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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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次行政會報紀錄 

時    間：109年03月11日(星期四)上午7時30分 

地    點：本校行政大樓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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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對疫情的掌握，從全台來看，實際大家做的非常的用心，基本上是比較

穏定的感覺，全世界疫情已破11萬例，死亡人數超過4千人，疫情什

麼時候結束，大家都沒有把握，感謝思潔主任跟學務處團隊！從寒假開

始就有一個很好的規劃，護理師淑貞全程都積極，為了保護大家健康，

希望能撐到疫情過去，大家的生活都恢復正常，非常感謝學務處！很感

動！每天早上6時30分，學務處同仁就來量體溫，我們其他處室同仁

有幾個可以6:30來的？學校是個團隊，同仁也很熱心在問，是不是增

加人力支援學務處，我們真的要全面動起來，希望疫情趕快結束，但需

要大家一起努力，目標是校園零確診，全國上下都在一起努力，希望大

家一起分攤一下，支援時段是早上6:30-7:30，中午12:00-13:00，進

出一律受檢。 

二、感謝福豪組長臨危受命代理學務主任。 

貳、各單位報告：  

一、教務處報告： 

教務處 

主  任 

1、9年級4/8完成免試入學宣導。 
2、畢業受獎資格已經在星期一開完會，名單請於4月底前給教務處。 
3、代理韻璇老師缺己於星期一招考完畢。 
4、3/28寫生比賽若有其他處室同仁願協助，請告知教務處。 
5、福豪代理思潔主任可以減授時數。 

二、學務處報告：  

學務處 

主  任 

（于福豪組長代理） 

1、感動大家協助防疫！目前學生全員檢測；教職員工也是，若是當
日未檢測到的，可至人事室檢測。 

2、輪值表（附件2）有任何問題或是需調整，請洽衛生組。 
3、防疫小組會議紀錄（附件1）請大家參閱。 
4、各班都有發下防疫消毒水及酒精，請老師指導學生使用。 

訓育組 
1.若3/11(三)第3節若下雨就順延，原則上不使用體育館。 
2.3/21(六)三五童軍節取消，4/6(一)恆春踩街遊行順延至5月縣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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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辦理。 

體育組 全中運自主學習周已完成計畫撰寫，3/13前回報。 

健康中心 

1. 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防疫自開學起於早上六點半進行全校教

職員工生體溫測量，防疫期間感謝各位同仁們的配合，若對疫情

有任何疑問歡迎至健康中心洽詢或上疾病管制署網站參閱相關訊

息。 

2. 3/16(一) - 3/25(三)開始測量全校各班學生身高體重及視力，為

避免於室內測量時造成學生與學生飛沫及接觸傳染，故本學期測

量地點改為含真樓穿堂進行測量，因地點為行政大樓中央，屆時

若影響行政同仁們辦公悉請見諒。 

三、總務處報告：  

總務處 

主  任 寓善樓耐震補強預計110年7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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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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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件，（截至3月10日下午3時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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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0  15:30 

處室 姓名 限辦日期109年3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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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教務處 余○怡 5 
教務處 吳○憲 1 
教務處 劉○青 0 
學務處 吳○潔 0 
學務處 蘇○雯 6 
學務處 于○豪 3 
學務處 洪○涵 2 
學務處 王○婷 16 
學務處 彭○貞 0 
學務處 洪○穗 0 
輔導室 陳○生 0 
輔導室 蕭○寧 0 
輔導室 洪○娟 0 
輔導室 黃○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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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鄧○臣 28 
總務處 陳○順 8 
總務處 洪○珍 0 
總務處 梁○君 0 
人事室 邱○莉 5 
會計室 林○芳 8 
補校 林○慶 0 
補校 楊○和 0 

  96  

四、輔導處報告： 

輔導處 

主  任 

1、輔導組報告修改為3/25不做9年級集合，只挑一個班級做錄影宣

傳方式，晚上家長的那一場取消，錄影檔放網頁讓家長參閱。 

2、縣府來文取消大型集會，輔導室會溝通協調取消活動或改採其他

方式辦理。 

輔導組 
《109年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訂於3/25 (三) 對象為9年級各班學

生及家長。學生場時間為10:05~10:45，家長場時間為 18:30~20:30。 

五、人事室報告：  

人事室 

主 任 

(一)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第三級警告(Warning）」國家、地區（含轉機）

者：禁止前往。 

(二)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第一級注意(Watch）」及「第二級警示(Alert)」

國家、地區（含轉機）者：除因公奉派前往外，有特殊必要事由須前往

者，應專案簽經服務機關首長 核准，回國後需實施自主健康管理14天。 

参、提案討論：(無)。 

肆、臨時動議: (無)。 

伍、主席指示(結語)： 

一、感謝于涵提供個人口罩給坤明、楚翔在門口檢測時使用，對於門

口長時間執勤的人員，我們提供每星期每人2片口罩。 

二、因為要零確診，防疫佈置的點會推到前面，會以帳蓮在大門口管

制，建議鄧主任一次勤務不要排4小時，其他的支援人力也會加

進來，上班時間之外輪值，一律給予補休，該敍獎就給予敍獎，

疫情結束後一併檢討。  

陸、散會：同日上午8時2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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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第 2次防疫小組會議 

會議時間：109年 3月 9日（星期一）11時 00分整 

會議地點：二樓會議室  

會議主席：鄔世榮 校長 

與會人員： 校長鄔世榮、(代理)學務主任于福豪、教務主任王剛鴻、輔導主任陳麒生、 

           總務主任鄧俊臣、人事主任邱惠莉、補校主任林宗慶、衛生組長洪于涵、 

           事務組長陳映順、校護彭淑貞 

會議記錄：衛生組長 洪于涵 

 

報告事項 

 防疫物資(至 3/10) 

 

 測量體溫流程 

(參閱屏東縣各級學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體溫量測處理流程) 
 

受測者          時間            地點                施測者          結果                    

 學生                                                                      
  

 教職員                                       
 

 外賓                                                                

 

 *學生於 6:30-7:30進校門測量體溫需分七八九三個年級 

 

 目前遇到的困境 

1. 人力吃緊 

  目前由 4位學務處教師協助體溫測量及 4位學生登記班級座號；若疫情到學期末恐對教師 

  負擔過大。希望各處室行政同仁協助，共同輪值。 

2. 校門口體溫測量不確實 

  校門口 8點過後由工友大哥協助控管門禁及測量體溫；工友大哥對體溫測量還並不熟悉， 

  造成體溫測量不確實現象。另外工友大哥值勤時間為上午 8-12點及下午 13-17點；中間 

  12-13點有空窗期，需要有人協助執勤。 

3. 酒精管理 

物資 單位 數量 物資來源 保管單位 

噴霧器 瓶 86(發至各班)/10(衛生組) 健康促進計畫經費、本校採購 衛生組 

漂白水 3.5kg/瓶 14.5瓶 本校採購 衛生組 

香皂 顆 120 本校採購 衛生組 

醫療口罩 片 900 中央及縣府配發 健康中心 

額溫槍 支 6 中央及縣府配發(4)/本校(2) 健康中心 

耳溫槍 支 4 牡丹國中借用 健康中心 

酒精 600ml/瓶 37 中央及縣府配發、本校採購 健康中心 

次氯酸水 2000ml/瓶 8 南門大藥局捐贈 衛生組 

8:00-17:00 

6:30-8:00 學務處旁中庭測量 

校門口 

行政人員(4名) 

工友(8-12、13-17點) 

學務處(12-13點) 

 

發燒  

正常 

學生 
-衛生所複檢 
-返家休息 
-學生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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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各班已發下一瓶酒精及一瓶漂白水。截至目前已經有三個班級用完一瓶酒精，消耗速 

  度過快，恐會造成酒精供不應求的狀況。需再提醒導師妥善保管酒精! 

主席結論 
 

 針對體溫測量的困境還需要各處室共同來協助: 

1.輪值的部分由各處室行政同仁共同分擔，並打破處室之框架；由衛生組統一分配輪值時間。 

2.值勤位置考慮從警衛室移至室外(搭建帳棚)，讓體溫測量更加確實。 

3.工友於校門口執勤時所配戴的口罩，由校方提供(一周一人兩片)；由總務處上簽申請。 

4.協助體溫測量行政人員給予補休(依實際時數)。 

5.進出校園之訪客需確實登記、紀錄。 

6.常進入校園之訪客由負責單位製冊後，送至大門口以利控管。(如社團教師由訓育組給予名單) 

7.需要給學生之物品統一交至警衛室，再廣播領取。(減少家長進入校園之機會) 

 中午打飯菜同學務必要求確實戴口罩。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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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體溫測量輪值表 

 

 
6:30-7:30 12:00-13:00 

星期一至五 

3 03.09~03.13 洪于涵 王緯涵 于福豪 

4 03.16~03.20 王剛鴻 吳宗憲 洪于涵 

5 03.23~03.27 洪于涵 王緯涵 彭淑貞 

6 03.30~04.01 洪于涵 王緯涵 王婷 

7 04.06~04.10 林宗慶 楊太和 王緯涵 

8 04.13~04.17 洪于涵 王緯涵 王萱 

9 04.20~04.24 鄧俊臣 梁昭君 于福豪 

10 04.27~05.01 洪于涵 王緯涵 洪于涵 

11 05.04~05.08 洪素珍 陳映順 吳思潔 

12 05.11~05.15 洪于涵 王緯涵 彭淑貞 

13 05.18~05.22 陳麒生 蕭逸寧 王婷 

14 05.25~05.29 洪于涵 王緯涵 王緯涵 

15 06.01~06.05 徐盈穎 余佩怡 王萱 

16 06.08~06.12 洪于涵 王緯涵 于福豪 

17 06.15~06.19 洪秀娟 黃煒婷 洪于涵 

18 06.20~06.24 洪于涵 王緯涵 吳思潔 

19 06.29~07.03 劉宛青 蘇怡雯 彭淑貞 

20 07.06~07.10 洪于涵 王緯涵 王婷 

21 07.13~07.14 洪于涵 王緯涵 洪于涵 

 

 學務處每日 6:30-7:30 固定名單為學務主任及彭淑貞護理師。 

 上表如有需更動，煩請知會衛生組以利協調。 

 上述行政人員統一由學務處上簽呈依實際出勤時數給予補休。 

 

防疫共體時艱，各位同仁辛苦了 

時間 
週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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