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善化高中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 次主管會議暨
109 學年度第 13 次防疫小組會議
會議資料
(後續參考 7.23 降級指引及相關訊息研討滾動修正)
一、日期：110 年 07 月 22 日星期四 1110 時(另於 7.26、7.28 加開線上會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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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組長黃國泰、註冊組長郭哲宇、試務組長楊千慧、生輔組
長魏衍弘、衛生組長徐文淵、庶務組長黃明田、護理師王怡茜、國文科科召陳
盈州、英文科科召楊君薇、數學科科召范珮玲、社會科科召陳淑珍、自然科科
召陳建智、藝能科科召丁佩芳
壹、上次會議校長指裁示事項(1100709 第 6 次主管會議暨第 12 次防疫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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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上次會議提案討論：無。
參、上次會議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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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無異議通過。
肆、報告事項
一、依 7.22 國內疫情最新變化，疫情指揮中心將宣布於 7.27 日以後調降警戒為二
級，本校須為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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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7.23 指揮中心降級指引及相關訊息’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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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及決議事項
一、重補修上課方式及高一新生暑輔：(後依 7.23 教務處調整修正說明如下框) (依
7.26(一)、7.28(三)線上會議再修正)

國立善化高中重補修、高一新生暑輔課程規劃說明
一、 課程規劃均經過學校課發會或相關防疫會議再決議，如因疫情所致，
經疫情指揮中心修正警戒級數，會再進行討論後公告。
二、 高一、高二重補修上課方式：
(一) 規劃時間 0731~0826、0827(校訂必修一下)、0829(美術)。
(二) 考量重點
1.鄰近友校作法與社區教育期待。
2.到校後能否落實防疫管制作為(本校重補修人數較多、少數延修
生、時程長(07:30~12:30、13:00~18:00)、用餐管制、體溫量測、校
園環境整理等)。
3.校園廁所工程進度(目前有所延宕，可能開學後 1,2 週完工)。
4.師生疫苗施打狀況。
5.7/23 行政院發布
(三)經 7/22 會議決議：原則採線上進行：
1. 考量日誌鐘點檢核，以線上同步教學為原則，但兼顧學習效率需
求，依國教署線上課程操作指引，得保留上下課時間彈性。
2. 考量教師點名與開課師資能量，比照實體上課，每堂線上課程人
數參考上限 45 人原則。
3. 線上同步上課，如教師有要求須要全程開鏡頭、繳交作業、評
量、報告等等，請依據授課教師規定進行。
4. 缺曠與上課表現得列入成績評量，請同學依規定進行課程。
5. 若遇氣象局發布本市颱風停班課，則由任課老師擇日補課。
三、升高一新生暑輔課程
(一). 規劃時間:0817~0823，每日 8 點前到校，15:00 放學。(原 7/21 預計
人數不足須併班，但 7/22 下午最後人數達 258 人，可原班授課，回
歸原始規劃)-給群組同仁了解，公告網站時刪除此段
(二). 中午用餐由員生社提供學生隔板在教室用餐，同學平時課程進行課
將座位間隔拉大，教室空間應該足夠。
(三). 目前規劃到校上課為原則，並視八月初狀況如有需要再調整，如有
調整均會在學校首頁公佈欄公告。
(四). 授課規劃：國英數各 4、歷史 2、生物 2、物理 2、生涯 2、導師
1、課程說明 1，資訊銜接 6、化學銜接 2，共計 30 節[銜接為教育
部因應新課綱規定，未參加者請於開學後找任課教師了解相關資料
自行補課]
(五). 教師同仁因接種疫若有身體不舒服症狀，評估無法上課，重補修可
協調代理或另擇日補課為原則。(0828,0830 可能有補課空間，或開
學後找時間，或以非同步方式彈性進行，但請於教學日誌說明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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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二、高一、二暑期返校班務處理行程指引：(依 7.26(一)線上會議再修正)
(一)規劃時需考量(1).0715~0728 期間正進行線上充補課程；(2).0731~0826 進行
重補修；(3).0812(四)高一進行新生訓練；0816~0820 高一進行暑期輔導；
(4).本市高中教師預定自 0725 後陸續預約接種疫苗。
(二)決議：原則高二升三需先調移；訂建議返校時間，也保留權宜彈性
1.高二升三訂自即日起至 7.29(四)17:00 前，師生來校時段，可各班自約時
間；另高二生三到校時可同時領取新學期書籍(已放置各班講桌前)
2.高一升二訂 7.30(五)9:00 後~0811(三)17:00 前，移出高一教室。(其中
0810(二)為目前受重補修影響較小時段)，個人物品可依座號放入高二班暫
時座位。
3.返校時段調查彙整：返校時間請於 0728(三)中午前約妥並回報學務處彙
整，並簽會總務處(警衛室)進行出入人員管制。
［升高二、升高三返校規劃］
201
18
14
32
時段調查草案如下
202
10
25
35
201：7/29 早上 9：00~12：00
203
18
16
34
1特
202：7/29 早上 8:30～12:00
204
18
16
34
203：7/29 早上 9:00～12:00
205
19
15
34
204：7/29 下午 1:00～3:00
206
20
14
34
205：7/29 早上 9-12 點
207
18
10
28
206：7/29 早上 9-12 點
208
17
10
27
207：7/29 早上 9-12 點
209
18
9
27
1特
208：7/29 早上 9-12 點
210
209：7/29 早上 9-12 點
總計
210：7/30 早上 9:30-11:30
101：7/30 早上 9-12 點
102：7/30 早上 9－12 點
103：7/30 早上 9:00-12:00
104：7/30 早上 9-12 點
105：7/30 早上 9-12 點
106：7/30 早上 9-12 點
107：9-12 時
108：7/30 早上 9-12 點
109：7/30 早上 9-12 點
110：7/30 9:30-11:30
4.注意事項
 請持續宣導盡量不要社交群聚於一處，遵守防疫規範，辦理完畢請盡
速離校，返校期間請學務處及教官室將加強巡查勸導，請同學務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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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另由於川堂及廁所正在施工，請同學由行政大樓兩側，繞至樂群及敬
業樓上各班教室，施工管制區請勿進入，返校期間若需使用洗手間，
請至行政大樓及樂群樓。
衛生組將準備各班額溫槍、酒精及記錄表 (酒精沒噴完沒關係)，當日
8:20 前會放置在各班教室講桌。
請原高一、二導師督導進行教室環境簡易清理(若灰塵太多無法清理也
沒關係)，以順利移轉。
住宿生物品整理，請先與舍監聯繫。
若部分同學不克於各班約定時段來校(不強迫學生該時段到校)，請導師
調用同儕協助整理物品調移教室即可，但由於教室開放，同學個人貴
重物品務必攜回保管。
此次高一二返校班務處理，除非急迫事務，盡量簡化，以教室整理及
調動為主，盡量減少停留時間，師生到校期間請務必遵守防疫相關規
定(全程戴口罩，不飲食，離家前做好自主健康管理，若有同住家人居
家檢疫、隔離者，請暫勿到校)。
公用餐具，員生社敏玉小姐屆時會到各班主動收回。
返校時以校服為佳，穿便服請出示證件以為警衛室辨識。
高三桌椅不足，可從高 211 補，或由地下室桌椅庫搬用亦可。
健康中心會提供新冠肺炎接觸史 google 表單線上調查連結給導師，先
提醒學生進學校前一日填寫。
註冊組會提供高一導，新編班名單以便告知同學調動之新位置。
因為目前高二教室灰塵多，建議調移的東西，依編號放入個人置物
櫃，不要放置在座位上。
腳踏車可放於圖書館前整齊排列，家長接送車子可開進以利搬遷。
教師電扇不用繳回，其他項目請繳回黃秋龍先生，冷氣卡退費請拿冷
氣卡找魏浚宬先生(開學後辦理亦可)。

三、其他應變事項：(依 7.28(三)線上會議再修正)
(一)高一新生訓練 0812 全日進行；中午用餐須備隔板及相關防疫 SOP。(本案依
7.23 指揮中心規範，需再調整)
==============================================================

國立善化高中 110 學年度新生訓練課程表草案



Freshman Orientation Course 2021 Semester
暫依 7.23 發布之防疫二級警戒規劃(0727~0809)
日期調整為：110.8.16(一)
時間
08:10-09:00

活動與任務(各班教室)
導師時間
量體溫、噴酒精
1.整理環境；2.座位規畫
3.填寫資料；4.選舉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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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教官室：校園生活常規與編隊說明
 教務處成績評量概念說明(無聲廣播說明)
導師時間(各班教室)
10:10-11:00
發放教科書/服裝
廣播開訓典禮
11:10-12:00
校長及各處組工作報告
12:00~12:35
團膳
12:35~13:05
午休；體育班健康檢查於廠商備妥即進行
分群任務
101~103
104~106
107~109
110
社團與班聯介紹
社團與班聯介紹
13:05~13:55
健康檢查(樹人堂)
導師教練時間
分組 ABC
分組 DEF
社團與班聯介紹
健康檢查(樹人
社團與班聯介紹
14:05-14:55
導師教練時間
分組 DEF
堂)
分組 ABC
社團與班聯介紹
社團與班聯介紹
15:10-16:00
健康檢查(樹人堂) 導師教練時間
分組 ABC
分組 DEF
 普通班完成社團說明與健康檢查程序後即可離校。
16:00~
 體育班完成健康檢查程序及班務說明即可離校。
 新生訓練於 8:00 前到校，不提供專(交通)車，穿著國中制服或運動服。
 為響應環保，請同學自備餐具及水壺。
 8/16 發放校服，同學若有尺寸不合等問題，請於 8/17 中午至科學館更換。
 防疫期間，請同學做好自主健康管理，隨身配帶口罩，以備不時之需。
 廣播說明內容及設備請預先測試。
 分組社團與班聯介紹:每組 10 分鐘依序換班。
 下午健康檢查為主要工作，惟時間會有快慢，社團班聯介紹須預留彈性調動時間。
 總務處援例準備各班冷氣卡(暫存 100 元，家長會提供)。
 員生社務必預先準備午膳隔板，學生領取後請寫上座號姓名，不得混用，在校防疫用餐
期間務必妥善保管。
 敬業樓洗手間刻正整修，暫有不便，師生使用請移動至行政、樂群樓或圖書館。
 當日中午援例提供工作同仁及人員便當。
 新生基本資料將提早提供(預計 0811 三)給導師預備，另也預備帳號以為須線上學習時之
超前準備。
09:10-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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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各處室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
(一)目前高一暑輔報名只有 150 名學生(有意願參加輔導學生統計中，不含重複
填報)，如學生數不足，只能採併班上課。
(二)如沒有開出 9 班暑期輔導，銜接(資訊 6+化學 2)開課需要獨立開班，可能需
要召集授課教師安排課務。
(三)高一/二重補修開課預估日期如下

註：美術 8.29 重補修
1.中時新聞網 2021.06.29.
(1)教育部表示，教育部所主管的高中，若規畫採線上教學方式辦理暑假課業輔
導，仍應依「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規定，事前通知學生家長及
徵詢學生意願，以每周不得超過 5 日，暑假期間不超過 120 節原則辦理，並
於 400 元至 550 元額度內核實支給教師鐘點費。地方政府主管學校，依各該
主管機關規定。
(2)教育部說，學校規畫辦理暑假課業輔導，其通知學生並進行意願調查，得彈
性採取多元管道，如資訊平臺、電子郵件、傳真、即時通訊軟體、電話等。
收費無須親自到校，得採線上或 ATM 轉帳繳交。對有意願參加課業輔導經
濟有困難之學生，亦請學校主動協助減免其收費或以其他助學方案協助。
(3)現在全國疫情到 7 月 12 日前都是三級警戒，之後有可能降到二級警戒。教
育部指出，如果疫情降為二級，學校擬辦理實體暑期輔導，仍應遵守相關防
疫規定，以維護師生健康
2.中時電子報 2021.07.05.
台南市教育局表示，暑期輔導課暫定 7 月底前採視訊上課，但會依照但會依
照中央公布 3 級警戒 12 日之後的狀況滾動式調整，若疫情持持續降溫，經過
中央同意，將與學校討論各項上課前的防疫準備。
3.7/9 調查結果
9

(1)臺南慈中：之前是規劃 8 月份實體上課，考慮更動中
(2)新豐高中：規劃 8 月實體
(3)台南高商：8/2-8/13 實體
(4)台南一中：8/2-8/13 實體
(5)家齊高中：8/2-8/20 實體
(6)南科實中： 8/9-8/24，規劃以實體為主，已改線上
(7)興國高中：規劃 8 月實體
(8)玉井工商：8/2 到 20 實體
(9)臺南女中：高三 8/2-8/13 實體，高二線上共同教學
(10)瀛海中學：目前規劃 8 月實體
(11)光華高中：8 月實體課程，線上課程備案
(12)德光中學：規劃 8 月線上課程
(13)新化高工：線上暑輔，7/22～8/11，分專班(國英數含專業)與合班(國英數)
辦理
(14)新化高中：分成線上和實體兩個方案，線上和實體課程與時數不同，尚未
決定
(15)永仁高中：8/2-8/13，線上，同步與非同步交錯進行
二、學務處：
(一)新生訓練預定在 8/12（四）一天，下午內容在樹人堂為新生體檢（1 樓）+
社團介紹（3 樓），每個場地容納 3 個高一班級。
(二)升高三/升高二搬遷教室--由學務處先調查各班回校時間，然後當天來學務
處領取酒精+額溫槍。
三、教官室：無。
四、總務處
(一)所有工程都在加緊施工中，敬業樓原預定開學前完工，因廠商配管出錯，
有可能延後幾天完成。
五、輔導室
(一)因疫情關係，高一及高二學生 B 表，導師最晚繳交時間順延至學生返校
7/29(高二)及 7/30(高一)。
六、圖書館：無。
七、人事室
(一)本校借調國教署教師程彥森於 110 年 8 月 1 日歸建。
八、主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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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接受委辦及補助計畫截至110年度8月應予結案者，截至110年7月21日
止執行情形如附表，惠請各處室配合轉知承辦人，依結案日期儘早完成經
費核支及成果結報；如因疫情影響致執行進度落後者，請視需求於執行期
程屆滿前向補助機關申請展延。

九、秘書室
(一)行事曆：109-2 期末暨暑假行事曆於 110 年 7 月 13 日進行第 6 次更新。
(二)FB 訊息發佈：110 年 2 月 22 日至 110 年 7 月 21 日止合計發佈 42 則。
柒、校長指裁示及管制事項：
(一)請各處室與辦公室與暑期到校期間，做好辦公處所環境維持；校內工程做
好垃圾分類與回收。
(二)假期間可運用工讀生資源，或與籃球隊豫湘教練聯繫球隊生協助環境之簡
易整理。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12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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