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立鼓山高中105 學年度第2 學期第4次擴大行政會報會議資料106

年5月23 日

高雄市立鼓山高中 105 年度第 2 學期 106 年 4 月 25 第 3 次擴大行政會報主席裁指示決議事項分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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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承 辦 單 位執

行

情

形

無主席裁指示決議事項。
貮、提案討論：無。
參、各處室報告：
1060523 擴大行政會報 教務處報告
教學組
1. 依據「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新生夏日學習動能提升計畫」
，請貴校務必辦理本（106）
年度暑期新生待加強補救教學，俾利銜接高級中等階段教育。援往例預定於本暑
期開設高一新生英、數補救課程。
2. 考量學生學習權益並提高師資品質，並因應未來減班之虞，請國中老師積極進修第
二專長或參加非專長授課之研習課程。
註冊組
1. 經 106 年 5 月 12 日中午 12 時 30 分召開之多元入學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本校 106
學年度轉學生之招生名額及門檻如下：
高一升高二招生名額 高一升高二招生名
及錄取門檻
額及錄取門檻

簡稱
招生
性別

學校名稱

校址

電話

代碼

社會組

自然組

第一類 第二
組
類組

第三
類組

高雄市
14
16
0
高雄市立
鼓山 男女 鼓山區
521-3258 成績達全體考生總成
鼓山高級中學 高中 兼收 明德路 2
績後標
號

社會
組

自然組

第一 第二
類組 類組
0

0

第三
類組
0

2.到學期末的成績相關重要時程(含畢業相關事務)，敬請老師留意，若為同學相關，
多予適時提醒；另高中部學生達 1/3 缺曠(事假+曠課)該科學期成績 0 分計算，恐影
響畢業資格，敬請老師再予叮嚀：
項次 時間
重要項目
備註
1. 106.05.19(五) 公布國三補考名單
敬請老師多予提醒協助
1

2.
3.

國三補考
繳交國三補考分數

5.
6.

106.05.23(二)
106.05.26(五)
中午前
106.05.31(三)
中午 12:35
106.06.05(一)
106.07.04(二)

7.

106.07.19(三)

繳交國一、二補考分數

項次 時間
1. 106.05.19(五)
2. 106.05.22(一)
中午 12:30
3. 106.05.25(四)
4. 106.06.01(四)
5. 106.06.05(一)
6. 106.07.04(二)

重要項目
公布高三補考名單
未達畢業標準同學注
意事項說明會
高三補考
繳交高三補考分數
校對畢業證書資料
高一、二學期成績繳交

4.

7.

106.07.17(一)

召開成績評量審查委員會

審查是否符合畢業條件

校對畢業證書資料
國一、二學期成績繳交

暫訂
(1)段考及平時成績結算
(2)確認單簽名繳交

備註
敬請老師多予提醒協助

暫訂
(1)段考及平時成績結算
(2)確認單簽名繳交

繳交高一、二補考分數

3.106 學年度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直升入學重要日程如下：
日期
重要項目
106.06.01(四)-06.09(五)
直升入學報名
中午 12 時前
106.06.13(二)下午 3 時
直升入學放榜
106.06.14(三)上午 9 時-12 時
直升入學報到
106.06.15(四)上午 9 時-12 時
直升入學備取報到
106.06.15(四)中午 12 時前
報到後聲明放棄截止期限
4. 『離校手續單』現已請各處室確認項目中，確認後將於這幾天發放給國三、高三導
師，相關資訊提前給導師知道，也請導師適時協助班長或相關同學，以利同學辦
理順利手續，感謝您。
5. 若各處室若有相關高中新生資料須轉發者，請於 5 月 31 日(三)前轉交教務處，便
於共同處理以轉發新生參閱。
試務組
【國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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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中會考已於 5/20(六)~21(日)順利結束，感謝老師及各處室辛苦到場指導與協助。
2. 5/23(二)將至海青進行免試入學多元發展項目送件，感謝國三導師辛苦協助收件。
3. 5/23(二)~24(三)為國三補考，相關日程表已公告至校網及發至各班。
4. 5/25(四)將至三民家商報名技優。
【高中部】
1. 5/16(二)已完成指考報名。
2. 5/24(三)第一~三節將於晚自習教室針對高二同學進行 TASA 施測，相關資料已發至
各班，再煩請高二導師提醒學生準時至指定地點應試。
3. 5/25(四)~26(五) 為高三補考，相關日程表已公告至校網及發至各班。
教研組
1. 106 學年度高中優質化計畫初審結果「通過，不需複審」
。感謝接續承辦高優計畫的
老師們，尚需修改的部分會另行通知。
2. 本學期優質化專家輔導會議已於 5 月 18 日(二)召開完畢，感謝各子計畫承辦人、科
主席的協助。
3. 本學期高中部獎優課程、學習扶助課程預計在 6 月 9 日結束，感謝支援以上課程之
老師。
設備組
1. 均質化活動:「夢想起飛」～無人飛機創新應變實施計畫
(一)參與對象：
高雄市北區國中學校學生，名額 320 人，分 4 個梯次，每梯次
80 人，分二組跑班教學。
(二)時間與地點：
(1)時間：第一梯次:106 年 5 月 22 日，週一 (13：00~16：00)
第二梯次:106 年 5 月 24 日，週三 (13：00~16：00)
第三梯次:106 年 6 月 3 日，週六 (13：00~16：00)
第四梯次:106 年 6 月 5 日，週一 (13：00~16：00)
(2)地點：高中部弘毅樓 3 樓電腦教室、2F 視聽教室、E 化教室
及操場
2. 以上時段須使用司令台及操場進行無人機操作飛行，非相關人員請勿進入操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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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行政會報學務處報告

106.05.23

訓育組
1.本學期社團評鑑訂於 5/24(三)五六節於 2F 會議室舉辦,評鑑人員計有:學務主任、訓
育活動組長、國中部導師代表、高中部導師代表、學聯會會長等五人,相關辦法再發
放與各社長與評鑑人員。
學發組
1. 5/31(三)學輔會議(高-第五節、國-第六節)。
2. 106 級畢業典禮流程表、會場座位表、畢業生離校手續及畢業典禮行程通知。(如
附件一~三)。
3. 本週 5/24 高中部川堂升旗，5/26 國中部川堂升旗。
4. 國三、高三已完成班週會紀錄簿、聯絡簿暨週記抽查作業。6/14(三)國一、國二聯
絡簿抽查，高一、高二週記五篇抽查；6/16(五)國一、國二聯絡簿補抽查，高一、
高二週記補抽查；6/23(五)國一、國二、高一、高二班週會紀錄簿抽查。
衛生組
1.因應流感防治保健室於星期一早上發放消毒噴瓶，星期五下午回收裝藥劑，請各班
導師協助叮嚀同學準時拿噴瓶及回收裝藥。
2.因應登革熱防治，煩請導師費心指導學生徹底清理外掃區，注意花草盆栽，避免容
器積水，易積水地區，加強清理水溝，以減少登革熱病媒蚊孳生，非常感謝導師的
辛苦。
3.六月份國三、高三畢業後，掃地區域會分配給在校班級協助打掃，詳細區域分配表
於畢業典禮前再發給各班與導師。
體育組
1.國三班際排球賽賽程(如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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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畢業典禮 60 周年(溜 • 時光)(白天)
時間

活動內容

人員

地點

備註

08：40-08：50

全體畢業生、在校生

校園

09：00

畢業生穿堂集合
在校生活動中心定位
典禮開始

全體畢業生、部分在校生

典禮台

09：00-09：05

開場表演

高三生

典禮台

09：05-09：15

主席致詞/介紹貴賓

康瓊文校長、與會貴賓

典禮台

09：15-09：20

頒發畢業證書－畢業班代表受領
頒發交換生結業證書

高三、國三校排一

典禮台

09：20-09：30

頒獎(市長特+1、議長、局長獎)

09：30-09：40

國三表演

09：40-09：50

頒獎(校長、家長會長獎)

09：50-09：55

校友會獎、學測會考績優特別獎

09：55-10：05

頒獎(特殊表現、公共服務、德行
獎、全勤獎)

10：05-10：15

高三表演

高三生

典禮台

10：15-10：25

在校生代表致歡送詞

高二、國二司儀

典禮台

10：25-10：30

畢業生代表致謝詞

由級導師推薦

典禮台

10：30-10：35

交換生致詞

外籍生

典禮台

10：35- 10：40

影片-三年來的感謝

10：40-10：50

畢業生謝師恩(畢業生代表獻花)

畢業班導師、各班代表

典禮台

10：50-11：00

唱校歌

全體畢業生

典禮台

現場

11：00-11：05

唱畢業歌

全體畢業生

典禮台

現場

11：05-11：10

導師分發畢業證書

畢業班導師

典禮台

11：10-11：20

微電影(溜 • 時光)

籌備中

投影幕

11：20-11：30

夢想傳承

11：30-11：35

禮成

11:35-11:45

在校生退場至跑道準備歡送
畢業生分送餐盒

11：45-11:50

校園巡禮出校門

現場

典禮台
國三生

典禮台

現場

典禮台

典禮台

投影幕

畢聯會會長、學聯會會長

典禮台
典禮台

全體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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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門

影片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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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山高中 106 級畢業生離校手續及畢業典禮行程通知
壹、6 月 7 日【星期三】下午第五、六節辦理畢業典禮彩排預演
貳、6 月 8 日【星期四】國三、高三各班離校手續(請任課老師隨班指導)
07：30

到校

08：00~08：50

各班清理環境及個人物品打包 (任課老師協助、衛生組)

09：00~11：00 1. 學生證收繳 (註冊組)
(離校程序完
2. 請假證、機車停車證收繳 (生輔組)
成、公務點檢、
環境衛生檢查。) 3. 確認班級使用公共餐具繳回(衛生組)
4. 班級公物清點、鑰匙繳回及損壞賠償（導師、總務處）
11：00~11：50

畢業生及當節任課老師穿堂集合，發畢業紀念品(暫定)
完成教室清理、公物清點確認後放學
(學務處、總務處、教官室、教務處)

叁、6 月 9 日【星期五】 畢業典禮
08:30

全校在校生於活動中心集合(請任課老師隨班指導)

08:30~08:50 畢業生穿堂集合
08:50

來賓及師長就位

09:00

典禮開始

12:00

典禮結束

註：
一、典禮於本校活動中心舉行，進入會場所有人員嚴禁攜帶飲食及嚼食口香糖，應著整齊夏季制服，
並遵守秩序。
二、為準確控管時間，請導師督促同學各項集合及有關事項務必準時。
三、以上行程另公告於本校首頁，請同學轉家長知悉。
四、尚有不明白處，請洽學務處 5201（主任）、5205（學發組）或 5222（生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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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山高中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班際排球比賽賽程表
每場比賽均採 3 戰 2 勝制
場
比賽日期/時間
次
1 05/22(一) 14：05-14:50
2 05/22(一) 15：00-16:00
3 05/23(二) 14：05-14:50
4 05/23(二) 15：00-16:00
5 05/24(三) 14：05-14:50
6 05/24(三) 15：00-16:00
7 05/25(四) 14：05-14:50
8 05/25(四) 15：00-16:00
9 05/31(三) 14：05-14:50
10 05/31(三) 15：00-16:00

比賽隊伍

304-306
301-305
306-303
305-302
303-304
302-301
A1-B2
A2-B1
1 負-2 負
1 勝-2 勝

獲勝隊伍

比賽地點

本
校
排
球
場

總務處報告事項
一、 各組報告事項
＜事務組＞
目前進行及規畫的業務：
(1) 學生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2) 舉重訓練室補照及整修工程。
(3) 勵學樓補強工程。
(4) 活動中心視聽設備設置工程。
＜出納組＞
(1) 煩請級導轉達各班導師，本學期尚未繳費的學生，請他們儘快缴交，特別是
國三、高三的同學，務必在辦理離校手續前繳交完畢。
＜文書組＞
(1) 101 年 8 月第一批因應第二代公文系統辦理自然人憑證之同仁，即將於今年
8 月初到期，請同仁注意時間，於憑證到期前 60 天至有效期限屆滿後 3 年
內可上網至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辦理線上展期，或攜身份證親至各戶政事
務所辦理展期擇一即可(無論採用線上或者臨櫃辦理憑證展期均不收取費
用)。
(2）請同仁注意公文辦理時限，並儘速歸檔。
二、 共同重要事項通知
(1) 為落實「政府機關及學校四省專案計畫」。請各處室、辦公室同仁協助實施
以下事項：
(a)上課時段或離開辦公室，請務必隨手關閉電燈、電扇、冷氣等電源，尤其
要記得離開辦公室時務必將冷氣的風機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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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本校儲冰式空調系統使用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室外溫度達 28℃以
上時方供應冷氣啟動，冷氣開啟溫度下限將統一控管於 26℃-28℃。
(c)影印資料時能多多使用回收紙張。
(d)使用學校電話洽公時能長話短說。
(e)全校每日用膳暨午休時間（11時50分至13時05分）實施關燈1小時。
總務處謝謝全校同仁的配合!!
(2) 本處將配合教務處及學務處辦理畢業班離校手續時檢查各班公物保管情
形，請各班導師協助提醒總務股長及同學目前暫定 5/24(三)之後，先進行
國三班級教室課桌椅清點及桌面檢查。
(3) 勵學樓耐震補強工程暫定今年暑假施工，施工期間造成師生進出動線及教
學不便，敬請見諒，另「施工期間師生同仁請勿進入危險區域」，以免發
生意外。

輔導室報告事項
輔導組:
1. 預計於 5/22~6/2 辦理國三各高中職校五專蒞校宣導，辦理方式:由國三生報名欲了解的
宣導學校，由輔導室安排報名學生於各校宣導時段抽離班級至輔導室旁 E 化教室聆聽，
請各國三任課老師留意各班同學出缺席情況。(確定名單已發至各班點名單，感謝!)
2.賀 306 羅詩夢同學參加慈孝家庭選拔獲「高雄市教育局 106 慈孝家庭楷模入選獎狀」
。
3.賀 302 黃茹屏同學參加高雄市技藝競賽藝術組榮獲全市第四名。
4.技藝班成績優良同學於 5/26 國中朝會頒獎表揚。(名單已發至各班，感謝!)
5.賀 106 年 3Q 達人全市選拔本校榮獲佳績: (獲獎同學導師亦獲得教育局嘉獎乙支，感謝辛
勞!!)
★恭喜 405 黃鈺晴同學榮獲全市高中 AQ 達人優選殊榮。
★恭喜 405 林惠娟同學榮獲全市高中 EQ 達人入選殊榮。
★恭喜 406 王亭文同學榮獲全市高中 MQ 達人入選殊榮。
★恭喜 206 方鈺婷同學榮獲全市國中 EQ 達人入選殊榮。
★恭喜 206 鄭婉琳同學榮獲全市國中 MQ 達人入選殊榮。
(相關得獎資訊公告於學校網頁)
※以下為各班當選之 3Q 達人，將可獲得班級達人當選獎狀乙張與嘉獎乙支。
→各班級當選達人獎狀於 5/31 學輔會議時轉交導師，請導師於班級中頒發獎勵。
★國中各班 3Q 班級達人
★高中各班 3Q 班級達人
國中 3Q AQ 達人 EQ 達人 MQ 達人 高中 3Q AQ
EQ
MQ
101
朱千瑩 蔡亞倫 王芝云
402 梁紘睿
洪瑜廷
102
王菽薰 林宜臻 陳名賢
404 鄞伯安 鄭舒方 江心瑜
103
簡仕霖 張佳臻 張誌升
405 黃鈺晴 林惠娟 陳正輊
104
洪維澤 林裕宸 楊鈺萱
406 鄭瀚
王亭文
105
張筑晴 李民
龔竑洺
407 張素雲 薛惟馨 韓竣任
201
趙御安 鄭聿晴 張睿紹
408 蘇峻德 劉恩慈
202
黃冠霖 蔡晏雨 鄭家偉
501 蔡尚澄 王晨瀚 陳柏豪
203
胡嘉捷 謝銘凱 王榆甄
505 呂惠真 陳可容 王子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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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205
206

陳家瑩
高識凱
郭柏呈

莊雅媛
陳佶財
方鈺婷

李昕祐
林冠廷
鄭婉琳

506
507
508
601
605

越宇農
游凱妮

陳詠琪
歐力菲

許育綺
薛楷俐
邱閔如

蔡念璇
吳佳欣

※以下為全校 3Q 達人前三名，可獲得全校達人獎狀乙張，嘉獎兩次。
→將於 6/2 全校朝會時於升旗台公開頒發獎狀表揚。
國中 3Q AQ 達人
EQ 達人
MQ 達人
高中 3Q AQ 達人
EQ 達人
MQ 達人
405 黃鈺晴 405 林惠娟 406 王亭文
第一名 204 陳家瑩 206 方鈺婷 206 鄭婉琳 第一名
605 吳佳欣 506 陳詠琪 405 陳正輊
第二名 205 高識凱 205 陳佶財 201 張睿紹 第二名
第三名 203 胡嘉捷 204 莊雅媛 204 李昕祐 第三名
507 游凱妮

205 林冠廷

407 薛惟馨

507 薛楷俐

5.講座資訊:
6/14(三) 14:15-15:00 國一性平影片觀賞(原班+寫學習單)
13:00-15:00 國二家庭教育講座(五樓會議室: 『貝禮一家』中家人關係與性平、倫理
之探討)
※資料組
1. 資料組於五月份舉行生涯檔案檢核暨比賽，表現優良的學生有嘉獎及獎狀以玆鼓勵，請國
中部導師留意，截止日期為 5 月底。
2. 生涯輔導紀錄手冊還未送至資料組檢核的班級，請導師盡速送至資料組，謝謝各位辛苦的
導師，資料組萬分感謝
3. 美術班今年的畢業展在駁二舉行，時間:5/20(六)~6/4(日)，平日/14:00–18:00、假日(六
日與端午連假)/11:00–18:00
地點: 駁二藝術特區 蓬萊 B10 倉庫 (In Our Time 電台食堂)
歡迎有空的同仁前往參觀。
特教組

1、106 年度國民中小學創意運動會腦力競賽
報名:106 年 9 月 1 日~9 月 11 日 17:00 止
請國中各領域召集人以及級任導師參考附件(實施計畫)，鼓勵學生參賽

2、特教鑑定安置宣導
106 年度鑑定安置時程:106 年度第 2 次(106 年 8 月底)、106 年第 3 次(106 年 9 月底)
若貴班有疑似身心障礙學生且有特殊教育需求者，欲申請高雄市特殊學生鑑輔會鑑定，請注意以
下事項：
1) 若老師不瞭解學生之身心障礙特質，可先填寫特殊需求學生轉介表-100R，進行初篩。(下載路
徑：學校網站→表單下載→輔導室→特殊需求學生諮詢表)
2) 若需要特教組協助，請事先通知，以便準備相關資料。
3) 務必先與家長溝通，取得家長/監護人同意後，特教組才能進行心理測驗及資料收集。
4) 疑似學習障礙學生需收集補救教學資料，疑似情緒障礙學生需收集認輔資料。
5) 依學生狀況進行標準化測驗，屆時需要導師、任課教師填寫測驗資料或鑑定表單，敬請各位老
師協助。
鑑定個案需經校內特推會討論，才能上網提報，請注意鑑定時程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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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輔導
1.高三面試秘笈手冊，學生如果沒有要留存在分邊，可以拿到輔導室回收，以便發給學弟妹，再
次使用。
2.日前已召集高三指考學生，說明暑期考試分發選填志願輔導時程與注意事項，並於 7 月 21 日
（五）10：00 在弘毅樓 2 樓視聽教室，舉辦「指考-考試分發選填志願輔導」，可以鼓勵畢業
生返校聆聽。
1060523 擴大行政會報 人事室宣導事項
一、法規宣導：
(一)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修正「高雄市立國民中小學教師介聘作業要點」乙份 ，自發布日起生效。
（附件 1）

二、人事資訊：
(一) 依據 106 年 5 月 2 日 106 年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作業
(第 3 次)縣市籌備會議決議，恢復「於同一學校滿二學期因結婚或生活不便，有具體事實，經
服務學校同意者，得申請介聘。」之但書機制。（附件 2）。
(二) 公務人員月退休金及遺族月撫慰金改為按月發給，自 107 年 1 月 1 日施行。（附件 3）。
(三) 有關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利用部分辦公時間進修期間得否兼任教學助理。（附件 4）。
(四) 端午佳節將屆，加強宣導「本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並落實登錄制度。
1.依據本府政風處案陳法務部廉政署 106 年 5 月 15 日廉預字第 10605006160 號函辦理。
2.端午節將屆（106 年 5 月 30 日）
，請務必詳閱「本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
（下稱本規範）
，並要
求同仁對於與職務有利害關係之個人、法人或團體餽贈或邀宴，除有本規範第 4、7 點第 1 項
各款情形外，應予拒絕或退還，並落實知會登錄程序。
3.另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為深化同仁對廉政倫理法令之認知，於「e 等公務園學習網」與「地方
行政研習 e 學中心」等 2 個數位學習平台，均已建置廉政倫理相關課程，請同仁踴躍上網學
習。
(五)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與本校共同舉辦「106 年度『幸福高雄，創新卓越』學習列車－員工協助
方案研習」
，於 106 年 5 月 31 日下午假本校本校勵學樓 2 樓 E 化教室舉行，邀請美和科技大學
講師根秀欽蒞校演講，敬請踴躍參加。

高雄市立鼓山高中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擴大行政會議資料
教官室提報資料：
106.05.23(二)
壹、轉達上級各項重要政令宣導：
一、重申依高雄市政府教育局105年02月23日高市教健字第10530966700號來函為防
範校園電子煙氾濫，請依說明事項所列具體措施辦理。範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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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應協助追查校園電子煙來源，將獲知電子煙來源的資料，應函送警察局
（少年隊）追查成分及來源。
(二)中小學校應於「健康與體育」或「健康與護理」等相關領域課程內之適當單
元融入電子煙危害認知教學。
(三)將電子煙危害融入菸害與藥物濫用防制課程，以利學生識讀。
(四)將電子煙危害納入推動校園「藥物濫用防制」及一般衛生教育宣導。
(五)請加強將電子煙防制知能納入教育訓練課程。
(六)如發現學生吸食電子煙之成分含毒品，請比照「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
級預防輔導作業流程」及「教育部推動防制學生濫用諮詢服務團計畫」
；如發
現學生吸食電子煙之成分含尼古丁，請比照二代戒菸協助尼古丁戒治輔導，
以杜絕電子煙危害。
二、重申高雄市政府教育局105年09月19日高市教高字第10535661200號函
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為防範校園肇生重大校安事件，重申強化校園安全
應變措施，而相關細部說明如下:
(一)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5年9月12日臺教國署學字第0104447
號函辦理。
(二)請各級學校加強學生安全意識及被害預防觀念宣導，並強化學生意
外事件臨機應變能力與緊急求助技巧，相關事宜及宣導事項如下：
1.提醒學生上學勿單獨太早到校，放學不要太晚離開校園，務必儘量
結伴同行或由家人陪同，絕不行經漆黑小巷或人煙罕至的地方及進
出危險場所。
2.同學應配合學校作息時間，課餘時避免單獨留在教室，不單獨上廁
所，避免單獨到校園偏僻的死角，確保自身安全。
3.課後社團及課後照顧班或自習班級之教室應集中配置，減少放學後
樓層出入口動線，便於加強管控人員出入，在校遇陌生人或可疑人
物，應立即通知師長。
4.遇陌生人問路，可熱心告知，但不必親自引導前往，應隨時注意自
身安全，切勿聽信他人的要求，交金錢或隨同離校。
5.在校外發現陌生人跟隨，應快速跑至較多人的地方或周邊最近愛心
(便利)商店，並大聲喊叫，吸引其他人的注意，尋求協助。
(三)落實校園門禁安全管制及依作息時段(含上、放學時段)於校園及周
邊指派人員實施巡邏，對於可疑人、事、物應提高警覺，儘速通報
12

協處，預防校園危安事件發生。
(四)針對校園周邊繪製危險熱點地圖並公告及宣導，並依規定完成校園
安全環境檢測，於每學期應辦理人為災害演練，精進校屬人員應變
能力。
(五)各校應利用相關課程或集會時機，加強師生安全意識，及被害預防
觀念教育。
三、依據高雄市政府106年04月26日高市教軍字第10632628100號重申校園加強門禁
管制暨失竊防範提醒，說明如下:
(一)近期本市發生多起「校園失竊事件」，經檢視發生時間均於夜間及
凌晨時段，竊盜手法大多為「撬開門鎖或破壞門窗後」行竊，受害
處室多數為學務處、總務處及導師辦公室等行政辦公室，統計失竊
物品計有金錢及高單價資訊設備。
(二)請各級學校(幼兒園)提醒師生注意個人財物保管，貴重物品(金錢)
勿置於學校(園所)，注意門禁管制作為，並協請轄區警方加強夜間
校園周邊安全巡查，避免類案肇生。
(三)因應發生重大校安事件(汛期期間)即時聯繫學校瞭解狀況，務必請
各級學校(園所)主管或承辦人有異動時，應立即修正「教育部校園
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內之學校緊急聯絡人資料
四、上開各項政令惠請各處室及各級師長協助宣導之。

貳、近期執行工作重點：
一、於 04 月 07~08 日(六、日)本室協助學務處辦理『柴山生態導覽解說
員培訓營』活動。
二、於 04 月 12 日(三)下午 1310~1500 時止(高中部班週會活動時間)，假
本校五樓會議室實施高中部一年級實彈射擊體驗動作預習訓練，任務圓滿完
成，在此感謝高中部一年級及 509 班導師的協助與支持。
三、於 04 月 15 日(六)主任教官馬建山中校返校帶領志工服務學生協助學
校辦理 106 學年度國一新生報到等相關事宜。
四、於 04 月 22 日(六) 主任教官馬建山中校返校帶領志工服務學生協助
輔導室辦理教育優先區親子講座活動。
五、於 04 月 18 日(二)上午假陸軍官校完成學生實彈射擊體驗活動，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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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圓滿完成，在此感謝高中部一年級及 509 班導師的協助與支持。
六、本室於 106 年 05 月 11 日(四)下午 1330 至 1430 時止，配合高雄市政
府實施全民防衛動員『萬安 40 號演習』，圓滿完成任務。
七、訂於 05 月 27 日(六)本室由主任教官馬建山中校及王士傑中校帶領高
二、三年級計 10 位同學代表學校至高雄愛河參加高雄市政府〔106 年
度自力造筏〕活動，在此感謝黃怡燁老師及錢韻竹老師的全力協助與
支持。
八、協助弱勢學子申辦各項學產基金或急難救助金等事宜。
九、持續加強學生品德教育暨校園整體安全維護工作。
十、持續協調連繫各軍事校院與部隊單位，蒞校實施全民國防各軍事校院
招生與部隊募兵宣導工作，提供鼓中孩子們多元選擇。
參、協請各處室配合事項：
再次提請各處室如有在集(週)會安排任何宣講或藝文活動，需要教
官室同仁協助集合學生時，除請事前運用無聲廣播通知相關班級師生外
知悉，並麻煩於活動當日上午前再次通知本室值星教官知悉。此外；如
當日其餘教官同仁恰巧逢課務、公休假或是正從事其他勤務時，僅剩乙
位教官而無法全面協助下，仍惠請承辦處室同仁協助，俾利任務推展。
生輔組:
一、

105-2 學期第 1 次獎懲會議於 4 月 26 日召開完畢; 105-2 學期第 2 次獎懲會議

預於 6 月 30 日召開。
擴大行政圖書館報告事項

106.05.23

一、圖書服務
1.感謝國中導師及國文教師協助推動愛閱網認證及晨間閱讀。
本學期統計到 5 月 31 日，統計完成後辦理模彩活動。
2.配合教育部國教署充實圖館藏書經費，本校榮獲補助 60,000 元，
煩請各領域教師協助推薦購書清單，相關資料已放於二次段考後
教學研究會資料。煩請各領域於 5 月 31 日前提供書單，並暫定
於 6 月 6 日(二)12:30 開臨時圖書館館委員會，以審核此次購書
清單，屆時煩請委員出席(各領域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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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教育
1.7 月 7 日-7 月 15 日辦理韓國姊妹校學習體驗之旅，相關行程及 細節已公告，目
前尚有名額，請教師鼓勵學生參加。
2.5 月 3 日(三)邀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志工團蒞校隊國際交流社分享國際志工經驗，
順利辦理完畢，感謝各處室協助。
4.5 月 14 (日)9:00 圖書館順利辦理 106 日本教育旅行說明會。5 月 21 日~5 月 27 日
辦理 106 雄工與本校聯合日本教育旅行，本校有 14 位學生參加。
三、資訊研習
1.依據高市教資字第 10632804900 號函,請各處室主任協助轉知處室同仁線上資訊研
習。「上網,不迷惘」數位學習課程，完成後核發研習時數 1 小時。因本年度未申
請到教育局補助辦理資訊研習經費，鼓勵教師利用線上研習，已達成 6 小時資訊
教師研習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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