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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花蓮高工103學年度第1學期第19次行政（擴大）會報紀錄
一、 時間：104 年 2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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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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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德潤主任請假范森堯組長代理報告:
1.寒假補考已辦理完成，共 722 人次到考，315 人次及格。
2.寒假期間轉學生 23 人，多為適應不良同學。
3.國教署來函 7 日無故未到校經通知學生及家長，學校可逕自將其休
學。
4.103-2 招生入班宣導請各教學研究會指派教師協助，另請進校支援部
分人力。
校長：
1.請各科主任及導師針對各科或班級成績優異的同學辦理轉學時給
予關心並且加強慰留。
2.針對學生「7 日無故未到校經通知學生及家長，學校可逕自將其休
學」，請於開學後將法令宣導讓導師知曉且能運用啟動該機制。
3.感謝教務處同仁的辛苦。
(二) 學務處 金良遠主任報告：
1.二年級校外教學參觀活動議價完成。
2.依年級露營活動已確定不辦理，現規劃一天活動，但仍須與導師群
溝通及進行意願調查。
3.開學日當天行程及領書時間已公告上網，10:30 分開學典禮請各單位
（科）主任列席參加。
4.2 月 25 日下午 1 點拍全校教職員大合照，煩請各單位通知所屬人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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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資源回收場經週一整理過，週三又發現未分類亂丟的情況，請各單
位能夠配合分類，日後衛生組將思考管制回收時間。
6.垃圾子車考慮移至學生車棚東側腹地，如此能落實管制，原位置將
設置成落葉堆置場。
7.寒假期間本處所屬運動團隊及藝文團隊（原舞隊）皆正常訓練以因
應開學後全國性複（決）賽。
校長：
1. 煩請統計本校近 4 年體育及藝文團隊升學大專院校相關科系的
數據，在適當場合宣導讓老師們了解，喚起同仁支持學生參與
體育及藝文社團比賽前必要的公假，讓同學們能多元學習，進
而學到帶著走的能力。
2. 感謝學務處辦理各項活動及比賽的辛勞。
(三) 總務處 巫春富主任報告：
1 103 年急迫性需求-老舊廁所整建於 2 月 9 日完成驗收，本次整修
廁所包括:
(1).教官室廁所。
(2).學生第 1 宿舍 2 樓男廁。
(3).資訊科實習工廠工廠 1 樓女廁及 2 樓男廁。
2 本案於施工期間，打牆噪音影響學生上課造成不便，本處會檢討
改進。
3 今年度已提報計畫爭取經費辦理機械科及學生第 1 宿舍 1 樓廁所
整修，施工工期會儘量安排在暑假期間施工。
4 2 月 6 日本校報廢的車床 17 台、化工科設備及早期木模科木工機
器，標售所得 75 萬 5500 元。廠商昨天(2/10)已將報廢車床機械載
離本校。
5 開學前校園環境整理（除草）已規劃辦理中。
6 電子公文系統今年一級主管新增數項功能，已製作操作說明請主
任通知各主任善加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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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1.電子公文系統今年新增一級主管數項功能，希主管善加利用。
2.廢品標售所得請主計室妥適處理應用。
3.感謝總務處同仁的辛苦。
(四) 實習輔導處 汪冠宏主任請假張崑益組長代理報告：
1.全國技藝競賽共計 67 名學生參加比賽並且報名完畢。
校長：
1. 感謝實習處各位同仁的辛苦。
(五) 輔導室 李正婷主任報告：請假未出席
(六) 人事室丁細真主任報告：
1.依國教署來函 2 月 17、24 日請各處室務必配合留守 1/3 以上必要人
力。
2.人事室祝各位伙伴有一個愉快平安的新春假期。
校長：
1.請各處室依國教署規定 2 月 17、24 日留守 1/3 以上必要人力。
2.感謝人事室各位同仁的辛苦。
(七) 主計室張櫻文主任報告：
1. 依 104 年 2 月 5 日國教署及 105 年預算研習會規定：自 105 年起有
關教育部補助各項計畫之資本門一律預估列入預算，和以往最大
不同須更精確預估經費，以免預估不足無法動支預估太高造成執
行不力，故請各處室預估 105 年資本門預算實務必慎重且精準。
2. 再次強調學校經費統收統支觀念，有超收才可超支，因上級預估
本校自籌款收入很大，要如期達到有待努力，103 決算本校缺口高
達 400 多萬，將於年後召開一級主管因應措施會議提出解決方案
。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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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各處室依規定配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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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科主任報告：無報告
(十) 進修學校 潘莉棻主任報告：無報告
(十一)

技術教學中心 陳文帆秘書請假謝金威老師代理報告：

1.本中心於寒假期間辦理研習：
（1）1/28 辦理均質化教師技職體驗營，對象花崗國中 100 位老師。
（2）2/2 辦理氣壓乙級檢定。
（3）2/2～4 日與教育處合辦收費性質機器手臂寒令營。
（4）2/3～4 日 3D 列印設備辦理 12 小時教育訓練。
（5）2/7～8 本中心與資訊科辦理「智慧型機械人基礎程式」研習
（6）2/10～11 辦理 Arduino 自走車研習。
（7）2/12 辦理 3D 電繪與列印研習。
校長：
1.感謝技教中心同仁的辛苦。
2.辦理之各項活動若未發新聞稿亦請將活動紀錄及照片登載於花工簡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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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積極籌劃創校 75 週年花工青年特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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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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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秘書室巫春富秘書報告：

1.2/25（三）下午 13:00 校務暨教務會議。
校長：
1. 2/25（三）下午 13:00 校務暨教務會議，請各位同仁準時與會。
2.感謝巫秘書及同仁的辛苦。
七、 提案討論：無
八、 臨時動議：無
九、 結論：
（一）請各科主任及導師針對各科或班級成績優異的同學辦理轉學時
給予關心並且加強慰留。
（二）針對學生「7 日無故未到校經通知學生及家長，學校可逕自將其
休學」，請於開學後將法令宣導讓導師知曉且能運用啟動該機
制。
（三）煩請統計本校近 4 年體育及藝文團隊升學大專院校相關科系的
數據，在適當場合宣導讓老師們了解，喚起同仁支持學生參與
體育及藝文社團比賽前必要的公假，讓同學們能多元學習，進
而學到帶著走的能力。
（四）電子公文系統今年新增一級主管數項功能，希主管善加利用。
（五）請各處室依國教署規定 2 月 17、24 日留守 1/3 以上必要人力。
（六）辦理之各項活動若未發新聞稿亦請將活動紀錄及照片登載於花
工簡訊。
（七）2/25（三）下午 13:00 校務暨教務會議，請各位同仁準時與會。
十、散會：上午 11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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