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義高中105學年度第2學期
第4次行政會議

中華民國 106 年 05 月 01 日

國立嘉義高中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資料
日期時間：106年05月01日(星期一)
地點：旭陵樓3樓第1會議室
主席：黃校長義春
參加人員：如簽到表

時間：9：00~
紀錄：葉國宗

壹、主席報告：
本校 93 週年校慶大會暨園遊會，一系列活動(旭陵文學步道揭牌．大壁畫
竣工落成和校友會餐敘)，已順利落幕；感謝學務處精心策劃．用心安排、各處
室及相關單位同仁的配合推動、各班導師的協助幫忙與同學們熱情參與。一切
圓滿，天佑嘉中!

貳、上次會議提案討論執行情形
◎提案人：人事室
案 由：為辦理本校 106 學年度校長遴選並使校長候選人了解本校相關資
訊，作為提出辦學理念與經營校務計畫之參考，各處室惠予提列
貴管業務相關資料供候選人參考，請討論。
決 議：如提供處室之藍字所示。

参、提案討論
一、案 號：1
二、提案人： 秘書
三、案 由：5/24(三)梅山國小百一十年校慶，前台北市賴理事長俊憲受邀前
往演講，並邀請學校派員做嘉中簡介。
四、說 明：賴理事長雖非梅山國小畢業但對梅山地區的貢獻與付出有目共
睹，曾任嘉義旅北同鄉會理事長、參與梅山文教基金會，籌畫山
茶花飄花計畫，引進多項資源挹注梅山地區。賴學長是嘉中校友
因而吸引不少學子嚮往嘉中，乃有此一邀。
五、辦 法：
六、決 議： 敲定時間點後請輔導室派員前往簡介。
一、案 號：2
二、提案人： 秘書
三、案 由：北京 19 中國際部劉盈來訊預定十月份蒞校交流，可否？
四、說 明：去年與 19 中互訪採落地招待，今年是否也我校先訪 19 中？
五、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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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決 議： 1.繼續保持交流。
2.開放全校學生報名，視情況再由美術班以班級出訪。
3.交流時間再與 19 中溝通研議，是否能排訂暑假期間。
提案案號 2 附件

一、案 號：3
二、提案人：輔導室曾麗華
三、連署人：進修部廖運憲
四、案 由：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嘉義高中執行小組設置要點
五、說 明：
1、本要點依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推薦輔導及審查作業要點
訂定之。
2、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經費已經立法院核定，並交由各校
申請。依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推薦輔導及審查作業要
點，執行學校需成立執行小組。故需行政會議通過執行小組設置要點及
執行小組成員方可實施。
3、目前本校申請學生共6人：日間部1人，夜間部5人。
六、辦 法： 如附件
七、決 議： 1、通過設置要點。
2、由進修部學務組長擔任承辦組長，進修部主任擔任執行秘書。
提案案號 3 附件
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
嘉義高中執行小組設置要點
106年5月1日第4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本要點依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推薦輔導及審查作業要點訂
定之。
二、執行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置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學校校
長兼任，另一人為承辦組長，其餘委員由召集人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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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務主任。
（二）學務主任。
（三）輔導主任。
（四）進修部主任。
（五）日、夜間部三年級導師代表各一人。
（六）家長代表劉惠玟女士。
本小組委員任期為一學年，期滿得續聘之。
委員於任期間因故出缺時，其為學校主管者，應隨其本職進退；其為其他
人者，由召集人補聘之。補聘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日為止。
三、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兼任，承召集人指示辦理
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相關業務。
四、本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宣導：由學校規劃辦理對高三導師及高三學生之宣導活動，並對有意
願參加學生及家長召開說明會，以增進教師、學生和家長對本方案之
瞭解。
（二）輔導：由導師及輔導教師協助指導學生撰寫申請書，並完成輔導綜合
考評表；學生之在校出缺席及獎懲紀錄，由學務處提供。
（三）審查及推薦：由本小組審查學生申請書及輔導綜合考評表意見，並參
考特殊條件，決定推薦學生名單及其優先順序，將推薦學生申請資料
上傳至教育部指定之平台。
五、學生推薦排序之考量項目及權重，由本小組另定之。
前項學校為篩選推薦本方案學生之排序考量項目及權重，應依序考量身心
障礙、低收入、原住民、中低收入等特殊條件，給予不同權重排序。
六、本小組每學期應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能出席時，應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之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得指派該單位相當層
級人員代表出席、參與會議發言及表決。
七、本小組會議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應有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八、本要點經學校行政相關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
同。

肆、各單位報告
一、教務處報告
◎註冊組

1、已完成高三畢業生証書相關資料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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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計於 5/11 完成高三指考報名作業。
3、106 台大申請入學，本校正取 26 人(去年 11 人)、24 人備取(去年 6 人)各科
系，成績大幅躍進。以下為新聞稿全文：
嘉義高中 106 年台大申請入學成績優異
106.4.24 新聞稿
106 年國立台灣大學申請入學榜單今日公布，國立嘉義高中成績優異，共
26 人正取(去年 11 人)、24 人備取(去年 6 人)台灣大學各科系，成績大幅躍進。
其中林旻叡、楊晉佳、許祐綾、楊欣睿、張喬善、張瑞騰（希望入學）六位同
學錄取電機系；魏國唐、徐瑋宏、任宥齊三位同學錄取化工系；楊晉佳錄取物
理系；王鼎崴、余秉哲二位同學錄取經濟系；侯昱成錄取土木系；王楷翔、謝
承軒二位同學錄取機械系；張喬善、郭印心二位同學錄取材料工程系；余承庭
錄取生物環工系；吳俊賢、陳明芫、歐陽群（繁星推薦）錄取森林環境系；龔
家誼錄取獸醫系；蕭易岱錄取財務金融系；張庭瑜錄取國際企業系；陳柏瑋錄
取資工系（繁星推薦）。
其中柯劭侖同學參加醫學系甄選，獲公費生備取第二名，預估可順利錄取，
他同時也已錄取成功大學醫學系公費，但柯同學目前傾向參加七月大學指考，
再次挑戰自我。來自雲林斗六國中的張喬善錄取台大電機，他是新台灣之子，
母親來自中國，家境並不寬裕，三年都住校不補習，特別感謝任課老師們的用
心教學與輔導。來自雲林國中的陳柏瑋錄取台大資工系，他目前正在北京清華
大學參加面談，希望有機會挑戰更寬廣的世界。
其它各大學申請入學也陸續放榜中，醫學系部分已正取 14 人、備取 8 人。
醫學系正取榜單︰成功大學謝明孝、柯劭侖；陽明大學蔡雨彤、吳心維（牙醫
系）；臺北醫學大學林士祐、許祐綾、謝明孝、羅文廷；高雄醫學大學張嘉文、
林秉萱、呂國本；中國醫藥大學陳冠勳、吳秉璁；馬偕醫學院張家明。
嘉中黃義春校長表示，能有這麼優異的成績表現，是老師用心指導、行政
全力支援、同學們踏實勤勉全力衝刺的成果。準備過程中，導師、任課老師及
輔導室同仁們，不斷在面談、實驗及自傳上為同學做修正及演練，整個團隊群
策群力，一點一滴不斷累積才能有此豐碩成果。
◎設備組

1. 本校參加中華民國第 57 屆中小學分區科學展覽會成績優異!共獲得 3 特優，
3 優等，7 佳作。 (數學科-1 特優、1 優等、1 佳作；物理與天文學科-1 特
優、1 優等、2 佳作；化學科-1 佳作；地球與行星科學科-1 佳作；動物與醫
學學科-1 特優、1 優等、1 佳作；環境學科-1 佳作。)

二、學務處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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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育組

1.04月18日(二)於樸毅樓一樓數理專科教室進行第三十三屆班聯會會長暨副會
長選舉，恭喜一號號選人103郭崇文獲選會長、102賴彥霖獲選副會長。
2. 國立嘉義高中創校九十三週年校慶慶祝大會暨園遊會，順利平安落幕。感謝
同仁及同學與畢業校友熱情參與校慶慶祝大會及文學步道與問創大壁畫揭幕、
感謝導師辛苦指導協助班級園遊會攤位活動、感謝所有工作人員協助活動前、
中後的準備及善後，有關園遊卷設計不夠精美及票額建議，學務處將再進行溝
通及改進。
3.第70屆畢聯會已於04/26(三)成立，成立訊息亦於日前同步通知高三導師，期
望在同學的熱誠及負責任的態度下，共創高三同學美好畢業典禮!
4.第70屆應屆畢業生全勤獎及榮譽獎章，訂於04/20~05/17進行申請作業。
5.第68期校刊已於04/26(三)驗收完畢，已發至各班。
6.新世紀領導人才培訓報名開始，05/03截止，歡迎高一生報名徵選。
◎社團活動組
1.高二校外參訪已於 106.04.19-21 三天兩夜順利完成，另於 106.04.25 進行檢
討會，參加師生共計 627 人。
2.四月份社團活動內容
106.04.06-13

Kuso 社

Free Market 交換市集

嘉中川堂

106.04.08-05.17

棒球社

班際壘球比賽

嘉中操場

106.04.08

演辯社

嘉中旭陵盃辯論比賽

嘉中史蹟館.補
校大樓

106.04.08-09

喜信社

世界在走，飢餓要有

樹人堂

106.04.09

模型研究
社

社區服務

蘭潭國小

106.04.15

攝影社

25 屆攝影社校內展覽

椰林大道

106.04.16

大眾傳播
社

關心浪浪宣導短片

嘉市流浪動物收
容中心

106.04.16

排球社

排球教學與比賽

同濟中學

106.04.17

八極拳社

資源回收服務

慈濟資源回收站

106.04.17

創意自造
社

發現奇機

蘭潭國小

106.05.03

桌球社

校內桌球比賽

桌球室

106.05.30

籃球社

旭陵盃班際比賽

籃球場

106.07.16

大傳社

RESET

樹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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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組
1. 高女組班際排球賽已完成比賽
2. 4/29(六)起高二辦理班際排球賽。
3. 5/24(三)全校游泳比賽。
體育館屋頂雨水排水孔(南北兩側，大雅路及游泳池)遇雨量稍大時雨水會延著
玻璃窗戶滲入體育館看臺，建議排水孔裝設集水導管或加裝遮板導水。
◎生活輔導組
1.4月22日為本學期第四次週末輔導日期、5月6日為第五次週末輔導日期。
2.協助校慶慶祝大會禮生訓練。
3.協助嘉義市校外會辦理藝文競賽。
4.4月26日0830驗收陽明學苑三樓西側宿舍。
※預定辦理事項：
1.高三期末考後請長假事宜
2.訓練國中教育會考考生服務隊
3.宿舍伙食招標
4.陽明學院整修工程複驗
5.高三改過銷過暨德行評量審查會更改日期，原 5 月 4 日實施，更改至 6 月 6
日
◎衛生組
1.4 月 13 日參加「106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健康促進重點學校增能研習」
。
2.4 月 15 日校慶，雨豆青年幫忙維護校園清潔工作。
3.4 月 27 日(四)10:00~12:00 辦理「食農教育與環境教育結合」講座，邀請彰
師大曾宇良教授至本校史蹟館演講。
4.目前進行「106 學年度新生健康檢查」採購相關手續。

三、教官室報告
1.教育部校安中心宣導：請協助宣導反詐騙須知(轉傳健保費繳款單是假的不
要繳納)
部分民眾透過網路或即時通訊軟體，一再轉載「OOO 先生的健保費欠費繳
款單是假的」
，民眾擔心前已繳納的健保費繳款單，是否也有類似情況。健保
署澄清：該繳款單確實為健保署所開出，並非網路謠傳的詐騙案件。健保署
呼籲民眾不要再轉傳，避免以訛傳訛。民眾若對於收到的健保費繳款單有疑
慮，可透過繳款單上的洽詢電話或健保署全球資訊網提供的聯絡方式查明確
認。
另外，民眾所收到的健保署繳款單上洽詢電話（02）21006226 經 165 反
詐騙諮詢專線求證，確為健保署之電話，請民眾無需恐慌。
要透過超商條碼繳費，必需先透過簽約對保、審查等流程之後方能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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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商條碼繳費，因此也不用緊張詐騙集團會使用偽造的超商條碼要民眾繳
費。
2.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校園安全防護科宣導：
（1）邇來頻有部會於重要會議提及：「學校為維護校譽，爰將學生藥物濫用
情事隱匿不報」，致學校通報校安人數雖少，然警方查獲施用毒品青少
年人口卻居高不下。請協助宣達，學校若發現學生疑似涉及毒品違法
事件，務必進行校安通報，未成年學生另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第 53 條第 1 項完成法定通報；各校倘有隱匿、通報不實或藉
故要求學生轉、退學情事，經查證屬者，將依法處分。
（2）請各校輔導老師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相關知能，另所聘學務創新人力，應
將支援聯絡處（校外會）校外聯巡、藥物濫用查察等學生校外生活輔導
工作，納入工作範疇。
3.4 月 13 日由簡瑞良教官參加國教署南區「防災教育研習及觀摩活動」。
4.4 月 18 日嘉義市校會會假本校科學大樓辦理嘉義市高中、職以下學校「106
年度校園安全」藝文競賽計畫評審作業。
5.4 月 27 日由王華英組長及簡瑞良教官至立仁高中參加 106 年上半年教育服
務役役男管理人員研習。
6.5 月 11 日、12 日由林世弘教官參加 106 年國教署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交
通安全教育執行情形觀摩研習(南區)。(地點：嘉義市鈺通飯店)
7.5月25日(星期四)召開「106年上半年嘉中分會委員會議暨治安會報」。

四、總務處報告
1.
2.
3.
4.
5.

出納組新進人員潘怡賢小姐報到(0410)
參加新任校長遴選工作小組會議(0412)
協辦校慶活動及旭陵文學步道揭幕儀式與文創大壁畫啟用儀式(0415)
參加校外參訪驗收檢討會，驗收合格(0426)
參加防火管理人複訓講習(0426)

五、輔導室報告
1.4/15校慶日進行高一選組家長說明會，參加家長踴躍，史蹟館座無虛席。
2.4/24~5/5輔導老師入班高一進行選組輔導。
3.4/29（六）高二40位同學參加「清大之旅」，進行校系參訪活動。
4.本學期教育部推行「青年就業領航計畫」
，鼓勵高三應屆畢業生暫停升學、進
入職場體驗，凡審核通過之學生，於就業期間除領取薪資外，每個月得領取
教育部 5000 元津貼，本校學生日校 1 人、進校 5 人提出申請計劃。
5.配合教務處「106 年度提升三年級學生學習活動成效實施計劃」
，於 5/10 第 3、
4 節，邀請中正大學戴伸峰教授，為高三已獲大學錄取之學生進行「準備上
大學-大學學習心態與策略」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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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圖書館報告
1.高三指考衝刺班場地，冷氣維修及清洗辦理中，感謝教務處及總務處支援相
關經費。
2.校友捐贈圖書與新購圖書已編目完成上架供讀者借閱。
3.教育部中學生網站 1060315 梯次閱讀心得及 1060331 梯次小論文比賽，感謝
各科老師協助作品評審。
4.新購快速掃描器一台，桌上型電腦 2 台。
5.今年增購鋼製雜誌架規畫中。
6.新購書架已入館，書架上方加鎖鐵片，以避免地震時傾斜或倒塌。4 月、5 月
持續整理二樓圖書排架、移架，。
7.因雨季來臨，為了避免排水孔阻塞，4 月 27 日上午由圖書館人員與學生志工，
清理教學資料中心頂樓及二樓陽台樹葉、垃圾、種子、污泥。
8.本週起請學生志工幫忙整理過期雜誌及將推展閱讀運動圖書移架。

七、人事室報告
一、105 學年度兼任行政教師、教官國民旅遊卡仍維持舊有規定，請各處室尚
未完成消費的同仁於 106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並申請核發補助；自 106 學
年度起，兼任行政教師、教官國民旅遊卡改採新制，相關規定業已公告於
校網本室最新消息項下。
二、本校 106 學年度校長遴選座談會工作小組任務已分配，各組組長分別為議
事組：教師會理事長林永祥師、文書組：王主任德合、服務組：李主任嘉
彰、總務組：郭主任柳枝，請各組將是日工作人員名單於本(5)月 8 日(星
期一)前送本室，又訂於 106 年 5 月 10 日(三) 中午 12 時 10 分假旭陵樓 3
樓會議室召開「遴選工作小組」第二次會議，不另通知請準時參加。
三、本校 106 學年度校長遴選座談會議題，依本校校長遴選工作小組議定期
程，本室已於 106 年 4 月 25 日(星期二)彙整完畢，共計彙整指定議題 1
項、座談議題 3 項，業已移送議事組整合。
四、轉知苗栗縣教師會館暨勞工育樂中心於即日起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辦理
促銷優惠方案，歡迎至 http://www.younglake.com.tw/查閱並多加利用。
五、政治獻金法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條文，業奉總統 106 年 4 月 19 日華
總一義字第 10600047181 號令修正公布（詳見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 公報系統）

八、主計室報告
本校 106 年度截至 4 月底資本門預算分配數為 4029 千元，實支數為
2614798 元，執行率為 64.90％。全年度預算達成率 26.6％。請各處室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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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規劃、設計、請購、招標、驗收、付款，以符合預算執行進度。最近國
教署通函轉知各國立高中職學校應加強資本門預算的執行進度，以提高全
年度預算達成率。

九、進修部報告
(一)、教務組：
1、4月26、27、28日完成進修部語文競賽。
2、持續協助高三同學申請入學及備審資料上傳，並完成第一次高三
同學模擬面試。
(二)、學生事務組：
1、4月10日完成進修部法治教育講座。
2、陸續完成高三同學獎懲事宜。
(三)、棒球隊相關事務：
1、4月27日完成體育署扎根計畫訪視，訪視委員為國立嘉義大學鍾
宇政老師。

十、教師會理事長
1.感謝校長和各處室的行政配合及師生的充分合作， free market在劉祚
敏老師、魏芳芳組長、幫忙的學生社團與志工媽媽的通力合作，相當成
功，體現了愛物惜物與分享的理念。
2.鑑於去年的小缺點，今年學務處李主任用心謹慎擘劃，使園遊會、畢旅
活動都圓滿結束，在此感謝。
3.教師會盡力扮演行政與教師之間的溝通橋樑，因立場不同，思考角度也
不同，但都是為了教育。園遊券的小插曲讓高敏小姐受了委屈，若能事
先充分，溝通應可避免。

十一、秘書報告
討論事項：
1. 5/24(三)梅山國小百一十年校慶，賴理事長俊憲受邀前往演講，並邀請
學校派員做嘉中簡介。
校友服務:
1.4/15(六) 93 週年校慶活動：旭陵文學步道揭牌、大壁畫竣工落成和校友
會餐敘圓滿順利。
2.4/23(日)王碩毅(76 年畢)屆同學會。
3.4/24(一)1955 年初三信畢校友張岩森(生)目前居住中國北京市朝陽區酒仙
橋來信懷舊並請幫忙聯繫昔時同班同學。
4.4/26(三)校友中正大學副校長郝鳳鳴 (曾任勞動部長)，致健康快樂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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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產業研究心得。郝學長的“高齢研究基地”，闡述宗旨、目標與執行
方法，對台灣未來前途，注入了曙光。另有校友李宗立博士分享有關能量
的知識。
5.5/10(三)10:00~11:30 校友黃致錕院長(亞洲減重手術教父)專題演講：終
結謠言肥胖解密。(地點:台中市育德路 2 號 中國醫藥大學)
6.5/13(六)70 年畢張啟楷屆同學會於嘉義舉行。
7.5/21(日)校友高爾夫球隊南寶球場球敘。
8.7 月 23 日星期日晚上 6:30 台中市校友會籌備會已確定召開社團之成立大
會，請嘉中師長與各位欲邀請當天與會之朋友，盡速給蘇慶良律師名單，
以利通知。
家長會:
1.寄發通知
2. 5 月 20 日(星期六)18：00 於鐵馬道餐廳 (600 嘉義市西區南京路 197 號)
召開會議討論家長代表出席校長遴選會報告表。
親師志工團:
1.4/15(六) 93 週年校慶活動販售手工製作之幸福 Q 餅盈餘 5000 元捐贈家
長會運用。並幫忙校友會販賣紀念衣物及商品進帳 2 萬餘元。
2.4/24(一) 12:00~14:30 親師志工團月例會(卡發簡餐) 。
3.4/27(四) 白河竹子門採番茄活動。
交流與公關：
1. 4/30(日)09:00~16:00 嘉中校友網球會&林邊網球會 16:00 六條通餐敘
2. 北京 19 中預定今年十月參訪本校。

3. 王瓊玲博士新書 梅山故鄉新書發表會：
時間：5 月 13 日下午 2 點至 4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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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梅北國小禮堂
【梅山女兒寫梅山阿叔】
一戰定江山的八二三砲戰，更淚眼濛濛的看您在無光的世界裡，活出無限
的艱苦與幸福。
您是勇敢的臺灣一兵林德祿；您永遠是全梅山人最敬仰的親阿叔。
瓊玲寫小說《待宵花--阿祿叔的八二三》就是向阿叔、阿嬸及您全家致敬。
當年一一您及戰士們，用血肉之軀，護守住臺灣的安全、民主與繁榮。
現在一一您雖然見不到人、看不到光，卻用一顆慈愛的心，照亮世間的歧
路，讓後生晚輩知道人生值得奮鬥，要有永不放棄的力量。(歡迎分享)
﹏﹏﹏﹏﹏﹏﹏﹏﹏﹏﹏﹏﹏﹏﹏﹏﹏﹏﹏﹏﹏﹏﹏﹏﹏﹏﹏﹏﹏﹏﹏﹏﹏
王瓊玲小說《待宵花--阿祿叔的八二三》散文集《人間小情事》5 月 4 日正式
由三民書局出版。版稅全數捐贈梅山文教基金會；作者再捐全額款項予八二
三砲戰烈士遺孀，及收容重症腦麻兒童的敏道家園。
棒球後援會：
1.4/27(四)09:30 棒球隊訪視
其他事務：
1.4/12(三)14:20 成立校長遴選候選人座談會 (旭陵樓 3 樓會議室)
2.4/15(六) 93 週年校慶活動
3.4/18(二)14:30 購置小書包 300 個以致贈來訪校友與貴賓。
4.4/24(一)11:45 台大申請入學放榜記者會。
5.4/27(四)12:00 員生合作社社務會議。
6.5/10(三)12:10 校長遴選工作小組第二次會議

伍、臨時動議
無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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