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楊梅高級中學 105 年十月份第 2 次擴大行政會報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15 分
地點:蘊慧樓二樓 第 1 會議室

紀錄:楊淑娟(資料來源擷取行政會報平台)

壹、主持人:劉主任湘櫻代理
貳、列席人員：謝會長興隆
參、主席致詞:
肆、各處室業務報告:
一、教務處報告: (主任)
教務處第 1 次期中考各位老師的監考表已排定完成校對中。
(一)、教學組報告:
1.課間巡堂請各主任、組長多加幫忙，記得傳給下一位巡堂人員，自第一次期
中考後將會固定發放巡堂紀錄情形通知導師。
2.9/29 已召開本學期第一次課程發展委員會。
3.暑期輔導課的鐘點已審核完畢，104 學年度高三未畢業生的重補修也已審
畢，近日出納組應可撥付鐘點。
4.暑期重補修與開學後重補修因是一起收費，且因有學生加退選的問題，近日
應可完成收費情形統計，以利暑期重補修教師鐘點撥付。
5.重補修目前都已上線，週二與週三的重補修，因颱風假將往後延一週結束。
6.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統計，已於 9/23 上傳台
中高工系統網，經審查後為需修正再審，10/3 已完成修正上傳，待 10/8 後
審查將核章完成通報。
7.104 學年度引進外籍教師計畫已結報，105 學年度引進外籍教師計畫，新竹
實中到校訪視訂於 11/9 下午，預計於 10/14、10/19 召開協調會與觀課前會
議，並於 10 月底前完成外籍教師觀課與觀課後會談，以利訪視。
8.中華大學與本校合作安排資訊課程，於 10/1、10/22、10/29、11/5、11/26、
12/3、12/10、12/17、12/24 下午進行，共計九次，因之前針對 102、109
兩班招生不順利，現在已對全校一、二年級招生。
9.近日開始將舉行英文單字營，進行選手的培訓與對單字有興趣的同學訓練，
加強英文能力。
10.10/27 將召開本學期第一次核心工作小組會議。
11.11/23 安排 2 年 1 班參訪桃農所辦理的 3D 列印與雷雕課程，此課程全程由桃
農支出。
12.經資訊科與電子科主任的協助，完成一年級 3 個班的數學分級教學調查，調
查結果為全數同意，將於 10/19 召開職科一年級數學科分級教學第二次會
1

議，並經第一次期中考成績做分級名單，感謝三位配合的數學老師與導師。
13.自 10/8 下午開始，週六輔導課的下午將開放 K 中給想要留校自習的學生使
用。
(二)、註冊組報告:
1.後期中等教育高二學生家長上網資料填報進行中。
2.9/30(五)10:10 於第二會議室召開桃連區第一次免試入學規格會議。
3.10/4(二)14:00 於第一會議室召開免試入學工作協調會。
4.10/24(一)9:30 將召開桃連區第一次免試入學委員會。
(三)、設備組報告:
無報告事項
(四)、實驗研究組報告:
1.11/1,11/2 ,11/5,11/9 將帶學生至新竹高中、華僑高中、武陵高中比賽數
理資訊、英文單字、英文作文語演講比賽。
2.303 班潘愉珊同學獲得桃園市 105 年原住民族語文競賽阿美族海岸阿美組朗
讀第三名
204 班葉治挺同學獲得桃園市 105 年語文競賽客語朗讀第二名
305 班呂姿嫻同學獲得桃園市 105 年語文競賽客語演說第三名
恭喜以上同學, 也辛苦國文科老師及美容小姐辛苦的指導
3.綜高評鑑於 11/11 下午舉行 ,請各位主任與組長協助事先完成書面資料及需
要放置網頁的 pdf 檔，請於 10/28 前完成，完成的資料夾放置教務處,以利後
續彙整。
(五)、實習就業組報告:
1.9/20 辦理完成實習教師輔導工作會議。
2.9/23 辦理完成實習工場幹部訓練暨高一新生職業安全衛生講習。
3.綜高訪視資料準備完成。
(六)、試務組報告:
1.符合繁星推薦報名資格之 104 學年度入學學生的高一在校成績預計於
9/27(二)~9/29(四)前完成上傳。
2.高三(301~312)和高二(202、208、209)第二次模擬考成績已於上週五收到，
試務組已轉寄給相關班導師和授課教師，共 160 餘間高中參加考試，此次模
擬考試本校總級分均標為 34 級分(全國均標為 39 級分)桃竹苗公立高中「均
標」按成績高低臚列如下：新竹高中 54 級分，桃園高中 51 級分、竹北高中
48 級分，國立陽明高中 48 級分，建功高中 47 級分，新竹高工普通科 43 級分，
新竹高商普通科 41 級分，竹南高中 40 級分，關西高中普通科 38 級分，竹東
高中 38 級分，湖口中學 34 級分，大溪高中 33 級分。
(七)、資訊科 :
無報告事項
(八)、電子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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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報告事項

二、學務處報告：(主任)
9/24 親職教育日家長回饋單中家長所提到的問題，已 e-mail 給各處室主任
，請各處室於 10/21 前將回覆情形 e-mail 給敏如幹事，將於預定時間內在學校
網頁放置回覆內容。
(一)、訓育組報告:
1.預計於 105 年 10 月 14 日(五)中午召開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班級代表
大會，會中將討論班聯會所提之 105 學年度班聯會預算案。
備註：(1)105 年 8 月 29 日(一)已召開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班級代表
大會，會中討論「國立楊梅高中 105 學年度班聯會主席選舉工作
委員會」案及 105 學年度教師節敬師活動經費預算案。
(2)105 年 9 月 7 日(三)已召開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班級代表大
會，會中推舉三年 6 班鮮于讚湧擔任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班級代
表大會主席。
2.預計於 105 年 10 月 28 日(五)拍攝高三學生生活照及教職員工沙龍照補拍，
敬請尚未拍攝沙龍照同仁利用時間至蘊慧樓前草地找攝影師拍攝。(沙龍照
最後一次補拍)
3.105 學年度高二校外教學參訪活動，活動日期預計 106 年 4 月 12、13、14 日
(星期三、四、五)或 106 年 4 月 19、20、21 日(星期三、四、五)，共計 3 天
2 夜，目前正簽核中，簽核完成後，惠請總務處協助招標事宜。
(二)、活動組報告:
1.9/23 校友會理事長魏源璋理事長蒞臨本校演講。
2.9/30 第一次社團活動開始。
3.規劃 10/3 (一)辦理 105 學年度公民訓練行前說明會，10/6 、10/7 辦理高
一公民訓練並預定於 10/17(一)辦理公民訓練檢討會。
4.10/5 飯南高校蒞臨本校參訪安排入班交流時間約 20 分鐘，感謝以下老師大
力幫忙 group 1 朱志欽老師， group 2 周芳豪老師， group 3 廖健順老
師， group 4 蘇蔚芬老師， group 5 鄭婷云老師， group 6 林志隆老師 ，
group 7 葉叢瑜老師 ，group 8 蔡宏昌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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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輔組報告:
1.感謝各位老師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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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特別感謝老師主動付出，然有時囿於時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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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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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儘量正向回應學生問好。
3.學生違反服儀規定，學校不得懲處（記過、警告）學生，惟得視其情節，施
以適當的輔導管教措施，如正向管教、口頭糾正、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
通知監護人協請處理、要求可達成管教目的之公共服務、書面自省和靜坐反
省措施。(臺教學二字第 1050115469A 號函)。
(四)體育組報告:
1.本校棒球隊參加黑豹旗比賽，因雨延賽至 10/17 星期一舉行。
2.105 年合作暨校慶運動會，教職員工工作服贊助經費，員生社否決每人工作
服 1,000 元的補助。
3.原訂 12 月 3 日舉辦國立高中六校羽球邀請賽，因故改期，將在 12 月 17 日
星期六舉辦。
楊青山主任回覆:尊重員生社會議決議，因員生社近幾年經營不易，若有虧損不
勉強，會再和校長和謝興隆老師商量。
(五)、衛生組報告:
1.校園內有紅火蟻出沒(尤其草皮更容易出現)，也麻煩各位同仁看到蟻丘請勿
觸碰，並盡速通知總務處或衛生組。
2.陸續辦理 105 學年度上學期飲食營養宣導講座。
3.健康促進之健康手環活動今天開始報名，活動時間：105 年 11 月 1 日至 105
年 11 月 30 日中午 12:00 止，請教職員工踴躍報名。
4.10/17 08:00-14:40 實施 105 學年度全校學生流感疫苗施種。

三、總務處報告:
(一)、庶務組報告:
1.105 年電路雕刻機等設備及 105 上音樂盒套件材料採購，預定 10 月 13 日開
標。
2.英語多頻道矩陣撥放系統 10 月 6 日完成決標。
3.熱食部餐廳上方屋頂及演藝廳上方屋頂滲漏水已處理完畢。
4.梅姬颱風 9 月 27 日侵襲造成本校餐廳採光罩破損，已向教育部申請補助修
復。
5.紅火蟻危害操場草地已洽專業廠商來校查看，近期將會施作噴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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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納組報告:
1.暑期輔導課鐘點費已於 10/7 入帳。
2.高三未畢業生重補修鐘點費預計本週入帳。
3.本學期註冊費尚有 10 位同學尚未繳費，名單已給註冊費，進行後續事宜。
(三)、文書組報告:
9/24 已召開家長代表大會及委員會，校內各項會議代表委員已遴選，請各組
開會通知提前通知各委員。

四、圖書館報告:
各處室梅岡風儘早交至圖書館，以利後續事宜。

五、輔導室報告:
(一)近期工作報告:
1.105/09/20 多元入學管道說明會：三年級導師【生涯資訊室】
2.105/09/21 彙整報名怡仁醫院志工名冊
3.105/09/23 稽核高一新生基本資料登錄狀態
4.105/09/24 辦理親子溝通技巧講座：一年級家長【展演廳】

創業家莊凱詠的演講深受好評，演講結束後有家長索取簽名。
5.105/09/26 編修“輔導室環境”網頁
6.105/09/29 發放職業介紹講座分組報名表：二年級各班
7.105/10/03 確認綜合科三年級多元入學說明會之講授內容
8.105/10/06 確認應屆畢業生榜單：十月間追蹤升學或就業概況
9.105/10/05 辦理薪火相傳講座【第一會議室】
10.105/10/07 彙整高關懷暨認輔名冊
11.105/10/07 確認職業介紹各組人數與場地
12.準備綜合高中評鑑資料
13.更新綜合高中網站資料
(二)、本週預定辦理事項:
1.105/10/11 召開期初認輔會議
2.105/10/11 駐校心理師本學期第一次蒞校晤談
(三)、預告 105/10/28 早上辦理職業介紹將使用之空間:
視聽教室二(44 人)， 視聽教室一(46 人)， 演藝廳(112 人)
電腦教室一(39 人)， 社會科教室(39 人)， 智慧教室(39 人)
第一會議室(73 人)， 生涯資訊室(37 人) ， 展演廳(108 人)
互動教室(4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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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事室報告:
1.105 學年度第 1 學其子女教育補助費於 1051006 已發放；104 學年度教師〈官〉
成績考核業經核定，導師費及特教津貼納入發放項目，考績獎金預計於 10
月 17 日入帳。
2.公立中小學導師及特殊教育職務加給表核定：①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導師職務
加給，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調高為每月 3000 元。②特殊教育職務加給：具
特教證書之專任教師每月 1800 元；未具特教證書之專任教師及代理教師為
600 元。
3.10/18 召開 105 學年第一次成績考核會議，各處室若有敘獎案請於 10/14 前送
交人事室彙整辦理。
4.10/26 本室預計辦理下半年慶生會活動。

七、主計室報告:
105 年 9 月 29 日「105 年度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研討會」政風業
務報告節錄宣導如下：
1.部分學校辦理海外教育旅行或校外教學勞務採購案，要求廠商提供師長免團費
之優惠，等同變相由學生分攤師長費用，不當影響學生權益。師長之食宿、交
通等費用，不得納入採購契約中免支付項目。
2.「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中職學校推動海外教育旅行經費審查原則」
有關補助原則與經費核銷相關規定，學生數每 16 人以配置 1 位工作人員隨隊
輔導為原則，每名工作人員之經費補助以團費之一半為原則；獲補助學校應
將補助款確實用於指定之補助項目，並應專款專用，不得移作他用。某校經
本署核定補助 2 名工作人員各「半額」團費，惟其中 1 人之團費已由廠商允
諾給予全額免費優待（正確應由學校有關經費支應）
，該校未繳回補助經費，
逕行將該「半額」團費補助支用於另１名工作人員，使該名工作人員得享有「全
額」經費補助，與相關規定不符。
3.近期發生政風違失案例─教育部所屬某機關承辦人辦理臨時汽車停車證之採
購業務，違反政府採購法規定，以小額採購方式分批逕向親屬開設之印刷工廠
辦理採購，而承辦人復為掩飾分批且集中向單一廠商採購之事實，向另一廠商
購買發票以核銷採購經費，案經檢察官以貪汙治罪條例之圖利罪、刑法之行使
登載不實公文書罪提起公訴。。

八、秘書報告:
1.10/14 辦理校務評鑑第一次處室檢視，請各處室再補充相關資料。
2.校務章則修訂，各處室就各組相關業務修正，須通過校務會議決議的規定，
各組須注意時程於期初校務會議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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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師會報告:
1.高一公訓時間是否可以避開期中考前一週舉行，請明年及早招標。
2.倘若各處室於 7:30-8:00 在校門口有活動，請發通知給全校教職員周知，同時
提醒警衛開放東側門。
3.監考表是否於考前一~二週前發放，以免造成教師不便。
4.學校教師遭受幹事不當言語恐嚇，請處室主任或組長能協助處理。
青山主任回覆:明年公訓時間會提早進行招標作業，下次在辦活動時會提前通知教
職員由東側門進出。

伍、臨時動議:
1.林筱姍主任:
(1)建議在餐廳採光罩上加裝 4-6 個通風管，可降低油煙問題。
(2)警衛室上方 LED 燈，在活動前就先打上字幕。
2.廖健順組長:體育老師反應下雨天禮堂會漏水，12/17 本校要舉辦國立高中六校
羽球邀請賽，請總務處聯絡廠商修繕。
賴俊帆主任回覆:禮堂屋頂整修會申請充實基本設備計畫補助，於 10 月底提出
計畫審查。

陸、主席結論:
1.11/11 綜高評鑑，請各處室於 10/28 前完成。
2.本學期監考計算按照之前的方式，以符公平原則。
3.運動會籌備會議已召開完畢，會議中已決議由員生社贊助每人運動服 1,000
元，請員生社再確認。
4.國立楊梅高級中學學生自治會組織章程建議修正:
(1)貳、會員資格:二、正當程序修正為班級代表大會。
(2)拾壹、活動要領:二、須經活動組修正為學務處活動組。
(3)拾貳、經費運用:交由訓育組審核後支用，修正為並經審核後支用。

柒、散會: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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