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善化高中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主管會議暨
109 學年度第 11 次防疫小組會議
會議記錄
一、日期：110 年 06 月 22 日星期二 0900 時
二、方式：Google Meet
三、主席：潘致強校長
四、記錄：林秋玲秘書
五、人員：教務處鄭長河主任、學務處楊博閔主任、教官室周宏昌主教、
總務處許俊雄主任、輔導室余郁雯主任、圖書館林美玲主任、
人事室蘇信旭主任、主計室蘇意雯主任。
壹、上次會議(1100525 第 4 次主管會議暨第 8 次防疫小組會議、1100615 第 10 次防
疫小組會議)
 1100525 第 4 次主管會議暨第 8 次防疫小組會議校長指裁示及管制事項
一、指示事項
(一) 復課準備
1. 評估用餐隔板準備。
2. 因應全國入學期程後延一周，調整新生報到暑假行事曆。
3. 川堂架設感溫設備，請積極研議。
4. 畢典直播事宜預為因應。
(二) 停課延期準備
1. 線上畢典參酌各校實務。
2. 高三補考及重補修需再評估後延，另視聽中心視聽椅預為修復。
3. 預排輪值表一週，並依國教署建議採 1/2 留守為原則。
(三) 招生宣導應變:正港善化人及 LINE 會考社群運用，並構思其他可行遠距方
法。
(四) 居家辦公仍應力惟行政效能運作，電子公文扣除假日與請假期間，與前一
會簽人應不超過一日，同仁亦應藉此疫情提升自我行動辦公知能。
(五) 與廠商研議，加速停課期間之各項環境整備工作。
(六) 雖因停課影響，但高一升二分組需掌握調查作業時程。
(七) 有關高二師生建議比照班級幹部統一上傳社團幹部至學習歷程系統，再研
議其技術面之可行性，若有困難也要向師生說明。
二、 裁示事項
(一) 指考考生服務餐盒援例辦理，由於可能繼續停課，預購收餐費方式可再研
議。
(二) 若繼續停課，6.2 社團取消。
(三) 因應大考英聽報名需求，本年二升三畢冊照相因需招標，請學務處提早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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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四) 為落實防疫 5.31 日復課前，高三仍不宜因畢典錄製影片需要出家門。
(五) 軍校陸續放榜，除製作榜單張貼，群組公告喜訊，另亦請送註冊組彙編本年
大學多元入學榜單。
(六) 有關二升三年級教室調遷，再視冷氣更換狀況分批調動。
三、 持續管制事項
(一) 本校目前監視系統仍多有缺陷，改善刻不容緩，請教官室整體評估需求後，
若經費不足，提報鈞署支援。（1100323~）；另圖書館內亦請強化死角之監視
功能。
(二) 有關資訊安全應依檢核要件逐步整備，需改善事項請廠商評估估價後簽辦，
另請擬定應配合事項檢核表並召開資訊安全委員會，以利逐步管考落實。
（1100323~）預定 0707 進行訪視。
(三) 請圖書館規劃二樓書庫空間改進方式，以提升空間教育效能。(1100427~）
(四) 訂 6.7(一)召開本學期教育儲蓄戶會議。（1100427~）
 1100615 第 10 次防疫小組會議討論與決議事項
一、防疫期間，網路線上反映事項，盡速回應，或回覆研議後，盡速告
知。
二、有關新生報到事項，盡速研議彙編入口網頁公告，以為入學及宣導參
考。
三、行政輪值表依國教署建議採 1/2 留守為原則，並序排至 0628(三級警戒
延長日)，有關第一階段(0518~0611)居家期間，行政辦公、導師、教學
日誌請於 0616(三)前以親送或網路傳送方式，分別匯送人事、學務、
教務彙整，第二階段(0614~0702)再請於 0707(三)前彙送，並提供繳送
網址，另教務處建議教學日誌於 0702 後繳交，從其建議，並請向同仁
發布。
四、有關高二師生建議比照班級幹部統一上傳社團幹部至學習歷程系統，
本週盡速確認社團幹部名冊，向廠商確認技術面作業，並即時向師生
說明進度。目前先確認高二資料正確性，因有社團若身兼多職只能擇
一列的問題，也同時與欣河接洽在多元表現部分，以確認其技術問題
所在。
五、因暑期間，學生原則不返校上課，無法併畢冊製作處理，但為因應大
考英聽報名需要，請教務處提醒學生以各自提早準備為原則。
六、有關三級警戒調降後，學生返校處理事務及班務，高三暫定
7.9(五)13：30~16：00；高一、二暫定 7.12(一)13：30~16：00 為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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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09-2 暑假行事曆調整
(一) 7/09(五)寄高一高二學期成績單：如期辦理。
(二) 7/09(五)公告高二、三舊生編班異動名單：如期辦理。
(三) 7/09(五)公告暑輔課表：將以線上方式進行。
(四) 7/09(五)繳交下學年教師排課需求申請表：如期辦理。
(五) 7/13(二)免試入學放榜。
(六) 7/14(三)～7/27(二)暑期學藝活動（共 10 日），調整方案如下：
 採講座方式—不收費，上 2 週，每日四節課共計排 20 節/週
 共安排高二人文多元、高二數理、高三人文多元、高三數理共 4 套線上課
表。
 國英數各排 4 節，高二、高三數理群自然科排 8 節，人文班群社會科排 8
節。
 請教務處建立線上暑輔入口網頁，公告課表與線上連結教室連結。
 各科教研會須安排授課教師名單與授課節數，並請授課教師先行規劃進度、
課程教材與內容，及線上教室連結，供上線學生預做準備，以提升線上教學
互動效能。
 因不收費，故不再另行調查參加意願，也不點名，開放讓師生均可參與，但
因資源寶貴，請導師與任課教師鼓勵學生上線參加，而授課教師/導師也可留
意學生上線狀況，如表現良好，可以從優敘獎。
 教師鐘點費 400/節，請教務處另擬計畫簽案，以籌劃並確認相關經費來源。
(七) 7/13(二)高一高二第二學期補考(7/13 排不完，部分排在 7/12 上午)：如期線上
辦理為原則，依 6.10 期末評量會議：

(八) 7/14(三)繳交補考成績：如期辦理。
(九) 7/15(四)免試入學報到、體育班報到（9：00 含入學說明會：樹人堂）
：線上辦
理，相關資料請持續於網頁整備。
(十) 7/17(六)～7/28(三)(中午 12：00 止)大學分發入學繳交登記費：各自依規定超商
繳費。
(十一) 7/19(一)大學分發入學寄發成績單：調為 8/16。
(十二) 7/19(一)免試入學、體育班辦理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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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7/21(三)～7/23(五)預定高一、高二重補修網路報名期限，逾期者不得報名。
(十四) 7/21(三)高三畢業生指考選填志願說明會(暫定地點：二樓會議室)：調整至
八月份。
(十五) 7/22(四)公告第三梯次高三畢業名單(高三重補修後)(暫訂)
(十六) 7/23(五)轉學考報名(上午)：如期辦理。
(十七) 7/26 高一二重補修繳費期限，逾期者取消上課資格。
(十八) 7/28(三)～7/30(五)學測新式命題試考：取消，題本會寄送各校運用。
(十九) 7/28(三)大學分發入學網路登記分發志願(16：30 止)：08/18(三)9:00 至
08/21(六)16:30 止。
(二十) 7/28(三)轉學考考試：參照防疫規範如期、實體辦理為原則。
(二十一) 7/29(四)轉學考放榜：如期辦理。
(二十二) 7/29(四)～7/30(五)高三第一次模擬考：取消。
(二十三) 7/30(五)暑期輔導結束，刪除。
(二十四) 7/30(六)高一、二課程暑假重修第一週：如期線上辦理為原則。
(各週依序：社、自、藝、數、國、英，實際上課日依照公布日期為
主)。
(二十五) 7/31(六)～8/4(三)預計高一、高二社會科重補修。
(二十六) 8/03 (二)公告各就學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續招學校名單截止日。
(二十七) 8/03(二)新進教職員工研習：如期實體辦理。
(二十八) 8/04(三)轉學生報到：如期實體辦理。
(二十九) 8/06(五)公布高一新生編班名單：如期辦理。
(三十) 8/06(五)大學考試入學分發錄取公告(放榜)：調為 8/31。
(三十一) 8 月初公告是否續招訊息：如期辦理。
(三十二) 8/05(四)～8/09(一) 預計高一、高二自然科重補修
貳、提案討論：無。
參、討論事項
一、109-2 期末暨暑假行事曆：
(一) 8/12(四)公布高一暑輔課表。
(二) 8/12(四)～8/13(五)高一新生訓練(健康檢查、課諮) ：如期辦理。
(三) 8/10(二)～8/11(三) 預計高一、高二藝能科重補修。
(四) 8/12(四)～8/16(一)預計高一、高二數學科重補修。
(五) 8/16(一)～8/20(五)高一暑輔及資訊科技銜接課程(資訊科技銜接課程新生須參
加)。
(六) 8/17(二)～8/21(六) 預計高一、高二國文科重補修。
(七) 8/22(日)～8/26(四)預計高一、高二英文科重補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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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8/23(一)～8/26(四)班級志願返校自修週暨繁星班暑輔(全日)加強週。
(九) 8/22(日)～8/26(四)預計高一、高二英文科重補修。
(十) 8/27(五)公布 109 學年第一週試行課表。
(十一) 8/27(五)暑假結束，開學準備日；全校返校：如期辦理。
(十二) 8/28(六)公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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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各處室工作報告
一、秘書室：
(一)行事曆：
1.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務工作行事曆於 110.06.09.公佈，請參閱
https://www.shsh.tn.edu.tw/newsdetail.aspx?nsid=6935&ntid=2
2.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暨暑假行事曆於 110 年 06 月 16 日進行第 3 次更新，
請參閱 https://www.shsh.tn.edu.tw/newsdetail.aspx?nsid=6616&ntid=2
3.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務工作行事曆於 110 年 06 月 15 日進行第 10 次更新，請
參閱 https://www.shsh.tn.edu.tw/newsdetail.aspx?nsid=6330&ntid=2
(二)109-2 本校 FB 訊息發布截至 110.06.17.止共計 37 則，其中停課不停學系列共計
12 則。
二、教務處：
(一)暑輔規劃中，暑輔入口網已經公布在公佈欄，但是資料超連結未建置，各科回
報教師名單與節數
(二)升高二名單何時要公布，可供未來高二導師鼓勵該班學生參與。
(三)7/15 新生線上報到，教務處預計 7/13 寄發新生報到資料袋，相關表單(相關處
室可提供資料箱，以便後續分類處理)、調查資料一併寄發給學生。
(四)完免報到學生答 70 人，達 78.7%，感謝各位家長維護，接下來的免試入學，
也希望能再有好的成果，到時候可能需要大家協助幫忙打電話『催生』
三、學務處
(一)6/2(三)及 6/16(三)社團活動課程皆取消。
(二)6/24(四)導師會議資料，請各處室同仁記得上傳。
(三)7/2(五)期末休業式活動，亦請各處室主管將工作報告的內容傳給我。
(四)高三畢業紀念冊及畢業生獎狀(品)、商品卡，暫定 7/9 日下午高三返校時，以
班級為單位，找學務處人員領取。
(五)111 年未來高三畢業紀念冊已詢問原廠商，願意以同規格(頁數.印刷等都相
同)，同價位 350 元/本繼續本校畢冊之事，因超過 10 萬元上限，所以需公開招
標。
(六)承上又因疫情之故，現高二升高三學生無法到校上課，當然也沒有辦法拍個人
大頭照；故明年畢冊單獨招標，不跟照片一起列入招標合約。
(七)110 新學年導師遴用已召開過線上會議，預計新年度尚需高二 1 位導師(原代理
老師為龍泳衡)，及高一 1 位導師(原 307 導師申請輪休)，後續徵詢作業會盡快
完成。
四、教官室
(一)原定 7/8 本校承辦教育部臺南市聯絡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飆舞活動因疫情因素
延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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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務處
(一)防疫停課期間，同學申請進入校園洽公者，一律實名制紙本登錄，完成辦理洽
公事項後，應迅速離開校園，禁止私自進入教室。因為疫情特殊，為了確保公
平、安全，避免混亂、遺失，即日起，一律禁止同學私自進入教室拿取物品。
特殊狀況時，請先電話聯絡導師，由導師或師長帶領分流進教室(不超過 5 人
避免群聚)。
(二)排水、廁所、冷氣改善工程持續施工中。
(三)預計 7/9 下午畢業班同學返校辦理離校手續，高一二同學 7/12 下午返校整理
教室環境與搬遷教室，總務處配合作業。
(四)因為今年停課來得突然，因此冷氣卡內的餘額畢業班及高一預定辦理退費。
六、輔導室
(一)6/23(三)中午 12:30 召開期末 IEP 檢討會議，請相關人員出席參加線上會議。
七、圖書館
(一)6/21-7/2 之間，校內網頁主機資料將全部向上集中至成大，確定移機時間，將
與成大及良訊連繫好再行公布，希望能以最短的時間，將資料移轉完成，盡量
不影響行政運作。
八、人事室
(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下簡稱疫情指揮中心)提升
全國疫情警戒至第三級，有關公立中小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尚未完成核銷之
109學年度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觀光旅遊額度，得列屬自行運用額度。
(二)本校109學年度及110學年度教師留職停薪及復職情形如下：
1. 英文科教師毛琇嫺留職停薪至111年7月31日。
2. 輔導科教師張家瑜留職停薪至111年7月31日。
3. 英文科教師蘇佩儀110年7月3日回職復薪。
4. 英文科教師陳宏喜110年7月21日回職復薪；110年8月1日介聘至國立嘉義高
商。
5. 地理科教師吳梅蘭110年7月3日回職復薪。
6. 公民與社會科教師李若薇110年7月31日回職復薪。
九、主計室
(一)本校本年度資本門累計執行率截至 6/21 止計 99.32%，惟全年達成率未達主管
機關 6 月份標準 50%，查尚有多項執行待辦中，惠請各主管檢視所屬本年度資
本門預算執行情形(詳下表)，本撙節原則協助儘速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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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校長指裁示及管制事項：
一、指示事項
(一) 有關班聯會改選結果及會中提示事項，請轉訓育組續辦。
(二) 有關新學年度高一公訓招標事宜考量日期、地點與費用，請提早規劃。
(三) 有關 7.9 高三返校；7.12 高一二返校，請學務處預先規劃當日流程，當日
中午須 12:10 分，召開導師及工作人員會議，餐點可評估由員生社提供。
(四) 輔導室規劃八月之考試分發志願選填說明會，因屆時管制措施仍未明，其
形式與日期再持續應變。
(五) 7.2(五)第三節線上休業式比照畢業典禮，持續彙整各處組資料。
二、裁示事項
(一) 有關討論事項所列暑期行事，俟三級警戒於 0628 後續調整狀況確認後，
再處理因應。
(二) 有關向上集中移機成大事宜，考量線上招生期間，暫訂 6.28(一)辦理，並
請提早公告，以提醒師生準備。
(三) 考量作業時程，暑期輔導行事不論是否解封，均依先前防疫會議決議以線
上形式辦理，而暑期線上充補課程網頁再持續彙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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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高一新生彙收郵局帳號再請出納組研議是否併新生訓練繳收，另無銀行戶
者可以監護人郵局帳戶並簽立切結權宜替代。
(五) 為讓線上會議順利進行，請於開會前 10 分鐘再於群組告示會議連結，以
免訊息流失。
三、管制事項
(一) 本校目前監視系統仍多有缺陷，改善刻不容緩，請教官室整體評估需求
後，若經費不足，提報鈞署支援。
（1100323~）；另圖書館內亦請強化死
角之監視功能。
(二) 有關資訊安全應依檢核要件逐步整備，需改善事項請廠商評估估價後簽
辦，另請擬定應配合事項檢核表並召開資訊安全委員會，以利逐步管考
落實。
（1100323~）。
(三) 請圖書館規劃二樓書庫空間改進方式，以提升空間教育效能。
(1100427~）
(四) 因應疫情復課準備，新學年團膳評估用餐隔板準備，川堂架設感溫設
備，請積極研議。(1100525~)
(五) 指考考生服務餐盒援例辦理，由於可能繼續停課，預購收餐費方式可再
研議。
(七) 軍校陸續放榜，請於公布欄製作榜單張貼。(1100525~)
(八) 有關新生報到事項，盡速研議彙編入口網頁公告，以為入學及宣導參
考。(1100525~)
(九) 有關高二師生建議比照班級幹部統一上傳社團幹部至學習歷程系統，本
週盡速確認社團幹部名冊，向廠商確認技術面作業，並即時向師生說明
進度。目前先確認高二資料正確性，因有社團若身兼多職只能擇一列的
問題，也同時與欣河接洽在多元表現部分，以確認其技術問題所在。
(1100605~)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10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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