୯ҥጪଯભπᙍᏢਠ`ϦЎᛝਡ߄
ЎဦǺ1145
ೲձǺද೯ҹ
ЎձϩǺ ᛝዺ
ᛝ่ВයǺ216016041 ଌวВයǺ!!!0!!0
ᔕዺВයǺ 216016038
،ՉቫભǺ ಃ2ቫ،Չ
܍ᒤൂՏǺ Ўਜಔ!Цᒧద
ߕҹኧໆǺ
วЎӷဦǺ Ўӷಃ432!`1145ဦ
ߥӸԃज़Ǻ !!ԃ
ϩᜪᔞဦǺ
ٰڙЎޣǺ
ߕҹϣǺ )216ᛝ`43211145`2/QEG-Ӆ2ঁߕҹᔞ*

ҁ
ҹ
ς
ᛝ
่

ᛝᒤൂՏǺ Ўਜಔǵᕴ୍ೀǵઝਜ࠻ǵਠߏ࠻

ЬԑǺᔠഋҁਠȨ215Ꮲԃࡋಃ3Ꮲයಃ23ԛՉࡹȐᘉεȑൔȩइ
ǳǳǳᒵǴևፎǳਠߏ᠙ਡǶ
ᇥܴǺҁᒵςܭ6Д37В24ਔf.nbjm๏ᆶӕϘዴᇡคᇤǴևਠ
ǳǳǳߏਡёࡕǴԿҁਠႝηϦឯٮӕϘୖ᎙Ƕ
ЎਜಔǺ
216016038 1:;28;67 Ўਜಔߏ;Цᒧద
ᕴ୍ೀǺ
216016038 1:;44;1: ᕴ୍ЬҺ;؋߷ֻ
ઝਜ࠻Ǻഋ!ਠߏਡۓǶ
216016038 25;59;28 ઝਜ;ࡾׅ
ਠߏ࠻)،Չ*Ǻӵᔕ
216016041 25;42;53 ਠߏ;ယВପ

ಃ2।ǷӅ2।

國立花蓮高工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12次行政（擴大）會報紀錄
一、 時間：105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三）上午 8 時 30 分整
二、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三、 出席：如簽到簿

記錄：王選淳

四、 主席：葉日陞校長
五、 確認上一次會報決議執行情形：略
六、 各處室業務報告：
(一) 教務處 郭德潤主任報告:
1.暑期輔導課:
(1)共同科目 4 班，新生會考班國英數預計各開一班
(2)專業科目含實習 7 班
(3)下學期第 8 節課輔:高二、三共 12 班(含士官班)
2.書籍費日間學生平均退款 477 元，進修部平均退款 379 元
3.高三畢業生專案重補修:
6/6 – 6/8 選課，6/13 – 6/14 繳費，6/16 上課
4.感謝宣導老師的協助，及日校一級主管的支援，於上週完成本學年
度入班宣導計畫:本年度共入班 11 校 98 班，與花商合作 7 校 82 班，
約 2800 名學生獲得本校資訊。
5.截至目前本校共 22 名同學錄取國立科大，私立 11 名，技優甄審正
備取將於 6 月 20 日放榜，甄選入學本組正協助同學報名中。
6.105 年度統測成績，500 分以上共 6 名，400 分以上較去年多 7 名。
校長：
1.感謝教務處同仁的辛苦。
(二) 學務處 金良遠主任報告：
1.討論並確定 105 級畢業典禮實施要點。
校長：
1.畢業典禮依行事曆排定時程舉行。
2.感謝學務處同仁的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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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總務處 汪冠宏主任報告：
1. 中興路拓寬工程會有 2 個鑽探點在校區內(一個在電子科後面，一
個在宿舍區)，本周將配合鑽探工作。
2.位於預定道路上之眷舍 4 棟、學生宿舍 1 棟、高爾夫練習場之拆除，
擬配合營建署拓寬工程預訂於寒假期間施作，並視市公所補助經費
到位情形而定。
3.105 年度公文系統及 ODF 操作教育訓練研習，請本校職員及兼行政
教師撥冗參加。辦理時間：105 年 5 月 25 日（三）上午 10 點~12
點。
4.5 月份四省專案每月(管控)會議報告。詳總務處會議資料。
校長：
1.中興路拓寬工程請依規定配合辦理。
2.請各處室依四省原則節約用水、用電、用紙。
3.感謝總務處同仁的辛苦。
(四) 實習輔導處 陳文帆主任報告：
1. 105 年度本校取得乙級技術士證照 176 張。
2.本年度獲證照達人數計有 30 人。
3.高瞻計畫校外推廣活動從 5 月 23 日至 5 月 31 日，計有慈濟高中、花
蓮女中兩校 6 個班，體驗 3 個課程模組。
4.原住民 EASY GO 計畫預計於 5 月 30 繳交，104 學年度成果訪視於 6 月
2 日 10:00 於實習處辦理。
5.中鋼就業導向專班於 5 月 26 日在高雄中鋼公司舉辦面試，計有 9 位學
生參加。
6.5 月 26 日辦理均質化國中生職涯探索富里國中共有師生 58 位本校 4 科
進行活動。
校長：
1.感謝實習處同仁的辛苦。
(四) 輔導室 李正婷主任報告：
第 2頁 ， 共 5頁

1.本週開始進行技優甄審與推薦甄審各項輔導工作。
2.本週進行高二各班興趣量表施測。
3.今日下午輔導室帶領身心障礙學生進行企業參訪。
校長：
1.感謝實習處同仁的辛苦。
(六) 人事室丁細真主任報告：請假無報告
(七) 主計室曾美玲主任報告：無報告
(八) 教師會胡理事長報告：
1.建請逐年編列預算汰換第三排教室單槍投影機以利教師資訊化教學。
(原單槍為 96 年購置已超過使用年限)。
2.校外人士在校園內吸菸被教師及學生看見，建請處理。
校長：
1.第三排教室單槍投影機更新請教務處爭取經費辦理。
2.校外人士在校園內吸菸請相關單位依規定處理。
3.感謝教師會胡理事長及同仁的辛苦。
(九) 各科主任報告：無報告
(十) 進修學校 潘莉棻主任報告：
本校 64 年畢業校友陳章南先生自 96 年至今每年捐贈獎學金 20 萬元，今
年捐贈勵志書「明年他要去砍草」1000 本給全校師生，相關作業請各處
室協助處理。
校長：
1.感謝陳章南校友的慷慨捐贈勵志書籍，並請各處室協助進校完成作業。
2.感謝進校同仁的辛苦。
(十一) 技術教學中心 黃發斌秘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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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國教署指示，技教中心於 105 年度下半年新增 2 個計畫，「國立花蓮
高工 Fab Lab 營運推廣實施計畫」經常門 100 萬，「東區技術教學中心
105 年度工作計畫」經常門 100 萬、資本門 150 萬。計畫性質皆為對區域
高中職學生辦理研習活動，故下半年平日及假日皆會有外校學生進入校
園參與研習，請相關處室能協助配合。
校長：
1.請各單位協助技教中心完成計畫相關作業。
2.感謝技教中心同仁的辛苦。
(十二) 教官室 項英傑主任教官報告：無報告
(十三)圖書館 徐彭傳主任：無報告
(十四)員生社 閻國中主席：請假未出席
(十五)秘書室巫春富秘書報告：
1. 國中端畢業季節到了請各處室(科)組長及主任盡力配合參加國中端畢
業典禮。
2. 奉校長指示:mail 全國校長會議建議提案表請有提案單位可 mail 至秘
書處彙整以便會議中提案處理。
3. 下次校務評鑑已排定 108 年上半年，請各受評單位依內容提早準備，
所需資料提早留存。
4. 國中端入班宣導若效果不彰就取消，若要進行就請日校進校盡力配合
辦理。
校長:
1. 繁請各處室(組)組長及主任分擔參加國中端畢業典禮工作。
2. 若有需於校長會議提案建議的事項請 mail 至秘書處彙整辦理。
3. 下次校務評鑑已排定 108 年上半年，請各受評單位依內容提早準備。
4. 國中端入班宣導有其必要性，請各單位全力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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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提案討論：
八、 臨時動議：無
九、 結論：
(一) 畢業典禮依行事曆排定時程舉行。
(二) 中興路拓寬工程請依規定配合辦理。
(三) 第三排教室單槍投影機更新請教務處爭取經費辦理。
(四) 請各處室依四省原則節約用水、用電、用紙。
(五) 請各承辦單位依公文函示或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
要點於期限內辦理結報。
(六) 請各處室加強撙節經費，因應各項補助及委辦計畫自籌款項之準
備。
(七) 請教務處製發學科召集人聘書。
(八) 請老師協助要求學生車輛上學時間停放於學生車棚放學後及假日
則勿進入校園。
(九) 請同仁多協助宣導交通規則，建立良好駕駛觀念與習慣以減低車禍
發生。
十、散會：上午 11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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