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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 1 0 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報紀錄 

時    間：109年6月10日(星期三)上午7時30分 

地    點：本校行政大樓3樓 

主    席：鄔校長世榮                                         記錄：梁昭君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謝謝學務處為管控疫情犠牲很多、付出很多，上個星期量體溫告一個

段落，總務處也為大門管控付出很多，感謝大家為管控疫情的付出，

後疫情時代，很多的活動辦理時，雖然較為寬鬆，設計上仍有需配合

的管控，請大家繼續配合。 

貳、各單位報告：  

一、教務處報告： 

教務處 

主  任 

1、今年會考成績還不錯,感謝麒生主任及9A9B班導師。 
2、教務處會著手準備畢備典禮獎品。 
3、美展結束，圖書館恢復原狀了。 
4、星期四有一個菁英餐會。 
5、教務處規劃暑期輔導的時間是7/20-8/14。 
6、教務處著手課程計畫規劃及撰寫，麻煩相關處室協助。 
7、明早恆春工商完免報到，預計約90幾位。 
8、7/2新生報到，預計有172位、美術班30位、體育班30位。 
9、昨天九年級的畢業補考，可能我自己沒做好監考老師的本份，缺
失我會跟校長報告檢討改進，畢業補考的部份，會再跟導師及教
務處同仁協調另行處理。 

註冊組 

6/11(四)九年級完免及實用技能班的學生將至高中報到，至恆春工

商報到同學將由恆春工商派車接送，其它學校報到學生自行請公

假前往。 

6/11(四)午餐時間將進行9年級第2學期第2次菁英餐會。 

6/12(五) 07：30將召開畢業資格會議，並填報畢業生/修業生人數。 

6/14(日)縣長獎頒獎典禮。 

設備組 

1. 九年級導師請協助宣導，九年級同學從 6/8 起停止圖書館借

閱，請有跟圖書館借書的同學，請逕快歸還至圖書館，謝謝! 

2. 九年級的班級書箱，請於下星期一(6/15)中午，利用午休時間

歸還搬至圖書館，圖書館會有老師在現場確認歸回數量，釐清

書量是否正確。 

3. 七、八年級同學於6/22圖書館停止借閱，請導師協助宣導，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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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務處報告：  

學務處 

主  任 

1、畢業典禮明天開籌備會，等一下訓育組會發行政同仁的分配表（如

附件）。 

2、7/3全中運遊行活動，有5個班級學生參加。 

衛生組 

1.6/23(二)○5、○6節九年級進行大掃除，第○7節回收掃具；再麻煩請

該節的任課老師協助班級管理。 

2.7/14(二)休業式當天，○1、○2節大掃除，第○3節回收掃具，第○4節

搬遷教室；一樣麻煩請該節的.任課老師協助班級管理。 

3.再次提醒擔任值週的評分老師，落實評分工作；也請記得於當天中

午將評分表交回至衛生組。 

4.防疫工作漸漸解禁，但還是要麻煩各位同仁保持良好的衛生習慣。 

體育組 

班際運動競賽時程: 6/10(三)第三、四節 :七/八年級拔河及足壘賽, 

第六節:九年級籃球, 

6/12(五)第一至四節:九年級籃球賽  6/15(一)早自習及 6/17(三) 

第三、四節:八年級足壘 

三、總務處報告：  

總務處 

主  任 

1.6月12(星期五)早上10時，召開寓善樓北側廁所整修工程開工

前協調會。 

2.毓心樓教室加裝兩台吊扇，10間教室於6月6日、7日已裝置完

成，8間教室預計6月13日、14日裝置。 

3.體發中心核定本校新建半戶外球場工程經費原980萬元變更為

1600萬元。 

4.恆春教師集中宿舍進度18%，施工為二樓牆筋綁紮。 

5.中央廚房新建工程進度，工程施工圖進入細部設計審查及都市審

查。 

6.棒球場打擊屋新建工程基地為計畫道路無法施工，與棒球教練協

商後，提出計畫內容修正為棒球場修整建計畫，已行文屏東縣

體育發展中心協助辦理。 

7.縣府辦理安心即時上工計畫，本校核定3位名額，於6月1日起

開始上工，工作項目：校門口人員管制及校園環境整理 

8.九年級預計6月16起至6月23日止盤點教室設施。] 

9.6月1日起電費計算開始用夏季用電統計(1度6.41元)，請同仁

節約用電，該時段如不用電請關閉電源(下課、吃飯及午休) 

文書組 
1、本校各處室基於業務需要，須將印信拓模或縮小製模套印於文

件者（例如：證明書、奬狀等文件），請先簽請校長核准【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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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政府函示「印信製發啟用管理換發及廢舊印信繳銷辦法」第

8條，業經行政院於中華民國108年11月13日以院臺人字第

1080194403號令修正發布施行】。 

2、本校逾期未結案公文125件，（截至6月9日下午2時 05分）：

請各承辦人員儘速辦結歸檔，也請各處室主管協助指導貴屬儘

速結案歸檔，若公文需展期辦理，請記得於未逾限前展期，已

逾期公文無法再辦理展期。 

屏東縣立恆春國中 
電子公文系統逾期未結公文 
統計日期:1090609  14:05 

處室 姓名 限辦日期109年6月9日以前 

逾期未結案公文數 

按處室排序 教務處 王○鴻 0 

 
教務處 徐○穎 8 
教務處 余○怡 6 
教務處 吳○憲 7 
教務處 劉○青 1 
學務處 吳○潔 0 
學務處 蘇○雯 13 
學務處 于○豪 0 

 
學務處 洪○涵 2 

 
學務處 王○婷 31 

 
學務處 彭○貞 1 
學務處 洪○穗 0 
輔導室 陳○生 0 
輔導室 蕭○寧 5 
輔導室 洪○娟 0 
輔導室 黃○婷 12 
總務處 鄧○臣 29 
總務處 洪○珍 0 
總務處 梁○君 0 
人事室 邱○莉 3 
會計室 林○芳 7 
補校 林○慶 0 
補校 楊○和 0 

 總計 125  

四、輔導處報告： 

輔導處 

主  任 

1、6/17第3-4節 七年級生涯發展講座。 

2、疫情減緩，校外參訪活動開始辦理，畢業典禮之後，安排學生至

高中職參訪。 

3、準備八年級抽離式技藝班的部份，下星期至八年級各班做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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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補校報告：  

補校 

主 任 
1、新住民語言教學支援人員已在縣府網站公告。 

2、科工館趣味科學今天是佈展的最後一天，請把握時間參觀。 

六、人事室報告：  

人事室 

主 任 

1. 108學年度尚未完成刷卡休假補助申請者，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放寬其

下列措施： 

(一)刷卡消費日不限於休假日：放寬刷卡與休假日配合規 

範。惟仍須於特約商店使用國旅卡刷卡消費及休完應休畢日數（14日），

並應遵守辦公紀律，不得於執行職務時間刷卡消費。 

(二)放寬刷卡類別：比照現行公務人員增列「珠寶銀樓業及儲值性商品」

納入補助範圍，其儲值性商品無論是觀光旅遊額度及自行運用額度均可

購買，包括在特約商店購買各觀光旅遊業別特約商店所販售之旅遊券、

住宿券、泡湯券、餐券、車票、交通套票、優惠券等商品，均屬觀光旅

遊額度之核銷範圍。 

(三)國旅卡檢核系統核銷：因檢核系統尚未完成修正，需以人工補登審

核。就前述提前放寬部分，於兼任行政教師刷卡消費後，將刷卡日期及

特約商店通知學校人事單位以人工方式登錄檢核系統。 

2.. 有關參加縣內介聘之教師：109年7月17日（星期五）上午10時假明

正國中活動中心辦理縣內介聘作業，申請人如未能親自參加者，得寫委

託書，由受託人攜帶申請人及本人身分證件到現場參加作業，否則一律

視為棄權。另經唱名三次未到者，亦視為棄權，參加介聘教師是日以公

假登記。 

参、提案討論：(無)。 

肆、臨時動議: (無)。 

伍、主席指示(結語)： 

一、補考舞弊的處理速度要快，有關的缺失非常勇於負責，對老師、

家長、學生一定有一個原因，發現缺失必須檢討改進，儘可能這

2-3天把它處理完。 

二、學校的發展，大家討論的議題會提到學校課程跟學生成就，教務

處的角色會更重，我們要有策略，掌握課程的發展、領域的運作、

老師的自覺及對學校整體的暸解，請教務處訂個時間點，把學校

的中長程發展計畫，對全體行政、領召或是全校老師說明一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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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發展願景及整個架構，除了領域教學外，學校特色發展課程，

九年一貫彈性時數發展的論述還是要出來，把它帶到學校整體策

略，由各領域配合。目前我們在討論，把學校社團將來發展的模

式，做為學校特色發展的運用時段，教、訓、輔都要參與。  

三、提醒所有兼任、專任行政職同仁，做一切事依法行政，也有法也

有行政命令，行政命令基本上就是公文，跟老師的溝通，要告訴

他們行政命令目前可以做到的範圍，一定要有依據。 

四、各處室公文辦理有很大的改善，期待大家能把它清掉，不要再耽

誤。  

五、有關基金剩餘款的部份，各處室可以提出來，可以辦的，儘量在

基金剩餘款內來辦，110萬的範圍都可以。 

陸、散會：同日上午8時13分。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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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 東 縣 立 恆 春 國 民 中 學 第 5 0 屆 畢 業 典 禮 ─ 職 務 分 配 表 

工作組別 工作項目 工作內容 負責人員 詳細工作內容補充（完成日期） 備註 

總幹事 總幹事 統籌典禮各項事宜 鄔世榮校長   

執行秘書 執行秘書 規劃畢業典禮所有事宜、工作分配協調 
吳思潔主任、王剛鴻主任、陳麒生主任、鄧俊臣主

任、林宗慶主任 
  

策劃執行 策劃執行 活動設計、協調與執行 蘇怡雯組長   

王剛鴻 

主任 

獎狀組 

受獎人員名冊彙整(6/15) 王剛鴻主任(負責人)、徐盈穎組長、余佩怡組長   

畢業證書、各式獎狀(6/15) 
余佩怡組長(畢業證書、各式獎狀）、李治先生 

洪秀娟組長(技藝班畢業證書） 

畢業證書學生代表910陳理恩；技藝班

畢業證書學生代表909陳青霞 
 

獎品組 
頒獎(6/24) 

王剛鴻主任(負責人)、徐盈穎組長、余佩怡組長、

劉宜妮老師 

6/18 將所有獎項至體育館就位並照程

序安排好，頒獎時協助發放。 

自行安排

公差3名 

禮品採買 禮品採買-徐盈穎組長、劉宜妮老師、李治先生 6/11完成  

攝影組 攝影、拍照(6/24) 吳宗憲組長(負責人) 攝影組 公差2名 

吳思潔 

主任 

邀請組 海報製作 蘇怡雯組長(請柬印刷)、梁昭君幹事(請柬發放) 
請柬印刷 (6/8)、寄發(6/12)、海報張

貼（6/8） 
 

採購組 胸花購買 蘇怡雯組長 6/1完成（伊甸基金會愛心採購）  

交通管制 

人員 

交通指揮及校園安全維護 于福豪組長(負責人) 

（1） 校內各區域安全巡邏 

（2） 協助交通安全指揮組 

（3） 協助畢業生整隊進場與退場 

安排公差

4名 

交通安全指揮（大門與停車場）(6/24) 張豪巖老師(負責人)、王楚翔先生                             

 (1)典禮開始前校門口交通指揮 

 (2)典禮來賓與家長車輛引導 

 (3)典禮結束校門口交通指揮 

安排公差

4名 

活動組 

校園環境整理 洪于涵組長(負責人)、各班導師 典禮前、後環境清潔打掃  

歡送引導、會場秩序管理(6/24) 蘇怡雯組長(負責人)、各班導師 
與校園安全維護組聯合，確保典禮時間

準時進行 
 

司儀(6/24) 郭幼儀老師、黃煒婷組長 講稿6/23最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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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節目、典禮場地音控(6/24) 表演節目、典禮場地音控-蘇怡雯組長 
典禮音樂剪輯安排完畢6/23 

節目表演驗收6/23 

自行安排

公差6名 

歡送歌教唱 
九年級各班導師 & 音樂老師(吳思潔、徐盈穎、陳

雯琪) 
請務必於典禮前完成(6/24)  

七、八年級營養午餐 洪嘉穗營養師   

畢業班導師致詞9年級老師 蘇怡雯組長、學生畢聯會   

在校生致詞訓練8年1班 蘇怡雯組長 劉甄宜、李堉惠  

畢業生致詞訓練9年8班 蘇怡雯組長 楊帛諭  

來賓簽到、招待、引導(6/24) 正門:林宗慶 主任(負責人)、楊太和組長 

(1)主動為來賓別上胸花 

(2)引導來賓至體育館 

(3)典禮開始時，留三人在服務台，其

他至體育館協助 

自行安排

公差4名 

陳麒生 

主任 
接待組 

體育館內招待、引導、茶水準備、受獎學生

集合點名(6/24) 

陳麒生主任(負責人)、王嬿晶老師、翁書羽老師、

蕭逸寧組長（鄧俊臣主任與吳思潔主任當日協助校

長接待） 

(1)協助引導家長來賓就座、並配給茶

水(2)指揮受獎學生入座當日若椅子數

量不足，自行增列椅子。 

自行安排

公差4名 

典禮場地佈置設計 

舞台背景-蘇怡雯組長、學生畢聯會 

桌椅擺設、舞台盆花、講桌盆花-鄧俊臣主任(負責

人)、王楚翔先生 

6/23預演，桌椅擺設就定位 

畢典後班桌椅復原由學務處指揮學生 
 

鄧俊臣 

主任 

場地組 校園旗幟架設 鄧俊臣主任(負責人)、王楚翔先生   

採購組 各項採購事宜 鄧俊臣主任(負責人)、洪素珍組長 16束花、簽名筆  

獎品組 禮品收納 洪素珍組長 紅色禮紙張貼、禮金物品收納  

會計組 會計組 款項報支 陳進芳主任(負責人)   

醫護組 醫護組 典禮過程突發狀況協助處理 彭淑貞校護   

特教班 特教班 照顧特教班學生 蔡少鏵老師、古曉涵老師、林佳樺老師   

※各項採購請配合綠色採購與愛心採購。 

※職位分配原則上以每人都有工作為優先，若有其他問題者可與學務處協調。 

※當日若因故請假，請務必執行代理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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