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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花蓮高工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6 次行政（主管）會報紀錄
一、時間：104 年 4 月 22 日（星期三）上午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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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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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
六、主席報告：略
七、各處室業務報告：
（一）教務處 郭德潤主任報告：
1.10:20 職員甄選面談。
2.學生學習扶助方案獲得補助:
103 下 393,250 元，104 上 355,550 元，總共 748,800 元
3.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五年精進計畫草案公聽會活動請各處室支援工作人
員。
4.均質化輔導訪視訂於 4 月 30 日下午辦理，已經在準備中，投影片預定在
星期一給校長。
校長：
1.請各單位協助辦理教育部國教署五年精進計畫公聽會(5/6 下午)。
2.感謝教務處同仁的辛勞及努力。
（二）學務處 金良遠主任報告：
1.中華職籃樸園籃球隊昨日（4/21）蒞臨與本校籃球隊進行友誼賽，其中穿插
與職籃球員互動時間，活動熱烈並成功。
2.今天（4/22）下午辦理「宜花東推展原住民技職教育成果展」
，靜態展示在
藝文走廊辦理，動態展演於學生活動中心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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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天（4/23）上午河北藝術職業學校蒞臨展演，目前場地整備掌握當中。
4.上星期六完成學生活動中心前花圃､廣場､員生社後方草皮割草工作，接著
會由罰勤同學進行細部整理工作。
5.本學年公訓活動因參與班級過少，演講及部分儀程活動移至學校辦理。
校長：
1.中華職棒樸園籃球隊昨日（4/21）蒞臨與本校籃球隊進行友誼賽及與職籃
球員互動活動及河北藝術職業學校蒞臨展演活動請發新聞稿。
2.感謝教務處同仁的辛勞及努力。
（三）總務處 巫春富主任報告：
1.於 4/25(六)進行全校消毒，請學務處加強各區域水溝清理增加消毒成效。
2.持續進行圓環雜草､道路兩旁綠籬下雜草､員生社花圃､交誼廳周圍等環
境美化。
3.本處職員甄選訂於 10:30 辦理。
4.校長指示校舍油漆工程訂於本週六日施作。
校長：
1.4/24 請學務處安排全校大掃除含水溝清除完成後，4/25 請總務處安排全校
消毒工作。
2.感謝總務處同仁的努力及辛勞。
（四）實習輔導處 汪冠宏主任報告：
1.原住民電視台來電想報導中鋼原民班時間:4/23 10:00 到校
2.花蓮縣 103 學年度國中技藝競賽:
本校協辦職種有:
1.電機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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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動力機械-汽車，
3.動力機械-機車
4.已於 4 月 15 日圓滿完成
5.參賽人數為 268 得獎學生人數為 88 人
6.本校為總承辦學校，共辦理 9 個職種
3.第 45 屆全國技能競賽分區賽 4 月 24 日至 4 月 26 日分北中南 3 區同時競賽
(1)本校共有 67 位學生參賽
(2)帶隊老師共計 15 位
3. 4 月 30 日本校承辦國教署研習活動
(1)實用技能學程輔導報名線上填報研習會議-預計有花蓮縣 24 所國中輔導
室人員參加。上午
（2）104 年度實用技能學程宣導會，宜花東三縣國中輔導室人員參加。下午
校長：
1.原住民電視台 4/23 10:00 到校報導中鋼原民班，當天活動中心有活動，
到校採訪時通知本人撥冗陪同受訪。
2.4 月 30 日本校承辦國教署研習活動及花蓮縣 103 學年度國中技藝競賽請上
行事曆並發新聞稿。
3.感謝實習處同仁的努力及辛勞。
（五）輔導室 李正婷主任報告:
1.4/29 下午進行身心障礙學生企業參訪及職場體驗活動。
2.預計於 5/18(一)進行高三各班之大專校院入班宣導，請高三各班在教室內
聆聽各校簡介。
校長：
1.感謝輔導室同仁的努力及辛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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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人事室 丁細真主任請假阿娜組員代理報告：無報告
（七）會計室 張櫻文主任報告：無報告
（八）教師會胡涘艅理事長報告：無報告
（九）進修學校 潘莉棻主任報告: 無報告
（十）技術教學中心 陳文帆執行秘書報告：
1.二專長班 5/3 前招生，5/4 開始上課預計開設 AutoCad 及 3D 列印訓練班。
2.提 104 學年均質化及優質化計畫。
3.4/25 辦理 3D 掃瞄編修研習。
4.4/29（三）Fab Lab 成立觀摩會及東區 Fab Truck 啟用及揭牌儀式，各處
室協助配合辦理。
東區自造實驗室(Fab Lab)及行動實驗車(Fab Truck)啟用典禮(六版)
時
間：104 年 4 月 29 日 (週三) 上午 8:30 ~ 下午 12:30
地
點：國立花蓮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出席貴賓：行政院、國教署及相關計畫承辦學校
活動內容

8:30~8:50

接送與會人員及
開放廠商、媒體進入校園

8:50~10:00

東區巡迴高中協調會議
(8:40 報到)

9:50~10:00

接送
啟用典禮與會人員

地點
飯店
交誼廳

時間

車站
飯店

工作內容及負責人
一、1 部汽車接送與會者(國教署程彥森老師、國教
署專助楊純瑋、台中家商林清泉主任、台中家商專
助黃楹喬，共計 4 人)
二、8:30 開放廠商展示 3D 設備、媒體設備擺設。
一、 與會者如下：
國教署程彥森老師、國教署專助楊純瑋、台中
家商林清泉主任、台中家商專助黃楹喬及縣內
高中代表 20-24 人，預計 30 人
二、 會議前準備：記錄、簽到表、報告資料
三、 媒體記者拍攝位置前導
一、交通：
統帥飯店：1 部小巴
火車站：接送未住宿與會人員 1 部小巴
機場：接送政務委員 3 位-1 部汽車
二、簽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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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統帥飯店

火車站：
新北高工、
台中高工

報到
來賓就坐

10:15~10:25

歡迎式 10 分鐘
東區承辦學校/葉校長日陞主持

10:25~10:34
10:34-10:40

原舞迎賓 9 分鐘
主席 1 分鐘及院長 5 分鐘致詞

10:40-10:45

10:45-10:58

活動中心前廣場

10:00-10:15

Fab Truck 啟用典禮及合照
Fab Truck 導覽 5 分鐘
3D 列印相關成品展示 3 分鐘

Fab
Truck

一、 活動中心前廣場佈置
(一) 棚架及椅子 50 張/教官室
(二) 講桌<花>/總務處
(三) 簽到處、接待、音響設備、棚架/技教中
心
二、 活動進行
A. 司儀/學務處-郭玉芬小姐
B. 車輛引導/教官室
一、 來賓介紹、活動簡介、列隊歡迎院長蒞臨/校
長主持
二、 原舞迎賓、管樂伴奏/學務處(9 分鐘)

請司儀嚴控時間流
程

一、 引導長官至氣球供門前合照 2 張 3 分鐘
一張是學生合照、第二張是與會來賓合照/司
儀、學務處
二、 襄儀協助發放紀念品/校長主持本土伴手禮？
2 分鐘
一、 Truck 及參展廠商導覽 10 分鐘
二、 步行至 FAB LAB 實驗室/校長帶領 5 分鐘

合計 5 分鐘

一、 美援紀念盃說明/校長說明 3 分鐘
二、 司儀引導來賓揭幕及合影(需有音效) 7 分鐘
揭幕貴賓名單：
1.毛治國院長、2.蔡玉玲政務委員
3.教育部○○司長、4.國教署李菁菁科長
5.台中家商林怡慧校長、6.葉校長
7.縣長？ 8.立委？ (布條隨時增加)
註：行政院會通知花蓮縣政府毛院長行程。
一、 Fab Lab 導覽/陳執行秘書 10 分鐘

合計 7 分鐘

合計 15 分鐘

合計 13 分鐘

(步行至 FAB LAB 實驗室 5 分鐘)

10:58-11:05

Fab Lab 揭牌儀式及合照 5 分鐘
(美援紀念盃說明 2 分鐘)

Fab
Lab
11:05-11:20

合計 15 分鐘

Fab Lab 導覽 15 分鐘
Maker game 3D 實作

11:35-12:30

東區 Fab Lab 觀摩交流會議
一、 致詞(合計 30 分鐘)
葉校長日陞致詞 5 分鐘
蔡政委致詞 10 分鐘
國教署長官致詞 10 分鐘
台中家商林校長致詞 5 分鐘
二、 Fab 簡報說明會 15 分鐘
三、 媒體發問及交流 20 分鐘

12:30

歸賦

交誼廳

11:20-11:35

15 分鐘
(國教暑自備實作教材 10 分鐘)
本校實作教材 5 分鐘

車站

一、 3D 實作/○○教師：
(一) 國教暑自備實作教材 10 分鐘
(二) 本校準備：5 分鐘
1.藍芽 CAR 2. 3D 列印半成品
二、 司儀引導來賓 Lab 前引導列隊歡送(雙排)
一、 步行 3 分鐘至交誼廳
二、 政委及國教署長官、與會校長、主任回活動
中心，Fab 簡報及召開記者交流會/校長及執
秘
三、 會議前準備：記錄、簽到表、簡報、午餐/
技教中心
四、 致詞貴賓請？

11:35 院長離開
合計 15 分鐘

註：建議與會者搭程 12:50 車次 417 普悠瑪號接送
與會人員(車站)
火車：中辦長官 1 部汽車
機場：接送政務委員 3 位-1 部汽車

校長：
1.4/29（三）Fab Lab 成立觀摩會及東區 Fab Truck 啟用及揭牌儀式，各處室
協助配合辦理。
2.感謝技教中心同仁的努力及辛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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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教官室 項英傑主任教官報告：無報告
（十二）圖書館 徐彭傳主任報告:無報告
(十三）員生社閻主席國中：未出席
（十四）校長室 巫秘書春富報告：同總務處報告
九、結論：
1.請各單位協助辦理教育部國教署五年精進計畫公聽會(5/6 下午)。
2.中華職棒樸園籃球隊昨日（4/21）蒞臨與本校籃球隊進行友誼賽及與職籃
球員互動活動及河北藝術職業學校蒞臨展演活動請發新聞稿。
3.4/24 請學務處安排全校大掃除含水溝清除完成後，4/25 請總務處安排全校
消毒工作。
4.原住民電視台 4/23 10:00 到校報導中鋼原民班，當天活動中心有活動，
到校採訪時通知本人撥冗陪同受訪。
5.4 月 30 日本校承辦國教署研習活動及花蓮縣 103 學年度國中技藝競賽請上
行事曆並發新聞稿。
6.4/29（三）Fab Lab 成立觀摩會及東區 Fab Truck 啟用及揭牌儀式，各處
室協助配合辦理。
十、討論提案：無
十一、臨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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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散會：上午 10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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