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錄
壹、時
間：民國 107 年 8 月 30 日(星期四)下午 1:30
貳、地
點：綜合大樓四樓會議室
參、出席人員：全體教職員
肆、主
席：黃校長敦煌
記錄：冉廣豫組長
伍、介紹職務異動人員及新進人員：略(詳校務會議資料第 1 頁)。
陸、主席致詞：
一、在此請同仁掌聲感謝家長會長蒞臨參加學校期初校務會議，並感
謝梁主任及張菁芬組長對學校行政業務付出。
二、本學期期初校務資料封面主題：「每一個生命都需要有意義」幫助孩子確認自己的價值：能夠尊重他人、懂得愛護環境、找
到生命意義、塑造良好品格。意喻這個世界上並沒有絕對的好
與壞，適合你的就是最好的。也就是你看待自己的方式，決定
了自己的價值。相對老師能夠將學生放在對的位置，讓他的能
力發展出來，學生的表現就會發光發熱，就是天才。
三、感謝全體同仁對於招生工作的努力付出，今年人數較去年穩定成
長，可以稍為紓緩招生壓力，讓我們以掌聲互相鼓勵。
四、學校體育館地板舖設及冷氣安裝工程已全新完工，體育館花費鉅
資全新整備，除可提供學生良好體育教學環境外，更為 10 至 11
月高級中等學校籃球聯賽(HBL)將於本校舉行做好準備，屆時將
會有貴賓到訪及 SNG 車至校轉播，因此學校的秩序、學生禮貌
及校區整潔環境都要加強要求，要將「光復」正面的、健康的
形象傳播外界，將有助於提昇學校形象。
五、同仁在教育工作上針對學生不同之資質，能夠給予不同的協助與
肯定，期勉老師秉持「不要放手，直到夢想到手」理念做學生
夢想推手，新學期開始希望大家在各方面皆有更好成績表現。
柒、各單位工作報告：
教務處程曉銘主任：
一、請導師協助督促學生儘速完成註冊手續，俾便註冊組統計作業
進行及學生註冊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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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學期課表目前尚有調整部分，新課表已置同仁桌上，請老師
配合按表上課。
三、適性分組教學會議於明日召開，屆時將會抽調部分一年級班級
會考英文成績 B＋及三年學生數學學習成績為 90 分以上之學
生進行適性分組教學。
學務處廖慶麟主任：
一、本學期社團舉辦六次，相關方式及時間請參閱行事曆。
二、本學期服務學習請高二班級儘快完成。
三、HBL 已進行至第四年，今年本校為新竹市唯一主場，屆時將動
員學生進場加油，可能影響上課部分還請老師見諒。
教官室林志憲主任教官：
一、本學期愛國歌曲及射擊比賽將採志願調查方式舉辦。
二、於暑期參加新世代反毒策略會議，為有效阻斷毒品流通管道執
行「追根斷源」政策，請老師協助如發現問題學生請即告知本
人處理。
實習處吳祖錚主任：
一、全國中等學校技藝競賽，還請各指導老師加緊訓練選手參加比
賽，期能奪得好成績俾能為學校爭光。
二、實習處各項增能計畫如業師協同教學、提升學生實習能力計畫
及職場體驗活動，還請各科老師給予協助。
三、本年度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辦理汽車科及電訊科，為強化教
師實務經驗，請專業科老師能夠踴躍參加。
四、本校與培英、實驗等六個國高中合辦技藝教育，下週將召開期
初教研會，屆時請科主任及任課老師準時參加。
五、本學年度招生工作告一段落，感謝各位同仁幫忙，今年招生績
效較去年好，請各位伙伴能夠持續努力，讓學生好的一面呈現
出來，讓來年招生能夠順利進行。
輔導處林德明主任：
一、輔導處舉辦之學生演講活動，因應 108 新課綱彈性學習將有一
些延伸活動配合實施，請老師予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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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今年新生特殊生計有 116 位平均分配至各班，相關特教課程還
請任課予以協助。
三、請老師於本週完成二、三年級 IEP、106 學年度高三特殊生轉
銜網路通報及畢業生升學進路調查表上傳作業。
四、本學期親職教育學校日：日校於 9 月 29 日(星期六)、進修部
於 9 月 28 日(星期五)晚上舉行，請導師提早準備相關資料並
排開當日私人行程。
圖書館藍慧禎主任：
一、圖書館各項活動感謝同仁協助，並請將舉辦活動相關期程及資
訊轉達學生知曉。
總務處董全基主任：
一、 本學期有教室異動班級，請至總務處領取鑰匙及冷氣機搖控
器，並請於期末交回。
二、 教室物品及設備有故障狀況，務請叮囑學生至總務處填寫物
品維修三聯單，使能儘速完成修復作業。
三、 為節能減碳，請老師叮囑學生教室無人及放學後關閉所有電
氣設備，以免受罰。
四、車管組乘車證製發作業：二、三年級車證於明日製發，下週一
製發一年級車證。本學期校車路線及時刻表還請同仁轉告學生
可至學校網站「校車路線」查詢。
會計室孔西勤主任：
一、欲申請子女就讀本校補助費之同仁，請於 10 月 5 日前將子女
在校成績單影印本送會計室辦理。
二、針對家境困難學生請老師儘量協助學生辦理臺灣銀行助學貸款，
對於不符資格無法辦理助貸者，則請導師協助學生親至會計室
領表辦理校內助貸。
人事室毛莉嘉主任：
一、欲申請子女教育補助費同仁，請將註冊單影印本於 9/28 前送
至人事室彙辦。
二、同仁之相關基本資料有修改者請至人事室更新。
三、本校預定於 11 月 22、23 日辦理教職員工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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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中學部鄭福昌主任：
一、感謝梁主任於全中部業務紮根深厚，由於政策、活動及課程規
劃良好，今年普通科招生安全過關。我們全中部同仁將依現有
規劃持續精進。
二、感謝教官室同仁在人力缺乏下仍全力支援全中部高二課程部分。
三、第三個感謝為本校教職同仁，自接任全中部以來，收到許多熱
心同仁給予好的建議及目前相關措施需要精進的地方。全中部
今後將以照顧學生的特質幫助學生確認自己的價值為教育目標。
四、全中部夜輔課程配合 108 年新課綱等等因素亦有調整部分，還
請任課老師能予配合按表操課。
進修部陳春色主任：
一、進修部學生以半工半讀居多，家庭單親、社會關係複雜，於生
活體驗上可能較豐富，因此教學上應採因人制宜，靈活運用不
同的策略，與學生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以達到教學效果。
二、進修部招生工作感謝學校同仁協助，轉復學生今年暑假招收約
90 餘位，佔新生人數 39%。目前進修部總人數有 750 人：一年
級 230 人、二年級 250 人、三年級 270 人。接下來請導師督促
學生儘速完成註冊手續。
三、由於進修部學生成份多元化，因此在精神教育方面還是需要有
所著墨，本學期進修部學生事務組將規劃團體競賽，透過導師
輔導及教官室協助，希望達到精神教育目標。
四、進修部轉復學標準為學年成績六十分以上且不能有三大過，學
生成績未達標者將無法畢業依規定給予留級。
五、透過產學訓合作將可彌補技術缺口並提昇學生就業能力，還請
各科能夠協助產學工讀優良廠商引介部分，期能吸引工讀學生，
俾能維持進修部學生人數。
職訓中心暨教育推廣中心程曉銘主任：
一、職訓及推廣中心主要為支援學校教學工作、非正規學源之開拓、
學校場地出租及參與政府課程標案等業務。
二、中心目前工作為與全中部進行菁英課輔課程，在此特別感謝梁
主任於此課程部分緊密合作及規劃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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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規劃方向為職科課輔課程、英檢等等課程，老師如遇學生
有相關疑問歡迎至本中心詢問、討論或給予建議。
校長：為今年高中籃球聯賽 HBL 將於本校舉行，藉由今天會議特別請
陳定杰籃球教練為我們分享 HBL 賽事相關資訊，也希望光復籃
球隊在陳教練帶領下於此次 HBL 比賽中能有優異成績表現。
陳定杰教練：
一、各位同仁好，我是光復高中籃球隊教練陳定杰，高級中等學校
籃球聯賽 HBL 是為目前國內最受關注與熱度之運動賽事，其吸
收了許多商業廠商贊助，也包括電視轉播部分，藉由此次賽事
轉播將可提高光復高中在全國的知名度。
二、此次賽事為 HBL 第一次進駐新竹市，本校為新竹市主場亦為參
賽代表隊，因此打出「捍衛主場」口號，我們學生為此次聯賽
已做好準備，暑假期間 60 天只休息 4 天，平時每天訓練時間
大約為八小時，可說是準備充足，接下來希望學校老師能給我
們選手支持，一起帶動氣氛並能夠至比賽場地為光復籃球隊加
油，藉由現埸電視轉播將學校團隊精神、秩序及凝聚力向外界
傳播，將光復精神及榮耀帶到全國知名度的位置。
捌、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校長室
案由：提報「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 106 學年度至 109 學年度校務
發展四年計畫」，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及相關教育法規制定本校四年發展計
畫。
二、本案已於 106 學年度之高職優質化 B2 計畫完成制定，並於 7
月 18 日召開校務發展小組會議審議完成。
三、本案經 107 年 8 月 15 日行政主管會議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
議，詳細計畫內容請參閱附件。
決議：本案經全體同仁鼓掌通過。
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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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三條第一項規定，請審議。
說明：本案經 107 年 8 月 22 日行政主管會議通過，提請校務會議審
議通過，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校務資料第 31 頁。
決議：本案經全體同仁鼓掌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本校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
修正「財團法人台灣省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會計制度之一
致規定」，請審議。
說明：
一、國教署函－臺教國署主字第 1070088426 號函說明：「學校財
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業經教育部於
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19 日以 1070096127B 號令修正發布，並
自 107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請查照。
二、本案經 107 年 8 月 1 日行政主管會議通過後依規定送本校校務
會議及董事會核准通過後生效。
決議：本案經全體同仁鼓掌通過。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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