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110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10年8月31日(星期二)上午10:00
貳、地點：Google Classroom線上會議同步方式辦理
參、參加人員：全體教職員
肆、主
席：程校長曉銘
紀錄：冉廣豫組長
伍、頒
獎：(原訂於 109-2 期末校務會議頒獎因疫情延期)
一、頒發服務本校資深同仁獎牌
服務 30 年同仁 陳春色 楊金銘 楊湘如 范德富 張鴻儒
服務 20 年同仁 楊嬿瑜 陳秀瓊 余佳臻 賴毅龍 夏偉倫 蕭雅如
服務 10 年同仁 溫琬卉 古孟玲 李文貴 呂奇品 黃禎瑩
二、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愛心獎得獎名單
林怡汶、李蔚亞、羅文欣、蔡銘娟、傅舜卿、楊春玲、魏嘉怡、
吳雪娥，受獎人員各頒愛心獎座一座。
以上獲獎同仁請於會後至人事室領取。
三、參與各項比賽得獎名單：略（詳校務會議資料第 3-4 頁）。
四、介紹職務異動人員及新進人員：略（詳校務會議資料第 5 頁）。
陸、主席致詞：
一、以上資深同仁獎項部分特別補充介紹曾淑蓮同仁退休回聘雇員在
校服務已屆 50 年，在此感謝資深同仁為學校努力奉獻；愛心獎
及各項比賽得獎名單，感謝同仁努力教學付出，指導學生在各
項領域上都有優越成果表現，這些績效累積下來都是學校的資
產，雖然疫情影響全體同仁無法聚集會議給予掌聲鼓勵，但希
望得獎同仁能夠深刻感受到我們心裡給予熱烈掌聲，在此恭禧
得獎同仁。
二、自 5 月 19 疫情之後，課程改遠距線上教學，感謝這段期間行政
同仁、教師辛勞及資媒組協助，使教學工作能夠順暢運作。
三、明天(9/1)終於可以迎接孩子們回學校上課，因此「BACK TO
SCHOOL」作為本學期期初校務資料封面主題。
四、就如之前跟各位同仁分享，今年度的一年級新生，在招生期間沒
有機會至國中端宣導，也沒有機會邀請學生到校參觀，甚至到
最後報到階段國中畢業生也無法實體報到，在無法收取畢業證
書情況下，招生狀況著實令人惶恐，但今年新生人數在全體同

仁排除萬難共同努力之下交出一張亮麗成績單，也由於你們的
努力，讓我在共享光榮之際也能在董事會充份表達學校未來因
應方向。
五、然孩子們踏進學校之後才是我們工作的開始，明天開學日，將是
我們這屆新生第一次到校的日子，當他們踏進校門時，我們給
他們的印象，應該就是對光復中學的「第一印象」了。
學校無論在課程安排及未來規劃都要讓孩子感到安心，進入光復
就讀不會後悔，三年後離開光復會心懷感激。在此感謝所有夥
伴，讓我們一起準備好用笑臉、用關心來迎接我們的學生返回
學校。
六、學校在正規有限課程節數下，為能建立學校特色及讓學生有開闊
視野、學習歷程及成長選擇機會，本校推廣中心結合學校優勢
群科師資與大學端開辦創意課程研習，希望透過短期的研習及
小小單元學習讓孩子有跨領域多元試探，引發孩子的學習動機，
加入自學元素，提高學習歷程質量內容，不需要長時間投入，
但可以獲得完整學習，只要學生願意踏進來，就有改變的機會。
柒、各單位工作報告：
教務處吳祖錚主任:
一、自 5 月疫情開始教學方式翻轉實施遠距教學，現今回歸實體教
學，因應疫情反轉，還請任課老師針對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研
擬如何混合使用，俾能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二、108 課綱本校三年學生為第一屆畢業生，相對因應配套措施如
學習歷程檔案等將會適用本屆高三生。
三、由於部分教師異動，課表部份課務組仍在努力調整中。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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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陳音鴛主任：
一、校務會議資料所附防疫管理指引是根據疫情指揮中心及國教署
來文擬訂，請全校同仁詳閱並配合執行。
二、防疫期間全校師生保持社交距離室內 1.5 公尺室外 1 公尺，活
動過程除用餐飲水外全程需佩戴口罩。
三、學務工作繁雜，針對學生行為表現、生活及學習需要全體老師

及行政同仁平時多予觀察，能夠多一點心思及早辨識學生出現
的問題，俾能及早提供協助及轉介輔導，期能減少問題學生的
發生。
四、由於社會風氣轉變，校園性平事件層出不窮，請老師與學生晤
談時能夠多予關注，若發現有性平案件或校園發生因親密關
係暴力事件遭受身心傷害情事時，請立即通知教官室或學務
處人員。
五、教育部近一年有許多法條更動頻繁，不止是性平法、教師法
等，今年尤其是特別強調兒童權利公約辦理之各項研習，希
望透過研習使教育人員能瞭解兒童權利的普世價值，並能藉
此關注學生的人權權益。
教官室工作報告請參閱校務資料第 13 至 15 頁。
實習處余若玥主任：
一、目前防疫仍維持二級警戒，為防疫工作實習處針對實習工廠教
室擬訂相關防疫管理指引，目前已由各科宣達，還請使用者
配合實施。
二、依據 OECD 跨國調查報告指出，對青少年而言最擔心疫情餘波
造成難以抹滅的後果，依序是「心理健康」、「未來求職」
面向和「教育」，而在心理健康及教育這個階段是目前我們
可以協助部分，不要讓我們學生感到孤單寂寞覺得冷，所以
生活照顧上面我們要多給予關懷，在知識傳達上能夠讓學生
有擁有專業技能。
輔導處林德明主任：
一、 今年高一特殊生就讀本校創新高計有 132 名，預見導師未來
輔導工作將非常繁重，為讓導師瞭解班上特殊生，因此開學
後將召開多場轉銜會議，請高一導師協助配合撥冗出席。
二、 特殊生障礙別以情緒行為障礙佔多數，據此本學期教師研習
主題也作調整，將以情緒行為障礙生輔導為主軸，希望給予
老師知識上成長。
三、 中途離校學生追蹤作業請老師於 9 月底完成。
四、 本學期親職教育學校日：進修部於 9 月 24 日晚上、日校及全
中部於 9 月 25 日上午，因應防疫規定家長不得入校原則，本

學期親職教育學校日活動將以線上方式舉行。有關班級親師
座談會部分，將由導師運用 classroom 線上同步會議方式進
行。
五、輔導工作有其特殊性，在輔導個案有空間上隱私需求，因此
本學期有輔導室借用需求者將採實名制登記，確保給予師生
互動上保障，還請老師協助共同配合。
圖書館工作報告請參閱校務資料 22 至 23 頁。
總務處工作報告請參閱校務資料 24 至 26 頁。
會計室工作報告請參閱校務資料 26 至 27 頁。
人事室工作報告請參閱校務資料 27 頁。
完全中學部鄭福昌主任：
一、全中部本周三四五舉行 12 年級 111 學測試辦考試、週四五高
二普通科模擬考試。因為考試時間節次與學校鐘聲不一致，
因此請監考老師配合需等下節監考老師到教室後始可離開。
二、本學期新任教全中部課程老師需配合熟悉翰林雲端系統，俾便
隨時線上教學平台使用，教師如有疑問可逕向教學組或教研
會詢問。
三、因應 108 課綱課程將以總額作為普通科選組編班依據，儘量協
助同學選修組別。
四、國中部招生工作已起跑，同仁小孩或親朋好友需要相關資訊者
可與我們聯繫提供，並請同仁協助介紹踴躍報名。
進修部工作報告請參閱校務資料 31 至 34 頁。
職訓中心暨教育推廣中心工作報告請參閱校務資料 34 頁。
捌、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校長室
案由：修訂「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等學校校務會議組織及運作要
點」，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20 日臺教授國字第 1100050915 號
函辦理。建議各校增加校務會議中「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
之人數(不少於成員總數百分之八)。

二、另 110 年 5 月 11 日立法院第 10 屆第 3 會期第 11 次會議已三
讀通高級中等教法第 25 條有關學生代表人數不得少於校務會
議成員總數百分之八之規定，並明定自 110 年 10 月 1 日施行
之規定。
三、本案提報 110 年 8 月 11 日行政主管會議議決後，提請 110 學
年第 1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依規定函報主管機關
備查，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請參閱附件 1、2。
決議：本案經全體同仁無異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調整 111 學年度日間部科班，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0 年 8 月 27 日臺教授國字第 1100109406 號函辦
理。
二、日間部擬於 111 學年度「增調」1 班資訊科僑生專班，若依教
育部規定採總班級數外加成班，則原 111 學年度之「增調科
班」數不變。
三、若採總班級數內含成班，則擬於總班級數不變之下，由觀光事
業科調減 1 班、轉成資訊科 1 班設定為僑生專班，詳細「增
調科班」後之班級數如附件 3。
四、本案提請 110 學年第 1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函報
主管機關備查。
決議：本案經全體同仁無異議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訂「新竹市私立光復中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
請審議。
說明：
一、為使本校校園性別事件處理程序合乎規定，故於「新竹市私立
光復中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條組織及任期中，
增加三人初審小組之設置。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請參閱附
件 4、5。

二、本案提報 110 年 8 月 11 日行政主管會議議決後，提請 110 學
年第 1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本案經全體同仁無異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訂「新竹市私立光復中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防治規
定」，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8 年 12 月 24 日公布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
防治準則修正條文，修訂本校「新竹市私立光復中學校園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防治規定」。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
請參閱附件 6、7。
二、本案提報 110 年 08 月 25 日行政主管會議議決後，提請 110 學
年第 1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本案經全體同仁無異議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訂「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學生服裝儀容規定暨檢查辦
法」，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臺教國署學字第 1100047159A 號來函與教育部 109 年 8 月
3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90072127A 號「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
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設置要點辦理。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
條文請參閱附件 8、9。
二、本案經 110 年 08 月 25 日服裝儀容委員會決議，提請 110 學年
第 1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審議。
決議：本案經全體同仁無異議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辦理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中部各項代收代辦退費方式，請
審議。
說明：
一、依 110 年 6 月 10 日府教國字第 1100092749 號函辦理。

二、目前代收代辦需退費項目為冷氣使用及維護費，依教育部主管
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該費用以新臺幣 700
元為上限，包含冷氣電費、冷氣機維護及汰換費二項費用，
冷氣機維護及汰換費，每學期每生收取費用上限為新臺幣 200
元可不退費，需退費部分為冷氣電費 500 元。
三、停課起始日 5 月 19 日為學期第 14 周，建議原一、二年級學生
退費金額 500 元*6/20=150 元。畢業生計算至原定畢業典禮 6
月 4 日，退費金額 500 元*2/16=63 元。
四、本案提報 110 年 8 月 18 日行政主管會議議決後，提請 110 學
年第 1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審議，並於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
學後 1 個月內完成退費，會議記錄及相關資料存校備查。
決議：本案經全體同仁無異議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進修部
案由：進修部「111 學年度觀光科新生班調整日間上課案」，請審議。
說明：
一、配合本校產學合作廠商需求，擬申請 111 學年度調整觀光科新
生 1 班至日間上課，上課時間為週一至週三，每日上課 8 節
(上午 08:100 至下午 16:45)，合計 3 天，每週共計 24 節課。
二、本案經 110 年 8 月 18 日行政主管會議討論後，提請 110 學年
第 1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依規定函報主管機關審
查。
決議：本案經全體同仁無異議通過。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1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