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光復中學 103 學年度家長委員會會議議程 

時間：民國 104 年 06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 7 時 00 分 

地點：綜合大樓 4 樓大會議室 

主席：劉德書會長 

列席指導：程曉銘校長                    司儀：姚建宏組長 

記錄：邱玉秀 

議程時間表： 

19：00-19：15 報到 

19：15 會議開始 

19：15-19：20 主席致詞 

19:20-19:30 
校長致詞 

﹙全校工作概況報告﹚ 

19：30-19：35 總幹事報告 

19：35-20：00 討論提案 

20：00-20：30 臨時動議 

20：3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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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光復高級中學 103 學年度 
家長委員會工作報告資料 

壹、校務概況： 
  一、本校目前日間部高中部三年級 33 班、二年級 28 班、一年級 32 班、共計 93

班，進修學校計有三年級 11 班、二年級 9 班、一年級 9 班共計 29 班，國中

部三年級 3 班、二年級 3 班、一年級 3 班、共計 9 班，全校合計 134 班，日

間部 4,032人，國中部 244人，進修推廣部 1,003人，總人數合計 5,279 人。 

  二、全校教職員工 310人，聘任之教師均為該領域之專業人員，以公開甄試方式，

擇最優之成績錄用，人員之編任適才適所，於平時鼓勵教師共組增能之專業

社群，辦理專業成長研習，期能與時俱進落實於教學的創新與教材研發。 

  三、本校每年均編列預算並積極爭取校外各項補助款，善用校內及校外教育主管

單位之經費，採購合宜之教學設備，增設專業實習教室；以優良之師資、前

瞻之眼光、新穎的設備及良好的學習環境，提供學子成長及學習的完善教育

資源，能吸引學生就近入學，學區內就讀比率已達 97%以上；本著 12 年國民

教育之精神，「適性與多元」的教育理念，期盼每一個就讀光復的孩子，都能

重新建立學習的信心，並能擁有帶著走的能力。 

四、積極爭取教育部或政府單位之各項競爭型補助計畫，挹注學校各項軟硬體的

發展與建設，100-102學年度通過辦理「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申請；100-103

學年度通過「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100-103學年度通過「教育均質化計

畫」及 102-103 學年申請「技職再造計畫」等，希望能持續參與各項補助計

畫，逐步建構「樂活校園、友善校園、數位校園」的本校願景。 

五、已於101學年度取得教育部「優質高中認證」並於102年榮獲「高中優質化輔

助方案」成果報告撰寫「績優學校」，希望藉由認證機制及團隊合作辦理競

爭型計畫的努力，讓學校能持續精進並逐步累積教學能量，創造更優質的學

習環境，以吸引所有具備潛力之學生皆能欣然就近入學，落實十二年國教「適

性揚材」的精神。 

 

貳、教務處工作報告： 
 一、註冊組： 
  104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成績亮眼，榜單如下: 

班級 姓名 畢業國中 基測成績 繁星錄取學校 科系 

362 蔡宜婷 育賢國中 0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391 賴彥紋 培英國中 284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系 

321 羅玉婷 建華國中 321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373 蕭文茜 竹東國中 272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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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姚怡君 虎林國中 免試入學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國際商務系 

373 彭巧琴 竹東國中 314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391 許亞芹 湖口國中 323 樹德科技大學 休閒與觀光管理系 

353 黃意純 新豐國中 218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341 李映廷 光武國中 255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364 馮梓耘 竹北國中 93 建國科技大學 美容系 

 
 二、教學組： 
 一、課業輔導計畫 

         自 100學年度入學之新生，本校以升學導向規劃課業輔導，相關課業輔導說明  
如下: 

  (一)學期間每天加排第八節課(下午 4點 45分放學)。 
  (二)寒暑假期間另安排寒暑輔導課程，授課內容以升學補充單元課程或技  
      能精進活動為主，並於各該學期結束前另發調查表通知。  
  (三)學期中辦理夜間課外活動，養成學生讀書風氣提高學習成效。 

 二、學習弱勢扶助計畫 

      以國文、英文、數學及專業科目等科目學習落後或學習興趣不佳之一二年級 
 學生為扶助對象，並規劃以結合生活經驗之教材，善用同儕合作學習或同儕 
 典範學習以達到扶助目標。共計開辦兩項計畫，說明如下: 
 (一)原住民籍學生課業輔導計畫，以原住民籍學為主，利用夜間課餘時間開 

 設英數課業輔導，成效良好。 
 (二)學習弱勢補救教學計畫，扶助對象以高一新生為主，103學年度第一學  
     期利用夜間課餘時間開辦國英數扶助課程，共計 523人次參加，成效良 
     好。 
 

 三、課務組： 
  一、教師專業發展計畫 

(一)本校100年開始「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並於101學年度正式加入教

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目前已辦理三年，101-103年依序共有83

位、63位、29位教師通過初階認證。102-103年依序有17位、9位通過進階認

證。每年均邀請輔導委員及輔導夥伴到校訪視及指導，以提升教師專業。 
 (二)成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推動小組，負責推動教專評鑑工作，訂定各科  

       教學觀察規準，再由同儕夥伴之間進行自評他評等工作，增進教師專業。 
         A.實施層面：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 (102年) 
         B.實施內容：教學觀察 
         C.評鑑項目：（1）教師自評（2）教學觀察。 

  

參、學務處工作報告： 

 一、訓育組： 
【行政管理】 

一、導師透過家庭訪談或電話聯絡〈每學期家訪 6位學生並記載於家庭訪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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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記、班會、家長委員會等途徑，與家長和學生建立良好的溝通與互動。 
二、每週二（7：30）召開導師會議，以便能和導師作雙向溝通；教師參與外校

之能研習者，另行於導師會議中分享研習心得，以利教學相長。 
三、本學期依部來文收取家長費，每人 100元，如為兄弟姊妹同校則辦理退費。 
四、本學期辦理就學貸款學生計 138人，並於新生入學訓練時辦理新生就學貸

款須知講習宣導，使其了解權利與義務。 
五、舉辦家長代表大會及家長委員會，並提供本校教育活動、改進建議事項及

協助本校處理重大偶發事件和有關學校、教師、學生及家長間之爭議事項。 
六、本學期學生平安保險退費原住民、重殘、低收入戶:一年級 84人、二年級

82人、三年級 82人，共計 248人免繳保費。 
七、配合人事室辦理新進教師座談會；為加深教師知能，另行辦理新進導師座

談以利 學務工作更快上手。 
八、編排導師值勤表及會議資料之準備。 
九、辦理始業式、休業式活動。 

【訓育活動】 
一、每學期辦理四大競賽（禮貌、秩序、紀律、整潔），由全校教職員工執行

及勸導，以培養學生之良好習慣；每週公告評比成績，前三名班級可領取
榮譽牌乙面，懸掛於班級牌下，每 5面獎牌可晉階，由校長或學務主任入
班頒授「優質班級」金牌乙面，增加全班榮譽感與向心力，本學期共頒出
72面金牌勉勵優秀班級。 

二、辦理全校之班級、年級模範生選舉；由各班選出德育模範生一名，各年級
模範生代表經資料送審後篩選出符合年級模範之學生，另行做年級選拔。
由各班代表一名參與選舉，透過候選人之個人事蹟發表，各年級選出一名
當選模範，實屬不易。一年級德育模範生：綜 181 班周雅萾  二年級德育
模範生：綜 262班 鍾佳芯 三年級德育模範生：綜 371班鄭如雯。 

三、班聯會召開班代會議加強與學生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21 屆班聯會由主席
271班林杰儀與282班孫苑庭帶領主導學校各項活動並培養學生獨立自主與
服務的精神。畢聯會由 382 班主席羅芷綺帶領下，規劃畢業紀念冊編輯校
稿與收支及贈畢業生禮物事宜。 

四、協助辦理科主任時間，每學期至少辦理 1~2次，以宣導科特色與學生注意
事項。 

五、教室佈置比賽：以學生的觀點，班級的特色來美化一個屬於他們成長及學
習的活動空間，以助長讀書風氣。 

六、舉行午休秩序、朝會、週會競賽，藉由公開的評比，每週公佈成績，創造
寧靜午休及有序之校園。 

七、畢業旅行由二年級全體同學表決地點及路線，今年預計於 10月 22-24日出
發，地點為中台灣名勝與南台灣景點為主要考量。 

八、民主法治教育：舉行各種宣導活動； 
 (1)聘請專家學者（檢察官或記者）舉辦民主法治、法律常識、反毒專題演講。 
 (2)利用綜合活動時間辦理科主任時間與社團活動豐富學生校園生活。 
 (3)繼續辦理「一班一愛心 光青益起來」班級志願服務學習計畫，全學年度每

人於課餘時間以班級為單位，對外服務至少 8 小時以上之時數。
104.06.17-18 高二辦理志願服務學習分享會，邀請各班就自己服務學習之
活動歷程、動機做實務分享並與各班觀摩交流。各班表現優秀人員期末由
校長於休業式另頒獎狀與獎牌以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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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學年度主題「光復領航，達陣飛揚」，期盼全體畢業生能如運動場上的
精神，不論是學術或專業領域都能各司其職，發揚光復精神。畢業典禮於
104年 06月 12日舉辦完畢，感謝師生熱烈參與、場面熱鬧隆重、溫馨感人。 

十、協助學輔中心辦理親職教育及親師活動，促進家長之成長及親師合作關係。 
十一、實施「中心德目」活動，以建立友善校園，加強民族精神教育，訓練學

生生活常規，並依「中心德目」之實施目標與實踐規條。運用班會時間，
請導師宣導該週之中心德目，並引導同學能夠實踐。  

十二、建立友善校園人權環境，強化公共溝通機制，深化師生民主素養，以培
養理性思辯能力，關懷社區、開拓國際視野，以便善盡公民責任。 

十三、選拔一年級精英（每年）同學，免費參加教育部人才培訓計劃（初階、
中階、高階），以訓練培養基本幹部，今年選拔正取 2人，備取 1人，將
於 7月初前往受訓，結訓後投入公益服務性社團，創造最大的服務價值。 

十四、辦理新生始業活動，使學生認識學校校務狀況，熟悉學校環境、培養團
隊精神、建立民主法治之觀念，以適應高中生涯之能力。 

十五、配合節日，辦理相關感恩服務體驗活動，加深學生自我成長、關懷人群、
走入社會之情懷（103學年度 09/26日辦理教師節敬師活動；10/24日與體
育組協辦十八尖山路跑募款活動；11/07 日辦理師生同歡之校慶園遊會；
12/19日與社團活動組協同辦理歲末感恩惜福活動）。 

 

  二、體育組 

  【體育組活動】 
1、實施學生體適能檢測(第 1~10週)，使學生了解自己身心適應運動的能力，

並養成時時運動終生運動的良好習慣。 
2、辦理籃球(男)、啦啦隊（男女混合組）、啦啦舞(女)、田徑、游泳、羽球

項目運動代表隊招募組訓，發展學生在運動專長上之培養充實校園生活並
為校爭光。 

3、體育教學多元化，依據教育部審定之體育科用書，排定每學期教學進度，
配合教育部提升學生游泳能力計畫，實施游泳教學 12小時、參加新竹市政
府所舉辦卡巴迪、大隊接力、棒球九宮格等運動休閒項目。 

4、本學期班際盃運動競賽~4月籃球賽、5月游泳賽。 
5、協助高三運動績優生(體育生、一般生)升學輔導事宜。 

 

   三、衛生組： 
     1、助辦理助學貸款及平安保險理賠事項。 
     2、健康中心疾病照護加強辦理，特殊疾病學生另行列冊照護。 
     3、持續推動整潔比賽、廁所綠美化競賽、廢乾電池回收比賽等衛生環境整潔 
        工作。 
     4、排定 8次全校大掃除，將校園死角打掃乾淨，並定期全校全面消毒。 
     5、配合政府施政方針，加強清除蚊蟲孳生源、推動健康促進、環境教育推展、 
        提倡優質飲食、推行減重活動…… 
     6、辦理新生健康檢查，一年級同學全部參加，殘障生、低收入戶免費。 
     7、舉辦 CPR心肺復甦術証照訓練，各班推派一名學生參加，以期成立救護隊 
      ，協助健康中心維護全校師生健康。 
     8、每週舉辦衛生幹部會議，除衛生打掃、環境教育外，亦加強健康促進衛教 
        宣導，以期給予全校師生乾淨、健康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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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每學期均辦理捐血活動，皆逾 400人次師生捐血，榮獲台灣血液基金會評 
       選為桃竹苗區高中職績優學校。 
    10、每學期因應防範 A型流感及諾羅病毒來襲，定期開會檢討，加強衛教防疫 
        宣導、隨時掌握校園疫情、製作張貼防疫海報等，以期有效阻絕疫情進入 
        校園。 

 

 四、課外活動組： 
 一、社團活動 
  (1)本學期社團延續上學期開設之社團，每學期上課 8次

03/06-03/20-03/27-04/10-04/24-05/08-05/22-06/12）。 
  (2)本學期到校外上課的社團有馬術、熱音、嘻哈舞蹈、爵士舞蹈、撞球 AB、地板、

星光品格、電影欣賞 ABC、YOHO-AB、保齡球社、慈心志工社，學生均準時上車。 
  (3)期待有更多表演性社團，能參加校內、外表演。 
 二、校內外活動 
  (1)本學期擔任招生表演隊伍 
     （1）【光復夢幻戰鼓隊】 
     （2）【光復應用外語科太鼓隊】 
     （3）【光復原住民音樂社】 
     （4）【光復口琴流行社】 
     （5）【光復幼保小美女】 
     （6）【光復黑衫軍地板社】 
     （7）【光復才子】 
     （8）【光復鮮豔美麗全國 5連霸的啦啦舞蹈社】 
     （9）【光復美艷動人 2連霸的爵士舞蹈社 shaKe oFF光復夢幻舞者】 
  (2)本學期到校參觀社團表演學校 
      05/18 13：00-13：30二重國中 
      05/19 09：00-09：30自強國中            
            13：00-13：40華山/自強國中 
            14：30-15：10芎林國中 
      05/20 09：00-09：30精華/新豐/寶山國中 
            13：30-14：00 博愛/富禮國中 
      05/21 09：00-09：30建華國中            
            13：00-13：30香山/石光國中 
      05/22 09：00-09：30新湖國中           
            13：00-13：30竹東國中 
      05/25 13：00-13：30竹北國中 
      05/26 09：00-09：30關西國中       
            13：00-13：30尖石/忠孝/新埔國中 
      05/27 13：00-13：30六家/中正國中 
      05/28 13：00-13：40北埔國中 
      05/29 09：00-09：30員崠國中 
      06/01 09：30-10：00富光/培英國中 
      06/02 09：00-09：30橫山國中           
            13：00-13：30湖口/照門國中 
            14：00-14：40托兒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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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05/25 10：00-12：00南華國中（到南華進班招生宣導及社團表演） 
05/27 13：00-15：00虎林國中（到虎林集中招生宣導及社團表演） 

 (3)【光復達人秀 2015校園風雲才藝大賽】，初賽於 04月 28日至 05 月 05 日舉行，
地點在體育館，總決賽於 6 月 5 日舉行，地點在體育館，初賽不分年級評選，
採成績最高之高中 13組及國中 3組進入總決賽。 

    得獎名單： 
○1 光復最佳才藝大賞第一名：第 11組（10義彭芳亭/162陳雅庭/164張莉婷/172 
   盧又榕/242張庭筠/264張家蓉/272詹予彤/273蘇真/282胡羽萱/293鄭亞 
   芸）。 
○2 光復最佳才藝大賞第二名：第 13組（163柳慧慈/211陳哲安/211傅崇廉/311  
  何瑞華）。 

    ○3 光復最佳才藝大賞第三名：第 12組（251黃偉明）。 
    ○4 光復國中最佳才藝大賞第一名：第 5組（7仁馮胤能/黃浩哲/詹皓鈞）。 
    ○5 觀眾票選最受歡迎才藝大賞：第 4組（312陳金揚/范志陽/高宗慈）。 
    ○6 最佳造型服裝獎：第 4組（312陳金揚/范志陽/高宗慈）。 
    ○7 加油最大聲班級獎：綜 264。 
    ○8 最佳海報設計獎：261/161/264/162班。 
  (4)05/27邀請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到校指導熱氣球體驗活動。 
  (5)本校學務主任於 104.05.31帶領綜 262班兒童戲劇社同學，到台北中正紀念 
     堂，參加國家兩廳院（藝術零距離）圓夢計劃，欣賞【人力飛行劇團之星光劇 
     院】，同學們經導覽人員介紹兩廳院環境設備 
(6)得獎紀錄： 

    ○1 光復饑餓勇士於 02/07參加饑餓十二體驗活動（參加人數）榮獲全國第一名。 
    ○2 綜 261/161班管樂隊同學於 03/02參加 103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高中 

職行進管樂團體組 71人以上）榮獲甲等獎。 
    ○3 10禮廖宇晴於 03/04參加 103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古典舞）榮獲甲等 
      獎。 
    ○4 10禮廖宇晴於 03/05參加 103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民俗舞)榮獲甲等 
      獎。 
    ○5 綜 100賴彥廷於 03/24參加 103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口琴組)榮獲優 
      等獎。 
    ○6 121劉柏辰於 04/18參加 104年青年盃極限運動錦標賽(橫向踢踏競競速賽 
      初級高中組)榮獲第一名。 
    ○7 121劉柏辰於 04/18參加 104年青年盃極限運動錦標賽(滑板速度賽高中 
       組)榮獲第二名。 
    ○8 183蕭百岐於 04/18參加 104年青年盃極限運動錦標賽(滑板速度賽高中組)  
      榮獲第三名。 
    ○9 綜 262班兒童戲劇社同學於 04/19參加 103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戲戲比賽   
      榮獲高中職組現代偶戲類光影組優等獎及最佳戲偶大獎。 
    ○10綜 262班兒童戲劇社同學於 04/20參加 103學年度全國學生創意戲戲比賽 

榮獲高中職組現代偶戲類手套偶戲組優等獎及最佳舞臺大獎。 
    ○11綜 100林嘉翔於 04/25參加香港抱石錦標賽榮獲 2015男子青年組冠軍。 
    ○12綜 273呂宜霈於 04/25參加 104年臺北市青年盃滑冰錦標賽(指定花式二級 

雙人組)(高中二年級女子組)榮獲第一名。 
    ○13綜 273呂宜霈於 04/25參加 104年臺北市青年盃滑冰錦標賽(指定花式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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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二年級女子組)榮獲第一名。 
    ○14【爵士舞蹈社】【shaKe oFF第三代夢幻舞者】，於 05/28參加 104年【拒菸 
       拒檳深化紫錐花反毒運動青少年飆舞大賽】，榮獲全新竹市第一名【二連 
       霸】。 
三、服務性社團 
（1）慈心社：志工利用社團課時間，由鄔滬生老師帶領 40位學生，前往 

（03/06）認養凌雲公園。 
（03/20）認養凌雲公園。 
（03/27）竹東長安老人養護中心。 
（04/10）伯大尼老人安養中心。 
（04/24）竹東世光教養院。 
（05/08）竹東世光教養院。 
（05/22）伯大尼老人安養中心。 
 (06/12）竹東世光教養院。進行服務性工作。 

 

五、生活輔導組： 
 一、學產基金（急難慰助）申請： 

  (1)凡本校學生，遇家中發生急難事件或學生住院七日以上，均可向導師提出申請。 

  (2)申請時需檢附在學證明（學生證影本）、戶籍謄本（戶口名簿影本）及申請佐  

     證資料（住院證明）、父母親完稅證明至教官室辦理。 

 二、「紫錐花運動」推廣(反毒)： 

  (1)本校配合教育部反毒工作，自 101年 6月起積極推動「紫錐花運動」，並安排

一系列多元化之推廣活動。 

  (2)為營造健康校園，本校每月依教育部分配試劑數量，採不定時不定額方式實施

尿液篩檢。 

  (3)為加強導師反毒相關知能，本學期於 104年 2月 24日下午實施「教師反毒知

能研習」。 

 三、持續「推動建構友善校園」： 

  (1)持續推動「防治黑幫進入校園」、「防止校園暴力、霸凌事件」、「拒絕毒品」，

「建構友善校園」反映專線 0800200885，並印製校園宣傳海報，強化宣導效能。 

  (2)配合學生校外會計畫規劃本校相關執行做法。 

    ①1月 23日辦理 103-2友善校園週反毒反黑反霸凌法律常識宣教。 

    ②104年 1月 29日辦理友善校園週『反霸凌暨紫錐花運動創意海報競賽』。 

    ③104年 2月 24日 1010時配合開學於操場辦理「友善校園有正義，拒絕霸凌無

畏懼」。 

    ④104年 2月 24日 1100時於綜合大樓會議室辦理教師反毒知能研習 

    ⑤104年 3月 6日 1250時於體育館辦理三年級「反霸凌法律常識宣導 

    ➅104年 3月 10日 0900時至十八尖山，辦理紫錐花 18尖山淨山暨推廣活動。 

 四、遺失物處理： 

請家長向同學宣導貴重物品勿攜帶至學校；個人物品請隨身攜帶妥慎保管，拾

獲他人物品立即送教官室。 

 五、防災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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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師生對災害防救及突發狀況之處置與應變能力，於 103年 3月 2日下午

對一年級實施防災訓練課程。 

 

 六、上、放學、課間、午間巡堂： 

  (1)派遣教官依分配之安全責任區域實施校內、外之安全巡查，對違規學生除依校

規處分外，並會同導師、家長共同輔導，改正學生不良之習慣，以維護校園良

好學習環境。 

  (2)每日依輪值於下課期間巡堂，防杜校內抽菸同學違犯校規並殘害身心，對重點

區域（教學區、廁所、資源回收場），另請附近上課任課老師亦能協助糾舉。 

 七、防制學生違規駕駛汽、機車： 

部份學生騎乘機車辦理入校申請核准，但機車仍違規停放校外，造成學校週邊

里民不便，將持續加強宣導及要求。 

 八、落實導師、教官間學生輔導工作之協調與聯繫： 

  (1)於導師會議（週二）中協調與聯繫。 

  (2)平時導師與輔導教官間保持聯繫，交換輔導學生心得，以利校園安全及班級經

營。 

九、人事異動： 

本學期本校計侯昆璉、閻家敬教官調入本校服務。 

十、火車站、客運站駐站輔導： 

依校外會規定輪值並派遣教官、學生駐站每日 6：30至 7：40至火車站、客運

站駐站管制交通，維護火車站、客運站上學學生安全。 

十一、校外聯巡輔導： 

依校外會規定輪派教官配合新竹市警察局少年隊及埔頂派出所員警，於上課時

段至新竹市青少年易於聚集場所（網咖、撞球場等）實施臨檢及輔導。 

十二、反毒及反詐騙宣教： 

(1)104年 5月 19日第 5、6節邀請 104人力銀行陳副總對高三學生「求職反詐

騙」宣教。 

(2)104年 5月 27日第 7節邀請新竹地檢署檢察官實施進修學校「反黑幫及反詐

騙」宣教。 

 十三、愛國歌曲比賽： 

本校於 104年 4月 17日第 5、6、7節實施高一學生「創意愛國歌曲比賽」，並

由比賽第一、二名(10義及 161)代表學校於 104年 5月 23日參加「新竹市愛國

歌曲比賽」另各獲頒特色獎項。 

 十四、公益性社團自強活動: 

本室為勗勉公益性社團(糾察隊、大隊指揮社、管樂隊)本學年為校方活動付出

辛勞，於 104年 5月 8、9日假新竹縣「小叮噹樂園」辦理露營自強活動，參加

學生計 105員，並由學務主任帶隊，活動成效良好。 

 

肆、進修推廣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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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修學校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註冊 1052人，班級數：29班。 
二、維持良好教學品質，督導教師授課情形；建立學生教學問卷平台，並以學生

程度適度調整課程內容，教師耐心教導並利用假日補救教學，以提高學生學
習興趣、加強學習自信心；高三學生導入大學參訪課程，鼓勵學生升學，提
升學生考取大學意願。 

三、本校訂定「進修學校各科證照特色教學實施辦法」，鼓勵學生參與證照考試，
取得畢業前兩張證照為目標，一張本科核心證照，一張附屬電腦證照，充實
學生就業能力。 

四、利用班週會時間舉辦防震防災演練、生命教育、法律常識、兩性平等教育、
生涯規劃、交通安全、衛生健康、菸害防制、求職防騙等各項專專題講座及
三年級升學宣導。 

五、定期舉辦藝文音樂欣賞、文藝競賽、拔河、籃球、趣味競賽、卡拉 OK比賽
與愛國歌曲活動，用以提升校園文藝及活絡師生情誼。 

六、訂定學生機車校內停車辦法，鼓勵及要求機車停進校園納入管理，杜絕亂停
機車妨礙社區安寧及違反交通安全、飆車等破壞校譽行為，目前約有 200部
機車停入校內，社區反映甚佳。 

七、訂定班級秩序、整潔、服裝儀容檢查管理辦法，恢復辦理三大競賽(秩序：
到課率、教學，整潔：衛生、教室內、外維護，服儀：儀容、服裝)建立學
生班級團體榮譽制，並針對經常遲到、曠課、未帶書本、服儀不整之學生施
以輔導。 

八、由各組組長支援教官於校門口實施安全檢查，煙及檳榔等違禁品，禁止煙、
毒、檳榔進入校園。 

九、由學生班聯會組織，參與校內活動與反應意見來加強學生與學校之溝通管道。 
十、校內宿舍與六福村宿舍由進修學校負責管理；強化工讀班住宿學生之生活常

規與價值教育，期能培養學生成為企業界肯定的人才。 
十一、進修學校完整服務全校約 1/3以上之工讀生；推廣同學們工讀機會，解決 
    學生經濟困境，間接降低流失率。今年度與本校合作廠商計二十五家薪資福 
    利更替學生爭取相關補助，希能本著進修學校服務學生之精神，爭取相關廠 
    商合作事宜。 

 十二、本校著重輔導重於處罰，愛心勝於管理的目標，以建立溫馨校園。 

 

伍、完全中學部： 

  一、敎學組 

   (一)課程設計與教材編選： 

 1.除教育部訂課程外，依全中部學生需求，開設相關升學輔導課程。 

 2.教師能依教學需要及學生特性編寫補充教材，並蒐集教學媒材融入教學。 

 3.各科教學能配合需要，善用資訊科技及媒體，或進行實驗實作。 

 4.設置雲端智慧教室，利用 IRS即時反饋系統輔助教學。 

 5.啟用「翰林雲端學院」系統輔助國中部學生課後學習。 

 

   (二) 適性學習與拓展學生多元視野： 

    1.規劃多元文化活動與教材， 融入各種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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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依學生學習需求，實施中文、英文作文分級教學及開設「AMC數研班」、 

    「科學菁英班」、「數理加強班」、「英檢加強班」等課程。 

    3.重視英文及英語聽力教學，引進外籍教師與志工，安排學生參加會話課程、 

      英檢輔導與英語文營隊。 

    4.鼓勵與指導學生參與國際教育相關交流活動或課程。 

 

  (三)有效教學與學科精進： 

    1.各領域教學研究會定期召開會議，加強教師教學專業知能。 

    2.教師積極參與各項專業成長活動，如「活化教學」，並樂於分享教學心得。 

    3.導師及任課教師與學生互動良好且能激發學生學習動力。 

    4.各班班級凝聚力佳，能形成同儕互助與激勵的學習風氣。 

 

  (四)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天地為師-山野教育計畫」 

    1.實施專業的地理資訊技能培訓課程，如地理資訊系統(GIS)、全球衛星定位 

      系統(GPS)、遙測(RS)等等，之後，透過深度的地理實察，更培養學生在地 

      理方面「帶得走」的能力，如成果發表、統整、系統概念等可應用於其他 

      科目與生活之中。 

    2.落實教育部山野教育政策於現場，建構結合歷史、地理、生物等資訊技能， 

      且可操作的山野教育融入中學課程模式；並逐步發展出本校之「山野教 

      育」、「城∙鄉文化與實察」、「生物多樣性」等特色課程。 

    3.除教室內分科之課堂，在山野活動中，更注入知性學習，印證書中知識， 

      亦在過程中培養學生正向的生活態度與維護地球永續的觀念。 

 

  (五)「活化教學～分組合作學習」：除國文科之外，103學年度起數學科教研會 

     亦配合教育部方案，執行「活化教學～分組合作學習」專案，教師共同議課、 

     觀課、研討，並完成紀錄分享，協助學生提升學習成效。 

 

  (六) 本學期 104年上半年辦理活動與成果摘要： 

 1.高中部學生參加財團法人九九文教基金會「2015 AMC 高中數學競試」，               

      榮獲 AMC 10A「Excellent」、「Good」及 AMC 12A「Good」之佳績。 

    2.國中部學生赴大陸北京參加「兩岸青少年科技小論文發表」，榮獲創新                   

      發明組第二名、創新實用組第三名。 

    3.十一、九年級學生參加第九屆坤泰盃作文比賽，榮獲新竹市高中組入選； 

      國中組優選、佳作與入選。 

    4.三月份辦理「321向前行：北埔與擂茶－新竹縣的開發與探遊」鄉土實察 

      活動。 

    5.六月份辦理高中學生「教育部桃竹苗區數、理科競賽」校內賽。 

    6.八年級學生參加新竹市國中生「金竹獎」英語短劇比賽，表現優異。 

    7.社會科與自然科老師共同設計「『合歡北登峰』-山野教育融入高中地理 

      實察的實踐」課程，榮獲教育部體育署 104年「山野教育課程設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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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作。 

    8.六月份辦理十二年級「英文劇場 SHOW」以及七、八年級「本土語言學習成 

      果曁音樂才藝競賽」。 

 

 二、註冊組 

 (一)高中升學成果如附件一。 

 (二)本學期舉辦升學講座如下： 

   1.國中多元進路宣導(104.3.7) 

   2.國中免試入學暨直升入學說明宣導(104.5.18) 

   3.大學多元入學宣導(104.3.7) 

 (三)於週六上午定期辦理國小科學實驗及外國英語營隊，反應熱烈(3、5、6月)。 

 (四)獎學金的審核與發放：103-2全中部發放獎學金金額共計 1,025,000元。 

 

 三、學生事務組 

 (一) 社團活動 

   1.國中社團多樣化，國中開設餐飲技藝社、資訊技藝社、行進鼓隊社、桌球社、 

    熱舞社、馬術社、籃球社、游泳社、哈日社、機器人社、國中童軍團，由學生 

    依興趣選擇社團，社團多元適性揚才發展。 

   2.高中社團由學務處社團活動組所規劃更多元更豐富選擇供高中生選擇。 

   

 (二)本學期所舉辦活動與參與活動 

   01.辦理每週三晨間辦理高中朝會及每週五晨間辦理國中朝會。 

   02.參與國中參加新竹市童軍團初級考驗營活動。 

   03.辦理利用早修時間辦理 7、8、9年級晨間樂活活動。 

   04.辦理 12年國教宣導暨親師座談會。 

   05.辦理國中 7、8、9年級模範生選舉活動。 

   06.辦理 12年級模擬面試活動大學端蒞校進行各學系。 

   07.辦理 12年級備審資料製作講座。 

   08.辦理國中 7年級職業探訪暨童軍露營活動。 

   09.辦理國中 8年級職業探訪暨童軍露營活動。 

   10.辦理國中 9年級教育會考誓師大會。 

   11.辦理國中 9年級體能挑戰營暨職場參觀童軍露營活動。 

   12.辦理國中 7、8、9年級家長職業分享。 

   13.辦理國中 9年級性平講座。 

   14.辦理國中 9年級畢業典禮。 

 

 (三)服務學習 

   1.利用每日午休時間，辦理校園環保志工服務學習活動，核發服務時數。 

   2.國中 7、8年級西湖渡假村社區環保志工服務學習活動。 

   3.國中 9年級萊馥渡假村環保志工服務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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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品格教育 

   1.辦理國中模範生選舉。 

   2.辦理國中 7、8、9年級生命教育講座。 

   3.辦理國中 7、8、9年級品德教育講座。 

   4.辦理高中品格教育講座。 

   5.辦理國中品格教育講座。 

 

 (五)活動成果 

   1.9年級林家伃同學榮獲 103年青年節新竹區中等學校優秀青年獎。 

   3.11年級李建豪同學亦獲選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新竹市游泳項目代表。 

 

 (六)貫徹銷過辦法 

   1.依據銷過辦法，鼓勵銷過，給學生改過自新機會。 

   2.提供勞動服務機會，達到服務銷過的目的。 

 

附件一 

本校完全中學部包含國中部及高中部學術學程（普通科），以學術領域學習及

升學為重心。國中部應屆畢業生有很多成績優秀的學生，因為信任本校的教學團隊，

所以選擇直升本校高中職，而達申請分發竹苗區公立高中前五志願（竹中、竹女、

竹北、建功、竹東、竹南、竹商、成德等校）標準的學生，近年也多選擇就讀本校

國立大學保證班及菁英班，這幾年學術學程(普通科)應屆畢業生透過大學繁星而錄

取台大、台師大、政大、臺北醫學大學等名校的亮眼成果，更讓家長及同學們爭相

前來就讀，以爭取利用繁星推薦錄取一流國立大學的機會。 

 

一、完全中學部應屆畢業生104年升大學榮譽榜單 

入學管道 姓名 學校名稱 學系 

繁星推薦 許凱翔 國立臺灣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繁星推薦 郭晉銓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繁星推薦 黃瀧仙 國立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  

繁星推薦 林奕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營養科學與教育組  

繁星推薦 林 麒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繁星推薦 魏翊如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先進材料與精密製造組  

繁星推薦 朱家瑩 國立中正大學  中國文學系  

繁星推薦 葉柔纕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  

繁星推薦 洪雅靖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繁星推薦 高竹瑩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繁星推薦 林郁翔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經濟學系  

繁星推薦 陳柏佑 國立嘉義大學  景觀學系  

繁星推薦 于順鏞 國立臺南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14 

繁星推薦 張澄楦 國立屏東大學  科普傳播學系  

繁星推薦 梁傳遠 國立宜蘭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繁星推薦 涂力仁 國立東華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繁星推薦 張君如 長庚大學  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  

繁星推薦 黃羿桀 臺北醫學大學  高齡健康管理學系  

繁星推薦 張元阜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  

繁星推薦 陳宜璇 中山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學系  

繁星推薦 陳采蘋 高雄醫學大學  醫藥暨應用化學系醫藥化學組  

繁星推薦 張潛昀 臺北市立大學  歷史與地理學系  

繁星推薦 盧映彤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工商管理組  

繁星推薦 陳姿均 中原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高科技業管理組  

個人申請 林奐揚 中原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許家瑋 中原大學                                 應用數學系                                                                       
繁星推薦 楊子誼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系文藝創作組  

繁星推薦 連君佑 中國文化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繁星推薦 雷文宇 中國文化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繁星推薦 黃曼萱 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吳洲鑫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組                                                                  
個人申請 徐泓莆 中國文化大學                               地質學系                                                                        
繁星推薦 顏舫荷 元智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繁星推薦 謝韶祁 世新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繁星推薦 蔣佳諭 東吳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陳樂融 東吳大學                                 哲學系                                                                         
繁星推薦 陳思琪 東海大學  生命科學系生物醫學組  

繁星推薦 覃業展 東海大學  統計學系(自然組)  

個人申請 魏子鈞 東海大學                                 食品科學系                                                                       
繁星推薦 彭姿芸 淡江大學  管理科學學系  

繁星推薦 張珉慈 淡江大學  歷史學系  

個人申請 巫祈和 淡江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劉鎮葳 淡江大學                                 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應用資訊全英語組(蘭陽校園)                                                     

個人申請 蘇立柔 淡江大學                                 法國語文學系                                                                      
個人申請 劉家揚 淡江大學                                 英美語言文化學系全英語學士班(蘭陽校園)                                                        
繁星推薦 張育昀 逢甲大學  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  

繁星推薦 李家辰 逢甲大學  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邱宏益 逢甲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黃暐捷 逢甲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繁星推薦 林婉婷 義守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  

繁星推薦 杜亞璇 義守大學  健康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俞喬灃 義守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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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申請 周浩倫 義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張浩恩 義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李少廷 義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個人申請 彭翊鈞 義守大學                                 工業管理學系                                                                      
個人申請 楊斯雲 義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繁星推薦 黃芝亭 實踐大學  應用日文學系(高雄校區)  

繁星推薦 徐翠璠 實踐大學  行銷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個人申請 黃彥翔 實踐大學                                 金融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繁星推薦 鍾雅宜 輔仁大學  生命科學系  

繁星推薦 林羽慧 銘傳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台北校區）  

繁星推薦 林芷廷 銘傳大學  醫療資訊與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個人申請 郭 煒 銘傳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桃園校區）                                                                
個人申請 葉建良 銘傳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桃園校區）                                                                
個人申請 黃瀧仟 銘傳大學                                 華語文教學學系（桃園校區）                                                               
繁星推薦 陳秉軒 靜宜大學  化粧品科學系  

繁星推薦 藍宜薰 靜宜大學  生態人文學系  

繁星推薦 張詩涵 靜宜大學  會計學系  

個人申請 李展益 靜宜大學                                 化粧品科學系                                                                      
個人申請 陳虹潔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類繁星                                                           
個人申請 楊肇晴 靜宜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人數眾多，詳見本校完全中學部升學榮譽榜網頁。 

 

陸、實習輔導處： 

一、實習組  

本學期工作成效與檢討 下學年工作重點 

實習組（含各科） 

一、推動証照特色教學，三年級應屆畢業

生平均取得 3張証照，其中取得乙級証照

人數大幅成長，共計 209位。 

二、參加全國高職學生 104年度專題暨創

意製作競賽,資處科獲商管群創意組全國

第一名，資訊科及幼保學程獲電機電子群

及家政群佳作，應用日語學程獲外語群優

勝。 

三、聯合畢展 

5/18-29在本校體育館舉辦靜態聯合

實習組 

一、穩定實習教學之品質，落實證照特色

教學；持續推動乙級証照，提升學生

專業能力。 

二、配合教育部充實基礎設備方案新增實

習設備，並重視各科實習教室的實習

安全。 

三、推動業師協同教學，提升學生實務能

力。 

四、推動參加中等學校技藝競賽，考量選

手意願及家長配合擇重點式培養。 

五、發揮各科特色，選擇適當之競賽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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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展，5/22則為動態展，當天早上為幼保

學程，表演重點為器樂及律動，中午觀光

餐飲學程宴請家長，在老師的指導下呈現

豐盛的餐點及優質的餐飲服務，除展現三

年成果外，更是讓家長們讚不絶口。下午

時尚造型學程的走秀，再度令人有美不勝

收的視覺驚豔效果。 

四、辦理即測即評第一、二梯次檢定技能

檢定。 

生有表現之舞台。 

六、鼓勵走出校門參觀及展出以提升教學

水平。 

七、協同各科提高專業科目成績。 

八、檢定工作除提供本校學生方便，並可

服務鄰近學校學生及社會大眾。 

 

二、就業組 

本學期工作重點 上學期工作成效與檢討 

壹、就業輔導 

1、辦理企業至校演講活動。 
2、提供學生認識與工作權益有關法令之諮 

詢。 
3、扮演求職與求才之間的橋樑，不定期 

公告就業資訊網於網路平台。 
4、5/27辦理校園就業博覽會，共計聯華電

子等十家廠商參與聯合徵才活動。 

壹、就業輔導 

1、廠商招募員工訊息不定期公告於本校
就業資訊網及思源樓 1樓公佈欄，提
供學生就業機會。 

2、實施應屆畢業生就業意願調查(上網
填報)，經統計共計 109 位學生有就
業意願。 

貳、建教合作班 
1、331班(HTC專班)、383班(統一、六福

村專班)，畢業後分別輔導進入明新科
技大電機工程系學產學攜手班及高餐
大休閒管理產學專班繼續就讀。 

2.104學年度申辦建教合作班：電子科-欣
興電子；資料處理科-全家便利商店。
各 1班，目前已積極招生中。 

 

貳、建教合作班 
1、104年 12月 1、2日辦理建教生座談

會，敬邀合作廠商依同座談，學生反
應良好。。 

2、計畫申辦建教合作班：電子科、資料
處理科各 1班；合作廠商分別為欣興
電子與全家便利商店。 

叁、校友會 
1、協助辦理本校校友大會。 
2、辦理清寒優秀獎學金提供本校學生申

請。 

叁、校友會 
1、定期出席校友會理、監事聯席會議。 
 

 

捌、圖書館： 
 一、營造書香校園，推動閱讀風氣 

1.推動「愛閱護照」：一二年級全面推動「愛閱護照」活動，期能達成書香校園
之營造。 

2.主題閱讀：日本文化巡禮~  
(1)指定主題閱讀並撰寫心得，舉辦閱讀心得寫作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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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徵文比賽：【日本文化巡禮~      】全校參加。         
(3)主題演講：4/29下午 13:50-15:40  題目:日本與我 講員：羅月萍老師。 
             5/20下午 13:50-15:40  題目:日本茶道   
            講員：育達科大日文科教師群。 

3.圖書館週：4/20-4/24 
(1)優良圖書展：邀請優良書商到校舉辦書展，優惠師生。 
(2)班級讀書會：全班選定一作品共同閱讀、討論並紀錄內容。 

    4.藝文沙龍: 學生美展、日本文化櫥窗展。 
     
 二、推動國際教育旅行，拓展學生國際視野 

     1.日本動漫學習之旅：104年 3/21~3/28 
     2.日本好萊塢時尚技能研習：104年 3/21~3/28 
     3.日本福岡教育旅行:5/25~5/30 
             
 三、充份指導學生使用各項圖書和網路資源 

1.新生圖書館之旅：安排一年級各班到館，了解館內各項設施，及相關書籍的
分類號，以方便日後查詢資料及運用。 

2.晨間閱讀：每週一至週四早修，配合完全中學部舉辦晨間閱讀活動。 
3.辦理各項利用教育活動：       
(1)圖書館時間：為提供學生下課後的自修場所，本館夜間開放至 8：30，如有

需要視情況再做調整。  
(2)募書捐書：為充實館藏，鼓勵資源再利用，發起慷慨捐書活動，貴家長若有

看過的書籍，歡迎慷慨捐贈。（雜誌除外）    
(3)讀者服務：協助解答圖書及借閱方面的問題 

 
 四、培養義工，推廣圖書館服務 

目前學生義工 30人，每日中午利用午休時間，協助整理圖書上架。 
 

 五、經營網站資源-製作完整豐富的網頁與連結。  
1.光復中學全球資訊網網站：http://www.kfsh.hc.edu.tw  主要內容： 
(1)認識光復－介紹學校沿革、特色、環境。 
(2)提供各單位之行政公告暨最新消息。 
(3)各行政單位之人員組織、業務簡介。 
(4)綜合高中各學程及科系之教學目標、成員、課程、專業教室介紹。 
(5)招生資訊網中提供本校招生相關資訊。 
(6)影音館中收藏全校性各項活動影片。 
(7)活動花絮中收藏全校性各項活動照片。 
(8)光復新聞中剪輯每日各大媒體之學校相關訊息報導。 
(9)校車資訊網中提供校車、交通車各路線停靠站名、時刻表。 
(10)建立證照資訊網、即測即評即發證提供技能檢定相關訊息及校內各科推

行成效。 
(11)就業資訊網提供給學生就業時廠商需求資訊，輔導學生就業謀職管道。 
(12)各學期行事曆。 
(13)首頁中建立校長電子信箱提供與校長直接溝通之構樑。 
(14)各行政單位網頁中亦建立單位主管電子信箱提供與各位主管直接溝通之

構樑。 

http://www.kfsh.h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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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建置校內線上測驗系統，提供學生學習成效評量管道。 
(16)建立相關網站連結。 

2.圖書館網站：http://lib.kfsh.hc.edu.tw/page/index.htm  主要內容： 
(1)圖書館服務及使用需知。 
(2)每月統計班級借閱排行榜。 
(3)每月公佈圖書捐贈名冊。 
(4)圕書館週活動資訊。 
(5)定時更新主題櫥窗展覽內容。 
(6)提供藝文走廊資訊。 
(7)各學期活動預告 
(8)提供網路館藏查詢系統。 
(9)每學期班級讀書會活動紀錄。 
(10)分類建立圖書館相關之網站連結。 

       (11)多媒體影音館—收藏圕書館每學期各項活動照片及影片 

 

玖、輔導處： 
  ㄧ、個案輔導： 
   (1)本學期經導師轉介及主動來談個案計 545多人次，其中嚴重心理困擾個案轉

介精神科或心衛中心計 7人次。 
   (2)針對記大過以上處分學生進行個別輔導，並以多元方式協助其辦理銷過事

宜。每學期約 200人次註銷大過，成效良好。 
   (3)針對留校察看學生開辦溫馨關懷營活動，以生命教育、法治教育、服務學習

為主題規劃課程，以提升學生受教性。本學期約舉辦三梯次活動，約計 90名
留察學生參加，有 85%左右的學員能完成課程並符合銷過規定。 

   (4)以人格測驗篩檢並建立高危險群及高關懷個案資料庫，辦理自我傷害防治講
座、愛心午餐媽媽等活動，協助學生珍愛生命、疼惜自己。 

  二、研習、演講活動： 
   (1)教師輔導知能研習：本學期辦理主題為「淺談憂鬱症」。 
   (2)學生專題講座：以性別平等教育、生命教育、生涯規畫為主題，針對三個年

級各辦理專題演講活動，共計 4場。 
   (3)針對身心障礙學生規劃辦理「職場達人」講座，與職場體驗參訪活動各一場

次。 
      (4)辦理國中家長職業分享,邀請 4位不同類別的家長到校分享工作經驗。 

 
  三、升學輔導： 
   (1)全面實施學習檔案製作及競賽觀摩活動，讓學生於高三參加升學甄試時能備 

有完整之備審資料。 
   (2)辦理大學校院參訪活動，以桃竹苗區策略聯盟學校為參訪對象，安排高三學

生以班級為單位進行參觀，本學期計安排 6所大學校院參訪。 
   (3)於職三統測後安排大學校院進班宣導，計有近 25所大學校院入班。 
   (4)國中學生生涯手冊填寫及生涯檔案建立，並辦理免試入學說明會，家長宣導

二場次，學生宣導二場次。 
  四、成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學生申訴案件，維護學  
      生受教權及基本人權。 

http://lib.kfsh.hc.edu.tw/pag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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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身心障礙學生輔導與特教班： 
(1)辦理個別輔導、職場體驗、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校外教學、補教教學等活

動，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學習及生活適應。 
(2)召開特教推行委員會、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擬定適才適性之輔導方案。 
(3)辦理身心障礙高三學生升學講座活動並協助其選填志願報可特殊生升大學 

考試。 
(4)辦理特教週活動，規畫有愛心餐點義賣，由綜職科全體師生製作美味下午茶

套餐進行義賣，讓學生透過活動學習算數、餐飲製作、服務及人際互動等課
程。 

  六、針對高關懷家庭或特殊境遇家庭的學生提供愛心免費午餐，由全校教職員愛
心捐助成立愛心午餐專戶，本學年並獲董事會全體董事的大力支持與捐助，
目前經費充足，目前有 30多位同學接受補助。 

 

提案討論： 
提案一:通過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家長會收支明細表 

說明：詳如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家長會收支明細表 

光復中學家長委員會收支明細表(104.01.21-104.06.24) 

序號 日  期 摘      要 收入 支出 結  餘 

248   103學年度第1學期結餘(104.01.20)  $ 897,126     $   897,126  

249 104.01.21 核銷支付103-1退兄弟姐妹同校費用(104.01.21)    $  30,500   $   866,626  

250 104.03.09 核銷104年1月留駐保全服務費用(104.02.24)    $ 252,928   $   613,698  

251 104.03.24 核銷104年2月留駐保全服務費用(104.03.18)    $ 208,384   $   405,314  

252 104.04.02 核銷103學年度製作家長委員通訊錄50本(104.04.02)    $   1,750   $   403,564  

253 104.04.28 補助普通科12義吳洲鑫同學急難救助費用(104.04.28)    $  20,000   $   383,564  

254 104.05.06 核銷104年3月留駐保全服務費用(104.04.13)    $ 256,000   $   127,564  

255 104.06.12 存入103-2進修學校保全費1,032位*300元(104.06.12)  $ 309,600     $   437,164  

256 104.06.12 核銷家長會購買折合椅200張贈學校(104.06.12畢業典禮)    $  69,000   $   368,164  

257 104.06.12 核銷103-2會長贈畢業典禮花籃（104.06.12）    $   2,000   $   366,164  

258 104.06.19 核銷支付103-2退兄弟姐妹同校費用(104.06.19)    $  20,500   $   345,664  

259 104.06.22 核銷104年4月留駐保全服務費用(104.06.22)    $ 245,760   $    99,904  

260 104.06.22 核銷104年5月留駐保全服務費用(104.06.22)    $ 254,464  -$   15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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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104.06.23 核銷103學年度第二學期愛心媽媽午餐費用(104.06.22)    $  25,409  -$   179,969  

262 104.06.24 
存入103-2全校學生家長費5,332位*100元 

(日校.夜校.國中)(104.06.23) 
 $  533,200     $   353,231  

263 104.06.24 存入103-2日校保全費4,283位*300元(104.06.23)  $ 1,284,900     $ 1,638,131  

264 104.06.24 
核銷補助圖書館參加全國跨校小論文比賽指導老師獎勵金 

(104.06.23) 
   $   6,000   $ 1,632,131  

265 104.06.24 核銷103學年度補助啦啦隊研習費用(104.06.23)    $  75,000   $ 1,557,131  

266 104.06.24 
核銷103學年度第二學期家長會幹部工作補助費 

(104.06.24) 
   $  27,600   $ 1,529,531  

267   核銷104年6月留駐保全服務費用(暫列)       

268   核銷104年7月留駐保全服務費用(暫列)       

269   核銷104年8月留駐保全服務費用(暫列)       

決議: 
 
 
提案二：104學年度學生交通車收費調整案，請討論。 
說明：  
 1.104學年度開始採分段收費，依里程數計算，車距 8公里(含)以內，每學期調整 
   為 7,200元，車距 8公里以上，每學期調整為 8,400元。 
 2.學生乘車分段收費地點里程數(如附件一)前後調整說明如下； 
  a.路線底色灰階部份原屬新竹縣，透明部份屬新竹巿(含竹北巿) 
  b.調整後各站依前述距離(8公里)分段收費，產生變化以紅色字體表示。 
決議: 
 
 
提案三：104學年度國中部學生雲端學習系統收費案，請討論。 
說明： 
1. 本系統有出題系統、教學影片二大部分，由教師安排或學生網路自學，所有學習 
  過程紀錄提供知識分析點，供師生補救教學之用。 

 2.軟體師、生、家長皆有帳號與密碼，每位學生一年 730元，上下學期各 365 支付。 
決議： 
 
 
提案四：104學年度國中七八年級、高中十年級外師鐘點收費案，請討論。 
說明： 
1. 全中部國中七八年級、高中十年級外師教學已實施二年，期間所有外師鐘點費

皆由本校支付。由於國中外師課程皆安排中師協同，且中師鐘點費已由校方支
付，建議外師鐘點費自 104學年度起由學生負擔。 

2. 外師鐘點費概算每學期收費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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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級 7義 (英語資優班) 7仁、7禮、8年級 10年級 

外師節數 
協同或獨立 

每週 4節 
外師上課、中師協同 

每週 1節 
外師上課、中師協同 

每週 1節 
外師獨立上課 

全學期 
外師鐘點費 

800元 x4節 x20週∕28
人=2285.71元             

800元 x1節 x20週∕28
人=571.4元 

 (800-400)元 x1節
x20週∕40人=200元 

每生學期收費 2285元 571元 200元 

決議： 
 
 
提案五：104學年度國中部專車收費調整案，請討論。 
說明： 
1. 因應家長需求照顧遠地學子就讀本校，國中部已開設專車多年，計內灣線、北

埔線、竹北線、南寮線等四線。 
2. 各線估計搭車人數收費如比照高中校車收費標準，收支失衡，在考量本次校車

費調整案及照顧遠地學子因素下，國中專車調整兩段收費，車距 8公里以上每
學期 9800元，車距 8公里以下(含)每學期 8900元，(亦可選擇高中生校車 8400、
7200)。 

 
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