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1年 12月 6日 8時 20分。 

二、 地點：正德樓三樓校史室。 

三、 主席：江忠僑校長                               紀錄：張育菘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前次會議決議案及指、裁示事項辦理情形： 

編號 指、裁示事項 主辦單位 辦理情形 結論 

行 3.提案一 基隆市立中正國民中學體

育班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草案，提請討論。 

輔導室 112學年度體育班設

置計畫需再研議，

已函報市府申請展

期。召開體育發展

委員會(體育組長請

為列席者)經相關任

務分組可行性確認

後，提送校務會議

議決。 

持續列管 

行 4-1 寒假行事曆草案請於 12月

初擴大行政會議討論，下

學期行事曆草案請於 12月

底前完成草案，於 112年 1

月初擴大行政會議討論，

寒假備課日教師研習內容

請各處室協商內容及擬邀

請專家講座請預先規劃及

預約講座時間，以免向

總務處、

各處室 

遵照辦理，寒假行

事曆(稿)已完成。 

持續列管 



隅。 

行 4-2 正向管教相關法令 109、

110年修訂，同學相當了解

表意權行使，投訴以早自

習考試最多，輔導管教不

當次之。老師對於班級經

營應有新的方法，本校將

於備課日辧理研習增益教

師知能。 

學務處 預定於 112年 2月 9

日辦理正向管教研

習。 

持續列管 

行 4.提案一 擬訂定本校「午餐供應委

員會設置要點」，詳如說

明，提請討論。 

總務處 第四次行政會議提

案通過 

解除列管 

行 4.提案二 有關本校幹事擬增加承辦

公文業務 1案，經各處室

規劃所屬幹事承辦公文項

目，擬於會議通過後執

行，提請討論。 

人事室 第四次行政會議提

案通過 

解除列管 

主席結論: 洽悉。 

七、 各處室報告： 

教務處石長明主任： 

(一) 下週 12 月 12 日(一)下午本校以國際教育資源中心身份，舉辦「日本教育

旅行與國際教育網路填報說明」，邀請請有興趣的同仁多多參與。 

(二) 寒假備課日時間目前已敲定，2月 9日上午由學務處辦理研習，下午由教務

處辦理研習，2 月 10 日上午由輔導室辦理研習， 2 月 10 日下午召開第二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而寒假輔導課實施期間為 2 月 2 日至 2 月 8 日，於週

一至週五實施，不含週六、週日。 

(三) 11 月 8 日下午第五至第七節，本校與海科館合作，由海科館聘請外籍教師

到本校 801、802、805班各進行一場雙語桌遊活動，活動中結合海洋教育之

素材，促進學生認識魚類，並學習到正確的、環保的捕魚知識，感謝三位導



師對於活動的支持。日後如有相關活動，也請各位同仁多多支持。 

(四) 112年國際教育資源中心工作計畫已完成申請，明年度本校仍是基隆市國際

教育資源中心任務學校，由於疫情解封，相關國際交流將有可能由線上逐漸

轉為實體，本校為服務全市中小學國際教育旅行、接待家庭、國際教育旅行

計畫審查、經營國際交流社群…等，任務繁重，屆時需辦理多項相關研習，

再請各位同仁幫忙。 

(五) 12 月 1 日英資中心派員至本校進行外籍教師觀課，提供許多實際的建議，

建請各位同仁在課程上有需求，需外師幫忙配合，可與教務處連繫。 

(六) 本月重要日程:  

1. 12月 12日-12月 16日作業抽查。 

2. 12月 13日數學知識大挑戰、與作家有約。 

3. 12月 20日 國文闖關活動。 

4. 12月 12日-12月 23日主題書展。 

5. 12月 22日-12月 23日 九年級第二次模擬教育會考。 

6. 12月 27日 校內科展作品繳交。 

7. 11月底至 12月底期間--學習扶助成長測驗。 

主席結論：洽悉。 

 

學務處徐琬婷主任： 

(一) 根據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12 月 1 日起放寬學校配戴口罩部分限制，調

整為於室外空間（室外場所），取消應全程佩戴口罩；於室內空間（室內場

所），維持應全程佩戴口罩，但如屬致詞、演講、講課、拍攝個人/團體照或

進行運動、歌唱、音樂吹奏、合奏、舞蹈類之課程及教學活動等時，可以不

戴口罩，但於課程開始前及結束後，仍須佩戴口罩。另大型集會(朝會、年

級或全校性宣導、各項檢查等)因聚集人數較多，仍須配戴口罩。 

(二) 11月 22日本校管樂團代表學校參加基隆市學生音樂比賽，獲得優等，將代

表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感謝教練、英蘋老師、莉雯組長、導師和其他同

仁們的支持與協助。 

(三) 12 月 1 日新生健康檢查完畢，感謝衛生組、健康中心的辛勞，也感謝同仁

的協助。 



(四) 12 月 6 日為九年級畢旅行前說明會，12 月 7 日至 12 月 9 日九年級同學將

參與九年級畢業文教參訪。 

(五) 12 月 12 日為九年級朝會、12 月 13 日八年級朝會、12 月 14 日為七年級朝

會時間。 

(六) 12 月 19 日至 21 日為全校服裝儀容檢查，請導師務必提醒各班同學，提早

進行服裝儀容的整理。 

(七) 12月 26日為九年級導師會報、12月 27日為七、八年級導師會報。 

(八) 12月 20日為八年級交通安全宣導、12月 27日為九年級品德教育宣導。 

(九) 近來有部分班級在 7點 30分之後仍肆意的使用手機，依據本校行動載具管

理辦法，上午 7點 30分之後就須將手機交至手機保管盒，再請各班導師協

助注意。 

(十) 檢附 111學年度期末休業式行事曆供參，請提供建議，若無異議，則於 1月

擴大行政會報正式公告。 

 

 起訖時間 活動名稱 參加對象 地點 

1 07:30~08:00 早自習 

全體學生 

各班教室 
2 08:00~08:20 晨間打掃 

3 08:20~11:50 期末考 

4 11:50~12:15 午餐 

5 12:15~13:00 
環境大掃除 

12:30資源回收車到校 

教室內外、外掃區 

紙類回收地點:正德樓中庭 

其他回收物:資收室 

6 13:00~13:20 導師時間 各班教室 

7 13:20~13:40 休業典禮 各班教室(廣播) 

8 13:50~16:30 環境教育研習暨校務會議 全體教職同仁 四樓演講廳 

主席結論：12月 7日至 9日，本校辦理畢業旅行，日期、行程及住宿飯店與本市

明德國中重疊，請學務處與承辦廠商聯繫協調，留意相關行程動線以

策安全。 

 

總務處陳進福主任： 

(一) 環保局空品淨化區和環保署綠牆設置計畫，已於 12 月 2 日全數完成並且辦



理驗收。空品區域內種植紅花風鈴木、楓香、落雨松、杜鵑、蜜源植物馬纓

丹以及鋪設大面積假儉草皮。至善樓及正德樓前大馬路花台綠牆種植各類攀

藤植物及花草，空品區和綠牆的設置，除了美化校園外，未來規劃移交給各

班級照顧，也可藉此培養學生美感教育和生命教育。 

(二) 中央台階路燈改善工程增設三座路燈以及三座探照燈，預計 12 月 5 日進場

施工，工期 2至 3日。 

(三) 電腦教室 1.2增設嵌入式電風扇，以及敬業樓、音管專科教室電風扇差速控

制器和老舊管線更新，原定 11月中旬施作，因廠商另有工程，延至 12月初

進場施工。 

(四) 校史室視聽音響設備已經建置完成，未來可作為學校第二會議室、教學研究、

研習以及舉辦學生才藝競賽和小型慶典活動場地。目前仍不開放教師上課借

用，行政同仁如需使用場地，請逕上校網場地借用登記，使用後請務必將場

地清潔以及復原。 

(五) 已彙整各承辦處室提供資料，完成 111學年度寒假行事曆初稿(如附件二)供

參，惠請檢視並於本月中旬前逕洽文書組提供增、刪、修意見，若經更正或

無其他建議事項，將於本學期期末校務會議提請討論。 

(六) 本校活動中心新建工程，廠商業於 111年 11月 30申報竣工，仍有部分缺失

需改進，將持續督促改善，依契約擇期辦理初驗程序。 

(七) 有關本校向教育處申請「校門口環境改善工程」計劃一案，日前函送預算書

圖，經審查後需回覆修正意見。本案規劃拆除部分圍牆、新設人行道遮雨棚

及候車亭，原有拆遷公共藝術設施規劃，經再評估，因礙於公共藝術相關法

令程序繁鎖耗費時日且所需費用佔計劃經費比例頗高，另校門入口處地面凹

陷、排水不良，每遇大雨積水嚴重，影響教學環境及學生通學安全更巨，為

使經費更有效運用、改善環境更晉效益，考量不拆遷校門口公共藝術設施，

增加整修入口處排水設施，將修正書圖後函覆。 

主席結論： 

(一) 校門口環境改善工程，因年終將屆，請趕辦後續書圖、採購，並同步辦理專

簽保留等程序，確保經費支應來源。 

(二) 感謝總務處協助整理校史室具可供會議使用功能，未來規劃將朝向讓教師集

思聚集教學研發能量之多功能應用。 



(三) 活動中心新建工程，廠商申報竣工，請督促廠商限期完成各項缺失改善，並

依規定及契約辦理初驗程序，目標於下學期開學前驗收啟用。 

 

輔導室簡長順主任： 

(一) 輔導室特教組於 11 月 24 日（四）下午接受基隆市特教評鑑，業順利完成，

感謝當天協助輔導室同仁們與各處室同仁與各班老師等協助。 

(二) 輔導室訂 12月 20日召開本學期第 2次教育儲蓄戶審核會議，各班若有需要

提出申請補助的學生，請幫忙協助於審核會議前，提出並填寫相關申請表與

陳述概況後，逕送至輔導室輔導組彙整。 

(三) 輔導室辦理之 12 月學生活動與宣導，請參見學校行事曆，敬請各位同仁幫

忙與協助。 

主席結論：本校現有多名需二級輔導個案，請專輔教師及相關同仁多予協助。 

 

人事室戚麗君主任： 

(一) 感謝同仁協助參加 11月 26日選務工作， 11月 26日選務當天公假部分，依

規得准予補假 2天，現已登錄於差勤系統，因市府教育處給予補假 2天課務

係為「1.5天公排代」及「0.5天課務自理」，爰請同仁日後申請公假補休時，

務必於備註說明為「公排代」或「自理」，俾利教學組安排課務，職員則為無

課務問題。 

(二)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配合軍公教人員退撫基金提撥費率自 112

年 1月 1日調整為 15%(原 14%)，將依修正後之繳費標準扣繳退撫基金。 

(三) 市府及所屬機關（構）、學校公務人員 112至 114年所持用之「國民旅遊卡」

仍續委託聯邦商業銀行為發卡銀行，有關各項優惠措施一覽表，業置於校網

-文件檔案序號 403，請同仁參閱。 

(四) 為辦理本校職員(公務人員)「不休假加班費」作業，倘於年底前有安排申請

休假之同仁，請務必於 111 年 12 月 9 日(星期五)前完成請假事宜，俾利經

費發放無誤。 

(五) 有關基隆市立游泳池 112年度團體優待證申請 1案，請有意願申請之同仁於

111 年 12 月 15 日(星期四)前，準備正面半身彩色相片兩張(2 吋)至人事室

辦理。相關檔案業置於校網-最新消息序號 3909，請同仁參閱。 



(六) 有關國泰人壽公教人員專屬長照保險之保單訊息已置於校網-文件檔案序號

404，請同仁參閱。 

(七) 111年度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日期定於春節前十日(112年 1月 12日)發放。 

主席結論：洽悉。 

 

會計室陳光元主任：無。 

 

八、 各處室補充報告：  

九年級級導師周彬彬：關於學校規劃九年級分二階段夜讀，因先前召開學生代表

會議時有一位同學提出，提早於 12月開始夜讀的意見，經考量多數學生續

航力難以持續、少數同學留校安全等因素，經調查目前九年級僅 18位、每

週五更僅有個位數同學有此意願，九年級導師研議後，建議取消 12月開始

夜讀。若學校仍決定要辦理第一階段(12月開始)夜讀，讓有意願同學之班

級導師配合輪值實有不妥，故請支援輪值以照顧同學。 

主席結論：規劃 12 月起提供國三學生夜讀場地，係為了鼓勵學生有心積極求學

的態度，學校理應給予肯定支持，夜讀地點擇於校長室會議區進行，

不勉請導師輪值。 

九、 提案討論：                                 

案由：為因應本校識別證換發，擬訂定「本校教職員工識別證管理要點」(草案)，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明：本校識別證係以紙本發放，迄今已逾 30年未改版，考量紙本不易保存且已

不合時宜，且多數行政機關皆以塑膠卡使用，爰建議改製新卡(塑膠卡)，

並訂定「本校教職員工識別證管理要點」(草案)(如附件一)，以利推動後

續換發作業。 

決議： 與會同仁舉手表決，全數贊成，無異議通過。 

 

十、 臨時動議：  

案由：請各位同仁檢視寒假行事曆(稿)，若無異議，將修正後逕送本學期期末校

務會議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總務處) 



結論：全體與會同仁鼓掌通過。 

 

十一、 主席結論及指、裁示事項： 

(一)有關體育班設置要點修正案請於本學期結束前再行召開體發會確認各管分

工職責後，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二)透過專業成長、情緒管理以積極正向的管教態度導正學生不當行為。管教的

出發點是改進學生的錯誤，讓學生了解自己哪裡有錯，並讓學生自省怎麼做

會比較好。教師管教時應能針對學生行為而不做人身攻擊，請學生撰寫事件

自述表時，請於適合書寫之環境條件為之。 

 

散會：9時 0分。 

  



(附件一) 

基隆市立中正國民中學教職員工識別證管理要點(草案) 

111 年 00 月 00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 為有效管理本校教職員工識別證，特訂定本管理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識別證，係指由人事室發給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之員工識別證。 

三、 本要點適用人員於辦理報到手續時，發給本識別證。 

四、 本校教職員工佩戴識別證的目的在使本校學生能夠認識學校教職員工，且能

夠區別本校教職員工與校外人士。  

五、 本校教職員工識別證應妥為保管，如有遺失、損壞污損、不堪使用等情形得申

請補（換）發；遇本校全面換發識別證時，舊證應予繳回，不得留置。 

六、 因識別證毀損、遺失或因職務變更而須重新辦理者，應儘速申請，申請期間不

予處罰。因識別證毀損、遺失申請補發者，應自行負擔工本費。 

七、 本要點適用人員於退休、離職時應繳回識別證，始發給離職證明書。 

八、 本校教職員工識別證如有冒用、偽造、借與他人使用或自行塗改資料等情事，

依政府機關相關法令辦理。 

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基隆市立中正國民中學教職員工識別證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現 職 單 位  

職 稱  

申

請

原

因 

請

打

ˇ 

免 繳 工 本 費 □ 新任人員（到職日期：    年   月   日） 

繳 交 工 本 費 
□ 遺失 

□ 毀損 

是否已繳交

工本費 

 □ 是 

 □ 否 

備  註 

1. 本識別證係由人事室發給本校編制內之教職員工。 

2. 請將照片電子檔寄送人事室製作。 

3. 須繳交工本費者，請另檢附繳費證明影本。 

4. 遺失申請補發者，請檢附切結書。 

請領人：           單位主管：       人事室：            校長： 

                                                        

 

 

 

 

  



基隆市立中正國民中學員工識別證遺失切結書 

 

 

 

具切結書人         於     年     月     日遺失所持用之

員工識別證，倘有謊報或離校不法使用，本人願負一切責任。 

 

 

 

 

 

 

具切結書人： 

單位/職稱： 

身分證字號：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基隆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111 學年度寒假行事曆(稿)       111.12.6 

週次 日期      主    要    工    作      主辦單位(組) 備註 

111 上 

第 21週   

 

 

 

 

 
 

112/1/18 三 1/18(三)-1/19(四) 第三次成績考查 教務處   

112/1/19 四 休業式、大掃除                           

環境教育研習                                                                                               

期末校務會議 

教務處、學務

處學務處        

人事室          

111-1 學期結束 

112/1/20 五 小年夜彈性調整放假                           

1/20（五）~1/21（六）網球隊寒訓                   

人事室          

學務處 

於 1/7(六)補行上

班 

寒-1 112/1/21 六 1/21(六)-2/10(五) 寒假                                                 人事室 寒假開始   

寒-2 112/1/23 一 1/20(五)-1/29(日) 春節，1/27(五)調

整放假 

人事室   

112/1/25 四 1/25(三)-2/11(六)田徑隊寒訓 學務處   

112/1/27 五 1/27（五）~2/8（三）網球隊寒訓 學務處 因春節連假

1/27(五)調整放假 

112/1/28 六 1/28(六)-1/30(一)童軍聯團考驗營             學務處   

寒-3 112/1/31 二 技藝競賽寒訓開始 輔導室 前往各職業學校或

校內培訓 

112/2/01 三 學期成績登載截止日 教務處   

112/2/02 四 2/2(四)-2/8(三)寒假輔導   教務處 2/2(四)寒假輔導開

始  

112/2/04 六 補行上班 人事室 因 1/27(五)調整放

假，需補行上班    

寒-4   112/2/06 一 2/6(一)-2/10(五)管樂團寒訓 學務處   

112/2/07 二 2/7(二)-2/8(三)小小樂手體驗營 學務處   

112/2/08 三 寒假輔導結束 教務處   

112/2/09 四 開學準備日                               

教師正向管教研習                            

國際雙語教育研習(下午)                                

教務處                

學務處              

教務處 

  

112/2/10 五 開學準備日                                                                                   

特教研習                                                              

員工自衛消防組訓                           

校務會議 

教務處           

輔導室              

總務處                 

人事室  

2/10(五)寒假結束 

111 下 

第 1週 

112/2/13 一 開學正式上課 教務處         

學務處 

111-2 學期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