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楊梅高級中學 104 年十月份第 1 次行政會報會議資料
時間: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6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15 分
地點: 蘊慧樓二樓 會議室
壹、主持人:林校長桂鳳
貳、列席人員:廖會長健順
參、主席致詞:
1.10、11 月本校有舉辦許多活動，10/7 有飯南高校參訪已是第三年參訪，
10/22、23 為高一公訓，10/30 高一健康操比賽，11 月圖書館辦口足畫家畫
展配合輔導室生命教育活動，11/18 在禮堂會辦理華視拍攝微電影記者會，
11/20 全校運動會。
2.校門口現在施工公共藝術為書法作品牆面，預計 10 月底完工。

肆、各處室業務報告:
一、教務處報告:
(一)、教學組報告:
感謝各位巡堂人員辛勞的付出，目前巡堂機制漸漸上軌道，請大家繼續努力
幫忙，謝謝！。
(二)、註冊組報告:
1.高一新生 104 後期中等教育資料庫問卷調查，目前回收率為 95.2%。
2.極限健身中心獎學金共 41 人申請、校友會獎學金共 101 人次申請、科德寶
獎學金共 14 人申請、陳鴻文獎學金共 28 人申請，將於 10/8（四）召開獎學
金審查會議。
3.請全校老師加入國中宣導種子教師，屆時教務處會舉辦任國中宣導種子教師
研習。
(三)、設備組報告:
1.因多位常借用老師反應是否可以長期借用筆電(以一學期為限)，設備組將評
估保留部分筆電供流動借用後，開放借用。
2.依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採用教科用書應行注意事項第六項規定：學校採用教科
用書應委託員生消費合作社、實習商店代辦、或由學校組成委員會辦理採
購，不得委託書商代辦及第八項參考書、工具書、習字帖、作業簿、評量卷
等均不得列入書單，亦不得於註冊時列入檢查項目，故提請成立本校教科書
採購委員會，並討論是否僅辦理教科書課本採購，其餘配套(講義、手冊、
習作…)應不予納入書單(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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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科有提出要提早使用下學期教科書，有和各科老師說明目前教科書為公開
招標採購，在程序上須符合採購原則，並建議若有此需求是否於開學時一
併提出教科書採購需求，以利設備組放發用書作業。
(四)、實驗研究組報告:
校內的英文單字﹑英文演講﹑英文作文已快完成，接下來是培訓學生參加縣賽，
有鑑於以往學生培訓完後不參賽的情形，故今年會給予學生簽切結書來正視學
生負責任的態度。
(五)、試務組報告:
1.已完成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段考監考表，已於 10 月 2 日發下給老師。
2.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段考將於 10 月 13、14、15 日舉行；104 學年度第
一次統測模擬考將於 10 月 22、23 日舉行。
3.已收取 105 學年度學測簡章費用 30 元；已開始調查欲報名 105 學年度大學入
學測驗與繁星簡章，感謝黃聖安先生幫忙。
4.因段考期間需大量印製段考考卷,油印室暫停幫老師印製考卷,全力衝刺段考
相關業務,造成不便請各位老師體諒。
(六)、資訊科報告:
1.資訊科 09 月 30 日如期寄出 105 年度發展務實致用特色課程計畫書進行審查。
2.資訊科預計 11 月辦理優質化計劃一資訊体驗參訪研習(桃創科大)。
3.資訊科積極配合技職再造-充實基礎教學實習設備採購乙案採購之時程，依函
需於 10/31 前完成，並感謝各相關處室大力協助。
(七)、電子科報告:
1.技職再造第二期充實基礎設備乙案，正在進行採購中，預計於 10/31 前採購
完成。
2.10/3 親職日，協助職業科升學座談報告。
3.105 學年度特色課程計畫已於 9/30 寄出。

二、學務處報告：
(一)、訓育組報告:
1.10月2日(星期五)下午一點至下午四點完成教職同仁證件照與沙龍照的拍攝
工作。
2.10月2日(星期五)上午八點分於禮堂前階梯拍攝教職同仁團體照的拍攝工
作，感謝各處室主任與組長踴躍出席拍照。
3.預計10月16日(星期五)拍攝高三小團照與沙龍照。
4.星期五第三、四節課，如為綜合活動時間，請各處室可告知訓育組統整後自
行運用。
5.本學期班長集合時間為每週一及週四第一節下課，地點為蘊慧樓三樓視聽教
室二。
(二)、生輔組報告:
2

1.運動會已依規劃函請楊梅警察局協助交通管制工作。
2.前辦理一卡通同學因多次通告聯繫仍未領取，客運公司將於近日回收相關卡
片註銷。
3.持續辦理專車異動作業。
4.完成104學年度車籍資料及駕駛人登錄作業。
5.警政署防詐騙LINE官方帳號(ID：@tw165)，相關資訊已公布於梅岡通訊，請
多加利用。
6.感謝各位老師主動協助校園安全工作維持，並適時提供相關資訊至教官室及
時處置，在此特別感謝老師主動付出，後續若能提供相關違失人員資料以供
辨識將能強化後續追蹤管制。
7.協請各位同仁於同學互動時，適時提醒同學注意禮節，例遇老師要問好、進
出辦公處所要報備..等生活細節。
8.持續宣導事項:
●教師基於輔導管教目的，要求學生進行書面自省時，相關的執行程序務必
嚴謹完備。
例如：
將學生狀況及安排書面自省一事預先告知家長；
基於維護學生受教權，不應於上課時間要求學生寫自省書；教師亦不應對
學生書面自省內容預設立場，應尊重學生書寫意願及其書面自省內容等。
●學校負有調查學生犯錯或偏差行為事實經過之責任，不應基於調查事實之
需要，逕予要求學生配合撰寫「事件經過紀錄表」等類此表件。惟學校基
於釐清事件發生經過及學生犯錯事實之必要，而需請學生敘寫「事件經過
紀錄表」等類此表件時，亦應尊重學生意願，不得以不正當之方式強迫學
生為之，亦不得因學生拒絕而據此論斷其確有犯錯事實，更不應將「事件
經過紀錄表」或輔導學生自我省思之「書面自省內容」，做為學校審議學
生懲處事件之唯一依據。
●基於維護學生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與人格發展權，教師應參照
本注意事項之精神與意旨，本於教育理念，依據專業知能與素養，釐清學
生行為事實發生經過，若需透過「書面自省」輔導學生，應以培養其自我
覺察、自我省思及自制能力為原則。1.日本島根縣立飯南高校於10月7日
到本校進行交流參訪，目前正在進行準備工作，謝謝各位相關同仁的幫
忙。
(三)、活動組報告:
1.日本島根縣立飯南高校於 10 月 7 日到本校進行交流參訪，目前正在進行準備
工作，謝謝各位相關同仁的幫忙。
2.10 月 22、23 日高一公民訓練的夜寢名單及小隊活動名單皆已調查完畢，已轉
給旅行社安排後續文書處理作業。各班晚會活動的報名正在進行中。
(四)、體育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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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校棒球隊，今日中午十二時於林口體育學院進行黑豹盃第一場棒球比賽（楊
梅高中對苗栗育民中學）
2.訂於本月30日10:10在操場舉行一年級健身操比賽．由一年級導師擔任評審.
出場秩序表業已完成抽籤順序如下:
出場序
號

班級

右(後)1

備註

出場序號

班級

112

左(前)1

102

右(後)2

104

左(前)2

107

右(後)3

資1乙

左(前)3

子1甲

右(後)4

資1甲

左(前)4

111

右(後)5

109

左(前)5

108

右(後)6

106

左(前)6

105

右(後)7

101

左(前)7

110

右(後)8

103

左(前)8

113

備註

3.運動會報名表已經發到各班，請各班著手準備及訓練．同時也感謝施文賢主任
協助網路報名程式設計工作．在此更感謝各處室同仁全力配合，辦好今年的運
動大會。
(五)、衛生組報告：
1.因為操場後北大門長期堆樹枝並非是一個好辦法，且對景觀有損，也對在操場
運動的師生產生影響，故與總務處協調是否在校區內規劃一處樹枝堆放區，且
需考慮清潔隊清運的方便性。
2.衛生組自 9 月中起每週進行一次全校性的積水容器的檢查，檢查行動將持續到
12 月底，若有異狀為求即時性，檢查同時即立即處理，或請總務處改善積水狀
況；同時亦請各處室注意室內的水生植物的水，應於每週至少換水一次，以減
少病媒蚊的滋生；若有沒有注意到的部分，亦請告知衛生組。

四、總務處報告:
(一)、計畫申請:
1. 105 年度急迫性需求計畫，已在 10 月 1 日前函報國教署，申請總金額
250 萬元。
(1) 子計畫 1: 工科大樓 3F 老舊廁所整修工程。
(2) 子計畫 2: 生科大樓屋頂隔熱工程。
(3) 子計畫 3: 鼎園精神堡壘底部木座修繕。
2. 105 年度內政部公有建築智慧化改善補助計畫(全額補助最後一年)，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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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規劃下列四個改善面向，預計 10 月 15 日前函報。(此計畫持續撰寫中)
(1)
(2)
(3)
(4)

面向 1:
面向 2:
面向 3:
面向 4:

校園消防受信總機移報。
校園緊急求救移報。
用水監測。
禮堂、演藝廳的冷氣監控及室內溫溼度監測。

(二)、標案採購:
(1) 已完成日新樓美術教室櫃子開標。
(2) 工科電路設計軟體及模擬軟體，已經完成標案，預定本週上網招標。
(3) 工科實習儀器與廣播教學設備，已經完成標案，預定本週上網招標。
(4) 校園圍牆更新修繕工程，已經完成標案，預定本週上網招標。
(5) 網球場圍籬更新修繕工程，已經完成標案，預定本週上網招標。
(6) 高二校外教學參訪活動評選案，標案資料準備中。
(7) 校園建築物美化之人文藝術裝置「行草對話」採購已發包，目前正施
工中，預定 11 月 20 日前完工。

五、輔導室報告:
1.親職教育座談日活動已於 10 月 3 日辦理完畢，感謝各位行政同仁合力協助。
2.輔導室目前彙整家長回饋意見中，後續請各相關處室協助回覆，再次感謝!
3. 近期預計舉辦活動：
10/16(五) 第 3、4 節 高一海洋教育講座活動【生命教育系列活動】
10/16(五) 性別教育小團體：愛情沙龍【一】
10/30(五) 高二職業介紹活動，預計於 10 月 8 日發放各班分組調查表
11/01(日) 政治大學參訪活動，名額 40 人
11/10(二) 口足畫家林宥辰演講暨現場揮毫，與圖書館紅土藝廊畫展合作辦
理。【生命教育系列活動】

六、人事室報告:
1.教師 103 學年度考核獎金、本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及本年度慶生生日禮券均已
辦理發放完竣，請同仁查收。
2.本校 104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家長代表部分，自 104 年 10 月 5 日起由新任
會長 王正琪擔任。

七、主計室報告:
1.本室預定於 10 月 6 日中午召開「105 年度預算分配會議」，煩請各處室主任、
設備組長及庶務組長與會討論。
2.本室重申，鑒於下半年國教署各項補助款將陸續到位，而資本門之採購牽涉庶
務組招標、施工（交貨），財管人員列帳、財產增加單與財產報表之產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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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後續主計室傳票開立與財產報表之勾稽核對，期程相對較長，煩請各處室於
11 月底前完成所有資本門之請購、核銷與驗收，俾利年底決算順遂。

八、圖書館報告:
1.圖書館教師讀書會：
《刀尖上的中國：透視中國的五十道窗》，於 11 月 27 日
假圖書館辦理，由賀華鋒導讀老師導讀，名額所剩不多，歡迎各科教師踴躍
參與。
2.11/30 邀請北一女陳麗明老師蒞校分享「差異化教學」講題，歡迎各科教師踴
躍參與。
3.與風球詩社合辦的 2015 全國高中巡迴詩展，本校展出時間為 104 年 10 月 12
日至 23 日。與詩人的座談會定於 10 月 19 日周一下午辦理。本次邀請到當代
文壇重要詩人向陽蒞校與師生交流，歡迎同仁踴躍參與。
4.配合本學期梅岡風出刊，請各處室盡速繳交稿件，截至目前僅有教務處林志
隆組長及劉明昌先生繳交報導。各處室繳交之稿件請以報導為主，可配合照
片；避免單純資料或表格式的內容呈現。(勿直接擷取活動計畫或表格)。

九、主席結論:
1.梅岡風請各處室負責的組長、主任於 10/8(四)交稿件至圖書館。
2.請各處室於 11 月底前完成所有資本門之請購、核銷與驗收，俾利年底決算
順遂。
3.感謝人事室快速地將子女教育補助費及考績獎金放發。
4.請各處室注意室內的水生植物的水，應於每週至少換水一次，以減少病媒蚊
的滋生。
5.設備組提出之書籍採購委員會若有所需求可以再研議，在採購教科書時符合
程序，討論事項時有所依據。

十、散會:11:00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