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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擴大行政會報紀錄 

時    間：109年02月20日(星期四)上午10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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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仁大家新年快樂！開學前有很多相關防疫準備工作，尤其學務處衛生

組、健康中心比較辛苦，總務處也配合所有工程做一些調配，相關內容再請各

處室工作報告中提出。 

二、行政會報後安排一個餐會，感謝並歡迎大家參加。 

三、關於疫情應變措施，請各處室再提出來報告討論。 

貳、各單位報告：  

一、教務處報告： 

教務處 

主  任 

1、開學延至 2/25，2/24是開學準備日，教學準備日實施計畫如附
件1，請大家參閱。 

2、行事曆若有需修改，請儘早告知。 
3、預計第八節開始上課時間是在3/2。 
4、課表已於上星期公布，預計2/25前完成教師課表調整。 

二、學務處報告：  

學務處 

主  任 

1.學務處下學期多承辦縣府大型活動，要請各處室多多協助與幫忙。 

2.開學後，學務處將進行恆中防疫行動，包含進校前量體溫、發放消

毒水等等…非常時期，請大家要自我健康管理!! 

訓育組 

1.童軍節大會於3月4日(三)報名及繳費截止，3月21日(六)進行活動，

工作分配表（如附件2）再請相關同仁留意。 

2.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4月6日(一)恆春鎮聯合遊行活動，鎮內恆商、僑勇、

恆國、恆中、社大進行踩街（如附件3）。701、702班同學，學習驕仔舞

和繪製驕仔面具。 

3.週三鐘聲回復以往時間。 

4.2月26日(三)第七節幹部訓練，3月5日(三)進行第一次社團課程。 

5.2月24日(一)中午12:00前，請各組將要發給各班的開學資料袋資料，

按班級分好，交至訓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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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組 (上放學進出路線) 

體育組 

1. 109.04.15全中運縣內傳遞聖火，安排三個體育班一起傳遞。 

2. 班際球賽於第一次段考後，九年級會在會考結束後。 

3. 本學期七年級游泳課於恆春工商辦理，為避開人潮，將於 6 月 4

日為 期5週 (4次) 課程。 

4. 屏東縣運，網路報名截止日期為3月5日。 

衛生組 開學發放中、港、澳出入境調查表，也請同仁們確實回報。 

健康中心 

恆中防疫行動大作戰! 

1.每日上學進校門進行體溫測量(發燒者37.5度以上，一律請回家休

息)。體溫測量度數請學生登記於聯絡簿。 

2.每班發放一瓶稀釋漂白水於 02.25(二)開學日大掃除進行班級消毒

工作。 

3.每班發放一甁75%酒精，請導師管制學生使用。 

4.洗手台皆備有香皂供師生使用，請大家勤洗手並珍惜使用。 

5.縣府提供部分口罩給學校，但僅屬於緊急處理使用。為保護自己與

他人，建議學生戴口罩上課，惟學生自備口罩。 

6.2/24教師備課日下午13:30~14:00，邀請衛生所郭仁雄主任進行「武

漢肺炎防疫講座」。 

三、總務處報告：  

總務處 

主  任 

1、西側道路工程已開始施工，掃地區域要重新規劃分配。 

2、停車場變少，請老師們停車時往廚房那邊移動。 

3、2/21、2/24下午進行消毒。 

4、寓善樓北側廁所標案下星期開標。 

5、風雨球場的圖準備送審給體發中心。 

6、今天11:30四季餐廳用餐。 

四、輔導處報告： 

輔導處 

主  任 
輔導室下學期安排很多活動及參訪，若受疫情影響可能會取消活動或

是課程調整改用視訊的方式。 

輔導組 

1. 《性侵害防治宣導》訂於 3/4 (三) 第3、4節於體育館辦理，對

象為7、8年級各班。 

2. 《109年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訂於3/25 (三) 學生場時間為

10:05~10:45，家長場時間為 18:3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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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補校報告：  

補校 

主  任 

補校學生出國機會很多，我們在群組中宣導若有發燒感冒要自主管

理，不要到校，防疫相關措施比照日校管理。 

六、人事室報告：  

人事室 

主 任 

1.改良版的-出差請示單很好用，請假時可線上列印或用原本的請示單皆

可，請示單副聯不需再附。(列印時注意-雙面-短邊翻頁，這樣才不會

印顛倒)已放在官網及行政報告單。  

2.要申請子女教育補助費的同仁，即日起-可至人事室申請(高中職、大學

需檢具繳費單)  

3.防疫照顧假之申請對象： 

(一)係指父母、養父母、監護人或其他日常實際照顧兒童之人（如爺爺、

奶奶等）。 

(二)除照顧12歲以下學童，如有照顧就讀高級中等學校（含高中職、

五專一、二、三年級）或國民中學持有身心障礙證明子女之需求者，

亦得申請。教職員亦得依前開規定選擇申請防疫照顧假，學校不得拒

絕，且不得影響考績（核）或為其他不利處分，惟申請防疫照顧假不

予支薪。 

4.有關武漢肺炎-養成不用手去摸眼睛、鼻子、嘴巴的習慣-一回家就換掉

外出衣物、洗手，甚至是洗澡、勤洗手比戴口罩更重要。 

七、會計室報告：  

會計室 

主 任 

因應開學日到來，為落實新型冠狀病毒防疫措施，若健康中心或衛

生組等須採購防疫消毒用品，請先調查全校所需並將相關品項、數

量、單價等估價單資料彙整後，由學務處統一請購，以利統整單一

窗口作業。 

参、提案討論：(無)。 

肆、臨時動議: (無)。 

伍、主席指示(結語)： 

一、提醒健康中心，有關防疫資訊，中央及縣府會不斷有些提示跟規

定，如果是我給主任或是妳從妳的群組中得到，應該要有一個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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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窗口，趕快發給班級或是老師，讓他們在第一時間能得到訊

息，如果沒有群組要趕快建立群組。 

二、學校除了毓心樓之外，從林偕勝校長以來，很多年來都沒有什麼

變化，直到許校長有毓心樓工程在4月開工，我8月上任，一直

到工程的完成使用，學校校區的使用，從早期班級教室、內操場，

學生活動空間非常有限，外面的外操場很少在用，後來我們把教

學區規劃出來，體育課除了籃球場、室內室外活動中心、以及網

球場並調整到操場，教學區目前都管控，學生管理能夠掌握、改

善。目前學校面臨一些新的建設，縣府對於恆春地區的建設很

多，包括教師集中宿舍、社福館，學校也有風雨球場、棒球隊棒

球打擊場、還有我們自己爭取的老舊廁所的改善，後續會再分批

修繕，感謝總務處、學務處及相關處室的同仁，那些地區的班級

並將打掃及責任區重新調整分配，現在改成按項目、責任、使用

者的概念去管理場地，所以，棒球隊、籃球隊、田徑隊依專項有

自己的責任區，比較落實在自己的管理的部份。西側的道路約

20-30前規劃，目前在動工，動工後校區就會有前後校區，後校

區就在童軍炊事場那邊，小側門就會變成前側門，腳踏車車棚就

會削掉一些，會留一個人行通道，樹會移到中庭，中庭維持大草

坪的概念，景觀會改變成庭園概念，目前有幾棵樹已移到淨妙池

旁邊，中央廚房這邊道路計畫預定的開拓，因動到廚房，所以有

中央廚房的改建，相關基地的植裁會再移動，會移動到中庭靠寓

善樓邊緣形成中央廊道，大概1年內會有這樣的變化，珍貴樹種

會留下，多餘的我們會清掉，中央廚房那邊的規劃，我們再召集

相關同仁討論，原則上停車場會規劃在前側，除了老舊廁所是我

指示鄧主任申請的，其他的建設都是配合縣府、政策而處理。 

三、學務處承辦的童軍節、全中運也是配合政策，童軍節目前受疫情

影響是未定，請同仁理解，相關的因應及配合工作，請同仁協助。

謝謝總務處！這幾年場域調整做了很多事情，很多建設才能繼續

進行，學生的常規雖然會發生一些事情，但次數、頻率及樣態，

看起來沒有減少多少，但從情節及內涵來看，過去覺得ok的，

現在覺得不ok，所以，學務處事情還是很多，但以過去的標準

來看，現在這些還算ok的，現在也比較能按標準來報通報，我

們繼續在提升學生的常規及標準，所以，案子的量沒有減少，但

情節及內容已有些改變，愈做愈精緻，學生的表現標準愈拉愈

高，謝謝各處室團隊，我們有非常優質的團隊，謝謝大家的辛苦！  

陸、散會：同日上午10時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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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恆春國民中學 108學年第二學期教學準備日 實施計畫 

109.02.24. 

一、依據： 

屏東縣國民中小學寒暑假教師到校教學準備實施要點 

 

二、時間分配： 

日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與會人員 備註 

02

月

24

日 

08：30~10：00 各領域領召會議 二樓會議室 各處室主任及各領域召集人  

08：00~10：00 教師教學準備 各辦公室 全體教師  

10：00~10：10 教學準備日簽到 視聽教室 全體教師  

10：10~11：50 教學準備日始業式 視聽教室 全體教師  

11：50~13：20 午餐&休息    

13：20~13：30 教學準備日簽到 視聽教室 全體教師  

13：30~14：00 防疫宣導 視聽教室 全體教師  

14：00~15：00 性平講座 視聽教室 全體教師  

15：00~16：30 各領域教學研究會議 
請見位置分

配表 
全體教師  

  

三、領域會議場地分配  ※若108學年度領域召集人有所更動，請再告知修正。 

領域別 分配場地 主持人 領域別 分配場地 主持人 

國文 905(3F) 召集人-塗思涵 藝術與人文 909(2F) 召集人-曾友貞 

英語 904(3F) 召集人-吳秋君 綜合活動 908(2F) 召集人-洪于涵 

數學 903(3F) 召集人-楊喻文 健康與體育 二樓會議室 召集人-鄧俊臣 

自然與生活科技 902(3F) 召集人-林宗慶 科技 教務處 召集人-吳宗憲 

社會 901(3F) 召集人-郭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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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若109.02.24.當日無法完成領域會議召開，請利用開學後一週內的領域時間召開會議。 
 
 

四、補考、段考、複習考相關事宜： 

   1.補考時間：108學年度第一學期成績不及格補考時間03/02~03/13。 

2.段考時間：第一次段考:九年級03/31~04/01（二、三） 

                       七､八年級04/07~04/08（二、三） 

            第二次段考:九年級05/07~05/08（四、五） 

                       七､八年級05/21~05/22（四、五） 

            第三次段考:七､八年級07/09~07/10（四、五）                        

3.九年級複習考：第三次03/07（國、英、數、社、自一～五冊）(自由參加) 

                第四次04/21～04/22 （國、英、數、自、社一～六冊）(全九年級) 

4.九年級畢業資格考：06/09 

   5.請各領域分配段考命題教師（出題教師*1、審題教師*1）及考試進度。 

     ※試題繳交最晚時間皆為考前一週，以利油印。試題若需電腦讀卡，題數須滿25題！ 

（試卷紙本及試卷、解答電子檔、雙向細目表，紙本請交教務處）各項全都要給！！！ 

6.各年級英文領域段考聽力測驗請聯繫廠商準備（班級數+2）份MP3隨身碟。也請命題教師務必事

先逐一試聽確認。 

7.國文段考僅第一、二次段考加考作文。 

8.閱讀心得書寫僅第一、二次段考的第二天下午。 

9.請各領域指派108學年度第二學期學期成績不及格補考之命題教師。 

五、註冊組成績相關規定 

1.七年級學習領域文字描述登打方式，以國文、英文、數學、自然各打一次文字描述，社會領 

  域、綜合領域、健體領域、藝術與人文領域各打一次文字描述，請各領域開會時進行分配。 

2.七年級班會、週會不用打文字描述，基礎英文、圖書教育、彈性數學三科因教學內容與英文、 

  國文、數學不同，故決議須各再輸入一組文字描述。 

3.七年級彈性課程不用繳交紙本成績及多元評量檔案。 

   4.七年級學期總成績不顯示在成績單。依規定領域學習課程之學期總平均成績，依各領域學習 

     課程每週學習節數加權計算。學期總成績加權方式，依8領域的節數加權，語文*8(節)+ 

     數學*4(節) +社會*3(節)+自然*3(節)+藝術*3(節)+綜合*3(節)+科技*2(節)+健體 

     *3(節)/29(節) 

六、請各位老師務必繳交一份個人教學進度表。(請至恆春國中官網教務處檔案下載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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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慶祝 109年童軍節大會各組工作人員職責表 

職稱 姓名 服務單位 工作職掌 

榮譽會長 潘孟安 屏東縣縣長 主持大會活動 

榮譽副會長 周典論 

吳麗雪 

邱黃肇崇 

江國樑 

屏東縣議會議長 

屏東縣副縣長 

屏東縣政府秘書長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處長 

協助主持大會活動 

大會會長 王慧蘭 屏東縣童軍會理事長 綜理大會事務 

大會副會長 王文華 屏東縣童軍會總幹事 協助綜理大會事務 

指導委員 李清聖 

楊英雪 

廖怡倫 

湯博榮 

黃賢德 

林榮洲 

蘇傳桔 

趙錫清 

陳寶郎 

曾淑勤 

許嘉政 

邱炳樹 

羅彥文 

蔡俊彥 

陳冠明 

陳亮谷 

蔚乙亘 

陳國祥 

印永生 

洪美珠 

林燕煌 

陳作忠 

 

參加學校校長 

屏東縣童軍會顧問團團長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副處長 

屏東縣政府家庭教育中心主

任 

屏東縣童軍會常務理事 

屏東縣童軍會常務理事 

屏東縣童軍會常務理事 

屏東縣童軍會常務理事 

屏東縣童軍會理事 

屏東縣童軍會理事 

屏東縣童軍會理事 

屏東縣童軍會理事 

屏東縣童軍會理事 

屏東縣童軍會理事 

屏東縣童軍會理事 

屏東縣童軍會理事 

屏東縣童軍會理事 

屏東縣童軍會理事 

屏東縣童軍會常務監事 

屏東縣童軍會監事 

屏東縣童軍會監事 

屏東縣童軍會監事 

屏東縣童軍會監事 

 

指導大會工作 

大會總幹事 鄔世榮 屏東縣恆春國中校長 

(1)  綜理大會事務 

(2)  督導並協調各組推行大會 

各項工作 

(3)  召開大會工作籌備會議 

(4)  其他有關大會事務事項 

大會 

副總幹事 
賴慶龍 屏東縣童軍會副總幹事 協助總幹事執行大會活動 

大會 

執行秘書   
吳思潔 屏東縣恆春國中學務主任 執行總幹事交辦事項 

行政組 召集人 

鄔世榮 

副召集人 

 

屏東縣恆春國中校長 

 

(1) 擬定大會實施計劃 

(2) 執行總幹事交辦事項編訂活動手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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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思潔 

 

委員 

蘇怡雯 

吳秋君 

王萱 

屏東縣立恆春國中學務主任 

 

 

屏東縣恆春國中訓育組長 

屏東縣恆春國中教師 

屏東縣恆春國中教師 

 

(3) 編印預算、經費核支 

(4) 印發開會通知 

(5) 辦理保險 

(6) 學員文具用品、紀念品、童軍節

紀念章分發 

(7) 協助活動期間之計劃與實施 

(8) 聯絡並交涉有關單位支援事宜 

(9) 擬定並執行活動日程表、配當表 

(10)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活動組 

（童軍） 
 
 

 

活動組 

（幼童軍） 

召集人 
陳國祥 

副召集人 
黃賢德 
蘇傳桔 

召集人 

李文生 
副召集人 

王英明 
蔚乙亘 

委員 
林清水 
潘立甲 

 

 
國立屏東高中校長 
 
屏東縣立鶴聲國中校長 
屏東縣立新埤國中校長 

 

屏東縣萬丹國小退休校長 
 
屏東縣瑞光國小校長 
屏東縣新豐國小校長 
 
總會國家研習營訓練員 
慈惠醫專助理教授 

(1) 活動材料請購 

(2) 選定各種集合地點 

(3) 選定各種活動歌曲、遊戲 

(4) 活動節目編排及進行 

(5) 分站活動策劃與執行 

(6) 童軍標語製作、佈置，各種標誌

設計 

(7) 精神堡壘的製作 

(8)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典禮組 召集人   

          吳思潔 

副召集人 

          洪于涵 

 

委員 

王緯涵 

張豪巖 

          吳秋君 

 

 

屏東縣恆春國中學務主任 

 

屏東縣恆春國中衛生組長 

 

 

屏東縣恆春國中協辦教師 

屏東縣恆春國中協辦教師 

屏東縣恆春國中教師(負責木

章餐會) 

 

(1) 隊伍編排、開閉幕式位置分配、 

整隊、報告、活動歡呼 

(2) 典禮儀式之規劃、進行與掌控 

(3) 司儀、旗手、協助頒獎學生選派

及訓練 

(4) 安排受獎學生上台順序 

(5) 童軍歌曲 CD 

(6) 屏東縣童軍會 108年木章持有人

年會餐敘聯誼活動 

(7)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生活輔導組 召集人 
王剛鴻 

副召集人 
          邱惠莉 
    委員   
         徐盈穎 

    

 
屏東縣恆春國中教務主任 
 
屏東縣恆春國中人事主任 
 
屏東縣恆春國中教學組長 
 

(1)  檢查優良小隊之評定 

(2)  大會期間會場安全維護 

(3)  大會期間善行優良事蹟之表揚 

(4)  會場團隊精神之考評 

(5)  處理偶發事件 

(6)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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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庶務組 召集人 
鄧俊臣 

        
副召集人 

      林進芳 
 
委員   

          王楚翔 
          姚坤明 
          陳映順 
          洪素珍 

 
屏東縣恆春國中總務主任 
 
 
屏東縣恆春國中主計 
 
 
屏東縣恆春國中工友 
屏東縣恆春國中工友 
屏東縣恆春國中事務組 
屏東縣恆春國中出納組 

(1)  準備物品：3支無線麥克風、 

   盆花、國旗、國父遺像、擴大機 

(2)  準備慶祝大會音響 

(3)  大會會場場地佈置 

(4)  各種活動場地之佈置 

（與活動組協調） 

(5)  擬定應變計劃 

(6)  結束時公物檢查及歸還 

(7)  辦理一切招標事宜 

(8)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膳食服務組 召集人 
吳思潔 

 
委員 

洪嘉穗 
            王婷         
          洪秀娟 
          楊太和 

黃煒婷 

 
屏東縣立恆春國中學務主任 
 

 
屏東縣恆春國中營養師 

屏東縣恆春國中體育組長 
屏東縣恆春國中資料組長 
屏東縣恆春國中補校組長 
屏東縣恆春國中特教組長 

(1) 學員午餐之接洽、準備與供應 

(2) 餐後整理與廚餘處理 

(3) 茶水、礦泉水供應 

(4)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交通組 召集人 
          陳麒生 
副召集人 
          林宗慶 
委員 

于福豪 

          張豪巖 
       

 
屏東縣恆春國中輔導主任 
 
屏東縣恆春國中補校主任 
 
屏東縣恆春國中生教組長 

屏東縣恆春國中協辦教師 

 

(1) 配車 

(2) 停車規劃 

(3) 動線、指引指標製作 

(4) 負責管制會場進出車輛 

(5) 安排大會工作人員、來賓車輛 

停放處 

(6) 連繫各校車輛接送事宜 

(7)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醫護組 召集人 

吳思潔 
 

    委員   
彭淑貞     
余佩怡 
梁昭君 

 
屏東縣立恆春國中學務主任 
 

 
屏東縣恆春國中校護 

屏東縣恆春國中註冊組長 
屏東縣恆春國中文書組 

(1) 籌設、佈置醫療站，並申請所需 

藥品、器材 

(2) 管理醫護站 

(3) 調配救護車 

(4) 實施醫療急救工作 

(5) 護送傷患轉診就醫 

(6)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攝影組 召集人 

王剛鴻        

委員 

吳宗憲 

蕭逸寧 

 

屏東縣恆春國中教務主任 

 

屏東縣恆春國中設備組長 

屏東縣恆春國中輔導組長 

(1) 負責大會期間照相及錄影事宜 

(2) 將錄影製作 DVD 

(3) 將活動照片刊載於網站 

(4)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服務小隊 

 

 

 

 

 

召集人 

          許照榮 

          石雲翔 

服務羅浮 

          李育均 
吳文綺 
黃姵涵 

 

 

國立屏東大學團長 

協助恆中人員 

 

國立屏東大學羅浮 

國立屏東大學羅浮 

國立屏東大學羅浮 

 

（1） 協助各組活動事宜 

（2）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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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恆春鎮 2020全中運擾動活動實施計畫(草案) 

一、依據： 

     （一）依屏東縣教育處 108學年度行事曆年度計畫辦理。 

二、目的： 

     （一）協助屏東縣政府推動 2020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二）凝聚恆春鄉鎮社區民眾向心力，推廣 2020全中運。 

      (三) 增進學生對全中運的認識，及早對未來體育性活動更多的參與度。 

三、指導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四、承辦單位：屏東縣立恆春國中。 

五、協辦單位：屏東縣立恆春國中學區學校屏東縣恆春國小、屏東縣僑勇國小、屏東縣

大光國小、屏東縣山海國小、屏東縣水泉國小、屏東縣大平國小、屏東縣墾丁國小。 

六、辦理方式:  

1. 配合屏東縣教育處推廣 2020年全中運活動計畫。 

2. 結集恆春鎮學區內鄰近學校或自行規劃擾動鄉里遊行。 

3. 融入自校行事曆既定活動(班週會、集會宣導、校慶等動靜態活動…)。 

七、全中運擾動活動計畫繳交方式: 

請各校承辦相關活動業務負責人填入活動計畫(附件一)，並於 109.02.10(一)前將資

料傳至信箱 ssuchieh1224@gmail.com 吳思潔主任收，由本校彙整各校活動統一傳至縣

府整理規劃。可加 line ID方便資料傳送或聯繫 ssuchieh1224。 

 

mailto:ssuchieh122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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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縣府彙整表範例 (2020全中運各鄉鎮遊行規劃彙整表) 

鄉鎮 學校 辦理日期 辦理方式 路線 特色 備註 

       

活動一、屏東縣恆春鎮 2020全中運擾動活動實施計畫內容 

單 位 

名 稱 屏東縣恆春鎮區 
聯絡

人 
吳思潔 

聯 繫

電話 08-8892039*27 

活動名稱   2020全中運恆春健兒擾動鎮民大遊行 

聯合單位    恆春國小、僑勇國小、恆春工商、 屏南社區    □學校自辦 

 

   辦理 

方式 

 

□自校辦理全中運宣傳遊行擾動 

■與他校合辦全中運宣傳遊行擾動(推派代表學校填寫即可) 

□與本校其他類型活動結合辦理 

□其他:                         

活動日期 109.04.06(一) 活動時間 am11:00-12:00 

預計參與人數 300(人) 經費概算金額  

 

活 

 

動 

 

規 

 

劃 

※ 恆春鎮擾動遊街流程表： 

時間 項目 活動內容 

    -1030 準備時間 各項活動準備(請各單位前往西門廣場集合) 

1030-1040 集合 於西門廣場前集合 

1040-1045 彩排 驕仔舞彩排 

1045-1100 暖場 暖場表演 (各單位特色演出) 

1100-1110 活動開始 全中運簡介、驕仔舞、長官致詞 

1110-1200 遊街活動 恆商、僑勇、恆國、恆中、社區 

1200- 遊行活動結束 賦歸各自學校 

※ 遊行路線規劃: 

西門廣場-穿過西門-三利檳榔三叉路右轉至中正路- 沿中正路直行至南門圓環-繞

南門圓環後往八方雲集-自八方雲集進老街-沿老街行至西門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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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特色

說明 

恆春工商:儀隊領導。 

僑勇國小:結合國標舞、鼓隊以及獨輪車，並用大鼓及聲響際恆春鎮。 

恆春國小:結合月琴與民謠，改編詩詞內容，運用民謠傳唱方式宣傳全中運；月琴隊彈

奏月琴，體育團隊唱民謠隊呼。 

恆春國中:驕仔創意面具造型。 

屏南社大:各社區特色隊伍。 

由恆商儀隊打開遊行序幕，僑勇大鼓隊擊鼓展開氣勢，跟著響亮全國的國標舞以及獨輪

車!恆國月琴隊彈奏月琴，結合體育團隊唱民謠隊呼。以及恆春國中"驕仔”特殊造型行

進。加上以及社區隊伍響鎮恆春區! 

鎮外

活動 

其餘恆春鎮學區五校(墾丁國小、大光國小、水泉國小、山海國小、大平國小)於恆春鎮

外同時進行遊街活動。 

時間:109.04.06(一) 

地點:各校鄉里內 

路線、學校特色:詳閱 2020全中運各鄉鎮遊行規劃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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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音響、舞台、全中運布條、全中運驕仔 logo設計造型板、驕仔設計宣傳扇、宣傳海報。 

※ 經費概算(暫訂)：  

 

品名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 備註 

舞台租借 組 1 4000 4000  

音響租借 組 1 6000 6000  

全中運遊行布條(2*10呎) 面 3 800 2400  

驕仔 Logo造型版印刷(割型空中板) 面 10 780 7800  

宣傳扇子(荷葉扇) 面 50 40 2000  

宣傳海報(A1) 張 10 550 5500  

雜支(礦泉水…)   5000 5000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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