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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擴大行政會報紀錄 

時    間：108年12月25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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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貳、各單位報告：  

一、教務處報告： 

教務處 

主  任 

1、下星期一是這學期教學正常化訪視。 
2、教務處負責校慶領域成果展、圖書館揭牌開幕。 
3、科技化評量將於本周五 12/27 完成，目前只剩 2位因中輟未完
成，會再持續追踪。 

4、這星期四、五是九年級模擬考，請大家提早5分鐘進行交接。 
5、這幾天陸續有老師打電話詢問兼代課費用，單子發給老師核對
後，2天後做帳至會計室。 

教學組 

1. 兼代課的明細表發下請老師詳細核對，發下後的兩天內如有問題

請與教學組反映，明細表上的金額即是出納撥款金額，兩天後若

沒有太大的變動問題就會辦給會計主任。 

2. 本學期作業抽查於12/23(一)完成，未通過名單如附件1。 

3. 科技化評量將於本周五 12/27 完成，目前尚未施測的學生有709

張語珊，感謝英文及數學領域老師的支援，也感謝電腦老師的協

助。 

4. 這一兩個月請假教師較多，在此向課務有增加的老師說聲感謝，

謝謝大家的幫忙，讓學生的學習不中斷。 

5. 12/30為正常教學化訪視，請老師多注意當天學生的學習狀況，

也請老師按照課表進行授課。 

6. 寒假暫不開設寒輔，改開學習扶助班，請有意願開班的教師請跟

教務處申請，開班日期為109.02.03至109.02.07。 

註冊組 

１. 九年級第一次試模擬選填時間訂於1/6(ㄧ)~1/10(五)，故學生

超額比序多元學習表現之「服務表現」請老師再幫忙確認，幹

部8位、社長(學務處會填)、特殊服務表現0-4位，備註欄除

非是轉入或體育班轉入，其他不要填寫(例如副學藝、小老師

等)。 

２. 七年級藝能科(健體、綜合、藝文、科技領域)及彈性課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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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教育、基礎英文、彈性數學、社團活動、班會、週會、視覺

藝術一(美)、視覺藝術二(美)、視覺藝術三(美)、體育專項術

科(體))成績輸入注意事項： 

(1) 煩請任教藝能科及彈性課程的老師至學校網站下載-學校

組織/ 教務處/ 教務處檔案/ 學期成績/ 1081(七年級)

藝能科科學期成績計算。 

(2) 先輸入班級、科目、教師姓名。依欄位輸入3次平時與3

次定期成績，Excel表格會自動計算出平均的定期成績

及平時成績。再將檔案成績表列印出來，送註冊組存查。 

(3) 再請老師進入學籍系統 2.0/F.成績管理/F1輸入成績中尋

找該科，點  圖案，輸入"定期成績"及"平時成績"；

並輸入學生學習表現或具體建議(各科皆要輸入)。 

３. 八、九年級藝能科(健體、綜合、藝文) 成績輸入注意事項： 

(1) 煩請任教藝能科及彈性課程的老師至學校網站下載-學校

組織/ 教務處/ 教務處檔案/ 學期成績/ 1081(八九年

級)藝能科科學期成績計算。 

(2) 先輸入班級、科目、教師姓名。依欄位輸入3次平時與3

次段考成績，Excel表格會自動計算出學期成績。再將

檔案成績表列印出來，送註冊組存查。 

(3) 再請老師將學期成績輸入學務管理系統的”管理學期成

績”中；並輸入文字描述(依領域會議討論之分配) 

４. 各年級各領域成績及領域文字描述請於 1/15(三)前完成，感謝

各位同仁的協助與合作，若有任何問題也請洽註冊組。 

二、學務處報告：  

學務處 

主  任 
109年3月7日(星期六) 本校承辦屏東縣童軍節慶祝活動，工作職當

表如附件2。 

訓育組 

1. 校慶計畫及分工表詳如附件3 

2.校慶校刊編纂尚有處室未繳交資料，請於今日（12/25）放學前繳

交。 

3.今日下午歲末聯歡才藝競賽敬邀行政同仁一同參與，預祝各位佳節

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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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組 

1.恆春國中學生獎懲實施要點增列違禁品：電子菸（依縣府來文增列） 
2.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學生銷過實施要點提案： 
（1）學生因作業遲交、作業抽查而被登記警告記過者，應將作業補

交完成後，始可進行改過銷過程序。 
（2）學生因作業遲交，作業抽查而被登記警告記過者，作業補交完

成後，視同完成銷過程序。（可不用再進行勞動活動等愛校服務
累積銷過時數）。 

體育組 
預訂 12/31(二)召開校慶活動裁判會議  2.108 學年度體適能檢測第

四梯次時間為109年1月21日 

 

三、總務處報告：  

總務處 

主  任 

1、12/27（五）辦理第2次半戶外球場規劃監造設計費開標。 

2、縣府同意辦理圖書館新購設備經費新臺幣 9萬5,900元整。 

3、縣府同意辦理「活動中心、家政教室、圖書館及教室窗簾設備汰

舊換新」經費新臺幣37萬2,950元整。 

4、核定補助貴校新建中央廚房設計監造費經費共計新臺幣258萬

7,200元整。整體建築工程經費概算為4,220萬元，總供餐人數

約2,556人。 

5、教育部核定本校辦理設置半戶外球場計畫 890萬元。 

6、冷氣汰舊換新經費23萬2,419元。 

7、電腦教室設備汰舊換新71萬1,724元。 

8、申請計畫「108年度充實設施設備-運動場圍籬改善工程」，所需

經費計新臺幣124萬1,706元。 

9、寓善樓廁修繕340萬6,000元。 

10、紙風車在12/24-12/25借本校場地做表演活動。 

文書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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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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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國家發展委員會ODF文件應用工具已完成核心版本升級，已更新

該工具版本至2.02版，可逕至國家發展委員會官方網站下載安

裝。 

3、本校逾期未結案公文101件，（截至12月24日下午4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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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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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立恆春國中 
電子公文系統逾期未結公文 
統計日期:108.12.24  16:00 

處室 姓名 限辦日期108年12月24日以前 

逾期未結案公文數 

按處室排序 教務處 王○鴻 0 
  徐○穎 5 
  余○怡 4 
  吳○憲 6 
  劉○青 0 
學務處 吳○潔 0 
  蘇○雯 5 
  于○豪 1 
  洪○涵 1 
  王○婷 24 
  彭○貞 1 
  洪○穗 0 
輔導室 陳○生 0 
  蕭○寧 3 
  洪○娟 0 
  黃○婷 14 
總務處 鄧○臣 28 
  陳○順 8 
 洪○珍 0 
  梁○君 0 
人事室 邱○莉 1 
會計室 林○芳 0 
補校 林○慶 0 

楊○和 0 
 小計: 101 

 

四、輔導處報告： 

輔導處 

主  任 

1、上星期已將輔導室草擬的學生申訴辦法置放於教師群組上，請大

家審閱，預計於這學期末校務會議提供審核。 

2、校慶升學博覽會開放7、8、9年級都可參加。 

3、愛心義賣截至目前為止收到150幾件商品，截止收件期間到這星

期五為止。 

4、明天下午縣府借本校場地辦理適性輔導安置會議，有興趣的老師

可以來聆聽。 

5、明年1月起有9年級志願試選填，地點都在電腦教室。 

6、昨天恆春工商校長帶同仁來本校談將來兩校技職活動合作方案，

希望辦一場讓老師去認識他們學校的科系的技職體驗。 

輔導組 
1. 校慶升學博覽會共計14所學校參加(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慈

惠醫專、屏榮高中、大榮中學、三信家商、樹德家商、中山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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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北高中、中華藝術學校、高英工商、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潮州高中、國立恆春工商、國立內埔農工)，請總務處協助搭設14

頂帳篷，費用由各校當日繳交。 

2. 截至108/12/24本校目前中輟生共3位(911尤○杰、806王○璋、

806張○竛)。長期缺課共6位(903吳○豪、911尤○杰、806王

○璋、907黃○玄、808林○宸、806張○竛) 

特教組 

一、資源班學生第三次段考成績調整： 

  (一) 7年級學生：段考成績普通班占 30%、資源班占 70%，平時成

績由任課老師評分即可。 

  (二) 8、9年級學生：段考成績及平時成績全採計資源班成績。 

因特教教師沒有權限輸入學生成績，因此要麻煩國文及數學老

師打分數時多加留意，以免學生成績未調整影響學生權益，感

謝。 

二、8、9年級若原班有調課，為不影響學生其他科目之受教權，請提

醒學生至資源班填寫請假單回原班上課(尤其是一周只有一節之

科目)，再麻煩老師們留意，謝謝老師們!!! 

三、屏東縣109學年度適性輔導安置即將開始作業，本校9年級身心

障礙學生皆可用此管道升學，實際作業將特教組統一處理，請班

上有特殊生的9年級導師留意並提醒學生選填志願，感謝。 

  (一)108.12.31網路公告開缺名額 

  (二)109.01.02-109.01.06志願試探模擬選填 

  (三)109.02.12-109.02.21國中完成網路報名作業 

五、補校報告：  

補校 

主  任 

本次藤球比賽感謝所有同仁對比賽的支持與協助，這次的比賽共有 9

隊報名參加。冠亞軍賽預計於１月2日(四)進行，歡迎有興趣的同仁

前往觀賽，也歡迎導師提出觀賽申請(因場地限制，原則上只開放6

班觀賽)，謝謝大家。 

六、人事室報告：  

人事室 

主 任 

1.酒後駕車行為經警察人員取締者，應履行公務員服務法第五條所定之誠

實義務，於行為後一週內主動告知服務機關人事單位。 

2. 公務人員有酒後駕車行為者，各機關學校應本權責查證後，依公務員

懲戒法、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其施行細則或各機關職員獎懲規定，衡酌

事實發生原因、情節、所生之危害及對政府形象之影響程度，予以嚴

厲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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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行政老師上班時間規定是7:30-16:30或8-17：00，一天上班9小時

-中午1小時算加班，用於寒暑假上半天班，至於要上7:30-16:30或

8-17：00-依照各單位業務屬性來上班。 

4. 喪假得分次申請，以時為單位，但應於死亡之日起百日內(含六日)請

畢。 

5. 國民旅遊卡新制自 109 年 1 月 1 日實施(懶人包)供參，公務員適

用，教師尚未適用。 

6.請各位教師同仁落實：查「教師請假規則」第2條略以， 教師請假、

公假或休假，應填具假單，經學校核准後，始得離開。但有急病或緊

急事故，得由其同事或親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教師未依第十三條

第一項規定請假而擅離職守或假期已滿仍未銷假，或請假有虛偽情事

者，均以曠職論；無故缺課者，以曠課論。曠職或曠課者，應扣除其

曠職或曠課日數之薪給。 

 

参、提案討論：(無)。 

肆、臨時動議: (無)。 

伍、主席指示(結語)： 

一、今明2天都有會議，我們希望落實從主管會報溝通協商之後，在

行政會報、導師會報中提出宣達、修正、落實執行，拜託各處室、

各組在還沒有形成這樣的基本流程共識之前，不要先跟老師講什

麼，以免造成政策形成前內容抵觸的不同，要跟老師溝通前，請

先處室主管報告溝通。 

二、學生申訴、輔導法案，需經相關的委員會討論形成共識，緊急特

殊的情形，得以暫時性行政命令，先簽校長核可應變，再經校務

會議追認。 

三、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學生、為了教育，無論是校慶或校內各項活

動，都是為教育而活動，我們都希望這些活動，除了檢視、整合、

修正、改善學校措施跟環境外，就是為了提供學生舞台，這樣的

核心理念與價值，希望大家在安排活動時，多給予學生表現的機

會，讓學生在服務中學習成長，提供一些學生潛在課程，這樣學

生就會有很好的學習環境。 

四、這次校慶，總務處除了割草、修樹之外，另外有一些破損的地方，

請總務處注意一下，臻美樓靠近活動中心的廁所要處理一下，也

請衛生組相關負責的班級，有破損該修的請向總務處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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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圖書館現在整理的很不錯，教務處很用心、同仁很努力，但含真

樓地下室是不是處理一下，包括窗外丟了一些掃地用具，這也是

一個門面，也是重要活動的場地，裡面環境的美化，請宛青協助

處理，若事情太忙，請主任指導或協助。 

六、童軍節是全縣性活動，實際上是我們承辦學校全部包辦，工作職

掌排列的就是我們自己處理。 

七、科技化評量的部份，今年有很大的進展，落實得知學生的程度在

那裡，進一步而有改善的對策，謝謝教務處！再進一步可以落實

到科任老師去做科技化評量的施測，但這還需要再溝通。 

八、兼代課相關的費用，請大家配合，若需要核銷的，儘量掌握時間，

不要耽誤到老師的兼代課費用。 

陸、散會：同日上午8時0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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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春國中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作業補抽查未通過名單              108.12.24  製作 

班級 座號 姓名 國文 英語 數學 自然 歷史 地理 公民 

701 5 林○洋   X           

701 8 張○安   X           

701 12 廖○寰     X         

701 16 江○淳     X       X 

701 17 林○晏 X             

702 3 王○傑     X       X 

702 8 姚○鈞             X 

702 13 蔡○宇     X         

703 7 張○升             X 

703 8 張○榮   X           

703 10 莊○安   X           

703 12 董○程             X 

703 20 邵○芸   X           

706 9 潘○辰     X         

706 16 吳○慈   X           

707 2 古○豪   X       X   

707 3 吳○銓       X     X 

707 4 張○欽   X           

707 5 張○愷   X           

707 6 陳○祐             X 

707 7 萬○勛   X           

707 10 廖○穎   X   X     X 

707 11 廖○翔   X   X     X 

707 12 潘○廷             X 

707 13 賴○賢   X   X     X 

707 16 林○璇   X           

707 21 陳○勤   X           

707 23 陳○葳             X 

708 3 張○齊 X     X       

708 18 張○婕       X       

801 3 林○華  X             

801 5 陳○龍            X   

801 8 陳○翔  X         X   

801 10 陳○紘  X             

802 6 李○文    X           

802 16 龔○圳    X           

802 29 趙○穎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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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春國中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作業補抽查未通過名單              108.12.24  製作 

805 4 呂○晉      X         

805 7 張○宇    X X   X X   

805 8 張○壹      X   X X   

805 10 陳○樺          X     

805 14 黃○緯      X         

805 22 張○宜          X X   

805 27 歐○亞            X   

805 32 潘○蟪    X X   X     

806 2 王○璋  X X X     X X 

806 13 楊○閔    X           

806 16 蔡○豪        X       

806 31 張○菀       X   X X 

807 2 吳○銜    X       X   

807 5 莫○傑    X           

807 6 陳○典    X         X 

807 7 陳○嘉  X X         X 

807 30 游○學   X           

807 32 張○綺            X   

808 4 林○宸        X       

810 1 伍○祥    X           

810 2 江○勁    X           

810 3 吳○縉    X           

810 5 柯○俊    X           

810 7 張○安    X   X       

810 8 莊○安    X X X X     

810 9 陳○宇    X       X   

810 10 李○毓    X           

810 12 陳○晉    X   X       

810 13 焦○仁    X     X     

810 15 黃○賢    X           

810 17 劉○輝                

810 18 潘○韶    X           

810 19 潘○齡    X       X   

810 20 謝○軍    X X         

810 21 龔○豪    X       X   

810 22 尤○珍            X   

810 23 許○宗    X           

810 24 陳○豪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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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春國中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作業補抽查未通過名單              108.12.24  製作 

810 25 王○弦    X X         

810 26 李○緻    X           

810 27 張○偉    X           

810 28 江○育    X   X       

810 29 姜○鍹    X     X     

810 30 蘇○安    X           

810 31 陳○廷    X           

901 6 張○倫    X           

901 13 陳○杰    X X         

902 10 尤○凱  X             

903 9 陳○廷    X           

903 12 吳○豪  X X           

903 13 尤○明                

903 27 潘○暄          X     

903 32 呂○德    X           

904 2 林○廷          X     

904 6 高○千          X     

904 15 陳○欣      X         

905 10 林○宸            X   

906 3 黃○輝        X X     

906 4 楊○宇  X             

907 2 巫○政    X           

907 9 黃○玄  X X X         

907 13 潘○星    X X         

908 2 林○賢      X         

908 3 邵○鈺                

908 4 尤○翰  X     X X     

908 5 張○杰                

908 6 李○明            X   

908 7 王○豪                

908 8 陳○堂  X             

908 9 楊○諭                

908 10 方○酉  X       X     

908 11 盧○宇    X   X       

908 12 張○凱                

908 13 洪○佑                

908 14 司○元  X X X X   X   

908 24 潘○玟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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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春國中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作業補抽查未通過名單              108.12.24  製作 

908 28 盧○        X       

908 29 鄭○宸        X       

908 31 熊○傑        X       

908 32 王○慧  X     X       

911 5 尤○杰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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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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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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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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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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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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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恆春國中 75週年校慶慶祝大會籌備小組工作職掌表 
如有疑義須調整，煩請同仁向訓育組告知以協助調整，感謝！ 

組別 組長 組員 工作項目 備註 

執行 

總幹事 

校長 教務主任-王剛鴻 

學務主任-吳思潔 

輔導主任-陳麒生 

總務主任-鄧俊臣 

補校主任-林宗慶 

人事主任-邱惠莉 

會計主任-林進芳 

1、 協調及執行校慶各項事宜。 

2、 各小組工作進度之督導。 

 

行政組 學務主任

-吳思潔 

訓育組長-蘇怡雯  

體育組長-王 婷 

生教組長-于福豪 

衛生組長-洪于涵 

1、綜理全盤事務分配各組工作 

2、協調各組解決困難 

3、掌握工作進度及校慶當日流程順利進行 

4、規劃場地分配 

 

總務組 總務主任

-鄧俊臣 

會計主任-林進芳 

人事主任-邱惠莉 

事務組長-陳映順 

文書幹事-梁昭君 

出納組長-洪素珍  

 

1、 負責及活動請帖送印（訓育）寄送（文書） 

2、 督導各班桌椅之標示 

3、 支援各組物品之採購（事務） 

4、 彙整大會經費預算審核經費支出及報銷

（會計） 

5、 獎品禮金之登記及徵信（出納） 

6、 各項設施標示及路線指引（生教） 

7、 各帳篷搭設相關事宜(技職博覽會 5頂、愛

心義賣 1頂、趣味競賽 2頂、護理師 1頂，

小計 9頂。) 

8、 感謝狀、家長委員聘書 

9、 資深優良教師名單：10年吳惠英、20年張

泰華。 

 

佈置組 訓育組長

-蘇怡雯 

 

教學組長-徐盈穎 

輔導組長-蕭逸寧 

美術協辦-李宛青 

事務組長-陳映順 

技    工-姚坤明 

工    友-王楚翔 

 

1、 司令台佈置及音響之修護國旗及國父遺像

之準備（事務、訓育） 

2、 校門佈置及來賓之座椅司令台盆景擺設

（事務） 

3、 會場動線設計、川堂、前庭等佈置（訓育） 

4、 國旗與校旗佈置(技工、工友) 

5、 教學成果展佈置(教學組) 

6、 技職展覽會(輔導組長) 

 

醫護組 校護- 

彭淑貞 

技職博覽-慈惠醫專 

專任教師-王萱 

大會期間選手受傷急救處理 

[發文恆基救護車及醫護人員] 

當日設 

醫護攤 

警衛交

通組 

學務主任

-吳思潔 

生教組長-于福豪 

技    工-姚坤明 

工    友-王楚翔 

 

1、 發文恆春分局協助校園週邊安全 

2、 服務生及糾察隊之遴選及分配 

3、 協助維持大會秩序及安全維護 

4、 休息區之秩序維護及緊急事項處理 

5、 手持式通訊器的使用以達完整聯繫 

 （向訓育組借用） 

6、 來賓車輛引導放置 

當日務必

分組排班

進行校園

安全巡視

並注意校

園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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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競

賽組 

體育組長

-王 婷 

專任教師-王緯涵 

專任教練-潘志偉 

專任教師-李祖岑 

專任教師-陳妡榕 

專任教師-張卉薐 

專任教師-鄭秋龍 

專任教師-陳忠敬 

專任教師-楊太和 

專任教師-黃德玄 

專任教師-郭君毓 

專任教師-魏妍儀 

專任教師-蕭振旭 

專任教師-翁瑞卿 

1、籌畫趣味競賽/大隊接力及場地佈置 

2、執行趣味競賽/大隊接力活動並排定名次 

 

數名體育

班公差 

典禮組 訓育組長

-蘇怡雯 

場地音控設備 

訓育組長-蘇怡雯 

司    儀-吳思潔 

司    儀-黃煒婷 

體育組長-王  婷 

1、大會各項目進行之程序播報 

2、大會之成績播報 

3、負責典禮各項樂曲之演奏 

4、節目聯繫準備(補校) 

公差 4名 

獎品組 訓育組長

-蘇怡雯 

體育組長-王  婷 

衛生組長-洪于涵 

專任教師-王緯涵 

1、各項競賽獎品準備 

2、獎品包裝分類 

3、獎品整理編號保管佈置 

4、獎狀繕寫、獎品分配 

5、領獎獎狀獎品的傳遞 

6、競賽計分登入、精神總錦標成績計算 

公差 4名 

 

招待組 人事主任

-邱惠莉 

 

補校主任

-林宗慶 

補校組長-楊太和 

專任教師-李佳穎 

專任教師-吳秋君 

1、 校長來賓配花來賓介紹名條準備 

2、 會前及會後來賓之招待(需公差學生) 

3、 司令台茶水供應 

4、 校長室茶水供應 

5、 設置貴賓招待處來賓簽名及資料分送 

6、 [來賓]介紹名條整理(開幕前送舞台) 

結束後協

助校園安

全巡視維

護 

禮品金

組 

會計主任

-林進芳 

出納組長-洪素珍 負責禮品、禮金簽收，及核開收據  

攝影組 設備組長

-吳宗憲 

專任教師-何冠萬 

專任教師-郭淑媛 

1、負責活動拍照紀錄及攝影照片 

2、將活動照片張貼於校網 

3、兼任支援校園安全維護 

 

技職博

覽會籌

備組 

輔導主任

-陳麒生 

輔導組長-蕭逸寧 

兼輔教師-王嬿晶 

專任輔導-梁怡君 

1、 聯繫與計畫技職博覽會相關事宜 

2、 籌劃與執行技職博覽會相關事宜 

 

愛心義

賣籌備

組 

輔導主任

-陳麒生 

特教組長-黃煒婷 

特教班導師-蔡少鏵 

特教班導師-林佳樺 

資源班導師-古曉涵 

資源班導師-翁書羽 

1、聯繫與計畫愛心義賣相關事宜 

2、籌劃與執行愛心義賣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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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成

果籌備

組 

教務主任

-王剛鴻 

 

教學組長-徐盈穎 

美術協辦-劉宛青 

專任教師-劉宜妮 

專任教師-林水涵 

專任教師-林惠雯 

幹    事-李  治 

1、 蒐集各領域成果 

2、 籌劃各領域展示相關事務 

3、 班級教學成果展精神總錦標評分 

擺設地

點:寓善

樓走廊 

社團成

果籌備

組 

 

訓育組長

-蘇怡雯 
專任教師-王  萱 

實習教師-吳亭潔 

1. 蒐集各社團活動資料，並編輯成海報。 

2. 藝文社團靜態展演協助。 

擺設地

點: 

寓善樓走

廊 

圖書館 

啟用典

禮籌備

組 

教務主任

-王剛鴻 

總務主任

-鄧俊臣 

註冊組長-余佩怡 

設備組長-吳宗憲 

專任教師-張  韻 

美術協辦-劉宛青 

專任教師-劉宜妮 

專任教師-林水涵 

專任教師-林惠雯 

1、 計畫圖書館啟用典禮相關事宜 

2、 籌畫並執行圖書館啟用典禮相關活動 

3、 購買圖書館啟用典禮相關器材(總務處) 

4、 圖書館佈置 

擺設地

點: 

臻美樓三

樓圖書館 

餐會組 資料組長 

-洪秀娟 

資源班導師-古曉涵 

專任教師-張豪巖  

專任教師-張卉薐 

1、籌畫並執行餐會相關活動 餐飲職群

學生 

午餐組 午餐秘書

-洪嘉穗 

營養師-洪嘉穗  

 

 

校慶 

特刊 

訓育組長

-蘇怡雯 

 1. 蒐集各處室活動資料，並編輯成三折頁。 

2. 製作校慶出版品。 

 

 

環境清

潔組 

衛生組長

-洪于涵 

專任教師-陳姿瑜 1、公差分組巡視並定時維護校園清潔 

2、協助導師督促各班維護班級區域清潔 

3、發文至衛生所，詢問博覽會擺攤 

公差10名 

精神總

錦標 

訓育組-

蘇怡雯 

專任教師-管靜怡 

專任教師-吳惠英 

專任教師-陳姿瑜 

實習教師-吳亭潔 

專任教師-楊文正 

專任教師-陳國雄 

1、精神總錦標評分： 

七年級評分教師管靜怡、吳惠英；八年級評

分教師陳姿瑜、吳亭潔；九年級評分教師楊

文正、陳國雄。 

2、典禮表現、整潔秩序、班級精神、服裝儀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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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恆春國中 75 週年 校慶慶祝大會實施計畫 

一、依據：本校校務發展計畫、本校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務處工作計畫。 

二、目的： 

    (一)慶祝 75週年校慶。發揚薪火相傳，承先啟後的歷史任務。 

    (二)實踐學校願景「活力、智慧、自信、創新、開朗、純真」。 

 (三)透過多元活動與展演，激發教師創新教學、學生主動學習、惜福、惜

物、環保的觀念，以落實全方位之教育理念。 

    (四)迎接新時代的教育使命：養成學生觀念，培養環保意識。 

    (五)「校園新氣象、攜手共啟嶄新一頁」展現煥然一新之校園新樣貌。 

三、活動主題:《恆中星耀．旗舞閃耀》- 恆中繁星耀南國．旗舞共閃耀春風 

四、承辦單位：學務處。 

五、協辦單位：教務處、輔導室、總務處、家長會。 

六、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師生，邀請家長、校友、社區民眾及各界熱心學校教育

之單位人員。 

七、實施要領： 

   （一）師生共同參與，充實活動內容。 

   （二）社區提供節目，熱情參與贊助。 

   （三）校友返校參觀，分享教育成果。 

八、實施方法： 

   （一）實施日期：109年 01月 03日（五） 

   （二）實施內容：1. 趣味競賽(附件 5)   2.大隊接力(附件 3)  

                   3. 精神總錦標(附件 4) 4. 圖書館開幕 

                   5. 教學暨社團成果展(另簽) 6.高中職升學博覽會(附 6) 

                   7. 感恩餐會  8.愛心義賣          

 

 

九、籌備小組各項工作執掌表詳如(附件 1) 

十、本活動經費來源由核三廠、鎮公所及家長會補助。 

時間 項目 活動內容 地點 

0720-0800 各班集合 集合打掃、班級準備活動  

0800-0830 準備時間 各項活動準備  

0830-0930 校慶典禮 活動中心集合開幕(全校師生參與) 活動中心 

0940-1020 圖書館開幕典禮 圖書館開幕典禮 臻美樓 

1030-1145 校慶慶祝活動 
趣味競賽、教學成果展、高中職升

學博覽會、感恩餐會 

 毓心樓、 

臻美樓 

1145-1310 休息時間 午餐與午休  

1310-1330 準備時間 準備熱身  

1330-1530 活動時間 大隊接力 外操場 

1530-1600 活動結束 活動中心閉幕、打掃、放學  



   附件 3 
 

19 
 

十一、經費概算表詳如下 

 

十二、本次活動場地配置圖詳如(附件 7) 

 

十三、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會計:          校長決行：

項次 項 目 數量 單價（元） 總價（元） 備註 

1 佈置費 1 10,000 10,000  

2 印刷費 300 11.66 3500 請柬(含燙金及加工) 

3 校刊 200 50 10,000  

4 感恩餐會餐點 1 30,000 30,000 家長會協助 

5 校慶紀念服裝 120 300 36,000 
家長會協助 

教職員服裝 

6 運動競賽器材 1 3,000 3,000  

7 校慶紀念品 400 12 4,800 紀念明信片 4款 

8 國旗 10 160 1,600 80*120cm 

9 校旗 10 360 3,600 80*120cm 

10 旗桿組 13 110 1,430 7尺塑膠桿、金圓頭 

11 鐵條 17 30 510 插旗用 

12 錦旗 9 230 2,070 

30*45cm 

趣味競賽、大隊接力、

精神總錦標前三名 

各 3面，共 9面。 

13 獎品 18 380 6,840 舒跑 

14 領域成果展 8 2,000 16,000 
國、英、數、社、自、

健體、綜合、特教 

15 圖書館字牌 1 8,000 8,000 教務處 

16 雜支 1 - 7,150 
繩子、簽到簿、白手

套、文具用品等。 

合計：  144,5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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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 75週年校慶典禮程序表 

節目表演 08:30-9:00 

開幕典禮程序 09:00-9:30 

活動 備註 

典禮開始 全體肅立、奏樂 

主席就位  

唱國歌 (管樂隊) 

頒獎 
A. 資深教師 2 位 

10年吳惠英、20年張泰華。 

介紹與會長官、來賓 主席介紹 

主席致詞  

長官及來賓致詞  

家長會長致詞  

唱校歌 (管樂隊) 

禮成 奏樂 

閉幕典禮程序 15:30-16:00 

活動 備註 

典禮開始 全體肅立、奏樂 

主席就位  

唱國歌 (播音樂) 

成績發表暨頒獎 A. 大隊接力 

B. 精神總錦標 主席致詞  

唱校歌 (播音樂) 

禮成 奏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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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恆春國民中學 75 週年校慶「精神總錦標」競賽實施計畫 

一、主旨：為推展品德教育，激發團隊合作精神，並展現學校蓬勃朝氣，特制訂本實施計畫。 

二、活動名稱：校慶「精神總錦標」競賽。 

三、活動時間：109 年 1 月 3 日（五）。 

四、實施方式：其評分內容如下 

項目 內容 比例 

典禮表現 

(一) 預演: 評定最高 10 分，最低 0 分。 

    說明：預演整體秩序與表現。 

(二) 典禮進行秩序：評定最高 20 分，最低 0 分。 

    說明：1.班級隊伍保持整齊，能專注於典禮的進行，站姿有精神， 

不交頭接耳。 

2.向來賓問好並於來賓致詞時能專心聽講，給予熱烈的掌聲。 

          3.能清楚大聲地唱出國歌、校歌。 

30％ 

整潔秩序 

(一) 秩序：評定最高 20 分，最低 0 分。 

    說明：1.班上同學無故遲到、早退(每一人扣一分) 

          2.中午用餐及午休秩序。 

(二) 整潔：評定最高 20 分，最低 0 分。 

    說明：1.各班負責區域：班級教室、外掃區 

          2.能在指定時間內迅速並確實完成整潔工作。 

          3.學生被發現有破壞環境清潔之情事者， 

            每人每次扣該班校慶精神總錦標成績總分一分。 

40％ 

班級精神 

在校慶系列活動進行時，均能發揮良好團隊精神和合作，為班上同學加油，

爭取班級榮譽。 

(一) 大隊接力: 評定最高 10 分，最低 0 分。 

    說明：班級名次、競賽期間能為班上同學加油、鼓舞班級氣氛。 

(二) 趣味競賽: 評定最高 10 分，最低 0 分。 

    說明：班級名次、競賽期間能為班上同學加油、鼓舞班級氣氛。 

20％ 

服裝儀容 全班同學的服裝儀容是否統一、整齊。 10％ 

五、評分老師：惠請各處室主任、以及行政人員及專任教師進行評分 

六、獎勵方式： 

各年級經評定總分取出各年級優勝前三名，頒發錦旗與記功嘉獎 

各年級 第一名 錦旗乙面，全班小功乙支 

       第二名 錦旗乙面，全班二支嘉獎 

       第三名 錦旗乙面，全班乙支嘉獎 

七、經費預算：預算金額列入校慶總預算中 

八、本實施辦法經校長核示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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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恆春國民中學 75週年校慶「精神總錦標」競賽評分表 

評分日期：108年 1月 3日（星期五）      成績總表            年級:  

項目 / 班級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907 908 909 910 911 備註 

典 

禮 

表 

現 

30% 

1月 2日 預演 10%            

 進行 

秩序 

20% 

隊伍整齊 7%            

大聲問好 6%            

唱校歌國歌

7% 
           

秩 

序 

20% 

無故遲到、早退 

(每一人扣一

分)10% 

           

 

中午用餐、午休秩

序 10% 
           

整 

潔 

20% 

班級教室、外掃區

整潔 

10% 

           

指定時間內完成

10% 
           

班 

級 

精 

神 

20% 

大隊接力 10% 

名次、班級士氣 
           

 
趣味競賽 10% 

名次、班級士氣 
           

全班服裝儀容統一整齊

10% 
            

總

分 

 破壞環境清潔者扣班級總成績 1分 

評分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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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立恆春國中 108學年度第 75屆校慶全校運動大會競賽規程 

一、 宗    旨：為倡導本校運動風氣，促進師生身心健康，培養學生自治能力，發揮團隊精

神，特舉辦全校運動會。 

二、 競賽日期：109年 1月 3日(星期五)。 

三、 競賽地點：本校田徑場。 

四、 參賽資格：凡本校在校學生均可報名參加。 

五、 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08年 12月 20日(星期五)中午 12：00止。 

六、 報名地點：學務處體育組。 

七、 報名辦法： 

(一)、 體育組統一製發報名表，各班以正楷填寫並經導師簽章後，影印自留一份，正本送

交體育組辦理報名。 

(二)、 團體項目每班限報名乙隊，人數均需報滿。 

(三)、 完成報名手續後，均不得再更改，如有同學受傷或因故無法參賽，須填妥選手更改

通知單(附件一)，經由導師及體育組簽章後，始得更替參賽。 

八、 競賽項目： 

(一)、大隊接力 
1. 以班級為單位：2000 公尺大隊接力(10男 10女)。 

    (二)、趣味競賽 
1.龍騰虎躍(每班 20名男女混合)。 
2.同心協力(每班 12名男女混合)。 

九、 獎勵辦法： 
(一)、大隊接力：前六名之積分按 10、9、8、7、6、5計分。 
(二)、趣味競賽：前六名之積分按 10、9、8、7、6、5計分。 

    (三)、運動競賽總錦標：依據各班團體項目(大隊接力、趣味競賽)、團體項目之積分  
          多寡，每個年級各錄取前三名，若積分相同時以班級未違規扣分者優先錄取。 
十、 競賽規則： 

(一)、 所有競賽須於前 30分鐘至體育館檢錄處進行檢錄。 
(二)、 檢錄處實施點名，運動員經檢錄後不得隨便離隊，否則以棄權論。 
(三)、 凡當場比賽完畢後之運動員，須立即退出場外，不得在場逗留，非與賽人員一律

嚴禁入場，違者除立即宣佈外並停止該單位運動員參加比賽。 
(四)、大隊接力比賽時不論距離長短，均不得有人陪同當場比賽之運動員伴跑，否則   
     立即取消該比賽選手之與賽資格和成績。 

十一、 申   訴： 
(一)、 比賽中若有爭議，在規則上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員之判決為最終結果，不得提

出申訴。 
(二)、 申訴程序：由導師簽章，以書面向裁判長正式提出申訴，以審判委員之判決為最

終結果。 
十二、 懲  罰： 

運動員在大會期間，如有違反運動精神或不正當行為(如冒名頂替、無故棄權、辱罵
裁判等)，經查證屬實，按情節輕重，由大會議處。 

十三、 本規程經 108年度體育發展委員會審議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修
正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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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台 

第一接力區： 

1、5、9、13、17 

大隊接力競賽規程 

一、 每班派 20名選手參賽，每人各跑 100公尺。(男、女生各派 10人)，前六名之積分則按

10、9、8、7、6、5計分。 

二、 參賽隊伍請穿著統一之服裝，並嚴禁赤腳參賽，否則禁止出賽。 

三、 每位參賽選手皆應穿著號碼衣，以資識別(號碼衣由大會提供)。 

四、 各年級分二組進行計時決賽，棒次順序 1到 10女生、11到 20男生。 

五、 前三棒次之選手不得任意變換及跨越其他跑道，違者取消該班參賽資格。 

六、 第四棒之選手，接棒後維持在原跑道上跑，等通過紅色標誌竿後即可搶跑道。 

七、 第五棒次至最後棒次之選手皆可搶跑道。 

八、 搶搶跑跑道道規規則則：：必須由前面選手的右手邊進行搶跑道，違者取消該班參賽資格。 

九、 比賽進行中，若有下列所述之犯規行為則取消該班參賽資格。 

(一)、 隨意踏入第一跑道左側之排水溝蓋及草地上、故意推人、阻擋、蛇行等。 

十一、 傳傳接接棒棒規規則則：： 

(一)、 傳棒者必須確實將接力棒傳遞至接棒者手中，傳棒時不得將接力棒拋出、丟出、

投出之行為，違者取消該班參賽資格。 

(二)、 傳接棒若出現掉棒情形，請由傳棒者將接力棒撿起後，再傳給接棒者，而非由接

棒者撿起，繼續比賽，違者取消該班參賽資格。 

(三)、 傳接棒動作，必須於 20公尺長之接力區完成，違者取消該班參賽資格。 

十二、 未接棒選手於預備區(操場內)排隊整齊並蹲下，等候裁判叫棒次後出場接棒。 

十三、 參賽選手於跑完後，請於操場內遵照裁判指示按班級排隊等候，切勿隨意走動或自行

離開，經勸告不聽者，違者取消該班參賽資格。 

十四、 各年級計時決賽取前 6名登記積分。 

十五、 各組成績列入運動競賽總錦標評分。 

 

 

 

 

 

第二接力區： 

2、6、10、14、18 

 

第三接力區： 

3、7、11、15、19 

第四接力區： 

4、8、12、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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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趣味競賽競賽規程(一) 

同心協力 

一、參賽人數：每班 12人 (每班人數須報滿，男女不拘)。 

二、比賽地點：本校操場中央。 

三、比賽器材：籃球、號碼衣、發令槍、碼表、角錐。 

四、獎    勵：每年級取六名登記總錦標積分，積分依序為 10、9、8、  

          7、6分。 

五、競賽方法： 

（一）每組出發前三人須背對背、手勾手，將球放置三人中間(如圖)，

不可中途拿掉，如中途掉球，必須在原處重新將球放好(公差同

學協助才能繼續前進，繞過角錐後回到起點將球交給下一組。 

（二）每組跑 25公尺(來回)。 

六、   本項競賽採計時決賽，最短時間完成之班級即為優勝。 

 

 

 

終點                            起點 

                                     
                           25M(需繞過角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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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競賽競賽規程(二) 

龍騰虎躍 

一、 參賽人數：每班 20人(每班人數須報滿，男女不拘)。 

二、 比賽地點：本校操場中央。 

三、 比賽器材：繩子、號碼衣、發令槍、碼表、角錐。 

四、 獎    勵：每年級取六名登記總錦標積分，積分依序為 10、9、8、7、6分。 

五、 競賽方法： 

(一) 每班由 20人組成，每四人為一排以此類推。 

(二) 一律由大會發號司令，槍聲響起時開始計時。 

(三) 第一排同學需穿著號碼衣。 

(四) 左、右兩邊同學為持繩同學，須將繩子拉緊並且貼緊地面，繩子需由下方穿越每排 

        同學，穿越時每位同學做出往上跳動作，讓繩子順利通過至最後一排，並且回到第      

            一排將繩子交由下一排持繩同學手中。 

(五) 第一排跳完後，必須由兩邊跑至最後一排接續做出跳躍動作。 

(六) 六組同學完成比賽時一律蹲下，持繩同學將雙手舉高，裁判暫停碼表完成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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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騰虎躍趣味競賽報名表 

班級：                體育股長：               導師： 

棒次 姓名 棒次 姓名 棒次 姓名 棒次 姓名 

1  7  13  19  

2  8  14  20  

3  9  15  候補 1  

4  10  16  候補 2  

5  11  17  候補 3  

6  12  18  候補 4  

備註：男女不拘，人數報滿為止 

 

同心協力趣味競賽報名表 

棒次 姓名 棒次 姓名 

1  8  

2  9  

3  10  

4  11  

5  12  

6  候補 1  

7  候補 2  

備註：男女不拘，人數報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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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隊接力賽報名表 

班級：                體育股長：               導師： 

棒次 姓名 棒次 姓名 棒次 姓名 棒次 姓名 

1  6  11  16  

2  7  12  17  

3  8  13  18  

4  9  14  19  

5  10  15  20  

替補  替補  替補  替補  

備註：比賽人數 10男 10女（前棒 10女生、後 10棒男生），4人替補。 

＊請於 12/20日繳回體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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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春國中 108學年度 75週年校慶系列活動 

愛心義賣活動實施計畫 
一、依 據：本校 75週年校慶慶祝大會實施計畫。 
二、目 的： 
（一）培養學生愛物、惜物、知福、惜福的觀念。 
（二）建立學生珍惜物資、資源共享的觀念。 
（三）提倡全校師生公益互助精神，一起來做愛心。 

三、時  間：109年 01月 03日（星期五） 上午 09：30～12：00。 
四、地  點：臻美樓後方帳棚區 
五、義賣商品募集： 
（一）募集對象：全體教職同仁及學生皆可，採無償捐贈。 
（二）募集商品種類： 

1.家電用品。以未使用過之新品為主，二手家電必須能正常使用且外觀無受損。 
2.廚房用品。僅募集未使用過之鍋具、餐具，外觀無受損。 
3.生活用品。僅募集未使用過之生活用品，以具原始包裝盒之商品為佳。 
4.藝術文創商品。新品、舊品皆可，外觀需完整未受損。 
5.服飾。僅募集未穿著過之新品服裝，需含原廠服飾吊牌、標籤或完整包裝。 
6.文具用品。僅募集未使用過之文具。 

（三）募集時間：自即日起至 108年 12月 27日止。 
（四）募集方式： 

1.將捐贈物品送至輔導室審視，不合乎義賣條件之物品當場退回物主。 
2.所有捐贈之物品，必須為來源清楚之個人所有物品，並且為持有人自願捐贈。為 
避免日後爭議，捐贈者須填寫「自願捐贈同意書」（如附件），若有不法之情事， 
捐贈者需負擔全部相關法律責任。 

3.物品於完成交易後，捐贈者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回物品或原價購回。 

（五）募集獎勵： 
1.參與捐贈義賣活動之學生，不計捐贈物品件數及是否完成交易，皆可獲得嘉獎一 
次之鼓勵。 

2.參與捐贈義賣活動之教師，頒發感謝狀乙紙。 
六、義賣方式 : 
（一）本活動不以營利為目的，透過小額交易促使商品流動，發揮捐贈品的可再利用性。 
（二）由輔導室依物品狀況及市價訂定義賣價格。 

1.綠標商品，售價 1元。 
2.黃標商品，售價 10元。 
3.藍標商品，售價 50元。 
4.紅標商品，售價 100元。 

（三）本活動採現金交易。 

（四）本義賣所得全數捐贈恆春國中教育儲蓄戶，用來幫助弱勢學生解決生活及學習上的 
難題。 

（五）活動當日未完成交易之物品，仍持續展示於寓善樓一樓走樓進行義賣。 
七、本計畫陳校長核可後實施。 
 

承辦單位 單位主管 會辦單位 校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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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 75 週年校慶活動-愛心義賣活動 
本校為培養學生愛物、惜物、知福、惜福的觀念，提倡全校師生公益互助精神，於

75 週年校慶舉辦愛心義賣活動。您家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物品是處於用不著或極少使

用的狀態，您可以將這些未曾使用過或目前狀況尚佳的物品無償捐贈給學校，讓學校在

校慶活動當日來進行義賣。當日義賣活動所得將全數捐給本校教育儲蓄戶，用來幫助更

多弱勢的孩子。 

學校會對提供義賣物品的同學給予敘獎，期待您的共同響應。本活動採自由捐贈，

捐贈者不得要求任何補償，為確保商品的合法性，煩請捐贈者務必填寫捐贈同意書，由

學生連同捐贈物品一同送至本校輔導室，謝謝。 

                                                                                 

恆春國中愛心義賣物品捐贈同意書（捐贈者：學生） 

本人同意敝子弟      年      班            參加貴校 75週年校慶活動愛心義

賣活動，遵從學校規定，捐出經家人或物品持有人同意出售之物品進行義賣，且所有捐

出義賣之物品，為來源清楚之個人所有物品，並且為持有人自願捐贈，不得要求任何補

償。為避免日後爭議，捐贈物品若有不法之情事，願負擔相關法律責任。 

捐贈物品及件數： 

家長簽名：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月     日 

                                                                                 

恆春國中愛心義賣物品捐贈同意書（捐贈者：老師、社會人士） 

本人同意參加貴校 75週年校慶活動愛心義賣活動，遵從學校規定，捐出經家人或

物品持有人同意出售之物品進行義賣，且所有捐出義賣之物品，為來源清楚之個人所有

物品，並且為持有人自願捐贈，不得要求任何補償。為避免日後爭議，捐贈物品若有不

法之情事，願負擔相關法律責任。 

 

捐贈物品及件數： 

捐贈者簽名：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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