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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主管會報會議紀錄 
壹、時    間：110年 03月 03日(星期三）上午 9時 00分 

貳、地    點：本校校長室 

參、參加人員：如簽到表 

肆、主 持 人：薛東埠校長                                 紀錄:鄭焜保 

伍、列管事項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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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 90週年活動籌備 

 

  規劃辦理中 
  

109.10.7 

主管會報 

 

Ｖ 

 

學務處 

2 
 

  本校 90週年校慶特刊 規劃辦理中 

109.12.9 

行政會報 

 

 

 
Ｖ 

 

圖書館 

3 

請規劃辦理同仁參訪他校(澎

湖)或自強研習(本島)之時

程。 

規劃辦理中 

109.12.9 

行政會報 
 

Ｖ 

 

教務處 

陸、主席致詞: 

   ㄧ、請掌握 90週年校慶各項活動進度，並做好作家溝通機制，用以提升實 

      施品質。 

   二、請做好校園安全規劃與管理，提醒學生生活常規，交通及住宿安全等問 

      題，並加強住宿常規管理。 

   三、請落實環境打掃，校園整理依合約制定嚴格執行消除學校死角。 

   四、請於規範校園巡邏機制，加強走動管理用意杜絕學生在校抽菸之情況， 

      針對抽菸學生依相關規範處理及管控。 

   五、請宣導學生關於性別平等及防範霸凌等資訊，協助學生適應學習。 

   六、請鼓勵同仁合作開設跨群組跨學科之多元選修課程，提供學生多元選修 

      機會。 

   七、預計五月中辦理同仁參訪他校(澎湖)或自強研習(本島)，請提出具體之 

      時程。 

   八、請規劃與教師多元溝通管道，例如座談會等，讓學校能夠凝聚醫治性的 

      共識，發展出學校之效能。 

   九、請各處室依自我職掌建立可行之久遠的制度，例如排課原則、調課原則、 

      行政輪值原則等，讓學校能夠有和諧共識的制度可依循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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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各處室報告: 

  一、教務處: 

   (一)110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校內報名至2/24止，計有14位學生報名， 

      訂於3/9中午辦理校內推薦遴選會議。 

   (二)截至目前為止國中招生宣導日期及人員名單 

招生國中 日期/時間 方式 招生人員 

東石國中 
110.3.10(三) 

13:30~16:30 
生涯博覽會 人員協調中 

六甲國中 
110.5.17(一) 

13:00~14:00 

入班宣導 

(7個班) 
人員協調中 

   (三)109-2第八節及暑假重補修申請將從 2/22(一)開始發調查表供學生們填 

      寫，預計 3月底公告開課班別。 

   (四)優質化計畫申請已開始，預計3月20上傳計畫書，請要申請的單位開始 

      撰寫計畫。 

  二、學務處: 

   【已完成事項】 

   (一)班級掃具櫃驗收完畢。 

   (二)畢業紀念冊各班送交初稿。 

   【待完成事項】 

   (一)03/03中午12點於圖書館召開校慶工作協調會暨第一次導師會報。 

   (二)3/13、14(六、日)辦理第三屆全國青少棒硬式棒球錦標賽，3/13下午於 

      本校辦理開幕式活動。。 

   (三)3月份社團時間:3/3、3/10兩日。 

   (四)3/17週會辦理創世基金會保腦尊重生命宣導以及國稅局宣導。 

   (五)3/17班會課實施環境整理全校大掃除。 

   (六)3/24~27辦理90周年校慶暨運動大會。 

   (七)審議校慶經費概算及來源，請參閱附件1。 

 ●教官室 

   【已完成事項】 

   (一)2月24日學生宿舍及職務宿舍建築師遴選。 

   (二)2月17日學生宿舍編制外生輔人力報到。 

   (三)2月22日109-2學期教育儲蓄戶補助會議召開。 

   (四)2月25日李生霸凌結案續處個案會議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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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109-2友善校園週宣導及白河分局交通安全宣導。 

   (六)90週年校慶紀念禮品襪打模請購。 

   【待完成事項】 

   (一)民安7號演習協辦，4/10開始布置，4/10-4/17交通管制，詳如附件2。 

   (二)學生宿舍及職務宿舍修繕預算及圖說送審。 

   (三)反毒微電影比賽徵件。 

   (四)特定人員尿篩及工讀生訪視。 

   (五)110年執行強化校園安全防護工作經費支用。 

   (六)109-2住宿生座談簽辦。 

   住宿人員：一般生：32員(女6男26) 

               球隊：34員(含國中4員)   共66員 

  三、總務處: 
   【工程案件】： 

 

工程案件 工程進度 

1.土木科新建實習工廠(新 

  建工程，需申請建照) 

1.9/30完成遴選建築師。 

2.10/22開會確定興建地點在操場單槓場地。 

3.11/23進行書圖審查。 

4.12/25書圖修改完成。 

5.水電外管線經費不夠，另外申請經費。 

2.活動中心訴訟案 二審進行中。 

下次開庭時間 4/6 16:10 

3.太陽光電風雨球場 1.12/9進行游泳池鋼骨除鏽、第二停車場地面整平工

程。 

2.第一停車場鋼骨拆除完成。 

3.游泳池鋼骨除鏽屋頂浪板翻新完成。 

4.棒球場與圍網興建工程 1.9/3完成遴選建築師。 

2.10/19進行預算書圖審查。 

3.10/29建築師完成審查修改 

4.11/24第一次開標流標 

5.12/4第二次開標廢標 

6.12/16第三次開標 

7.1/1申報開工 

8.工程進行中 

5.立信大樓東.西側 2.3.4  

  樓廁所整修工程 

1.送出計畫申請書 

2.二案共核定經費 4,148,000元，執行期程到

1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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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1/12上網公告建築師遴選 

4.2/18吳俊賢建築師事務所得標 

6.活動中心門窗整修工程 1.送出計畫申請書 

2.核定經費 4,000,000元。 

3.3/3遴選建築師開標。 

7.宿舍整修工程 2/24 遴選建築師 

   【協調事項】： 

   (一)110年度臺南市民安 7號演習在白河區舉辦，本校支援場地有操場(直升 

      機昇降)、活動中心(4/8-4/15無法使用)、圖書館一樓閱覽室、行政大樓 

      小型會議室及教師研習中心，正式演習時間為 4/15，屆時校門口會搭設 

      舞台，新興路車輛無法通行，需從後門出入。 

   (二)普通教室黑板重新粉刷完成、電動板擦機已全數裝設完畢、教室前門鎖 

      頭更換為鎖王，請各班導師協助宣導愛惜公物。 

  四、實習處: 

   (一)3/3（三）第五節『青年就業與儲蓄方案』演講活動：講師林永欽教授， 

      地點:大型會議室。 

   (二)2/24(三)六甲國中國中技藝班開訓典禮，2/28(五)白河國中國中技藝班 

      開訓典禮。 

   (三)04/19~04/21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賽，本校有 9位學生參加。 

   (四)109第二學期國中技藝班合作學校為：白河國中技藝班機械科職群、六 

      甲國中技藝班商業與管理科職群、新東國中技藝班動力機械職群。   

   (五)109學年度技職再造各項計畫「職場參觀計畫」、「協同教學」、「充實基 

      礎需求設備及改善實習教學環境及設施｣及「學生實習實作能力」申請依 

      期程提出申請辦理。 

   (六)3月 10日(星期三)至白河國中 8年級介紹本校國中技藝學程(電機電子 

      群及機械群)。 

   (七)為了因應武漢肺炎，請各科於每星期三下午加強工場消毒及維護工場整 

      潔。 

   (八)3/18(四)本校辦理台南市國小六年級學生參訪技術型高中(共有大竹國 

      小、玉井國小、玉豐國小、安溪國小、白河國小、楠西國小、和東國小、 

      竹門國小)8所國小 220位學生至本校參加職業試探活動。 

   (九)90週年校慶實習處製作 90週年紀念馬克杯 200份，辦理各科成果展及 

      課程學習活動。 

   (十)110年度充實基礎設備經費 754,000元。 

  五、輔導室: 

   (一)校慶系列活動-國中生生涯探索闖關活動，預計 3/4發文（含宣導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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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各校輔導室，活動報名至 3/12。 

   (二)校慶系列活動-祈願絲帶，已完成學生撰寫，本週預計發至各辦公室請 

      老師及職員撰寫，預計 3/17（三）會請綜合職能科學生及小星星協助綁 

      絲帶及後續布置。 

   (三)校園霸凌暨正向管教教師研習，時間：110/4/14 13：00-15： 

      50，地點：教師研習中心，研習代碼：3040625 

   (四)109學年度與大師面對面升學輔導活動，詳如附件 3。 

  六、圖書館: 

   (一)九十週年校慶系列活動 

      1、邀請相關單位給予本校「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創校九十週年」 

       校慶祝賀詞，已全部收錄完畢。 

      2、歷任校長賀文乃在收集中，各單位提供資料也尚未完整，將持繼催請 

       稿件。 

      3、攝影比賽上傳至 2/28截止，辦法已公告給各班，也可以上圖書館網 

       站活動公告，下載辦法掃 QR CORD 上傳照片。得獎作品將納入校慶特刊 

       典藏。 

      4、校慶文學圖書特展活動將於於 3/22-27舉行，觀迎全校師生一同參與。 

      5、微文比賽結東後，請教務處提供得獎文章，收錄於校慶特刊中。 

      6、校慶特刋為收錄九十週年校慶系列活動讓內容更完整，原訂 3/26出 

       刊，現擬改為 5/1出刊。 

   (二)全國中學生閱讀心得比賽投稿截止日 為 3/10 中午 12:00 止全國中學 

      生小論文比賽投稿截止日 為 3/15 中午 12:00 止，請同學們踴躍參賽， 

      得獎作品將收錄於南塘蓮語。 

  七、主計室: 

   (一)本校110年2月購建固定資產執行率146.15%、達成率8.16%，仍請各處室 

      及各科依年度預算編列項目及各核定補助計畫積極執行，俾免執行率過 

      低。 

   (二)為不增加同仁業務上之不便，有關各處室繳回國教署結餘款及各項匯款 

      (軍保等)所衍生之銀行匯費30元，自本日起統一由出納組彙整申請並按 

      月辦理請購，嗣後請同仁毋須再請購30元匯費之購案，請配合。 

  八、人事室: 

   【近期待完成事項】： 

   (一)辦理 110學年度教師介聘線上報送，合計有 16名教師提出申請。 

   (二)辦理 110年度資深優良教師資格審查及線上報送作業。 

   (三)辦理 110年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遴選系統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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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109學年度第 2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案件之審核及報送。 

   (五)職員 109年度考績案俟國教署核備後辦理銓敘部線上報核事宜。 

  九、秘書室:  

(一)感謝大家的協助，第十三屆第 4次校友會理監事會議已於 110年 2月 22 

     日(星期一)下午 6點假新營旗津海產餐廳辦理完成。 

捌、提案討論: 

   案由一:109學年度第二學期協助行政工作教師，王嚮復老師及林美娜老師 

         二人減授鐘點，是否同意？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109年 8月 12日實習處及 8月 13日學務處簽呈影本辦理。 

     (二)王老師協辦實用技能學程汽車修護科行政工作，負責計畫及材料設備 

      等相關事項，建請減授二節；林老師協助校刊編輯，建請減授一節。 

   提案人: 教務處教學組 

   決  議:照案通過，請教務處規劃排課原則，將相關協助行政工作教師減授 

          鐘點予制度化，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案由二:校慶活動國中生生涯探索派專車接送，那車上是否安排隨行老師？ 

         若需要，輔導室人力單薄需其他處室支援。 

   說  明: 

   提案人: 輔導室 

   決  議:因本校教師不認識國中端學生，請行文國中由該校老師隨行協助， 

          並給予園遊會禮卷。 

玖、臨時動議:(無) 

拾、主席結論: 

   一、時空膠囊埋入泥土後，上面鋪一層薄薄水泥，再將刻有「時光」字體石 

       頭放置於上面，更具有意義。 

   二、校慶活動期間辦理捐血活動，請社區民眾共襄盛舉，盡社會一份心力。 

   三、本校 90周年特刊，順延一個月出刊，俾利將校慶照片及一系列活動編 

      入校刊中。 

   四、有關辦理參訪外校(台南海事及澎湖海事)活動，澎湖海事 109年工科技 

      藝競賽榮獲金手獎數座，值得本校同仁參訪。 

   五、臺南市政府不代辦一卡通數位學生證，本校學生證恢復紙本樣式。 

   六、請購置校慶及畢業典禮時，放置於校門口充氣城堡拱門(設備費)，並請 

      裝飾本校意象。 

   七、學生如有霸凌傾向，請加強輔導，並請法官或刑事局人員至校宣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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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八、請教務處設備組設置本校年度榮譽榜，以利匯集學生對外競賽榮獲佳績 

      名單。 

   九、住宿生外出購物，請宣導穿鞋子，不要穿拖鞋。 

   十、連假後校園落葉較多，請負責班級學生清除，防止騎車滑倒，以確保行 

      車安全。 

   十一、進校園請減速慢行，時速 20公里以下。 

   十二、請宣導校園全面禁菸相關規定，如屢勸不聽學生，可考慮移送衛生局 

      懲罰。 

拾壹、散  會:3月 3日上午 10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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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主管會報 校長指示 90週年校慶相關事宜 

 

本校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主管會報 校長指示配合台南市民安 7號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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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主管會報 校長指示 90週年路跑相關事宜 

 

本校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主管會報 校長指示校園安全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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