以回覆。110學

年度學期初再行召開社團指

導老師說明會。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110學年度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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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實行政人力劉冠斈小姐已於 11月 16日(一)到職，感謝人事室的協助，順利 

完成人員聘用流程，後續將協助教務處推動相關業務。 

 (二)國小代理教師因一招、二招皆無人報名，11月 17日進行三招，國小部教師進 

行試教及口試評選後，錄取陳室樺老師擔任國小部代理教師一職，感謝國小部

及人事室的協助。 

 (三)109學年度經外交部薦送兩位國小部學生入學，分別在小一及小三，配合高雄 

市協助國外學生回國就讀適應政策，11月 18日舉辦華語習得規劃會議，由高

師大語言中心協助。 

(四)11月 16日於前鎮高中舉辦 109學年度高優計畫諮詢輔導會議重點為彈性學習 

時間的規劃與實施現況分享，教務處由職與實研組代表與會，與高優計畫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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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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夥伴進行學習交流。 

(五)本校參加 109學年度高雄市國中英語文競賽，表現優異，感謝指導老師辛勞， 

得獎名單如下。 

班級 學生姓名 獎項 指導老師 

國三義班 宋家霖 英語即席演講第 2名 王怡文老師 

國三智班 李佑晴 英文作文第 2名 王怡文老師 

(六)109學年度高中英文演講比賽南區複賽，本校高二義班鄭壹謙同學榮獲優勝， 

感謝吳美樺老師辛苦指導。 

(七)109學年度高雄市創意運動會已於 11月 7日辦理完畢，國小自然領域榮獲第六 

     名，感謝林怡君老師用心指導，獲獎名單如下。 

班  級 學生姓名 

小  五 彭士權、謝維晞、胡倚瑄、盧宥岑 

 (八)109學年度校內國語文競賽已於 11月 11日舉行動態項目，得獎名單已公告於 

校網。感謝國文科及相關協作老師，活動圓滿完成。原定於 11月 13日辦理之

國高中靜態項目，因運動會補賽，延至 11月 27日下午辦理。 

 (九)109學年度高雄市自然暨數學學科能力競賽於 11月 17日假高雄中學辦理，由 

設備組帶隊參加比賽，感謝指導老師用心指導，獲獎名單如下。 

班級 學生姓名 獎   項 指導老師 

高三仁班 黃文正 數學科佳作 吳品玫老師 

高三仁班 曾心楷 化學科佳作 張明吉老師 

高三和班 陳冠羽 地球科學優等(全國賽代表) 黃春蓉老師 

(十)109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高雄市初賽得獎名單，感謝各位指導老師辛苦指導。 

班級 姓名 項目 成績 指導老師 

國 小 三 吳 佳 瑾 水 墨 畫 第 2 名 王靖鑫老師 

國 二 仁 詹 詠 晴 水 墨 畫 第 2 名 張菀晴老師 

國 三 禮 李 畯 雄 水 墨 畫 佳 作 羅笙豪老師 

高 三 忠 林 莘 恩 平 面 設 計 佳 作 外 聘 

國 二 禮 刁   敬 平 面 設 計 佳 作 張菀晴老師 

國 二 智 陳 薇 如 西 畫 第 3 名 張菀晴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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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二 禮 蔡 家 縈 西 畫 佳 作 張菀晴老師 

國 二 禮 吳 泇 頤 版 畫 第 3 名 張菀晴老師 

國 小 六 曾 品 芳 版 畫 佳 作 王靖鑫老師 

高 二 禮 王 御 諺 書 法 第 2 名 外 聘 

國 小 四 馬 偌 鳶 書 法 佳 作 劉穎真老師 

國 小 五 胡 欣 鈺 繪 畫 佳 作 王靖鑫老師 

國 小 五 刁   勤 繪 畫 佳 作 外 聘 

(十一)110學年高中部的各管道入學名額已經由入學委員會討論通過，直升名額正取 

36 人備取 4人，體育生入學 13人，優先入學名額 70人，免試入學 161人，繁

星 5人，國教署各招生入學管道系統已填報完成。

 學校名稱 部別 科別 

一般生 特殊身分 

繁星 
優先免

試入學 
全區 

原住

民 

身心 

障礙 

其

他 

國立高師大附中 日間部 
普通科 男 3 名女 3 名 70 161 6 6 6 

合計 男 3 名女 3 名 70 161 6 6 6 

(十二)本學期免學費查調及特殊身分查調結果已出爐，後續補繳納學費及退費等事宜 

皆與出納組確認完成，目前正進行下學期免學費及特殊身分申請及查調。 

(十三)11月 25、26日辦理本學期第二次段考，本次段考共計 3個科目實施卷卡合一(國 

文、數學、地理)，相關試務工作皆已準備就緒。 

(十四)109年 11月 12日發文至國教署，請國教署考量敝校有三個部別，申請增加編制 

外特教代理教師一人。背景說明如下：本校設有高中部資源班一班，身障學生

人數共 22人，並設有資源班導師一名。另設有國中部、國小部，國中部身障學

生 9人、國小部身障生 1人，並無特教教師之編制。配合高級中等學校提升學

生融合教育實施計畫及 108年 6月 20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080069073號函釋，

請國教署核准三個部別身障學生人數合併計算（共 32人），並申請增加編制外

特教代理教師 1人。目前公文已經送出，等待國教署回覆。 

(十五)109學年度第 1學期五校聯盟第二階段課程已於 11月 4日開始，預計實施至 12

月 16日，接下來會進行五校聯盟參與學生成果發表會的籌備，預計在 110年 1

月 6日進行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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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11月 20日召開本學期第二次高中課發會，會中確認報部之課程計畫書與開課內

容，感謝各教學研究會的協助與配合，目前進度符合相關時程規範。 

(十七)12月 2日國小部將與日僑進行每年一度的交流活動，本次場地在中正國小，由 

日僑主辦已於 10月 28日召開行前籌備會，各班導師皆已商討完成交流配合事

宜。 

 (十八)12月 17日日僑國中部將到校進行教學研討，預計安排國中英語及數學進行觀

課及議課。 

(十九)110大學學測報名作業已經完成，共計 285人報名，自然科報名共計 218人， 

 社會科報名共計 178人，英聽測驗第二次報名共計 110人。 

(二十)110年國中寒假自主激勵營已經規劃完成，感謝國三導師的協助，11月 16已經 

發出參加意願通知，預計於 12月中收回統計參加人數。預計實施場地為晚自習  

教室，請圖書館協助公告寒假期間(1月 25日〜2月 5日)，晚自習教室不開放。 

(二十一)12月 8日將舉行五校聯盟 109學年度第二次會議，會中將研商 109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學開課情況，並協調各校配合開課場地。 

(二十二)因應 109學年度國中教育會考及各種入學管道介紹，已於 11月 26日(四)第二 

次段考結束後進行第一場宣導講座，聘請復華中學詹耀宗校長主講，國三全體

學生參加，感謝國三導師協助指導。 

(二十三)109學年度第 1學期高中轉組作業預定於 12月 7日至 12月 18日辦理，相關 

作業依規定辨理。 

(二十四)109學年度台大希望入學高三學生僅 1人提出申請，各大學特殊選材則陸續開 

始相關作業，感謝高三導師、任課老師及行政單位的協助。 

(二十五)本屆高三繁星推薦在校成績及學籍表皆已請學生確認完畢，相關資料也上傳完 

      畢，待招聯會通知學校可以下載後，再進行符合資格學生公告，並轉發高三各 

      班導師。 

(二十六)12月 30日(三)高三期末考結束後將辦理高三包中活動，屆時歡迎各位行政同 

仁一起為高三學生加油打氣。 

(二十七)2020長野交流活動預計於 11月 30日辦理視訊交流會，感謝圖書館燕秋主任 

及英文科曹家寧老師協助培訓學生及統籌交流事宜。 

(二十八)109學年度高中學習扶助計畫已於 11月 17日開始上課，目前實施高一數學補 

救教學，共計 5名學生報名參加，由實習老師楊孟軒負責授課，每周授課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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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4小時。 

(二十九)109學年度均質化計畫-數理好好玩科學營已於 11月 7、8日辦理完畢，感謝 

數學科及自然科支援本次活動，活動順利完成。 

(三十)11月 3日高雄市教育局國中國教輔導團 3位督學到校走訪「生活素養」課程， 

作為校際彈性學習課程開設經驗分享的素材，感謝林吟珊老師及許翠玲老師負

責擔任觀課老師，陳詠絜老師協助說明整體課程規畫執行，莊雅婷秘書協助準 

備餐點，走訪行程順利完成。 

(三十一)110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簡章 11月 16日正式發售，本次共 

有 10個身障生訂購簡章，預計 11月 20日前收到簡章。 

(三十二)11月 17日前上傳高中部鑑定安置補件資料，11月 20日前上傳國中部鑑定安 

   置補件資料。 

(二十三)11月 20日至高雄市特教資源中心參加高中鑑輔會會議。 

二、學生事務處許主任翠玲報告： 

※須協調事項 

(一)水情告急今(109)年氣候異常，為近 56年來首次無颱風侵臺，全臺 6至 9月水庫 

集水區降雨量僅達歷史平均值 2至 6成，雖 11月剛過一個閃電颱風，但水情亦

尚未趨緩。時序即將進入枯水期，且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預估明年反聖嬰影響，春

雨可能偏少，籲請共同加強節水措施及確實掌握用水狀況，各項節水行動應以「用

則當用、省則當省」為原則，並請注意衛生及兼顧防疫需求，以維持正常生活。 

(二)麻煩再請各處室辦公室同仁協助作好資源回收分類工作，以利負責班級能順利做 

好回收工作，沖洗、堆疊整齊做好減量，廚餘切勿進垃圾桶中，避免老鼠光臨，

謝謝各處室辦公室同仁協助與配合! 

(三)請各處室同仁們繼續注意登革熱孳生源的檢核，容器避免積水，隨時「巡、倒、 

清、刷」，避免孳生源的孳生，謝謝大家協助! 

(四)疾病管制署表示，國內流感疫情緩升，入秋後天氣轉涼，提醒全校教職員工生留 

意自身健康狀況，如有類流感及腸胃道症狀，應配戴口罩配合勤洗手，並落實生

病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課等措施；另有多起校園群聚發生，籲請校園注意教

室之空氣流通，落實勤洗手，有呼吸道症狀時應配戴口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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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尺以上之距離，

避免病毒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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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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辦事項 

(一)11月 27日(星期五) 第六、七節邀請壹零玖伍文史工作室江彥杰老師到校演講， 

講題為《用桌遊一窺移工人生》，地點為國文科專科教室及輔導 304教室，參加

對象為高二社會組與商管財經組。同時間在雋永樓地下室，對國一、國二義、國

二禮(國二仁、國二智於 108-2已宣導)進行性別平等教育宣導，邀請屏東教育大

學通識教育中心蔣琬斯老師到校演講。 

(二)國三畢旅訂於 109年 12月 9日至 11日，將於第二次段考後，舉辦行前說明會。 

(三)12月 15日進行週記抽查，本學期週記抽查篇數為每學期 0~3篇，導師可依師生 

互動習慣及班級特性自行決定篇數，訓育組會在 11月底發放週記抽查通知單給

導師，請導師填寫抽查篇數，若導師定為 0篇可直接簽名後交回，若 1~3篇則交

辦副班長(或指定幹部)依規定時間將週記或聯絡簿拿至訓育組抽查，未繳交且未

於隔日補交者仍會記警告處分。 

(四)高二、高一、國二、小六露營將訂於 110年 3月 8日至 10日，預計於第二次段 

考結束後進行招商說明會及班級協調會。 

(五)12月 2日早上第一節課邀請高師大宏遠社至國小部入班 3-6年級同學，實施反 

毒活動。 

(六)12月 18日第 6、7節於本校校史室實施「與校長有約」，將於第二次段考後發放 

提問單至班級。 

(七)星火志工社預計第 2次段考後於校內舉辦「舊鞋救命」活動；並於 12月 5日至 

屏東伯大尼實施公益活動。 

(八)本校教職員工環境教育時數將須確認每人皆達四小時，將於近期提報本校教職員 

工之環境教育研習時數。 

(九)12月 3日(四)上午辦理全校捐血活動，現逢血荒時期，請本校教職員工生踴躍

參加捐血活動。 

(十)業於 11月 13日(五)上午，於愛群國小召開三校營養午餐聯合會議(愛群、附中、 

    成功啟智)，一併參觀愛群廚房實施狀況。 

(十一)班際盃桌球賽將於 109年 11月 30日(一)開打，預計維持兩周，賽程將於 12月 

11日(五)結束。賽事運動志工培訓感謝林大成主任幫忙。運動志工總召為高二

禮班李侑修同學擔任。 

(十二)全校馬拉松今年度將於 12月 31日(五)於高雄大學舉行。目前已完成與高雄大 

學校際之間的公文往來及大型巴士租用，後續將開始進行賽程安排及其他細



9 

 

節。期許屆時各處室能鼎力相助。 

 (十三)本校各運動代表隊將於 110年 1月開始陸續進行各項高雄市中等學校運動會賽

事如下。此次代表隊較多，期望能為學校爭取最高榮譽，也為自己進軍 110年

雲林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多一份期許，達到理想目標。 

      1.1月 6〜8日，游泳比賽，地點高雄國際游泳池。 

      2.1月 6〜7日，射擊比賽，地點在大寮靶場。 

      3.1月 9日，空手道比賽，地點在中山工商。 

      4.2月 3〜6日，田徑比賽，地點為世運主場館。 

(十四)本校高中男子籃球代表隊已於 109年 12月開始陸續進行高中聯賽分區預賽，

如無意外我們將繼續連霸高雄球隊。感謝安邦老師，今年加入生力軍—運動

防護員錢玉慧，為我們選手提供最即時的運動傷害防護。希望今年分區複賽

順利挺進全國決賽，一舉拿下全國冠軍。 

※已辦事項 

(一)教室公佈欄設計比賽得獎班級如下： 
年  段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高一 高一忠 高一信 高一義 

高二 高二禮 高二和 高二忠 

高三 高三智、高三忠、高三孝–用心參與，獎狀乙只 

國一 國一智 國一禮  

國二 國二仁 國二禮 

國三 國三禮、國三仁–用心參與，獎狀乙只 

(二)校慶邀請卡由四年甲班馬偌鳶同學設計。 

(三)校慶美術系列比賽已順利結束，作品目前完成評分作業，得獎作品已在晨曦樓玄 

關公佈欄展出，在此特別感謝蘇郁雯老師、羅笙豪老師及王靖鑫老師協助海報設

計、漫畫比賽、寫生比賽之評分工作。 

(四)校慶歌唱比賽已順利結束，入選同學名單如下。在此感謝蔡佳諺老師、吳佩璇老 

師擔任評審，以及丁年初老師在行政作業上的協助。 

班級 座號 姓名 原唱者 參賽歌曲名稱 

小三 17 吳佳瑾 郁可唯 知否知否 

小五 8 謝維晞 Jessi NUNU NANA 

國二義 18 宋家森 Shawn Mendes Stitches 

國二義 24 葉沐恩 小人 兇手不只一個 

國二智 11 陳薇如 MISIA Everything 

高二義 4 郭昀維 棉子 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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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忠 19 吳東諺 婁峻碩 Colorful 

高二忠 30 張力友 江蕙 落雨聲 

高三禮 45 謝睿恩 蕭敬騰 讓我為你唱情歌 

高三忠 12 陳妍禎 周興哲 永不失聯的愛 

高三忠 30 賴以恩 張靚穎 畫心 

 (五)已完成新修訂 109學生手冊送印，並發放各處室、導師、班級。 

 (六)本學期賃居生已完成訪視，共計 35員，持續關懷校外賃居同學。 

 (七)完成教育部 109學年度第 1學期校園生活問卷調查，問卷回收後統計調查並已 

上呈。 

 (八)配合政府衛生政策，109年度流感疫苗接種已將於 11月 5日（四）委由信義醫 

院進行校園流感疫苗集中接種，高中部接種統計人數共 668人，接種率為 76.8

％；國中部共 258人完成接種，接種率 73.9％；國小部共 127人完成接種，接

種率 71.8％。 

(九)第 42周年校慶運動會當天因雨，故將國小部未完成賽事延至 11月 11日(三)、 

國高中賽事則延至 11月 13日(五)。然 11月 13日當天下午原高師大體育系本身

有足球課程，本校師生於操場上嚴重干擾高師大上課。11月 16日(一)高師大體

育室來電，希望未來若再有這樣情形，將不建議再借用高師大操場，以避免干擾

本身教授授課權益。目前各項運動賽事皆完整且圓滿結束。感謝學務處同仁及各

處室互相幫忙一起完成這次的校慶運動會。 

三、學生事務處葉主任教官憶蓉報告：  

(一)為端正校園風氣，防範網路簽賭歪風進入校園影響學生身心發展，本校主動採 

  取以下作為： 

1.運用各項集會時機，以相關網路簽賭危害學生身心發展之案例實施教育宣導， 

   建立學生正確觀念並提供協助管道，以避免學生因一時偏差行為影響學習期間 

   的身心發展。  

 2.依教育部「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略以）：「教師輔導 

   與管教學生，應先了解學生行為之原因，針對其原因選擇解決問題之方法，採 

    取輔導及正向管教措施，並視狀況調整或變更」。 

 3.若發現學生有疑涉網路簽賭之行為，應依據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 

   作業要點」規定時間及類別完成行政通報作業，即時掌握學生涉入程度及是否 

  涉及他校學生，並由學校學輔人員邀請家長一同輔導學生，並協助提供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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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諮詢服務。 

  (二)教育局函 

      考量當前未訂定相關法規限制學生不得騎乘電動自行車或電動輔助自行車上下 

    學，避免將上開行為視為違規而予以懲處。 

 (三)因應近期刑事案件，為防範校園肇生重大校安事件，重申強化校園安全檢核機 

制，落實各項校安應變措施，並特別注意學生校內外之安全，完善校園整體安

全維護： 

1.加強學生安全意識及被害預防觀念宣導，並強化學生意外事件臨機應變能力 

  與緊急求助技巧，相關事宜及宣導事項如下： 

(1)提醒學生上學勿單獨太早到校，放學不要太晚離開校園，務必儘量結伴同行 

   或由家人陪同，絕不行經漆黑小巷或人煙罕至的地方及進出危險場所。 

(2)同學應配合學校作息時間，課餘時避免單獨留在教室，不單獨上廁所，避免 

   單獨到校園偏僻的死角，確保自身安全。 

(3)課後社團及課後照顧班或自習班級之教室應集中配置，減少放學後樓層出入 

   口動線，便於加強管控人員出入，在校遇陌生人或可疑人物，應立即通知師 

    長。 

(4)遇陌生人問路，可熱心告知，但不必親自引導前往，應隨時注意自身安全， 

切勿聽信他人的要求，交金錢或隨同離校。 

(5)在校外發現陌生人跟隨，應快速跑至較多人的地方或周邊最近愛心(便利)

商店，並大聲喊叫，吸引其他人的注意，尋求協助。 

2.落實校園門禁安全管制及依作息時段(含上、放學時段)於校園及周邊指派人

員實施巡邏，對於可疑人、事、物應提高警覺，儘速通報協處，預防校園危

安事件發生。 

3.針對校園周邊繪製危險熱點地圖並公告及宣導，另於開學後 1個月內完成校

園安全環境檢測，每年辦理人為災害演練，精進校屬人員應變能力。 

4.主動檢討校園僻靜處所安全維護強度，妥善運用監視系統、保全人員及課間

巡查等方式，加強校內安全工作防護。 

5.利用相關課程或集會時機，加強師生安全意識，及被害預防觀念教育。 

6.依「維護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與凱旋二所保持聯繫與合作，以有效即時應

突發事件。宣導 

(1)發現未配戴來賓證人士，立即通報師長、或電學務處分機 520至 529告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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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2)錢財不露白：勿將手機或錢包放置桌面或明顯處。 

(3)室外課，請將窗簾打開，門窗上鎖，本學期起未依規定實施，登記勞服乙 

次。 

(4)晚自習學生相互合作，上廁所結伴同行，勿逗留光線昏暗地方，隨身攜帶防 

身物品，如哨子或髮夾等。 

(5)加強班級巡查，近期置重點於校園安全維護、各班教室門窗室外課是否上

鎖、校外人士清查。 

 (四)本校國高中打擊樂團參加全國音樂比賽高雄市初賽，獲團體組南區高中職組打 

擊樂合奏第一名，晉級全國決賽。本校國小部打擊樂團參加全國音樂比賽高雄

市初賽，獲團體組南區國小組打擊樂合奏優等及甲等。 

 (五)請假辦理 

     請假區分為病假、事假、公假、因故臨時外出之外出假、喪假。 

     生輔組受理請假程序時間為每日 8時至 16時間，正課時間不受理請假申請。 

     病假：返校後三日內辦理手續。 

     事假：須於前一日或當天上課前由家長或監護人或學生來校請假經批准後方為 

           有效。考試期間非特殊因素不得請事假。 

     公假：公假需事先完成；涉及正課時間之公假申請需檢附相關證明。 

 (六)本校防空疏散避難計畫【如附件一】，全校師生預定於 109.12.3(四)7:30至 8:00 

     實施全校防空疏散演練。109.12.1(二)個避難所執行官集合各班班長說明全校 

      防空疏散演練注意事項。 

四、總務處林主任大成報告：  

※協調事項 

(一)能源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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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2659 60400 -22259 276594 201006 -75588 

5 95400 86400 -9000 298017 264036 -33981 

6 92000 107000 15000 330968 372095 41127 



13 

 

7 72653 88000 15347 288082 294643 6561 

8 77800 82600 4800 295494 282675 -12819 

9 93600 114600 21000 340995 401224 60229 

10 92915 92116 -799 298044 286938 -11106 

增減比較 增加 1961度 減少 109234元 

(二)電力能源部分，依目前新的優惠電價收費辦法，本校列在國中組故 1-4月、7-8 

月及 11-12月份以當月最高需量為收費標準，在基本收費部分這些月份有機會至  

 少節省 16000以上。  

(三)電視牆公佈欄已設置完畢，各處室可以透過跑馬燈、圖片或影片等方式做重點訊 

息發布，相關公布方式還在測試如果暫時有需要總務處代為處理。 

(四)因應日前社會發生之案件，故總務處近期會安排相關人員會勘在校園安裝夜間定 

時常亮型的燈光，讓師生在夜間進出可以多一份安心及安全，目前預計安裝的位

置如下 1.機車車棚 2.晨曦樓學務處及總務處後方 3.雋永晨曦北辰樓三棟交會

處 4.圖書館前通往球場步道 5.校門口雨遮下 LED燈 

(五)因應 IE系統將於 109年底終止伺服器維護(目前帝緯公文系統仍使用 IE系統) 

及資訊安全相關法規之要求下，帝緯公司預定於 110年 12月 31日終止舊公文系

統服務，並將於 111年度提供新一代之「帝緯跨平台雲端公文線上簽核系統」服

務方案。 

因本校 110年度公文系統維護費僅框列 1萬 6,000元整，而帝緯新公文系統第一 

年建置費用提高為 8萬元(本校使用帳號數 80人以下)，故 110年度仍維持使用

帝緯舊公文系統服務，合先敘明。惟 111年度不管使用帝緯新公文系統服務或另

洽其他新廠商，首年建置費均至少 8萬元，故協請於本校 111年度公文系統維護

費框列經費 8萬元整。 

(六)校園樹木修剪會利用幾次假日進行，衛生組前方因植栽生長茂密，對於環境整理 

來說非常不易也是減少活動空間使用，故總務處會針對該處做整理，期待給予學

生有舒適的活動空間。 

(七)各辦公室窗簾 

五、人事室蘇主任月琴報告： 

※處室問題及協調事項 

(一)人事異動： 

姓名 動態 職務 生效日期 

曾昭舜 離職 Lab Fab  專任助理 10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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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宜璟 離職 孝道資源中心 專任助理 109.11.1 
魏榆芳 新到職 孝道資源中心 專任助理 109.11.2 
劉冠斈 新到職 充實行政人力 行政助理 109.11.16 

俞秀樾 育嬰留職 停薪 歷史科  專任教師 
109.12.7〜 
110.6.30 

陳室樺 新到職 
國小部代理教師 
(代理劉淑君老師) 

109.11.20〜 
110.7.2 

(二)國小部劉淑君老師申請延長病假(安胎)及娩假至 110年 7月 2日，請假期期間擬

聘代理教師，簡章採「一次公告多次甄選」於 109.11.17辦理第 3次甄選後錄

取陳室樺老師。 

※待辦理事項 

(三)109 年 11 月 29 日教評會會議決議參加「110 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

介聘作業」，附帶決議，僅限於互調方式辦理。 

(四)109 年 11 月 29 日教評會會議決議不委託「110 學年度教育部辦理公立高級中等

學校教師甄選」。 

(五)109.11.5 本校行政組織增設及調整委員第 2 次會議決議：1.本校行政組織二級

單位(組)不增設及調整 2.二、請人事室擬訂國、高中教師兼行政人員的比例配

置，及教師兼行政人員無法聘足(校長聘一級主管、處室主任聘二級主管)情形下

之遴聘方案，提下次會議討論。 

※已辦理事項(含法令宣導)  

(六)原「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立附設國中學部之高級中等學

校充實行政人力要點」，名稱修正為「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附設國中學

部之高級中等學校充實行政人力要點」，業經國教署 109.11.10臺教國署高字第

1090133704C發佈修正。 

(七)教育部 109.11.11臺教授國部字第 109126278B令核釋教師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

一款所定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之事項。令己 email轉知全體教

師。 

六、主計室謝主任璧如報告： 

※處室協調 

(一)109會計年度結束期間經費支出相關注意事項，已於請購系統主計公告並以郵件 

 通知全校同仁，請各單位經費配合作業時程。遵守請購核准之日期應為發票日 

 期之前，最遲 12月 10日前請購、12月 20日前完成交貨、驗收及報支程序。 

(二)請轉知各承辦人，請隨時登入網路請購系統，查詢「收支明細」，傳票號空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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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尚未付款，需積極追查憑證，避免關帳後，無法報支影響權益。 

(三)執行期限為跨年計畫，但於今年執行經費已經發生權責，均須今年報支。 

(四)再次重申公款支付期限為發票日 15天內(與承辦人代墊無涉)，差旅費也是差畢 

 15 天內，且經費隔年無法報支(與計畫執行期限跨年無涉)，就是當年度執行經 

 費就是當年度報支，且應於取得發票立即黏貼報支，若送達日非發票日請加註 

 實際送達日期，也告知廠商應及時送達。 

(五)國教署已調查 109年底預計累計執行數，例如:資本門執行數、資本門補助款收

入數、學雜費收入及獎助學金給與(原住民助學金、軍公教遺族及特殊教育獎助

學金)等，請各業務單位若有上述經費的任何變化，例如:無法執行期限前交貨、

已申請資本門補助款核定或沒通過、擬提出新申請資本門補助款、學生休退轉

學等，請第一時間先行電話通知主計室，以利若後續再調查修正填報。  

※已辦業務(含法令宣導) 

(六)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 3點:各機關員工申請支付款項，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

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不實者應負相關責任。 

七、輔導室簡主任文英報告： 

※待辦事項 

    (一)生涯輔導： 

      1.11月 27日第 6、7節將辦理高三之學系探索量表結果解釋，第 6節由仁義禮智 

        4班參加，第 7節由信忠孝和 4班參加，場地為晨曦六樓禮堂。 

      2.11月 26日中午將於生涯專科教室召開高三導師生涯輔導暨升學輔導會議，教 

        務、學務和輔導三處室將聯合與高三導師討論相關規劃措施。 

      3.12月 3日 16:30~17:30於生涯專科教室將辦理中山大學物理系宣導說明會，邀 

        請郭建成教授主講。 

      4.將逐班進行高一性向測驗施測，測驗結果將作為學生未來生涯選組抉擇之參考。 

    (二)團體諮商：目前正進行兩個高一學生學習成長小團體及一個教師成長小團體活 

        動，帶領者皆為實習心理師。 

  1.週二學習團體由博士層級王慧婕實習心理師主要帶領、週四學習團體由碩士層級 

劉思妤實習心理師主要帶領。 

2.週四教師成長團體由博士層級陳彥宏實習心理師帶領。 

(三)教師輔導知能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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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月 25日期中考第一天下午 13:00~16:00將於生涯規劃專科教室辦理親師溝通 

        與紓壓體驗教師研習，邀請國教署教師諮商輔導支持中心張漢章心理師主講。 

   2.12月 9日下午 13:00~16:00將辦理生命教育教師社群增能研習，將邀請花蓮高 

     中陳謙仁老師主講，帶領教師體驗動物瘋卡、喵遊卡等心理牌卡的操作，及研 

     討生命教育教學活動、個別輔導的應用策略。 

※已辦事項 

 (一)高中生涯輔導 

1.已於 11月 10日辦理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宣導說明會。 

 (二)國中技藝教育 

   已於 10月 29、30日中午分別辦理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技藝教育課程親師場與 

 學生場之說明會，親師場參加人員共 6位，學生場為 3位。 另外發送下學期的  

 技藝教育課程報名表，報名截止日期為 11月 13日，預計於 11月底前召開遴輔 

 會議以確認下學期修習技藝教育課程之名單。 

 (三)個別諮商與諮詢：109年 10月共進行 50人次，其中高中部 36人次，佔總人次 

     的 72%，問題類型主要以「情緒困擾」為主、其次為生活壓力。國中小學部 14 

     人次，佔總人次的 28%，問題類型主要以「自我探索」為主，其次為人際困擾 

     議題。其他諮詢服務，教師諮詢 7人次、家長諮詢 7人次。各部別問題類型如 

   下圖：        

                      10月 高中部個案類型比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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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國中小學部個案類型比例統計 

 

（四）系統合作、測驗施測與團體諮商:系統合作上，進行親師會談 10場、個案會 

議 1場。至於心理測驗施測上，班級施測共進行 9個班(高一)，個別施測達

33人次。 

八、圖書館陳主任燕秋報告： 

 ※已辦理事項 

 (一)本學期國教署補助國中、小圖書及視聽資源共計十二萬多元，於 10月 20日(四) 

     召開圖書委員會確認書單，後續已請總務處協助招標事宜。 

 (二)針對近期國內校安事件頻傳，公告圖書館晚自習夜間安全守則，加強宣導。 

(三)109學年度第一學期本校學生小論文投稿共計 10篇，閱讀心得 2篇。跨校作品 

評審小論文(物理類)共 26篇，閱讀心得共 152篇。評審作業已於 11月 16日結

束，感謝物理科盛智老師、奉孝老師、聿成老師、玉琪老師、國文科靜宜老師、 

燕秋老師的協助評審，亦非常感謝家長會支持，提供評審費用。 

(四)長野交流將於 11月 30日五、六節進行線上成果發表及閉幕式，地點於校史室， 

    邀請 鈞長及同仁蒞臨指導、鼓勵。 

(五)高師大電子期刊資源開放本校教職員工 40名帳號，使用期間為一年。如需續用， 

    來年可再續申請。離職或退休須將帳號釋出，以供更多在職教職員工使用。感 

    謝校長與高師大圖資處進行協調處理。 

(六)圖書查詢管理系統已多年未更新版本，以致與新的作業系統產生不相容之情形， 

    感謝主計主任協助統籌費用的調整，圖書館可望於本學期更換新版的圖書查詢 

    系統，並配合向上集中作業，廠商一併處理將管理系統遷移至高市資教中心。 

(七)資訊資源向上集中計畫(email、學校網頁、DNS、學習歷程系統、校務行政系統)， 

    將列入資安稽核重點，資訊組已與校務行政系統(ischool)連絡，規劃待國教 

    署機房施工作業完成，廠商可配合遷移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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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教署 109年 11月 16日臺教國署秘字第 1090142724號函，要求持續推動電子 

公文附件及相關行政、教學作業符合 ODF-CNS15251文書格式事宜，請各單位持

續推動電子公文附件採用 ODF 文件格式，網站及資訊系統提供下載及匯出匯入

的可編輯文件應支援 ODF 文件格式，非可編輯文件則採用 PDF 的文件格式。鼓

勵學研計畫相關文件優先以 ODF 文件格式製作、學校行政作業以 ODF 文件格式

流通、教師以可製作標準 ODF文件格式之軟體，作為教育應用工具。 

 (九)Google Chrome瀏覽器存在安全漏洞(CVE-2020-16013與 CVE-2020-16017)，允

許攻擊者遠端執行任意程式碼，請儘速確認並進行更新內容說明： 

研究人員發現 Google Chrome瀏覽器因 JavaScript V8引擎實作不當 

(CVE-2020-16013)，以及所使用之網站隔離元件存在使用釋放後記憶體

(Use-after-free)安全漏洞(CVE-2020-16017)，導致攻擊者可藉由誘騙受害者點

擊連結，利用漏洞進而遠端執行任意程式碼。目前已知影響平台如下：Google 

Chrome 86.0.4240.197以前版本 

※建議措施： 

請更新 Google Chrome瀏覽器至 86.0.4240.198以後版本，更新方式如下： 

1.開啟瀏覽器，於網址列輸入 chrome://settings/help，瀏覽器將執行版本檢查

與自動更新。 

2.點擊「重新啟動」完成更新。 

(十)感謝各單位配合，國教署所訂之「109年度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查核表」 

已於月底前完成填報，在總計 72 項的查核項目中，其中之一要求所有專兼任教

職員工皆要簽署「人員資訊安全守則」及「保密切結書」，尚有少數同仁尚未繳

回。另外資通安全教育訓練測驗，亦有少數同仁尚未完成，已多次催繳，再請單

位主管協助提醒。 

 

 

 

 

 

 

 



19 

 

九、秘書室莊秘書雅婷報告：  

 (一)109年 10月 30日敬師宴圓滿順利，感謝所有同仁的參與及協助。 

 (二)109年 12月 22日南科實中 9:00~10:20會至本校與主管間行政業務交流，屆時 

     請主管參加。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研議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109學年度高二學生學群轉換作業 

  要點，請討論。 

     說明：  

       一、配合 108課綱及學校學群配置，訂定本要點預定於 12月 7日至 12月 18 

日讓高二學生進行學群轉換。 

       二、作業要點【如附件二】，提請討論。 

       三、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學生請假暨缺曠課規則，請討論。 

     說明：經 10月 23日行政會議提案二決議，修訂公假及出缺席之規定及修正對 

照表【如附件三】。 

     決議：修正後通過，後送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籃球場場地亟須修繕，有關申請經費補助之規畫，請討論。 

  說明： 

        一、籃球場場地損壞程度已造成學生及籃球隊員上課與日常訓練的困擾， 

     有受傷之風險，近期已有多名籃球隊員受傷，故亟須立即向體育署申請 

     經費補助。 

        二、體育組於 5月發函至體育署進行經費申請，籃球場地坪整建相關計畫、 

   經費預算及工程說明請【見附件四】。 

     三、6月體育署回覆，配合政策，若申請光電球場含整建，計畫能較優先通 

過，若單純整建，則須排隊等待，無法推估時程。若要申請光電球場，

體育署建議甫 110年度即送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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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依據本校需求及相關規畫考量，請鈞長及各處室共同評估是否於 110年 

度申請光電球場含整建。 

      決議： 

  一、因校園空間小，球場離教學區近，會有景觀及光線反射問題，故不適 

      合蓋光電球場，將追蹤體育館建置進度。 

        二、請總務處與體育組評估相關經費及規劃時程，目前先從學校籌措經費 

            整建籃球場。 

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遴聘教師兼行政職務實施要點」草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09年 11月 5日 109學年度第 2次行政組織增設及調整委員會議決 

辦理。 

二、本要點經行政政會議通過後送行政組織增設及調整委員會討論，後需再 

經校務會議議決通過後實施。 

三、檢附「本校遴聘教師兼行政職務實施要點」，【如附件五】。 

      決議：修正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輔導室 

     案由：檢陳本校中途離校學生預防追蹤及復學輔導實施計畫，請 討論【如附 

      件六】。 

     說明：  

       一、依 109年 10月 15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90122640號來文辦理。 

       二、本校 107學年度已根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穩定就學及中途離校學生輔 

           導機制實施要點」設置本校學生穩定就學及中途離校輔導小組，該組織 

           為跨處室編組，執行秘書由教務主任擔任。 

       三、原要點於 109年 9月 15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090098254B號令修正， 

          要點名稱並修正為「高級中等學校中途離校學生預防追蹤及復學輔導實施 

     要點」。 

       四、本實施計畫乃根據教育部國民及學期教育署提供之範本研擬，因本校無 

           進修部和實習處，故刪除相關實施對象，和編組表中實習處和進修部分 

           工單位執掌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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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 

      一、輔導小組編組表中「通報組」之工作執掌新增「教務主任擔任本小組執 

     行秘書」。 

   二、本計畫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呈校長核定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三、修正後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校長提示：無。 

柒、散    會：14：30。 

 

 

 

 

 

 

 

 

 

 

 

 

 

 

 

 

 

 

 

 

 

 



22 

 

【附件一】       國立高雄師範附屬高級中學防空疏散避難計畫 

壹、依據： 

一、行政院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以下稱行政院動員會報）109年 6月 12日國動全防 

    字第 1090126563 號「109年軍民聯合防空(萬安 43號)演習」訓令 

二、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及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施行細則。 

三、民防法及民防法施行細則。 

四、防空演習實施辦法， 

五、災害防救法及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 

六、「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 

七、「結合民防及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執行災害整備應變實施辦法」。 

八、全民國防教育法 

九、中國持續對台軍事恫嚇，軍機侵擾我西南海域，挑釁我國的情勢。 

貳、目的： 

為使學校教職員工及學生能於緊急突發狀況時能熟悉疏散路線避難位置及防護要領，俾遇空

襲時能迅速採取避難措施，以減少傷害。強化本校師生運用動員、民防、緊急醫療、災害防

救與輻射防護等應變機制，提升敵情警覺，落實全民防衛動員，提昇全民國防意識為主軸，

規劃全校師生防空疏散空間，建立戰爭發生避難秩序及戰後疏散生存能力，無恃敵不來，恃

吾有以待也。 

参、演練課目： 

一、防空疏散避難設施容量規畫及驗證。 

二、災害搶救及傷患救護作為。 

三、防情傳遞、秩序管制、避難作為、災後學生領回管理。 

四、民防人力運用與各類防護團支援交通管制、防空疏散、災害搶救與傷患救護之作為。 

五、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肆、實施注意事項： 

一、學校需將各教職員工進行任務編組，規劃師生防空疏散避難、災害搶救、傷患救護等各項 

    安全防護措施，並進行相關之災防整備與勤務推演。 

二、聽聞緊急警報，應立即關閉電源開關、瓦斯、門窗及熄滅煙火，立即依照疏散路線進入避 

    難位置。 

三、本校防空避難所，規劃為晨曦樓地下室、雋永樓地下室、文馥樓地下室、圖書館晚自習教 

    室、高師大男生餐廳。 

四、於避難疏散時，隊伍應保持肅靜，嚴禁推擠，以維安全。 

五、避難期間，不得開燈及門窗，且禁止交談及喧嘩，除管制與執行任務人員外，其餘人員不 

    得任意走動。 

六、實施防空疏散避難演練時，由導師隨班指導班級行動及秩序；若遇實際放空避難疏散時， 

    由任課老師隨班指導班級行動及秩序。 

七、若遇實際放空避難疏散時，任課老師指導學生配合教學地點就近地下室實施掩蔽避難，請 

    全校教職員工生熟悉高師大及本校可供疏散掩蔽避難之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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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於各集會或會議中宣導周知相關作為及規定並檢討作成紀錄，作為改進依據。 

九、強化全民國防教育精神動員相關宣導活動，強化各項文宣作為。 

十、指導學生和家人討論災後通訊未搶修前返回家園的方向及目標，建議緊急狀況稍歇，若通 

    訊未暢通之前，家人必須來學校領回學生，完成外出程序才能由家人接回。 

十一、若空襲警報發布時間為下班時間，建議掩蔽避難後，學生和家人相聚以家園為第一順位， 

   若家園遭毀，以家園或當時所在地之避難收容所為第二順位(收容避難通常為學校、里民活 

   動中心、較大型建築物地下室)。 

伍、防空疏散演練規劃： 

一、定期演練 

(一)時間：每學年 9至 10月份期間，運用朝會規畫複合式防災演練 

         (複合式防災演練：國家防災日、地震疏散避難演練、防空疏散演練、消防自 

         衛編組演練）； 

         今年預定於 109.12.3(四)7:30至 8:00實施全校防空疏散演練。 

         109.12.1(二)集合各班班長說明全校防空疏散演練注意事項。 

(二)、地點： 

    本校防空避難所，規劃晨曦樓地下室、雋永樓地下室、文馥樓地下室、圖書館晚自 

    習教室、高師大男生餐廳，規劃如下： 

 地點 疏散人員 現場執行官 副執行官 

指揮所 晨曦樓地下室工具室為指揮所 校長(指揮官) 秘書 

第 1避難所 文馥樓地下室 國小部 1 至 6年級 學務主任 訓育組長 

第 2避難所 雋永樓地下室 國中部 1 至 3年級 生輔組長 輔導主任 

第 3避難所 圖書館晚自習教室 高中部 3 年級 閻教官 教務主任 

第 4避難所 晨曦樓地下室 
高中部 2 年級 

教職員工 

主任教官 

人事主任 

總務主任 

主計主任 

第 5避難所 高師大男生餐廳 高中部 1 年級 莊教官 圖書館主任 

   (三)、演練內容： 

       1.臨災戒備階段：熟悉防空警報發布方式及聲音辨識。 

       2.應變處置階段：熟悉各班級疏散位置及現場執行官的人數掌握。 

   (四)、演練實施：全校教職員工生全員參與實施演練，採統一發布演練狀況，各班級導師 

         全程隨班引導學生，並協助秩序維護。 

二、不定期演練 

(一)時間：透過朝會，宣導：課堂間遭遇防空警報，實施全校防空疏散原則(依上課位置 

          由任課老師引導就近有地下室避難空間為避難掩護原則)。 

         109.12.1(二)集合各班班長說明全校防空疏散演練注意事項。 

(二)、地點： 

    本校防空避難所，規劃晨曦樓地下室、雋永樓地下室、文馥樓地下室、圖書館晚自 

    習教室、高師大男生餐廳，規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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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疏散人員 

依上課位置就近

避難掩護 

現場執行官 副執行官 

指揮所 晨曦樓地下室  校長 秘書 

第 1避難所 文馥樓地下室 國小部 1 至 6年級 學務主任 訓育組長 

第 2避難所 雋永樓地下室 國中部 1 至 3年級 生輔組長 輔導主任 

第 3避難所 圖書館晚自習教室 高中部 3 年級 閻教官 教務主任 

第 4避難所 晨曦樓地下室 高中部 2 年級 

教職員工 

主任教官 

人事主任 

總務主任 

主計主任 

第 5避難所 高師大男生餐廳 高中部 1 年級 莊教官 圖書館主任 

第 6避難所 高師大體育館地下室 高師大操場或游泳

池上課班級 

體育組長 衛生組長 

   (三)、演練內容： 

       1.臨災戒備階段：熟悉防空警報發布方式及聲音辨識。 

       2.應變處置階段：熟悉各班級疏散位置及現場執行官的人數掌握。 

陸、演練相關資料： 

1. 國立高雄師範附屬高級中學防空狀況應變組織架構圖（附件 1）。 

2. 國立高雄師範附屬高級中學防空狀況應變組織分工表（附件 2）。 

3. 國立高雄師範附屬高級中學定期防空疏散演練圖（附件 3）。 

4. 國立高雄師範附屬高級中學定期防空疏散演練簡易概念圖（附件 4）。 

5. 國立高雄師範附屬高級中學戶外課程防空疏散避難圖（附件 5）。 

6. 國立高雄師範附屬高級中學防空狀況支援單位聯絡清冊（附件 6）。 

7. 國立高雄師範附屬高級中學防空緊報稍歇家人接回學生外出表（附件 7）。 

8. 國立高雄師範附屬高級中學各防空避難所師學生清查一覽表(高中部) (附件 8) 

9. 國立高雄師範附屬高級中學各防空避難所師學生清查一覽表(國中部) (附件 9) 

10 國立高雄師範附屬高級中學各防空避難所師學生清查一覽表(國小部) (附件 10) 

11國立高雄師範附屬高級中學各防空避難所師學生清查一覽表(教職員工) (附件 11) 

12 國立高雄師範附屬高級中學緊急災情狀況報告表(附件 12)。 

六、承辦人：葉憶蓉教官 電話：07-761-2485#529。 

陸、經費來源：由學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柒、本計畫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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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附屬高級中學防空狀況應變組織架構圖 

 

 

 

 

 

 

 

 

 

 

 

 

 

 

 

 地點 疏散人員 

依上課位置就

近避難掩護 

現場執行官 副執行官 

指揮所 晨曦樓地下室  校長 秘書 

第 1避難所 文馥樓地下室 國小部 1 至 6年級 學務主任 訓育組長 

第 2避難所 雋永樓地下室 國中部 1 至 3年級 生輔組長 輔導主任 

第 3避難所 圖書館晚自習

教室 

高中部 3 年級 閻教官 教務主任 

第 4避難所 晨曦樓地下室 高中部 2 年級 

教職員工 

主任教官 

人事主任 

總務主任 

主計主任 

第 5避難所 高師大男生餐

廳 

高中部 1 年級 莊教官 圖書館主任 

第 6避難所 高師大體育館

地下室 

高師大操場或游泳

池上課班級 

體育組長 衛生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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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高雄師範附屬高級中學防空疏散應變組織分工表 

 任務  負責人員 負責工作 

1 
指揮官 

(校長) 

李金鴦 1.負責指揮、督導、協調。 

2.負責協調及主導各組中所有運作。 

2 
副指揮官 

(兼發言人) 

莊雅婷 1.負責統一對外發言。 

2.通報中心受災情形、目前處置狀況等。 

3 

人員掌握組 蘇月琴 

王靜慧 

1.臨災戒備時，加強天然災害相關預警通報資訊掌握，提供災情

研判，採取緊急應變措施。 

2.以電話通報應變小組及防救災單位已疏散人數、收容地點、災

情及學校教職員、學生疏散情況。 

3.負責蒐集、評估、傳播和使用有關於災害與資源 狀況發展的

資訊。  

4 

避難引導組 許翠玲 

葉憶蓉 

邱上哲 

閻立文 

莊弘陽 

林玲安 

1.分配責任區，協助疏散學校教職員、學生至避難所。 

2.選定適當地點作為臨時避難地點。 

3.協助登記至避難所人員之身份、人數。 

4.設置服務站，提供協助與諮詢。 

5.維護學校災區及避難場所治安。 

5 

搶救物資組 林大成 

及總務

處同仁 

1.受災學校教職員生之搶救及搜救。 

2.強制疏散不願避難之學校教職員生。` 

3.清除障礙物協助逃生。 

4.維護學校災區及避難場所治安。 

5.協助學區周遭受災民眾至避難所，協助登記身分、人數。 

6.協助發放生活物資、糧食及飲水。 

7.各項救災物資之登記、造冊、保管及分配。 

8.協助設置警戒標誌及交通管制。 

9.防救災設施之操作。 

10.避難所之開設。 

6 

學生資訊掌

握組 

歐志昌 

及教務

處同仁 

1. 若防空警報解除，建立家人接回學生之管制措施，並以文馥

樓一樓為收容管制場所 

2. 協助總務處發放生活物資、糧食及飲水。` 

7 

關懷照顧組 簡文英 

及輔導室

同仁 

1. 協助救護組急救、重傷患就醫護送。 

2. 安撫病患情緒。 

3. 保持學校教職員生情緒穩定，激發求生意念。 

8 

緊急救護組 許翠玲 

王素珍 

游麗娟 

吳璇華 

1.基本急救、重傷患就醫護送。 

2.心理諮商。 

3.急救常識宣導。 

4.提供紓解壓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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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高雄師範附屬高級中學定期防空疏散演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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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立高雄師範附屬高級中學定期防空疏散演練簡易概念圖 

注意事項： 

1. 空襲警報發布後，迅速關閉門窗電源，由任課教師帶隊，依疏散路線、位置實施疏散。 

2. 疏散時保持鎮定、安靜、迅速、確實遵守。 

3. 若遇實際放空避難疏散時，任課老師指導學生配合教學地點就近地下室實施掩蔽避

難，請全校教職員工生熟悉高師大及本校可供疏散掩蔽避難之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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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高雄師範附屬高級中學戶外課程防空疏散避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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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立高雄師範附屬高級中學防空狀況支援單位聯絡清冊 

單位名稱 聯絡電話 
可支援工具或技術 

(服務項目及內容) 
備註 

消防單位  

高雄市苓雅消防分隊 (07)771-1393 消防救災人力與相關裝備（含車輛）  

吉利消防公司 王善祿 0934007525  本校相關消防設備維修 本校配合廠商 

警政單位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

局 
(07)335-3760 民、刑事調查人力與相關器械（含車輛）  

公共設施公司 

台灣自來水公司南區工程處 (07)331-2282 自來水管線搶修人力與裝備（含車輛）  

台灣電力公司高雄區營業處 (07)551-9271 電力系統搶修人力與裝備（含車輛）  

永力機電工程 
(07)711-6427 

林賜龍 0929-185271 
機電維修 

本校配合廠

商 

鳳源工程行 
(07)735-7182 

黃泰衛 0936-401575 
水電維修 

本校配合廠

商 

縣市主管機構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

室 
02-89114211 

應變中心救災人力、機具、國軍增援兵

力調度及緊急疏散、停班停課發布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07)812-8111 
辦理救災、疏散等行政人力與技術支援

指導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07)334-4885 
辦理緊急救助、災民收容等行政人力與

技術支援指導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07)229-9825 
辦理災區電力、通訊、道路系統暢通等

行政人力與技術支援指導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07)336-8333#2278 
辦理道路搶修、防空道路開通及危險路

段、橋樑封閉警示等行政人力與技術支

援指導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07)212-0800 
辦理災害民、刑事調查人力與相關器械

（含車輛） 
 

苓雅區公所 (07)332-2351 
承縣市應變中心救災人力、機具調度命

令，辦理緊急疏散、停班停課發布 
 

同慶里辦公室 (07)225-4402 協助災情通報、社區維安人力  

物資及緊急救難支援單位 

家長會會長 (07)761-2485轉 501 物資及資源提供 民間團體 

愛國超市 (07)224-2161 物資提供 民間團體 

中華民國搜救總隊(高屏區) (07)667-3696 救災人力與相關裝備（含車輛） 
內政部登記

民間團體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高雄分會 (07)746-7028 救災人力與相關裝備（含車輛） 
內政部登記

民間團體 

高雄市防災協會 (07)556-9698 救災人力與相關裝備（含車輛） 
內政部登記

民間團體 

高雄市警光潛水救難協會 (07)371-3567 救災人力與相關裝備（含車輛） 
內政部登記

民間團體 

高雄市大高雄水上救生協會 0919136016 救災人力與相關裝備（含車輛） 
內政部登記

民間團體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8%8B%93%E9%9B%85%E6%B6%88%E9%98%B2%E5%88%86%E9%9A%8A&oq=%E8%8B%93%E9%9B%85%E6%B6%88%E9%98%B2%E5%88%86%E9%9A%8A&aqs=chrome..69i57.4729j0j15&sourceid=chrome&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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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立高雄師範附屬高級中學防空緊報稍歇家人接回學生外出表 

部別：□國小□國中□高中 年級： 班級： 姓名： 

離校時間：___年___月____日____時____分 學生聯絡電話： 

帶回學生親屬關係： 帶回學生親屬姓名： 

預計前往地： 親屬聯絡電話： 

導師或任課簽名： 學校確認人員： 

附件 8   國立高雄師範附屬高級中學各防空避難所師學生清查一覽表(高中部)第(  )避難所 

記錄人員簽名： 

 

高三 

 仁 班  義 班  禮 班  智 班  信 班  忠 班  孝 班  和 班  合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28 13 28 12 28 13 14 6 25 7 18 19 19 18 18 20 178 108 

                  

王玟懿 劉國芬 劉俊憲 柯奉孝 王玉琪 陳美秀 江佳玫 丁年初   

高二 

 仁 班  義 班  禮 班  智 班  信 班  忠 班  孝 班  和 班  合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29 6 28 7 27 6 43 2 44 1 32 15 13 14 14 13 230 64 

                  

王明慧 施羿如 曾于芬 侯思嘉 曹家寧 李慕慧 林美秀 孫潔茹   

高一 

 仁 班  義 班  禮 班  智 班  信 班  忠 班  孝 班  和 班  合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28 8 28 8 28 9 27 9 27 9 28 8 28 8 28 8 222 67 

                  

黃潔如 張彥平 蔡純瑋 謝坤家 向志豪 楊盛智 王素女 李俊緣   

高中部失聯人員記錄： 

編號 年級 班級 座號 姓名 原因(未到校、失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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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國立高雄師範附屬高級中學各防空避難所師學生清查一覽表(國中部)第(  )避難所 

記錄人員簽名： 

國三 

仁 班 義 班 禮 班 智 班 合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4 14 15 15 15 14 15 15 59 58 

  
 

   
  

                  

顏嘉珍 羅方凌 莊造群 廖幸芝   

  
 

   
  

國二 

 仁 班  義 班  禮 班  智 班  合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3 15 13 16 14 16 14 16 54 63 

  
 

   
  

                  

王怡文 張雅雯 謝味珍 蘇筱涵   

        

國一 

 仁 班  義 班  禮 班  智 班  合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7 12 16 12 17 12 16 13 66 49 

                          

蔣昇杰 吳佩璇 許峰銘 林芳莉   

        國中部失聯人員記錄： 

編號 年級 班級 座號 姓名 原因(未到校、失聯) 

      

      

      

      

      

      

      

      

      

      

      

      

      

      

      

      

      

      

 

附件 10  國立高雄師範附屬高級中學各防空避難所師學生清查一覽表(國中部)第(  )避難所 

記錄人員簽名： 

記錄人員

簽名：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合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0 19 14 15 13 17 14 14 10 18 14 15 75 98 

                      

黃鈺雯 馬嘉瑜 劉淑君 劉穎真 曾大衛 吳綺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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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部失聯人員記錄： 

編號 年級 班級 座號 姓名 原因(未到校、失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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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國立高雄師範附屬高級中學各防空避難所師學生清查一覽表(教職員工) 第(  )避難所 

記錄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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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國立高雄師範附屬高級中學緊急災情狀況報告表 

填寫人： 填寫時間：   年   月    日(  )    時   分 

所需協助 □無 □救護車 □消防車 □消防人員搜救 □其他： 

學生狀況 

學生狀況□全員到齊□無人受傷 

點名未到人員 

高中部： 

 

國中部： 

 

國小部： 

 

失蹤學生姓名 

高中部： 

 

國中部： 

 

國小部： 

 

受傷人員姓名 年級班級 傷勢狀況 處理情形 

    

    

    

    

    

被困學生姓名 年級班級 受困地點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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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 

狀況 

教職員狀況□全員到齊□無人受傷 

點名未到人員 

 

失蹤教職員姓名 

 

受傷人員姓名 處室 傷勢狀況 處理情形 

    

    

    

    

    

    

被困人員姓名 處室 受困地點 處理情形 

    

    

    

    

    

    

最新狀況 繼續留校學生人數  

繼續留校教職員工人數  

所需要支援 

機具 

人員 

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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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高中部學生學群轉換作業要點 

                                                                 1091120行政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辦理學群轉換作業，特訂定高中部學群轉換作業要點。 

二、108課綱實施後，高二高三分為生命醫藥學群、數理工程學群、商管財經學群、文史

藝術學群，為使學群轉換作業同時進行順暢，設定生命醫療學群為仁、義、禮三班，

數理工程學群為智、信兩班、商管財經學群忠班一班、文史藝術學群為孝、和兩班，

並視學生實際學群選擇調整學群班號。 

三、需填寫學群轉換表的情況如下: 

  (一)原選讀生命醫藥學群學生，欲轉讀數理工程學群、商管財經學群、文史藝術學群。 

  (二)原選讀數理工程學群學生，欲轉讀生命醫療學群、商管財經學群、文史藝術學群。 

  (三)原選讀商管財經學群學生，欲轉生命醫療學群、數理工程學群、文史藝術學群。 

  (四)原選讀文史藝術學群學生，欲轉生命醫療學群、數理工程學群、商管財經學群。 

四、每學期皆辦理學群轉換作業，學生得於規定期限內提出學群轉換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相關時程請參閱學校行事曆 

五、學群轉換申請，每學期以一次為限，且轉換後之學期中不得再提出申請學群轉換，學

群轉換學生亦不得指定就讀班級。 

六、依據學生志願學群轉換申請，每班以不低於25人且不超過45人為限；教務處將依據實

際轉換情況調整學群班級數。  

七、學群轉換人數超過該學群容量時，由學校召開轉編班會議審查，並參照實際缺額錄取

，未錄取者留在原班。 

八、導師及輔導室進行學群轉換之學生輔導作業時，得邀請家長到校說明。 

九、寒、暑假所舉辦之學藝活動以新編班級上課；其他各處室活動，請配合各處室要求。 

十、相關課程配置，請自行至校網「108 課綱專區」參閱〈108 課綱簡介〉下的〈各學年

選課手冊〉。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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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高中部學生學群轉換申請表 

                        申請期限： 109 年 12月 7日(一) 至 109年 12月 18日(五)止 

年

級 
班級 

座

號 
學號 姓名 

性

別 
原就讀學群 擬轉入學群 

      □生命醫療學

群 

□數理工程學

群 

□商管財經學

群 

□文史藝術學

群 

□擬轉入生命醫療

學群 

□擬轉入數理工程

學群 

□擬轉入商管財經

學群 
□擬轉入文史藝術

學群 

學群轉換原因 

 

家長（本人）簽名與蓋章

(1) 
 輔導室(3) 

 

導師(2)  註冊組(4)  

教務主任  校長  

 

(備註) 

109學年度上學期高二數理工程學群(智、信班)和商管財經學群(忠班)因人數已超過本要

點第六條規定之每班人數上限，若該學群無人提出轉組申請，將不予通過其他學群學生提

出轉入該類組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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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學生請假暨缺曠課規則(修訂草案) 

104年6月30日經103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105年6月30日經104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106年6月30日校務會議決議 

109年11月20日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一、學生因事或因病不能到校上課或出席各種集會時，應依照本規則辦理請假手續。 

二、請假區分為病假、事假、公假、因故臨時外出之外出假、喪假： 

（一）病假： 

1、病假當日家長須以電話先向導師或學務處請假，返校後即辦理請假手續。如因

特殊困難准於三日內辦理補假手續，逾期仍以曠課處理。 

2、在校時因病必須離校者需填具臨時外出單由保健室證明及導師核准後，至學務

處填寫外出登記簿核准後方得外出；緊急事故則由學務處完成查證後核准外出。 

3、 請假單須有家長或監護人之簽章，並檢附家長說明或就醫證明；三日(含)以上

須附醫生診斷書。如未繳交證明文件視同事假。 

4、考試期間無論時日長短，均須醫師診斷書，首先會教務處審核。 

5、賃居生請假家長欄由房東或導師簽章。 

6、上課期間因身體不適於健康中心休息，須於規定時間內完成補請假手續。 

（二）事假： 

1、須於前一日或當天上課前由家長或監護人或學生來校請假經批准後方為有效。

請假單須有家長或監護人之簽章，並檢附家長說明。 

2、因緊急事故不能來校者必須由家長或監護人親自來校請假或打電話請假，返校

後立即辦理請假手續，否則作曠課處理。 

3、考試期間非特殊因素不得請事假。 

4、一般事假如要補請假須實施公眾服務。公眾服務次數請參照第五條。 

（三）公假： 

1、公假事由：經由學校同意，代表學校參加各項比賽集會者或協助學校行政單位

辦理公務或班級事務者；或經指導老師及相關課程老師同意之事務(須為公務

或必要性)。 

2、公假程序：公假需事先由指導老師、導師、生輔組核准(二天以上：學務主任

核准；五天以上：校長核准)，如必要時，生輔組依狀況要求加會任課老師、

相關處室核准後同意。公假申請單應依欄位順序由左到右陳核，在公假發生

前，全數核准欄位皆批准後，遞交至學務處生輔組歸檔方為有效。 

3、於課程時間之公假申請需檢附相關證明。 

    （四）臨時外出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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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特殊事故必須外出者，應填具外出申請單，於外出前簽請班級導師核准（導

師因故不在則由代理導師核准），再至學務處生輔組填寫管制簿，並將外出證

交大門傳達室後，方可外出；如由高師大校門外出者，亦應至學務處填寫管制

簿方得外出。返校後立即辦理請假手續。 

     (五) 喪假：須檢附證明或家長出具證明，若無則以曠課處理。 

三、准假權限： 

（一）一日以內由導師核准，並呈閱生活輔導組。 

（二）二日以內由生活輔導組長核准。 

（三）一星期以內由學生事務處主任核准。 

（四）一星期以上陳請校長核准。 

（五）如在考試時間內，一律先呈教務主任核准。 

四、請假程序： 

（一）先填寫請假二聯單經導師核准後送生活輔導組。請假單第一聯由生輔組存查、

第二聯由學生存查。 

（二）二日以上須經學務處審核批准、一星期以上須經校長批准後，方為有效。 

（三）一星期以上之事、公假需於請假前 10日提出，經校長批准後，方為有效。 

（四）請假期滿仍不能到校上課者應由家長續假否則以曠課處理。 

（五）凡公布之缺（曠）課統計有遺誤，應於公布後三日內到學務處查對更正，逾期

不予受理。 

(六)段考、模擬考期間請假單先會教務處審核。 

五、未請假者以曠課處理，如欲補請假需實施公眾服務，逾時請假一週以內者，公眾服務

兩次，逾時一週以上者，每一週加罰乙次。 

六、凡在校上課期間，未經事先請假或無相關證明，而中途缺席者，不得辦理補請假手續，

以曠課處理，曠課期間如有違犯校規另按事件情節輕重實施議處。 

七、高、國中部學生出缺席情形，依下列各款標準辦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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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無故曠課十節以上者記警告以上處分。 

    （三）上課鐘響後未至上課地點點名者計為遲到，遲到或早退 10 分鐘以上計為曠課。 

    （四）遲到、早退及曠課之時間管制得由任課老師依實際情形衡量判斷，並據以登載。 

八、違犯請假規定之處理： 

（一）冒用家長或師長印章或簽名者記大過乙次。 

（二）塗改請假時數或日期者記大過乙次。 

（三）學生未經請假或外出手續未辦理完畢擅自先行離校者，一概不予補假，並以不

假外出實施議處。 

九、例外處理：註冊、考試期間，學生因懷孕引發之事（病）假、產假，得持醫生證明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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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請假；或因哺育幼兒之突發狀況亦得辦理請假。因懷孕或哺育幼兒之照顧，而核准

之事(病)假、產假，其缺席不扣分。 

十、本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奉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學生請假暨缺曠課規則修正對照表 

現行法規 修正後 

（三）公假： 

1、因代表學校參加各項比賽集會者或協助

學校行政單位辦理公務或班級事務者。 

2、公假需事先由指導老師、導師、生輔組

核准後方為有效。 

（三）公假： 

1、公假事由：經由學校同意，代表學校參加各

項比賽集會者或協助學校行政單位辦理公務

或班級事務者；或經指導老師及相關課程老師

同意之事務(須為公務或必要性)。 

2、公假程序：公假需事先由指導老師、導師、

生輔組核准(二天以上：學務主任核准；五天

以上：校長核准)，如必要時，生輔組依狀況

要求加會任課老師、相關處室核准後同意。公

假申請單應依欄位順序由左到右陳核，在公假

發生前，全數核准欄位皆批准後，遞交至學務

處生輔組歸檔方為有效。 

3、於課程時間之公假申請需檢附相關證明。 

 

七、高、國中部學生出缺席情形，依下列 

各款標準辦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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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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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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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高、國中部學生出缺席情形，依下列各款標

準辦理： 

（一）全學期除公假外，無請假、無曠課、無遲 

   到、無早退者記小功乙次。 

（二）無故曠課十節以上者記警告以上處分。 

（三）上課鐘響後未至上課地點點名者計為遲 

   到，遲到或早退 10分鐘以上計為曠課。    

（四）遲到、早退及曠課之登載由任課老 

   師依實際情形衡量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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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高師大附中籃球場地損壞整建計畫 

申請經費補助計畫書 

計畫名稱：國立高師大附中 109年度籃球場地整建工程 

(一) 計畫依據：依教育部體育署 108年度學校體育設施興整建輔導團計畫辦理。 

(二) 主辦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三) 本計畫運動設施整建種類：兩面籃球場地 

(四) 需求評估： 

1、場地損壞程度已造成學生及籃球隊員上課與日常訓練的困擾，地皮裸露造成場地非常 

   滑腳，只要稍微速度快或強度略強的訓練，都可能造成學生或球員的嚴重扭傷。 

2、雨天的積水難以排除。 

(五) 工作項目及經費：請參閱附件。 

(六) 目前球場損壞程度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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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             總務處：              主計室：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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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翔國中光電球場 

 

 

三民高中光電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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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高級中學  遴聘教師兼行政職務實施要點(草案) 

一、本要點依據教師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七款及教師聘約第七點規定訂之。 

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羅致優秀教師擔任行

政工作，以配合學校推動整體校務及保障學生受教權，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教師兼行政職務，係指本校組織規程明定由教師兼任之職務。 

三、遴聘教師兼行政職務原則依序如次： 

(一)本校依預算員額編制表教師兼行政人數如下： 

    1.教師兼行政職務處室主任、秘書計 5人；組長 9人(生輔組長 1人現

尚由軍訓教官兼代)，以上由專任教師兼任。  

2.輔導教師兼室主任 1人；組長 1人，以上由專任輔導教師兼任。 

(二)各處室主管，由校長遴選兼任；各組組長，由各處室主管建議校長遴聘

兼任。 

(三)於每年 6月 10日前，由人事室造冊簽陳校長遴聘。 

(四)本校聘任教師兼行政職務國中小、高中人數比例： 

1.以預估聘任該學年度 8月 1日國小、國中及高中在職教師(不含留職

停薪、特教及代理教師) 與需遴聘教師兼行政人數的比例配置為遴

聘原則。此項不含輔導室之兼行政人員遴聘。 

2.輔導室教師兼行政職務以專任輔導教師兼任為原則。 

(五)各項職務以連續任滿 2年為原則，惟有特殊情形無法兼任，應專案簽核。 

四、各項兼任職務人選倘仍有不足，每年 6月 15日前底前，由人事室簽會教

務處就下學年預排課程節數，依聘書所載明任教科(部)別，區分國文、

英文、數學、自然、社會、藝能、國小部提供各科授課不足或平均兼課

節數情形，送請各科教學研究會於 6月 25日前推薦教師兼行政職務人選。 

五、各科(部)別教學研究會推薦教師擔任兼行政職務人選，應考量其職務所

應具備之專業能力，送請校長遴聘，當事人不得拒絶。該科若推薦教師

兼行政職務以致該科授(兼)課節數偏高，經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同意後得

優先聘任代理教師協助授課。 

六、本要點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48  

 

【附件六】 

國立高師大附中中途離校學生預防追蹤及復學輔導實施計畫 

壹、 依教育部中華民國109年09月15日臺授教國部字第1090098254B號函頒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中途離校學生預防追蹤及復學輔導實施要點」，特

訂定本計畫。 

貳、本計畫工作項目 

一、建立預防機制 

（一）建置三級輔導策略 

（二）建置中途離校學生預警機制 

（三）成立中途離校學生輔導小組 

（四）規畫多元輔導教育措施，提供適性教育課程 

二、建立通報與追蹤輔導機制 

（一）進行通報作業流程 

（二）啟動追蹤輔導機制 

參、實施對象 

  一、預警對象： 

(一) 當日未到校上課且經連繫無著，無法確定原因之學生 

(二) 中途離校復學之學生（追蹤輔導至穩定就學）。 

(三) 學習狀況不佳之學生。 

(四) 家庭經濟困難或遭遇重大事件之學生。 

(五) 長期缺課通報之學生。 

二、中途離校學生通報對象： 

(一) 未經請假或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連續達3日以上之學生。 

(二) 學籍管理辦法第十七條第一項之休學學生。 

三、長期缺課學生通報對象： 

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二十六條規定，全學期缺課節數

達修習總節數二分之一，或曠課累積達四十二節之學生。 

四、轉學學生通報對象： 

    指學籍管理辦法第十六條所定，由原學校發給轉學證明書之學生。 

肆、實施方式 

學校設置跨處室中途離校學生輔導小組(如附件 3)，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定期召開相關追蹤輔導會議，評估學生狀況及需要，依下列階段實施適當之

輔導策略： 

(一)預防階段 



  49  

 

1. 掌握每日到校學生人數與缺（曠）課情形，並針對缺（曠）課學生進

行聯繫、通知與追蹤。 

2. 學校於規劃課程計畫時，應同時考量學生學習與興趣、性向、能力及

需求，於校定課程納入多元彈性之學習內容，提供學生適性修習，並

提高學生穩定就學意願。 

3. 提供學生多元、適性課程或職業試探，協助其適性發展，以強化學生

穩定就學。 

4. 學校針對個別學生學習問題或其他特殊需求，運用各種資源，進行差

異化教學或補救教學，協助學生有效學習。 

5. 評估學生確有轉銜學制或轉學需求者，由學校提出輔導紀錄，協助輔

導就讀進修部、實用技能學程、建教合作班或其他學制，或送適性學

習社區適性轉學委員會協助學生辦理適性轉學。 

6. 針對學生需求，運用相關網絡資源（如: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家庭教

育中心、勞政、衛政、社政、警政、民間團體及醫療資源等），共同

協助學生穩定就學。 

（二）處理階段 

依學生請假規則、缺（曠）課、臨時外出管理等相關規範辦理，並

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中途離校輔導機制處理流程」（附件 1、2），啟動

學校處理程序。 

1. 針對無故缺（曠）課學生進行追蹤與掌握。 

2. 實施休、轉學學生之適性輔導、追蹤及資源轉介。 

3. 針對學生個別因素實施輔導與持續追蹤，視需要轉介相關單位進行適

性輔導與協助。 

4. 未經請假或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連續達 3 日以上、休學或轉學之學

生，學校應即填寫中途離校學生通報紀錄表（附表 1）及採取下列積

極處理措施： 

（1）未經請假或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連續達 3 日以上之學生，積極

協助學生返校就學，必要時依據個案類型偕同學生家長洽請警

察機關進行協助。 

（2）辦理休學之學生，應了解與掌握學生休學原因，定期追蹤輔導，

並提供復學相關資訊。 

（3）辦理轉學之學生，由轉出學校負責追蹤輔導，主動掌握學生情

形並協助就學。  

（4）學生中途離校原因發生（含休學）或復學後，應於 3 日內完成

通報或結案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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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應每月定期檢視中途離校學生通報系統，掌握通報人數及學生現況。 

（三）追蹤階段 

1. 檢討個案發生原因與未來防範。 

2. 關懷個案學生定期追蹤輔導與協助。 

3. 針對個案處理流程檢討與改進。 

4. 每學期至少 2 次定期追蹤輔導通報學生，並線上詳載學生追蹤紀錄表

(如附表 2)，依學生需要引進跨網絡單位（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家

庭教育中心、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社政、衛政、警政、勞政）或民間

團體資源等，提供多元適性輔導與相關資源介入。 

5. 針對有意願復學學生，積極主動聯繫、協助辦理復學相關事宜。 

6. 學生如有就業需求，同意將資料提供勞動部及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須請學生簽署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如附件 4)，學校應妥善保存。 

伍、學校應視個案類型訂定具體輔導措施，連結網絡資源，共同協助學生穩

定就學或提供相關資源予以協助。 

陸、本計畫所定中途離校學生通報、追蹤及復學輔導之期間，自通報之日起，

至學生成年止。 

柒、學校依辦理情形進行績效考評，並給予適當之獎勵與輔導，以增進推動

成效。 

捌、本計畫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呈校長核定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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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中途離校學生輔導機制處理流程 

 

 
◎中途離校原因類型建議處理方式： 

1.個人因素（因健康狀況、精神或心理疾病、生活作息不規律、物質濫用、藥物濫用
等）-- 轉介醫療機構。 

2.家庭因素（因經濟因素、家庭發生重大變故、受家長職業或不良生活習性影響、家
長或監護人虐待或傷害、須照顧家人、親屬失和、居家交通不便、家庭功能不彰等）
--協請相關社政單位提供協助。 

3.學校因素（因對學校課程、生活無興趣、缺曠課過多、觸犯校規過多、課業壓力、
學習落後、師生關係、同儕關係、校園霸凌等）--輔導小組提供輔導機制。 

4.社會因素（受同儕、朋友影響、加入幫派或不良青少年組織、流連、沉迷網咖或其
他不當場所等）--校安通報與警察及相關機關協助。 

5.其他因素 

不需通報 需通報 

恢復正常

上學 

導     師 

上午 9 時前 
掌握未到學生 

聯繫家長 

回  校 

 

協助完成請假程序 

返校後追蹤與輔導 

導        師 

是 

缺曠課1日

以內 

辦理休學、轉學者 

導師/註冊組 

了解與掌握學生休（轉）學原因 

至主要通報人員取得帳號密碼，登入

系統填寫中途離校學生通報紀錄表 

協助復學、轉學或轉銜

主要通報人員 
進行結案 

定期追蹤、

協 尋 、 輔

導、掌握現

況填寫中途

離校學生追

蹤紀錄表。 
 

導師/學務處 

(生輔組)/(輔

導室) 

進行中途離校通報 
登入系統進行學生通報作業，以建立管制作業，系統提供
學生休(轉)學動態資訊。 

主要通報人員 
否 

否 

學  生 

掌握學生、聯繫家長 

（依據個案類型，尋求相關單位資

源，進行追蹤輔導等相關措施。） 

通報人員進行中途離校通報 

填寫中途離校學生追蹤紀錄表 

未經請假或不明原因未到校上

課連續達 3 日以上之學生 

是 

回  校 

 

恢復正常上學 

主要通報人員 

進行結案 
 

 

導師/學務處(生輔組) /教務處(註冊

組) 

協助完成請假程序 

返校後追蹤與輔導，並視個案

狀況得轉介輔導室。（必要時依

據個案類型，尋求社政、醫療

或其他相關單位資源，進行輔

導與恢復上學相關措施）。 

填寫中途離校學生追蹤紀錄表 

導師/學務處(生輔組)/輔導室 

 

衛政、 
社政 

需衛政、社政介入與協助對象(家庭支持相
關資源、藥物濫用) 

警 
政 

疑似或渉及違法或犯罪需警政資源介入
者、行蹤不明者 

勞 
政 

提供有就業需求學生職業訓練與就業資源 

教育部青
年發展署 

協助有需求學生進行生涯探索及工作體驗
等 

針對介入性輔導仍無法有效協助、或嚴重適
應困難等學生提供各類專業服務 

否 

 

學生輔導
諮商中心 

家庭 
教育中心 

提供有家庭教育諮商與輔導需求者、或個別
化親職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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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中等學校中途離校學生系統通報處理流程 

 

 

 

 

 

 

 

 

 

 

 

 

 

 

 

 

 

 

 

 

 

 

 

◎通報對象：(請逕至 http://leaver.ncnu.edu.tw/進行通報作業) 
1. 未經請假或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連續達3日以上之學生。 

2. 依學籍辦法第十七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休學學生。 

3. 長期缺課學生(日間部：指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二十六條規定，全學期缺課節數達修習總

節數二分之一，或曠課累積達四十二節之學生。進修部：指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二

十二條規定，全學期缺課節數達修習總節數二分之一，或曠課累積達三十六節之學生。) 

4. 轉學學生指學籍管理辦法第十六條所定，由原學校發給轉學證明書之學生。 

否 

導師/輔導人員/通報人

定期填寫追蹤紀錄 

主要通報人員進行結案作業 

該生是否符合 

可結案條件 

(請參閱說明) 

登入中途離校學生通報系統 

導師/主要通報人員進行填報作業 

//////主 

主要通報人員進行通報作業 

//////主 

3

日

內

完

成

通

報 

印出紙本並會辦

校內各處室核章 

是 

持續追蹤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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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結案條件： 
1. 學生未經請假或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連續達3日以上，日後學生返校就學，該生之通報案件即可結案。 

2. 學生未經請假或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連續達3日以上之通報案件，經法院裁定收容可先辦理結案。 
3. 學生辦理休學之通報案件，日後學生返校復學，該生之通報案件即可結案。 
4. 學生辦理轉學之通報案件，日後系統有訊息告知該生已轉入他校，或確定掌握該生已轉至他校，該生之

通報案件即可結案。 

5. 學生轉學到專科以上學校或國外學校，請通報該生轉學後可立即結案，結案說明請填寫該生轉學的學校

校名。 
6. 依學籍管理辦法第19條廢止學籍者，該生之通報案件即可結案。 
7. 學生辦理休學且保有學籍時，需追蹤至成年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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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師大附中中途離校學生輔導小組分工編組表 
處理小組

職稱 

負責人

/處室 
成員 工作職掌 

召 集 人 校 長  綜理及督導各組執行事項。  

通報組 

(主要通

報人員) 

教務處 註冊組 

1.教務主任擔任本小組執行秘書。 

2.進行中途離校通報、結案作業。  

2.應每月定期檢視中途離校學生通報系統，掌握通報人數及學生現況。 

3.上傳「中途離校學生輔導機制實施計畫」、「中途離校輔導小組編組

表」。 

4.建置及掌握中途離校學生名冊。  

5.協助召開會議。 

生活 

輔導組 
學務處 

生輔組 

各導師 

1.掌握學生缺曠課情形及聯繫家長。  

2.協請警、社、醫等資源進行追蹤、協尋及輔導。 

3.協助家庭經濟困難或遭遇重大事件之學生，提供相關資源協助。 

3.進行中途離學生填報作業。  

4.定期追蹤、掌握現況，填寫線上中途離校學生追蹤紀錄表。  

6.無故缺曠課名冊。  

教務組 教務處 

註冊組 

教學組 

教學研究

會 

各科主席 

1.規劃課程計畫時，應考量學生學習與興趣、性向、能力及需求，於校

定課程納入多元彈性之學習內容，提供學生適性修習，並提高學生穩

定就學意願。 

2.訂定事件處理期間成績考查或評量方式。  

3.中途離校學生學籍轉換處理。  

4.訂定復學補救教學方案。 

5.建立學習狀況不佳預警機制。 

6.協助學生轉科、轉讀進修部、實用技能學程、建教合作班或其他學制，

或協助學生辦理適性轉學。 

輔導組 輔導室 
輔導組 

輔導教師 

1.提供諮商輔導。  

2.協助中途離校學生家庭支持。  

3.建立中途離校學生個案輔導紀錄。  

4.聯絡校外專業人員(社工、警察等)擔任諮詢顧問。  

5.提供復學生生活輔導。  

6.定期追蹤、掌握現況，填寫線上中途離校學生追蹤紀錄表。  

7.協助輔導學生，針對有需求者送適性學習社區適性轉學委員會協助學

生辦理適性轉學。 

8.提供性向興趣等職涯相關探索與諮詢，輔導有就業需求之學生。 

宣導組 

教務處 

學務處 

輔導室 

 

1.推展穩定就學及中途離校輔導機制宣傳活動。  

2.辦理教師進修活動。  

3.增進教師辨識學生行為之能力，並提昇其輔導知能。  

4.強化學校預防及處理學生中途離校學生事件之能力與措施。  

 

 

 

 

 

 

 



附表 1 

  55  

 

         國立高師大附中學校中途離校學生輔導機制            正面 

學生通報紀錄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學制  年級  就讀班級/科系  座號  

畢業國中  

戶籍地址  

居住地址  

監護人  關係  電話  

緊急聯絡人  關係  電話  

離校種類 □未經請假或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連續達三日以上□轉學□休學 □長期缺課學生  

是否有提供就

學與就業資訊 

學生有轉學意願  □是 □否 □提供學習相關諮詢 

學生有就業意願  □是 □否 

□提供就業相關諮詢 

學生有意願參加職業訓練   □是 □否 

學生同意將資料提供勞動部及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是 □否 

學生身分 □一般生 □原住民 □身心障礙學生 □父或母為外籍配偶  

家庭結構 □雙親家庭 □單親家庭 □失親(父母皆歿) 隔代教養 □是  □否 

居住狀況 
□與父母同住 □與父同住 □與母同住 □與祖父母輩同住 □與其他親屬居住 □住學校宿舍   □校外

租屋 □僅與兄弟姊妹同住 □住在安置或福利機構  □租屋居住 □其他，說明：            

補助身分 □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 □學生本人身心障礙 □父或母為身心障礙 □特殊境遇家庭 

離校原因：主要原因請劃記■(單選)；次要原因可以複選請劃記ˇ(至多 3 項) 
ㄧ、個人因素  

□1 無法跟上課程進度□2 不喜歡就讀的科系□3 缺曠課過多□4觸犯校規過多 □5課業壓力太大□6健康狀況不佳□7

結婚 □8 懷孕或生子 □9 生活作息不規律 □10 觸犯刑罰法律 □11 突發重大事件，說明：         
□12 就業 □13 精神或心理疾病□14藥物濫用 □15 物質濫用 □16其他，說明：       。 

二、家庭因素 

□1 經濟因素 □2家庭發生重大變故（家長或監護人重殘或疾病、離婚或分居、去世、失蹤） 

□3 受家長職業或不良生活習性影響 □4被家長或監護人虐待或傷害 □5須照顧家人 

□6 親屬失和 □7居家交通不便 □8家庭功能不彰  □9其他，說明：       。  
三、學校因素 

□1 對學校生活感覺乏味 □2師生關係不好 □3同學關係不佳 □4 校園霸凌 □5其他，說明：    。  
四、社會因素 

□1 受校外朋友影響 □2加入幫派或不良青少年組織 □3流連、沉迷網咖或其他不當場所□4其他，說明    。  
五、其他因素 

□1 離境（移民、旅遊、遊學）□2不明原因之失蹤或出走 □3 其他，說明：                           

離校情況 
最近離校時間：     年     月     日            離校次數：      次 
目前狀況：□規劃轉學至他校未就讀  □規劃就業 □離校在家 □離校離家 □已在工作 □行蹤不明家人

未報警 □全家行蹤不明 □其他，說明：                             

結案原因 
□返校復學 □其他高中職就讀 □已就讀專科以上學校 □放棄學籍 □廢止學籍(依學籍法第 19 條) □死

亡 □法院裁定收容 □出國留學/移民 

導師 學務處 輔導室 教務處 校長 

 

電話： 

生輔組長 

學務主任 

 註冊組長 

教務主任 

 

                                □已通報   通報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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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 

 國立高師大附中 學生中途離校學生輔導機制 

                學生追蹤紀錄表            通報字號： 

學生姓名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就讀班級  性別  電話  

追蹤方式 □1.電訪  □2.家訪  □3.通訊軟體 □4.其他追蹤，說明：                 

目前生活

情況 

□1.已在工作 □2.住在家裡 □3.離家居住 □4.準備或正參加職訓或職涯試探 □5.

準備轉/復/升學中 □6.準備或正在找工作 □7.沒有規劃 □8.生病/健康問題□9.實

驗教育□10.司法介入中□11.宗教信仰□12.行蹤不明□13.其他情況，說明：                 

輔導處遇 
□1.學校師長持續追蹤□2.轉介心理師/諮商師□3.轉介醫療□4.通報社政□5.轉介勞

政資源□6.轉介青年署生涯探索相關計畫□7.報警協助□8.其他，說明：       

轉介 

勞動部 
學生同意將資料轉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供就業相關服務□是 □否 

日期 通報追蹤紀錄 
紀錄人員

簽  名 

   

說明：1.學生發生中途離校（含休學）或復學時，學校應於 3天內完成系統通報並填寫線上追

蹤紀錄。  

  2.學校應指派專人於中離通報系統每學期至少 2次線上填報追蹤紀錄，並依學生需求，

聯繫或轉介相關網絡資源，以利後續之輔導。 

  3.轉介勞動部，需有學生簽署個資同意將資料提供勞動部，學校應妥善保存同意書。 

  4.中途離校輔導小組應定期檢視中途離校通報系統個案學生追蹤紀錄，並即時掌握最新

動態以協助後續相關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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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範例) 

1. 本同意書係本校 國立高師大附中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

教署)、勞動部、台灣就業通客服中心及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於您辦理休

學、轉學中途離校時，為提供您就業情報、職涯規劃、求職登記及就業市

場訓練課程等客製化專業協助，所以蒐集您的個人資料。 

2. 本次蒐集與使用您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性別、

生日、手機號碼或市話號碼、聯絡地址、電子郵件、就讀學校名稱、科別(學

程)名稱及年級。 

3. 您同意本校、國教署、勞動部、台灣就業通客服中心及各公立就業服務機

構，提供您就業服務所需，以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您的身份、與您進

行聯絡。  

4.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校：(1)請求查詢或閱覽、(2)

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或(5)

請求刪除。但因本校及國教署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需者及受其他法律所規

範者，得拒絕之。  

5. 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本校及國教署您的個人資料，但若您所提供之個人

資料，經發現不足以確認您的身分真實性，本校、國教署、勞動部、台灣

就業通客服中心及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有權不提供您就業服務。  

6. 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之規 定辦理。  

7. 您瞭解本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本

校、國教署、勞動部、台灣就業通客服中心及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服務蒐

集、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之效果。 

 

手機號碼或市話號碼： 

聯絡地址： 

電子郵件： 

 

□我已詳閱本同意書，瞭解並同意受同意書之拘束（請打勾） 

 

立書人(學生本人):_______________ 

 

立書人法定代理人: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