୯ҥጪଯભπᙍᏢਠ`ϦЎᛝਡ߄
ЎဦǺ116:
ೲձǺද೯ҹ
ЎձϩǺ ᛝዺ
ᛝ่ВයǺ217022018 ଌวВයǺ!!!0!!0
ᔕዺВයǺ 217022018
،ՉቫભǺ ಃ2ቫ،Չ
܍ᒤൂՏǺ Ўਜಔ!Цᒧద
ߕҹኧໆǺ
วЎӷဦǺ Ўӷಃ432!`116:ဦ
ߥӸԃज़Ǻ !!ԃ
ϩᜪᔞဦǺ
ڙЎൂՏǺ
ߕҹϣǺ )217ᛝ`4321116:`2/QEG-Ӆ2ঁߕҹᔞ*

ҁ
ҹ
ς
ᛝ
่

ᛝᒤൂՏǺ Ўਜಔǵᕴ୍ೀǵઝਜ࠻ǵਠߏ࠻

ЬԑǺᔠഋҁਠȨ217Ꮲԃࡋಃ2Ꮲයಃ:ԛՉࡹൔȩइᒵǴևፎ
ǳǳǳਠߏ᠙ਡǶ
ᇥܴǺҁᒵςܭ22Д6В21ਔf.nbjm๏ᆶӕϘዴᇡคᇤǴևਠ
ǳǳǳߏਡёࡕǴԿҁਠႝηϦឯٮӕϘୖ᎙Ƕ
ЎਜಔǺ
217022018 1:;18;21 Ўਜಔߏ;Цᒧద
ᕴ୍ೀǺ
217022018 21;25;57 ᕴ୍ЬҺ;؋߷ֻ
ઝਜ࠻ǺഋਠߏਡۓǶ
217022018 27;62;46 ઝਜ;ࡾׅ
ਠߏ࠻)،Չ*Ǻё
217022018 28;52;58 ਠߏ;ᗶᑉ

ಃ2।ǷӅ2।

國立花蓮高工106年度第1學期第9次行政（擴大）會報紀錄
一、 時間：106 年 11 月 3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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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鴻穎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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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德潤主任公差白雅心組長代理報告:
1. 教學組：
(1)學習扶助計畫新申請：
科
學期別
節數
備註
國
英

0
106-2

111

數

0

機

0

圖

0

汽

0

資
子

英

106-2

88

英數專

107-1

120

英數專

106-2

130

專

107-1

130

專

電

0

建

0

化

0

計
579
(2)寒假開課申請：資訊科
(3)11/18(六)原住民實體研習 8:00-16:00，校外已經有 91 人報名，請校內
同仁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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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職務

教師姓名

職務

楊玉明

導師

高義軍

專任

柯良衛 代理數學

林鴻仁

導師

張崑益

專任

楊裕祥 代理汽車

高惠珊

導師

江慕倫

科主任

林士豪 代理建築

專任

許俊偉 組長設備 陳秉澤 代理電機

黃玉瑛

金良遠 主任學務 劉聰賢

專任

教師姓名

職務

翁 蕙 代理化工

曾彭子光 導師
陳祥雲
導師
王鏽陵 代理英文
(4)11/29 高三導師、八科主任至慈濟科大 10:00-13:30 參訪。行政人員有
興趣者可同行。
2.註冊組：
(1).新式學生證高一已發放，二、三年級廠商正製作中。
(2).106 學年度川堂升學及就業榜單已交至廠商製作，目前已於校稿階
段。
(3).本學期第一次段考全科不及格人數，高一：109 人，高二：114 人，
高三：35 人，全校共 258 人。註冊組已寄送預警通知書。
(4).本次段考統計資料顯示，部分科別專業科目同科目甲、乙班分數落差
過大，避免影響學生升學權益，應考量考題難易度差異等。
(5).原 107 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第二階段，實習成果與專題製作為必
上傳資料，已延至 108 學年度實行。
(6).大學學測本校共 20 人報名，考試日期：107 年 1 月 26 日至 27 日。
3.實研組:
(1).8、9、10 月份之自主管理表請於 11/15(三)核章完交給實研組存查。
目前經常門執行率為 9.72%.資本門執行率為 0 %(上述比率未包含請
購未銷金額)請各位主管注意時限，能盡早執行。資本門所需設備規格
也請開出交給庶務組，以便進行招標。感謝大家的辛勞付出！
(2). 105 學年度優質化自主管理表:
105-1：7 月，105-3：7 月，105-5：3 月、4 月、5 月、6 月、7 月，105-6：
7 月，105-7：7 月
上方所列為仍未交予實研組的該月份自主管理表。各位備極辛勞，仍請
能抽空予以完成交給實研組，以備評鑑之用，謝謝。
校長：
1. 優質化相關經費請子計畫執行單位盡速執行，8、9、10 月份之自主管
理表請於 11/15(三)核章完交給實研組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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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8(六)原住民實體研習 8:00-16:00，請校內未訓同仁踴躍參加。
3.教務處學習扶助計畫仍有百餘節可申請，請針對不及格率較高的科
目，要求學生加強學習，請師長協助開課，期能提昇學生學習動機
4.感謝教務處同仁的辛苦。
(二) 學務處 金良遠主任報告：無報告
校長：
1.11/10~11 日本校 77 周年校慶運動會請各處室依往例及分配工作全力完
成活動。
2.近期學務處諸多校隊，爲能提昇競賽成績爭取最高榮譽，緊鑼密鼓加
緊練習，期間難免需要使用到活動中心的場地，請師長能體諒學生團
隊，盡可能優先供學生競賽練習使用。也請學務處督導各校隊，競賽
前加緊練習時間先排定並提出申請，核定後，公告周之。
3.感謝學務處同仁的辛苦。
(三) 總務處 汪冠宏主任報告：
1.11/6(一)下午 2:00 國教署加速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計畫變更設計案會
勘，敬請相關人員出席與會。
2.依據本校節約能源行動要點，上學期冷氣開放使用期限至 10 月底止，
教室區冷氣已斷電，實習工場與其他辦公室請各單位遵守規定。
3.相關工程進度：
(1)綜合大樓(技術教學中心)新建工程 100%細部設計圖說已於 10/30 陳報
國教署。
(2)二舍電力整修工程設計監造委託電機技師。
(3)二舍房間粉刷與床具汰換計畫，由學務處負責床具書桌等採購規
劃，總務處負責房間粉刷等修繕工程規劃
(4)校長宿舍進行設計監造的委託招標。
(5)機械科、汽車科搬遷的場房修繕工程與電力改善工程由建築師與電
機技師規劃設計。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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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本校節約能源行動要點，上學期冷氣開放使用期限至 10 月底止，
教室區冷氣已斷電，實習工場與其他辦公室請各單位遵守規定。
2.請總務處針對節約用電，提出獎勵措施。
3.感謝總務處同仁的辛苦。
(四) 實習輔導處 陳文帆主任報告：
1.106 年度老舊實習工廠改善計畫預計 11/6 前請各科將計畫送至實習處
彙整。
2.11/3 將辦理花崗國中 8 年級職涯探索活動預計有 104 人參加。
校長：
1.106 年度老舊實習工廠改善計畫請各科確實於 11/6 前將計畫送至實習
處以利彙整。
2.請實習處加強工科技藝競賽各項準備工作，爭取最佳成績。
3.感謝實習處同仁的辛苦。
(五)輔導室 李正婷主任報告：無報告
校長：
1.10/28 親師座談會，感謝主辦李主任精心策劃，落實推動，讓參與家長
備感溫馨。
2.感謝輔導室同仁的辛苦。
(六) 人事室吳念珍主任報告：無報告
校長：
1. 感謝人事室規劃 11/4 員工自強活動，有爬山健身、餐敘及電影欣賞，
非常豐富，也讓同仁們參與踴躍。
2. 感謝人事室同仁的辛苦。
(七) 主計室曾美玲主任報告：無報告
校長：
1.感謝主計主任與主計室同仁，盡心盡力在協助、幫忙各項經費審核及
勻支，促進各項業務順利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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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感謝主計室同仁的辛苦。
(八) 教師會姚理事長報告：無報告
(九) 各科主任報告：無報告
(十) 進修學校 潘莉棻主任報告：無報告
校長：
1.請進修部落實校園夜間照明故障查報給總務處進行修復工作。
2.感謝進修部同仁的辛苦。
(十一) 技術教學中心 黃發斌秘書報告：無報告
(十二) 教官室 蘇浩然主任教官報告：
1.本室針對校慶運動會協助各班班排、班旗、儀隊、會旗、管樂等利用
中午時間練習，預劃 11 月 8 日第 5-6 節課實施全校性運動會進場練習；
另針對運動會安全規劃，考慮全校學生都在運動場，為維運動場秩序，
日校六位教官皆安排於運動場，教學區巡視則安排交通服務隊負責。
2.本校今年為校外會北區分會負責學校，預劃於 11 月 23 日辦理年終檢
討會與校園安全會議，地點為交誼廳、對象為北分會各高中職校主任教
官、國中(小)學務人員，並安排台灣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主任觀護人洪辛
講演學校端如何協助地方法院執行非行少年處遇，歡迎校內有興趣教職
人員共同參與。
校長：
1.感謝教官室同仁的辛苦。
(十三)圖書館 高毓婷主任：
1. 校內小論文比賽至 10/30 止，收件 43 篇小論文(去年為 23 篇)，目前進
行校內評審，謝謝各位指導老師及協助處室。
2. 1061031 全國讀書心得比賽至 10/31 止，有 17 篇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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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61115 全國小論文比賽，請鼓勵學生踴躍投稿。
4.花工簡訊 63 期已由出版社編輯，預計 11/8 出刊，謝謝各處室協助。
5.林天來校友(天下出版社社長)致贈本校師生四種共 800 本書，老師優先
領書至 11/3，之後開放學生領書。(家長部份已於 10/28 親師懇談會辦理
領書)
6.行動學習計畫 11/1 至台北會議報告進度。
7. 9 月申請 106-109 年度校園社區化改造計畫―活化校園空間擴大社區
服務，計畫通過獲全額補助。
8. 11/8 三，12: 00~15:00 辦理 VR/AR 在未來教育，邀請到闇橡科技總監、
經理演講，歡迎參加。
9.11/16 四，11:30~13:00 辦理論科學哲學與學習創造力研習，講師:石政言
組長。歡迎參加。
10.11/15 三，辦理國文科思惟建構第三次共備研習。
校長：
1. 感謝圖書館同仁的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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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報告
七、 提案討論：
八、 臨時動議：無
九、 結論：
(一) 優質化相關經費請子計畫執行單位盡速執行，8、9、10 月份之自主
管理表請於 11/15(三)核章完交給實研組存查。
(二) 11/18(六)原住民實體研習 8:00-16:00，請校內未訓同仁踴躍參加。
(三) 依據本校節約能源行動要點，上學期冷氣開放使用期限至 10 月底
止，教室區冷氣已斷電，實習工場與其他辦公室請各單位遵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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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請進修部落實校園夜間照明故障查報給總務處進行修復工作。
(五) 11/10~11 日本校 77 周年校慶運動會請各處室依往例及分配工作全力
完成活動。
(六) 請實習處加強工科技藝競賽各項準備工作，爭取最佳成績。
十、散會：上午 10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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