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23 日（星期二）上午 10:15
地點：中學部三樓會議室
出列席：如簽到表
主席：鍾校長興能
壹、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通過。

貳、

上次行政會議（108 年 4 月 9 日）決議執行情形：

記錄：陳淑宜

案由一：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獎學金核發作業要點修正。【提案單位：教務處】
決 議：修改後通過。
執行情形：已於本校網頁公告周知。
案由二：修訂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出納作業管理辦法條文內容。
【提案單位：總務處】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修訂通過並公告周知。

參、

主席致詞：

一、 小六同學已於本週日完成新生報到，請註冊組可以開始與本校小學部五年級老師及家長進行
直升宣導及座談活動，讓他們更瞭解國中部在科學實作及英文教學方面之優勢，以鼓勵小學
部優秀同學直升本校國中部，另外小學部亦比照辦理，提早與幼兒園家長進行宣導與座談，
鼓勵幼兒園家長讓小朋友繼續讀本校小學部。
二、 母親節廣龍基金會贈送本校 500 套茶杯，將發給本校教職同仁、幼兒園小朋友及愛心志工媽
媽，感謝平日協助本校各項活動。

肆、

各處室工作報告：

幼兒園
一、 幼兒園申請 108 學年專業輔導，經過各班老師評估後，與專業教授之建議後，以「精緻化教
學」為申請輔導方向。
二、 第二學期已經進入 11 週，請各班檢視：
(一) 幼童小肌肉、專注力、大肌肉的能力是否提升。
(二) 品格及好習慣是否落實(參考期初設定的目標之進度)。
三、 檢閱聯絡簿時間:4/22 大班，4/24 中班，4/29 小班。
四、 4/18 學前教育補助資料送審，順利通過初步審核。
五、 5/13 幼兒學習綜合評量暨課綱指標檢核研習會。
六、 5/17 幼童說故事暨戲劇表演，於 5/10 前繳交故事名稱和表演方式。
七、 5/10 母親節活動:媽媽我愛您〜「傘傘發亮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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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部
教務處
一、 每週二字：緒－準備就緒。序－循序漸進。
二、 檢閱自然作業：30、2、9、16、23 以及作業優良 3 名，提報網址如下：
https://form2.thu.edu.tw/855283
三、 4/24（三）下午 15：30 於視聽教室舉辦 108 學年度合唱團甄選說明會。
四、 4/20（六）合唱 A 團 38 名團員集訓加練，27（六）參加裕元獎全國兒童合唱比賽，預祝再創
佳績!
教學組
一、 107 學年度詩歌朗誦觀摩要點請參閱附件，報名表單及朗誦稿（電子檔）請於 5/8（三）前
完成線上填報。（報名網址：https://form2.thu.edu.tw/734301）
二、 5/2（三）8：00 開放活動中心詩歌朗誦練習登記，地點：第一辦公室教學組。第 13、14 週
（5/8 至 5/16），每班每週以登記 1 次為原則。
三、 請各學年在 5/3（五）前繳交學年會議記錄至教學組。
四、 教師公開觀課訊息
日期
教師
班級
地點
科目
2019/04/24（三）
吳艾玫
一孝
一年孝班教室
第二節 8：40〜9：20
五、 本校參加 107 學年度臺中市公私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獲佳績：
（一） 國小生物組第二名
1. 作品名稱：裝「蛇」弄詭的橙端粉蝶
2. 作
者：四年樂班王彥喬、鄧子嘉、吳兆軒
3. 指導老師：許文俐老師
（二） 國小生活與應用科學科（二）環保與民生組佳作

數學

國小組最佳設計獎
1. 作品名稱：「酵」綠十足環保酵素淨化水質的功效
2. 作
者：六年忠班劉奕成、五年忠班林宸生、五年孝班劉奕均、五年仁班李秉澔、
賴奎均、五年愛班陳奕升
3. 指導老師：黃漢欽老師
六、 世界兒童畫展及繪本比賽送件，請總務處協助。
七、 4/27、5/4 本校參加台中市語文競賽初賽，辦理參賽師生保險及差假事宜，並發下賽程通知
等相關資料，預祝師生奪佳績！
註冊組
一、 近期陸續有各學區國中寄來的入學通知單，感謝畢業班導師協助轉發，提醒四月底前要收繳
學生大頭照至註冊組。
二、 107 學年度畢業生名冊報局。
三、 持續進行網站更版討論事宜。
圖書組
一、 已發下 4 月份兒童天地，如數量有誤，請與圖書組聯繫。
二、 發下中圖欲購書籍審閱單，請學年協助審閱後交回圖書組。
2

學務處
一、 東海大學「加強宣導校園交通暨嚴禁家長攜帶垃圾進入校園注意事項」如附件，請學年老師
於班 line 群組中轉知。謝謝！
二、 4/24(三）早上 8：00 於活動中心辦理三年級德目短講。中心德目：憐憫。主講人：毓蘭老師。
三、 已收五年級各班學生自治市長推薦申請表，預計於週五中午 12：35 於活動中心進行彩排，下
週一、二學生朝會進行政見發表。
四、 4/27（六）早上進行 107 學年度音樂比賽。請導師提醒小朋友依個人比賽通知單上所示集合
時間，準時至指定教室報到，亦請工作人員提早半小時到校準備。
訓育組
一、 4/25（四）早上 8：00〜8：35 於活動中心進行一年級及六年級「我長大了」闖關活動。活
動單已發給各班導師，請協助準備相關器材，也請六年級老師引導學生熟悉各班自己負責
的關卡內容，才能順利的引導學弟妹完成關卡要求的能力。
二、 近來校園有時會發現有蛇出沒，除了在週會進行宣導之外，也請老師們能在遇到的時候能
教導孩子冷靜確認位置，保持安全距離並通報總務處。
體衛組
一、 台中市衛生局提倡無菸好家庭，請低年級導師協助發下家長問卷調查表與學生著色區，並
於 5/1（三）前統一收齊繳交至體衛組。
二、 目前體衛組尋獲班球 2 顆，請四〜六年級導師確認班球是否還在班上，另外班球的燙字已
經模糊不清，視情況請自行以油性筆寫上班級，以免遺失後難以尋回。

家長服務處
一、 6 月將發行之第 62 期雙月刊截稿日期為 4/26（五），敬請各位老師將編寫完畢的稿件上傳至
學校 NAS 系統，以利後續彙整編排。本刊將預於畢業典禮前的 6/5（三）完成出刊。
二、 東大附中第 61 期已完成校稿並送印，預於 4/23（三）完成出刊。
三、 完成兒童節、運動會及國際教育處三項活動之家長會經費的請領、單據彙整以及經費的發放。

教務處
一、 4/21（日）已完成國中新生報到，感謝各處室同仁協助。
二、 預計於五月召開招生委員會討論國中招生計畫書，並召開課程諮詢委員會確定 108 學年度課
程諮詢教師名單。待時間確定後再行發放開會通知。
教學組
一、 4/12(五)大考中心已寄來本次大學學測成績分析，委由高中部各科召集人於教學研究會中對
該授課科目做一檢討。
二、 4 月份開始，為加強本校學生的國際素養，每週三會定時發放世界新聞及科普文章給各班。
（4 月份第一次主題為黑洞探索；第二次主題為科普文章；第三次主題預定為法國聖母院）
註冊組
一、 國三變更就學區已於 4/12(五)完成調查，預計於 4/29(一)至 5/3(五)完成線上申請並函送
免試入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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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三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項目截止日為 4/30(二)，請學務處生輔組及訓育組協助更新學
生資料，並於 5/6(一)將電子檔提供給註冊組匯入免試系統。
三、 4/26(五)發放 108 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及技優甄審調查表，校內報名收件從 5/6(一)
至 5/15(三)。
實驗研究組
一、 已於 4/1（一）寄出均質化計畫書初審版。
二、 已於 4/9（一）寄出優質化計畫書初審版。

學務處
校慶園遊會於 4/13(六)圓滿落幕，感謝各位同仁的鼎力協助，需檢討改進的部分請您不吝提
出，感謝大家！
訓育組
一、 已完成事項
(一) 東大之星決賽已順利完成，名次如下：

(二)

第一名

高一丙 黃賀群

第二名

國三丁 王芷柔

第三名

高二乙 游家維、許丞廷、高二丙 張哲瑋（團體）

校服帽 T 票選結果，票數最高之設計稿件如下，期末將於校務會議中提案製作：

(三) 4/22（一）至臺中教育大學寶成音樂廳進行場勘。
(四) 協助報名台中市薩克斯風比賽。
二、 美術組成果發表開幕式訂於 5/9（四）下午兩點，於 Smohouse 思默好時（台中市南屯區
大墩六街 208 號）舉行，敬邀校長、主任、組長們抽空參加。
音樂組成果發表訂於 5/24（五）晚上七點，於臺中教育大學寶成演藝廳（台中市西區民
生路 227 號）舉行，敬邀校長、主任、組長們抽空參加。
三、 預計辦理「我的舞台我作主」飛揚舞台背板設計比賽。
生輔組
一、 刑事警察局偵破「ROC」賭博網站及「火○科技」博弈平台開發業者案，因遍及彩票、真
人視訊、運彩球版、電子遊戲、北京賽車等主流類別，並串接包含：博樂娛樂、大贏家、
樂創、太陽城、BC 閃電熊、ROC 等共計 26 個博弈平台，同仁若有發現學生有疑涉網路簽
賭之行為，應依據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於規定時限內向學務處
通報，瞭解學生涉入程度、是否涉及其他同學或他校學生，並將相關資訊通知學生家長，
邀請家長共同組成輔導小組，以協助學生解決後續問題。
二、 東海大學要求校內禁止私自餵養野犬，個人食用後剩餘及便當紙盒，請妥慎處理，切勿
任意棄置，發現路人餵養行為，請同仁立即勸止或通報大學部總務處交安組處理。發現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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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聚集或追逐攻擊路人，可逕洽台中市防疫所(專線:23814978)捕捉處理。
三、 東海大學實施「騎乘機車戴安全帽」及「車輛行經路口停車再開」交通宣導措施，已在
校門及校內約農、力行路口與力行、東海北路口，建置相關標誌系統《附件一，p.10》，
請同仁駕駛汽機車途經路口時遵行暫停三秒，停車再開之措施，確保路口行人穿越安全
及車輛輪放秩序。
體衛組
一、 4/24(三)台中市政府教育局來複檢員生社、熱食部，已聯絡員生社沈老師協助相關事宜。
二、 4/22-4/26 本校國高中部籃球校隊參加台中市長盃籃球錦標賽，地點：豐原、二中。
三、 本週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比賽，中學部參賽同學：國二甲蔣宜秉(擊劍)、高一甲蔡嘉哲(空
手道)，期許同學為校爭光。
四、 持續督導校園環境維護。

國際教育處
小學部
一、 恭喜四仁張奕恩參加英語朗讀比賽榮獲第二名，謝謝外師 Sean 和 Nick 的指導。
二、 4/22 發出期中評量成績單，表現優良學生(Top Three)請發送梅花貼紙以茲鼓勵，表現欠佳
者，請和家長進行良性溝通以協助孩子學習。
三、 4/26 英語主題日活動請英語中師如期指導學生完成當天活動學習單、介紹闖關內容，也請
中文部導師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尤其「試手氣得大獎」項目請協助宣達。
四、 公佈欄海報布置請 Kelly,Irene,Richard 三位老師於 4/30(二)前提交。
五、 4/22(一)英語表演日活動 (English Show Time)由張薷方(Irene)老師指導小朋友上台表演。
六、 近日將發下 Scholastic 英語訂書單，欲購買之小朋友請於 4/30(二)備好訂購單和書款於下
列時間至第二辦公室繳費：謝謝中文導師的大力協助！
年級

時間 4/30(二)
(1) 9:20~ 9:30

低年級

(2) 10:10~10:30

中、高年級

(1) 11:10~11:20

地點
第二辦公室一樓
第二辦公室一樓

中學部
一、 3 月份 Student of the Month 得獎名單如下：
J1 ESL
J1B

9

1070061

葉子瑄

Sharon Yen

J1A

26

1070051

林芮儀

Rayne Lin

J1 EEP
J1D

7

1070142

高巧恩

Rachel Gao

J1E

9

1070181

邱則蓉

Lynn Qiu

J2 ESL
J2C

40

1060140

蕭與增

Zen Hsiao

J2C

5

1060132

許嘉宸

Brant Hsu

J2 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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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E

20

1060184

黃正丞

Edward Huang

J2F

44

1060285

謝秉宏

Andy Hsieh

J3 ESL
J3C

2

1050097

王涵如

Alicia Wang

J3A

35

1050039

賀柏浚

Jackson He

J3 EEP
J3F

39

1050278

賴奕宗

Eric Lai

J3F

2

1050237

林佾儒

Maggie Lin

二、 5/21（二）外語戶外教學活動準備中，於 4/29（一）下午 1:00 做活動確認。
國二
一、 甲、乙、丙班將於 4 月 29 日(一)上午 8:40-10:00 到小學部禮堂排練表演藝術之夜節目。
二、 4 月 22-26 日甲、乙、丙班 ESL 作業抽查。
國三： 4 月 22-26 日外語課程期末評量。

輔導室
小學部
一、 進行一年級 CPM 測驗，請導師協助於約定課堂前將座位分開準備好。
二、 今年母親節活動提供「母親節明信片」一人一張，將於 4/29（一）前發下並另申請臨時郵
筒於 5/6（一）8：00〜5/7（二）9：30 進駐校園，提供學生投遞。
三、 上週已發下六年級國中資優鑑定報名相關表件，請導師協助有參加鑑定同學填寫「觀察推薦
表」，並提醒學生務必將完整表件於 4/30（二）前交回輔導室，以利後續審核作業。
中學部
一、 個案輔導、家庭聯繫。
二、 均質化東大附中寫作營參加人數 23 人，參加學校:永春國小、沙鹿國小以及本校學生。
（一） 課表
日期

單元名稱

4/20 故事力，真有力(一)

教學與寫作說明

成果

故事的開場：掌握說故事的黃金原 學習單：
則，學會說一個動人的好故事。
「看圖說故事」練習。

故事的媒介：善用物件的特質，結合
學習單：
4/27 故事力，真有力(二) 想像力，讓你的故事獨一無二、閃閃
「300 字小故事」練習。
發光。
5/11 故事力，真有力(三)

故事的細節：學習運用事實、背景和 學習單：
情感等元素，增加故事的飽滿度。
「故事拉長」練習。

故事的結尾：毋須刻意板起臉孔說
學習單：
5/18 故事力，真有力(四) 教，只要懂得安放有意義的細節，故
「故事改寫」練習。
事的意義自然彰顯。
（二） 時間:108 年 4/20、4/27、5/11、5/18(六)上午 9:00-12:00。
（三） 地點：東大附中圖書館閱覽室。
三、 4/18(四)9:00-12:00 辦理中醫角度看人體/5 分鐘按掉你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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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進行國二技藝教育調查。
五、 5/3(五)15:10-16:30 舉辦高二生涯講座，主講者:陳浩正老師(SR 職涯管理顧問工作室負責
人)，地點:三樓會議室。
六、 校務評鑑資料夾充實。

圖書館
讀者服務組
★重點工作項目：
一、 處理「第 1080315 梯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讀心得寫作比賽」臺中區評審費核撥相關事宜。
二、 「懷恩分享家-awesome 爾威生講堂」第十講：
（一） 日 期：4 月 19 日 12:35-13:05。
（二） 分享家：高三己洪浩瑄、簡右群。
（三） 主 題：成為學霸的密技。
資訊媒體組
一、 108 年 4 月 16 日(二)上午參加「108 年 TASAL 測驗說明會」。
二、 108 年 4 月 22 日(一)資訊媒體組長參加「108 年學校化學物質管理及申報系統操作說明會」
上午場次，下午場次由黃審老師參加。
三、 重要伺服器例行資料備分。
四、 校園網路穩定度監控。
五、 實驗室安全衛生。

總務處
庶務組
一、 108 年 4 月 9 日至 108 年 4 月 22 日已完成之工作:
（一） 幼兒園園舍南側牆給水管線漏水維修工程。
（二） 幼兒園遊具隧道設施維修工程。
（三） 幼兒園活動室投影機維修及綿羊班電腦維修工程。
（四） 幼兒園中庭採光罩天溝清理工程。
（五） 小學部北棟廁所及視聽教室電燈換修工程。
（六） 小學部陽光屋冷氣機維修工程。
（七） 小學部教室及辦公室電信設備維修工程。
（八） 中學部校園草皮補植工程。
（九） 中學部飲用水設備水質檢測作業。
（十） 全校植栽修剪及施肥工程。
（十一） 108 學年度小學部運動會及中學部園遊會芳鄰通知發出及場佈作業。
二、 目前正在進行之工程:
幼兒園
（一） 園舍戲沙池洗滌水槽建置工程規畫作業。
（二） 園舍蜜蜂班互動式液晶銀幕安裝規劃作業。
（三） 園舍遊戲區西側木平台建置工程規畫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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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園舍兒童遊戲場安全改善規畫作業。
小學部
（一） 108 學年度招生活動團服採購及套量作業。
（二） 西棟校舍 2 及 3 樓走廊地坪止滑工程規畫作業。
（三） 視聽教室及活動中心樓梯牆邊燈具換修工程規畫作業
（四） 東棟頂樓防水工程規畫作業。
（五） 活動中心外部消防栓牆面龜裂-地層下陷補強工程規畫作業。
（六） 活動中心 1 樓廁所整修工程規畫作業。
（七） 綜合操場水溝蓋改善工程規劃作業。
（八） 兒童遊戲場安全改善規畫作業。
中學部
（一） 大型樹木修剪工程。
（二） 舊校舍電線地下化改善工程。
（三） 校區中庭草皮補植及補土養護工程。
（四） 二期行政大樓三樓冷氣主機第三台壓縮機故障維修工程。
（五） 舊校舍回收室貨櫃頂棚及除锈工程。
（六） 輔導室前桂花修剪及花台綠籬修剪工程持續進行。
（七） 舊校舍 D 棟校舍南側(媒材教室)前水泥走道維修工程。
（八） 舊校舍木門修補工程。
（九） 籃球場改建風雨球場相關工程。
（十） 第三期校舍續建工程-教學大樓籌建事宜。
三、 中學部三期續建工程目前進度:設計監造單位建造執照申辦中。

人事室
一、 已於 4 月 13 日(六)下午完成 108 學年度國中部理化科專任教師甄試，且於 4 月 17 日召開
107 學年度第 4 次教評會議，通過此次教師甄選結果，並依時程於 4 月 19 日上網公告。
二、 已於 4 月 16 日完成中學學生宿舍輔導人員甄選事宜，並循程序簽請同意聘用王珮君小姐擔
任本校學生宿舍輔導人員。
三、 已於 4 月 16 日以電子郵件寄發全校同仁有關辦理本校 108 年度優良教育人員選拔通知，並
檢附本校優良教育人員選拔要點，歡迎同仁推薦人選，受理推薦時間至 4 月 24 日中午，後
續依規定將召開遴選小組會議辦理審議。

會計室 ：截至 4 月 19 日優質化、均質化等補助款經費執行進度統計如下：
補助款執行概況-截至 108.4.19
項目

核定金額

執行金額

執行率

執行截止日

優質化-經常門

1,031,000

471,758

45.76%

108.7.31

優質化-資本門

460,000

0

0.00%

108.7.31

均質化-經常門

200,000

32,347

16.17%

108.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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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質化-資本門
107 學年度課程輔導諮詢
校務評鑑自評補助經費

伍、

192,000

192,000

35,200
100,000

39,023

100.00%

108.7.31

0.00%

108.7.31

39.02%

執行完畢一個月內

討論事項：

案由一：擬修訂圖書館資訊媒體組依行政程序須經行政會議通過之各項章則，其中有關單位部分，
一併修正為「圖書館資訊媒體組」，以符單位變更後之單位名。【提案單位：圖書館】
說

決

明：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數位資訊講桌使用管理要點、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
高級中等學校校園環境及實驗場所安全衛生運作組織實施要點、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
級中等學校教學資訊設備借用管理要點、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電腦教室借
用管理要點、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化學實驗室管理要點、財團法人東海大
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高中生物實驗室管理要點、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地球
科學實驗室管理要點、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物理實驗室管理要點、財團法
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理化實驗室管理要點、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
英語檢定教室使用要點、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實驗室安全衛生自動檢查實
施要點。
議：通過。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校長補充及回應：

本校表現優良的同學，除了於升旗時頒獎外，也可以將其榮譽表現放在校園內的電子看板及本校
網頁上，鼓勵同學爭取榮譽。

捌、

散會：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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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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