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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次行政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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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決議執行情形：

記錄：陳淑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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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已完成網路公告。

參、

主席致詞：
謝謝各位行政同仁，目前所執行的工作大多與期末各項業務及畢業典禮相關，再請大家多花心
思，今年畢業典禮各部皆有意別於以往形式來舉辦，請一起集思廣義，給畢業生辦理一場美好
的畢業典禮。

肆、

各處室工作報告：

幼兒園
一、 全園性活動:
（一） 本周五 5/10 母親節慶祝活動，時間:10:00-11:20，家長 9:50 入園，車停附小停車場，
9:30-10:10 請工讀生在附小後門導護。
（二） 5/27-5/31 幼兒園圖書博覽週。
二、 教學部分:
（一） 5/6 中班繳交第 9~第 12 週教學紀實。
（二） 5/13 小班繳交第 10~第 13 週教學紀實。
（三） 5/20 幼兒學習評量設計暨課綱指標檢核研習，研習繳交文件如下:
1. 上下學期主題活動、例行性活動、全園性活動以上指標檢核。
2. 整學年幼兒學習發展評量表。
3. 成果展的形式與內容、地點、日期、時間、是否與班親會結合。
三、 幼兒健康與安全: 5/8 防火安全宣導，5/22 全園塗氟與口腔衛生檢查。

小學部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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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每週二字：循－循規蹈矩。徇－徇私舞弊。
二、 本週檢閱日記作業：24、31、3、10、17 以及作業優良 3 名。提交網址如下：
https://form2.thu.edu.tw/880902
三、 蟬鳴書香校刊進度追蹤。
四、 合唱 A、B 團港區藝術中心年度公演簽約請購等各項事宜籌備進行。
教學組
一、 108 年台中市語文競賽初賽，感謝參賽師生及指導老師！得獎名單如表列：
班級
姓名
組別名稱
競賽項目
名次
指導老師

備註

五年孝班

劉宇宸

國小學生組

閩南語演說

第二名

黃漢欽 進 入 複 賽

五年仁班

陳語錡

國小學生組

國語演說

第三名

林惠凰

五年孝班

張善閎

國小學生組

寫字

第四名

施景文

五年忠班

何睿剴

國小學生組

國語字音字形

第四名

施景文

教師

莊惠雅

教師組

作文

第二名

教師

湯瑞蘭

教師組

國語朗讀

第三名

教師
李月治
教師組
國語字音字形
第三名
二、 5/13（一）發下一、三、五年級每班兩張詩歌朗誦攝影證至班級信箱，活動後請交還給菁純。
詩歌朗誦各班位置已公告請參閱。
註冊組
一、 完成 109 學年度小一新生招生資訊發布：東海大學發文、校內公告、簡訊及電子郵件通知。
二、 每週三、四下午定期與廠商進行網站樣版規劃與討論。
三、 畢業班成績處理期程：5/22（三）中午前完成考科及非考科之平時成績輸入， 5/24（五）
提供導師畢業班成績總表，5/31（五）13：30 前完成各考科期末考成績輸入與核對，5/31
（五）放學前提供畢業班十二學期成績總表，6/3（一）12：35 召開畢業班成績審核會議。
圖書組
一、 各班完成閱讀推銷小達人活動後，請將科普書籍送回圖書組館藏。
二、 教科書評選已開始，請老師抽空至中文圖書館二樓進行評選。

學務處
一、 上週自治市市長選舉圓滿結束，五位候選人君子之爭過程平順，感謝五年級導師協助！
二、 5/8（三）早上 8：00 於活動中心辦理四年級德目短講。中心德目：善勸 Persuasiveness。
主講人：毓蘭老師。
三、 天氣漸趨炎熱，近來發現停車場家長怠速在車上開空調的狀況增加，請各班導師於班 Line
轉貼以下訊息：「天氣漸趨炎熱，近來停車場內出現家長在車內怠速開空調的情形，更使得
周圍環境溫度升高、污染空氣，影響他人權益。請您我一起養成停車熄火的良好生活習慣，
共同改善環境空氣品質，以維護親師生的健康。」
訓育組
一、 6/11（二）上午為中學部畢典，6/14（五）上午為小學部畢典，故自 6/10～6/14 整週活動
中心皆封館不能進入，請有上自然課的班級改由外側小熊樓梯進出，並請自然老師下課前提
醒同學勿進入活動中心一樓，謝謝。
二、 以下為畢業典禮預演時間，請五、六年級班級及相關老師預留時間:
第一次預演：6/06（三）8：00～8：40 （活動中心）中文主持人及六年級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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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預演：6/12（三）8：00～8：40 （活動中心）中英文主持人及六年級參加。
第三次預演：6/13（四）8：00～9：20 （活動中心）中英文主持人及六年級參加。
（五年級只參加 8：00～8：40）
三、 畢業典禮主持人由陳之穎老師及吳沛典（James Hoets）老師協助擔任
體衛組
一、 近日綿雨不斷。請各班導師與外掃區督導老師提醒學生，積水容器請覆蓋，並確實清潔，做
好「巡、倒、清、刷」登革熱防疫工作。
二、 為感謝各班級認真清掃校園，給學校一個美麗的環境，敬請老師於 5/14（二）放學前推派
內掃區、外掃區各 2 名認真執行掃地工作學生接受表揚，表單網址如下：
https://form2.thu.edu.tw/881696
三、 營養午餐及牛奶退費原則：
1.個人請假連續四（含）日以上或公假使得申請，並於請假前一日 15:00 前向出納組提出申
請。
2.畢業班級請於結算日前兩週提出申請。
3.如果班上學生因流感與腸病毒而停課，相關退費 SOP 流程：
(1)當學生確診，導師立即提供學生班級、姓名至健康中心。
(2)導師提供學生資訊至體衛組 （午餐、牛奶、安親班、低年級才藝課、中高年級學藝活
動課等）。
(3)體衛組通知相關處室辦理各項退費事宜。停課退費已通知當天為基準。
四、 「健康五蔬果，疾病遠離我」，營養午餐固定在週二、四提供水果，請多鼓勵學生每人皆拿
取水果並在校食用完畢。

家長服務處
一、 東大附中第 62 期雙月刊持續編輯校稿中，將預計於畢業典禮前 6/5（三）完成出刊。
二、 109 學年度小學部新生說明會暨闖關活動 DM 傳單及幼兒園招生宣傳禮品已開始進行編輯
與挑選。

教務處
一、 5/8(二)召開課程諮詢教師遴選會議，遴選 108 學年度本校課程諮詢教師共三位。
二、 規劃申請 109 學年度國中部招生入學方式放寬辦學限制，五月中召開招生委員會討論招生
計畫書，通過後提送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討論。
教學組
一、 5/15（三）
、5/16（四）為本校第二次定期評量，高二年級提前至 5/14(二)第八節實施。相
關日程表已於 5/6（一）發放。監考表預計於 5/10 前發放完成。
二、 5/3(五)第七、八節為國中部校內英語文演講競賽，5/10（五）為高中部校內英文做文集演
講競賽。
三、 5/23(四)、5/24(五)為高中第七次模擬考，日程按照大學指考日程安排。
四、 5/27（一）為高三年級補考及國三畢業資格考。
五、 5/31（五）為高中部學科競試，參加同學為高一、二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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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
一、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校內收件時間為 5/6(一)至 5/15(三)。
二、 預計 5/10(五)發下中投區免試入學積分比序項目檢核單，5 /14(二)各班繳回並進行
二次校正。
三、 5/18(六)、5/19(日)為國中教育會考，考場為惠文高中。當天搭乘專車前往考場共計 90 人，
預計開 2 台大巴士及 1 台中巴士。帶隊教師：張文璟老師、施玉琴老師、劉佩蓉老師。
四、 校內受理高三報名參加指定科目考試時間為 5/13(一)至 5/17(五)。
實驗研究組
一、 108 學年度高中優質化計畫已通過初審，惟部分經費需再調整，預計於 5/10（五）前完成優
質化計畫初審修改。
二、 預計於 5/17（五）前完成本學期均優質計畫請購，並於 6/14（五）前完成核銷。
招生組
一、 已完成工作與檢討：高中宣導文宣海報及禮品於 4 月底之前已完成。
二、 待完成工作及進度報告
（一） 5 月 8 日下午 15：20 與小學部五年級導師有約。
（二） 5/22(三)參加向上國中升學博覽會。
（三） 5/28(二)至福科國中入班宣導。

學務處
一、 高三滿三大過者 1 人，國三有小過以上紀錄有 8 人(高中免試入學無記過紀錄得 0 分)，有警
告以下記過紀錄有 7 人(高中免試入學無記過紀錄得 3 分)，總計有 16 人於會中提出討論。
二、 5/9(四)於思默好時展覽廳舉行 108 學年度藝才成發美術組開幕茶會，敬邀校長及一級主管
們蒞臨參加開幕典禮，展期於 5/9(四)-5/28(三)，歡迎同仁們前去欣賞!
三、 5/15(三)為第二次段考，當天同時有衛福部菸害訪視及團膳視察，感謝總務主任陪同體衛組
長進行團膳視察，菸害訪視部分則由我及生輔組長接待。
四、 下週適逢第二次段考，國高中升旗典禮各暫停一次，謝謝。
五、 4/13 園遊學校收入較去年增加 42,982 元，感謝各位行政同仁們的鼎力支持，明年繼續加油！
訓育組
一、 美術組成果發表開幕式訂於 5/9（四）下午兩點，5/9 下午 13:10 公務車於展覽廳等候，乘
車規劃如下：
大巴

一庚學生、導師

大巴

三庚學生、導師、怡潓老師、教務主任

公務車

校長、秘書、會計主任、人事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國際教育處主任

自行前往

學務主任、佩茹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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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成演藝廳四周停車不易，會請導師轉知家長周邊停車資訊（如下圖），並於學校網站上公
告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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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辦理「我的舞台我作主」飛揚舞台背板設計比賽。
五、 5/10（五）班會時間，安排國二庚聆聽「歌劇院的暑期音樂劇《一個美國人在巴黎》」分享
講座。地點於國二庚教室。
六、 規劃畢業典禮。
生輔組
一、 4 月份已辦理「教育部校園生活問卷調查」普測作業，結果顯示學生之間有發生疑似口角爭
執，將持續了解相關案情，也請同仁在巡視校園時共同留意學生言行。
二、 中部地區萬安 42 號演習，訂於 108 年 5 月 30 日（星期四）13 時 30 分至 14 時，實施晝間
30 分鐘演習，演習警報發放後，應實施人員疏散避難及人、車管制；教室上課應緊閉門窗
及實施燈火管制，戶外課程時儘速至教室或防空避難所實施避難演練。
體衛組
一、 107 學年度團膳視察日期為 5/15(三)，委員由總務主任、學務主任、體衛組長、員生社經理、
一位家長偕同前往訪視三家團膳廠商。
二、 5/16(四)第二次段考後實施全校大掃除。
三、 梅雨季節，開始進入登革熱防治工作，於班會通報、幹部集合、導師會議宣導相關注意事項，
並將列為整潔扣分重點。
四、 持續督導校園環境維護。

國際教育處
小學部
一、 5/8(三)召開英語課發小組月會，5/10(五)召開英語年段會議，討論各組學生升降調整
事宜。
二、 5/6-5/10 英語說故事週，提點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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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請中外師合作多關注學生的準備與表現，尤其是家長入班攝影注意事項，
（二） 由外師進行交換評分，並指導心得報告寫作；心得報告寫作單已更新，每班擇優 2 件
交至英辦。
（三） 幫忙錄影和拍照之家長當天至辦公室下載影片和照片。
三、 5/6(一)英語表演日活動 (English Show Time)由林欣怡(Allie)老師指導小朋友上
台表演。
四、 5/9(四)前請小朋友將英圖愛媽說故事集點卡(集滿 6 點)交給蔡孟茹老師，預計於 5/13(一)
頒獎。
中學部
一、 4 月份 Student of the Month 得獎名單如下：
J1 ESL
J1C

34

1070124

張恩語

Isaac Cheng

J1A

18

1070018

詹紫婕

Judy Zhan

J1 EEP
J1F

12

1070234

賈子萱

Jocelyne Jia

J1E

11

1070190

楊芸甄

Vivian Yang

J2 ESL
J2B

1

1060338

王岑中

Claire Wang

J2B

17

1060065

黃悠里

Yuli Huang

J2 EEP

J3 ESL
J3A

18

1050021

謝舒涵

Vita Hsieh

J3C

24

1050117

賴盈穎

Bernice Lai

陳垣瑋

Mia Chen

J3 EEP
J3F

13

1050247

二、 5 月 22 日(三)至 6 月 2 日(日)國三美國教育旅行行前說明會訂於 5 月 20 日(一)晚上 6:00，
地點為五樓視聽教室。5 月 23- 5 月 28 日 Draper 校區、5 月 29- 5 月 31 日 Independence
校區。
三、 5 月 25 日星期六國中多益測驗：
TOEFL JUNIOR
77

校內 TOEIC

校外 TOEIC

報考人數/ 人

TOEIC BRIDGE
746

29

3

費用/ 元

850

950

1100

1600
〈學生須補差價 500〉

測驗時間

8:30-10:00

8:30-11:00

8:30-11:00

考場配置

1. 國一庚
2. 國二甲-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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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三甲-庚
4. 高二丙丁戊
5. 高三乙丙丁戊
6. 高一甲/ 試務中心、高二甲/ 點收教室
活動工作
人員

1. 全體國中導師
2. 國際教育處行政同仁：喻筑、芸熙
3. 教官

四、 5 月 21 日(二)外語戶外教學：
1.活動前一週開始外師會在班上先跟學生說明活動如何進行。
2.三個場地皆由遠流派車將外師先送至場地場佈。
3.相關人員行前會議時間表如下，
地點：外語教室 BC II
時間：中午 12:35
年級及日期：國一 5 月 7 日(二)、國二 5 月 8 日(三)、國三 5 月 9 日(四)
年級及場地

外師

行政人員

學務處人員

國一巧克力雲莊

Angela, Charlie, Chris P,Corey

Connie、David

郭麋彥

國二日月山莊

Andy, Allan, Rafael, Rick

Cindy, Carl

李笑白、吳佩茹

國三魔菇部落及高中
ESL 組學生

Shu-Fan, Chris T, Patrick, Paul

Lisa

劉連安

輔導室
小學部
一、 本週週五活動為生命教育講座，邀請黃漢欽老師分享「關懷國際文化」，請各班於八點前於
活動中心就位。
二、 整理一年級 CPM 測驗結果。
三、 協助國中資優鑑定報名表件準備工作。
中學部
一、 個案輔導、家庭聯繫。
二、 繼續執行均質化寫作營。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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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滿意度達 90%。
四、 日期：05/18(六)東大附中返校大學生活分享會
（一） 時間：下午 1：30
（二） 地點：圖書館閱覽室
（三） 年級：不限。
（四） 內容：
由現在就讀各個大學的附中畢業學長姐分享現在在各自學校的課內課外生活，讓附中
的同學能提早了解大學的生活及多樣性，提早為大學生活做預備，並且能了解各個大
學的差異和優缺點。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7c2VSzNgj4V7KwdJ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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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學生參加，可上附中首頁公佈欄上網登錄報名。
五、 大學營隊資訊：公告在本校訊息／公佈欄／大專院校寒暑假營隊資訊查詢，鼓勵學生參加。
六、 5/18(六)9:00-11:00 辦理親職生涯講座
 主題:從未來職涯趨勢談教養
 參加對象:本校學生家長
 主講者:陳浩正老師(SR 職涯管理顧問工作室負責人)，地點:圖書館閱覽室
七、 5/23(四)13:30-16:30 芳香紓壓系列課程，講師:鄭雅文老師
主題內容:精油萃取 .柑橘植萃(香氛噴霧 DIY) 舒眠呵護薰衣草眼枕 DIY 疼痛掰掰精油應用
(酸痛凝膠 DIY) 身心緩壓按摩保健 DIY。地點:三樓會議室。
八、 繼續充實校務評鑑資料夾。
九、 編輯 108 選課輔導手冊。

圖書館
讀者服務組
一、 處理「第 1080315 梯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臺中區評審費核撥相關事宜。
二、 學習護照檢查：(一) 國中部：5/22 (二) 高中部：5/27。
資訊媒體組
一、 高一己班李庭毅、高儁同學參加 108 年台中市中小學資訊網路應用競賽榮獲專題簡報高中職
組甲等。
二、 教育部「後期中等教育整合資料庫」107 學年度高二學生調查，本校目前填答率（扣除休學
與外籍生）已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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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至 108 年 5 月 6 日已完成之工作:
（一） 幼兒園園舍南一棟廁所入口木作斜坡建置工程。
（二） 幼兒園廚房電力維修工程。
（三） 小學部教室冷氣機濾網清潔工程。
（四） 小學部發電機設備檢查保養工程。
（五） 小學部 109 學年度招生活動團服採購及套量作業。
（六） 小學部自然科教室 B 電話機換修工程。
（七） 小學部教學大樓昇降梯定期保養工程。
（八） 小學部第一辦公室冷氣機維修工程。
（九） 小學部辦公室、教室及北棟廁所燈管換修。
（十） 中學部校園花木修剪及施肥養護工程。
（十一） 中學部二期校舍高一甲旁花台補植台北草工程。
（十二） 中學部一期校舍教務處前補植地毯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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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中學部舊校舍資源回收室頂棚除鏽工程。
（十四） 中學部三期校舍(學生宿舍)門禁卡重新設定作業。
二、 目前正在進行之工程:
幼兒園
（一） 園舍中庭採光罩排水管清理工程。
（二） 園舍戲沙池洗滌水槽建置工程規畫作業。
（三） 園舍蜜蜂班互動式液晶銀幕安裝規劃作業。
（四） 園舍遊戲區西側木平台建置工程規畫作業。
（五） 園舍兒童遊戲場安全改善規畫作業。
小學部
（一） 飲水機維護保養。
（二） 兒童遊戲場檢核表陳報。
（三） 飲用水設備水質檢驗作業。
（四） 自然科教室 B 監視器角度調整。
（五） 綜合操場監視器維修工程。
（六） 第一辦公室冷氣機周邊木櫃換修工程。
（七） 七矮人裝置藝術及鐵樹區草皮更新規劃作業。
（八） 活動中心投影機故障更新規劃作業。
（九） 西棟及南棟校舍 2 至 3 樓走廊地坪止滑工程規畫作業。
（十） 中文圖書館旁栽植五葉松規畫作業。
（十一） 視聽教室及活動中心樓梯牆邊燈具換修工程規畫作業。
（十二） 東棟頂樓防水工程規畫作業。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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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活動中心 1 樓廁所整修工程規畫作業。
（十五） 綜合操場水溝蓋改善工程規劃作業。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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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區中庭學務處前草皮補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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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室前桂花修剪及花台綠籬修剪工程持續進行。
（六） 舊校舍 D 棟校舍南側(媒材教室)前水泥走道維修工程。
（七） 舊校舍木門修補工程。
（八） 籃球場改建風雨球場相關工程。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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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有關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08 年度獎勵補助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經費申請書一案，目前各處室已
將相關資料擲交總務處，俟彙整後依限(108 年 5 月 14 日週二前)函報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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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一、 已於 4 月 26 日完成本校 108 年度優良教育人員同仁推薦人選資料彙整，將於 5 月 7 日行
政會議後接續召開遴選小組會議辦理審議。
二、 已於 4 月 29 日配合辦理本年度臺中市教育會會員子女獎學金申請初審及送件作業。
三、 已於 5 月 6 日再次以電子郵件通知，提醒同仁有關 107 學年度申請健康檢查補助辦理期間
至 7 月 12 日止（50 歲以上同仁每年一次，未滿 50 歲每二年一次）。

會計室
5 月為個人綜合所得稅報稅月份，配合政府所得稅法規定，學校不主動製發個人所得扣繳憑單，
相關資料可利用網路報稅系統取得；或是依據國稅局「綜合所得稅稅額試算通知書」取得資料。
同仁仍可依個人需求向會計室索取紙本所得扣繳憑單。

伍、

討論事項：

案由一：擬修訂本校優良教育人員選拔要點，敬請討論。【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
1. 本次修訂主要重點為配合「臺中市優良教育人員選拔要點」增列推薦限制條件；另配合本校組
織規程修正實施，調整本校優良教育人員遴選小組組成成員之職稱。
2. 擬修訂之本校優良教育人員選拔要點修正對照表，詳如《附件一，p.11-p.14》，敬請討論。
決 議：通過。

陸、

臨時動議：

柒、

校長補充及回應：

一、
二、

捌、

國際教育處因人員較少，近期將辦理的戶外教學及多益測驗再請學務處同仁多協助。
為因應資料數位化，本校各項彙編資料儘量不印製紙本，改以電子型式呈現。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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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優良教育人員選拔要點修正對照表
條 修
文 正
條 後 擬修正條文
號

條 現
文 行
現行條文
條
號

(四) 推薦限制：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推薦：
1.曾體罰學生經調查屬實。
2.曾從事校內外不當補習經調查屬
實。
3.具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
所定情事之一。

(四) 推薦限制：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推薦：
1.曾體罰學生經調查屬實。
2.曾從事校內外不當補習經調查屬
實。
3.具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
所定情事之一。

說明
配合「臺
中市優良
教育人員
選拔要
點」修
正，進行
增列。

4.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
4.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
條第一項各款所定情事之一。
條各款所定情事之一。
第二點 5.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第二點 5.涉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或尚在調
尚在調查階段。
查階段。
6.於不適任教師、運動教練、軍護人
6.於不適任教師、運動教練、軍護人
員、校長處理程序中。
員、校長處理程序中。
7.曾受刑事、懲戒處分或最近三年內
7.曾受刑事、懲戒處分或最近三年內
平時考核申誡以上之處分。
平時考核申誡以上之處分。
8.除上開情事外，其他有違師道之不
8.除上開情事外，其他有違師道之不
良情事。
良情事。

選拔方式：
選拔方式：
配合本校
公開徵求全校教職員工推薦，推薦人
公開徵求全校教職員工推薦，推薦人 組織規程
填具「優良教育人員推薦表」後，送
填具「優良教育人員推薦表」後，送 修正，進
至人事室彙整，經「遴選小組會議」
至人事室彙整，經「遴選小組會議」行遴選小
審議決定人選，產生本校優良教育人
審議決定人選，產生本校優良教育人 組成員職
員 3 人，並由其中推薦符合「臺中市
員 3 人，並由其中推薦符合「臺中市 稱修正。
優良教育人員選拔要點」規定之本校
優良教育人員選拔要點」規定之本校
受獎代表 1 人。
受獎代表 1 人。
第三點
第三點
遴選小組成員由校長、各部部主任、
遴選小組成員由校長、各部部主任、
秘書、教務主任、學務主任、小學部
教務組長、小學部學務組長、幼兒園
園長、總務主任、輔導主任、人事主
任、會計主任、國際教育處主任、圖
書館主任組成。遴選小組會議由校長
召開並擔任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時，
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遴選小組會

秘書、中學部教務主任、中學部學務
主任、小學部教務主任、小學部學務
主任、幼兒園園長、總務主任、主任
輔導教師、人事主任、會計主任、外
語教學中心主任、教育資源中心主任
組成。遴選小組會議由校長召開並擔
任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時，由委員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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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修
文 正
條 後 擬修正條文
號

條 現
文 行
現行條文
條
號

議之決議，以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
席，出席委員半數以上之同意行之；
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選拔表揚人數依據「臺中市優
良教育人員選拔要點」之相關規定辦
理。

推一人為主席。遴選小組會議之決
議，以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出
席委員半數以上之同意行之；可否同
數時，取決於主席。
選拔表揚人數依據「臺中市優
良教育人員選拔要點」之相關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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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優良教育人員選拔要點（草案）
民國 101 年 3 月 30 日本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9 月 7 日本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2 年 5 月 17 日本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6 年 9 月 26 日本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8 年 5 月 7 日本校行政會議通過

一、目的：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教師與教育行政人員教學
品質與工作熱誠及素養，提振社會對教育的重視及對教育人員專業與職務的肯定，特依
據「臺中市優良教育人員選拔要點」之相關規定，訂定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
學校優良教育人員選拔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選拔對象：
（一）優良教育人員：本校編制內及編制外之全職教職員。
（二）基本條件：
1.在本校服務連續年滿三年以上。
2.最近三年內未受任何處分。
3.教師及教官最近三年內年終成績考核需考列第 4 條第 1 款或甲等，行政人員最近三年內年終
成績考核需有二年考列第 5 條第 1 款，一年考列第 5 條第 2 款以上。
4.三年內未接受本市或其他縣市或中央相同性質（如師鐸獎）表揚之優良教育人員。
（三）積極條件：
1.默默耕耘，盡心盡力，從事教職，並有具體成效，且受家長、學生及同
事尊敬者。
2.充分發揮專業精神及教育愛，具有端正教育風氣之特殊事蹟者。
3.對教材教法及教具之研究、改進或創新、發明，有具體成效者。
4.擔任學校行政工作、執行教育政策，有顯著績效者。
5.協助教務、學務、幼兒園、總務、輔導工作委員會、人事、會計等處、室、中心推行各項有
關工作有卓著貢獻者。
(四) 推薦限制：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推薦：
1.曾體罰學生經調查屬實。
2.曾從事校內外不當補習經調查屬實。
3.具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所定情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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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各款所定情事之一。
5.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尚在調查階段。
6.於不適任教師、運動教練、軍護人員、校長處理程序中。
7.曾受刑事、懲戒處分或最近三年內平時考核申誡以上之處分。
8.除上開情事外，其他有違師道之不良情事。
三、選拔方式：
公開徵求全校教職員工推薦，推薦人填具「優良教育人員推薦表」後，送至人事室彙整，經
「遴選小組會議」審議決定人選，產生本校優良教育人員 3 人，並由其中推薦符合「臺中市
優良教育人員選拔要點」規定之本校受獎代表 1 人。
遴選小組成員由校長、各部部主任、秘書、教務主任、學務主任、小學部教務組長、小學部
學務組長、幼兒園園長、總務主任、輔導主任、人事主任、會計主任、國際教育處主任、圖
書館主任組成。遴選小組會議由校長召開並擔任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時，由委員互推一人為
主席。遴選小組會議之決議，以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出席委員半數以上之同意行之；
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選拔表揚人數依據「臺中市優良教育人員選拔要點」之相關規定辦理。
四、作業期限及方式：
依據「臺中市優良教育人員選拔要點」之相關規定辦理。
五、獎勵：
（一）獲選本校優良教育人員，由本校致贈新臺幣三千元同值禮品或禮券，並於本校重要集會時公
開表彰，以資鼓勵。
（二）獲選本市優良教育人員，可獲市府頒發市長獎狀乙紙，並登錄臺中市市政府教育局「資深暨
優良教育人員資料庫網站」，以昭公信。
六、榮獲本要點之受獎人員，如有違反教師法相關規定，經查證屬實者，得撤銷獎勵。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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