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善化高中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6 次主管會議暨
109 學年度第 12 次防疫小組會議
會議記錄－簡化版
一、日期：110 年 07 月 09 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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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會議校長指裁示事項(略，請參閱 1100622 第 5 次主管會議暨第 11 次防疫
小組會議）
貳、上次會議提案討論：無。
參、報告事項
一、因應疫情指揮中心 0708 發佈之決議：三級警戒延長至 0726(一)及相關微解封調
整。本次主管及防疫會議構思
(一) 高三 0713 返校如期與相關作業流程配套。
(二) 高一、二返校再遞延至 0726 後之搭配作為及可能影響。
二、0712～0713 辦理高一、二線上補考。
三、0713 免試入學放榜；0715 高一新生線上報到。
四、0715～0728 暑期升高二、三年級線上充補課程。
肆、討論及決議事項
一、高三 0713 返校如期與相關作業流程配套
(一) 考量高三畢典結束(0601)已久，加以全國及本市疫情和緩，及學生需求，以相
應之防疫作為，仍依原規劃 0713(二)下午進行高三返校辦理離校相關程序。
(二) 返校程序：詳細情況另訂。
(三) 行政準備注意事項
1. 由於敬業樓廁所整建中(安全考量，高三畢業班同學返校時請勿進入敬業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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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樓層走廊甚為髒亂，故以教室內外整理為重點，班級垃圾請清除，讓下一屆
學弟妹班級能順利接手。
2. 當日工作人員名單由學務處提供(並製發開會通知單，確認餐點份數)，
1210~1220 於二樓會議室召開導師會議，現場不能用餐。一位導師一張大桌為
原則，相關需用資料請預先放置定位。
3. 請另備妥每班防疫酒精，及體溫量測。(酒精最後請於班上噴灑完畢)，總務處
並於最後確認班級上鎖，資料交回二樓會議室。
4. 導師畢業典禮禮物請建良組長放置二樓會議室，學生畢業典禮禮物獎狀，畢業
紀念冊可預先到班分配。
5. 0713 是日不排居家辦公輪值及彈性上班，以不影響返校業務為原則。
6. 0713 若有高三同學或家長另有考量不便返校者，尊重其意願(尤其是跨縣市移
動同學可先緩)，並再另訂時間返校辦理，未返校物品請導師以班為原則，統一
收納至教官室與學務處，以利後續學生個人另約時領取。(依個人物品分包封裝
放置)
7. 返校同學請全程配戴口罩，不得飲食及 5 人以上社交群聚逗留。
二、高一、二返校再遞延至 0726 後之搭配作為及可能影響。
(一) 考量暑假重補修作業運行及人流分梯，高二升高三訂 0729(四)下午返校；高一
升高二 0730(五)下午返校。
(二) 返校搭配教室整理與轉換，並參考高三模式再細部規劃後公布。
三、有關 8/12(四)～8/13(五)高一新生訓練之規畫方向
(一) 考量會後健康中心聯繫，新生健康檢查得標商僅能利用 8.12 下午進行，並考量
減少家校之往返頻率，原規劃新生訓練日期調整為 110.8.12(四)整日，其詳細流
程再研議。
四、有關微解封之校園開放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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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dn.com/news/story/6885/5587910
惟依署長受訪表示：建議學校可跟社區鄰里合作，開放時段派專人看守，但若
學校行政能量上窒礙難行，
「他（學校）也可以暫時不要」
，但排除因素後，希
望還是能開放。
是以，考量暑期管制期間，本校校園廣大，並有效內住戶，管理人力有限，為
確維師生之安全，本校仍依高標準防疫原則，維持原不開放措施，亦盼鄉親體
諒。
五、109-2 期末暨暑假行事曆(1100625 版)：(略，請參閱 1100622 第 5 次主管會議暨
第 11 次防疫小組會議)
六、關於 110-1 校務工作行事曆，各處室是否有需修正處。
伍、各處室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
(一) 7/12-13 進行線上補考。
(二) 7/15-7/28 進行暑期線上充補課程。
(三) 7/31-8/26 進行暑期重補修課程，重補修期間如遇颱風假，照常進行重補修課
程。
(四) 8/31 進行開學前準備。
(五) 9/1 開學，原定 7/28-7/30 高三試辦新式學測測驗取消後，預計於 9/1-9/3 在原
校、原班測試，可採模擬考方式進行，教師依照原課表隨堂監考。
(六) 7/8 來文，關於新課綱實施需要充實行政人力可於 7/23 提出申請，請示校內是
否申請人力協助課綱實施，時間自 110 年 8 月 1 日~111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學務處
(一) 110 學年高一公訓活動初步聯繫規劃如下：
1. 活動時間：暫定 110.12.16-17(週四/五)。
2. 活動地點：全方位(去年得標旅行社)能提供曾文活動中心/美濃高雄農場，兩個
場地供選擇學務處亦會詢問其它旅行社是否能提供更多元活動場地。
(二) 針對高三應屆畢業生，返校拿取畢業證書/個人物品/畢業紀念冊/環境打掃等事
項因應措施，特舉辦高三導師工作會議：
1. 會議時間：110.7/13(二)中午 12 點。
2. 會議地點： 行政大樓 2F 會議室(採梅花座隔開)。
3. 會議主席：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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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出席人員：教務、學務、總務、輔導、圖書、主教、教學、註冊、衛生、生
輔、庶務、出納與護理師，301-310 班共 10 位導師。
三、教官室
(一) 校園監視系統已完成汰換，惟目前仍有部分待加強，屆時會再檢視不足部分函
送國教署。
(二) 停課期間若有學生因故需返校拿取物品者，教官室可協助帶至班級。
四、總務處
(一) 目前學校在做的工程都在拼開學前完成。
(二) 行政大樓穿堂天花板近期要油漆，請大家踴躍提供顏色意見參考。
(三) 即時安心上工申請若各處室有需要，可以與總務處聯繫彙整申請。
五、輔導室
(一) 指考選填志願輔導說明會預定安排在 8/17 上午 8:00-9:00，請參加指考學生踴躍
參加。
六、圖書館
(一) 目前圖書館經上週將優質化最後經常門經費購置三種顏色與一個黑色碳粉夾，
因價格昂貴，須慎重利用，各處各科碳粉彩色夾，須儘量自籌經費。
七、人事室
(一) 總務處許俊雄主任將於110年8月1日退休生效。
(二) 接種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苗第一階段造冊，已如期完成並報送國教署。
(三) 110年暑假三級警戒期間居家辦公及彈性上班得補休相關事宜：
1. 110年暑假三級警戒期間居家辦公及彈性上班得補休為110年7月14日至110年7月
26日。
2. 出勤人員各處室最少應有以上1/3人力，下午彈性補休人員及居家辦公人員以不
超過1/3人力為原則。
八、主計室
(一) 110 年度截至 6 月底預算執行情形
1. 業務總收入：全年度預算數原編 1 億 4,842 萬元，實際收入累計數 8,033 萬
6,756 元，佔預算數 54.13%。
2. 業務總支出：全年度預算數原編 1 億 6,525 萬 2 千元，實際支出累計數 8,301
萬 6,999 元，佔預算數 50.24%。
3.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全年度預算數原編 769 萬 2 千元(含預計競爭型計畫補助
393 萬 7 千元)，實際執行數 362 萬 3,047 元，達成率 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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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校本年度資本門累計執行率截至7/8止計103.33%，全年達成率亦逾主管機關7
月份標準60%，惟尚有項目待辦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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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秘書室：無。
陸、校長指裁示及管制事項：
一、有關學生防疫管制期間，一定要返校處理班務事宜，仍請導師予以掌握陪同，
若師長無法隨同，則由教官室與學務處權宜協助處理。
二、有關教務處所提國教署協辦行政人力專案申請，再請各處室依方案主旨及業務
需求，審慎評估後提出。
三、圖書館所提彩色印表機碳粉成本問題，由於業務費有限，原則以行政辦公室設
置並進行資源共享為主，以提高效益，若學科教研會預定專案購置彩色印表
機，未來碳粉經費宜由各自申請之專案經費進行購置。
柒、臨時動議：
提案一
案由：提報鈞署補助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充實編制外行政人力計畫，請討論。
說明：一、依據 110 年 7 月 6 日來文辦理。
二、補助對象：全國公立高級中等學校。
三、執行期程：自 110 年 8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
四、補助項目：專任行政人力或兼任行政人力 1 名。
五、請圖書館依 108 課綱衍生相關教務行政工作需求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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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無異議通過。
捌、散會：10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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