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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10學年度第 2 學期五月份行政會報紀錄 

壹、時    間：111年 5月 18日(星期三）下午 3時 00分 

貳、地    點：本校小型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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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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安排全校聚合時段，請廣

播系統廠商至校演示，俾利同

仁操作使用。 
規劃中 

111.4.13 

行政會報 

 

Ｖ 

 

教務處 

陸、校長致詞: 

  ㄧ、請持續加強學生安全規範，尤其是特殊行為學生之掌握與輔導，協助學 

      生正向學習發展。 

  二、請適時宣導學生重視網路禮儀，避免造成誤解及人身攻擊，尤其是與性 

      平相關議題。 

  三、請持續落實學校各環境打掃，走廊、水溝及落葉清理，可研議製作推肥 

      之可行性。 

  四、請各處室規劃好暑假各項期程及作業，並於期末校務會議提出報告，下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併此次期末會議召開。 

  五、請持續規畫與大學端策略聯盟之方案，俾利學校多元進路之推動與發展。 

  六、請利用暑假全面檢修學校個學習場域，俾使發揮境教功能。 

  七、請宣導學生注意安全，尤其是施工場域，未經准許不得進入，各項代表 

      選手練習應有指導教師陪同，以利學習及訓練安全。 

  八、請各處室擬定學校短程 1年、中程 3年、長程計畫 6年，確實掌握學校 

      發展方向。 

  九、請落實學校門禁管理，警衛工作宜徹底落實，並請檢討自動感應之運作， 

      是否增設感應區塊之埋設。 

  十、請利用暑假調整學習場域之運用，例如：重訓室的搬遷及特別教室的規 

      畫設置與招標。 

 

柒、各處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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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務處: 

   【教學組】 

   (一)依 111年 5月 10日第 3次修訂「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居家線上 

      學習參考指引」，修正重點略以如下： 

      學校對於疫情期間實施居家線上教學,宜先規劃彈性作法,建議實施方式如下: 

     1.教師在校，學生在校及居家： 

      (1)同步直播方式：教師於教室架設攝影鏡頭、無線麥克風及擴音設備， 

       拍攝教室螢幕及黑板讓居家學生參與課堂教學。 

      (2)線上同步或混成教學方式：教師應用線上會議軟體與學習平臺，指派 

       線上學習資源、線上家庭作業或學習任務。 

     2.教師居家(健康情形可進行遠距教學)，學生在校及居家： 

      (1)線上同步或混成教學方式，在校班級學生觀看大型螢幕或學習載具， 

       居家學生運用學習載具線上學習。學校須安排合作教師或人員協助班級 

       管理、經營及課程進行，以維持教室秩序及教學成效。 

     3.教師、學生同時居家： 

      (1)教師與學生居家使用載具、數位學習平臺及線上互動工具輔助線上同 

       步、非同步、混成教學與學習。 

   (二)依 106年 5月 10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060048266A號「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生效令」，略以如下，「…自 108學年度起，逐 

      年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第七條實施要點第五款：為持 

      續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形塑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校長及每 

      位教師每學年應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劃下，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進行專 

      業回饋」。本校 110學年度公開觀議課預計行程表雲端回傳資料，執行情形 

      為 62.21%，期末將近提醒同仁尚未完成者，請撥冗安排並進行，若已完 

      成者，再請將資料上傳至雲端硬碟，感謝協助 

      (1)110學年度公開觀議課預訂表，再請同仁使用學校帳號登入 

      (@ps.phvs.tn.edu.tw )，填寫公開觀議課辦理時間。連結如下：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rLuDP-YavlZ0dSLoMfK7Q1v9ptV3

m5cetV_d9qur7CA/edit?usp=sharing 

      (2)同仁使用學校帳號登入(@ps.phvs.tn.edu.tw )將公開觀議課相關表 

       件上傳至教學組 google雲端硬碟，上傳須知如下： 

       a.檔案格式：請轉換成「pdf」。 

       b.檔案名稱：學年度_姓名_課程名稱。如：110學年度_曾忠斌_職業教 

        育。 

       c.上傳路徑：

mailto:帳號@ps.phvs.tn.edu.tw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rLuDP-YavlZ0dSLoMfK7Q1v9ptV3m5cetV_d9qur7CA/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rLuDP-YavlZ0dSLoMfK7Q1v9ptV3m5cetV_d9qur7CA/edit?usp=sharing
mailto:帳號@ps.phvs.t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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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6CjFa2-2-FyPCtaRWvDQChJ391LL

RbMd?usp=sharing 

   (三)依國教署 5月 9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110060721A號來文，請各校積極配 

      合辦理，因目前測驗出席率僅 42%，預計 5月 18日(星期三)電圖科第 3 

      電腦教室辦理第 2次補測作業。 

   【註冊組】 

   (一)111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已於 4月 30日及 5月 1日完成。感 

      謝校長、教務主任及各科主任前往陪考。 

   (二)111學年度技專校院科技繁星計畫已於 5月 10日公告錄取名單，本次參 

      加同學共有 11位，其中有 4 位錄取國立科大。感謝各位老師辛苦指導。 

   (三)後期中等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問卷目前回收情形：110學年度高一專一 

      新生調查問卷：93.2%、110學年度高二專二學生調查問卷：91.7%、110 

      學年度高中生離校前調查問卷：81.6%以及 110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人員 

      調查問卷：77.9%。惠請尚未填寫問卷的主任及科主任於 5月 31日前撥 

      冗至後中網站填寫問卷，另請科主任協助督促同學把握時程，填寫問卷。 

      謝謝您的協助。 

   【設備組】 

   (一)111年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教育部補助本校 109台學生用平板，預 

      計 6月底到校，需要辦理兩場工作坊。6月 22日下午 1點於教師研習中 

      心辦理數位學習工作坊(一)，由國立嘉義大學 邱柏升 助理教授主講， 

      請需要學生使用平板上課的同仁務必參加。第二場工作坊還在由南區輔 

      導團進行媒合中。 

   【實研組】 

   (一)截至目前為止招生宣導日期及人員名單(統計至 111.5.13) 

招生國中 日期 時間 方式 招生人員 

鹽水國中 111.5.23(一) 10:10~10:30 
入班宣導 

(3班) 

郭東茂主任、吳俐禛組

長、花韻清組長 

下營國中 111.5.23(一) 10:05~10:50 
入班宣導 

(4個班) 

朱曼伶主任、張振墉主

任 

白河國中 111.5.23(一) 13:10~13:55 
入班宣導 

(5個班) 

蘇阿香秘書、曾威誠主

任、廖金賢主任、蔡易

達老師、郭啟源老師、

莊翠娥老師、王俊凱主

任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6CjFa2-2-FyPCtaRWvDQChJ391LLRbMd?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6CjFa2-2-FyPCtaRWvDQChJ391LLRbMd?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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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新國中 111.5.24(二) 8:15~9:55 
入班宣導 

(10個班) 

郭東茂主任、花韻清組

長、劉冠伯老師 

嘉新國中 111.5.24(二) 16:10~16：55 
入班宣導 

(5個班) 

郭東茂主任、曾忠斌組

長、吳俐禛組長 

民生國中 111.5.25(三) 11:05~11:50 
入班宣導 

(21個班) 

廖甲茂主任、蘇阿香秘

書、張振墉主任、朱曼

伶主任、曾威誠主任、

黃世華主教、陳禹彤主

任、劉珈伶組長、楊蕙

禎老師、張聖莉老師、

蘇玟慈主任 

嘉新國中 111.5.27(五) 9:30~11：55 
升學博覽

會 

郭東茂主任、鄭佑祥助

理 

(師生共 4人) 

六甲國中 111.5.31(二) 10:05~10：50 
入班宣導 

(7個班) 
人員協調中 

   (二)優質化各科成果發表： 

      請各科主任將本學年度學生成果作品擇優數件，陳列在實習處的作品展 

      覽室，擺放佈置時間為 5/16(一)~5/24(二)09:00~16:00，參觀時間為 

      25(三)~6/1(三)09:00~16:00，請各科主任向學生廣為宣傳，可以帶班 

      級學生前往參觀各科的成果作品。 

 

  二、學務處: 

   【衛生組】 

   (一)防疫措施: 

      1.因應疫情嚴峻，請各單位加強宣導落實每日量測體溫，辦公室及教學 

      區域清消(1：50的稀釋漂白水)，清潔消毒重點如下:  

      (1)學習場域:加強經常接觸之門把、桌(椅)面、電燈開關、麥克風、教 

      具、電腦鍵盤、滑鼠等教學設備消毒工作。 

      (2)實習實作與實驗:學校進行實驗課程或實習實作課程，應採固定分 

      組，學生練習時使用之設備、器材，應避免共用；如有輪替使用設備、 

      器材之需要，班級輪替前應先徹底消毒。 

      2.本校教職員工含約聘人員共 114人，目前有 103人已完成三劑接種。 

      完整接種率為 90%，請未完整接種之同仁務必於每周日將快篩結果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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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依據 111/05/12本校防疫專責小組會議決議事項如下 
      (1)學校造冊及相關假別說明: 

 

 

 

 

 

 

 

      (2)取消全校 1/3或 10班以上班級有確診者或密切接觸者暫停實體課程 

      規定。 

      (3)取消預防性停課，如有學生快篩陽性，請該學生不要到校學校，比照 

      確診個案處理同學實施 3天防疫假。 

      (4)請各處(科)室於獲知有確診個案當日或次日進行清消，並於 3日內上 

      傳清消照片資料。負責人員/單位及範圍如下班級教室及走廊--各班 

 各專科教室/工場--各科技士佐或科主任指派人員 

 辦公室--辦公室使用人員 

 廁所、樓梯—打掃班級 

 其他公共區域—負責管理單位 

   (二)垃圾分類 

      1.回收塑膠罐瓶，紙容器及紙箱請確實壓扁。 

      2.廚餘請打包完整，勿直接丟入垃圾桶 

      3.除罐裝玻璃瓶外，其餘平面玻璃(窗戶.桌板.門櫃.水族箱等)請直接敲 

      碎，包裝妥適後直接丟入子車。 

   (三)防治登革熱宣導 

      1.請單位持續落實環境管理，並應定期巡檢，確實執行「巡、倒、清、 

      刷」，如有積水情形應立即清除，不必要之容器減量等，以阻絕登革熱病 

      媒蚊孳生。 

   (四)校園減塑宣導 

      1.臺教資(六)字第 1112701227號文「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減少使用 

      免洗餐具及包裝飲用水執行方式原則」 

      範    圍:學校(一級行政單位)主辦之會議、訓練及活動。 

      實施期程:111/5/1~7/15試辦，11月 1日起正式實施。 

      填報方式:按月進行填報，並於隔年 3 月底前完成前一年執行成果確認。 

   提報內容：1.減少使用一次用產品情形。2.經核准使用一次用產品情形 

範   圍 名單提供 假  別 備  註 

班級 導師 防疫假 3 天 

快篩 1劑(返校前篩) 

全班造冊 

社團(未戴口罩) 社團教師 同上  

課程(未戴口罩) 授課教師 同上  

宿舍 舍監 居家隔離 3+4 

快篩 2劑(返校前篩) 

學校匡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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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官室 

   【近期已完成事項】 

   (一)5月 18日三年級德行評量會議。 

   (二)111學年交通車補助計畫申請，經 5月 12日電詢國教署，本校補助已通 

      過預於 6月初發文。 

   (三)112年度學生宿舍床組增購及隔間修繕補助案報國教署申請 491萬，經 

      詢問雲林科技大學承辦人獲告，本校納入實地訪視名單。 

   (四)學生志工自組團隊服務計畫(機械二忠林于晉、鄭智翔、劉東昇、資訊 

      二忠安宇勝、電機二忠李昱德、資訊一忠郭泓甫、吳佳霓)，已報青年署 

      申請。 

   (五)畢業典禮已行文白河警分局協力安全維護巡查。 

   【近期待完成事項】 

   (一)112年度學務處地下室空間活化案規劃。 

   (二)111學年度專車招標。 

      其他重要事項：因應教官室人員於 113年起陸續離退不補，協請各科 113

學年度起排定課程時，將國防課調整至 3年級上下學期各一學

分實施，以利未來全民國防師資銜接。 

      ※住宿人員：一般生：27員(女 3男 24)   球隊：38員       共 65員 

 

  三、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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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案件】： 

目前工程案件 工程進度 

01.土木科新建實習工廠 施工中 

02.活動中心訴訟案 二審進行中 

03.太陽光電風雨球場 施工中，預計本學期完工 

04.小型會議室、教師研習中心整修工程 完成驗收 

05.游泳池淋浴熱泵更換 完成招標，準備施工 

06.輔導室、立志大樓…等門窗更新工程 完成招標，準備施工 

07.重訓室改生涯規畫教室工程 建築師規劃設計中 

08.活動中心空間活化工程 建築師規劃設計中 

 

  四、實習處: 

   【實習組】 

   (一)111/4/21(四)~ 4/23(六)「第 52 屆全國技能競賽南區分區技能競賽」， 

      本校參賽選手電機三忠劉昱廷、劉威霆「機電整合」獲得第四名，指導 

      老師：林漢珵老師、郭秋成老師。 

     1.110-2「學生職場參觀計畫」經費請於 6月 24日前執行完畢。(110-2核 

      定 150,499元)。 

     2.110-2 「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畫」計畫，請於 7月 31日前執行完 

      畢。(110-2核定 86,540元)。 

     3.111年度「充實教學及實習設備」計畫，請於 8月 31日前執行完畢。(111 

      年核定 386,000元)。 

     4.111年度「改善實習教學環境及設施」計畫，請於 6月 30日前完成發包， 

      8月 31日前執行完畢。(111年核定 800,000元)。 

     5.「優質化計畫」110-B3加強學生多元展能。(110-2核定 39,400元)。 

     6.111學年度「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畫」機械科、資訊科及汽修科複 

      審修正版 5/13已寄出。 

     7.111學年度「學生職場參觀計畫」各科共 20場職場參觀均「修正後再審」。 

     8.111/6/2(四) 111年度暑假「專業群科專任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報 

      名截止本校(7/11-7/13)由資訊科辦理「AI資訊科技應用實務研習」。 

     9.111工商科技藝競賽將於 5/30(一)~6/17(五)進行第一階段報名。 

     10.2022「全國高中職創意發明競賽」 資處三忠詹友瑄、陳靜亭榮獲潛力 

      獎感謝指導老師：黃惠琳老師。 

   【就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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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校 111年度工業類在校生技能檢定，術科測試時間各科目前排定時間 

      為業類在校生丙級技能檢定，術科測試時間為室內配線丙級職種 

      5/24(二)5/26(四)，工業配線丙級職種 6/21(二)6/23(四)，車床丙級職 

      種 6/21(二)，機械加工丙級職種 6/23(四)，測量丙級職種 6/7(二)，建 

      築製圖應用丙級職種 7/8(五)屆時請各科主任、技士技佐及相關業務人員 

      協助與幫忙，以助學生取得證照。 

   (二)110-2職業試探，預定日期為 

111/04/11(星期一)    菁寮國中（圓滿完成） 

111/05/25(星期三)    柳營國中（目前如期） 

111/05/27(星期五)    柳營國中（目前如期） 

  111/06/01(星期三)    白河國中（因疫情取消） 

        屆時再請各科主任、技士技佐協助幫忙。 

   (三)「111年度台南市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計畫」今年報名人數 2 

      人，校內推薦 2人，教育部審查結果為「推薦」，感謝各位同仁的協助。 

   (四)111年度「提升學生實習實作能力計畫」初審結果各科於上週已協助修 

      正，感謝各科主任之協助。 

   (五)110-2「提升學生實習實作能力計畫」，核定經費 117,040元，請各科依 

      時程實施。 

   (六)110-2「就業導向課程專班」核定經費 130,000元，請汽車科依時程實 

      施。 

   (七)高三學生乙級證照預估約 40張，目前還有學生補學科部分，目前四張 

      乙級 2人， 三張乙級證照 2人，雙張乙級證照 3人。 

   【實用技能組】 

   (一)110-2學期實用技能學程經費請於 6/30(四)前請購完畢。 

   (二)111學年實用技能學程課綱填報通過並公告於實用技能網頁。 

   (三)111學年台南區實用技能學程輔導分發簡章已公告。 

   (四)112學年實用技能班經國教署核定 3班：汽車修護科、水電技術科、銷 

      售事務科各 1班、招生人數 35人。 

   (五)110-2學年國中技藝班(商經科、電圖科、資訊科)經費請於 5/25(三)前 

      核銷完畢。以利紙本送往國中端進行經費核銷。 

   (六)110-2學期國中技藝班合作學校、課程職群： 

   (七)白河國中(機械群) / 六甲國中(土建群) / 南新國中(商管群)請上課教 

      師務必拍照留存，以便期末成果報告使用。 

   (八)111學年國中技藝學程開班計畫已開始編寫，請相關科主任協助幫忙。 

  白河國中 (111-1電機電子群 / 111-2動力機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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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甲國中 (111-1商業管理群 / 111-2土木建築群) 

  南新國中 (111-1機 械 群   / 111-2商業管理群) 

 

  五、輔導室: 
   【輔導室】 

   (一)5/24(二)08:00~15:50團諮室邀請張閔翔心理師蒞校辦理特教生情感教 

      育小團體。 

   (二)6/8（三）12：10-14：50圖書館一 F辦理穩定就學輔導策略研習邀請嘉 

      義大學朱惠英教授，請大家踴躍報名參加，課程代碼： 3379445 

   【特教組.資源教室】 

   (一)5/5(四)12:10-13:00辦理資處一忠李○睿同學個案會議 

   (二)5/10(二)13:00-13:50聽障巡迴輔導-資處一忠李○睿同學 

   (三)5/12(四)9:30-11:50辦理資源教室身心障礙職業評量訪談-電圖三李○ 

      榆、汽修三葉○賢 

   (四)5/12(四)辦理 12:30-13:00辦理汽修三忠曾○豪同學個案會議 
 

  六、圖書館: 

   【招生事項】 
   (一)5/25(三)至嘉義市民生國中入班招生宣導。 

   【近期已完成事項】： 

   (一)4/20(三) 本校參加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比賽第 1110310梯次共 

      計五位同學得獎，三位特優，優等、甲等各一，感謝指導老師辛苦的指 

      導及同學們的努力。 

   (二)4/29(五) 本校參加全國高級中學小論文寫作比賽第 1110315梯次共計 

      一組 2位同學得甲等獎，感謝指導老師辛苦的指導及同學們的努力。。 

   (三)5/10(二) 本館提出 111 年度「充實高級中等學校圖書資訊-採購圖書」 

      暨校內圖書經費採購案申請，請總務處庶務組辦理後續招標及採購程 

      序。 

   【近期待完成事項】： 

   (一)5/25(三)至嘉義市民生國中入班招生宣導。 

   (二)5/24(二)111年度圖書採購招標案進行開標。 

   【協調事項】： 

   (一)5/16(一)圖書館三樓頂太陽能施工後漏水，廠商有做後續防水處理，但 

      梅雨季來臨，發現依舊滲水。 

   賀！全國高級中學閱讀心得寫作 第 1110310梯次 得獎作品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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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級 學生 指導老師 閱讀心得篇名 名次 

資處三忠 楊珮晴 蔡芷琳 修煉 1：動物精的秘密 特優 

資處三忠 林惠君 蔡芷琳 致一直過於努力的妳 特優 

資處三忠 楊佩鈞 蔡芷琳 你只是看起來很努力 特優 

資處三忠 陳亦廷 蔡芷琳 不後悔的人生 優等 

電圖二忠 陳文瑞 花韻清 不死的蝴蝶 甲等 

   賀！全國高級中學小論文第 1110315梯次 得獎作品名單 

班  級 學生 指導老師 小論文 名次 

資處三忠 陳亦廷 廖金賢 技高學生對技能檢定證
照看法之研究 

甲等 

資處三忠 翟宸堃 廖金賢 技高學生對技能檢定證

照看法之研究 
甲等 

 
  七、主計室: 

   (一)截至本(111)年4月底，本校資本門達成率僅20.88%，目前應執行項目(如 

      附件)，請同仁積極執行。 

   (二)本學期應結案之補助案請各單位積極執行，並應於7月底前完成核銷付 

      款，請同仁配合。 
 

  八、人事室: 
   【近期待完成事項】： 

   (一)辦理公務人員 111年 1-4月平時考核。 

   (二)辦理出納組長及電機科技士退休案及出缺後相關職缺遴補事宜。 

   (三)核發退休及撫卹遺族 111年端節慰問金發放。 

   (四)辦理職員 110年年終考績核定後之考績通知書核發、考績獎金、薪資晉 

      級、退撫、公保及健保相關費用補扣發作業。 

   (五)辦理職員人事資料系統核校鎖定相關作業。 
   【宣導事項】： 

   (一)「防疫隔離假」係為防疫應變緊急處置之特別措施，既有支薪，機關同 

      仁於請防疫隔離假期間，倘機關基於公務需要，自得在兼顧防疫及維持 

      政府持續運作前提下，視業務性質、資（通）訊設備狀況及人力配置指 

      派同仁於上班時間居家辦公。於該上班時間執行職務，並未符合公務人 

      員保障法第23條規定所稱加班之要件，相關訊訊已公告本校網頁。 

   (二)重申鑒於COVID-19疫情日趨嚴峻，請同仁務必確實遵守防疫相關工作， 

      如有與確診者接觸，或有發燒、呼吸道症狀、嗅覺異常或不明原因腹瀉 

      等疑似COVID-19症狀或類流感症狀，請儘速就醫或篩檢，並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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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假手續，另請務必通知學務處衛生組及人事室。 

   (三)臺南市白河區公所為辦理「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之複 

      決案投票」之投開票所工作人員遴派事宜，函請本校推薦投開票所工作 

      人員，本室將另於本校網頁公告，請有意參加同仁，於 111年 5月 27日 

      （星期五）前填妥推薦名冊後，寄至 a047@ps.phvs.tn.edu.tw登記辦理。 
 

  九、秘書室: 

   (一)請各處室儘速提供校務發展計畫。 

 

捌、提案討論:(無) 

 
玖、臨時動議:(無) 

 

拾、主席結論: 

  一、本校校園廣闊(尤其汽車修護科實習工場附近)，請裝設夜間感應式照明

設備，感應角度需全方位，以維護安全。 

  二、土木科綜合實習工場新建工程，專業教師可引導土木科及水電科學生去

見習，以提升學生知能。 

  三、本校學生錄取科技院校名單請註冊組彙整，須納入獨招學校(舉重學生錄

取國立體育大學)。 

  四、學生借用平板管理，請設備組以科為單位分門別類管控，以達有效長久

使用效果。 

  五、招生宣導時，請敘明本校 6線免費交通專車路線，免費交通車及住宿是

招生一大誘因。 

  六、有關教官 113年起陸續離退不補，相關國防通識課程規畫，請於學校課

程發展委員會議提出討論。 

  七、有關專任救生員及游泳課程協同教學者分際，請依相關法令辦理。 

  八、本校有些事情可直接溝通，以免造成不必要紛爭。 

  九、學生對外比賽獲獎，除活動單位頒發獎狀及獎品外，學校基於鼓勵學生 

      表現，應給予相對獎品，且須及時表揚。 

 

拾壹、散  會:5月 18日下午 3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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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設備及補助案未執行明細表 

單位 資本門經費項目內容 單價 數量 概算數 
付款

月份 
備註 

  總計     16,513,440      

總務處 冷氣機 44,000 20 880,000   請速辦理採購 

  冷氣機 40,000 12 480,000   各科等 

  
遞延費用-立業、立規大樓外

牆電線整理 
90,000 1 90,000   含電燈修繕 

  

立規大樓、新實習工廠、活

動中心消防受信警報導入本

校校園智慧化系統 

85,000  1 85,000   請速辦理採購 

  
土木科綜合實習工場新建工

程 
5,070,000  1 5,070,000   109年度保留款 

  
土木科綜合實習工場新建工

程-電力改善 
1,450,000  1 1,450,000   

併工程案招標，補助款

已核定 

  
E-TAG 車輛自動感應系統

(柵欄機功能加強) 
15,000  1 15,000   請速辦理採購 

  全校話機通話系統汰換 1,500,000  1 1,500,000   

請總務處將計畫函文

國教署，先執行俟補助

款核撥後再轉正 

輔導室 洗車廠雨遮 98,000 1 98,000   請速辦理採購 

圖書館 
圖書 60,000 1 60,000   

合併招標 
補助圖書購置 60,000 1 60,000   

實習處 展示室冷氣機 40,000 1 40,000   
併總務處全校冷氣案

辦理 

資處科 數位 UV 直噴機 366,900  1 366,900   
廠商履約中，請注意品

質 

電機科 
機電整合競賽設備 40,000 1 40,000 

  配合比賽，展期至 7 月

中 

工配乙級低壓訓練設備 92,556 2 185,112   

併案招標 水電技

術科 
水電工場隔間配管工程 273,888 1 273,888   

汽車修

護 

實用技

能班 

汽車頂車機(3.5ton) 260,000  1 260,000   

已完成招標 工具車組(工科賽) 65,000 2 130,000   

工具車組 36,667 3 110,000   

完免 桌上型錭銑機 
66,000  1 66,000   已完成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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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槓鈴組 
14,500  2 29,000   

併其他體育品辦理招

標 

投籃競賽置球架 
16,000  2 32,000   

併其他體育品辦理招

標 

綜合職

能科 

設備費(冷氣 4 台、飲水機 1

台) 
150,000 1 150,000   

綜合職能科高職特教

班經費 

設備組 

 

充實一

般科目

教學設

備計畫

經費 

音響設備 78,333 3 235,000   已交貨 

排球裁判椅 24,000 2 48,000   

請辦理招標 
羽球裁判椅 18,000 2 36,000   

大海綿墊 30,000 2  60,000   

體適能檢測器組 60,000 1 60,000   

實習處 

優化實

作-充實

基礎教

學設備 

電機科-電力電子量測儀器 15,000  2 30,000   已辦理請購 

電機科-網路連線設備 25,000 1 25,000   請速處理 

設備組 

111 年度因應新課綱空間活

化改善-攀岩教室 
900,000 1 900,000   110.12.27 國教署核定

函，執行期間至 111 年

8 月 31 日 
112 年度因應新課綱空間活

化改善-多功能教室 
900,000 1 900,000   

體育組 
110 年度游泳池整建維修經

費 
698,540 1 698,540   

110 年 9 月 14 日體育署

核定函，執行及核結期

間至 111 年 10 月 31 日

(核定 90 萬，標餘款繳

回) 

設備組 

110 年度因應新課綱空間活

化改善(第 2 階段-生涯規劃

教室) 

1,000,000  1 1,000,000   
110 年度補助款-經常

門 

體育組 111 年度充實體育器材設備 1,050,000  1 1,050,000   請速辦理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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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白河商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 5 月份行政會報 校長督導經費執行 

 
國立白河商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 5 月份行政會報 校長業務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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