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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1 年 6 月 30 日下午 2 時 10 分 

二、 地點：本校圖書館 

三、主持人：校長方保社 

四、紀錄：林玲秋 

五、出到席人員：詳如簽到冊 

六、主持人致詞：略 

七、上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均依會議決議辦理。 

八、各處室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 

許主任報告： 

1. 教務處報告請參閱書面 P5-P8。 

2. 請同仁務必詳閱會議資料，留意重要日程。 

3. 感謝高中部老師們已將成績輸入完畢，國中部亦請老師們於下星期將成績結算輸

入完成。 

4. 各位同仁如有任何需要，可洽教務處直接溝通，並請保持電話暢通以便聯繫。 

實研組陳組長: 

1. 升高三暑輔課表將再修正，並於修正後寄送至老師們信箱。 

(二)學務處 

石主任報告：  

1. 學務處報告事項，請參閱書面資料 P9-P13。 

2. 國高二文教參訪活動，請導師同仁通知學生務必於8/19中午12時10分到校參加行

前說明會。 

3. 部份國中部導師評語尚未輸入請儘速完成。 

4. 會後請導師遴選委員會同仁留下再召開一次委員會。 

(三)總務處 

王主任報告： 

1. 總務處報告內容請參閱手冊第 14 頁。 

2. 力行樓外牆防水工程完工後將進行粉刷及壁癌處理，訂於 111 年 7 月 12 日開標。 

3. 111 年度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改善訓練環境及器材設備採購:安樂高中田徑場投擲

場地改善工程於 6 月 28 日已決標。 

4. 另提醒本校下學期開學後午餐聯合採購，有規劃提供素食餐點，如有素食需求之

教職員請至總務處登記，學生部分請各班彙整後至總務處登記；班上有需申請家

庭經濟弱勢午餐補助者請即早至廚房辦公室提出申請，以利後續作業。 

      (四)輔導處 

簡主任報告： 

1. 輔導處相關資料請參閱 P15~P16。 

2. 輔導組於 5/20 已公告有關自我傷害辨識與防治處遇知能線上研習，請尚未填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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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同仁，儘速掃瞄 QR CODE 填報。 

3. 110 學年度下學期實施家庭訪問調查表各班導師均填寫完畢，感謝各位同仁。 

4. 預計辦理 111 學年度本校新生訓練，國中部訂於 8/16(半天)，高中部於 8/18(全天)，

煩請國一、高一導師及各處室同仁協助。 

5. 高級中等學校中途離校學生通報系統更新，下學年高中各班導師進行填報時需先

行上系統註冊帳號，填報及相關說明如會議資料第 61-67 頁。 

6. 111 學年度創造力資優班共錄取 11 位，將分別安排於 101-104 班，抽 8 節課合班

上課(含班會、社團、領域及輔導課)。 

  (五) 圖書館 

李主任報告: 

1. 圖書館報告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17-19 頁。 

2. 本學期圖書館委員會針對數位載具管理辦法，數位載具僅提供學生上課及自主學

習使用，老師如果需要借用請前一天提出申請。 

3. 暑假期間圖書館預計辧理 2 場活動: (1)7/11-7/12 及 7/18 辦理學生微電影欣賞；

(2)7/15 辦理講座，內容為外木山填海造地及海洋保育，歡迎有興趣師生共襄盛舉。 

    資訊組潘組長:  

1. 本校於 6/28 己辦理 A1 資訊研習，主要參加對象為高中部老師，國中部老師則由

教育處辦理研習，本次研習係配合生生有平板計畫。 

2. 預計於 8/26 將辦理一場 A2 研習。 

3. 學校網路速率升級，6 月份對外頻寬已從原來的 300M 提升至 800M，但無線網路

仍不穩定，資訊組已另裝設機具測試。 

4. 國中已於去年補助 60 台 Chromebook，今年教育部補助高中 77 台 Chromebook，

暑假會再補助 89 台，共計 200 多台可供使用，若有教學使用需求者，可事先至

圖書館預約登記。 

5. 請各位同仁利用暑假時間完成資訊素養與倫理相關課程研習。 

6. Google G-Suite使用相關事宜因為免付費，所以會受制各家大公司的政策．資訊

組建議不要把教育版帳號當作永久使用的信箱使用，請各位同仁將雲端資料下載

備份。 

7. 現有 office 2019使用認證每半年會到期，原則上自動上網認證即可。依照本市

政策，windows與 office預計在 2-3年後就會停止續約，屆時可能會無法使用

office軟體，須改用自由軟體辦公或使用。 

8. 今年度資安三小時課程，請各位同仁利用暑假時間上課，請進入ｅ等公務員+學

習平台 => 基隆ｅ學堂 => 基隆市政府 111年度【必修】組裝課程，裡面有三堂

課（電子郵件安全與社交工程防範、雲端應用安全實務、內鬼攻防戰），上課完

後請將研習證明寄給資訊組 aljh@aljh.kl.edu.tw   

  (六)人事室 

江主任報告: 

1. 人事室報告請參閱書面資料第 20 頁。 

2. 教師請假規則修正說明： 配合性工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將陪產假更名為陪產

檢及陪產假，並由五日增為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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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設備組) 

案由：111學年度第一學期國中部教科書採用版本如附件一(頁22)，已經由國中部課發會

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議，如無異議請予以通過。（提案單位：教務處設備組）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設備組) 

案由：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高中部教科書採用版本如附件二（頁 23），已經由高中部課

發會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議，如無異議請予以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案由：訂定本校高、國中部學生在校作息時間實施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 年 3 月 29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10034528A 號

函辦理。 

二、 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第 7 點規定略以，「有關學生在校作

息及各項非學習節數之活動，由學校依各該主管機關訂定之高級中等學校及國

民中學、國民小學學生在校作息時間相關規定自行安排。」針對教育部主管高

級中等學校，教育部於 111 年 3 月 7 日發布修正「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自 111 年 8 月 1 日生效。 

三、 依基隆市府來文要求本校需於於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結束前，依循民主參與之程

序，與學生、教師及家長充分溝通，經校務會議通過修訂後實施。 

四、 經學務處參考相關規定草擬本校國、高中部學生在校作息時間實施要點草案如

附件三、四(頁 25-28)。 

五、 學務處於 111 年 6 月 15 日併學輔會議邀集相關老師及家長會會長及學生會正、

副會長召開本校高、國中部學生在校作息時間實施要點草案審查會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案由：修訂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說明： 

一、 依基隆市政府 111 年 6 月 13 日基府教特參字第 1110123003 號函辦理。  

二、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申訴及再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已於 111 年 5

月 2 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10049363A 號令修正發布，其中第 5 條第 1 項規定：

「學生或學生自治組織提起申訴者，應於收受或知悉原措施之次日起 30 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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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面向學校為之」，請本校據以修正學生獎懲規定。 

三、 增訂條文及對照表如附件五(頁 29-30)，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如附

件六，(頁 31)。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案由：修訂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 年 6 月 10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10073920A 號

函及基隆市政府 111 年 6 月 13 日基府教特參字第 1110123003 號函辦理。 

二、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申訴及再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已於 111 年 5

月 2 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10049363A 號令修正發布，其中第 5 條第 1 項規定：

「學生或學生自治組織提起申訴者，應於收受或知悉原措施之次日起 30 日內，

以書面向學校為」，請本校據以修正學生獎懲規定。 

三、 增訂條文及對照表如附件七(頁 40-42)，本校學生學生獎懲實施要點如附件八、

九(頁 43-54)。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總務處(文書組) 

案由: 修正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校務會議組織及運作要點第三條乙案，如附要點草案及

修正對照表，如附件十(頁 55-60)。建請審議，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基隆市政府 111 年 3 月 30 日基府教學參字第 1110215242 號函辦理。 

二、 本案前經主任會議同意提校務會議審議後報市府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並報府核備。 

 

十、臨時動議：無 

十一、校長結論： 

1. 下學年起學校午餐將與長樂、安樂、港西國小進行共廚，相關事項確認後再請導

師們與予協助。 

2. 暑假期間學校辦理相關活動及研習，請規劃妥適並注意安全。 

3. 創造力資優班於下學年開辦，請同仁多予協助。 

4. 今年有曾琦瑩老師及高麗玲小姐榮退，感謝她們為安中付出，致上最深謝意。 

5. 再次感謝劉會長及學生代表一同與會。 

十二、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