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楊梅高級中學 106 年十二月份第 1 次擴大行政會報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45 分
地點:蘊慧樓二樓 第 1 會議室

紀錄:黃建堉

壹、主持人:鄒校長岳廷
貳、列席人員：無
參、主席致詞: 無
肆、各處室業務報告:
一、教務處報告:(主任) 無
(一)、教學組報告:
(1)12 月 12 日(二)進行本學期第二次作業抽查，已通知各班準備。
(2)12 月 14 日(四) 舉辦「108 課綱課程規劃暨跨領域探究式教學」講座：
講座時間：12：10 至 15：00。
講座講師：1.課程規劃：本校楊青山主任。2.跨領域探究式教學：蘇佳俊老師。
(國立溪湖高中化學科教師)
講座地點：本校蘊慧樓二樓第 1 會議室。
(3)12 月 26 日(二) 舉辦「108 課綱英語文領綱的內涵與應用」講座：
講座時間：下午 13：30 至 17：10。
幾座講師：魏秀蘭主任。(臺中市立文華高中圖書館主任)
講座地點：本校蘊慧樓二樓第 1 會議室。
(4)12 月 19 日(二)下午 12：50 舉辦「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職業科教學觀摩」，教師：
呂俊郎老師，地點；悅知樓悅知 1-7 教室。
(5) 12 月 27 日(三)下午 12：50 舉辦「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數學科教學觀摩」，教師：
蘇重文老師，地點；悅知樓悅知 1-7 教室。

(二)、註冊組報告:
1.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費及雜費部免及市免退費中。
2.開始辦理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轉科(組)事宜。
3.11/8～12/31 繼續辦理「後期中等教育資料庫」英文科及數學科教師網路問卷填答進行
中。

(三)、設備組報告:
1.第二學期教科書辦理驗退書進行中，感謝總務處協助招標相關工作。
2.加強專科教室借用管理，爾後借用者必須填寫回報單，以利專科教室器材與清潔度之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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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3.感謝本組書記筱菲小姐利用中午時間，協助加強清潔 15 間專科教室，提供良好教學環
境給師生使用，也希望大家愛惜教學環境。
4.維護電腦教室之電腦正常運作與維修工作。
5.協助自然科老師完成各科教學相關之工作。

(四)、實驗研究組報告:
1.106.12.09(六)本校共推派 2 名優秀同學代表本校參賽全國英文單字決賽.決賽成績尚未
公告，感謝蘇蔚芬老師辛苦指導。
2.106.12.21(四)辦理校內多益檢定活動報名與收費 1400 流程，校內多益檢定將於 107 年
1 月 29 日於本校辦理。
3.106.12.26(二)下午 1:30 -16:00 辦理第二次綜高新課綱諮詢會議 。

(五)、實習就業組報告:
1.職業科學生參加 106 學年度全國工科技藝競賽獲得佳績，其中電腦修護職類成績為金
手獎(第九名)，工業電子職類成績為優勝，感謝指導老師的辛苦指導，也謝謝校長跟
青山主任南下岡山農工為選手加油打氣。
2.本學期三位實習教師的教學演示皆已結束，將於 12 月中旬上傳相關的實習成績回各
大學端的師培中心，煩請各位實習教師的指導老師結算完成績送至實習就業組。
3.本組將於 12 月中旬辦理本學期職業科實習作業抽查及工業安全衛生常識測驗。

(六)、試務組報告:
1.完成繁星高一成績比對。
2.完成第二次期中考及補考。
3.預計完成統測報名。

(七)、資訊科報告:
106 學年教育部國前署補助高級及中學充實基礎教學實習設備，經二次流標，於 12 月 1 日
完成招標，預計 12 月 14 日廠商交貨，感謝總務處同仁協助辦理。

(八)、電子科報告:
目前正在協助線上填報「107 學年度資訊科、電子科課程規劃」。
【校長回復】這次職業科競技賽我有下去看，老師都非常盡責，他們在外面比在比賽的選
手還緊張，每個人都戰戰兢兢，謝謝樹桐洪昌的陪伴及職業課老師在技藝競賽上的努力，
昨天家長會的時候，就有家長說他孩子本次是職業類科選手，他成績還不錯，我們把這訊
息傳佈出去的話，讓更多家長知道鼓勵他們孩子出來參加，因為他們參加技藝競賽之後他
們以後的工作機會和他們視野會不一樣，對他們成長的正向，也感謝實習就業組這樣子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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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務處報告：
1.上星期三 非常遺憾發生學生意外墜樓的事件，在這事件發生之後非常感謝輔導室跟學
務處，兩個處室都是非常努力去做為學生有關安心輔導這塊，輔導室人力缺乏但是很
積極，非常感謝，，接下來要麻煩各處室主任輪流去致意。
2.因為這樣子事件之後，我們也特別請全體的老師及還有教官要注意每天學生的出席狀
況 ，其實發現學生不來，也不一定是在家裡生病，他有可能是離家出走，所以這幾天
我們整個教官神經非常緊繃，像是昨天有個孩子與爸媽吵架之後，離家出走，跟管樂有
一點點關係 ，所有教官在整個楊梅市區開車去找，學校翻過來找，在這一塊我們需要
注意，在這裡拜託所有行政同仁，你有上課的授課老師要特別關注這一塊，因為這樣的
關 係就是我準備要說的第三點。
3.就是教官在巡視我們目前的第八節，高一高二有 25 個班， 一周五天當中有一天是自習，
這一節的自習沒有老師的狀況下，教官有發現有學生偷偷的跑出來打球，希望這一塊倒
是可能要特別去盯一下，每天的缺曠紀錄之外， 再來巡堂的行政同仁能有肩負起部分
的責任，這學期巡堂方式有所改變了，就可能會有空窗，這部分要麻煩教務處再思考一
下，如果在這個時間點偷溜出去了 ，跑到教室的哪個角落去躲起來了，沒人知道及時
發現處理。
4.有關手機的保管箱感謝總務處趕快幫我們招標出去，因為發現壓克力部份還是不夠具有
防盜功能，我們去跟廠商協調更改原本的設計，現在希望在明年初請廠商快速完工。.

(一)、訓育組報告:
1.12 月 19 日(二)於第二會議室進行全校週記抽查。
2.1 月 3 日早上於禮堂外階梯補拍高三大團體照，下午於社會科教室補拍教職員工
沙龍照。
3.本年度高二校外教學彙整導師意見後與得標廠商於 12 月 15 日(五)議約。
4.12/15、12/22、12/29 職業科一、二年級於五樓演藝廳進行輔導室影片宣導活動。
5.因總務處通知司令台施工，升旗典禮持續暫停，各組如有需頒獎之獎狀請自行廣播或放
置班級櫃。

(二)、生輔組報告:
一、 本校校園安全監視器工程廠商已於 12 月 8 日施工完畢，後續將實施工程驗收及管制
於 12 月底前將製作結報成果冊呈報國教署核備。
二、週六輔導課上學，從中壢站發車行經到楊梅火車再到本校的新竹客運區間車，之前
行經路線有載民眾，已向新竹客運反應，新竹客運同意從 12/2 日起，週六輔導課上、
放學區間車不再載一般民眾，只載本校學生。
※持續宣導事項:
(一) 有關性平案件保密事項，請有接觸之職員恪遵保密規定。公務員之刑事責任，視其
情節，有洩漏一般公務機密、洩漏國防機密、洩漏工商機密等三種刑事責任。現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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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漏一般公務機密刑事責任敘述如下：
刑法瀆職罪章第一三二條第一及第二項規定：「公務員洩漏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
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過失犯前項之罪
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此一規定，為公務員一般洩密
罪之刑責。請接觸機密資訊之同事務必恪遵相關規定。
(二) 依中華民國 105 年 9 月 10 日臺教學(三)字第 1050127705 號函辦理: 依性平法第 21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發生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於依法通報後，應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平會調查處理。此階段請由性
平會承辦人員聯繫疑似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告知其得主張之權益及各種救濟途徑，
積極鼓勵其向性平會提出申請調查，或由性平會評估後以檢舉案進行調查。性平會於
此討論過程，並請依性平法第 23 條、第 24 條及防治準則第 25 條規定，提供當事人
心理輔導、保護措施與必要協助事項、尊重被害人之意願，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
會，以及避免報復情事與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處置(如校園危機因應、要求校內人員
對相關當事人保密以避免勾串、避免以訛傳訛形成不友善校園環境等)。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
在此限。

(三)、活動組報告:
1.106/12/5(星期二)本校管樂社參加桃園市音樂比賽，榮獲優等，晉級全國賽。
2.106/12/4(星期一)~107/1/12(星期五)社團靜態成果展(以網頁呈現)。
3.106/12/29(星期五)上午 10:10~12:00 社團動態成果展(於禮堂舉行)。
4.106/12/18(星期一)社團評鑑。

(四)、體育組報告:
1.12/15(五)班會時間進行班際三對三籃球賽。
2.12/22(五)班會時間進行高一、二班際桌球賽。
3.106 學年度籃球乙級聯賽 12/17~12/24 於陽明高中舉行。
4.106 學年度排球乙級聯賽 12/30~1/1 於中原大學舉行。

(五)、衛生組報告:
1.本校於 106 年 11 月 21 日向桃園市衛生局申請 AED 安心場所認證，日前已收到核定公
文，有效期自 106 年 11 月 27 日至 109 年 11 月 26 日，為期 3 年，且在校內 AED 旁貼
出證書公告。
2.桃園市環保回收競賽，本校獲得甲等，將有一萬元的獎勵品，12 月 7 日下午將至桃園
市政府授獎。
3.11 月 29 日桃園市衛生局到校複檢，針對非基改黃豆來源、熱食部廚師證、熱食部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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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場所登記、烤麵包機的清潔進行複檢，本校已於 12 月 1 日前完成所有補件作業。
4.環境教育時數未達 4 小時者尚有 8 人(不含到職未滿三個月者 3 人)，都已個別通知，持
續追綜中，期望在 12 月底前能完成成果結報。
【校長回復】：1.上星期三的事件，家長部份我會一一做解釋，目前最重要的是學校的穩
定及師生的輔導，到時商請輔導室對師生作一系列創傷後的輔導。
2.活動組對於請下課留下來的同學申請表格要很確實，有沒有老師在，場
地負責安全。責任老師要完整申請完後，才讓孩子活動，以學生安全為
重， 環境及人員管制非常重要。

三、總務處報告:(主任)
因為教育部現在有要求在 109 年度的時候把學校的照明轉換成 LED，目前學校有裝的 LED，
發光效能有達到 120 流明以上，甚至更新出來的有達到 140 流明，照明的部分請廠商粗估
日新樓的部分全部整棟汰換，那就要六七百萬，當然要完成這件事情會壓縮到相關的資本
門的其他經費， 政府一直以來都有推動節能績效保證模式， 這個概念是透過有利標的方
式遴選廠商，針對學校的空調熱棒照明，用他的績效保證， 每年節省下來的電費轉換成
資本門編列編付給廠商每年的費用， 學校又換來節能績效， 投資負擔會比較低， 有 5
年 6 年的保固，設備損壞我們比較不用擔心維修的相關費用，關於這點初步也跟主計室溝
通，但是本校在這方面是沒有做過， 其他機關學校相關進行了一陣子，所以將來有關節
能的這一塊會這樣子做。

(一)、庶務組報告:
1.12/7 禮堂屋頂防漏整修工程驗收完成。
2.12/7 日化糞池整修工程驗收完成。
3.12/13 日 9 點高一公訓資格審查、12/14 日高一公訓評選。
4.12/13 日 10 點綜合教學大樓遴選建築師資格審查，下午 1 點評選。
5.12/19 日 9 點視聽一教室地坪工程開標。

(二)、文書組報告:
1.107年1月1日起各位同仁請依照 「桃園市政府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檔案管理
作業要點」及「檔案分類保存年限區分表 」辦理歸檔。
2.桃園市政府公文整合資訊系統在 12 月 19 日後開放(網址:odis.tycg.gov.tw)，請各位
同仁操作上第 1 次輸入帳號及密碼，請輸入身份證字號，倘若有問題各位同仁可利用線
上報修系統，或電洽(04)27057397 長科資訊公司。
3.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行事曆，請各處室於學校網頁行事曆登錄，並請於 12 月 27 日前完
成登錄，以利彙整。
【校長發言】：日新樓的風雨窗的工期規劃到什麼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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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賴主任】之前有開過工程協調會，風雨窗如何繞在欄竿上，經過協調欄杆基座面
不是很大，還要再做一些加強，現場上看過施工業有疑慮，風雨窗的備料至少要 1 個月 ，
是否在鳳與窗外面做防護網，主要是強化玻璃，另與建築師討論，五樓露天陽台如果加鐵
皮蓋起來變為違章。
【校長發言】:以立在地上格柵方式處理，建築師在遴選契約的時候有幾個點要注意到:建
築師費用怎麼付費，在什麼時間點 ，訂出細部的討論，建築物費用及利潤給廠商的部分
要特別注意。

四、圖書館報告:
1.梅岡風已影印號分給各處室。
2.高中職網路博覽會預定明年 3 月底小巨蛋，1 月 12 日前建置完成，需要學校簡介 4 頁
PDF 檔，1 分鐘簡介影片等資料。

讀者服務組報告:無
【校長回復】：高中職網路博覽會資料，請各處室協助提供。

五、輔導室報告:
1. 近期校內重大事件後續輔導措施如附件一
（1） 請相關處室協助通知老師及學生，若有緊急事項要通知老師，也惠請試務組發
送簡訊給老師。
（2） 教職員安心服務辦理時間改為 12 月 15 日下午六七節，參加者將辦理公假，有
課務之教師惠請教學組協助排定調代課。
2. 107 年度大學學科能力測驗考試時間為 1 月 26 日~1 月 27 日，比照往年考生服務實施
計畫如附件二，請各處室參看考生服務實施計畫行政分工並提早分派負責人員預備相
關工作。
3. 107 年度大學甄選入學指定項目輔導時間作業提早，輔導室預計於 107 年 4 月 6 日至
13 日辦理模擬面試輔導活動，惠請試務組安排 106 第二學期月考時間時錯開。
【校長回復】：請各處室大學學科能力測驗考生服務計畫。

六、人事室報告:
一、教育部國教署106年11月29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060136466號函以，有關公務員(含兼行
政教師) 不得經營商業規定之情事，查核範圍增列「兼任非營利事業團體職務」(如：
員工消費合作社、大廈管理委員會、財團法人職務等)、「依法令設立營業稅籍並無經
營商業事實」、「獨資或合夥」3種態樣，近期已發放 「公務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
查表(具結書)」，感謝各位配合並再次提醒請自行檢視，以免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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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規定。
二、教育部國教署106年9月13日臺教國署政字第1060100049號函示，按公教人員出席公部
門之演講、座談、研習及評審（選）等活動，有關鐘點費與稿費之核發均依據「軍公
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
、
「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辦理殆
無疑義；惟參與私部門舉辦之上述活動，依「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務員及教師
廉政倫理規範」第十四點規定，支領鐘點費每小時不得超過新臺幣五千元，有支領稿
費者，每千字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千元。另公教人員參加上揭活動，如屬與其職務有利
害關係者籌辦或邀請，應先簽報其長官核准及知會政風單位登錄後始得前往。
三、因應107年調薪與改隸作業等相關規定，兼行政教師之106學年度不休假加班費將調整
於學期結束後，再統一結算整學年度休假天數與不休假加班費金額。

七、主計室報告:
1.本校仍有多位學生未繳費，鑒於年底即將關帳，代收代辦帳戶如平安保險費、健檢費……
等仍有負數，請教務處催繳，如有困難，務請協調以其他經費支應，俾利年度決算之進
行。
2.年底將屆，請財管人員本諸職權，加速執行盤點，避免再度發生 104 年度未盤點、105
年度仍有部分未盤點之缺失。
3.桃園市審計處曾就 105 年 1-9 月份縣市公務預算會計資訊系統(CBA)相關資料分析，核
有部分項目欠妥：……(2)分批小額採購累計金額達 10 萬元以上……。(105.11.30 桃教
會字第 1050096916 號函)鑒於本校於 107 年度即將回歸市府教育局管轄，建議總務單位
研擬對修繕、印刷、資訊或其他項目等訂立開口契約或避免同一廠商重複承包，以未雨
綢繆。
4.107 年 1 月 1 日起，會計系統將改為「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會計資訊系統」
，本室將於近期
內提供帳密及相關操作手冊俾供同仁請購及查詢之依據。
總務處賴俊帆主任發言:分批小額採購不同廠商造成很大問題如果是有 1 年有很大困難度，
可否有方法遵循
【校長回復】:總務處之後的採購必須要有比較多廠商採買維護修繕。

八、祕書報告:
1.桃園市第 2 學期教會議提案單，已寄至一級主管信箱，主要是桃園市各校通案為主。
2.評鑑意見表，意見表已寄至一級主管信箱，目前圖書館回復，預定下次擴大會議完成相
關討論。
3.70 周年校慶專刊，列出一些各處室相關負責，請主管看一看有沒有問題，下次主管會報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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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中職博覽會以往都是教務處負責，去年是因為教務處負責會考和免試入學，今年我
請示校長，承辦單位還是回歸到教務處負責，但是相關過程還是請各處室配合提供人
力資料。
5.1 月 1 日改隸，會後一級主管有修改或改版意見再提供我。

6.205 班意外，家屬設置的靈堂，協調每天一級主管前往撚香。
【校長回復】: 70 周年校慶包括各處室這十年發展現況，請各處室各組把職員拉進來，
負責部分資料收集，請施主任，秘書明年 3 月底完成定稿。

九、教師會報告:
12/22(五)中午 12 點 10 分在生涯資訊室舉辦冬至聯歡會備有簡易西式餐點，同時辦理摸
彩抽獎，歡迎各處室提供獎品，更歡迎各位同仁(含教職員工)踴躍參與本次活動。

伍、臨時動議:
【電子科呂俊郎主任發言】:建議考生服務有老師參加部份能給與加班補休。
【人事室陳育湘主任答復】:建議簽核出來，校內為加班補休，校外為公差(假)補休。

陸、主席結論:無
柒、散會: 12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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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楊梅高級中學 107 年度大學學科能力測驗考生服務實施計
畫
目的：鼓舞考生士氣、穩定考生情緒，解決考生疑難、表達學校關心。
對象：本學年度參加學科能力測驗考試之高三考生共 428 人。
實施時間與場次：
一、考場服務區：尚待確認。
二、巡場與指導：鄒岳廷校長、楊青山主任、劉湘櫻主任、林于雅主任。
三、畫框線者為行政庶務處理人員。
時間/地點

地點：
【尚待確認】

地點：
【尚待確認】

少數人口考場

107/01/26 星期五

106/01/27 星期六

學務處

教務處

輔導室

學務處

總務處

總務處

301~307 導師

301~307 導師

服務同學兩名

服務同學兩名

教務處

教務處

學務處

輔導室

總務處

總務處

308~313 導師

308~313 導師

服務同學兩名

服務同學兩名

考場因人數較少，由考生服務人員視考生需求與否
機動前往考場表達關懷。

服務內容：
一、解答考生疑難，表達學校關懷。
二、張貼精神標語。
三、提供休息場所（所需場地桌椅擬先向設立考場學校洽借）
。
四、供應茶水、簡易藥品，出借應考文具。
五、代訂便當。
六、其他機動性服務事項。
行政分工：
一、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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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各考場名單。
提供三年級導師考生分佈表。
各考場服務區考生膳食調查事宜，設計調查表，並發放調查表
予各班。
輪值考生服務。
考生服務區危機處理。

二、學務處








至各考場領取停車證【提供總務處停車證乙張】。
調查導師出席意願以及食膳與否。
協調導師停車證事宜。
設計並發放導師和行政同仁行前說明書。
辦理導師和行政同仁差勤事宜。
輪值考生服務。
考生服務區危機處理。

三、輔導室






擬定實施計畫。
確認各考生服務區位置。
服務學生招募與訓練。
輪值考生服務。
考生服務區危機處理。

四、總務處






準備飲用水與文具等物品。
事先訂購考場服務區考生和行政同仁膳食。
於前一日主責各考場服務區佈置。
輪值考生服務，並擔任考場服務行政庶務負責人。
負責撤場事宜，由各場地負責撤場者持有工作人員停車證。

五、人事室

工作人員以公差登記，並依規定予以補休。
六、主計室

工作人員以公差登記，並依規定支領差旅費。
 工作人員膳食費用擬請家長會協助支出，服務學生膳食費及其他相關
費用由教務處業務費支出。
本計劃經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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