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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花蓮高工103學年度第1學期第11次行政會報紀錄
一、 時間：103 年 11 月 26 日（星期三）上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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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期中考。
2.繁星今年增加 2 名，共 10 名名額。該如何分配將於下周三開會討
論。
3.下周三下午 2 點併繁星會議召開校內適性入學委員會討論校內轉科
、寒假轉學考名額。
4.因為本學期第二次期中考到期末考有 7 周，因此擬於 1/14, 1/15
兩天的輔導課停止，以利學生有準備時間。
校長：
1.12/3 下午 2 點併繁星會議召開校內適性入學委員會討論校內轉科
、寒假轉學考名額。
2.1/14, 1/15 兩天的輔導課停止，以利學生有準備期末考時間。
3.感謝教務處同仁的辛苦。
(二) 學務處 金良遠主任公差報告：
1. 有關原住民學生相關事項：
（1）榮獲花蓮縣 103 學年北區學生舞蹈比賽高中職 B 組民俗舞蹈
特優獎，並取得進入全國總決賽參賽資格。
（2）「原聲再現」母與歌唱比賽於 12 月 3 日（星期三）下午辦
理。
（3）原住民舞蹈隊 12 月 5 日赴台北正式演出。
2.104 年赴日本教育旅行活動於 5 月 16 日至 17 日辦理，地點為日
本沖繩縣石垣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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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校榮獲 102 年度花蓮縣優良原生消費合作社評鑑甲等獎，11 月
22 日（星期六）於福容飯店授獎。
4.本校榮獲教育部推廣正確用藥種子學校，將於 12 月 3 日赴台北領
獎。
校長：
1. 日本教育旅行活動於 5 月 16 日至 17 日辦理，地點為日本沖繩
縣石垣島，本人將參加。
2. 感謝學務處辦理各項活動及比賽的辛勞。
(三) 總務處 柯世俊主任報告：無報告
校長：
1.煩請各位同仁協助宣導愛護廁所清潔。
(四) 實習輔導處 汪冠宏主任公差黃組長文亮代理報告：無報告
(五) 輔導室 李正婷主任報告：無報告
(六) 人事室丁細真主任報告：無報告
(七) 主計室張櫻文主任：
1.本年度已近尾聲，請各處室同仁積極清理預算，如有已申請未執行，
或計畫有時效性的，請檢視自己的帳務，如有不清楚的可請本室同仁
協助，有關訊息已通知各處室。
2.本年度之經費請於 12 月 10 日前申請完畢，並於 12 月 20 日前核銷完
畢，12 月之差旅費，請回程到校時立即核銷，以利本校年度之結帳
作業。
校長：
1.請同仁全力配合主計室本年度之經費請於 12 月 10 日前申請完畢，
並於 12 月 20 日前核銷完畢，12 月之差旅費，請回程到校時立即核
銷，以利本校年度之結帳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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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感謝主計室同仁的辛苦。
(八) 教師會胡理事長報告：請假未出席
(九) 進修學校 潘莉棻主任報告：無報告
(十) 技術教學中心 陳文帆執行秘書：
1.教育部推動 Fab.Lab 巡迴推廣計畫，本校為東區推廣學校，於 12/11
、12/12、12/13 日到校舉辦 4 場次，除教師研習尚在報名中，其他
場次均額滿，推廣對象含國小 2 所國中 3 所高中職 4 所，共 330 人。
校長：
1. 請同仁全力配合技教中心辦理的活動。
2. 感謝技教中心同仁的辛苦。
(十一) 教官室 毛遠薪主任教官公差林組長建利代理報告：無報告
(十二) 圖書館 徐彭傳主任：無報告
(十三) 員生社 閻國中主席報告：未出席報告
(十四) 秘書室巫秘書春富報告：
1.特色課程已辦理完畢，經費尚未核撥，請實習處追蹤結案。
校長：
1. 請實習處追蹤特色課程辦理進度及後續經費核撥事宜。
2. 感謝巫秘書春富的辛苦。
七、 提案討論：無
提案：確認「空氣槍射擊運動」場地建置事宜
提案單位：校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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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將於製圖科地下室作整理，建置「空氣槍射擊運動」場地，
相關經費請主計室籌措。
議決：照案通過
八、 臨時動議：無
九、 結論：
（一）12/3 下午 2 點併繁星會議召開校內適性入學委員會討論校內轉
科、寒假轉學考名額。
（二）1/14, 1/15 兩天的輔導課停止，以利學生有準備期末考時間。
（三）請同仁全力配合主計室本年度之經費請於 12 月 10 日前申請完
畢，並於 12 月 20 日前核銷完畢，12 月之差旅費，請回程到校
時立即核銷，以利本校年度之結帳作業。
（四）請實習處追蹤特色課程辦理進度及後續經費核撥事宜。
（五）於製圖科地下室建置「空氣槍射擊運動」場地，相關經費請主
計室籌措。
十、散會：上午 11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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