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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109學年度 

第 08次行政會議暨內控會議紀錄 

  時 間：110年 03月 05 日（星期五）10：00  

  地 點：校長室  

  主 席：李金鴦校長              記  錄：莊雅婷秘書 

出  席：如簽到簿 

壹、主席報告： 

  一、感謝所有主管的用心費心，請多注意健康，保重身體。 

  二、有關校外人士進入校內，校園安全防護門禁問題部份，請學務處於家長日提醒並 

      加強宣導。 

  三、請圖書館資訊組製表全校行政系統分送各處室填寫帳號使用情形，列入管控事項。 

  四、請圖書館資訊組日後統籌資安相關表件填報資料上傳，並衡量是否需要系統管理 

      師，於下次行政會議提出。 

  五、請圖書館協助公告畢業學生在學校的 E-mail帳號刪除管理相關事宜。 

  六、請圖書館繼續追蹤與高師大網路合作的後續相關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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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次行政會議             事項執行情形列管表 

                                             主 席 提 示 

區分 事項 
承辦  
單位 

執行情形 
列管 

建議 

提案

討論 

一、調整大事紀上傳彙整方式。 

(決議：已開設雲端硬碟上傳

區，可依性質及需求選擇上傳

方式。) 

圖書館 

各單位依大事紀表格或雲端

硬碟保存處室紀錄，以便日後

評鑑所需。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二、訂定本校「高師大附中校 

    園監視錄影系統管理要 

    點，【如附件二】。 

(決議：修正後通過。) 

總務處 遵照辦理。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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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職員輪調 111年應於 2

月 1日或 8月 1日實施，請

審議。 

(決議： 

一、職員輪調訂於 111年 2月 1 

   日實施，先行於 110年 9月 

   抽籤輪調服務之處室組別。 

二、總務處陳○宏幹事 111年 2 

   月 1日不參與輪調(維持於 

   總務處庶務組一)，114年 2 

   月 1日時再徵詢其輪調之意 

   願。 

三、護理師 2人於輪調滿 3年 

    後於 112年 8月 1日再實 

    施輪調。) 

人事室 
已將會議紀錄提案決議情形

Email全體職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 

四、訂定本校「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際教 

    育推動小組設置要點」如 

    附件四】。 

(決議：修正通過。) 

圖書館 修訂通過。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__________ 

五、修訂本校「資通安全維護 

    計畫」附件三資訊安全組 

    織成員表名單，【詳如附件 

    五】。 

(決議：提下次行政會議再行討 

       論。) 

圖書館 修訂後提下次行政會議討論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追蹤至 

第八次行政會

議 

臨時

動議 

一、有關本校 110年度杏壇芬 

     芳獎推薦人選，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人事室 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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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大學學測成績分析(最高 58級分，1人) 

全校各科五標 

全校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國英數社 國英數自 國英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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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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12.25 10.55 8.35 11.80 10.72 52.78 42.13 42.68 31.15 

頂標 14 13 12 14 14 60 49 50 36 

前標 13 12 10 13 13 58 47 47 35 

均標 12 11 8 12 11 54 44 43 32 

後標 11 9 6 11 9 49 38 39 28 

底標 11 7 5 9 8 44 34 35 25 

全校各班各科平均 

班級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國英數社 國英數自 國英數 

301 12.10 11.00 9.85 10.57 11.78 53.29 42.14 44.73 32.95 

302 12.55 10.73 9.18 10.65 11.31 54.50 43.06 43.82 32.45 

303 12.20 10.85 8.85 10.86 11.41 53.93 42.79 43.32 31.90 

304 12.52 10.57 9.52 11.45 11.35 53.90 42.91 44.35 32.62 

305 11.63 10.88 9.09 11.47 11.25 55.00 43.71 42.84 31.59 

306 12.08 10.11 6.81 12.03 8.25 50.19 41.03 37.63 29.00 

307 12.57 10.41 6.92 12.46 7.64 51.21 42.35 38.71 29.89 

308 12.38 9.86 6.97 12.38 7.77 35.00 41.59 38.77 29.22 

 (二)109學年度國中數學能力競賽預定於 3月 6日辦理，本校推派：國三仁王○仁、國 

     三仁 歐○睿、國三禮李○雄、國三禮姜○煒代表參賽，感謝莊○群老師用心指導。 

 (三)109學年度國中自然科學能力競賽預定於 3月 14日辦理，本校推派：國三仁陳○ 

     均、國三禮李○雄、國三智廖○然代表參賽，感謝廖○芝、林○雄、林○珊老師 

     用心指導。 

 (四)109學年度應屆國三學生升學報名資訊統計如下：雄中科學班報名 11人；藝才班 

     (音樂類)報名 1人，國中教育會考報名 117人。 

 (五)110學年度大學繁星入學校內作業已於 3月 3日完成第一階段選填，共計 55人參 

     加，3月 5日將進行第二階段缺額選填作業，3月 9日召開繁星推薦委員會審查推 

     薦資格。 

 (六)高雄市第 61屆科展已於 3月 2日完成報名組數填報，共計報名高中 11件，國小 4 

     件，感謝指導老師長期指導的辛勞。 

 (七)109年一般設備充實計畫已完成所有購置並搭配 108課綱進行使用，經費執行率 

      100%，110年獲補助 58萬 2千，待經費核撥後依照規定期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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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110學年度高優計畫將於 4月中提出申請，目前正進行計畫撰寫申請徵詢，感謝各 

     行政單位長期對高優計畫的協助與支援。 

 (九)國中教學正常化訪視本校排定為 4月 7日受訪(高雄市部分)，目前正積極準備相 

     關資料。 

 (十)本學期課發會預定於 3月 19日及 4月 23日分別召開國中及高中課發會，會中將 

     進行課程評鑑、自編教材及選修開課審查，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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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高二多元選修高一高二自主學習時間所有課程加退選，皆已於 3/3完成相關作 

      業，並公告整學期確定之修課結果，感謝學務處、圖書館的協助。 

 (十二)設備組因應疫情發展，已完成全校學生有關行動載具及聯網設施之需求調查，填 

    報結果如下： 

無行動載具 無網路 學校可出借之行動載具 學校可出借之無線網卡 

0 3 80 10 

(十三)高師大三周實習預計於 3月 29日-4月 16日舉行，感謝各行政單位、教學研究會 

     及導師端的協助，共計 10組(28位)學生參與本次實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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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玲 陳韋銓 
謝味珍老師 國二禮 謝味珍老師 

校長室(暫) 

曾○崴 陳韋銓 校長室(暫) 

高中 

國文 

吳○旖 龔詩堯 

許靜宜老師 高二孝 林美秀老師 

學務處 

衛生組(暫) 

董○秀 杜明德 
學務處 

衛生組(暫) 

黃○意 曾進豐 
學務處 

衛生組(暫) 

國中 

體育 

曾○柔 鄭漢吾 

蔣昇杰老師 國一仁 蔣昇杰老師 

學務處 

體育組(暫) 

呂○嬛 陳貞秀 
學務處 

體育組(暫) 

古○潔 陳貞秀 
學務處 

體育組(暫) 

高中 

體育 

蘇○志 

陳貞秀 黃安邦老師 高二和 孫潔茹老師 

學務處 

體育組(暫) 

于○雲 
學務處 

體育組(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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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 
學務處 

體育組(暫) 

國中 

數學 

王○智 

吳郁芬 

左太政 
林芳莉老師 國一智 林芳莉老師 

教務處 

教學組(暫) 

葉○賢 
教務處 

教學組(暫) 

朱○暉 
教務處 

教學組(暫) 

國中 

物理 

洪○謙 陳宗慶 

林貴雄老師 國二智 蘇筱涵 

學務處 

訓育組(暫) 

許○文 陳宗慶 
學務處 

訓育組(暫) 

王○閎 陳宗慶 
學務處 

訓育組(暫) 

高中 

物理 

郭○涵 陳宗慶 

楊盛智老師 高一孝 楊盛智老師 

教務處 

設備組(暫) 

邱○齊 陳宗慶 
教務處 

設備組(暫) 

劉○偉 陳宗慶 
教務處 

設備組(暫) 

國中 

生物 

朱○綺 

王敏男 

洪蓉宜 

林吟珊老師

顏阡聿老師 
國一禮 許峰銘老師 

教務處 

註冊組(暫) 

戴○慈 
教務處 

註冊組(暫) 

李○親 
教務處 

註冊組(暫) 

高中 

英文 

洪○婷 

羅俊宏 曹家寧老師 高二信 曹家寧老師 

教務處 

實研組(暫) 

盧○箖 
教務處 

實研組(暫) 

高中 

生科 

呂○煬 
范斯淳 

林玄良 
徐毅穎老師 高二忠 李慕慧老師 

圖書館(暫) 

郭○豪 圖書館(暫) 

黃○維 圖書館(暫) 

二、學生事務處許主任翠玲報告： 

※須協調事項 

(一) 校隊重要賽事： 

1.本校高中男子籃球隊，經過一周的激戰後，於 2月 28日當天大勝斗六高中，確定 

  晉級 109學年度高中乙級籃球聯賽全國決賽，預計將在 3月 31日啟程前往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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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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程將進行到 4月 5日晚上八點，賽後已無交通返回高雄，故全體隊職員將於 4 

  月 6日再行返回高雄。唯 3月 31日為本學期第一次段考，時程接近時，待高中體 

  總將賽程確認版公告後，將由黃安邦老師自行與教務處協商最後一節段考科目之 

  安排。 

2.4月 17日至 23日本校游泳隊將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此次達標人數為 53人， 

  較去年增加 8人，為隊史最高人次。 

3.上述兩校隊將會在出發前辦理授旗儀式。 

(二) 宣導事項： 

1. 本學期請繼續做好防疫五大措施，勤洗手、配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確實體溫

量測、做好環境消毒，是確保防疫安全之措施，請大家繼續配合，謝謝大家！國

內疫情略降，仍在流行期，在此特別提醒務必落實應落實手部衛生並做好咳嗽禮

節、有上呼吸道症狀請戴口罩，就醫時請務必告知醫師旅遊史、職業別、接觸史

及是否群聚(TOCC)，以即時診斷通報。落實生病不上課、不上班原則。 

2. 開學至今，每日 7:50~8:10全校實施量測體溫，班級已大幅改善有公假者或未到

者有體溫記錄情形，感謝導師督導，請繼續維持良好狀況，確實做好體溫量測。

也請班級將記錄單 9:10送交健康中心，國中、小學部大多沒問題，還是有少部

分高中班級有遲交狀況，也感謝護理師每日催促班級同學繳交，目前狀況大致良

好。 

3. 天氣漸漸炎熱，請大家勿忽略登革熱相關疫情，亦請各處室辦公室能將積水容器

做巡檢，避免積水處或樹洞、竹節、集水井及水溝等造成病媒蚊孳生 (例如:盆

栽、冰箱底盤、水耕植物或用過之積水容器等)。 

4. 109年至今，天候異常，高雄雨量相當稀少，請大家注意節約用水，除了必要用

水外，其他部分請節約使用，洗手時請勿一直將水龍頭開著，以「濕、搓、沖、

捧、擦」的方式使用，感謝大家一起努力，共度水難關。 

5. 鼠疫狀況要避免，還須請各處室同仁、班級確實將廚餘到入廚餘桶中，近期還有

發現有人將飯菜倒進垃圾桶內，造成清潔人員在清倒垃圾時的困擾，麻煩大家一

起共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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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辦事項 

 (一)3月 8日至 10日高二、高一、國二、小六露營，地點為江南渡假村。 

 (二)3月 12日星期五第 6、7節與流行音樂中心合作辦理流行音樂巡迴講座，由高一 

     高二參加。 

 (三)國小部兒童節舉辦躲避球比賽，同時學務處 4月 1日將準備雞蛋糕作為兒童節禮 

     物提供給國小部師生。 

 (四)4月 26日至 30日舉辦附青文藝講評座談，感謝國文科老師辦理。 

 (五)109學年度學生會第七屆正副會長暨第四屆學生議員選舉開跑，後續時程如下： 

1. 3月 15日辦理擬參選人與學務處、學生會幹部諮詢會。 

2. 3月 19日星期五 12:10舉辦擬參選人與校長有約。 

3. 3月 25日、26日星期四、五登記參選。 

4. 4月 1日～4月 28日可進行校內競選宣傳活動。 

5. 4月 21日星期三國小部升旗舉行國小部政見發表會。 

6. 4月 23日星期五 6、7節於晨曦樓六樓禮堂舉行國、高中部政見發表會。 

7. 4月 29日星期四 9:00～12:40，每節下課 10分鐘及午餐時間辦理投票作業。 

8. 4月 30日星期五 12:10～13:10進行開票作業。 

 (六)預於本周完成 109-1全勤獎(無請假、無曠課、無遲到、無早退)簽核；檢查上學 

     期未完成勞服同學，依校規將勞服轉成警告。 

 (七)預於 3月 11日 0740-0810為本學期防震演練。 

 (八)預於 3月 12日第 6節於雋永樓地下室舉辦國二反毒宣講。 

 (九)預於 3月 17日中午於雋永樓地下室實施賃居生座談會暨餐會，本學期邀請交通服 

     務隊同學一同舉辦。 

 (十)預於 3月 17日 0810-1010邀請高雄市消防隊苓雅分隊至本校協助國小部本學消防 

     相關演練。 

 (十一)預於 3月 18日、3月 22日、3月 31日中午 12:30分別召開國中、高中、國小學 

 生服儀委員會。 

 (十二)預於 3月 31日 12:30至 16:30辦理國一服務學習暨環境教育活動，全程參與活動 

     之學生核予 4小時服務學習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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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依據 110年 2月 3日高市衛健字第 11031122600號來文指示，為提升國中女生公 

     費 HPV疫苗接種率，高雄市 109學年度國一女學生 HPV疫苗接種續採全面校園接 

     種，故於 110年 3月 12日假 304教室由高雄市苓雅衛生所派員辦理 HPV疫苗衛教 

     講座；預定 3月 26日進行校園集中接種。 

 (十四)為配合本校 110年度健康促進議題，擬辦理「健康體位」、「性教育」、「環境保護 

     教育」海報設計比賽，將擇日發下比賽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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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鼓勵同學踴躍參加。 

 (十五)3月 15日將召開環保志工研習暨工作會議，針對校園環境保護議題作探討，讓志 

     工們能有效地將校園環保帶入各班，帶動班級做好環境保護工作。 

 (十六)疫情趨緩，班際排球賽將於 4月 6日開打。爾後若有變動，再視情況進行調整。 

※已辦事項 

 (一)2月 22日至 2月 23日開放申請轉社者、下學期退出技藝班者線上轉社之權限， 

     已完成轉社作業。 

 (二)配合防疫措施，避免學生社團於放學後、假日等無人管理時間借用室內場地，鼓 

     勵學生社團減少課餘時間社團集會；通知社團指導老師到校應配合體溫量測及登 

     錄作業。 

 (三)228連假安全生活須知於休假前公告學校校網，關懷學生連假期間能從事正當休 

     閒活動，保持正常規律的生活作息，並建立守法行為與安全觀念，以期有平安、 

     健康、快樂的連假生活。 

 (四)已於本周完成本學期友善校園海報張貼、校網靜態宣傳等，並填報資訊入口網。 

 (五)2月 25日(四)上午 7:30~8:00辦理國中部環保志工研習，上午針對環保志工巡撿 

     路線及規範做說明，未來他們將是校園整潔維護尖兵，感謝導師支持，這一群很 

     棒的孩子，謝謝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六)本學期第二週 3月 2日(二)起各班換發掃具將於每週三中午，由同學先請後核發 

   掃具之方式領取掃具。 

 (七)3月 2日起國中部環保志工將於每週上學日上午 7:30~7:50協助校園巡撿工作， 

     感謝國中部導師支持，鼓勵同學擔任志工讓校園環境更加整潔，名單及輪值表如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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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事務處葉主任教官憶蓉報告：  
●加強推動學生禮貌行為、校園安全及防制霸凌等工作： 

(一)防範失竊安全 

養成學生勿將貴重物品攜帶來學校或避免錢包(每日錢包僅需帶需用金額)隨手放置習

慣，提醒注意財物安全，加強危機意識。 

(二)落實校園安全，嚴禁家長未約定進入教學區 

     家長若在學生上課期間，有緊急狀況要與老師或學生聯絡，請與警衛室或學務處聯絡。

配合落實校園安全，嚴禁家長未約定進入教學區：學校師長進行教學區校園巡查，若發

現無佩掛識別牌者，會主動上前詢問關心，我們希望加強學生通報及緊急狀況之處置能

力，將校園危險因子降低，以維護學生安全。 

(三)加強推動人際關係的基礎： 

禮貌比專業更重要。禮貌，是廣結善緣的開始，讓我們從小就開始學習；用心當個「有

禮人」，多點貼心的感激，少點無理的抱怨，受用無窮的，是我們自己！ 

1、適當的場合，要有適當的發言和舉動。 

2、守時，是禮貌，也是信用。 

3、職場上，不會有人教你禮貌，因為這是我們應該具備的條件！ 

4、有禮，貴人自動上門！ 

5、遇到人要主動招呼。 

6、別打斷別人說話！要懂得尊重別人。 

7、不要吝嗇你的讚美或掌聲。 

8、信任，來自於尊重！ 

9、多點貼心的感激；少點無理的抱怨。 

(四)若萬一感覺同學間有不友善之言語與不知分寸輕重開玩笑相待時，請勇敢說出來立即糾正

制止，隨時向導師及學務處反映。 

●交通安全及懇請家長配合事項： 

(一)請勿在凱旋路校門口迴轉及停車 

大門口交通事故頻繁(大門口黃色槽化線嚴禁迴轉及暫停，會嚴重影響交通勤務遂行)，

以維護大家安全，並鼓勵多利用和平路及同慶街路段。 

(二)汽車接送禁止併排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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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旋路寬度狹小，併排停車阻礙交通並易造成交通事故。 

(三)汽車接送可暫停於學校大門口兩側路旁上下車(請勿靠近大門口)，機車請統一利用大門口

前三角錐內之空地上下車。 

(四)為維護學生上放學安全，高中糾察志工學生與教官編組，負責協助大門口學生過馬路等交

通安全事項，敬請配合紅綠燈號誌。 

(五)懇請家長之車輛勿在校門口兩側路旁停留太久，(請孩子在快到校前，將個人所攜帶之物

品、餐盒及書包備妥，儘速下車)。 

(六)依照《大眾捷運法》規定，非大眾捷運系統的車輛或人員不得進入大眾捷運系統路線，也

不應進入非供公眾通行之處，如有違反，將開罰 1,500元以上，7,500元以下罰緩。也就

是說除了在十字路口依循號誌燈指示通過外，人車都不得隨意跨越輕軌軌道。 

(七)目前輕軌在凱旋路沿線路口均標示有直線禁止右轉標誌牌及多向的時向號誌，號誌時間不

同步，同慶路秒數縮減…等狀況，請大家多注意，勿轉向之後等候在軌道上，造成危險。 

●反詐騙事項宣導： 

「假綁架、真詐財」之詐騙手法不斷翻新，為使家長避免受騙，放心子女人身安全，萬一

接獲可疑電話，請儘速向學校和老師聯絡。(緊急校安專線：771-2869)  

●藥物防治濫用宣導： 

    新興毒品不斷產生，若於家中發現學生突然作息異於平常(該睡不睡、該醒不醒、該上

課不上課、身上有怪味)，請儘早與導師與校方反映，以利共同輔導預防有違安全事件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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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校【陽明交通大學前瞻教育院】： 

(一)招生：「國防軍費生」、「中科院代訓公費生(非軍職)」、「台船代訓公費生(非軍職)」 

 等 3 類。  

  (二)入學管道：採軍事學校正期班甄選入學管道。  

  (三)生活管理：中正理工學院之軍校生管理，就學期間均領 1 萬 5 薪資。 

  (四)教育訓練：交大前瞻教育院 x 理工學院。  

  (五)畢業雙證書：陽明交大學位證書+軍事證書  

  (六)就業：軍事單位、中科院/台船(非軍職生)。 

四、總務處林主任大成報告：  

※能源小組 

 
用電度數（度） 電費（元） 

用電月份 109年 110年 增減 109年 110 年 增減 

1 53200 55542 2342 185299 137852 -47447 

2 41521 45855 4334 158536 116862 -41674 

增減 增加 6676度 減少 89121元 

 (一)節能方面仍請各單位體諒，雖經費下降但那是因為電價優惠調整的影響，整體度 

     數增加仍是需加控管。 

 (二)雋永樓廁所改善工程案，原工程預定 5月結束，現廠商趕工預計 3月底前完工， 

造成各單位影響請大家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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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10年度雋永樓耐震詳評經費國教署已撥款，相關詳評作業進行不影響環境。 

 (四)機車棚的大王椰子偶爾會有樹葉掉落，為怕發生危險會先貼告示牌提醒注意葉子 

     掉落，另經費許可並是可施作狀態再進行防掉網裝置。 

五、人事室蘇主任月琴報告： 

※處室問題及協調事項 

 (一)本學期教職員異動： 

職  稱 姓名 異動原因 生效日期 

軍訓教官 李○寰 新調入 110 年 02 月 01 日 

代理教師 蘇○錚 
代理李佳芬老師

延長病假 

自 110 年 2 月 17 日 

至 109 年 7 月 01 日 

代理教師 黃○南 體育科代理教師 
自 110 年 2 月 17 日 

至 109 年 7 月 31 日 

代理教師 郭○逸 
資源班外加特教

代理教師 

自 110 年 2 月 24 日 

至 109 年 7 月 31 日 

教道資源中心 

專任助理 
魏○芳 合約到期 110 年 02 月 28 日 

教道資源中心 

專任助理 
許○靜 合約到期 110 年 02 月 28 日 

教道資源中心 

專任助理 
許○靜 新聘 110 年 03 月 01 日 

教道資源中心 

專任助理 
張○菁 新聘 110 年 03 月 01 日 

(二)110年 8月 1日提出申請退休教師計有高中部國文科王玟懿、高秀薇、英文科吳佳

珍、地球與科學科黃春蓉、地理科連明朗等 5位老師，預計 4月初送件至國教署審

定。請教務處評估 110學年度高中部聘任教師科別及人數，再召開教會審議是否辦

理轉部事宜。 

(三)「國教署補助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進用編制內教師」本校原申請 109學年度第 2學期

代理教師體育科 1人、英文科 1人； 110學年度代理教師體育科 1人、國文科 1

人。110學年度第 6次教評會決議修正 109學年度第 2學期只申請代理教師體育科

1人、110學年度仍維持為代理教師體育科 1人、國文科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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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辦理事項 

(四)依據「公務人員任用辦法第 16 條第 6項」及「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辦

法」等規定辦理 110年委升薦官等訓練遴選作業，於 110年 2月 23日召開職員考

績暨甄審會會審查資格及遴選評分表，符合遴選資格為陳淑貞組長、林宜靜技佐及

張美景助理員、陳麗娟管理員等 4人，但張美景助理員及陳麗娟管理員放棄遴選資

格。 

(五)109學年度第 2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請同仁在 110年 3月 15日以前填寫申請表並

檢據送人事室辦理。子女就讀私立高中職於就讀學校已獲公私立學校學費齊一方案

補助者，不得申請。夫妻同為公教人員，應協調由一人申請，不得重複請領。（國

中小無須檢據，高中(職)以上繳驗收費單據，如係影本應註明與正本相符並簽名，

轉帳繳費者應併付原繳費通知單，於本校第 1次申請時須繳驗戶口名簿。 

六、主計室謝主任璧如報告： 

※【跨處室協調事項】 

 (一)110年資本門請各處室提早積極規劃簽辦，預留行政招標作業流程時間至少 2個 

     月，分配數 4月份需付款，預計預算部分 6月底前完成採購。月報需填報落後項 

     目及解決對策，2月達成率標準 20%未達，請各處室盡速辦理。 

 ※預算部分: 

 圖書館 5項-網路設備、伺服器(已請購)、桌上型電腦 (已請購)、圖書、工具軟 

    體(已請購)。 

 學務處 4項-鋁合金活動看台、換藥車、消毒噴霧機及手提無線擴音機，總務處 6 

    項-禮堂 LED燈具(已請購)、分離式冷氣 (已請購)、鋸樹機、行政用筆電 

    (共)、監視器錄影主機暨監視鏡頭及飲水機。 

 教務處 4項-教學用筆電、彩色速印機(已請購)、碎紙機及實驗室冰箱。 

 校長室-會議桌椅組。 

  預算於 8月未完成採購(圖書或採購案流標除外)，金額收回併標餘款供特殊急迫

專案使用。 

年中補助: 

教務處:特殊教育友善教學空間設施設備計畫 5月 31日前、國小部視聽教室優化 

     計畫 6月 30日前、優質化-桌機、筆電、投影機及 pasco實驗感測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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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充實一般科目教學設備計畫。 

  學務處:運動防護-循環機等 7月 31日前。 

  總務處:改善工程-雋永樓地坪及校園消防等 6月 30日前決標。      

 (二)109年各處室補助款計畫執行結束，請依業管科規定於計畫結束後 2個月內向業 

     管科辦理收支結報、餘額繳回，避免影響後續計畫申請。 

※待辦理事項 

 (三)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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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出席費: 

    1.需30公里以外，覈實支給交通費等。 

    2.需檢附核准文件影本（以簽或開會通知單影本）及會議簽到簿。 

七、輔導室簡主任文英報告： 

(一)生命教育 

   1.國小、國中、高中各班正在進行「3Q達人」遴選活動。收件截止日訂於 3月 5日。 

  其中國、中小各班 3Q達人獲獎名單中，再由本校委員會另評選推舉本校國小部及 

  國中部之 AQ、EQ、MQ達人各一名，以代表本校參加高雄市決選。高中部學生則因 

  未符合高雄市本活動之遴選對象，故不推舉學校代表參賽。 

(二)高中部生涯輔導 

   1.3月 2日已完成辦理成大生物醫學工程系宣導講座，有 20位同學參加。 

   2.3月 8日 16：30～18：00即將辦理申請入學落點分析講座，邀請多元策圖書資訊 

     公司牟國陶老師主講。 

   3.3月 16日將辦理新加坡管理學院校系宣傳，內容包含新加坡管理學院介紹及留學 

     計畫申請準備。 

   4.3月 26日午間 12：10～13：20將辦理高三面試技巧講座，邀請高師大事經系譚大 

純教授主講。 

5.4月 6日至 4月 13日辦理高三模擬面試升學輔導活動，將邀請相關校系教授（或 

本校在大專院校任教之家長）依學群科系分組個別指導。 

6.110年度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申請時間將於 3月 16日截止。 

(三)國中生涯發展教育（含技藝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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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1月期間將接受教育部國中生涯發展教育暨技藝教育輔導訪視。訪視項目包 

     括：行政措施與組織運作、課程規劃與教學活動、學生學習與輔導，和特色及推 

     動困難或建議等四大向度。 

   2.3月 5日第 6節將辦理國一生涯講座，地點在晨曦 6樓禮堂。邀請重症肌無力患者 

     許律雯小姐分享個人對抗疾病過程的生涯轉換和生命經驗，以激勵學生珍惜生 

     命、適性發展。 

3.3月 15日至 3月 26日即將實施國二性向測驗。 

 (四)教師輔導增能研習 

   1.預計於 3月 24日下午 13：30～15：30為國小部教師辦理輔導暨特教知能增能研 

     習，主題為注意力不足與過動兒童的教育輔導，將邀請民族國小黃慈愛老師蒞臨 

     主講。 

   2.預計於 3月 30日上午 9：00～12：00（第一次期中考第一天）與中山工商合作辦 

     理本校國中部教師生涯暨技藝教育體驗課程，經調查本校國中部教師意願後，活 

     動內容確定為美容科體驗，包括美體按摩體驗、指甲光療等內容。名額僅限 20名。 

八、圖書館陳主任燕秋報告： 

※待協調事項 

(一)因應資安防護，教育局來函請學校校務行政系統進行帳密管理，各單位的業務系統 

    請一併討論處理流程及方式，加強資訊安全。 

(二)國教署 110年 2月 23日臺教國署秘字第 1100019986號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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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單位於網站及資訊 

    系統提供下載及匯出匯入的可編輯文件應提供 ODF文件格式，非可編輯文件則採用 

    PDF文件格式。 

(三)請各單位定期清查所使用之資訊系統管理帳號，刪除未使用之帳號，並每半年更換 

    密碼。 

(四)經第六次行政會議校長指示，多功能智慧教室(空間)的相關設備與建置，擬於 111 

    年固定資產提列相關經費執行，不足之處擬使用雙語班資本門逐項建置完成。關於 

    建置空間以及相關設備提請討論。 

項    目 數量 單價 總額 圖書館 

平板電腦 3 12,000 36,000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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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觸控顯示器 1 100,000 100,000 智慧教室 

網路攝影機 1 35,000 35,000 智慧教室 

錄播系統 1 200,000 200,000 智慧教室 

平版充電車 1 50,000 50,000 智慧教室 

無線 AP含無線投影 1 15,000 15,000 智慧教室 

※已辦理 

(一) 國教署前瞻計畫第三期「科技輔助教學與行動學習計畫」，國教署回覆為修正經費

表並配合資科司相關執行項目後傳修正後計畫書，申請補助額度為 1229,772元。

(平板補助上限調整為 1.3萬元；經常門上限可再增列 4萬元) 

(二) Google 教育信箱無限儲存空間即將取消，目前學校 100T的容量，已使用了 50T，

提醒同仁重要資料可進行備份。 

(三) 109年度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實施情形，線上查核表稽核委員審查意見(109年 12月 

    線上公告)： 

    1.佐證資料詳實，確實執行資通安全維護計畫。 

    2.善用資源建置網路資安教育訓練教室。 

    3.資安人員努力用心，機房溫溼度監控能自動利用 Line通訊傳與管理人員，並自 

      動上傳至 Google Doc。 

    4.宜考量資安維護計畫是否適宜公告給校外大眾知道。 

      改善作為：改為校內人員方能觀看。 

    5.資訊資產清單應包含人員、備份資料、系統文件、機房冷氣、不斷電設備、機房 

      消防設施、CCTV等。 

      改善作為：已將上述內容加入清單。 

    6.密碼設置原則宜明確規定對密碼複雜度之要求，而非建議考慮。 

      改善作為：已改為密碼設置應達到複雜度之要求。 

    7.宜考量查核人員身兼資訊安全官及資訊安全小組，是否合適? 

      改善作為：稽核人員已改為秘書、人事室主任及資訊專長教師。 

    8.應依資通安全維護計畫規定，每二年辦理一次資通安全健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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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作為：已透過共同供應契約提出資通安全健診請購需求。 

(四)行政電腦已完成採購，近日將於安裝完後配發至各需求單位。 

※待辦理 

(一)第二學期圖書採購作業即將開始，目前已增置圖書及視聽資料線上表單，鼓勵教師 

    及同仁踴躍推薦。 

(二)3月 17日預定與國小部老師討論說故事比賽、閱讀心得比賽辦法及形式。 

九、秘書室莊秘書雅婷報告：  

(一)本學期家長會第二次委員會議，由會長召集，訂於 3月 13日（六）上午 9：00假 

    校史室召開，請一級主管預留時間出席，由秘書幫大家申請加班時數。 

(二)感謝各處室完成內控稽核表，待統整後上傳內控聲明書。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審議 109學年度第 2學期協辦行政工作減授授課時數。 

     說明： 

  一、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周教學節數標準第八條：「專任教師及兼任導師之專任 

      教師個人全學期協助辦理學校行政業務，或兼任實驗（習）場所管理人員之每週 

      基本教學節數，依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減經學校行政會議、課程發展委員會或校 

      務會議決議之減授節數。 

  二、本學期國小部行政協辦人力配置如下： 

高師大附中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國小部教師兼辦行政工作表 

教師 協助行政 減授 協助行政工作 

黃鈺雯 國小部主席 4 

課程計畫、迎新活動、多元文化活動、節慶環境布置、英文讀

者劇場、文歌唱比賽、英文節慶活動、本土活動、母語日活動、

日僑交流 

黃鈺雯 教務、學務 2 學習扶助相關業務 

鍾佩珊 教務 1 協助本土語相關業務 

工作 

項目 
主席 學習扶助 

協辦教務 

工作 

協辦教務 

工作 

協辦學務 

工作 

協辦學務 

工作 
協辦 

人員 

黃鈺雯 

(減授 4節) 

黃鈺雯 

(減授 2節) 

鍾珮珊 

(減授 1節) 

林怡君 

(減授 1節) 

王靖鑫 

(減授 1節) 

陳室樺 

(減授 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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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室樺 學務 1 孝道品格、品德日活動、感恩活動、運動會、畢業活動 

林怡君 教務、學務 1 戶外教學、校內科展、高雄市科展、創意運動會、迎新活動 

王靖鑫 教務、學務 1 
戶外藝文、高市美展、各項運動比賽、畢露表演選拔、美術評

審、球類比賽、美展週 

 三、本學期國中部行政協辦人力配置如下： 

工作項目 學習扶助 素養課程 課程計畫 

協辦人員 林芳莉(減授 2節) 陳詠絜(減授 2節) 林芳莉(減授 2節) 

工作項目 技藝課程 鄉土訪視  

協辦人員 林貴雄(減授 2節) 白蕙頤(減授 1節)  

  四、本學期高中部行政協辦人力配置如下： 

工作項目 
協辦學務工作 

(學生社團) 

協辦教務工作 

(五校聯盟) 

協辦學務工作 

(體育競賽) 

協辦人員 丁年初(減授 1節) 曾麗娟(減授 1節) 黃安邦(減授 2節)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圖書館 

     案由：修訂本校「資通安全維護計畫」【附件二】資通安全組織及【附件三】資訊 

           安全組織成員表名單。 

     說明：依據第七次行政會議，擬修正資通安全維護計畫附件二：資訊安全組織， 

           並修正本校資訊安全組織成員表名單如下： 

109年 1月 3日版本 擬修正版本 

1.資通安全長： 校長 1.資通安全長：校長 

2.策略規劃組： 

圖書館主任(組長)、秘書、教務處主

任、學務處主任、總務處主任、輔導室

主任、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 

2.策略規劃組： 

圖書館主任(組長)、秘書、教務處主任、

學務處主任、總務處主任、輔導室主任、

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 

3.資安防護組： 

資媒組長(組長)、教學組長、註冊組

長、設備組長、實研組長、生輔組長、

訓育組長、衛生組長、體育組長、庶務

組長、出納組長、文書組長、輔導組長、

3.資安防護組： 

資媒組長(組長)、教學組長、註冊組長、

設備組長、實研組長、生輔組長、訓育組

長、衛生組長、體育組長、庶務組長、出

納組長、文書組長、輔導組長、人事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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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組員、主計室組員。 員、主計室組員。 

 4.資訊安全執行秘書: 資媒組長。 

 5.績效管理組:秘書 (組長)、人事室主 

  任、資訊專長教師 

      決議：修正後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校長提示：無。 

柒、散    會：12：20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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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國一、國二環保志工名單及輪值表 

班級 座號 姓名 班級 座號 姓名 
國一仁 25 陳柏喬 國二義 4 杜文心 

國一義 13 王畇宥 國二義 19 杜文元 

國一義 4 林品君 國二義 13 蔡昀昀 

國一義 5 林宥榛 國二禮 10 曾梓瑄 

國一智 4 林秀榛 國二禮 14 鄭宇芸 

國二仁 20 林承諺 國二智 4 吳昱靚 

國二仁 22 孫崇倫 國二智 21 洪御勝 

國二仁 26 黃翊宬 國二智 22 洪楷翔 

      

每天上學日:7:30~7:50校園巡檢分組值週表，遇段考日暫停 
週次 日  期 人   員 週 次 日   期 人    員 

二 3/2~3/5 孫崇倫、黃翊宬 十一 5/3~5/7 林宥榛、林品君 

三 3/8~3/12 林宥榛、林品君 十二 5/10~5/14 杜文元、王畇宥 

四 3/15~3/19 杜文元、王畇宥 十三 5/17~5/21 曾梓瑄、鄭宇芸 

五 322~3/26 曾梓瑄、鄭宇芸 十四 5/24~5/28 林承諺、陳柏喬 

六 3/29、4/1 林承諺、陳柏喬 十五 5/31~6/4 杜文心、蔡昀昀 

七 4/6~4/9 杜文心、蔡昀昀 十六 6/7~6/11 林秀榛、吳昱靚 

八 4/12~4/16 林秀榛、吳昱靚 十七 6/14~6/18 洪御勝、洪楷翔 

九 4/19~4/23 洪御勝、洪楷翔 十八 
6/21~6/23 林承諺、陳柏喬 

6/24~6/25 杜文元、王畇宥 

十 4/26~4/30 孫崇倫、黃翊宬 十九 
6/28 

(當天由衛生組安排) 

杜文心、蔡昀昀 

孫崇倫、黃翊宬 

洪御勝、洪楷翔 

    綠色和黃色記號週次，因遇假日及段考於 18、19週補齊，每人完成二週 

    10次巡撿，本學期核予 5小時志工服務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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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資通安全維護計畫 

附件二：資訊安全組織 

壹、目的 

  確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資訊安全管理制度之資  

  訊安全責任，落實資訊安全政策之推行，並符合下列之控制目標： 

一、為確保本校內部資訊安全管理事項之推動，應建立適當管理架構，以審核資訊安 

    全政策、分配安全責任，並協調本校各項資訊安全措施之實施。 

二、建立與外部資訊安全專家之聯繫管道，以利於安全事件處理及專家意見徵詢。 

貳、適用範圍: 

本校承辦之資訊安全相關業務作業流程。 

參、作業說明: 

一、資訊安全組織架構與工作執掌: 

資訊安全組織架構如下圖所示，資訊安全組織成員應填寫於「資訊安全組織成員

表」，若遇人員異動應加以更新。 

 

 

 

  

 

 

 

 

 

 

 

 

 

 

 

  

資訊安全委員會 

資通安全長 

資訊安全執行秘書 

策略規劃組 資安防護組 績效管理組 

資通安全推動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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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資訊安全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各單位一級主管為委員會委員，負責資訊 

      安全管理制度相關事項之決議。 

   (一)資訊安全委員會應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審查資訊 

       安全管理相關事宜。 

   (二)視需要召開跨部門之資源協調會議，負責協調資訊安全管理制度執行所需之相 

       關資源分配。 

三、資通安全長：由校長擔任資通安全長，負責督導本校資通安全相關事項，其任務 

    包括: 

   (一)資通安全管理政策及目標之核定、核轉及督導。 

   (二)資通安全責任之分配及協調。 

   (三)資通安全資源分配。 

   (四)資通安全防護措施之監督。 

   (五)資通全事件之檢討及督導。 

   (六)資通安全相關規章與程序、制度文件核訂。 

   (七)資通安全管理年度工作計畫之核訂。 

   (八)資通安全相關工作事項督導及績效管理。 

   (九)其他資通安全事項之核訂。 

四、資訊安全執行秘書：由本校圖書館資訊媒體組長擔任。 

   (一)負責協調資通安全推動小組執行資訊安全相關作業。 

   (二)負責對資訊安全狀況進行預警、監控，並對資訊安全狀況與事件進行處置。 

   (三)對於資訊安全管理之改善提出建議，以及協助執行資訊安全之自我檢核。 

   (四)對於存取控制管理定期進行事件紀錄檢核，以及管理程序檢核。 

五、資通安全推動小組: 

   (一)組織: 為推動本校之資通安全相關政策、落實資通安全事件通報及相關應變處 

       理，成立資通安全推動小組，其任務包括: 

    1.跨處室資通安全事項權責分工之協調。 

    2.應採用之資通安全技術、方法及程序之協調研議。 

    3.整體資通安全措施之協調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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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資通安全計畫之協調研議。 

    5.其他重要資通安全事項之協調研議。 

  (二)分工及職掌: 本校資通安全推動小組依下列分工進行責任分組，並依資通安全長 

   之指示負責下列事項: 

    1.策略規劃組：圖書館主任(組長)、教務處主任、學務處主任、總務處主任、輔導 

      室主任、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校內法律專長人員。 

     (1)資通安全政策及目標之研議。 

     (2)訂定本校資通安全相關規章與程序、制度文件，並確保相關規章與程序、制度 

        合乎法令及契約之要求。。 

     (3)依據資通安全目標擬定本校年度工作計畫。 

     (4)傳達本校資通安全政策與目標。 

  (5)其他資通安全事項之規劃。 

   2.資安防護組：資媒組長(組長)、教學組長、註冊組長、設備組長、實研組長、生 

     輔組長、訓育組長、衛生組長、體育組長、庶務組長、出納組長、文書組長、輔 

     導組長、人事室組員、主計室組員。 

    (1)資通安全技術之研究、建置及評估相關事項。 

    (2)資通安全相關規章與程序、制度之執行。 

    (3)資訊及資通系統之盤點及風險評估。 

    (4)資料及資通系統之安全防護事項之執行。 

    (5)資通安全事件之通報及應變機制之執行。 

    (6)其他資通安全事項之辦理與推動。 

  3.績效管理組：由秘書擔任組長，人事室主任及資訊專長教師擔任組員，負責評估資 

    訊安全管理制度之執行情形。 

    (1)擬定資訊安全內部稽核計畫。 

    (2)執行資訊安全內部稽核。 

    (3)撰寫資訊安全內部稽核報告。 

(4)追蹤不符合事項之改善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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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職務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子郵件 

資訊安全委員會 

召集人 

資安長 
校長 李金鴦 07-7613875#500 principal@tea.nknush.kh.edu.tw 

委員 秘書 莊雅婷 07-7613875#501 tina@tea.nknush.kh.edu.tw 

委員 教務主任 歐志昌 07-7613875#510 510@tea.nknush.kh.edu.tw 

委員 學務主任 許翠玲 07-7613875#520 520@tea.nknush.kh.edu.tw 

委員 總務主任 林大成 07-7613875#530 530@tea.nknush.kh.edu.tw 

委員 輔導主任 簡文英 07-7613875#560 560@tea.nknush.kh.edu.tw 

委員 圖書館主任 陳燕秋 07-7613875#550 550@tea.nknush.kh.edu.tw 

委員 人事主任 蘇月琴 07-7613875#570 570@tea.nknush.kh.edu.tw 

委員 主計主任 謝璧如 07-7613875#580 acc@tea.nknush.kh.edu.tw 

資訊安全執行秘書 

執秘 資媒組長 徐毅穎 07-7613875#555 555@tea.nknush.kh.edu.tw 

策略規劃組 

組長 圖書館主任 陳燕秋 07-7613875#550 550@tea.nknush.kh.edu.tw 

組員 教務處主任 歐志昌 07-7613875#510 510@tea.nknush.kh.edu.tw 

組員 學務處主任 許翠玲 07-7613875#520 520@tea.nknush.kh.edu.tw 

組員 總務處主任 林大成 07-7613875#530 530@tea.nknush.kh.edu.tw 

組員 輔導室主任 簡文英 07-7613875#560 560@tea.nknush.kh.edu.tw 

組員 人事室主任 蘇月琴 07-7613875#570 570@tea.nknush.kh.edu.tw 

組員 主計室主任 謝璧如 07-7613875#580 acc@tea.nknush.kh.edu.tw 

組員 文書組長 黃榆庭 07-7613875#535 535@tea.nknush.k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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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防護組 

組長 資媒組長 徐毅穎 07-7613875#555 555@tea.nknush.kh.edu.tw 

組員 教學組長 巫佳陽 07-7613875#511 511@tea.nknush.kh.edu.tw 

組員 註冊組長 林吟珊 07-7613875#512 512@tea.nknush.kh.edu.tw 

組員 設備組長 林忠宗 07-7613875#515 515@tea.nknush.kh.edu.tw 

組員 實研組長 羅笙豪 07-7613875#513 513@tea.nknush.kh.edu.tw 

組員 生輔組長 邱上哲 07-7613875#523 523@tea.nknush.kh.edu.tw 

組員 訓育組長 蔡佳諺 07-7613875#521 521@tea.nknush.kh.edu.tw 

組員 衛生組長 王素珍 07-7613875#528 528@tea.nknush.kh.edu.tw 

組員 體育組長 林玲安 07-7613875#526 526@tea.nknush.kh.edu.tw 

組員 庶務組長 施純銘 07-7613875#531 531@tea.nknush.kh.edu.tw 

組員 出納組長 陳淑貞 07-7613875#533 533@tea.nknush.kh.edu.tw 

組員 文書組長 黃榆庭 07-7613875#535 535@tea.nknush.kh.edu.tw 

組員 輔導組長 李易蓁 07-7613875#562 562@tea.nknush.kh.edu.tw 

組員 人事室組員 王靜慧 07-7613875#571 Mary2306@tea.nknush.kh.edu.tw 

組員 會計室組員 孫秀孃 07-7613875#581 581@tea.nknush.kh.edu.tw 

績效管理組 

組長 祕書 莊雅婷 07-7613875#501 tina@tea.nknush.kh.edu.tw 

組員 人事主任 蘇月琴 07-7613875#570 570@tea.nknush.kh.edu.tw 

組員 資訊專長教師 江其勳 07-7613875#452 jiangsir@tea.nknush.kh.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