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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點 

p.436 

二、資訊中心 

◎ 62-001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資訊安全政策與管理辦法 p.437 

◎ 62-002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校園網路使用管理辦法 p.450 

◎ 62-003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電腦教室借用管理辦法 p.451 

◎ 62-004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105學年度全校資訊學科能力競賽計畫 p.452 

柒、軍訓室 

△ 70-001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軍訓教官業務職掌表 p.456 

◎ 70-002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輔導工作

計畫 
p.458 

◎ 70-003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軍訓及全民國防教育課程折算役期作

業實施規定 
p.484 

捌、人事室 

◎ 80-001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新聘教師甄選作業要點 P.489 

◎ 80-002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補充規定 p.491 

◎ 80-003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公務人員陞遷序列表 p.492 

◎ 80-004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公務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 p.493 

◎ 80-005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運動教練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p.501 

◎ 80-006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教師聘約 p.502 

◎ 80-007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性騷擾防治與申訴作業注意事項 p.504 

◎ 80-008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教職員出勤管理要點 p.507 

◎ 80-009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學年度職務代理人名冊 p.514 

△ 80-010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人事室組織與分工職掌表 p.517 

玖、會計室 



VII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校務章則彙編  目錄 
△表示修訂中  ◎表示已完成  ╳尚未訂定（有必要訂立） 

△ 90-001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會計室組織與分工職掌表 p.520 

拾、各學科 

拾壹、相關單位 

一、家長會 

◎ A1-001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辦事細則 p.523 

二、校友會 

◎ A2-001高雄市市立高雄中學校友會組織章程 p.524 

三、教師會 

◎ A3-001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教師會章程 p.527 

四、合作社 

◎ A4-001有限責任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章程 p.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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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11-00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校務章則彙編」出刊計畫 

102年 10 月 07 日擴大行政會議訂定 

102年 11 月 11 日行政會議修訂 

106年 08月 21日擴大行政會議修訂 

一、依據︰依 102年 8月 5日第 1次擴大行政會報，校長交辦事項辦理。 

二、目的︰彙整本校各處室訂定之各項規章，以利全校師生及教職員工查閱並為

執行之依據。 

三、內容項目︰本校各處室經有關會議通過與全校師生相關之各項行政規章。 

四、出刊形式︰ 

  (一)印刷版︰每 3~4年出刊一次。 

  (二)網路版︰各項規章凡經有關會議訂(修)定完成後，一週內須上網公告更

新。 

五、使用及保存方式：出刊後分送各處、室、組及各科教師辦公室一份供查閱；

圖書館及文書組各留存一份存檔。 

六、出刊時程︰ 

工作項目 工作時程 承辦單位 工作重點 

目錄初稿完

成 

106.08.21. 

| 

106.09.11. 

各處室 各處室提出欲編輯之章則目錄。 

各項規章整

理 

106.09.11 

| 

106.10.02 

各處室 

1.依本計劃之要點七規定，整理各項規

章。 

2.各處室彙整之章則，於指定日期前將

檔案存入 T槽「行政章則」資料夾內。 

彙整編目 

106.10.02 

| 

106.11.06 

秘書室 
彙整統合並補充各單位上傳資料，完成

目錄編列。 

編排付印 

106.11.06 

| 

106.12.04 

秘書室 

總務處 
預計 106.12.04送印。 

上網 106.12.04 
資訊執秘 

各處室 

1.請執行秘書開闢校務章則網頁，並指

導同仁檔案上傳方法。 

2.各處室依規定格式上傳。 

印刷版交件 106.12.18. 總務處 
印刷版發送各單位供查閱並於圖書館

及文書組存檔一冊。 

七、格式規範︰ 

  (一)檔案編碼規則請參閱附件一。 

  (二)印刷版頁面規範請參閱附件二。 

  (三)網路版頁面規範請依資訊執祕指導方式排版上傳。 

  (四)各章則內容形式規範請參閱附件三。 

八、本計畫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後，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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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校務章則彙編」檔案編碼規則 

單位 檔案編碼形式 編 碼 規 則 補 充 說 明 

校長室 10-XXX 1. 編碼方式共五碼：ab-cde 

前二碼 ab 為處室組別編碼 ，第三碼 c 為分

類碼；第四、五碼 de 為流水號。第三四五碼

由處室組別自行分類編號管理。 

2. 自然科編碼：04-1XX 化學科、04-2XX 生物

科、04-3XX 物理科、04-4XX地球科學科。 

3. 社會科編碼：05-1XX 歴史科、05-2XX 地理

科、05-3XX 公民科。 

4. 藝能科編碼：06-1XX 音樂科、06-2XX 美術

科、06-3XX 工藝科、06-4XX家政科、06-5XX

資訊科。 

5. 檔案編號置於章則辦法之右上角，字型為

「標楷體」，字體大小為 10號。 

6. 上述規定之章則辦法輸出格式示例如下： 

檔案編號：101-13 

 

秘書室 11-XXX 

教

務

處 

教務主任 20-XXX 

教學組 21-XXX 

註冊組 22-XXX 

設備組 23-XXX 

音樂組 24-XXX 

科學班 25-XXX 

學

務

處 

學務主任 30-XXX 

訓育組 31-XXX 

生輔組 32-XXX 

衛生組 33-XXX 

體育組 34-XXX 

總

務

處 

總務主任 40-XXX 

庶務組 41-XXX 

出納組 42-XXX 

文書 43-XXX 

輔導中心 50-XXX 

圖

書

館 

圖書館主任 60-XXX 

國際交流中

心 

61-XXX 

資訊中心 62-XXX 

軍訓室 70-XXX 

人事室 80-XXX 

會計室 90-XXX 

各

學

科 

國文科 01-XXX 

英文科 02-XXX 

數學科 03-XXX 

自然科 04-XXX 

社會科 05-XXX 

藝能科 06-XXX 

體健科 07-XXX 

軍訓科 08-XXX 

家長會 A1-XXX 

校友會 A2-XXX 

教師會 A3-XXX 

合作社 A4-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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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校務章則彙編」印刷版頁面規範 
一、繕打方式：以直式橫書方式繕打，Word檔儲存 ；邊界大小依 Word檔內定

之數據設定(上、下 2.54cm；左、右 3.17cm)。 

二、檔案編號：檔案編號置於章則辦法之右上角，10字型、靠右對齊；檔案編

碼方式請參考附件一校務章則檔案編碼規則」。 

三、標題︰請以全銜「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標楷體，18 字型、

置中對齊。 

四、訂(修)定時間暨會議名稱︰標楷體，10字型、靠右對齊。依時間順序由上

而下編排，若時間已不可考則可省略。 

五、內文︰標楷體，12 字型、靠左對齊。內文條文編碼順序規則請採下列兩種

形式： 

  (一)第 一 條 

      第 二 條 

      第 三 條 

  (二)依「壹、一、（一）、1、(1)、a、(a)」順序編訂。 

六、流程圖(表)︰視實際需要設定。 

七、表格︰視實際需要設定。 

 

檔案編號：22-00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補充規定 
102年 10 月 07 日擴大行政會議訂定 

102年 11 月 11 日行政會議修定 

103年 02月 10日校務會議修定 

壹、《條文內容標楷體 12點》 

  一、 

    (一)、 

      1. 

       (1)  

《流程圖》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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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校務章則彙編」內容形式規範 
一、 內容形式：校務章則內容形式可參閱下列友校範例，未能符合下列範例者

可自定內容形式。 

二、 內容形式範例： 

 

範例一：文字型內容 

 

高雄市立○○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補充規定 
102年 10 月 07 日擴大行政會議訂定 

102年 11 月 11 日行政會議修定 

103年 02月 10日校務會議修定        

第 一 條 高雄市立○○高級中學成績考查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依教育部九十

三年五月十七日台參字第○九三○○六四九八四 A號令修正發布之「高級中學成

績考查辦法」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高級中學成績考查，分學業成績及德行成績，學業成績採百分制評定，

德行成績採等第制評定。 

第 三 條 高級中學修業年限以三年為原則，必要時得視學習情形調整，最低兩

年，最高五年(包括重讀但不包括休學，休學以二年為限)。 

 

 

 

 

範例二：表格型內容 

高雄市立○○高級中學分層負責明細表各級人員職掌 

一、校長綜理校務。 

二、各處主任承校長之命，辦理各該處業務。 

三、圖書館主任承校長之命，辦理圖書館業務。 

四、會計主任依法受校長及上級會計機構之指揮監督，辦理本校會計業務。 

五、人事室主任依法受校長及上級人事管理機構之指揮監督，辦理人事業務。 

六、軍訓主任教官承校長及上級軍訓機構之指揮監督，辦理軍訓業務。 

七、輔導工作委員會主任輔導教師承校長之命，並受本委員會之督導，辦理輔導

活動業務。 

八、秘書承校長之指揮監督，辦理文稿之撰擬、審核及校長交辦事項。 

九、各處室各設若干組及各級承辦人員，分別處理本分層負責明細表所列校務項

目及辦理上級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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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辦
單
位 

校務項目 
分層負責劃分 

備考 

第

一

層 

第 

二 

層 

第

三

層 

第 

四 

層 

項目 
校

長 

處

室

主

任 

組

長 

承

辦

人 

各
處
室(

共
同
性) 

一、差假

及加班之

核定 

1.各處室主任，請

假、休假、公假案件。 

核

定 

擬 

辦 

   

2.教職員請假、休

假、公假案件。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擬 

辦 

 

3.教職員出差案件。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擬 

辦 

 

4.教職員加班案件。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擬 

辦 

 

5.外出登記案件。 

 

核

定 

審

核

核 

定 

審 

核 

擬 

辦 

組長以下外出由主任核定 

主任外出由校長核定 

二、監督

考核 

各處室主任、組長對

所屬員工監督考核。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擬 

辦 

 

三、其他 

1.國家賠償法案件之

處理。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擬 

辦 

 

2.推行工作簡化各工

作項目之檢討、建議

及執行事項。 

核

定 

審 

核 

審 

核 

擬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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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三：流程表型內容 

國立○○大學圖書館標準作業流程 

項別 會議 目別 圖書委員會議 編號 TLD-01-01 
頁

次 
1/1 

責任者 作  業  流  程 注意事項及申請時程 
使用書

表 
 
 
館長室 

 
 

 
 

各權責層

級 

 
 
 

館長 

 
 

 
 
 
館長室 

 
 

 
 

各組 

 
 

 
 
館長室 

 
 

 
 
館長室 

 
 

 
館長 

 
 

館長室 

 
各組 

    1 

 

 

 

 

    2 

 

 

3 

 

     

       

否 

是    4 

     

5  

 

 

 

 

    6 

 

 

     

 

7 

 

     

 

8 

 

 

 

    9 

 

10 

     

 

 

11 

 
 

1. 圖書委員會議預定每

學期召開 1 次；分別於

每學期末(第 1 學期預

定為 12 月或 1 月，第

2 學期預定為 6 月)召

開。 

  
2. 依程序送請組長、館長

核示。 

3. 館長批示及確認時程 

 
4. 若時程安排不妥，退回

原單位重新修正 

5. 開會通知單以書函簽

辦，二層決行後發送。 

 
6. 開會前 2日彙整工作報

告及提案資料，並傳送

經館長核閱。 

 
7.1 議程資料電子檔於開

會前 1 天先 e-mail 給

館長及館內參與會議

同仁先行參閱 

7.2 完成午餐準備、標示牌

製作等。 

 
8. 會議場地佈置及會議

相關資料分發給各出

席人員，並詳作會議記

錄。 

 
9. 會議紀錄應於 1週內完

成，並經館長核閱修

訂。 

 
10.會議記錄以書函發送

給各委員及系所週知。 

11.依會議討論及決議事

項續辦與追蹤，於下一

次會議作執行報告。 

 
 
 
 
 
 
 
 

法令依據 依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圖書館圖書委員會設置要點辦理 

結案追蹤 追蹤人：朱嫺玢 組長 （分機：2605）                                                     

備註 承辦人：莊瑛玲    （分機：2602） 

依層級呈核 

館長批示 

發送開會通知單給各系 

圖書委員 

彙整各組工作報告及

各系所圖書委員提案 

完成議程及會議準備 

召開會議 

排定圖書委員會議時程 

退回修正 

決議事項之追蹤辦理 

會議記錄簽核 

紀錄函送各委員及系所並上傳圖書館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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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四：綜合型內容 

高雄市立○○高級中學【會議、研習】標準作業程序 

編號 SOP-300-01 

處室組別 秘書室 

業務項目 各處室承辦會議或研習標準作業程序 

法令依據 97年 12月 08日行政會議決議 

使用表單

文件 

活動檢核表 

注意事項 1. 會議承辦人必須管控所有會議準備及進行之程序。 

2. 承辦人可採取適當之工作分配。 

3. 會議記錄及接待人員(包括相片等活動記錄)必須指定專人負責。 

4. 會議前一日承辦人必須會同處室主任、秘書、校長確認相關會議

準備工作 

5. 若有簡報資料，承辦人最遲於會議前一日送校長審閱。 

6. 承辦人可視會議之規模及重要性另行會同秘書召開工作協調會或

工作檢討會。 

【SOP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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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高中承辦會議、研習活動準備事項檢核表 

一、活動資料： 

時    間 ○○年○○月○○日（○） ○午○點○分 

地    點 本校○○樓○○室 

名    稱 高雄市教育局○○○學年度○○○○○○第一次會議 
經    費 教育局補助○○○○○ 

主 持 人 謝校長○○、○○主任 

蒞臨長官 ○○○股長、○○○督學 

指導教授 ○○○教授、○○○主任 

參與對象 ○○校、各級長官（約○○○人） 

本校出席人員 ○○○處室主任、○○○組長、○○○師、○○○先生小姐 

 

二、活動檢核表資料： 

編號 內             容 數量 完成日 負責單位(人) 
是否

完成 

1 公文核定與簽發 1 D-15 承辦人 □是 

2 工作分配表、▲協調會 1 D-10 承辦人、主任 □是 

3 彙整校際或報名資料 1 D-7 承辦處室○ □是 

4 ▲邀請長官與會 1 D-7 主任、秘書、校長 □是 

5 場地借用、E-pass上網登錄 1 D-7 承辦人 □是 

6 迎賓及會場海報(紅布條) 1 D-1 承辦處室○ □是 

7 場地指示標誌(沿途) 1 D-1 承辦處室○ □是 

8 會議(研習)資料編印 ○ D-1 承辦處室○ □是 

9 桌牌、識別證 ○ D-1 承辦處室○ □是 

10 準備茶水 ○ D-3 總務處 □是 

11 ▲準備點心、咖啡或便當 ○ D-3 總務處 □是 

12 請購(便當、茶水、點心、用品..) ○ D-3 承辦人 □是 

19 單槍、NB、簡報器、麥克風測試 ○ D 承辦處室○ □是 

20 鐘點費發放 1 D 承辦人 □是 

21 領據及憑證彙整 1 D+10 承辦人 □是 

22 活動成果彙整、活動記錄上網 3 D+10 承辦人 □是 

23 ▲活動成果光碟 3 D+10 承辦人 □是 

24 交通、停車、門房 1 D 警衛 □是 

25 場地打掃 1 D-1 總務處 □是 

26 ▲加強環境清潔 1 D-1 學務處 □是 

註：▲為視活動需要  D為活動當日(D-3 表示活動三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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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11-002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內部稽核實施要點 

106年 12月 18主管會報通過 

壹、 依據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高雄市政府內部控制監督

作業規範」及本校「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實施計畫」，訂定本實施要點。  

貳、 目的 

內部稽核係以客觀公正之觀點，協助各單位檢查及覆核內部控制之實施狀

況，並適時提供改善建議，以合理確保內部控制制度持續有效運作，落實

自我監督機制，促使各單位達成行政目標，提升學校營運效能，並達成預

定之教學研究等目標。  

參、 成員 

本校內部稽核採任務編組(以下簡稱稽核小組)辦理內部稽核工作，召集人

及成員由內控小組成員兼任。稽核小組幕僚作業，原則由秘書擔任。但校

長得視年度稽核業務特性指定當單位辦理，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家擔任協

同稽核人員，以提升實質成效。  

肆、 任務 

稽核小組為檢查內部控制之實施狀況，應依下列規定規劃及執行內部稽核

工作，包括擬定稽核計畫、蒐集稽核佐證資料及製作稽核紀錄等。  

一、依以下分類，擬定稽核計畫  

 (一)年度稽核：針對應辦理稽核之業務或事項進行稽核，每年度應至少辦

理一次。  

 (二)專案稽核：針對指定案件、異常事項或其他未及納入年度稽核之事項

進行稽核。 

 二、稽核計畫應於執行前簽奉校長核准，其內容得包括：稽核目的、稽核範圍、 

核期間、稽核任務、稽核項目、稽核人員（格式如附件一）。  

三、稽核小組應正確且完整記錄稽核情形並檢附佐證資料，作成稽核紀錄。

稽核紀錄得包括稽核項目、方式、稽核發現、稽核結論、改善措施或具體

興革建議（格式如附件二）。  

伍、 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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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度稽核及專案稽核均應作成內部稽核報告，揭露稽核發 現之優點、缺

失、改善措施或具體興革建議等，並依程序 簽報校長核定後送各受查

單位。內部稽核報告之內容及完成期限如下：  

(一)內容：包括稽核緣起、稽核過程、稽核結果（包含附件一至二）。  

(二)完成期限：原則於稽核工作結束後二個月內完成。但得視情況調整期

程。  

(三)例外：執行內部稽核工作期間，如發現重大違失或機關有受重大損害

之虞時，應立即簽報機關首長處理；稽核資訊涉及隱私、機密、不法或

不當之行為，不宜揭露予所有報告收受者時，得另單獨作成報告揭露。  

  二、追蹤  

(一)稽核小組應彙整各內部控制稽核及評估結果發現之缺失事項，送相關

單位填報改善情形，連同上級單位查核督導意見內涉及內部控制缺失部

分，作成追蹤改善表（格式如附件三）簽報校長核定。  

(二)內部控制缺失應追蹤至改善完成為止，以確認相關單位已採取適當之

改善措施。  

(三)已列缺失項目逾期仍未改善或未執行改善者，應於追蹤改善表註記載

明，並列入下次稽核重點。  

陸、 紀錄保存：稽核小組應妥為保管稽核紀錄及相關佐證資料，並得整理成冊、

編列頁碼及製作封面（格式如附件四），連同稽核計畫及內部稽核報告等稽

核相關資料，自稽核工作結束日起，至少保存五年。  

柒、 稽核小組人員工作分派應對其目前原始服務單位或承辦業務本迴避原則；

受稽核單位應全力配合提供稽核所需資料及說明，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捌、本要點經主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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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OO 年度(OO 專案)稽核計畫 

壹、 稽核目的  

為強化本校內部控制機制，合理確保內部控制得以持續有效運作，並適時提

供改善建議，由本校內部稽核小組負責執行內部稽核工作，並依「高雄市政

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規範」及本校「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實施計畫」，訂

定本年度稽核計畫。  

貳、 稽核項目  

經檢視本校之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結果所發現之缺失及建議事項，並另

擇定 6項高風險或重要性之內部控制作業項目列為本年度稽核項目，簽報機

關首長核可後進行稽核。  

參、 稽核期間  

自 105年 8月 1日至 106年 9月 30日。  

肆、 稽核人員  

  一、召集人：校長 

  二、幕僚：秘書 

  三、成員：由稽核年之各處室一級主管擔任。 

伍、 稽核工作期程 

預計辦理稽核工作之期程如附件一之一。 

陸、 稽核項工作分派 

參與稽核工作之人員分派工作如附件一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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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一  稽核工作期程(以 106年度為範例)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OO年度(OO專案)內部稽核期程 

時間 業務主題 實施內容 

106年 12月 15日

前 
規劃內部稽核 

由幕僚單位規劃稽核計畫草案，內含稽

核項目及目的、稽核期間、期程工作期

程、稽核方式及稽核工作分派。 

106年 12月 18日 

9：10-10：00 

召開行前會議暨

教育訓練 

1. 研擬與確認稽核計畫。 

2. 將會議結果彙整後陳鈞長簽准後實

施。 

106年 12月 20日 發送稽核通知 

通知受查單位受稽核項目及稽核人員，

並需於 106 年 12 月 29 日前備妥相關資

料予預定稽核人員。 

106年 12月 29日

前 
受查單位備妥稽核項目相關資料 

107年 1月 2日- 

1月 9月 
執行稽核 

稽核人員於 107 年 1 月 9 日前完成稽核

意見，並通知受查單位於 107年 1月 12

日前回覆意見。 

107年 1月 12日前 受查單位回覆意見 

107年 1月 15日前 完成稽核報告表 
稽核人員完成「稽核報告表」 (如附件

二)，並繳交幕僚單位彙整。 

107年 1月 22日 

9：10-10：00 

召開內部稽核報

告會議 

由各項目稽核人員揭露稽核發現之優

點、稽核發現與相關自行評估結果、改

善措施或具體興革建議，及受查單位回

覆情況進行報告。 

107年 1月 31日前 
稽核報告簽報首

長核定 

由幕僚單位將稽核之結果及相關文件彙

整後，簽報鈞長核定。 

107年 7月底前 召開稽核結果改 1. 稽核人員須於稽核結果核定後，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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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業務主題 實施內容 

善追蹤會議 追蹤受查單位改善情況，且於會議

前完成「內部控制缺失及建議事項

追蹤情形表」(如附件三)繳送幕僚

單位。 

2. 會議中由各稽核人員報告改善結果。 

3. 會議結束後，由幕僚單位將會議記錄

陳鈞長核定後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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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二  稽核工作分派(範例)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OO 年度(OO 專案)內部稽核工作分派 

項次 稽核項目 

預定查核日期 
預定之稽核人

員 
起 迄 

1 ZZ01人事費-薪給作業 1/1 12/31 OOO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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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稽核報告表(範例)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OO年度(OO專案)稽核報告表  

稽核期間：105年 12 月 1日-106年 11月 30日 

稽核日期：106年 12 月 20日-107年 1月 12日 

項

次 

稽核項

目 
稽核發現 

稽核發

現性質 

稽核結論及建

議事項 

受查單位回覆意見 

單位 
回覆意

見 

1 

1-12月 

出國報

告書繳

交作業 

(1) 經調閱 105

年度 1-12

月曾辦理

出國教育

交流之處

室單位之

出國報告

書發文情

況，確認

各處室單

位繳交報

告書時間

未全數符

合返國後

兩個月內

繳交之規

定(大陸

地區為一

個月內)。 

(2) 各處室主

管未列管

追蹤。 

C 

稽核結論： 

辦理出國教育

交流之處室單

位未於返國後

兩個月內(大

陸地區為一個

月內)繳交出

國報告書。 

建議事項： 

由人事單位於

5月舉行之擴

大行政會議上

提醒有辦理教

育參訪交流活

動之各處室單

位應於交流返

國後依時限繳

交出國報告

書。 

教務處 

學務處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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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內部控制缺失及建議事項追蹤情形表(範例)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OO年度(OO專案)內部控制缺失及建

議事項追蹤情形表 

 

 

 

 

 

項

次 
具體興革建議 辦理情形 追蹤結果 

一、本次新增之建議 

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結果所列建議 

內部稽核報告所列建議 

1 1-12月 出國報告書

繳交作業 

辦理出國教育交流

之處室單位未於返

國後兩個月內(大陸

地區為一個月內)繳

交出國報告書。 

由人事單位於5月舉行

之擴大行政會議上提

醒有辦理教育參訪交

流活動之各處室單位

應於交流返國後依時

限繳交出國報告書。 

經檢視5月份過大行政會報

會議紀錄，會議上人事室已

針對各處室缺失進行提

醒，並由校長裁定各處室主

任負責列管追蹤。 

2    

3    

二、上次追蹤尚未辦理完成之建議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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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11-003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年度內部稽核計畫 

106年 12月 18日主管會議通過 

壹、稽核目的  

為強化本校內部控制機制，合理確保內部控制得以持續有效運作，並適時提

供改善建議，由本校內部稽核小組負責執行內部稽核工作，並依「高雄市政

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規範」及本校「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實施計畫」，訂

定本年度稽核計畫。  

貳、稽核項目  

經檢視本校之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結果所發現之缺失及建議事項，並另擇

定 6項高風險或重要性之內部控制作業項目列為本年度稽核項目，簽報機關

首長核可後進行稽核。  

叁、稽核期間  

自 105年 8月 1日至 106年 9月 30日。  

肆、稽核人員  

一、召集人：謝文斌校長 

二、幕僚：姬榮軍秘書。 

三、成員 

由 106學年度各處室一級主管擔任：教務處吳立森主任、學務處顏銘賢主

任、總務處龔俊旭主任、輔導中心鐘穎主任、會計室張英姿主任、人事室

翁啟智主任、教官室孫足承主任教官，以及圖書館蔡受勳主任，成員共計

8名。 

伍、稽核工作期程 

預計辦理稽核工作之期程如附件一。 

陸、稽核項工作分派 

參與稽核工作之人員分派工作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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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稽核工作期程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106年度內部稽核期程 

時間 業務主題 實施內容 

106年 12月 15日

前 
規劃內部稽核 

由幕僚單位規劃稽核計畫草案，內含稽

核項目及目的、稽核期間、期程工作期

程、稽核方式及稽核工作分派。 

106年 12月 18日 

9：10-10：00 

召開行前會議暨

教育訓練 

3. 研擬與確認稽核計畫。 

4. 將會議結果彙整後陳鈞長簽准後實

施。 

106年 12月 20日 發送稽核通知 

通知受查單位受稽核項目及稽核人員，

並需於 106 年 12 月 29 日前備妥相關資

料予預定稽核人員。 

106年 12月 29日

前 
受查單位備妥稽核項目相關資料 

107年 1月 2日- 

1月 9月 
執行稽核 

稽核人員於 107 年 1 月 9 日前完成稽核

意見，並通知受查單位於 107年 1月 12

日前回覆意見。 

107年 1月 12日前 受查單位回覆意見 

107年 1月 15日前 完成稽核報告表 
稽核人員完成「稽核報告表」 (如附件

三)，並繳交幕僚單位彙整。 

107年 1月 22日 

9：10-10：00 

召開內部稽核報

告會議 

由各項目稽核人員揭露稽核發現之優

點、稽核發現與相關自行評估結果、改

善措施或具體興革建議，及受查單位回

覆情況進行報告。 

107年 1月 31日前 
稽核報告簽報首

長核定 

由幕僚單位將稽核之結果及相關文件彙

整後，簽報鈞長核定。 

107年 3月底前 
召開稽核結果改

善追蹤會議 

4. 稽核人員須於稽核結果核定後，持續

追蹤受查單位改善情況，且於會議

前完成「內部控制缺失及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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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業務主題 實施內容 

追蹤情形表」(如附件四)繳送幕僚

單位。 

5. 會議中由各稽核人員報告改善結果。 

6. 會議結束後，由幕僚單位將會議記錄

陳鈞長核定後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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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稽核工作分派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年度內部稽核工作分派 

項次 稽核項目 

預定查核日期 
預定之稽核

人員 
起 迄 

1 ZZ01人事費-薪給作業 105.08.01 106.09.30 
顏銘賢主任 

蔡受勳主任 

2 編排考試及定期考監考作業 105.08.01 106.09.30 孫足承主教 

3 圖書資料採購作業 105.08.01 106.09.30 鐘穎主任 

4 特教輔導作業 105.08.01 106.09.30 吳立森主任 

5 學生緊急傷病處理流程作業 105.08.01 106.09.30 龔俊旭主任 

6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處理與防治作業 
105.08.01 106.09.30 

張英姿主任 

翁啟智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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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稽核報告表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106年度內部稽核報告表  

稽核期間：105年 8月 1日-106年 9月 30日 

稽核日期：106年 11 月 20日-107年 1月 12日 

項

次 

稽核項

目 
稽核發現 

稽核發現

性質 

稽核結論及建

議事項 

受查單位回覆意見 

單位 回覆意見 

1  (3)      

註：稽核發現性質請填代號 ( A優點  B無缺失  C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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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內部控制缺失及建議事項追蹤情形表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106年內部控制缺失及建議事項追蹤

情形表 

 

 
 

 

 

 

 

 

 

 

 

 

項

次 
具體興革建議 辦理情形 追蹤結果 

一、本次新增之建議 

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結果所列建議 

 

內部稽核報告所列建議 

1    

2    

3    

二、上次追蹤尚未辦理完成之建議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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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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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0-00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要點 
95年 8月 31 日校務會議訂定 

100年 6月 30日校務會議修訂 

102年 1月 18日校務會議修訂 

103年 1月 20日校務會議修訂 

104年 1月 20日校務會議修訂 

105年 6月 30日校務會議修訂 

105年 8月 26日校務會議修訂 

106年 1月 19日校務會議修訂 

 

第 1條  考試時應穿著繡有學號之規定制服，或攜帶學生證、身分證、健保卡（均

為正本），放置於課桌右上方，以便查對身分，補考應考時應攜帶學生

證違者記警告乙次，當日連續乙次以上違反本條文者，總計記警告兩次。 

第 2條  期中考試、期末考試、各項補考等，考試時學生書包及非必要之文具，

一律放置教室前後地板上，違者不得參加考試。 

第 3條  補考應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均為正本），放置於課桌右上方以便查對，

未帶證件者，或其他足以證明身分之文件，不得參加考試。 

第 4 條  每節課考試開始後 15 分鐘起，遲到者不得入場。若強行入場，該科考

試成績不予計分。 

第 5 條  考試開始後 15 分鐘內考生不得提早離場，若強行離場不服糾正者，該

科考試成績不予計分。 

第 6條  考試完畢答案卷、答案卡當場繳交予監考人員，未當場繳交答案卷、答

案卡者，扣減該科考試成績 10分；情節嚴重，如事後補交等狀況，應

加重扣分，至多扣至該科考試成績 0分止。 

第 7條  考試時應依照試題及答案卷上相關規定作答，答案卷限用黑色或藍色原

子筆書寫，未使用黑色或藍色原子筆書寫者，由閱卷教師依該科統一

標準酌扣該答案卷成績，至多扣 20分。 

第 8 條  答案卡需以黑色 2B 軟心鉛筆畫記，並不得以修正液（帶）修正，違者

扣減該科答案卡成績 20 分。 

第 9 條  考試時不得向其他人借用任何物品，違者扣該科考試成績 20 分，並得

依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該科全部成績。 

第 10條 非考試必須之物品如行動通訊裝置(如行動電話、穿戴式裝置等)及具有

計算、記憶、拍攝、錄影等功能之物品(如電子辭典、計算機等)必須關

機，且須放置於試場前後方地板上。若隨身攜帶，經監考人員發現者，

扣減該科考試成績 10分。 

考試開始鈴響後，發現考生使用前項之器材或物品者，記大過乙次，該

科考試成績以零分計算。 

第 11 條 第 10 條所列舉之所有物品，不得有發出聲響或其他影響考試秩序之情

形，視情節輕重違者扣減該科考試成績 20至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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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條 考生不得將抄有文字、符號之物品、空白計算紙張、書籍，或具有計算、

通訊、記憶、拍攝、錄影等功能之物品置於抽屜中、桌椅下、座位旁，

違者扣減該科考試成績 20分至該科全部分數。 

第 13條 考生不得第 12條所列舉之物品置於桌面上(包含藏於墊板底下、試卷底

下、文具盒內、眼鏡盒內或以其他物品掩飾等)，違者扣減該科考試

成績 20分至該科全部分數，記小過 2次。 

第 14條 考生不得預先抄寫文字、符號於身體、桌面、桌墊、牆壁、黑板、或桌

面上任何物品、橡皮擦，經查證確定為該生所為者，記大過乙次。 

第 15條 考生翻閱或窺視書籍、記錄於物品或身體上之文字、符號、圖片等 (包

含預先抄寫在桌面、桌墊、身體之文字、符號、圖片，以及預先存於手

機或其他裝置之文字、符號、圖片等)，被監考人員發現或考試完畢被

舉發證據確鑿者，記大過乙次，該科考試成績以零分計算。 

第 16條 考生在試場內不得以自誦或暗號告知他人答案或手勢示意答案，違者記

大過乙次，該科考試成績以零分計算。 

第 17條 考生不得有相互抄襲、傳遞、交換試題卷、答案卷、答案卡或夾帶有答

案的紙條，違者記大過乙次，該科考試以零分計算。 

第 18條 考生於考試結束鈴（鐘）聲響前提早離場，不得在試場附近逗留、高聲

喧嘩，經制止不聽者，記小過乙次。情節重大者，並得依其情節加重處

分。 

第 19條 考試結束鈴（鐘）聲響畢，應即停止作答，雙手離開桌面，經監考人員

制止仍繼續作答者，扣該科成績 20分。情節重大者，並得依其情節加

重扣分，或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第 20條 考試期間，一經離座，即不得再修改答案。違者扣該科考試成績 20 分，

並得依其情節加重扣分，或扣減其該科全部成績。 

第 21條 考生應將選擇題答案畫記於答案卡，或填寫在答案卷上，非選擇題作答

於答案卷作答處，違者不予記分。 

第 22條 考試不得窺視他人答案卷、答案卡或試題卷，違者記大過乙次，該科考

試成績以零分計算。 

第 23條 考試時不得斜坐，斜置或垂放自己的答案卷、答案卡或試題卷，違者若

經監考人員規勸不聽，則記大過乙次，該科考試以零分計算。 

第 24條 考生在試場外不得以自誦或暗號告知他人答案或手勢示意答案，違者記

大過乙次，該科考試成績以零分計算。 

第 25條 頂替代考、換穿他人制服考試、攜帶他人證件應考、蓄意未依規定座次

入坐者，記大過乙次，該科考試成績以零分計算。 

第 26條 脅迫其他考生從事舞弊者記大過乙次、小過 2次，該科考試成績以零分

計算。 

第 27條 考試後檢討考卷時，私自更改答案、成績者，記大過乙次，該科考試成

績以零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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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條 本要點適用於校內各項考試。 

第 29條 考生應於答案卡規定處畫記並書寫正確的科目、年級、班級、姓名與座

號，未依規定者得扣該考科成績 5分。 

第 30條 考試時不得飲食(含水)，亦不得將食物及飲料置於桌上，違者扣該考科

5分。如有特殊情況(如服藥)，需先徵得監考老師同意，或申請特殊考

場以維考場秩序。 

第 31條 本要點所列各懲處措施，除已律定執行人員者外，其餘皆由相應行政單

位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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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0-002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優質化計畫自主管理要點 

106年12月14日教務會議通過 

一、 依據：臺教國署高字第1060096596A號辦理 

二、 目的：藉由制定自主管理要點，推動自主管理在於強化各項計畫之落實與

進度之掌控，透過定期的自主管理會議讓開課教師熟悉從計畫、執行到考

核的過程，同時了解從活動計畫到課程的推動都必須有一定的程序，如課

程計畫書的擬定、課程的用心準備與執行、經費的使用及核銷、成果報告

書的撰寫等。對於教育部推動優質化方案、十二年國教綱課程擬定，清楚

了解、參與討論並且一同制定課程架構。 

三、 組織架構： 

（一） 成立「推動小組」 

  1.成員任務： 

         由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務主任為總幹事，負責總體計畫核心工作；由校

長秘書擔任副總幹事，負責績效考核工作；各處室主任擔任行政資源與

決策協助；各科主席或召集人協助各子計畫與分支計畫之訂定、執行、

考核與修正；並結合家長會、校友會、合作高中及策略聯盟大學，推動

計畫執行。本小組每月至少定期開會一次，適時解決計畫執行過程中遭

遇的問題，必要時加開臨時會議或小規模相關會議做適當因應。 

  2.推動小組成員 

   表1:高雄中學106學年度高中優質化計畫推動小組委員名單 

職  稱 姓  名 職  稱 姓名 

校   長 謝文斌 社會科主席 陳怡碩 

校長祕書 姬榮軍 自然科主席 陳慶仁 

教務主任 吳立森 藝能科主席 馬復國 

學務主任 顏銘賢 體育組長 謝昌曄 

總務主任 龔俊旭 綜合科召 翁鄀宜 

輔導主任 鐘  穎 資訊執行祕書 梁宇光 

圖書館主任 蔡受勳 化學科召 林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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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教官 孫足承 物理科召集人 林松鶴 

人事主任 趙國輝 生物科召 李允榛 

會計主任 張英姿 歷史科召 陳培文 

教學組長 翁鄀宜 公民科召 楊振源 

訓育組長 蔡依彤 美術科召 蔡佩家 

國際交流中心 尤政國 生活科技科召 李飛聲 

國文科主席 陳定緯 護理科召 林素蓮 

英文科主席 郭春安 輔導科召 陳立倫 

數學科主席 沈振南   

 

 

（二） 核心工作小組  

      1.成員任務：負責計畫之實際推動；不定期開會以處理計畫執行時，實際

遇到的問題，在核心工作小組召開前先行解決，或提出可行方案送核心

工作小組議決。 

      2.核心工作小組成員： 

 

  表2:高雄中學106學年度高中優質化計畫核心工作小組委員名單 

職  稱 姓  名 職  稱 姓  名 

校   長 謝文斌 國文科主席 陳定緯 

教務主任 吳立森 英文科主席 郭春安 

學務主任 顏銘賢 數學科主席 沈振南 

總務主任 顏瑞宏 社會科主席 陳怡碩 

輔導主任 鐘  穎 自然科主席 陳慶仁 

圖書館主任 蔡受勳 藝能科主席 馬復國 

主任教官 孫足承 體育組長 謝昌曄 

會計主任 張英姿 國際交流中心 尤政國 

教學組長 蕭羽利 資訊執行祕書 梁宇光 

訓育組長 蔡依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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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立「教師專業社群」： 

      1.組成方式： 

        各科教師互推召集人，負責各子計畫或分支計畫之訂定、執行、考核與

修正。每學年至少開會六次，針對計畫執行過程中遭遇的問題，進行研

討並予以解決。如無法解決時，提報推動小組尋求協助。另外，每學期

末必須對家長及學生進行意見調查，作為成效評估之一部份，並且作為

下一期計畫修正之依據。 

      2.社群成員組成 

表 3:高雄高級中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一覽表 

計畫或課

程名稱 

社群名稱 社群成員 社群類型 

(可複選) 

具體作為 

(每學期) 

教師課程

協作與教

學增能工

作坊 

國文科社群

增能與跨學

科研習 

全校教師 □單科 

■跨領域 

  (跨科) 

■跨年級 

□跨校 

□其他____ 

■計劃發展與檢討

會議 

■課程研發 

■課程共備與研討 

■公開觀課 

教師課程

協作與教

學增能工

作坊 

英文科教師

專業社群 

英文科教師

暨其他領域

教師 

□單科 

■跨領域 

  (跨科) 

■跨年級 

□跨校 

□其他____ 

■計劃發展與檢討

會議 

■課程研發 

■課程共備與研討 

■公開觀課 

教師課程

協作與教

學增能工

作坊 

社會科教師

專業社群 

1.地理科：張

國周、陳怡

碩、張瑋蓁、

楊心喻、羅湘

云、彭義軒。 

2.公民科：陳

姿慧、蘇家

瑩、吳岳融、

王啟洋、楊振

源、許尹鏵。 

3.歷史科：吳

榮發、顏銘

賢、林秀蓉、

陳秀珍、陳培

文、李靜茹、

□單科 

■跨領域 

  (跨科) 

■跨年級 

□跨校 

□其他____ 

■計劃發展與檢討

會議 

■課程研發 

■課程共備與研討 

□ 公開觀

課 

□ 其他

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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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惠玟、薛名

秀 

教師課程

協作與教

學增能工

作坊 

物理科教師

專業成長社

群 

物理科教師

與其他領域

教師 

□單科 

■跨領域 

  (跨科) 

■跨年級 

□跨校 

□其他____ 

■計劃發展與檢討

會議 

■課程研發 

■課程共備與研討 

□ 公開觀

課 

□ 其他

____ 

 

教師課程

協作與教

學增能工

作坊 

生物科教師

專業成長社

群 

曾嬿霖、李允

榛、謝佳昌、

吳立森、翁啟

翔、蔡喬木、

李靜怡、蘇煒

筑 

■單科 

□跨領域 

  (跨科) 

■跨年級 

□跨校 

□其他____ 

□  計劃發展與檢

討會議 

■  課程研發 

■  課程共備與研

討 

□ 公開觀

課 

□ 其他

____ 

 

教師課程

協作與教

學增能工

作坊 

生命教育教

師專業社群 

英文科陳昭

華、楊毓琳、

梁鳳文、陳景

鴻、地理科張

國周、數學科

鍾玉才、國文

科蕭綺玉 

□單科 

■跨領域 

  (跨科) 

■跨年級 

□跨校 

□其他____  

■計劃發展與檢討

會議 

■課程研發 

■課程共備與研討 

□公開觀課 

■其他:辦理教師研

習與成長課程 

教師課程

協作與教

學增能工

作坊 

創新教學扭

轉乾坤-跨

學科增能社

群 

教務處+英數

科教學研究

會 

■單科 

■跨領域 

  (跨科) 

■跨年級 

□跨校 

□其他____  

■計劃發展與檢討

會議 

■課程研發 

■課程共備與研討 

■公開觀課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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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校自主管理實際作為 

    1.建立自主管理機制 

 

學校自主管理流程圖 

    2.定期或不定期執行管理考核 

    (1)每月定期召開核心工作小組會議，討論執行情形，並記錄執行困難，

提核心工作小組或行政會議討論解決。 

    (2)每月定期將執行情形送交行政會議，檢討執行情形與執行上的困

難，由行政團隊進行協助溝通或提供解決建議。 

    (3)不定期召開核心工作小組會議，就行政團隊建議事項，進行了解與

評估，協助教師社群解決執行上的困難。 

      3.檢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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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設定績效評估指標，訂定自我管理評核表。 

 (2)由各課程教師社群先依檢核表自行檢核。 

 (3)由核心工作小組每月定期績效檢核，掌控進度。 

 (4)邀請專家學者每學期蒞校檢核，落實檢核工作。 

4.開會方式 

    (1)課程教師社群會議：定期召開，每學年至少6次，反映執行情形問題。 

    (2)核心工作小組會議：每月召開一次，定期檢核執行進度與績效，並討論

各課程問題，提交行政會議或執行小組會議研議對策解決問題。 

    (3)行政會報：配合行政會報，檢核執行進度與績效，並協助決各課程問題

或提出解決策略。 

    (4)諮詢會議：每學期邀請專家學者到校訪視，找出缺點並提供改進策略與

方法。改進策略與方法提供各社群及推動小組研議執行。 

    (5)執行小組：配合推動小組，檢核執行進度與績效，並配合行政團隊，協

助解決教師社群之問題。 

    (6)課程發展委員會：有關執行上之困難，課程問題方面提交課程程發展委

員會協助解決。 

    (7)校務會議：有關執行上之困難，攸關校務方面提交校務會議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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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課程發展檢核 

透過成立學校自主管理組織和教師專業社群來發展十二年國教課綱課程，從

核心小組凝聚全校師生共識，描繪學校願景、勾勒學生學習圖像，同時從多元選

修研發試行，逐步推行校訂必修、團體活動、彈性學習時間等新課綱課程規劃。

有些課程如班週會、大師講座、社團活動、各種競賽集訓、學校校慶和全校校運

會、文藝季展演活動、公民訓練、國際交流等，只要如常推行持續滾動式修改，

即可納入新課綱課程表中。 

課程發展自主管理檢核表 

課程類型 

預期達成的目標值 

（以學期為單位） 
執行情形與結果(以學期為單位) 

       量化 質化 

績效值 

(達成

率)  

差值 

(目標值

與績效

值之差

距) 

執行情形與成效檢

討(遭遇的困難、改

善情行、效益說明) 

(最多 100 字) 

課程發展 

狀態 

課程

數 

具體陳述 

(最多 30

字) 

校訂必修 

研擬  完成課程

內容研發

並試行修

正 

   

試行 4    

完成     

多元選修 

研擬  完 成 課 程

內 容 研 發

並 試 行 檢

討修改 

   

試行 30    

完成     

加深加廣 

選修 

研擬 6 
初 步 研 發

正試行中 

   

試行     

完成     

補強性 

選修 

研擬  完 成 研 發

持 續 試 行

中 

   

試行     

完成 2    

團體活動 研擬  初 步 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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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行 3 課 程 目

標、內容部

分 已 經 試

行 

   

完成     

彈性學習 

研擬 10 完成課程

內容研發

並試行檢

討修改 

   

試行 6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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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專業增能與一般任務檢核 

本校將善用前導學校和專家諮詢輔導的資源，健全核心小組、行政協作團隊

與各科教學研究會的組織運作，在十二年國教課綱的理念與目標導下，逐步推展

校內各項工作，穩健地邁向新課綱，順利開展本校校本目標的新課綱，並藉此機

會強化本校多元競爭和育才的能力，建構友善和諧的校園，為社會國家培育優質

良善的人才。 

一般任務子計畫自主管理檢核表 

子計畫與分

支計畫 

預期達成的目標值（以學期為單

位） 

 

執行情形與結果(以學期為單位) 

       量化 質化 

績效值 

(達成

率)  

差值

(目標

值與

績效

值之

差距) 

執行情形與成效檢

討(遭遇的困難、改

善情行、效益說明) 

(最多 200 字) 

項目說明

(ex:活動

名稱、研習

主題) 

數值 

(單位) 

具體陳述 

(最多 30字) 

子計畫 B-1 

跨領域教

學分享 
1場 

藉由講師跨學

科之教學分享

可以提供鄰近

地區教師四十

人進修增能 

   

教師增能

踏查與研

習 

1場 

跨越學科共同

踏查研習可提

供校內教師參

與體驗、認識多

元文化 

   

子計畫 B-2 

教師增能

研習與專

家講座 

2場 

充實教師專業

知能，連結社會

脈動趨勢為導

向 

   

校外參訪

與實察體

驗 

2場 

提升教師在教

學現場與社會

現況的連結 

   

子計畫 B-3 專家學者 5場 豐富並深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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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座

討論 

學內容 

共備觀課

與授課心

得分享 

7場 

增進對教材內

容特色的理解

與應用，提昇教

師專業能力 

   

子計畫 B-4 
專家學者

講座 
4場 

充實教師專業

知能，增加科學

新知與連結科

技脈動趨。 

   

子計畫 B-5 

教師增能

研習與會

議 

2場 

充實教師專業

知能，提升教師

與社會現況連

結 

   

校外參訪

與實察體

驗 

2場 

透過實察活動

提     升教師

專業技能 

   

子計畫 B-6 

研習講座 4場 

講師與成員間

經驗分享，學習

心靈提升與建

立優質的師生

互動關係 

   

校外參觀

考察 
2場 

經驗交流，互相

支持與協助，並

增進教師研發

創新教材 

   

子計畫 C 

跨校交流

分享 
2場 

雙方交流互通

經驗學習長處 
   

專家諮詢

輔導 
2場 

專家學者蒞校

諮詢輔導，指點

協助成功達成

課程規劃 

   

增能培力

工作坊 
2場 

指導與分享課

綱、教學與組織

運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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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十二年國教新課程推動工作項目檢核 

依據本校校內現況與未來推動進程實施檢核，並透過優質化各種定期會議與核心小組的

運作，經由不斷檢視與修正，以確保計畫執行的進度、時效和方向。 

表 11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工作項目內容與具體項目之規劃與檢核表 

推動工作 具體項目 具體項目實施評估 執行情

形、困難

與改善策

略說明 

C1.發展課程總

體計畫(校訂必

修、多元選修與

彈性學習) 

C1-1  

核心小組成員包括校

長、主任、組長和學科

召集人，至少每月開會

一次 

 

 

C1-2 

確認全校教師了解總

綱與領綱 
 

C1-3 

提出 107 課程總體計

畫規劃之甘特圖，每月

固定檢核進度 

 

C1-4 

完成學校願景目標和

學生素養能力圖像 
 

C1-5 

完成課程學習地圖(含

課程總體架構與學生

素養能力指標) 

 

C1-6 

確認教師參與新課程

規劃與專業增能 
 

C1-7  

課發會進行課程審

查、自編教材審查與課

程評鑑 

 

C1-8 

十二年國教新課程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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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工作 具體項目 具體項目實施評估 執行情

形、困難

與改善策

略說明 

體計畫草案滾動修

訂，106 年 10月前完

成(前導學校 6月完

成) 

C2.課務規劃 C2-1 

課程時數討論與師資

調配試算 
 

 

C2-2 

學校教學空間規劃、設

備規劃、更新與增設 
 

C2-3  

學生學習資源平台與

選課系統之建置 
 

C2-4   

處室分工與任務調整  
C2-5 

課程諮詢制度之規劃

與試行 
 

C2-6   

確認教師理解和發揮

課程諮詢功能 
 

C2-7 

導師角色轉型與編班

規劃 
 

C2-8 

建立學生選修課程輔

導機制 
 

C2-9 

編寫學生選課手冊/學

習輔導手冊 
 

C2-10 

校務行政與教學系統

的統整(含學生學習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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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工作 具體項目 具體項目實施評估 執行情

形、困難

與改善策

略說明 

程之建置) 

C3.課程規劃

(包含部定必修

與加深加廣) 

C3-1  

各科教師了解總綱與

領綱 
 

 

C3-2  

部定必修、加深加廣選

修三年期授課年段及

時數之規劃 

 

C3-3 

分類、分群、分級、分

組的課程規劃與試行 
 

C3-4 

確認各科十二年國教

新課綱課程與教學之

規劃與試行 

 

C3-5 

確立選修課程之課堂

管理規則 
 

C3-6  

確立課程分類、分群、

分級、分組之規則 
 

C3-7 

確認主題式/跨領域課

程規劃與試行 
 

C3-8 

校本課程教材編寫與

試行 
 

C4.教學規劃 C4-1  

提供教師差異化教學

增能研習 
 

 

C4-2  

確認各學科之適性教

學規劃與試行 
 



43 

推動工作 具體項目 具體項目實施評估 執行情

形、困難

與改善策

略說明 

C4-3  

鼓勵與協助教師成立

社群和共同備課 
 

C4-4 

依課程需求規劃分組

教學與試行協同教學 
 

C4-5 

盤整補教教學資源，以

了解教師補教教學成

效並重新規劃課程 

 

C4-6 

協助教師公開觀課與

發表 
 

C5.彈性學習與

團體活動之規

劃 

C5-1 

整體規劃三年彈性學

習內容與選課方式 
 

 

C5-2 

協助學生學會自主學

習與選修彈性學習 
 

C-5-3 

建立學生自主學習管

理機制 
 

C5-4 

彈性學習課程與團體

活動試行 
 

C5-5 

滿足彈性學習場地與

設施需求 
 

C5-6 

辦理各項學習成果發

表會(建議連同社團發

表會一起辦理) 

 

註：符號代表的意義: (順利完成)； (進展中)； (增能中)； (構思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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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0-003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4 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人才培育初階研習實體課程實施計畫 

壹、依據：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要點。 

貳、目的： 

  一、協助瞭解「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畫」。 

  二、培訓可擔任評鑑工作的基本人力資源。 

叁、指導單位：教育部。 

肆、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伍、承辦單位：高雄市校長與教師專業發展中心(設於獅甲國小)         

陸、參加對象：參與 104 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學校校長、主任和教師。 

柒、培訓地點、時間： 

  一、地點：高雄中學活動中心三樓 

二、時間：104年 08月 22日（星期六）至 104年 08月 23日（星期日）。 

捌、報名方式： 

一、請於各場次研習一個月前，至「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網站報名， 

       網址：http://tepd.moe.gov.tw/index.php。 

  二、課程名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4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人才培育初階研習

實體課程(高雄中學) ，每場次預計錄取 70 人。 

玖、實施方式： 

  一、課程內容：(專題研討；講解、實作與演練)，課表如附件一 

    (一)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八節課。 

    (二)教學檔案製作、評量與應用：三節課。 

    (三)專業成長計畫：一節課。 

  二、評量：研習參與(線上+實體)、實作評量，評量合格者授予研習時數；未全程參

加者給予部份研習時數。參與 12 小時研習教師，並在兩年內完成自評與他評者

（至少須以教學觀察方式進行），經學校推動小組確認後，由教育局審核後核予

初階評鑑人員證書。 

  三、研習後的工作內容：接受學校評鑑推動小組的安排，擔任評鑑人員。 

拾、附則： 

  一、請務必於初階實體研習前至「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網站

http://tepd.moe.gov.tw/index.php  參加線上遠距教學課程，俟完成 10小時

線上課程(線上研習完成紀錄保留 2年，並請教師注意務必勾選「必修科目」課

程)並通過檢核後，方能參加「初階實體研習」。 

  二、參加實體研習人員請依據座位號碼入座，未就定位入座者與上課逾 15 分鐘後進

場者皆視同缺課。 

  三、參與研習人員不需攜帶教學檔案，由承辦學校發給檔案範例手冊(不可書寫或畫

記)以進行實作。 

  四、學員未能完整出席研習課程，於其他場次補課時，需補足所缺類別課程之完整時

間，不能僅補其請假之時數。(附件二)。 

  五、擔任本計畫講師、助教、工作人員以及參加實體研習人員於研習期間准予公假前

往。 

http://tepd.moe.gov.tw/index.php
http://tepd.moe.gov.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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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項研習會場不提供紙杯，敬請與會研習人員自行攜帶環保杯。 

  七、本計畫聯絡人教專中心盧呈謹助理，電話：07-5376832。 

  八、於截止日期報名人數不滿 30人，則取消該場次，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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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高雄市 104 學年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人才培育初階研習 

課程表 

(高雄中學場次) 

地點： 高雄中學活動中心三樓 

時間： 104年 08月 22 日（六）、104年 08月 23 日（日） 

 

 08月 22日（六） 08月 23日（日） 

08：00－08：10 
報到 

教專中心團隊 
 

08：10－08：20 
始業式 

教育局長官 
 

08：20－09：10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 

 

講師：陳麗玲老師 

助教：陳建民校長 

      曾莉莉老師 

教學檔案製作、評量與應用 

 

講師：謝麗珠主任 

助教：譚其萍組長       

       

09：20－10：10 

10：30－11：20 

11:30－12：20 

專業成長計畫 

 

講師：謝麗珠主任 

助教：譚其萍組長 

12：20－13：30 午餐、休息片刻 回家囉! 

13：30－14：20 
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 

 

講師：陳麗玲老師 

助教：陳建民校長 

      曾莉莉老師 

 
14：30－15：20 

15：30－16：20 

16：30－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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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人員  初階實體研習課程  

缺、補課記錄表 

填表說明： 

壹、 本表乃學員於研習期間因故無法完成某門課程，須日後補課時使用，但不做

為研習時數證明。 

貳、 學員於研習期間若因事請假，不論請假時間長短，皆需補足所缺該門課程之

完整時間，不能僅補足其請假之時數。 

參、 有部份課程缺課之學員，必須重新報名參加其他場次之初階實體課程研習，

且第一次原辦理單位須核實給予研習時數，並核章證明；第二次接受補課學

員報名之辦理單位，也須於該學員完成該門課程研習時，核實給予研習時

數，並核章證明。 

肆、 無論辦理「第一次研習」與「第二次研習」單位皆須於研習結束後，於研習

系統中核發該學員「實際研習時數」(含研習不完全之課程) 。 

 

學員姓名：                   服務單位： 

課程名稱 

(完整研習時數) 

第一次研習 第二次研習 

研習

時數 

研習單位名稱／研習日期

／研習單位核章 

研習

時數 

研習單位名稱／研習日期

／研習單位核章 

專業成長計畫

(1小時)  
 

   

教學觀察與會

談技術 

(8小時) 

 

   

教學檔案的製

作、評量與應用

(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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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0-004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107 年 1 月 19 日校務會議通過 

壹、依據 

一、教育部 103年 11月 2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135678A 號令發佈《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辦理。 

二、教育部 106 年 9 月 30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60098374B 號令頒佈之《高級中等教

育法第五十五條規定解釋令》辦理。 

貳、目的 

  一、因應不同教育階段之教育目標與學生身心發展之特色，提供彈性多元的學習課

程，以促成學生適性發展，並支持教師課程研發與創新。 

  二、提供學生學習的藍圖、課程公共對話與溝通，持續精進國民教育及學校本位課程

發展。 

  三、結合各項資源，發展具特色的學校本位課程。提昇教師發展、設計教學新課程的

知能，增進教師專業自主能力。 

參、工作職責 

  一、依學校經營理念發展本位課程，並規劃各類選修課程，於每學年開課前完成學校

課程計畫。 

  二、擬定「選用教科書辦法」。 

  三、決定應開設之校訂必修，加深加廣選修，多元選修，彈性學習等課程。 

  四、審查教師自編教科用書。 

  五、負責課程評鑑。 

  六、其他有關課務發展事項。 

肆、組織 

本委員會置召集人 1 人，由校長兼任；置總幹事 1人，由教務主任兼任；另置委員

31人，成員組成如下： 

  一、學校行政人員代表 3人：由學務主任、主任輔導教師、教學組長擔任之。 

  二、家長代表 1人：由本校家長會推派擔任之。 

  三、教師會代表 1人：由本校教師會長擔任之。 

  四、各科教師代表 24 人：由國文科 3 人、英文科 3 人、數學科 3 人、歷史科、地理

科、公民與社會科、物理科、化學科、生物科、地球科學科、體育科、音樂科、

美術科、家政科、生活科技科、國防通識科、護理科及資訊科各推派 1人擔任之。 

  五、專家代表 1人：由校長遴聘之。 

  六、學生代表 1人：由學生會選舉之成員擔任。 

  七、本會委員任期為 1 學年(自每年的 2 月 1 日起至隔年的 1 月 31 日止)，任期內

出缺，得補行遴聘，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伍、本會定期召開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

集人因故未克出席時，由總幹事擔任之。 

陸、本會開會時需有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委員出席，方得開議。需有出席委員二分

之一（含）以上之同意方得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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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本會之行政工作由教務處主辦，相關處室協辦。 

捌、本要點經提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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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0-005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學年度母語日教學實施計畫 

106年 12月 14日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壹、依 據： 

 一、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01 日 修正第 0950087762B 號令「高級中等學校及幼稚

園推動台灣母語日活動實施要點」。 

 二、「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真愛高雄－深化本土教育』」實施要點。 

 

貳、目 標： 

本校為推動臺灣母語日，落實學校之課程目標及精神，鼓勵學生學習、運用各種

臺灣母語，增進各族群間之瞭解、尊重、包容及欣賞，奠立臺灣母語於相關領域課程

中之基礎，推展並營造臺灣母語之優質環境，特訂定本要點。 

 

參、實施對象：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 

 

肆、實施語言：以本校師生各自使用之母語為主。 

 

伍、實施時間：訂定每週三為本校母語教學日。 

 

陸、實施方式： 

  一、母語日當天下課時間及日常生活對話、打招呼、接待訪客等，以母語應對為原則。 

  二、將母語演講併入國語文之競賽項目，並辦理母語鄉土說故事比賽。 

  三、鼓勵教師將母語鄉土教材融入教學中。 

  四、每週三之廣播使用母語作為媒介。 

  五、於本校佈告欄張貼一則母語俚語，並公佈於本校網站。 

  六、母語日所舉行之會議使用母語穿插進行議程。 

 

柒、校內評鑑(期末)： 

  一、針對本學期俚語進行徵答活動。 

  二、各班抽測學生上台唸或說母語諺語。 

  三、調查本校教師使用母語融入教學之實況。 

 

捌、預期成效： 

  一、透過母語教學之實施，使師生能適切利用母語來進行溝通。 

 二、藉由母語語文競賽與活動，提昇學生學習動機。 

 三、經由母語融入教學，使能熟悉鄉土語言的特色。 

 四、透過母語日的實施，學生能認識鄉土文化的內涵。 

 

玖、本計畫呈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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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0-006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十二年國教課綱核心小組計畫 

106年 12月 14日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壹、 依據：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2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135678A 號所訂定「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貳、 目的： 

  一、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之施行，凝聚本校教師共識，著手研究並規劃新課綱之

課程設計，積極推動本校總體課程計畫。 

  二、建立校本特色課程，建構學生學習地圖，成就學生，適性發展適性揚才。 

參、 組識架構與任務：研議校訂必修課程與多元選修課程，並規畫彈性學習與團體活

動等相關配套措施。 

肆、 組織成員：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中心主任輔導教師、圖書

館主任、教學組長、國文、英文、數學、社會、自然、藝能領域召集人及 107 課

綱各領域規劃負責人。 

伍、 課程發展核心小組工作內容與項目： 

  一、運作模式：核心小組定期每個月開會討論一次。視情況並得召開臨時會議以處理

相關工作。就學校願景與學生發展，負責研議擘畫本校學生學習地圖。 

  二、核心小組負責規劃總體課程計畫與具體工作方向之討論，並將規劃後之工作內容

付諸教學研究會討論尋求共識。 

  三、研議校訂必修、校訂選修、彈性學習時間、團體活動等新課綱之相關配套（如：

能力指標、課程地圖，課程時數變動、教師員額計算、教師基本鐘點計算、多元

選修課程架構、差異化教學、補救教學、師生課表安排…等），並溝通各科教學

研究會與各教師專業社群。 

  四、多元選修課程領域與特色課程相關工作及配套措施之研議，並參與各學科教學研

究會進行課程研發。 

陸、 進度與成效檢核： 

  一、定期召開會議，確認校內各類課程發展狀況。 

  二、為增廣各學科教師課程開發之視野，以精進校訂必修課程研發之實務經驗，辦理

校內教師增能研習。 

  三、教務處應對積極認真之教師敍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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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項活動甘特圖 

 

年度 106年 107年 

項目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核心小組成員增能             

盤點現有資源             

繪製學生學習地圖             

研擬課程規劃表             

研議新舊課綱銜接             

規劃彈性學習時間             

發展校訂課程             

發展多元選修課程             

研議行政配套方式             

教材開發與選用             

課程評鑑之發展             

規劃學生學習手冊             

社群運作             

協助領域增能             

區域分享與協作             

跨校交流             

自主管理小組             

專家輔導諮詢會議             

召開課發會審議 107

課程地圖 

            

 

八、本實施計畫經行政會報討論，送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53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十二年國教課綱核心小組成員 

調查表 
 

各科主席您好： 

因應新課綱十二年國教課綱核心小組實施計畫於本學年度 12月課發會通過，請各科推

派十二年國教課綱核心小組成員，各科請依實際需求提出人選： 

 

科目 姓名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十二年國教課綱核心小組成員 

調查表 
 

各科主席您好： 

因應新課綱十二年國教課綱核心小組實施計畫於本學年度 12月課發會通過，請各科推

派十二年國教課綱核心小組成員，各科請依實際需求提出人選： 

 

科目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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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0-007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 年度大學指考考生服務 

實施計畫 

壹、目的：為服務本校高三學生及家長，提供適切之支援，使學生安心應考，以爭取佳

績。 

貳、實施內容：由各處室共同組成考生服務隊，於考試期間編派至各試場服務本校學生

及家長。 

參、實施期程： 

  一、預備階段：6月 30 日至 6月 30日 

  二、服務階段：7月 1日至 7月 3日 

肆、實施方式： 

  一、預備階段：由軍訓室及總務處辦理服務隊各項場地佈置需用物品採購及安置。 

  二、服務階段：由各處室主管分派人員並排定服務時段至考場擔任服務工作。 

伍、工作要點： 

  一、提供本校考生及家長於考場中緊急連絡之管道。 

  二、提供本校到場教(導)師與學生會晤之地點。 

  三、提供本校考生緊急需求之代辦服務。 

  四、其他本校考生臨時需求事項。 

陸、人員編制： 

  一、由校長擔任總召集人，指揮各項工作分派。 

  二、由教務主任擔任副召集人，辦理各項工作進行。 

  三、每考場設置考生服務隊 1隊，每一考區編排主任或組長 1人、教官 1人及服務學

生 3-4人，考場設置於本校時得加派人員加強服務。  

  四、服務學生以本校糾察隊學生優先，另有志願者則依餘額安排之。 

柒、服務時間表：如附表二。 

捌、服務地點：屏東大學(民生校區)、高師大暨高師大附中、國立鳳新高中及道明中學。 

玖、經費及補休： 

  一、庶務性用品及運送物品費用依一般採購程序辦理，由學校相關經費支應。 

  二、工作費及學生考場工讀費申請家長會補助，預算表如附表三。 

  三、輪值 7 月 2、3 日考場服務教師若不領取工作費，得於工作結束後六個月內依實

際工作時間補休。 

拾、本計畫經呈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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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06年大學指考考程表 

時間＼科目＼日期＼ 7月 1日 

（星期五） 

7月 2日 

（星期六） 

7月 3日 

（星期日） 

上午 8：40-10：00 物理 數學乙 歷史 

10：50-12：10 化學 國文 地理 

下午 2：00-3：20 生物 英文 公民與社會 

4：10—5：30 --- 數學甲 --- 

本校考生各考場休息區 

 
一、高師大及高師大附中考場：雋永樓地下室 

 

二、鳳新高中：行政教學大樓一樓 218、219教室(保健室旁) 

 

三、道明中學：道茂堂 

 

四、屏東大學(民生校區)：大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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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年度大學指考考生服務時間表 

   日   

    期 

地點 

服

務

人

員 

6/30 

(五) 

7/1 

(六) 

7/2 

(日) 

7/3 

(一) 

 

高師大暨

高師大附

中（327人） 

主

任 

 孫足承 
0975151097 

鍾   穎 
0912715963 

 

 

教

官 

林吉盛 
0982318506 

林吉盛 
0982318506 

林吉盛 
0982318506 

 
林吉盛 

0982318506 

學

生 

 
徐源璟 

0978949075 
徐源璟 

0978949075 
  

學

生 

 
黃昱銓 

0988510948 
黃昱銓 

0988510948 
  

學

生 
 

林彥伯 
0975825081 

林彥伯 
0975825081 

  

學

生 
 

蔡鈞翰 
0935329890 

蔡鈞翰 
0935329890 

  

學

生 
     

屏東大學

（22人） 

主

任 

 顏銘賢 
0921505763 

蔡受勳 
0936684025 

 

 

教

官 

陳宗麟 
0984395688 

陳宗麟 
0984395688 

孫貴蘭 
0931734513 

 
孫貴蘭 

0931734513 

學

生 
 

官俊克 
0986108092 

官俊克 
0986108092 

  

學

生 
 

洪詠智 
0987980342 

洪詠智 
0987980342 

  

 

鳳新高中 

主

任 

 鍾   穎 
0912715963 

龔俊旭 
098712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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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人） 教

官 

洪宜明 
0915323965 

洪宜明 
0915323965 

洪宜明 
0915323965 

 
洪宜明 

0915323965 

學

生 
 

楊翊明 
0988963795 

楊翊明 
0988963795 

  

學

生 
 

楊紀騰 
0979854313 

楊紀騰 
0979854313 

  

學

生 
 

王昱翔 
0912129303 

王昱翔 
0912129303 

  

道明中學 

（ 105人） 

主

任 
  

顏銘賢 
0921505763 

吳榮發 
0928792697 

 

教

官 

李先正 
0933518203 

 
李先正 

0933518203 
李先正 

0933518203 
李先正 

0933518203 

教

官 
  

黃尚葳 
0972369911 

黃尚葳 
0972369911 

 

學

生 
  

許弘叡 
0963670828 

許弘叡 
0963670828 

 

送貨及搬收 教

官 

莊妙淑 

0912992806 

莊妙淑 

0912992806 

莊妙淑 

0912992806 

莊妙淑 

0912992806 

莊妙淑 

0912992806 

★ 1.請各考區服務之主任事先攜帶同考區同學手機，以便聯絡。 

★ 2.請值勤的同仁在 8：00前到達指定服務處。 

★ 3.工作人員每日津貼 1000 元（另加 100元誤餐+茶水費），學生 400元（另加 100元

誤餐+茶水費），四個考場總數 5000元，由教官室依據考場人數統籌分配，請考區教

官用於購買工作人員、家長飲料、點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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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年度大學指考考生服務預算明細表 

項目 名稱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 說明 

1 

教官布置工作費 人*次 10 500 5,000 
四個考區、隊車師長(後勤支援)考前佈置及 

考後整理。 

教師(官)工作費 人*日 26*1 1000 26,000 

總召+副召*3日、 

秘書*1日 

4 考區每日主任 1人 

+教官 1人（4*2*2）， 

後勤支援教官 1人(1*3)。 

考場主任膳雜費 人次 26 100 2600 
總召(1)、巡場(7)、 

駐場主任教官(16)、後勤教官(2) 

學生考場工讀費 人次 26 400 10,400 
高師大區 5人*2日、鳳新考區 3人*2日、 

道明考區 3人*2日、屏東考區 2人*日。 

2 誤餐費、茶水費 人次 52 100 5,200 

高師大區 5人*2日、 

鳳新考區 3人*2日、 

道明考區 3人*2日、 

屏東考區 2人*2日。 

3 
服務學生交通費 人次 8 100 800 

2 人*2趟*2日(屏東考區用) 

 

4 
工作人員暨考生

茶點 
式 1 9000 9,000 

考生計 593人(高師大 2500 元、 

道明 1000元、鳳新 1000元、 

屏東 500元)購買考生飲料點心等 

(檢據實支實付)。 

5 場地冷氣費 式 1 2500 250 各考場考生休息室冷氣支出 

合    計       61,500 
以上經費由家長全額補助， 

得依實際支出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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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0-008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年度大學學測考生服務 

實施計畫 
106年 1月 7 日行政會議通過 

 

壹、依據：本校 106年 1 月 7 日行政會報決議辦理。 

貳、目的：為服務本校高三學生及家長，提供適切之支援，使學生安心應考，以爭取佳

績。 

參、實施內容：由各處室共同組成考生服務隊，於考試期間編派至各試場服務本校學生

及家長。 

肆、實施期程： 

  一、預備階段：1月 25 日至 1月 26日 

  二、服務階段：1月 27 日至 1月 28日 

伍、實施方式： 

  一、預備階段：由軍訓室及總務處辦理服務隊各項場地佈置需用物品採購及安置。 

  二、服務階段：由各處室主管分派人員並排定服務時段至考場擔任服務工作。 

陸、工作要點： 

  一、提供本校考生及家長於考場中緊急連絡之管道。 

  二、提供本校到場教(導)師與學生會晤之地點。 

  三、提供本校考生緊急需求之代辦服務。 

  四、其他本校考生臨時需求事項。 

柒、人員編制： 

  一、由校長擔任總召集人，指揮各項工作分派。 

  二、由教務主任及主任教官擔任副召集人，辦理各項工作進行。 

  三、每考場設置考生服務隊 1隊，每一考區編排主任或組長 1人、教官 1人及服務學

生 2-3人，考場設置於本校時得加派人員加強服務。 

  四、服務學生以本校糾察隊學生優先，另有志願者則依餘額安排之。 

捌、服務時間表：如附表一。 

玖、服務地點：屏東女中、中正高中及本校。 

拾、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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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庶務性用品及運送物品費用依一般採購程序辦理，由學校相關經費支應。 

  二、工作費及學生考場工讀費申請家長會補助，預算表如附表二。 

拾壹、本計畫經呈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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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中學 106年學測巡場時程表 

一、巡場時程 

  (一)1/20(五)：謝文斌校長、謝伯聰會長、吳立森秘書 

吳榮發主任、顏銘賢主任 

  (二)1/21(六)：雄中考場-謝文斌校長、吳立森秘書 

道明考場-吳榮發主任、顏銘賢主任 

屏東考場-吳榮發主任 

1/20(五)  1/21(六)  

08:00~08:40 巡視雄中 08:10~09:00 巡視雄中 

08:40~08:50 出發往道明   

08:50~09:10 巡視道明   

09:30~10:30 往屏東   

11:20:11:40 巡視屏東大學   

 

二、106年學測時程表 

1/20(五) 1/21(六) 

9:15 預備鈴 

9:20~11:20 國 文 9:20~11:00 英 文 

 

12:55 預備鈴 

13:00~14:40 數 學 13:00~14:40 自 然 

15:15 預備鈴 

15:20~17:00 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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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年度大學學測考生服務時間表 

 

   日期 

地點 

服務

人員 
1/19佈置 1/20(五) 1/21(六) 

高雄中學（450人） 

主任  
龔俊旭 

 

孫足承 

 

教官 
林吉盛 

 

林吉盛 

 

林吉盛 

 

學生  
劉昱論 

 

劉昱論 

學生  
蔡鈞翰 

 

蔡鈞翰 

 

學生  
黃尚崴 

 

黃尚崴 

 

學生  
女  糾 

 

女  糾 

 

屏東大學林森校區 

(24人)  

主任    

教官 陳宗麟 

 

陳宗麟 

 

孫貴蘭 

 

學生 
 

洪  華 

 

洪  華 

 

學生 
 

官俊克 

 

官俊克 

 

道明中學（459人） 

主任 
 

鍾  穎 

 

顏銘賢 

 

教官 洪宜明 

 

洪宜明 

 

孫一弘 

 

學生 
 

呂易修 

 

呂易修 

 

學生 
 

朱睿煬 朱睿煬 

 

學生 
 

徐皓恩 

 

徐皓恩 

 

學生  楊承翰 楊承翰 

送貨及搬收 教官 李先正  李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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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0-009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特色招生因應小組設置要點 

101年 1月 13日教務會議通過 

壹、 為因應民國 103 年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後對本校之影響，擬訂具體可行之策

略，因而設置「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十二年基本教育特色招生因應小組」以下

簡稱本小組。 

貳、 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協助評估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對本校發展之影響。 

  二、協助擬訂具體因應策略與實施計畫。 

  三、協助擬訂本校特色課程。 

  四、協助因應策略及課程之實施。 

參、 本小組設置委員十七名，校長為當然委員並擔任召集人並擔任主席，其他委員包

括：家長會代表一人、教師會代表一人、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主任

輔導教師、各學科主席八人、教學組長、註冊組長，再由小組分設招生政策委員

會及課程設計委員會二單位，二單位成員可依專長及性質重疊或推薦相關人員。 

肆、 工作內容： 

  一、招生政策方面：研究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色招生相關招生、考試及宣導工

作。  

  二、課程設計方面：研究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本校特色課程設計、編寫及執行。 

伍、 工作期程與進度 

陸、 本小組由召集人召開，並設總幹事一人，由召集人任命之。 

柒、 本小組成員皆為無給職。 

捌、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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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0-010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教育實習輔導計畫 

                                97年 8月 29日校務會議通過 

   102年 8月 27日行政會議修訂 

一、依據： 

 （一）師資培育法。 

 （二）97年 8月 29日校務會議通過「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教育實習實施要點」 

二、目的：為輔導實習教師具備教學上各項教學知能，並能了解班級及學校各項業務運

作內容及熟悉輔導學生方法，期使實習教師能具有面對教職之工作準備。 

三、對象：依師資培育法修畢教育學分，並與本校訂有教育實習合作契約之大學院校應

屆畢業生或結業生，申請至本校教育實習者(以本校畢業校友優先) 。 

四、輔導實施步驟： 

  (一)、成立實習教師輔導小組：(附件一) 

     實習輔導小組成員由校長聘請輔導小組由校長召集並主持會議，其組成成員如下： 

    1.當然代表：教務主任、學務主任、主任輔導教師、教師會代表。 

    2.浮動代表：當學期各科之實習輔導教師。 

    3.實習輔導小組任期自八月一日起至第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二)、遴選實習輔導教師：由各科推選，並負下列各項工作之責： 

    1.輔導實習教師擬訂教育實習計畫。 

    2.輔導實習教師從事教學實習及導師(級務)實習。 

    3.協調提供實習教師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 

    4.輔導實習教師心理調適問題。 

    5.評閱實習教師之作業或報告。 

    6.評量實習教師之教學演示及綜合表現成績。 

    7.對實習教師有關之其他協助及輔導。 

    8.參與師資培育之大學及主管機關辦理之相關活動。 

   (三)、各項教育實習實施：實習過程兼採「理論知識」、「行動經驗」與「省思探

究」三者交融並進。並依實務內容分下列方式及訂定時程表(附件二)進行 

    1.教學實習：從教學見習漸進實習，以學科專業領域進行。 

    2.導師實習：由觀察實習輔導老師班級經營，並與實習輔導老師互動研討後而實際

參與。 

    3.行政實習：實習教師於寒暑假期間及學期中每週部分時間至各處室輪流實習方式

進行。 

    4.研習進修活動：參與本校各項教師進修、教學研究會、校外相關研習及讀書會等

進修活動。 

 (四)、實習輔導會議實施： 

    1.各師資培育大學實習處召開例行性返校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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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校定期召開實習輔導會議，由實習教師輔導小組實習輔導教師及實習教師參

加。 

    3.實習輔導教師針對實習教師需求及學習問題召開指導會議。 

五、實習方式、內容與進程： 

  (一)實習方式 

    1.實習方式採學徒制之精神，每位實習教師跟隨一位學科及導師輔導教師，擔任輔

導教師之助理，同時見習教學與級務之處理，並利用機會請教輔導教師。 

    2.實習的內容分為教學實習、導師實習、行政實習、研習活動。以教學實習、導師

實習為主，行政實習、研習活動為輔。實習教師除參加校外研習與返校座談時間

外，應全程參與教育實習機構之各項教育活動。 

    3.實習進程採逐步進階的方式，先觀摩見習、協助而後實作。實習教師見習一段時

間之後，開始試教部分科目，並接受輔導教師所給予之回饋與指導。 

  (二)教學實習之內容 

    1.教學實習依實習輔導老師課表時間隨同輔導老師任課見習，或協商同科學科教師

輔導見習。 

    2.實習教師可分階段試教不同的年級與課程，每一課程均從見習開始逐漸試教整個

單元。 

    3.在見習階段實習教師可以協助輔導教師下列教學工作： 

      (1)協助教師批改作業，或作業指導。 

      (2)在分組活動中，協助指導學生進行討論活動。 

      (3)協助教師個別指導學習上有困難或落後的學生。 

      (4)協助教師準備教學資源、取得教具或製作教具。 

    4.實習教師若有任何困惑與問題，應向實習輔導教師請教，並請其提供教學心得與

經驗。 

  (三)導師實習內容 

    1.實習教師在導師實習輔導老師指導下處理下列班級工作： 

      (1)協助教師指導清潔活動。 

      (2)協助教師管理班級秩序。 

      (3)協助教師輔導個別學生。 

      (4)協助處理班級內偶發之事件。 

    2.實習教師應於平日觀察見習輔導教師之班級經營技巧策略，並於適當時機親自嘗

試採用。 

  (四)行政實習內容 

    1.每週排定時間，實習教師應協助或見習學校各項行政工作(在旁協助並同時請教

主任或組長，並非全權負責該項工作)。  

    2.協助指導學校特殊團隊。 

    3.協助學校辦理各大型活動並擔任工作人員。 

  (五)研習進修活動 

    1.參與本校各項教師進修、教學研究會及教學觀摩會。 

    2.主動參加或指定校外相關學科及教育研習活動。 

    3.利用課餘主動參加進修活動。 

  (六)實習教師之各項實習活動應有專任教師在場指導，實習教師不得從事下列事項： 

    1.獨任交通導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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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單獨帶學生參加校外活動。  

    3.代理導師職務或代課。  

    4.兼任與實習無關之工作。  

六、實習教師評量：實習教師成績由實習輔導老師召集實習輔導小組評定之，成績評量

分下列各項比例評定： 

  (一)教學實習（含至少一次教學演示）成績占實習總成績百分之四十。  

  (二)導師（級務）實習成績占實習總成績百分之三十。  

  (三)行政實習成績占實習總成績百分之二十。  

  (四)研習活動成績占實習總成績百分之十。  

七、其他 

(一)實習教師之勤惰差假管理： 

      1.實習教師依學校上課時間作息，每日均應按時到校並至教務處簽到。 

      2.實習教師請假依本校請假規則辦理請假手續，請假事前要知會輔導老師並由教

務處負責核假。 

      3.學校核派實習教師差假參加研習(含返校座談)等活動，應給予差假；唯因實習

教師非為人事編制內人員，無法支予差旅費用 

      4.實習教師依規定出席本校各校集會及會議，出席狀況列入考評；缺席情形嚴重

者，函報師資培育學校中止實習。 

      5.實習教師視情況亦得參加監考及補救教學。 

  (二）實習教師之本校核派作業： 

      1.撰寫個人實習計畫（於開學後一個月提交）。 

      2.每個月提交一篇實習心得。 

      3.每學期末提交一篇實習心得報告。 

八、本計畫若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計畫經行政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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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高雄中學教育實習輔導小組 

職   稱 姓    名 工        作        執        掌 

校    長  主持輔導小組會議 

教務主任  

1.規劃兼輔導小組召集人 

2.行政實習指導及管理 

3.實習教師評量工作 

學務主任  1.學務行政實習指導    2.實習教師評量工作 

總務主任  1.總務行政實習指導    2.實習教師評量工作 

主任輔導教師  1.輔導行政實習指導    2.實習教師評量工作 

教師會長  協辦實習輔導各項業務 

教    師  擔任實習教師之實習輔導老師 

   

   

   

   

   

   

   

   

   

   

   

   

備註: 擔任實習教師人數聘請所需之實習輔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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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實習教師教育實習輔導工作時程表 

 

實習

階段 

 

實習期間 

教學實習與導師實習之進程 行政實習進程與研習活動 

八月 

1.認識教育實習機構(特色、學校文

化、學生文化、社區環境)。 

2.熟悉教育實習機構各項教學資源。 

3.認識輔導教師及指導小組成員。 

4.研擬實習教師半年之實習計劃。 

5.撰寫實習心得。 

1.瞭解各處室業務及其辦理流

程。 

2.參加新進教師職前講習與相

關研習活動。 

 

九月 

至 

十月 

1.觀摩輔導教師任教領域之教學技巧

及班級經營。 

2.擔任輔導教師之教學助理。 

3.協助輔導教師批閱作業。 

4.實習教師在指導小組規劃下，分時

段(同時或依序)至各領域優秀教師

見習(先觀摩、協助教學最後實際教

學)。 

5.在輔導教師指導下，處理級務，從

事導師實務工作。 

6.開學前三週見習，第四週至十月底

每週可安排二至四節教學（不可分

割課程除外）。 

7.撰寫班級經營、語文領域教學心得。 

1.分配擔任某處室的行政助理

協助辦理行政工作，但不直

接負責工作(由研究處依相

關條件分派至各處室實習)。 

2.參加校內外教師進修活動。 

3.每個月回母校參加實習座談

或研習。 

十一月 

至 

一月 

1.協助輔導教師班級經營。 

2.在輔導教師安排下，觀摩其他領域

或他班教師之教學。 

3.在輔導教師指導下，處理級務，從

事導師實務工作。 

4.擔任每週不超過八節（不可分割課

程除外）之教學或某領域全單元之

教學。 

5.擔任校(園)內教學觀摩會之教學演

示者。 

6.撰寫教學領域、專長領域教學心得。 

1.分配擔任某處室的行政助

理，協助辦理行政工作。 

2.參加校內外教師進修活動。 

3.每個月回母校參加實習座談

或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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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0-01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5學年度高三課程結束後 

學生管理要點 

壹、緣由： 

  一、依教育局來文規定：「應屆畢業生期末畢業考後，不得停課放假，應於完成畢業

典禮程序後始得放假」，請高三同學期末考後至畢業典禮前一日期間（自 5 月 15

日起至 6 月 7日止），除特殊狀況外，仍須正常到校，於當日課程結束後，始可離

校。 

  二、權衡本校學生考前最後衝刺及已獲大學錄取同學充實自我知能之實需，實施高三

同學「考前總複習暨充實自我知能月」意願調查（教務處教學組另行發放如附件

一）。 

貳、實施方式： 

  一、視人數多寡，依序開放弘毅樓 2.3樓供高三學生自習。 

 二、各班級教室、自習室、畢委會及輔導中心等地點，由負責同學依人員名冊點名，

當日放學離校前繳回教官室。 

    (一)教室：由班長或副班長指定同學負責點名，若無法指定協助同學時，統一由各

班「座號數字最小」之同學負責點名。 

    (二)自習室、畢委會及輔導中心等地點：由教務處、學務處或輔導中心指定專人負

責，若該指定專人未到課時，統一由「在場同學班級及座號數字最小」之同學

協助負責點名。 

  三、每日 0745 時到校後先至各班實施責任區域打掃工作，第一節課鐘響前，依個人

選擇指定地點就位點名，實施自我充實知能學習。為避免干擾一、二年級上課，

上課期間勿隨意走動，請依學校鐘聲實施作息。 

  四、上課期間外出同學需填寫「外出單」始得外出，並完成請假手續，上課期間點名

未到及未依規定請假者，依校規議處。 

  五、到校同學請遵守服儀相關規定。 

  六、籌備畢業典禮的同學，集中於訓育組規劃之地點工作(本學期預劃於第六棟地下

室)。 

  七、若需要更改原調查意願者，應於更改前一週經導師簽名後送生輔組管制若需要更

改原調查意願者，應於更改前一週經導師簽名後送生輔組管制(更換單如附件

一，請洽生輔組長領取)。 

  八、期間若有任何違反校規之行為，仍依校規相關條文處理。 

叁、請假規定： 

  一、若有特殊原因必須請假，請至教官室林吉盛教官桌上領取藍色三年級專用假單(背

面檢附家長同意證明書)。依規定完成請假手續；此期間若請假即喪失畢業「全

勤獎」資格。另依據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因事假或曠課達科目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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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科目以 0分計算。 

      (一)請假時間：5月 15 日至 6月 7日，共 18 日 126節(以 1日 7節計算)。 

      (二)6月 8日(週四)所有同學均需返校，清潔整理教室、畢業典禮預演、考試相

關注意事項通知及畢業典禮注意事項。 

      (三)6月 9日(週五)畢業典禮，穿著制服到校並按時至朝會集合場集合。 

  二、公、病、事假仍須按現行校規所載規定辦理。未按規定請假造成曠缺紀錄者，紀

錄會持續統計至畢業典禮前一日。 

  三、為尊重老師教學及同學受教權益，避免影響留校同學課堂秩序、情緒，或干擾學

弟妹課程之進行，經准假後，不得到校、到班，本校教職員將不定時實施巡查，

如未能遵守上述規定，將視情況強制銷假，或依校規給予懲處，以維護多數同學

之權益 

肆、一般規定： 

  一、有駕照需騎乘機車入校者，請向教官室申請通行證，並停放於規定的區域內，違

反者一律依校規處理。 

  二、6 月 8日（星期四）全班正常上、放學(至第 7 節結束)；畢業典禮訂於 6月 9日

（星期五）上午舉行，請各班班長和班級聯絡人確實傳達教務處、學務處相關訊

息。 

  三、各班級教室走廊必須維持整潔乾淨，桌椅依序排好，每日安排專人於 12：30 前

整理垃圾送至回收場。6 月 9 日（星期五）畢業典禮後請務必把教室徹底清理乾

淨，俾利移交給學弟（妹）使用。 

  四、畢業典禮後到校自習相關規定，詳如附件三「高雄中學應屆畢業生到校自修實施

細則」，請配合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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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高雄中學 106 級高三同學考前總複習暨充實自我知能月調查表 

一、適用時間：自 106年 5月 15日至 105年 6月 7 日止 

二、說明：請同學依座號填入個人意願代表數字並於後方簽名，於 5月 5日（星期五）

放學前，繳回教務處教學組彙整，凡逾期繳交、未填註或填註錯誤、不完全者，一

律視同個人意願為數字「1」，不得提出異議！ 

三、本校導師教學及帶班經驗均相當優異，選填或更換自習意願時，請同學務必尊重導

師之意見。 

四、意願數字代表意義如下： 

  (一)：準時到校，全天在教室自習，老師列席指導。 

  (二)：準時到校，全天於自習室自習。 

  (三)：準時到校，全天參與畢委會活動。 

  (四)：準時到校，全天至處室擔任志工（限已獲大學錄取同學）。 

  (五)：在家自習，自我充實，準備銜接大學教育（須事先請假並檢附家長同意證明書，

注意事假、曠課達科目三分之一，該科 0 分計算）。 

高雄中學 106級「３年  組」考前總複習暨充實自我知能月調查表 

座號 選擇意願（數字） 座號 選擇意願（數字） 座號 選擇意願（數字） 

1  16  31  

2  17  32  

3  18  33  

4  19  34  

5  20  35  

6  21  36  

7  22  37  

8  23  38  

9  24  39  

10  25  40  

11  26  41  

12  27  42  

13  28  43  

14  29  44  

15  30  45  

班長簽章：                輔導教官：                 導師簽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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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更換單填寫範例：(請至教官室向生輔組長領取更換單，或自行謄寫) 

高三停課後自我充實月意願更換單 

本人 3年 12 班 55 號 林大叔 ，原選擇意願 1 號，全天在教室自習，考量個人因素，

自 6 月 8 日起，擬改選擇意願 2 號全天在自習室自習，並遵守學校規定，懇請學校同

意更換意願。(自習地點以週為單位，並請在前一週的週五中午前，繳交給生輔組長，

以利更換點名單作業) 

                          導師簽名：○ ○ ○    106  年 5  月 5日 

 



73 

附件二           家長同意證明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依教育局規定，高三同學期末考後至畢業典禮期前一日間（自 5月 15日起至 6月

07日止），除特殊狀況外，仍須正常到校，於當日課程結束後，始可離校。權衡本校學

生考前最後衝刺及已獲大學錄取同學充實自我知能之需要，依本校「高三課程結束後輔

導會議」決議，高三同學經家長同意得請假充實自我知能，並請家長協助督促貴子弟配

合下列事項： 

一、本校導師教學及考試指導之經驗均相當豐富，但每個人教學理念可能不盡相同，如

導師對貴子弟請假與否與家長持有不同之意見，也請相信導師之判斷，或多與導師

溝通。 

二、為尊重老師教學及同學受教權益，避免影響留校同學課堂秩序、情緒，或干擾學弟

妹課程之進行，經准假後，不得到校、到班，本校教職員將不定時實施巡查，貴子

弟如未能遵守上述規定，將視情況強制銷假，或依校規給予懲處，以維護多數同學

之權益。 

三、若未到校，須依照本校請假規則辦理請假手續；請假之同學請將個人物品全部帶回

家，本校將擔任考場，考試前須檢整、清理考場，為避免個人物品遭丟棄、回收，

請務必遵守。 

四、參加旅遊宜結伴同行，事先應周詳準備才能確保安全。並請學生善加運用教育部「學

生安全應變須知」。 

五、注意交通、賃居及自身安全，預防新型流感，應注意個人衛生、保健及生活作息，

生病時儘速就醫，儘量避免出入公共場所。 

六、最後衝刺期間，學生身心均承受相當大之壓力，如有任何需要，本校各處室均歡迎

各位家長諮詢，輔導中心(2862550 轉 118、119)、教官室(分機 116、117)或撥 9

由總機服務。 

 

      預祝 金榜題名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本人子弟         於   月  日至  月  日期間，考量個人因素，擬請假在家準

備大學指考或充實自我知能，請假期間本人將嚴加督促管理其日常生活作息，懇請學校

同意請假。 

            此致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家長簽名：          （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74 

附件三           高雄中學應屆畢業生到校自修實施細則 

一、限本校應屆畢業學生自 106年 6月 12日起至 6 月 30日止適用。不得帶領外校學生

入校(教室)自修。 

二、自修場所：弘毅樓、活動中心。 

三、自修時間：08：10至 22：00。 

四、進校門時間：上午 8：10前，下午 12：00〜13：20。 

五、出校門時間：上午 12：00〜下午 13：20，下午 16：10後。 

六、平常日限穿著校服(除制式夾克外，不得外加便服)、球(皮)鞋及攜帶本校書包，不

可穿著拖鞋。週六、假日得穿著合宜得體便服。 

七、腳(機)踏車一律停放於規定場所。 

八、發揮公德心，愛護公物，節用水電，維護教室、場地及走道整潔。 

九、禁止在自修場地燒煮東西、抽煙、喝酒、喧譁、過夜、玩麻將(撲克牌、棋類、球

類)及任意塗寫文字。 

十、本實施細則未盡事宜，得依其它自修實施辦法及相關要點補充之。 

〜祝福──金榜題名、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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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0-012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學年第一學期 

高三期末考結束後相關措施要點 
 

    依教育局規定，高三期末考後到休業式前（1 月  日至 1 月  日）仍為正常上課期

間，師生須全日依課表到課，請同學好好利用時間向老師諮詢解惑課業問題，並利用這

段時間好好衝刺，以獲得學測好成績。其他規定事項如下： 

一、1月  日至 1月  日上課至第八節。 

二、1月  日至 1月  日配合高一、高二期末考，上課至第七節。 

三、若未到校，須依照本校請假規則辦理請假手續；為尊重老師教學及同學受教權益，

經准假後，不得到校、到班，違者一律依缺、曠課論處。 

 

※傳閱後請簽名：                高三    組 導師簽名： 

 

座

號 
簽  章 

座

號 
簽  章 座號 簽  章 

座

號 
簽  章 

座

號 
簽  章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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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0-013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3學年度 

「優質高中職認證申請委員會」組織辦法 

壹、依據 

  一、行政院 100年 9月 20日院臺教字第 1000103358 號函核定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實施計畫」－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高級中學學校評鑑

實施方案及高職學校評鑑實施方案。 

  二、教育部 101 年 8月 31 日部授教中(二)字第 1010516031 號函頒「101 學年度優質

高中職認證實施計畫」。 

  三、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1年 9月 11日高市教高字第 10136190700號函。 

  四、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3年 10月 8日高市教高字第 10337076200號函。 

貳、目的 

    成立本校「優質高中職認證申請委員會」，據以依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規劃之期程申

請優質高中職認證。 

參、工作及組織成員 

    依據教育部「103學年度優質高中職認證實施計畫」，學校單位應成立「優質高中職

認證申請會」，綜理學校向主管機關申請優質高中職認證事宜。其成員如下：（一）

校長、（二）行政人員代表、（三）教師代表及家長代表。故本委員會組織成員如

下：校長、各處室主任 7人、各科主席 7人、教師會代表 1人、家長會代表 1人，

共 17人。 

肆、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經校長核示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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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3學年度 
「優質高中職認證申請委員會」成員一覽表 

項次 職稱 原 職 稱 姓名 職                     掌 

1 主任委員 校    長 謝文斌 綜理優質高中職認證申請事宜 

2 執行秘書 教務主任 鄭文豪 規劃優質高中職認證申請相關業務 

3 委    員 學務主任 謝瑞隆 協助優質高中職認證申請相關業務 

4 委    員 總務主任 李定宗 協助優質高中職認證申請相關業務 

5 委    員 主任輔導教師 鐘  穎 協助優質高中職認證申請相關業務 

6 委    員 圖書館主任 吳榮發 協助優質高中職認證申請相關業務 

7 委    員 主任教官 黎士豪 協助優質高中職認證申請相關業務 

8 委    員 秘    書 傅嘉忠 協助優質高中職認證申請相關業務 

9 委    員 教師會長 陳建鎮 協助優質高中職認證申請相關業務 

10 委    員 家長會長 宋銘興 協助優質高中職認證申請相關業務 

11 委    員 國文科主席 蕭卓華 協助優質高中職認證申請相關業務 

12 委    員 英文科主席 薛建福 協助優質高中職認證申請相關業務 

13 委    員 數學科主席 甘維衡 協助優質高中職認證申請相關業務 

14 委    員 自然科主席 周全盛 協助優質高中職認證申請相關業務 

15 委    員 社會科主席 顏銘賢 協助優質高中職認證申請相關業務 

16 委    員 藝能科主席 解芮君 協助優質高中職認證申請相關業務 

17 委    員 體健科主席 謝昌瞱 協助優質高中職認證申請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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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0-014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 學年度學校課程 

自我評鑑計畫 

106 年 12 月 14 日課程發展委員會會通過 

一、依據：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及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工作計畫 

二、目的 

（一）探討本校在課程發展過程中的影響因素、支援系統或相關問題，以增進課

程發展的實施成效。 

（二）透過課程評鑑，引導本校相關教育工作者進行校務省思，促進專業成長。 

三、評鑑流程： 

 

 

 

 

 

 

 

 

 

 

 

 

 

 

 

 

 

 

 

 

 

 

 

 

課程發展委員會 

1.訂定學校課程自我評鑑實施計畫 
2.成立學校課程自我評鑑小組 

課程自我評鑑小組依計畫進行評鑑 

課程自我評鑑小組提出評鑑結果 

評鑑檢討會議、提出改進方案 

（向課程發展委員會提出報告） 

追蹤評鑑（追蹤解決策略落實情形） 

理解特色與成

效，再求精進 
彙整建議事項，向教

育主管單位反應 

研討改進方

案，付諸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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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鑑內容及說明 

本校課程自我評鑑之內容，包括評鑑項目、評鑑規準、評鑑重點、評鑑方式

與資料來源、評鑑結果及綜合評鑑表等。依據上述內容，本校視實際情況訂定評

鑑手冊，並於每項評鑑重點之後增列本校特色的評鑑重點。 

（一）評鑑項目: 

本評鑑項目共有「課程規劃」、「課程實施」、「成效評估」、「專業發展」及「行

政支援與資源整合」等五項。 

（二）評鑑規準: 

評鑑規準係依據評鑑項目加以設計，本校課程自我評鑑規準共五項。 

1.課程規劃 

本項有 3 個規準，重點在依據國家課程綱要規劃學校的課程。主要內涵是訂

定適切的學校課程目標；發展具體可行的學校課程計畫；選編適切的教學材料。 

2.課程實施 

本項有 3 個規準，重點在落實學校課程計畫與教學計畫。主要內涵：落實教

學計畫與進度；組成教學團隊，發揮教師專長；教學評量多元化，依結果實施補

救教學或教學改進。  

3.成效評估 

本項有 3 個規準，重點在課程績效的反省。主要內涵：瞭解教師的教學成效；

檢核全體學生的學習表現；運用課程評鑑結果。    

4.專業發展 

本項有 2 個規準，重點在成員的專業發展。主要內涵：規劃並提供教師專業

進修活動；提供多元化的專業成長模式，並實踐於教學中。 

5.行政支援與資源整合 

本項有 4 個規準，重點在課程發展中有關學校人、事、物運作之行政支援與

資源整合。主要內涵：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有明確之任務、分工與運作；提供

課程發展所需的行政支援，有效運用資源；建置知識管理系統，整合資源，建立

共享機制；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成員具有專業知能與領導能力，能支持並參與課

程發展。 

(三)評鑑重點: 

評鑑重點係依據評鑑規準之內涵分析而得較為具體之思考方向，俾利於本校

課程評鑑時之反省、思考與對話，並於每條評鑑規準之下增列本校特點的評鑑重

點。 

(四)評鑑方式與資料來源: 

依據規準性質，採用座談、訪談、參觀、觀察、操作、閱讀相關資料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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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相關資料來源詳見各評鑑規準，包括：辦法、計畫、教學進度、檔案、記

錄（紙本文件、錄音或相片說明）、問卷、表件簿冊、成果等。本「評鑑方式與

資料來源」中舉出之各種評鑑方式係供參考，資料則為基本需備內涵；課程發展

委員會可在真實性與實用性的原則下，視實際情況運用評鑑方式並增列各種資

料。 

(五)評鑑結果: 

評鑑結果包含量化結果與質性描述，以「質性描述」為主，「量化結果」為

輔。「量化結果」為課程評鑑小組針對各評鑑重點的實際達成情形，在 1 2 3 4 5 

五個配分中圈選符合實際情形的配分，3 是普通，分數越高越正向；之後再依規

準計算平均結果。「質性描述」為課程評鑑小組針對各評鑑規準進行描述與回應，

說明辦理之具體情形、學校特色、遭遇困難及待改進事項。 

(六)綜合評鑑表: 

各項目評鑑之後有綜合評鑑表，係提供課程評鑑小組及課程發展委員會針對

「量化結果」與「質性描述」—各項目之辦理成效與特色、遭遇困難及待改進事

項、具體改進策略等，做綜合整理。 

（七）評鑑內容 

評鑑內容: 

評鑑

項目 
評鑑規準 評鑑重點 

評鑑方式與資料

來源 

評鑑結果 

量 化 結

果 

質性描述（具體成

果、學校特色、遭遇

困難及改進事項） 

一、

課程

規劃 

1. 訂定適切的學

校課程目標 

1-1 學校能以具

體作為增進學校

成員對課程綱要

之理解、詮釋與轉

化。 

1. 課程發展委員

會的座談、研

討 

2. 行政人員、教

師的意見交

流、對話 

3. 閱覽相關資

料： 

 課程綱要說

明、研習或研

討活動 

 學校本位課程

5 

透過課程發展委員會

的充分討論,能針對

學校發展目標訂定適

切的課程計畫  

1-2 訂定彰顯學

校本位精神的課

程目標與發展策

略。 

5 

1-3 課程發展相

關組織能透過討

論對話的過程擬

定學校課程計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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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評鑑規準 評鑑重點 

評鑑方式與資料

來源 

評鑑結果 

量 化 結

果 

質性描述（具體成

果、學校特色、遭遇

困難及改進事項） 

分析 

 學校課程計

畫：目標 

 學校中長程發

展計畫 

 課程發展委員

會相關會議記

錄 

2. 發展具體可行

的學校課程計畫 

2-1 依據課程綱

要實施要點規

定，規劃學校課

程。 

1. 課程發展委員

會的座談、研

討 

2. 閱覽相關資

料： 

 學校課程計

畫：總體架

構、學習節數

分配 

 各領域課程規

劃 

 多元選修節數

規劃 

 學校本位課發

展相關之教學

主題、活動設

計 

 補救或銜接教

學規劃 

 學校課程評鑑

計畫（含成立

課程評鑑小

組） 

5 

能於課程發展委員會

中擬定各科開課學分

安排  

2-2 依據課程綱

要實施要點的規

定，編擬各年級各

學習領域與多元

選修課程計畫並

落實學校課程目

標。 

5 

2-3 重大議題適

切融入相關課程

計畫中。 

5 

2-4 課程計畫兼

重各年級縱向的

銜接與領域間橫

向的統整。 

5 

2-5 編擬各學科

的教學活動計畫。 
5 

2-6 建構學校課

程評鑑機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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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評鑑規準 評鑑重點 

評鑑方式與資料

來源 

評鑑結果 

量 化 結

果 

質性描述（具體成

果、學校特色、遭遇

困難及改進事項） 

3. 編選適切的教

學材料 

3-1 依據學校訂

定的教科用書評

選辦法，選用教

材，並能敘明選擇

的理由。 

1. 課程發展委員

會的座談、研

討 

2. 閱覽相關資

料： 

 教科書評選辦

法 

 教科書評選會

議 

 自編教材或學

習單 

 課程發展委員

會審查紀錄 

5 

能於各科教學研究會

中針對各科教學目標

及實施方式,選定適

合的教材  

3-2 各學科或學

習領域能發展或

討論自編教材，落

實學校本位課程。 

5 

3-3 學校使用之

自編自選教材於

課程發展委員會

中討論審查。 
5 

二、

課程

實施 

1. 落實學校課程

計畫與進度 

1-1 教師依據各

學科與多元選修

課程計畫，擬定落

實的具體做法與

進度進行教學。 

1. 校長、行政人

員的意見交

流、對話 

2. 觀察教學現場 

3. 訪談教師、學

生 

4. 閱覽相關資

料： 

 課程計畫（含

多元選修學習

節數規劃） 

 教學進度 

 學校行事規劃 

 教學歷程檔案

或記錄 

 教學資源運用

記錄 

 校內外教學環

5 

能依據課程計畫及教

學進度表,於預定時

程內完成教學內容授

課。滿足 IEP 學生學

習需求。  

1-2 整合各學科

的教學活動計畫

並落實於相關年

級或領域教學。 

5 

1-3 課程實施能

顧及學生個別差

異、安排教學情

境、有效運用各項

教學資源等。 

5 

1-4 視實際需要

或配合重大議題

調整學校課程與

教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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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評鑑規準 評鑑重點 

評鑑方式與資料

來源 

評鑑結果 

量 化 結

果 

質性描述（具體成

果、學校特色、遭遇

困難及改進事項） 

境運用記錄 

2. 組成教學團

隊,發揮教師專長 

2-1 依據教師領

域專長或年級屬

性，形成教學團隊

以討論課程或進

行協同教學。 

1. 教學研究會的

座談、研討 

2. 教師團隊意見

交流、對話 

3. 閱覽相關資

料： 

 教師職務及課

務安排 

 教師團隊活動

規劃與檔案 

 教學活動記錄 

5 

定期召開各科教學研

究會,並於會中討論

課程實施方式及檢討

教學成效  

2-2 能對教學團

隊的運作情形進

行分享、檢討或反

省。 5 

3. 教學評量多元

化，依結果實施

補救教學或教學

改進 

3-1 參照課程綱

要中各領域多元

評量之理念，以多

種方式評量學生

學習表現。 

1. 教務行政人

員、教師、學

生的意見交

流、對話 

2. 閱覽相關資

料： 

 學生學習檔案 

 評量規劃與紀

錄 

 評量資料分析

與補救教學之

設計與實施 

5 

於教學研究會中針對

評量方式及結果提出

檢討與改進方向  

3-2 兼顧形成性

評量和總結性評

量。 

5 

3-3 檢視評量結

果，進行補救教學

或教學改進。 4 

三、

成效

評估 

1. 了解教師的教

學成效 

1-1 鼓勵教師發

表教學或研究成

果，並進行自我評

估。 

1. 閱覽相關資

料： 

 教師發表或研

究成果 

5 

能利用校內學術性刊

物發表研究成果,並

於教學研究會中分享

教學經驗  

1-2 教師間能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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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評鑑規準 評鑑重點 

評鑑方式與資料

來源 

評鑑結果 

量 化 結

果 

質性描述（具體成

果、學校特色、遭遇

困難及改進事項） 

過觀摩、教學經驗

分享、教學札記

等，討論教學成

效。 

 教學觀摩、教

學經驗分享、

教學札記等紀

錄 

 改進計畫 1-3 教師能支

持、配合學校課程

計畫，或提出改進

意見。 

5 

2. 檢核全體學生

的學習表現 

2-1 依據『高級中

學成績考查辦

法』，建立學生成

績評量機制。 

1. 行政人員、教

師、學生的意

見交流、訪談 

2. 參觀教學現場 

3. 閱覽相關資

料： 

 學生學習報告 

 校務會議記錄 

5 

依據學校發展目標訂

定適切的定期評量次

數,並於學期末實施

學生作業總檢查  

2-2 檢核學生能

力指標（含教學目

標）的達成程度。 5 

3. 運用課程評鑑

結果 

3-1 依據課程評

鑑結果，檢討並修

正學校課程計畫。 

1. 課程發展委員

會的座談、研

討 

2. 教師與相關行

政人員的意見

交流、對話 

3. 閱覽相關資

料： 

 課程評鑑計畫 

 評鑑會議記錄 

5 

透過各科教學研究會

及課程發展委員會檢

視課程實施成效並作

適切修正  3-2 提供課程發

展、實施與評鑑的

意見以供校內與

相關教育機構參

考。 

5 

3-3 檢核與修正

學校課程評鑑計

畫。 
5 

四、

專業

發展 

1. 規劃並提供教

師專業發展 

1-1 訂定教師專

業發展計畫（含教

師專業發展評

鑑）。 

1. 課程發展委員

會的座談、研

討 

2. 教學研究會的

5 

透過課程展委員會及

校務會議,  

建立教師專業發展共

識,並公告各項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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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評鑑規準 評鑑重點 

評鑑方式與資料

來源 

評鑑結果 

量 化 結

果 

質性描述（具體成

果、學校特色、遭遇

困難及改進事項） 

1-2 結合校外研

習機構或校際區

域聯盟，提供教師

進修觀摩機會。 

意見交流、對

話 

3. 閱覽相關資

料： 

 教師專業發展

計畫 

 教師進修、研

習之公告與

管理 

5 

訊息  

2. 提供多元化的

專業成長模式，

並實踐於教學中 

2-1 採用教學觀

摩與研討、專業對

話、工作坊、讀書

會、行動研究、演

講等多元化的成

長方式進行。 

1. 相關行政人員

的意見交流、

訪談 

2. 教師、學群團

隊的意見交

流、對話 

3. 閱覽相關資

料： 

 教學研究會紀

錄 

 教師研習進修

計畫 

 研習進修記錄 

 其他 

5 

鼓勵各科成立專業學

習社群,透過研習及

對話,提升教師專業

能力  

2-2 適時結合學

者專家加入專業

對話，協助教師自

我省察及專業發

展。 

5 

2-3 教師能分享

專業進修的經

驗、心得，應用於

教學。 

5 

五、

行政

支援

與資

源整

合 

1. 成立課程發展

委員會，有明確

之任務、分工與

運作 

1-1 課程發展委

員會的組成與運

作符合課程綱要

實施要點的規定。 

1. 課程發展委員

會的座談、研

討 

2. 教師的意見交

流、討論 

3. 閱覽相關資

5 

召開課程發展委員

會,由各科推派代表

參與會議  

1-2 課程發展委

員會組織分工明

確，縱向與橫向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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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評鑑規準 評鑑重點 

評鑑方式與資料

來源 

評鑑結果 

量 化 結

果 

質性描述（具體成

果、學校特色、遭遇

困難及改進事項） 

良好的聯繫，且能

相互支援。 

料： 

 課程發展委員

會組織與運作 

 課程發展委員

會會議記錄 

2. 學校課程發展

委員會成員具有

專業知能與領導

能力，能支持並

參與課程發展 

2-1 學校課程發

展委員會成員應

了解課程內涵與

實施途徑。 

1. 學校課程發展

委員會成員的

訪談、對話 

2. 教師、學生或

家長的意見交

流、討論 

3. 閱覽相關資

料： 

 課程發展委員

會會議紀錄 

 教學研究會紀

錄 

5 

各科推派的代表能了

解課程計畫及課程目

標予以討論及審核  

2-2 學校課程發

展委員會成員應

參與課程發展的

討論，並尊重學校

成員之專業自主。 

5 

2-3 學校課程發

展委員會成員能

了解學校的發展

與特色及學生的

需求。 

5 

3. 提供課程發展

所需之行政支

援，有效運用資

源 

3-1 整合並簡化

校內行政業務。 

1. 參觀教育場

地、設備 

2. 行政人員、教

師的意見交

流、訪談 

3. 閱覽相關資

料： 

 教學研究會紀

錄 

 教學空間環境

規劃 

5 
在有限的經費下，於

預算分配會議及教學

研究會中,針對各科

教學需求提供適當的

經費予以支援，階段

性滿足教學需求。  

3-2 配合課程發

展，讓教師能於在

校時間進行課程

研討與發展。 

5 

3-3 提供多元、合

宜之教學情境，滿

足教學使用需求。 

5 

3-4 建置有利於

教師進行討論和

教學分享的空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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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評鑑規準 評鑑重點 

評鑑方式與資料

來源 

評鑑結果 

量 化 結

果 

質性描述（具體成

果、學校特色、遭遇

困難及改進事項） 

3-5 充實與適切

使用教學設備（資

訊設備、教具、圖

書、視聽媒體

等）。 

 教學設備使用

紀錄 

 教學設備管理

辦法 

 經費使用分配

情形 

5 

3-6 經費適切支

援學校課程發展。 
5 

4. 建置知識管理

系統，整合資

源，建立共享機

制 

4-1 有效運用並

整合學校、家長及

社區的人力和資

源。 

1. 課程發展委員

會的座談、研

討 

2. 行政人員、教

師的意見交流

與對話 

3. 家長、社區人

士的訪談 

4. 學校網站瀏覽

與操作 

5. 閱覽相關資

料： 

 課程計畫、教

學設計與相關

圖書等之彙整

與管理學校網

站 

5 

能將課程計畫檔案及

各科定期考查試題公

告上網  

 

4-2 彙整並建置

知識管理系統（如

課程計畫教學檔

案、優良案例

等），提供學校成

員搜尋、閱讀。 

 

4 

 

4-3 建立課程資

訊網絡平台及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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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項目 
評鑑規準 評鑑重點 

評鑑方式與資料

來源 

評鑑結果 

量 化 結

果 

質性描述（具體成

果、學校特色、遭遇

困難及改進事項） 

善使用（電腦、網

際網路等）。 

 

綜合評鑑結果分析表 

評鑑項目 
量化結果 

（平均） 

頗具成效、學校特色，可

持續 

保持，提供其他學校參考

之事項 

遭遇困難與待改進事項 

一、課程規劃 4.92 

能依據各科教師建議及

學生需求,規畫適切的課

程計畫  

 

部分家長為求學生能準備

學測等重要考試,對課程

計畫偶有干涉  

二、課程實施 4.89 
教師能依據課程計畫及

教學進度適時完成  

 

三、成效評估 5.00 

依據課程計畫實施的結

果,能達到預期實施成效,  

使學生於學業及各方面

獲得均衡發展  

 

四、專業發展 5.00 

透過各項會議及研習使

教師能積極充實教學專

業能力  

 

五、行政支援與資源整合 4.93 

透過各項會議及與家長

會的溝通,能充分提供教

師教學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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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評鑑結果建議表 

評 鑑 後 之 具 體 改 進 策 略 

對學校本身的建議 
 

對教育主管機關的建議 
能簡化並減少行政方面的會議及計畫陳報,以增加教師接任行政

工作的意願。 
 

 

（八）綜合評鑑結果分析表 

項目 量化結

果(平

均) 

頗具成效、學校特色，可持續保持，提

供其他學校參考之事項 

遭 遇 困 難 與 待 改 

進 事 項 

課程規

劃 

   

課程實

施 

   

成效評

估 

   

專業發

展 

   

行政支

援與 

資源整

合 

   

 

（九）綜合評鑑結果建議表 

 評  鑑  後  之  具  體  改  進  策  略 

對學校

本身的

建議 

 

對教育

主管機

關的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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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0-015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學年度推動本土教育實施計畫 

   106年 12月 14日課程發展委員會會通過 

一、依據： 

     （ㄧ）中華民國 95 年 6 月 21 日台語字第 0950087762B 號令「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校

及幼稚園推動臺灣母語日活動實施要點」。 

     （二）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95年 12月 11日高市教三字第 0950047735號函「高雄市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辦理『真愛高雄-深化本土教育』實施要點」。 

    二、目標： 

     （一）學生從認識本土文化中，培養保存、傳遞及創新的觀念。 

     （二）學生從參與本土活動中，激發其愛家、愛鄉及愛國的情操。 

     （三）學生從關心本土問題中，養成主動學習及問題解決能力。 

     （四）學生從欣賞本土文學作品中，體認本土文化的主題精隨。 

     （五）學生從學習本土語言中，建立日常生活人際互動藝術。 

     （六）教師落實本土教育的推展，尊重多元文化，促進社會和諧。 

    三、實施原則： 

     （一）符合高中課綱原則，實施閱讀、欣賞及創作本土文學。 

     （二）符合彈性多元原則，因班制宜、彈性運用時間，充分發展本校課程特色。 

     （三）符合日常生活原則，以生活化的教材教法為主軸融入教學。  

     （四）符合本土活化原則，以本土為起點，學生為中心進行各項活動與教學。  

    四、實施方式：  

     （一）實施時間：106學年度 

     （二）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師生 

     （三）實施內容： 

        1.成立「本土教育推動小組」（請見附件一） 

        2.排定每年 5月「紫檀花文藝季」，當月活動做為本土教育成果之校內發表。 

        3.利用本校朝會、相關會議報告時穿插母語進行。 

        4.舉辦本土語言比賽包括：台語朗讀、台語演講、客語朗讀、客語演講比賽。 

        5.成立本土研究社、原住民研究社團，帶領學生進行本土文學及歷史研究。  

        6.建置本校本土教育資源網頁與閩南語中心資源。 

        7.充實本校校史網頁。  

        8.開發本土語言相關選修課程，或以本土語言與教材融入教學。  

        9.指導學生進行地方專題研究參加教育部校園網界博覽及全國人文獎。 

        10.定期辦理本土教育實察戶外教學活動。 

        11.鼓勵學生參加語言認證， 

    五、經費來源：由學校相關經費支付。 

    六、預期效益： 

     （一）認識本土文化，具保存、傳遞及創新的觀念。 

     （二）參與本土活動，激發學生愛家、愛鄉及愛國的情操。 

     （三）本土意識情懷，養成主動學習及問題解決能力。 

     （四）落實本土教育，尊重多元文化，促進社會的和諧。 

     （五）學習本土語言，日常生活與人際互動，美滿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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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鑑賞本土作品，體認本土文化的精髓，勿忘在我。 

    七、本計畫經本土教育推動小組研擬通過後，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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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學年度本土教育推動委員會組織 

 

項

次 

職稱 原 職 稱 姓名 執掌 

1 主任委員 校    長 謝文斌 綜理本土教育推動事宜 

2 執行秘書 教務主任 吳立森 規劃本土教育推動業務 

3 副執行秘書 學務主任 顏銘賢 協助規劃本土教育推動業務 

4 總幹事 教學組長 翁鄀宜 執行本土教育推動相關工作 

5 副總幹事 訓育組長 蔡依彤 協助執行本土教育推動相關工作 

6 委    員 總務主任 龔俊旭 協助推動本土教育相關事宜 

7 委    員 主任輔導教師 鐘  穎 協助推動本土教育相關事宜 

8 委    員 圖書館主任 蔡受勳 協助推動本土教育相關事宜 

9 委    員 秘    書 姬榮軍 協助推動本土教育相關事宜 

10 委    員 主任教官 孫足承 協助推動本土教育相關事宜 

11 委    員 教師會長 張鴻傑 協助推動本土教育相關事宜 

12 委    員 國文科主席 陳定緯 推動本土教育融入課程事宜 

13 委    員 英文科主席 陳昭華 推動本土教育融入課程事宜 

14 委    員 自然科主席 陳慶仁 推動本土教育融入課程事宜 

15 委    員 社會科主席 陳怡碩 推動本土教育融入課程事宜 

16 委    員 藝能科主席 馬復國 推動本土教育融入課程事宜 

17 委    員 音樂組長 范靜芬 推動本土教育融入課程事宜 

18 委    員 體育組長 謝昌曄 推動本土教育融入課程事宜 

19 委    員 生輔組長 林吉盛 推動本土教育融入課程事宜 

20 委    員 教    師 吳嘉鴻 協助推動本土教育融入課程事宜 

21 委    員 教    師 蘇家瑩 協助推動本土教育融入課程事宜 

22 委    員 教    師 楊心喻 協助推動本土教育融入課程事宜 

23 委    員 教    師 陳盈綺 協助推動本土教育融入課程事宜 

24 委    員 教    師 梁譯云 協助推動本土教育融入課程事宜 

25 委    員 教    師 蔡佩家 協助推動本土教育融入課程事宜 

26 委    員 資訊執秘 梁宇光 協助本土教育校史網頁製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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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0-016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學年度補救教學實施計畫 

106年 12月 14日 課程發展委員會會通過 

一、目的：針對學習落後同學提供精進課程、提升學習效能。 

二、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本校教務處。 

  （二）協辦單位：本校各處室、家長會、各科教學研究會 

三、對象：凡本校學生英數等學科學習成績低落學生，有意願參加並經導師推薦之學生。 

四、開設班別：各年段英、數等學科各一班，參加人數達 15 人以上則開班，依實際狀

況與需求開設。 

五、上課時間：每學年第二學期起各科以每週一次為原則，上課時段以開課老師於課餘

時間或特色選修時段開設。 

六、報名費用：凡報名參加者每科繳交 500元保證金，全勤者期末全額退費。 

七、教師鐘點費由優質化計畫相關項目下支應。 

八、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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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0-017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特殊班學生申請轉普通班補充規定 

107年 01月 22日編班及轉班委員會第 2次會議通過 

一、依據： 

    102年 5月 7日高級中等學校編班及轉班作業原則。 

二、實施對象： 

  (一)本校高一音樂班學生，因學習性向及志趣不合者經輔導中心、音樂組評估後，得

提出申請。  

(二)本校高一體育班學生，因學習性向及志趣不合者經輔導中心、體育組評估後，得

提出申請。 

(三)本校高一、高二科學班學生，因學習性向及志趣不合者經輔導中心、科學班辦公

室評估後，得提出申請。 

(四)本校高二科學班學生，未能通過學科資格考試者，由教務處輔導轉介至本校普通

班就讀高三。 

三、申請時間： 

(一)前條第 1-3款學生，應於每學年度第二學期 5月底前提出。 

(二)前條第 4款學生，由教務處於每年 8月輔導辦理。 

四、申請限制及程序： 

  (一)音樂班與體育班學生(第二條第 1-2款)，當年入學成績須達本校一般生(不含繁

星管道)最低門檻，且高一上學期學業成績名列全班前三分之一。 

(二)學生擬申請轉普通班者，須由家長自行提出申請書，經導師、輔導中心、原特殊

班行政管理單位(音樂組/體育組/科學班辦公室)蓋章後才予受理。 

五、審核原則： 

除第二條第 4款由教務處直接辦理之外，其餘於申請時間截止後，由本校編班及轉

班委員會審核並決議之。 

六、特殊班級學生當年度入學招生簡章若另有規定則從其規定。 

七、本規定經本校編班及轉班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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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0-018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教育實習實施要點 

97年 8月 29 日校務會議通過 

壹、目的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師資培育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師資，

以充裕教師來源，並增進其專業知能，特依據師資培育法等相關規定制定本辦法。 

貳、輔導對象 

本校與師資培育大學訂定輔導實習教師合作契約，並經該大學推薦及本校同意之實

習教師，得至本校實習。 

參、實習輔導小組之組成、任務及任期 

  一、本校應成立實習輔導小組，輔導實習教師從事教育實習工作，輔導小組由校長召

集並主持會議，其組成成員如下： 

    (一)當然代表：教務主任、學務主任、主任輔導教師、教師會代表。 

    (二)浮動代表：當學期各科之實習輔導教師。 

  二、實習輔導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擬定本校教育實習輔導計畫 

    (二)推動相關教育實習輔導工作 

  三、實習輔導小組其任期一任一年，每年自八月一日至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肆、輔導實習期限： 

實習教師至本校以實習半年為原則，每年自八月一日起至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或

二月一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適用舊制者，依舊制規定期限辦理。 

伍、輔導要項： 

  一、實習輔導教師職責如下： 

    (一)輔導實習教師擬訂教育實習計畫。 

    (二)輔導實習教師從事教學實習及導師(級務)實習。 

    (三)協調提供實習教師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 

    (四)輔導實習教師心理調適問題。 

    (五)評閱實習教師之作業或報告。 

    (六)評量實習教師之教學演示及綜合表現成績。 

    (七)對實習教師有關之其他協助及輔導。 

    (八)參與師資培育之大學及主管機關辦理之相關活動。 

  二、實習輔導教師之遴選，由教務處與相關科處室共同推薦曾任教三年以上，教學經

驗優良且有意願指導之教師，聘請擔任實習輔導教師工作。 

  三、輔導實習方式： 

    (一)實習項目：分為教學實習、導師（級務）實習、行政實習、研習活動等四項。 

      1.教學實習：由實習教師與實習輔導教師共同規劃實習計畫。 

      2.導師實習：由實習輔導教師擔任班級經營指導工作，實習教師應參與班級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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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行政實習：於學期中輪流至教務、學務、輔導等處室協助工作，該處室主任或

組長為實習輔導教師。行政實習時間以每週兩個半天為原則。 

      4.研習活動：鼓勵實習教師踴躍參加研習活動。 

    (二)實習教師就實習階段撰寫心得報告：含教學實習、導師實習及行政實習。 

    (三)實習教師可協助實習輔導教師從事下列教學及級務工作： 

      1.協助批改作業指導。 

      2.協助教學活動。 

      3.協助教師個別指導學習上有困難或落後之學生。 

      4.協助教師準備教學資源、取得教具或製作教具。 

      5.協助教師指導清潔活動及打掃工作。 

      6.協助教師班級經營。 

      7.協助教師處理班級內偶發事件。 

陸、實習內容時程表： 

實習輔導小組應擬定實習內容時程表以供遵循。 

柒、實習成績評量： 

  一、實習教師實習成績評量，由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共同評定之，採百分

法，以六十分為及格。師資培育之大學實習指導教師評量占百分之五十，教育實

習機構評量占百分之五十。 

  二、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對實習學生之評量項目及比例如下： 

    (一)教學實習（含至少一次教學演示）成績占實習總成績百分之四十。 

    (二)導師（級務）實習成績占實習總成績百分之三十。 

    (三)行政實習成績占實習總成績百分之二十。 

    (四)研習活動成績占實習總成績百分之十。 

  三、實習教師請假規定如下： 

    (一)實習教師半年實習期間請假日數如下： 

      1.事  假：三個上班日。 

      2.病  假：七個上班日(連續二日以上之病假應檢附醫生證明)。 

      3.婚  假：十個上班日。 

      4.娩  假：參考教師請假相關規定，依不同情形給假。 

      5.流產假：參考教師請假相關規定，依不同情形給假。 

      6.喪  假：參考教師請假相關規定，依不同情形給假。 

    (二)實習教師全勤者，其成績得酌予加分。請假日數超過十個上班日者，其實習成

績不得超過八十分；請假日數超過二十個上班日者，其實習成績不得超過七十

分。 

    (三)實習教師請假八小時以一日計算，應請而未請假者，以雙倍計算。請假超過四

十個上班日者（娩假超過四十五個上班日者），應停止教育實習。 

捌、一般事項： 

  一、實習教師至本校實習須先經本校相關學科同意，每科以不超過兩名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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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實習成績不及格者，經本校實習輔導小組同意後，得重新在本校實習，但以一次

為限。 

  三、實習教師之教學實習，應以循序漸進為原則。開學後第一週至第三週以見習為主，

第四週起開始教學實習；實習期間實習教師之實習節數不得超過該科專任教師基

本授課時數之二分之一。 

  四、本校擔任實習輔導教師得減少每週授課節數一至二節。 

  五、實習教師之各項實習活動應有實習輔導教師或專任教師在場指導。 

  六、實習教師不得從事下列事項： 

    (一)獨任交通導護。 

    (二)單獨帶學生參加校外活動。 

    (三)代理導師職務。 

    (四)兼任與實習無關之工作。 

    (五)授課同一班級超過整學期上課時數之二分之一。 

    (六)代理正式教師上課。 

  七、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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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0-019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體育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計畫 

壹、 依據 

  一、行政院一百年九月二十日院臺教字第一○○○一○三三五八號函核定「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之高中高職及五專特色招生實施方案，及本部一百零一年

三月十四日臺中(一)字第一○一○○三二二六六號函頒之高中高職特色招生核

定作業要點。 

  二、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2年 2月 21日高市教健字第 10230951600號函。 

  三、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作業要點。 

 

貳、 特色招生之目標及理由 

   為配合教育部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提供學生適性學習機會，培育

優秀體育人才，並強化體育素養及人文藝術領域的教學，讓教育能真正落實五育

均衡發展是我們教學理念不變的宗旨。每位莘莘學子的素質，都有不同傾向，有

的喜歡文學、有的喜歡理工、有的喜歡運動，提供多元的學習環境，使學生適性

學習。而能對其有運動天分的同學實施有系統的教學訓練，發展適性教育，讓人

人成材，達到教育目的，為國家培養未來運動人才，正是本校招收體育班的動機。

本校編制為普通高中，現有一般班級 63 班、音樂班 3 班、體育班 3 班、科學班 3

班，合計特殊班級 9 班；而體育班自民國 81年開始招收第一屆學生，其發展具有

傳統之歷史脈絡。 

   在求學階段中，學生本應不只注重智育的學習發展，而是要多元化、廣博學

習。體育班之設立，可以讓學生更有機會接觸不同的體育專業知能學習、培養其

專長，進而發展其多元能力。而在良好的教學環境與訓練情境中，學生得以更加

自我成長，追求更為卓越的境界，進而達到個人自我實現。如此之結果將可創造

學生多元升學管道，進而發展出學校特色。以下羅列本校體育班努力目標: 

  一、落實精實、有效的運動訓練： 

          以專業的運動訓練為基礎，以達全國性競賽成績為目標，更希望藉由多樣化

的訓練活動，增進訓練的成效，並以邁向國際競賽水準為總體努力方向。 

  二、涵養五育均衡的運動人才： 

          重視學生品格教育，落實人文藝術課程與活動，重視班級整潔秩序生活常

規，培養學生團隊合作精神，以達到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之運動人才。 

  三、營造和諧的運動團隊： 

          鑒於學生平日專項訓練之外，本校特別安排訓練時間，為各代表隊相互配合

安排進行共同體能訓練及球類調整訓練或游泳活動，為代表隊帶來專項訓練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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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訓練體驗以及其他運動項目的基本能力。除此之外，打破校隊間與班級間

的隔閡，藉此增進班級及各代表隊學生認同感，增進凝聚力量與情誼。 

  四、培養多樣化的競賽實務經驗： 

          本校主要培養羽球、田徑、桌球等主要運動代表隊項目，各校隊學生除參與

平日的訓練增進專項能力、參與年度的專項競賽爭取佳績外，體育班學生應當培

養個人項目以外有關之競賽實務經驗與能力。故，在學校舉辦及承辦各種代表隊

項目的比賽時，安排體育班學生參與競賽相關事務的處理，培養承辦運動賽事的

能力。 

  五、發展特色運動項目： 

          配合本校教練師資與場館運用，本校積極發展的主軸運動團隊為羽球、田

徑、桌球等項目，在歷年國內競賽獲獎無數，成績卓越。 

  六、運用社會資源： 

          本校教師極力爭取各民間團體贊助，協助本校運動團隊相關運作，並對本校

表現優異的體育班學生與有功教練頒予藝能類獎學金。 

 

參、 採特色招生之內外部優、劣勢自我評估 

  一、地理環境: 

    (一)優勢: 

    本校位於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火車站旁)，地理位置處於交通最便利地段為

一大優勢。由於本校緊鄰火車站，位處三鐵共構之交通樞紐，配合鐵路地下化，

未來將能緊鄰整個綠帶，對本校教學環境有助益，再透過校園硬體設施的重整

與更新，使得支援優質教學的訴求得以儘速配合完成。 

(二)劣勢: 

    本校位處火車站前重要幹道，交通頻繁，影響學生上放學，校園緊鄰火車管道，

火車班次行進頻繁，產生噪音干擾學科教學進行。 

 

  二、軟硬體設備: 

(一)優勢: 

    本校校園佔地約近 8公頃，各項教學設施完整，提供學生優良的活動空間。 

(二)劣勢:  

    學校校舍老舊，維修經費壓力大，排擠教學設備之經費；再者，校隊訓練場所

與體育課班級部份重疊。未來朝向成立校務基金，積極向校友募款，以充實設

備，擴充場館。此外。來自上級機關的教育補助日漸減少，但善用社會資源，

積極鼓勵校友與家長支持與協助校務推動。 

  三、學生:  

    (一)優勢: 

    本校普通班學生為高高屏地區各國中最優秀學生的集合體，體育班亦招收各地

優秀運動員，學生間形成最佳的互動學習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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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劣勢: 

        近年面臨少子化以及國中小學端體育班專長人才培育困難，實際投入競技運動

訓練之人口日益減少，造成學生招收的難度。 

  四、教師: 

(一)優勢: 

    全校教師平均年齡 40歲，整體充滿年輕力與教學熱忱，另有學經歷豐富之體

育專業師資及教練。 

(二)劣勢: 

    本校校隊人數多，單一教練執行訓練事務負擔重，效率減弱。除鼓勵積極進修，

創新教學與課程研發外，也積極向相關單位要求編列教練人員支援，並訂定各

科「教師指導比賽獎勵辦法」激勵教師指導學生爭取榮譽。 

  五、家長資源:  

    (一)優勢: 

    本校家長社經地位普遍優渥，對教育關心且投入，給予學校行政、教學上莫大

的支持與幫助。 

    (二)劣勢:  

    體育班家長所能提供之資源相對性少，但來自非體育班家長資源的支持與協

助，可以協助體育班家長資源相對不足部分。故，有必要針對體育班發展目標

與需求，配合學校運作方向，分配既有學校資源以利體育班順利運作。 

  六、社區資源:  

    (一)優勢: 

    本校具有悠久的歷史 (1922 年創校)，學風優良，校友畢業眾多且優秀，校友

資源嚴然成為本校各項發展之最大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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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三年課程規劃及相關師資條件 

  一、體育班各年級科目及學分數規劃一覽表(101.5.31 修訂)   

 

類

別 

 

            

年級 

            

學期 

    學分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備註 

第

一 

學

期 

第二 

學期 

第一 

學期 

第二 

學期 

第一 

學期 

第二 

學期 

 

領

域 

科目 

 

 

 

 

 

 

 

 

 

 

 

必

修 

綜合活動 2* 2* 2* 2* 2* 2*  

語

文

領

域 

國文 4 4 4 4 4 4  

英文 4 4 4 4 4 4  

數學 4 4 4 4    

社

會

領

域 

歷史 1 1 1 1   社會領域及自然領域二

年級學分合計為六學分 地理 1 1     

公民與

社會 

1 1 1 1   

自

然

領

域 

 

 

基礎物

理 

 2     

基礎化

學 

2      

基礎生

物  

 2 1 1   

基礎地

科 

2      

藝

術

領

域 

音樂 美

術

1 

美術

1 

音樂

1 

 

音樂

1 

 

 

  藝術領域含括音樂、美

術、藝術生活等三科，至

少修習二科目，學校得採

取每學期一或二學分的

排課方式。 

美術 

藝術生

活 

生

活

領

家政 健

護

1 

健護

1 

 

1 

 

 

1 

  生活領域與健康與護理

至少修習二科目，學校得

採取每學期一或二學分

生活科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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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資訊科技

概論 

的排課方式。 

健

康

體

育 

健康與

護理 

體育     1 1 體育得調整於二、三年級

授課。 

全民國防教育   1 1    

體

育

專

業

學

科 

運動學

概論 

  1 1   1. 本科目包含運動傷害防

護、運動倫理、運動科學、

運動人文、運動禮儀等課

題概述。 

2. 本科目得調整於一、三年

級授課。 

專

項

術

科 

專項體

能 

4 4 4 4 4 4 由各校依所設運動類別

自行訂定，並得在總學分

不變下自行調整學分數。 專項運動

技術 

4 4 4 4 4 4 

必修小計/每

週小計 

29/

31 

29/3

1 

27/2

9 

 

 27

/29 

 17/

 19 

17/1

9 

146/158 

 

 

 

 

 

 

選

修 

語文類       生涯規劃類、生命教育類

在三年選修課程中至少

佔一學分 

數學類     5 5 

社會學

科類 

歷史       

地理   1 1   

公民       

自 然 學

科類 

物理   1 1 1 1 

化學   1 1 1 1 

生物     1 1 

地科       

生活、科技與資

訊類 

    1 1 

全民國防教育

類 

    1 1 

生命教育類 1      

生涯規劃類  1     

體

育

專項運

動戰術

3 3 3 3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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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業 

與運用 

其他彈

性選修

課程 

    運動 

英文

1 

運動 

英文

1 

 

競技運

動綜合

訓練 

3* 6* 3* 6* 3* 6* 競技運動綜合訓練應安

排於寒、暑假實施，不列

入各學期排課節數 

選修學分數合

計 

4 4 6 6 16 16 52 

必選修上限總計/

每週節數上限總

計 33/35 

33/

35 

33/3

5 

33/3

5 

33/3

5 

33/3

5 

33/3

5 

198/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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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師資來源一覽表 

 

 

    

實際教學總時

數 

支援(外聘)教師人

數   

科別 

應授

課總

時數 

實際

開課

時數 

行現有

師資人

數(含

政) 

校內 

教師 

校外 

教師 退休兼課 

校

際

兼

課 其他(請說明) 

國文 400 400 28 395 5 1 0   

英文 414 414 27 400 14 1 0   

數學 389 389 25 389 0 0 0   

生物 124 124 10 124 0 1 0   

物理 195 195 12 195 0 0 0   

化學 210 210 13 210 0 0 0   

地球科學 33 33 3 33 0 0 0   

電算概論 24 24 2 24 0 0 0   

地理 118 118 6 118 0 0 0   

歷史 116 116 7 116 0 0 0   

公民 114 114 6 114 0 0 0   

生活科技 92 92 4 92 0 0 0   

音樂 83 83 5 83 0 0 0   

藝術生活 0 0 0 0 0 0 0   

美術 43 43 2 43 0 0 0   

體育 179 179 11 179 0 0 0   

健康護理 23 23 1 23 0 0 0   

國防通識 56 56 13 56 0 0 0   

生命教育 23 23 6 23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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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體育專業師資一覽表 

編

號 
姓名 職稱 

姓

別 
學   經   歷 

術 科  

專 長 

1 傅嘉忠 專任體育教師 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68 級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四十學分班畢  

手球 

網球 

2 許重光 專任體育教師 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73 級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四十學分班畢  

 田徑 

 籃球 

3 曾英嘉 專任體育教師 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81 級   足球 

4 謝昌曄 
專任體育教師 

兼體育組長 
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81 級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研究所  

碩士  

 網球 

5 姬榮軍 
專任體育教師 

兼體育班導師 
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88 級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研究所  

碩士  

 田徑 

6 劉富聰 
專任體育教師 

兼體育班導師 
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88 級  

樹德科技大學碩士  
 網球 

7 簡毓瑾 
專任體育教師 

兼羽球教練 
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94 級   羽球 

8 龔俊旭 
專任體育教師 

兼總務主任 
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88 級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研究所  

碩士  

 桌球 

9 黃睿廉 
專任體育教師 

兼體育班導師 
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67 級   田徑 

10 林少夫 專任體育教師 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93 級   撞球 

11 趙順鑫 專任教練 男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體育系畢業  

國家級田徑教練證  
 田徑 

12 廖偉喆  
羽球助理教

練  
男   台北市立體育學院研究所畢  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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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教學訓練資源: 

  一、校內體育設備: 

    (一)室內體育館:室內籃球場 1面及 6面羽球場地。 

(二)羽球館:4面羽球場。 

(三)網球場:3面紅土地面球場。 

(四)田徑場:300公尺人工跑道田徑場 1座。 

(五)游泳池 1座(25mx17M)。 

(六)重量訓練室 1間(內含完整重量訓練器材組)。 

(七)桌球台 20台。 

(八)體育視聽教室 1 間。 

  二、校外運動資源: 

(一)中正體育場 

(二)中正技擊館 

(三)壽山階梯訓練 

(四)西子灣沙灘訓練 

(五)美術館路跑 

  三、訓練經費 

(一)主管機關經費 

(二)校內年度體育教育經費 

(三)家長會指定捐助款 

(四)企業團體建教贊助款 

(五)美術館路跑 

陸、 特色招生之辦理方式 

    依「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作業要點」辦理。甄選經術科考試成績

優秀，或經評定具運動發展潛能之學生入學就讀。 

  一、招生方式:本校採甄選入學方式辦理。 

  二、編班方式:本校採專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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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招生區範圍: 不限招生區。 

  四、競技運動專長測驗科目(一)田徑項目(二)羽球項目(三)桌球項目(四)帆船項目，

實施方式:依招生簡章辦理，詳見附件一。  

柒、 學生輔導方式 

    本校為推行體育運動教育，招收競技運動成績優良學生來校就讀，成立體育

特色班級。針對相關背景學生，因學習訓練所可能衍生之運動訓練、課業學習、

運動傷害防護、運動科學教育、運動禁藥管制、運動品德與法制、生活及心理輔

導等相關問題規劃必要的輔導，以增進體育班學生身心健康、正常學習，以及成

績的提升。內容概略如下: 

  一、運動訓練: 

      制定足夠的訓練時數以及完整的訓練課程、提供訓練器材設備及場地、規劃

年度適量的比賽場次。 

  二、課業輔導: 

    (一)平日規劃完整適合的術科訓練及學科學習課程時數與內容，務求術科與學科平

衡發展為目的，透過課餘時間學生自修時間的規劃，增進課業成績的表現。 

    (二)利用重要比賽後的課業輔導課程安排，補足比賽期間落後的課程進度。 

    (三)寒暑假期間亦安排課業輔導課，針對國文、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等學科課

程進行加強。 

  三、運動傷害防護: 

      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4 學年度補助各級學校約用運動傷害防護員巡迴服務

試行計畫，本校已於 104 年 12 月份進用一名運動傷害防護員， 皆已按計畫中執

行相關工作內容。 

  四、運動科學服務: 

      協請國家訓練中心科研中心派員以及本校原有專長教師實施相關運動科學

課程講授。 

  五、運動禁藥管制、運動品德與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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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主管機關文令宣導，提供學生相關資料閱讀，並於平日訓練上加強教育

宣導。 

  六、生活及心理輔導: 

    (一)生活輔導:1.依學校生活常規，落實生活教育，並結合教官室培養學生良好生

活態度及行為。2.對賃居生不定期進行訪視及座談。3.對家境清寒學生提供本

校仁愛基金配資助。4.運用贊助經費不定期為學生補充營養。 

    (二)心理輔導:結合本校輔導中心體育班學生進行適性及個別需求的協助。 

    (三)生涯輔導:1.利用生涯輔導課程進行生涯規劃與探索。2.安排學長姐返校座談

與經驗分享。 

捌、 校內學生近三年競技運動表現成果: 

近三年競技運動表現成果如下: 

本校體育班 103年全國競賽獲獎一覽表 

項目 賽事名稱 

田徑 

103年全中運田徑高男組標決賽槍第 1名 

103年全中運田徑高男組鐵餅決賽 第 4名 

103年全中運空手道高男組第 5 量級決賽第 1名 

羽球 

103年全中運高中男子組羽球團體賽第 1名 

103年全中運高中女子組羽球團體賽第 5名 

103年全國高中盃高中男子組羽球 團體第 1名 

103年全國高中盃高中女子組羽球 團體第 1名 

103年全國高中盃高中男子組單打第 1名 

103年全國高中盃高中女子組雙打第 1名 

項目 賽事名稱 

田徑 104 年全中運田徑高女組 400 公尺第 7名 

104 年全中運田徑高男組鐵餅決賽第 5名 

羽球 104 年全中運羽球團體賽高男組第 2名 

104 年全中運羽球團體賽高女組第 3名 

104 年全中運羽球高男組個人單打第 1名 

104 年全中運羽球高男組個人雙打第 3名 

104 年全中運羽球高女及高男組個人單打第 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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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體育 104年全國競賽獲獎一覽表 

 

 

本校體育 105年全國競賽獲獎一覽表 

項目 賽事名稱 

田徑 

105年全國青年盃田徑錦標賽 

高女組 800公尺第 3名、高女組 200公尺第 5名 

高男組 400公尺第 8名、高男組 400公尺欄架第 8名 

高男組跳遠第 8名 

高男組 1600公尺接力第 2名 

羽球 

2016 年世界中學生羽球錦標賽國家隊冠軍(女生) 

2016 年世界中學生羽球錦標賽學校隊冠軍(男生) 

105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團體賽高女組第 1名,個人雙打高女組第 1名 

個人單打高男組第 2名, 團體賽高男組第 5名 

個人單打高女組第 3名,個人單打高女組第 4名, 

個人單打高男組第 8名 

105年全國羽球團體錦標賽 

男子乙組冠軍 

 

玖、 體育班評鑑之佐證資料: 

檢附本校體育班基層運動訓練站訪視評比公文。 

壹拾、 主管機關核定體育班設立及發展專長之佐證資料 

檢附高雄市教育局同意本校成立體育班公文以及近 2年招生簡章，詳見附件。 

壹拾壹、 採特色招生之預期成果 

  一、紮根我國運動選手，並提升基層學生運動競技實力。 

  二、厚植本校選手實力於全國性運動賽事爭取佳績。 

  三、培植潛力性選手於國際性運動賽事中嶄露頭角。 

104 年全中運羽球高女組個人雙打第 7名 

104 年全國高中盃高中女子團體第 1名 

104 年全國高中盃高中男子團體第 3名 

104 年全國高中盃高中女子雙打第 1名 

104 年全國高中盃高中男子單打第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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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1-00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 學年度合作教育語文競賽辦法 

106年 12月 20日 國文科教學研究會通過 

一、宗旨：為加強推行語文教育，提高本校學生研讀國語文興趣，增進國語文程度，宣

揚合作教育以期蔚為風氣而收宏揚文化績效，特舉辦本競賽。 

二、競賽項目及時限： 

  （一）國語演說：1.初賽：每人限時 5分鐘。2.複賽：每人限時 6分鐘。 

  （二）朗讀：限時 3分鐘。 

  （三）作文：限時 90分鐘。 

  （四）寫字：限時 50分鐘。 

  （五）字音字形：限時 10分鐘 

  （六）閩南語、客家語演說：每人限時 5分鐘。 

  （七）閩南語、客家語朗讀、原住民語朗讀：每人限時 3分鐘。 

三、參加對象： 

  （一）國語文競賽： 

     1. 高一、高二各班每 1項目 1名參加（不得棄權）。 

     2. 高一在國中曾得過縣市比賽前 3 名者一律參加（不受前項 1 之規定），惟最多

以參加 1項為限。 

 （二）本土語言（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高一、高二各班有意願的同學皆可

參加。 

四、競賽內容及題目規定： 

   （一）國語演說：不事先公佈題目及範圍，登台前 30分鐘抽題。 

   （二）國語朗讀：以文言文為題材（篇目先行公佈），登台前 8分鐘抽題。 

   （三）作文：題目當場公佈，除不得用韻文、詩歌寫作外，文言、白話語體不限；

文章須加標點符號，不得使用鉛筆書寫。 

   （四）寫字：內容當場公佈，紙張由校方供應，參賽選手自備筆墨，字體大小為 7

公分，紙張為 6尺宣紙四開。 

   （五）字音字形：字音 100字，字形 100字，共 200字。 

   （六）閩南語演說：題目（篇目先行公佈） 

   （七）閩南語朗讀：各組題材，皆以語體文為題材（篇目先行公佈）。參賽當日於每

位競賽員登臺前 8分鐘，當場親手抽定。 

 （八）客家語演說：題目三擇一（篇目先行公佈） 

 （九）客家語朗讀：各組題材，皆以語體文為題材（篇目先行公佈）。參賽當日於每

位競賽員登臺前 8分鐘，當場親手抽定。 

 （十）原住民族語朗讀：各組題材，皆以語體文為題材（篇目先行公佈）。參賽當日

於每位競賽員登臺前 8 分鐘，當場親手抽定。 

五、評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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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閩南語、客家語演說：  

  （一）語音（聲、韻、調、語調）：占百分之 45。 

  （二）內容（見解、結構、詞彙）：占百分之 45。 

  （三）臺風（儀容、態度、表情）：占百分之 10。 

  （四）時間：超過或不足，每半分鐘扣均一標準分數 1分，未足半分鐘，以半分鐘計。 

  ※國語、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朗讀： 

  （一）語音（發音及聲調）：占百分之 50。（國語以一字多音審訂表為主） 

  （二）聲情（語調、語氣、語情）：占百分之 40。 

  （三）臺風（儀容、態度、表情）：占百分之 10。 

  ※作文： 

  （一）內容與結構：占百分之 50。   

  （二）邏輯與修辭：占百分之 40。 

  （三）書法與標點：占百分之 10。 

  ※寫字： 

  （一）筆勢與功力：占百分之 60。   

  （二）結構與章法：占百分之 40。 

  （三）正確與迅速：錯別字或漏字每字扣 3分，未及寫完者，每少寫 1字扣總平均分

數 2分。 

  （四）一律以教育部公布之標準字體為書寫標準 

  ※字音字形：一律書寫標準字體，每字 0.5分，塗改一律不計分。分數相同者，以正

確美觀予以評定名次。 

六、評審及命題人員：聘請本校國文科教師或具該項專長之教師擔任。 

七、獎勵：每組取前 3名，佳作若干名，可從缺，呈請 校長頒發獎狀以茲鼓勵並由員

生合作社提供儲值金加值獎勵，第一名 500 元、第二名 300 元、第三名 200

元、佳作 100 元。第一名代表學校參加全市競賽。 

八、競賽時間及地點：（地點若有變動另行通知） 

  （一）國語演說：4 月 24 日(一)下午 1時 30 分於弘毅樓 2 樓（高一組）與弘毅樓 3

樓（高二組）舉行初賽。5月 15 日(一)下午 1時 30分於同一地點

舉行決賽。 

  （二）國語朗讀：4月 24 日(一)下午 1時 30分於活動中心 3樓舉行初賽。 

  5月 15 日(一)下午 1時 30分於活動中心 3樓舉行決賽。 

  （三）作文：6月 6日（週二）下午 1時 30分開始在弘毅樓 3樓舉行。 

  （四）寫字：6月 6日（週二）下午 2時 30分開始在弘毅樓 2樓舉行。 

  （五）字音字形：6月 6日（週二）下午 1時 30 分開始在弘毅樓 2樓舉行。 

  （六）閩南語演說、朗讀：4 月 24 日(週一)下午 1 時 30 分綜合大樓五樓國文科視聽

教室舉行。 

  （七）客家語演說、朗讀：5月 15日（週一）下午 1時 30分於弘毅樓 2樓舉行。 

  （八）原住民族語朗讀：比賽時間及地點於報名截止後另行通知。 

九、報名方式：4 月 17 日（週一）前，上學校首頁報名，並將紙本報名表（附件）經

任課國文老師簽名後，繳回教學組，謝謝！ 

十、本辦法經 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其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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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1-002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 學年度英文單字比賽辦法 

106年 9月 20日英文科教學研究會通過 

一、宗旨：為提高本校學生英文程度，增進英文單字能力，特舉辦本比賽。 

二、依據： 

(一）行政院研考會「提升國人英語能力建設計畫」暨本部「各級學校英語文教育行

動方案」。 

 (二）106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英文單字比賽實施計畫。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務處 

（二）協辦單位：英文科 

四、參加對象： 

   (一)高二、高三各班二名請英文老師推薦參加（不得棄權）。 

   (二)高一學生若要參加，需具備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以上或相當檢定資格，由英文

教師推薦。 

五、競賽題目： 

  （一）命題內容：高中常用 7000英文單字（參考大考中心高中英文參考詞彙表第一

至六級）。  

 (二)測驗內容：  

1.「看中、聽英拼寫」：看中文、聽英文，寫出正確的英文。 

2.「聽英選中」：聽英文，選出正確的中文字義。 

 3.「看中選英」：看中文，選出正確的英文字義。 

 4.「看英選中」：看英文，選出正確的中文字義。 

六、 競賽時間：50分鐘 

七、 競賽地點：高三：軍訓教室三樓；高二、高一：軍訓教室二樓。 

八、 競賽日期： 106  年 9  月 19  日（週 二 ）下午 3 時 20 分。 

九、報名日期： 

（一）本次比賽採線上報名，請學藝股長或英文小老師待班級參賽同學確定後，

至學校首頁連接網址報名。報名網頁開放時間：即日起至 9月 13 日。逾時

不候。 

（二）請學藝股長或英文小老師將此紙本報名表經英文老師簽名並網路報名後，

於 9月 13日放學前送交至教務處教學組。一年級參賽班級，請將證明文件

一併送達。 

十、獎勵： 

（一）分 A(一、二年級)、B（三年級）兩組，每組取前三名，佳作若干名，呈請  

校長頒獎鼓勵。 

（二）不分年級，由評審老師擇優代表學校參加全國性區域競賽。 

十一、本辦法經  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其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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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請參賽同學攜帶 2B 鉛筆及原子筆應試。 

【請沿虛線撕下】本次比賽採線上報名 

106學年度英語單字比賽報名表          年級與班級：            負責同學： 

姓名 
座

號 
學號 

出生 

年月日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英文任課老師簽名:                      

 

本表請於 9 月 13 日（週三）前送交教務處教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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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1-003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學年度英語演講比賽辦法 

106年 9月 20英日文科教學研究會通過 

一、宗旨：為激勵學生學習英文興趣，提高本校學生英語程度，增進學生英語表達能力，

特舉辦本比賽。 

二、參加對象： 

   (一)高二、高三各班最多二名參加，請英文老師推薦。 

   (二)高一學生若要參加，需具備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以上檢定資格。 

三、競賽題目： 

   （一）（初賽）抽選題（看圖說故事）：於比賽前五分鐘抽籤決定。 

   （二）（決賽）指定題：第一階段比賽完畢後公佈。 

四、 競賽日期： 

   （一）（初賽）抽選題：106年 9月 27日（週三），下午 1時 20分。 

   （二）（決賽）指定題：106年 10月 25日（週三），下午 1時 20分。 

五、 比賽地點：弘毅樓二樓。準備地點：弘毅樓三樓 

六、 競賽時間： 

   （一）抽選題：限時二分鐘。    （二）指定題：限時三分鐘。 

七、報名日期： 

 (一）本次比賽採線上報名，請學藝股長或英文小老師待班級參賽同學確定後，至

學校首頁連接網址報名。報名網頁開放時間：即日起至 9月 20日。逾時不

後。 

（二）請學藝股長或英文小老師將此紙本報名表經英文老師簽名並網路報名後，於

9月 20日前送交至教務處教學組。一年級參賽班級，請將證明文件一併送

達。 

八、評分標準： 

   （一）.內容：40%  2.語言表達能力：40%  3.儀態：10%  4.時間：10%。 

九、獎勵： 

   （一）.分 A(一、二年級)、B（三年級）兩組，每組取前三名，佳作若干。呈請  校

長頒獎鼓勵。 

  （二）不分年級，由評審老師擇優代表學校參加校外競賽。 

十、附則： 

    （一）抽選題比賽錄取各年級前六名（不分名次）參加指定題比賽。 

    （二）未參加抽選題比賽者，不得參加指定題比賽。 

    （三）比賽出場順序統一由教學組代抽籤，伺後將參賽順序公佈至各班。 

    （四）決賽成績計算方式為：抽選題佔 55%；指定題佔 45%，同分者以抽選題高分者

優先錄取。 

十一、本辦法經  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其修正亦同。 
 



115 

【請沿虛線撕下】本次比賽採線上報名 
 
106學年度英語演講比賽報名表        年級班級：         負責同學：      
     

姓名 座號 學號 
出生 

年月日 
戶籍地址 電子郵件 聯絡電話 是否曾在英語系國家居住滿一年 

        

        

 

 
英文任課老師簽名: 

 
本表請於 9月 20日（週三）前送交教務處教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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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1-004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學年度英語作文比賽辦法 

106年 9月 20日英文科教學研究會通過 

一、 宗旨：為提高本校學生英文程度，增進英文寫作能力，特舉辦本比賽。 
二、 參加對象： 
   (一)高二、高三各班一名請英文老師推薦參加（不得棄權）。 
   (二)高一學生若要參加，需具備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以上或相當檢定資格，由英文

教師推薦。 
三、競賽題目：由教務處聘請命題委員命題，題目於比賽時當場公佈。   

四、競賽時間：100分鐘（作文紙由學校提供）。 
五、比賽地點：活動中心三樓。 
六、競賽日期：106年 9月 26日（週二）下午 3時 20分。 
七、報名日期： 

  (一)本次比賽採線上報名，請學藝股長或英文小老師待班級參賽同學確定後，至學

校首頁連接網址報名。報名網頁開放時間：即日起至 9月 20日。逾時不候。 

   (二)請學藝股長或英文小老師將此紙本報名表經英文老師簽名並網路報名後，於 9
月 20日前送交至教務處教學組。一年級參賽班級，請將證明文件一併送達。 

八、評分標準： 
   （一）內容：30%     （二）結構：20%    （三）文法：20%    
   （四）修辭：20%。   （五）標點與拼字：10%     

  （六）請一律用黑色、深藍色筆作答。 
九、獎勵： 
    （一）分 A(一、二年級)、B（三年級）兩組，每組取前三名，佳作若干名，呈請  校

長頒獎鼓勵。 
    （二）不分年級，由評審老師擇優代表學校參加校外競賽。 
十、本辦法經  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其修正時亦同。 
 

【請沿虛線撕下】本次比賽採線上報名 
 
106學年度英語作文比賽報名表        年級班級：         負責同學：     

      

姓
名 

座
號 

學
號 

出生 
年月
日 

戶籍地
址 

電子郵
件 

聯絡電
話 

是否曾在英語系國家居住滿
一年 

  

  

    

 

 
英文任課老師簽名: 

 
本表請於 9月 20日（週三）前送交教務處教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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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1-005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學年度推動第二外語教育 

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高級中學課程標準。 

二、 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 

三、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0年 5月 2日，高市四維教高字第 1000026250號函。 

 

貳、目標 

一、 為提供學生多元之外語學習機會，營造優良之第二外語學習環境，以增進學生

之國際競爭力。 

二、 建立學生學習第二外語之正確態度與能力，奠定學生日後繼續深造基礎，以應

應學生自我成長與生涯規畫之需求。 

三、 藉由外語學習活動，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以厚植學生第二外語能力。 

四、 透過網際網路交流，增進學生對日本、法國、德國、越南等國家之歷史文化與

風土民情之了解，以拓展學生國際視野。 

 

叁、實施方式 

一、 師資 

(一) 由文藻外語學院師資支援。 

(二) 由文藻外語學院相關校系推薦合適人選。 

 

二、 開班 

      本校 106學年度擬開設日語、法語、德語、越南語共 4班，表列如下： 

 

一年級 

班 別 日語(一) 法語(一) 德語(一) 
越南語

(一) 
合 計 

班級數 1 1 1 1 4 

三、 招生：高一有興趣者，於特色選修時段選修上述第二外語課程。 

四、 課程與教材教法 

(一) 課程：本課程每週授課兩節，列為特色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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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材：依據高級中學課程標準之審定本，或教師自編教材。 

(三) 教法：為增進學生聽、說、讀、寫能力，以小班教學為宜。教學活動以能啟

發學生創造思考為原則。 

1. 小班教學，重視學生個別差異 

2. 安排參訪交流活動，如參觀日語小學等。 

3. 鼓勵學生參加檢定，以激勵學習效能。 

五、 教學設備 

(一) 硬體設備：充分運用本校現有語言、視聽教室設備。 

(二) 軟體設備：購置教學所需之圖片、卡片、錄音帶、錄影帶、電腦輔助教學軟

體等媒體教具。 

六、 成績考查：依據教育部頒「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一) 評量方式：視教學實際情形，採用多元評量方式進行教學評量。 

(二) 成績採計：以選修科目併入學習成績採計之。 

 

貳、 經費預算：本計畫所需經費擬申請教育部、教育局補助，不足部分由本校配合款

項下支應。（經費預算詳如附件一） 

參、 預期效益 

一、 營造學生學習第二外語環境，提供多元學習機會。 

二、 增進學生第二外語能力，促進自我成長，有利生涯規畫選擇。 

三、 拓展學生國際交流機會，提升國際視野。 

肆、 本計畫經陳 教育局轉陳 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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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2-00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 

104年 1月 20日校務會議通過 

104年 6月 30日校務會議修訂 

104年 8月 28日校務會議修訂 

106年 6月 30日校務會議修訂 

壹、總則 

一、為處理本校學生學習評量，依教育部 105年 6月 1日修訂頒「高級中等教育法」

及教育部 103年 1 月 8日頒「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 27條之規定，

特訂定「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以下簡稱本補充

規定。 

二、本校學生學習評量，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補充規定」辦理。 

三、本校學生修業年限以三年為原則。 

學生未在修業年限內修畢應修課程者，得延長其修業年限，至多二年。 

身心障礙學生因身心狀況及學習需要，得延長修業期限，至多四年。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得延長修業期限，至多四年。 

四、本校學生每學期應修習之學分數：依部頒課程綱要規定修習。 

貳、學業成績評量與登錄 

五、學業成績評量，應兼顧認知、技能及情意等學習結果，分日常評量及定期評量。 

   （一）日常評量：每一科目得依其性質酌採下列方式辦理： 

       1.口頭問答。 

       2.演習練習。 

       3.實驗操作。 

4.書面或口頭報告。 

       5.術科操作。 

       6.實際操作。 

       7.作文。 

       8.隨堂測驗。 

       9.其他。 

（二）定期評量：分期中、期末進行，由教務處統一排定以筆試方式辦理。每學期

一至三次期中考，一次期末考。 

六、每一學科日常評量及定期評量成績，除課程綱要另有規定外，依下列百分比合計

為學期成績。 

    （一）英文、數學、自然學科及社會學科等科目計分百分比： 

         1.日常平均成績佔 40％。 

         2.期中考及期末考成績佔 60％(按考試次數平均)。 

    （二）國文計分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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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國文教材測驗(期中考及期末考)平均成績佔 40％。 

       2.日常平均成績佔 30％。 

       3.作文（含課外閱讀報告）佔 30％。 

   （三）體育計分百分比： 

       1.運動技能及體能：50％（體能最多佔 10％）。 

       2.運動精神與學習態度：25％。 

       3.體育知識：25％。 

   （四）全民國防教育計分百分比： 

       1.日常平均成績佔 30％(其中術科佔 50％)。 

       2.期中考平均成績佔 30％。 

       3.期末考成績佔 40％。 

   （五）音樂、美術、家政、藝術生活等科目計分等科百分比： 

       1.日常平均成績佔 60％。 

       2.定期平均成績佔 40％。 

    （六）生活科技計分百分比： 

       1.日常平均成績佔 70％。 

       2.定期平均成績佔 30％。 

    （七）其餘科目學期成績計算方式由該科目教師與教務處另行規定。 

七、有關評量成績登錄方式及評量結果通知、公告方式，依教務處規定辦理。 

八、因不可抗力因素符合本校免試或補考相關規定而於定期評量有免試或補考需求

者，須事先完成申請及請假程序，經核准後始得予以免試或補考。 

申請補考通過者於銷假後二日內應提出補考申請，並依教務處指定日期參加補

考。 

考試當日突發傷病無法到考者須由家長先以電話通知導師及教務處，並於返校當

日盡速補辦理相關手續。 

九、凡考試缺考，經請假手續核准補考者，若其考試成績未達法定及格基準(依入學

身分別而定)，則依實得成績登錄；若其考試成績達法定及格基準以上，除因公、

因重病住院、因直系血親尊親屬喪亡或因不可抗力之偶發事件准予補考者，按實

得成績登錄外，其餘一律以法定及格基準分數登錄。 

十、因公請假申請免考者，其成績登錄依本校「學生申請免參加定期考試成績處理補

充規定」辦理。 

十一、科目學期成績未達法定及格基準但仍達法定補考基準者，得予學期補考。 

學期補考後成績達法定及格基準者，該學期授予學分，學期成績以法定及格基

準分數登錄；學期補考後成績未達法定及格基準者，該學期不授予學分，學期

成績依原始成績或學期補考後成績擇優登錄。 

學期補考後重新計算科目學年成績，採計至小數點後第一位，第二位四捨五入。

科目學年成績達法定及格基準者，該學年度各學期皆授予學分，但不更動學期

成績。 



121 

學生遭遇特殊情事時，由本校「學科成績學分審查委員會」審議另定之。 

十二、每學期於寒暑假期間辦理學期補考，補考辦理方式及時程由教務處訂定。 

各科補考應由該科任課教師負責監考並評閱成績，各該科應由教學研究會主席

或科代表協調安排教師，得採輪流方式進行之。 

十三、申請重修(含專班重修及自學輔導)、補修之辦理方式： 

     （一）實施對象： 

         1.本校在學學生，各學期未取得已修習科目之學分者。 

         2.本校入學生修畢三年學程後，未能取得畢業應修學分，於第四年或第五年

返校申請已修習但未取得學分之科目重修者。 

     （二）申請方式及時間： 

         1.學生應依學校規定主動向學校提出申請專班重修或自學輔導。 

         2.由教務處依重修辦理時間提前訂定申請方式與時間並公告。 

     （三）課程辦理時段： 

         1.專班重修統一於在暑假期間辦理，每學分不得少於六節。 

         2.自學輔導由教師指定教材，供學生自行修讀，並安排面授指導，辦理時間

以學期中課餘時間為原則。每一學分學習面授指導節數不得少於三節，且

學生自學時間必須達三週以上。 

高三自學輔導課程得於暑假期間辦理。 

3.已開設專班重修之科目，除有特殊情形並經學校核准者外，學生不得申請

自學輔導。 

4.顧及學生學習負擔及成效，每學期自學輔導學分數上限為十二學分，暑假

重修上限為二十四學分。 

 （四）全民國防教育、體育、藝能類、生活科技及資訊類、輔導類等科目，以自

學輔導為主。 

特色課程、音樂班之音樂專長項目、體育班之體育專長項目不辦理重修。 

      （五）成績評量及成績登錄方式： 

          1.重修、補修期滿給予評量成績。 

          2.重修、補修期間學生缺課時數達該科目重修教學總時數三分之一者，不予 

成績評量。 

前項缺課節數，不包括因公假、病假、婚假、產前假、娩假、陪產假、

流產假、育嬰假、生理假、喪假或其他特殊事故，經學校核准給假而缺

課之節數。 

 3.重修、補修成績登錄與學分授予方式，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

法」第十一條辦理，重修後不重新計算學年成績，畢業排名及大學甄

選入學之學生推薦以學期原始成績計算。 

       （六）重修、補修之授課教師，於每學期第一次教學研究會中推舉之。 

       （七）收費標準與經費支出： 

           1.依「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重修及補修學分補充規定」辦理各項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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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及支出。 

            2.學校應於申請公告中明列費用收取標準。 

十四、各學年度第一學期取得之學分數，未達該學期修習總學分數二分之一者，第二

學期得申請減修學分；減修學分須於學期開始一週前提出申請，並經本校個案

會議審定通過始得減修。休學學生申請提前一學期復學者，準用本項規定。 

十五、依日常及定期學業成績評量結果分析評定須實施差異化教學及補救教學之學

生，得接受學校排定之輔導課程。 

十六、各項成績經任課教師送交教務處後，除試卷評分錯誤或成績漏列，經任課教師

會同教務處查證屬實核定者，准予更正外，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改。 

十七、學生懷孕期間之成績評量視個案狀況採取彈性處理。 

十八、本校由校長、教務主任、教學組長、註冊組長暨各學科教學研究會科主席，組

成「學科成績學分審查委員會」，審議有關學生學科成績及學分認定相關事宜。 

十九、新生及轉學生入學前已修習之科目及學分之採計暨學生取得國外學歷之認定，

得向本校「學科成績學分審查委員會」申請審核，審核結果依學生學習評量辦

法第十五條、第十七條規定辦理。 

二十、學生申請赴專科以上學校預修進階課程時；依相關法令之規定或以專案方式，

協調專科以上學校辦理。 

叁、德行評量 

二十一、德行評量以學期為單位，由導師參考下列項目規定及各科任課教師、相關行

政單位提供之意見，依行為事實記錄，不評定分數及等第，並視需要提出具

體建議，做為學生輔導及安置依據。 

（一）日常生活綜合表現與校內外特殊表現：考量學生之待人誠信、整潔習慣、

禮節、班級服務、社團活動、參與校內外競賽情形及對學校聲譽之影響

等。建議參考資料或紀錄如下： 

1.導師平日觀察學生個別行為及談話紀錄。 

2.教職員反映對於學生行為之觀察及紀錄。 

3.學生自我反省及互相檢討之紀錄。 

4.訪問學生家庭紀錄。 

5.學生校內外生活行為相關資料或紀錄。 

（二）服務學習：考量學生尊重生命價值、規劃生涯發展、提升生活素養、體

驗社區實際需求，具備公民意識及責任感等。 

（三）獎懲紀錄：依下列規定辦理： 

1.獎勵：分為嘉獎、小功及大功。 

2.懲處：分為警告、小過、大過及留校察看。 

3.獎懲換算基準為大功 1次等於小功 3次等於嘉獎 9次；大過 1次等於

小過 3次等於警告 9次；記滿 3大過等於留校察看。 

4.學生之獎懲，除應通知學生、導師、家長或法定代理人外，於學期結

束時列入德行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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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生之獎懲項目、事由、程序、獎懲相抵及銷過之相關規定，依本校

「學生獎懲規定」辦理。 

（四）出缺席紀錄： 

1.學生請假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相關請假規定、出缺席記錄，依本校

「學生請假規則」辦理。 

2.除公假、特殊事故(含因懷孕或哺育幼兒之照顧而核准之事、病假、產

假)外，全學期缺課達教學總日數（每日以 7節課計算）二分之一者或

學生曠課時數累積達 42節，經提「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應依據本

校「學生獎懲規定」與相關程序進行適性輔導及安置（如：由家長或

法定代理人帶回管教、輔導轉學…等）。 

3.上學遲到、上課遲到、早退、朝會、午休無故缺席、週會、班會及重

要集會無故缺席曠課，每學期末轉換警告相關規範，依本校「學生生

活輔導暨服儀規定」辦理。 

4.全學期全勤者，記小功 1次；3年全勤者，於畢業典禮頒發全勤獎。(除

公、喪假外，無其他缺曠課、請假、遲到、早退、午休未到、早讀未

到、朝會未到等紀錄)。 

二十二、重修、補修及延修學生之德行評量，併入新學期德行評量內。高三第二學期

結束後之重修、補修及延修學生，其行為規範等同於校內在學學生。 

肆、附則 

二十三、本補充規定自 106年 8月 1日開始實施。 

二十四、本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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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2-002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申請免參加定期考試 

成績處理補充規定 
  101年 12月 24日行政會報修訂 

103年 12月 29日教務會議修訂 

104年 6月 15日教務會議修訂 

105年 6月 7 日教務會議修訂 

一、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 6條。 

二、適用對象：凡本校學生於定期考試時，因故不能參加全部科目或部分科目之考

試，報經學校核准給假者。其申請資格如下： 

（一）因公參加校外集訓時間超過全學期三分之二者，全學期得免考（如法國高等學

院預備班錄取者）。 

（二）因公參加校外集訓、研習、競賽、國際交流，時間超過該次定期考試授課天數

二分之一以上者（不含假日）。 

（三）因公參加校外集訓、競賽而需進行校內培訓，時間超過該次定期考試授課天數

二分之一以上（不含假日），且事先由指導老師提出培訓計畫經核可者。 

三、其他相關規定： 

（一）每學期以免一次定期考試為原則，超過一次定期考試者以個案另行處理。 

（二）每學期僅有一次定期考試之科目不得申請免定期考。 

 （三）每學期僅有一次定期考試之科目，除任課老師同意以其他方式評量外，否則仍

須依本校「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補充規定」參加補考。 

（四）免定期考申請須於定期考三日前提出申請。 

（五）補考申請須於定期考後或競賽(集訓)結束後二日內提出申請。 

 （六）競賽(集訓)前後二週內之定期考始得申請免考。 

（七）申請免定期考者，若於考試時仍入場應試，則該成績視同有效並列入學期成績

計算。 

四、成績處理方式： 

 （一）成績採計 

  1.學期定期考試成績應依其他次定期考試分數平均。 

  2.該次平時成績由任課教師視情形決定；若該次平時成績不計，學期成績結算時，

直接採計其他次定期考平時成績，依實際次數平均計算。 

 （二）凡因公而需超過學期三分之二在外培訓者，經教務處申請免考試核准及學務處

公假核准後，由教務處通知任課教師，其學期成績計算方式如下： 

           1.該科目或相關科目上學期已開設者，學期成績評定標準： 

上學期該生該科目或相關科目成績名次對應本學期班上之相同名次的成績。 

     2.該科目上學期並未開設者，學期成績評定標準： 

     上學期該生學期總成績名次對應本學期班上之相同名次的成績。 

五、處理程序：定期考試缺考之學生，由教務處予以清查請假紀錄，凡適用本原則處理

者，除前條第二款由註冊組直接核算外，其他則通知各任課老師依上述原則處理。

該生若未請假在案，則缺考科目逕予零分計算。 

六、若有未規範之事宜，由教務處召開個案會議，邀集相關人員決議之。 

七、本補充規定經教務會議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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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免參加定期考試申請書 

103年 11月 03日擴大行政會報修訂 

103年 12 月 29 日教務會議修訂 

104年 6月 15日教務會議修訂 

105年 6月 7 日教務會議修訂 

 

_____ 年 _____ 班學生 ______________ 座號 _______  學號 ________________ 

因 （勾選一項，並應檢附證明於後） 

 

_______ 1. 因公而需超過學期三分之二在校外培訓者。 

 

_______ 2. 因公參加校外集訓、研習、競賽、國際交流時間超過該次定期考試授

課天數二分之一以上（不含假日）者。 

 

無法參加 _______ 學年度 第 ____ 學期 第____次定期考，擬提出申請免考。 

申請免考之科目       

須參加考試之科目 

(本學期僅一次定期

考科目) 

      

須申請補考之科目 

(本學期僅一次定期

考科目) 

      

 

申請人 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聯絡電話 (1)_________________ (市內電話) (2) _______________ （手機） 

 

中華民國_________ ____ __ 年 ____________ ____ 月 _______ _________ 日 

   

備註： 1.每學期以免一次定期考為原則。 

       2.申請免考試者，若於考試時仍入場應試，則該成績視同有效並列入學期成績 

計算。 

 3.申請人須補考時，應於考試結束或競賽(集訓)結束兩日內，填寫補考申請單。 

4.僅有一次定期考科目，因競賽(集訓)與定期考撞期而申請免試者，仍須補考，

務必於期限內完成補考。 （如高二自然組僅考一次地理、社會、公民、國防

等期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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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組長 

導師                                  教務主任            校長 

註冊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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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2-003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成績登錄處理原則 

103年 12月 22日行政會議通過 

104年 1月 20日校務會議公告參閱 

105年 10月 03日行政會議修訂 

一、為提升學生成績作業效率、儘速完成成績單寄送並各項成績內容之準確性，特訂定

本原則。 

二、本校各次定期考試成績處理時程原則如下： 

(一)期中考試：考試結束隔日起(含例假日) 

1.第 1~7日：各科任課教師登錄成績。 

2.第 8日起算 3個工作天：誤登成績更正、註冊組初步統計成績。 

3.誤登成績更正截止隔日起算 2個工作天：註冊組結算成績、寄發成績單。 

(二)期末考試：考試結束隔日起(含例假日) 

1.第 1~3日：各科任課教師登錄成績。 

2.第 4~6日：誤登成績更正、註冊組初步統計成績。 

3.第 7~8日：註冊組結算成績、寄發成績單、公布學期補考名單。 

三、若遇特殊情形，註冊組得對前述處理時程事先提出調整規劃，經教務主任、校長核

可後公告實施。 

四、誤登成績更正方式： 

(一)由任課教師填具成績更正單，於更正時限內，送註冊組更正。 

(二)成績單寄發後成績不再變更，遇特殊狀況以專案簽請校長核准後始得變更。 

五、本原則經行政會報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其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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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2-004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考試及學業成績優良 

公告與頒獎處理原則 

104年 11月 09日 行政會議通過 

一、 為獎勵認真向學成績優異之學生，並使各項考試及學期成績優良公告與獎狀頒發

合理化、制度化，特訂定本處理原則。 

二、 各年級依班級課程安排與各項成績採計科目，由教務處決定計算各項成績類組排

名時班級類組分類方式。 

三、 承辦人員依據各項獎勵設定之標準與名額辦理相關事宜，若遇成績排名相同致使

出現超額現象時，以增額方式辦理。 

四、 網路公告成績優良名單： 

(一)各次期中考總平均成績、學期總平均成績、模擬考總成績各類組表現優良學生，

由教務處上網將名單公告於榮譽榜以示表揚。 

(二)各類組以「類組學生人數/5，無法整除時無條件進位」方式計算應公告名額，

依類組排名依序公告。 

五、 頒發學業成績優良獎狀： 

(一)各次期中考總平均成績、期末考總平均成績、學期總平均成績各班前三名學生，

頒發班級成績優良獎狀。 

(二)各次期中考總平均成績、期末考總平均成績、學期總平均成績、模擬考總成績

各類組表現優異學生，頒發類組成績優良獎狀。 

各類組獎狀獎勵名額如下： 

1.類組班級數大於 1時，以「班級數/2，無法整除時無條件進位」方式為基準

計算各類組應獎勵名額，依類組排名依序給獎，計算得出之數額不足 3時，

則頒發至前三名。 

2.類組班級數等於 1時，該類組不另外印製類組成績優良獎狀。 

學校公開頒發類組成績優良獎狀時，該類組由班級第一名學生上台接受表

揚，並以班級第一名獎狀頒發。 

六、本處理原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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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2-005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 

106年 08月 29日 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第 20條。 

二、設置宗旨：規劃辦理各種入學方式招生事項。 

三、組織 

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置總幹事 1人，由教務主任兼任；另置委員 16人，成

員組成如下： 

(一)學校行政人員代表 6人：由學務主任、主任輔導教師、註冊組長、音樂組長、體

育組長、科學班主任擔任。 

 (二)家長代表 1人：由本校家長會推派擔任。 

 (三)各科教師代表 8人：由國文科、英文科、數學科、自然科、社會科、體健科、藝

能科、國防通識科各推派 1人擔任。 

 (四)教師會代表 1人。 

本會委員任期為 1 學年(自每年的 8 月 1 日起至隔年的 7 月 31 日止)，任期內出

缺，得補行遴聘，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四、工作內容 

(一)確認本校各種入學管道招生班級數與人數。 

(二)確認本校各種入學管道招生辦理方式。 

(三)審核、決議其他有關招生待定事項。 

五、會議 

(一)定期會議：配合每學年度各入學管道招生工作及陳報時程，由總幹事提請召開。 

(二)臨時會議：遇急需處理之事項，由召集人核准後召開。 

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未克出席時，由總幹事擔任。 

六、本會開會時需有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委員出席，方得開議。需有出席委員二分

之一（含）以上之同意方得議決。 

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其修正亦同。 

 

附註：本要點通過同時原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適性入學委員會設置要點予以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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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編號：22-006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大學入學推薦委員會組織章程 

105年 11月 21日行政會議通過 

107年 01月 19日校務會議修訂 

 

一、依據： 

(一)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26條。 

(二)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規定。 

二、設置宗旨：為辦理本校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及大學獨招管道推薦事務，特成立本

委員會。 

三、組織成員： 

(一)校長(兼任召集人) 

(二)家長會代表一人 

(三)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 

(四)註冊組長、音樂組長、體育組長、科學班主任 

(五)各科主席(國文、英文、數學、自然、社會、藝能、體健、軍訓) 

(六)高三輔導教師、特殊班輔導教師各一人 

(七)高三導師代表一人(高三各班導師得列席)。 

     四、工作內容： 

(一)訂定本校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實施要點。 

(二)決定本校各大學獨招管道推薦名單。 

(三)決定其他有關大學各管道推薦入學校內工作重要事項。 

五、會議時程： 

(一)定期會議：配合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與「特殊選才」時程，由教務處通知

召開。 

(二)臨時會議：急需處理事項，由校長核准後召開。 

六、本章程得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對於有關 105 學年度(106 年入學)本校大學入學「特

殊選才」推薦作業須決定事項先行實施。 

七、本章程經校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八、本章程通過後，原「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繁星推薦委員會組織章程」同時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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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2-007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5學年度(106 年入學) 

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校內作業實施要點 

105年 11月 28日推薦委員會通過 

一、依據：大學甄選入學招生辦法 

二、 參加對象： 

高中全程均就讀本校之高三學生，且學測成績符合各大學設定之門檻者 

 （一）一般生(含科學班)：高一、高二在學成績校排名前 50％者（名單由註冊組公布） 

 （二）音樂班學生：高一、高二在學成績校排名前 50％者（名單由註冊組公布） 

 （三）體育班學生：高一、高二在學成績校排名前 50％者（名單由註冊組公布） 

三、推薦名單作業時間與地點(暫訂，屆時依教務處公布之作業流程為準)：請務必親自

(或由監護人)攜帶填寫好的登記表(須經家長簽名)，準時到現場等待。 

一般生(含科學班)與體育班學生於 106年 02月 24日（星期五）中午在活動中心 3

樓辦理（採現場登記、現場繳費），一般生(含科學班)12：30開始依序登記；體育

班 13：10開始依序登記。 

音樂班學生於 106年 03 月 01 日（星期三）中午在教務處辦理（採現場登記、現

場繳費），12：30開始依序登記。 

(※上述作業時程與地點為暫訂，屆時依教務處公布之作業流程為準) 

選填志願優先順序： 

一般生(含科學班) 音樂班學生 體育班學生 

1. 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

百分比 

2. 學測總級分 

3. 在校學業總成績四學期

平均 

4. 學測英文+數學級分 

5. 學測國文級分 

6. 若仍同分則由教務處另

開小組會議決議陳校長

核定 

1. 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

名百分比 

2. 術科考試主修分數 

3. 音樂學業總平均成績

全校排名百分比 

1. 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

百分比 

2. 學測總級分 

 

四、重要時程(暫訂，屆時依教務處公布之作業流程為準) 

項目 日期 

簡章公告 105.11.09 

學業成績資料檔上傳至甄選委員會 105.11.15至 105.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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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能力測驗 106.01.20(五)、106.01.21(六) 

術科考試 
音樂組：106.02.06至 106.02.10 

體育組：106.01.23至 106.01.25 

公布「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名單及

「學生個人成績暨分數百分比一覽表」 
106.02.10 

學測成績公佈 106.02.16 

公布校內選填志願排序(一般生、體育

班) 
106.02.17 

術科考試成績公佈 106.02.20 

公布校內選填志願排序(音樂班) 106.02.20 

辦理校內登記時間 一般生(含科學班)、體育班學生 106年 02

月 24 日（星期五） 

音樂班學生 106年 03月 01日（星期三） 

學校上傳報名資料檔案 106年 03月 01日~106 年 03月 02日 

公告第 1-7類錄取名單及第 8類第一階

段篩選結果 

106年 03月 07日 

五、注意事項： 

（一）錄取學生即取得該校系之入學資格，無論放棄與否，不得參加「個人申請」入

學第一階段篩選。 

 (二) 錄取後非經放棄入學資格，不得參加大考分發招生。 

(三) 獲推薦至第八類學群之學生，若通過第一階段篩選，於報名參加當學年度大學

「個人申請」入學招生時，不得再申請報名同一所大學之醫學系。 

(四) 獲推薦至第八類學群之學生一經錄取後，不得參加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

網路就讀志願序登記，接受統一分發。 

(五) 其他未盡事項請參考大學甄選委員會網站，網址：

https://www.caac.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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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編號：22-008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編班及轉班作業要點 

105年 09月 07日編班及轉班委員會議通過 

壹、依據 

教育部 102 年 5 月 17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20035366 號函「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編

班及轉班作業原則」辦理。 

貳、目的 

為落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適性揚才之核心理念，培養五育均衡發展的學生，並

鼓勵學生奮發向上之求學精神，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叁、實施對象 

一、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普通班全體學生。 

二、有關復學生、重讀生、延修生之編班，依教育部頒「高級中等學校學籍管理要點」

(民國104年1月26日修訂)及相關規定辦理。 

肆、設立編班及轉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一、本委員會設置主任委員 1人，由校長擔任。 

二、委員 16 人，包括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主任輔導教師、註冊組長、

國文科主席、英文科主席、數學科主席、自然科主席、社會科主席、體健科主

席、藝能科主席、特殊教育科代表 1 人、家長會代表 1 人、教師會代表 1 人、

學聯會代表 1人。 

伍、編班作業時間及方式 

一、高一新生編班：新生報到完成後，註冊組依編班原則初擬編班名單，經教務主任、

校長審核通過後公告編班名單。 

二、高一升高二編班：學生必須填繳選組申請表，註冊組再依編班原則初擬編班名單，

經教務主任、校長審核通過後公告編班名單。 

三、高二第二學期轉組：學生填繳申請表後，註冊組依編班原則初擬轉組名單，經教

務主任、校長審核通過後公告編班名單。 

四、高二升高三轉組：欲轉組的學生填繳轉組申請表後，註冊組依編班原則初擬轉組

名單，經教務主任、校長審核通過後公告編班名單。 

五、上述各方案作業時間，由教務處依實際狀況擬定作業規劃後公告之。 

陸、選組、轉組編班原則 

一、高一升高二 

(一)依選填各類組學生人數，決定該類組班級數。 

(二)選填各類組學生，依高ㄧ全學年學業總成績以常態 S 型編序方式編入各班

級，以該類班第 1 班為起始班。 

二、高二第二學期 

(一)轉組學生優先編入人數較少之班級，若班級人數相同則依班級序編班。 

(二)轉入類組人數加上原類組總人數應不超過班級數乘以 45人，若申請轉組人數



134 

超過時由註冊組辦理公開抽籤決定之。 

三、高二升高三 

(一)學生因轉組導致該類組班級平均人數超過 45人時，則該類組得增設 1班，其

他類組得因應減設 1班。若需增減班級由本委員會決議並公告之。 

(二)轉組作業後各類組班級平均人數若都未達增班標準時，該批轉組學生以公開

抽籤方式決定轉入之班級，且優先轉入人數最少之班級。 

(三)拆減類組班級之選擇，以拆減後平均班級人數不超過 45人情況來選定。如拆

減該類組後造成該類組人數超過 45人時，應改拆其他類組人數最少之班級。

若各種方案皆無法符合人數規定，則以各案並陳提本委員會討論決定。 

(四)被拆之班級學生應依教務處公告之各班缺額(各班人數以均等為原則)，以抽

籤方式決定選班優先順序後，依序選班編入同類組其他班級就讀，由其他類

組申請轉來的學生則於被拆班學生確定編班後，依各班剩餘名額公開抽籤。

輔導中心應給予被拆班級學生必要之適應輔導。 

(五)新設班級之學生組成順序為 

1.第一順位：高三第一學期轉組之學生 

2.第二順位：原該類組班級自願轉出至新班級之學生 

3.第三順位：高二第二學期轉組之學生 

4.教務處依前述順序編班，人數不足或過多時以抽籤方式決定。若至第一或

第二順位學生總數已經達成立新班級所需人數 25人以上時，則不進行第三

順位編班作業。 

四、為求學生穩定學習及利於班級經營，高三第二學期不受理轉組申請。 

五、特殊身分學生編班共同原則 

(一)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之班級人數依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

學生就讀普通班減少班級人數或提供人力資源與協助辦法」(民國 104 年 8月

10日修正)之規定辦理，決議班級應酌減之人數。 

(二)其他特殊身分學生(原住民學生、僑生等)分別依全學年學業總成績高低以常

態 S 型編序方式編入各班級，以該類組第 1 班為起始班。同ㄧ身分別之學生，

每班以 1人為原則，並力求各班級人數均等。 

六、轉學、復學與重讀學生，除特殊個案外，優先編入學生人數較少之班級，若班級

學生數相同時採公開抽籤方式實施。 

七、雙胞胎及姓名相同之學生應避免編在同一班級。 

柒、若有特殊個案及狀況，得提交本委員會審議，必要時得請個案導師、輔導教育人員

列席參與會議，決議後陳 校長核准之。 

捌、申訴處理 

一、學生對申請轉組之結果如有異議，得於編班名單公告後3日內（不含公告日及例

假日）填寫申請書，向本委員會提出申訴（受理窗口為教務處註冊組），本委員

會於接獲申訴文件7日內召開會議再審議之。  

二、學生提起申訴，同一案件以受理一次為限。申訴人於本委員會未做成評議前得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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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申訴，同一申訴案件既經撤回就不得再提申訴。 

玖、每學年度開始 6個月前，召開本委員會審議本作業要點，結果公告於本校網頁，修

正時亦同。 

拾、本作業要點經本委員會通過，呈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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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2-009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註冊組各項申辦業務處理原則 

103年 12月 22日行政會報通過 

申請事項  申請書名稱 須附文件、證件 
處理 

工作天 

在校生 

成績證明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在

校生成績證明申請書 
本人親至教務處註冊組辦理 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在

校生英文成績證明申請書 

1.護照影本 

2.二寸脫帽近照照片(按申請

份數再加一張存根用) 

3 

數位學生證 

1.卡片遺失者 

1)上網登入填寫資料：註冊組數位學生證遺失學生掛

失登入 

2)填寫「數位學生證補發申請書」 

3)繳交補辦費用 90元 

2.卡片毀損者 

1)繳回毀損之數位學生證 

2)填寫「數位學生證補發申請書」 

3)繳交補辦費用 70元 

4)於「數位學生證票卡處理作業單」簽名 

2星期 

在學證明書 

1.自行影印學生證正、反

面，至註冊組蓋章 

2.學生證遺失者，請學生本

人親自至註冊組辦理在

學證明書 

1.學生證 

當天 

休學證明書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休

轉退學申請書 

1.執申請書至各處室用印，最

後繳回註冊組 

2.經註冊組通知後領取休學證

明書 

3 

轉學證明書 二寸脫帽近照照片 2張 3 

畢業生 

役期折抵 

1.當事人申請者，請出示身份證供承辦人查驗 

2.父母代辦者，請出示代辦人身份證及戶口名簿供承辦人查

驗 

3.申請者持成績單至教官室折算役期 

當天 

中文畢業 

證明書 

1.高雄中學學籍及成績申

請表(非在校生用) 

2.畢業證書遺失損壞證明

書申請表 

1.二寸脫帽近照照片(1張) 

2.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3 

英文畢業 

證明 

高雄中學學籍及成績申請

表(非在校生用) 

1.護照影本 

2.二寸脫帽近照照片(按申請

份數再加一張存根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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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業證明書 

二寸脫帽近照照片(按申請份

數再加一張存根用)、身份證正

反面影本 

3 

中文畢業 

成績證明 

申請人或受委託人攜帶申請人

身份證正本(按申請份數再加

一張存根用) 

當天 

英文畢業 

成績證明 

1.護照影本 

2.二寸脫帽近照照片(按申請

份數再加一張存根用) 

3 

說明：本原則經行政會報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其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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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2-010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特殊班學生申請轉普通班補充規定 
107年 01月 22日編班及轉班委員會第 2次會議通過 

一、依據： 

    102年 5月 7日高級中等學校編班及轉班作業原則。 

二、實施對象： 

  (一)本校高一音樂班學生，因學習性向及志趣不合者經輔導中心、音樂組評估後，得

提出申請。  

(二)本校高一體育班學生，因學習性向及志趣不合者經輔導中心、體育組評估後，得

提出申請。 

(三)本校高一、高二科學班學生，因學習性向及志趣不合者經輔導中心、科學班辦公

室評估後，得提出申請。 

(四)本校高二科學班學生，未能通過學科資格考試者，由教務處輔導轉介至本校普通

班就讀高三。 

三、申請時間： 

(一)前條第 1-3款學生，應於每學年度第二學期 5月底前提出。 

(二)前條第 4款學生，由教務處於每年 8月輔導辦理。 

四、申請限制及程序： 

  (一)音樂班與體育班學生(第二條第 1-2款)，當年入學成績須達本校一般生(不含繁

星管道)最低門檻，且高一上學期學業成績名列全班前三分之一。 

(二)學生擬申請轉普通班者，須由家長自行提出申請書，經導師、輔導中心、原特殊

班行政管理單位(音樂組/體育組/科學班辦公室)蓋章後才予受理。 

五、審核原則： 

除第二條第 4款由教務處直接辦理之外，其餘於申請時間截止後，由本校編班及轉

班委員會審核並決議之。 

六、特殊班級學生當年度入學招生簡章若另有規定則從其規定。 

七、本規定經本校編班及轉班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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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3-00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參加各項競賽給獎要點 

105年 12月 26日行政會報修訂 

一、校內競賽（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科、資訊） 

選拔代表參加市賽若干名，學生每名獎金 600 元。 

二、全市競賽： 

(一)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科、資訊能力競賽： 

      優等獎參加全國競賽，指導教師每名 2000元，學生每名 1000元。 

(二)全市科展： 

  第一名：指導教師每名 5000元，學生每名 1500 元 

  第二名：指導教師每名 4000元，學生每名 1200 元 

  第三名：指導教師每名 3000元，學生每名 1000 元 

  佳  作：指導教師每名 2000元，學生每名 800 元 

  參加獎：指導教師每名 1500元，學生每名 500 元 

 （三）全市語文競賽：前三名比照全市科展。 

三、全國競賽： 

(一)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科、資訊能力競賽： 

       一等獎：指導教師每名 5000元 

       二等獎：指導教師每名 3000元 

       三等獎：指導教師每名 2000元 

   (二)全國科展： 

   第一名：指導教師每名 5000元 

   第二名：指導教師每名 3000元 

       第三名：指導教師每名 2000元 

       佳  作：指導教師每名 1500元 

   (三)各項非教育部辦理之全國競賽：（全國人文獎、外交小尖兵..） 

       依上述部辦競賽獎金折半辦理。 

  （四）全國語文競賽：前三名比照全國科展。 

   註：因教育部辦理之比賽對學生已有給予獎金，因此學校不再給予獎金之獎勵，另

給予記功嘉獎辦理。 

四、國際競賽： 

(一)國際、亞太 奧林匹亞競賽 

  1.入選國手：指導教師獎金 5000元，學生每名 3000元 

  2.金牌獎：學生獎金 10000元 

       銀牌獎：學生獎金 8000元 

       銅牌獎：學生獎金 6000元 

(二)國際科展： 

   第一名比照入選國手：指導教師每名 5000元 

   第二名比照入選國手：指導教師每名 3000元 

   第三名比照入選國手：指導教師每名 2000元 

   佳  作比照入選國手：指導教師每名 1500元 

五、以上給獎，若有不周全或爭議之處，提校務會議或行政會報討論。並敦請校長核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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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3-002 

高雄市 105 年度高級中學科學教育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一、目標： 

（一） 加強本市高級中學數學及自然學科教育。 

（二） 促進本市數學及自然學科教育正常發展。 

（三） 提昇本市數學及自然學科教育效果。 

（四） 解決本市高中教師教材及教學上有關疑難問題。 

 

二、輔導原則： 

（一） 辦理研討會。 

（二） 反映及解決教材疑難問題。 

（三） 編印輔導通訊季刊。 

（四） 推展專題研究。 

   

  三、輔導組織： 

（一）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二） 輔導範圍：高雄市所屬公私立高級中學 

（三） 輔導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四） 輔導教授總召集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洪主任振方 

（五） 承辦學校：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四、辦理項目與方式： 

（一）繼續舉辦數學及自然學科能力競賽，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五科

參考國際「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奧林匹亞競賽方式

辦理。 

（二）繼續舉辦基礎自然學科實驗操作測試訪視，發給競賽績優學校獎助金。 

 

五、其他事項： 

（一） 本年度科學教育輔導，以高中三年全部課程為主。 

（二） 各項活動所需經費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下授款項辦理。 

（三） 承辦學校於活動結束後，相關承辦人員予以敘獎。 

   

  六、本計畫奉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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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3-003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實驗場所安全衛生委員會 

設置辦法 

第一條  本校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法」第十四條、「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二十

四條、「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十一、十二條及教育部頒

布之「學校實驗室與實習場所安全衛生管理要點」等相關規定，設置實驗場所

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  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綜理會務。 

二、本委員會置委員七人以上，由校長指定各實驗場所相關業務之處室主任、

組長、專任教職員工代表及醫護人員組成之。其中專任教職員工代表應佔

委員人數之三分之一以上。 

三、本委員會置秘書一人，承主任委員之命，輔助其綜理會務。 

四、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二年，得連任之。 

本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依前項規定產生後，由校長聘任之。 

第三條  本委員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研議下列事項並應置備紀錄： 

一、對雇主擬訂之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 

二、協調、建議安全衛生自主管理計畫。 

三、研議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四、研議作業環境測定結果應採取之對策。 

五、研議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事項。 

六、研議各項安全衛生提案。 

七、研議各實驗場所自動檢查及安全衛生稽核事項。 

八、研議機械、設備或原料、材料危害之預防措施。 

九、研議職業災害調查報告。 

十、考核現場安全衛生管理績效。 

十一、研議承攬業務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十二、其他有關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第四條  委員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每次會議得依需要邀請相關單位人員列席。 

第五條  本委員會決議事項由總務處統籌協調各相關單位推動執行。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報討論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示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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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3-004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年度職業災害防止計畫 

106年 1月 1日至 106年 12月 31日 

基本方針：1.安全衛生人人參與。 

2.提昇全員安全衛生意識、消除不安全動作。 

3.機械設備本質安全化。 

4.預知危險、全員參加零災害活動。 

5.安全衛生現場化、生活化。 

計畫目標：1.消滅不安全行為與環境。 

2.達成本年度無重大職業災害。 

3.消滅不安全設備。 

4.達成年度職業病為零。 

5.達成年度無失能傷害。 

計畫項目 實施細目 實施要領 執行情形 
備註 

一、安全衛生

組織 

訂定各級主管安全衛生

權責 

由總務處釐訂權責提安

衛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

過，並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一次委員會提

請討論，援用上

年度。 

 

二、安全衛生

管理 

1.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之

執行 

與上述同，並將核定之守

則印製成冊檢送員工依

照遵行實施 

第一次委員會提

請討論，援用上

年度。 

 

2.實施災害統計 由總務處按月統計及彙

整後並報檢查機構 

依規定日期填報   

3.實施災害調查分析 發生災害時由總務處會

同相關單位人員進行調

查分析並依法陳報核定 

本年目前零災害  

4.召開勞工安全衛生委

員會會議 

每三個月召開乙次，如需

要則召開臨時會議，並置

備記錄 

本年計召開四次

委員會議 

 

三、安全衛生

教育及

訓練 

1.實施新進人員之一般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依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規則第 14 條規定辦理 

配合新進教師研

習實施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 

 

2.實施全體工作人員消

防演習訓練 

配合本校防護團消防演

練及講習辦理 

配合週會實施消

防演習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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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衛生

檢查 

1.消防設備定期檢查 總務處每三個月實施乙

次 

配合消防隊派員

檢視 

 

2.空氣壓縮機機械部分

每年定期檢查 

每年定期檢點乙次 配合各科實驗課

程實施 

 

3.危險物作業檢點 每月定期檢點乙次 配合各科實驗課

程實施 

 

五、安全衛生

檢查 

1.每日安全衛生檢查檢

點 

每日作業前檢點 配合各科實驗課

程實施 

 

2.每週安全衛生檢查檢

點 

每週定期實施乙次 配合各科實驗課

程實施 

 

3.每季安全衛生檢查檢

點。 

每季定期實施乙次 配合各科實驗課

程實施 

 

六、檢查儀器

與個防

護具 

個人防護具定期檢查、維

護保養 

每月定期實施性能檢查

並加強維護管理及人經

常檢查 

配合各科實驗課

程實施 

 

七、醫療保健 1.實施新進人員健康檢

查 

新進人員開始工作時即

赴指定醫院辦理 

報到時檢附健康

檢查證明 

 

2.實施在職人員健康檢

查 

每兩年補助健康檢查 自由登記健檢及

補助 

 

八、安全衛生

活動 

1.配合政府加強實施安

全衛生宣導活動 

配合政府實施 辦理學生校外安

全衛生教學活動 

 

2.普遍張貼各種海報、漫

畫、標語並經常更新促

進安全警覺 

張貼於作業場所明顯處 各實驗場所張貼

安全衛生宣導標

語 

 

3.溝通工作安全意見，改

善工作效率 

應即時接納全衛生反映

意見及建議，並立即疏導

與解決，以改善工作情緒

提高生產效率 

接納教職員工反

映，立即處理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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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3-005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106學年度數學及自然學科 

競賽辦法 

一、依    據：教育部「106學年度高級中學數理及資訊學科能力競賽計畫」。 

二、宗    旨：提高學生對科學問題研究的興趣，激發其思考與創造能力，藉以鼓勵學

生之間互相觀摩，提升科學教育品質。 

三、辦理單位：教務處設備組。 

四、競賽科目：數學科(筆試) 

              化學科(筆試及實驗)、物理科(筆試及實驗)、生物科(筆試及實驗)、地

球科學科(筆試及實驗)。 

五、參賽對象：(一）數學科由全校各班任課教師推薦優秀學生參加，高一、高二每班最

多兩人、高三每班最多三人。 

             （二）自然科由全校各班任課教師推薦優秀學生參加，高一、高二每班最

多兩人、高三每班最多三 

人。 

             （三）每人只能報名參加五科中之其中一科。  

六、報    名：9月12日（星期二）以前請先繳交數學科、生物科、地球科學科報名表 

9月29日（星期五）以前再繳交物理科、化學科報名表 

請繳交至教務處設備組。 

              

七、辦理日期及地點： 

  （一）第一階段初選筆試： 

      1.測試時間： 

        數學科： 9月19日（星期二）上午 10：10至12：00 (110分鐘)。 

        生物科、地球科學科： 9月19日（星期二）上午 10：30至12：00 (90分鐘)。 

        物理科、化學科：10月3日（星期二）下午 13：30至15：00 (90分鐘)。 

     2.測試地點：試場分配表於考前一日公布於教務處旁玄關。 

      3.筆試後一星期內在教務處前佈告欄公布成績，優等者參加第二階段複選。 

  （二）第二階段複選： 

      1.測試時間： 

        生物科、地球科學科：10月03日（星期二）下午 13：20至16：20 (3小時)。 

        數學科：10月19日（星期四）上午 09：10至11：10 (2小時)。 

        物理科、化學科：10月19日（星期四）上午 09：10至12：10 (3小時)。 

      2.測試地點： 

        數學科：活動中心三樓 

        自然科：科學館內之物理、化學、生物、地科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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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自然科請穿著無特殊標識之白色實驗衣(實驗衣自備)，數學科著校服。 

        

八、競賽方式： 

  （一）各科以個別參賽為原則。 

  （二）初選：各科以筆試為之，成績優等者得以參加複選。 

  （三）複選：Ａ.自然科以實驗操作為之，主試老師宣布題目，與賽學生利用設定之器

材及藥品，限時內完成個人設計之實驗，並詳實記載觀察、分析、推

論、綜合等項過程，撰成報告。 

             Ｂ.數學科複選以筆試為之。 

 

九、評審： 

  （一）評審委員：由校長聘請各科任課教師擔任。 

  （二）評審標準：Ａ.設計之創作性百分之卅 Ｂ.良好實驗態度習慣百分之廿五 

                  Ｃ.結果準確性百分之廿五 Ｄ.報告之完整性及表達能力百分之廿 

                  Ｅ.參計筆試成績         Ｆ.附註：數學科評審方式另計 

 

十、獎勵： 

  （一）各科初選錄取優等及佳作若干名，發給證書，獲優等學生參加複選。 

  （二）每科複選選拔特優獎及優等獎若干名，特優獎人數以本市複賽所定本校得參加 

人數為準，由學校給予獎勵，並代表學校參加本市複賽。 

 

十一、本辦法經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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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106學年度數、生、地科競賽 

報名表 

 科     目  班       級  座       號 姓 名 教師（或導師）簽名 

數      學      年    班    

數      學      年    班    

數      學      年    班    

生      物      年    班    

生      物      年    班    

生      物      年    班    

地球科學      年    班    

地球科學      年    班    

地球科學      年    班    

 

※請於 9月12日（星期一）前先將此報名表交至教務處設備組。 

※高三各科最多報名三人。 

※高一、高二各科最多報名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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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106學年度物理科、化學科競賽 

報名表 

 科     目  班       級  座     號 姓     名  教師（或導師）簽名 

物      理      年    班    

物      理      年    班    

物      理      年    班    

化      學      年    班    

化      學      年    班    

化      學      年    班    

 

※請於 9月29日（星期五）以前將此報名表交至教務處設備組。 

※高三各科最多報名三人。 

※高一、高二各科最多報名兩人。 



148 

檔案編號：23-006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毒性化學物質及有害廢棄物 

管理辦法 
 

一、為有效管理毒性化學物質及有害廢棄物，防止環境污染，保障教職員工生安全，並

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學術機構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辦法」及相關環保法規之

規定，特訂定「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毒性化學物質及有害廢棄物管理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二、本辦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相關單位：係指本校使用毒性化學物質或產生有害廢棄物之權責單位。 

  (二)實驗場所：係指相關單位運作毒性化學物質之實驗室、實習工場、試驗工場。 

  (三)實驗室負責人：係指各實驗場所之指導教師、授課教師或由單位主管所指定之編

制內負責有關實驗場所運作毒性化學物質之相關事宜之人員。 

  (四)毒性化學物質：係指經「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及「勞工安全衛生法」等相關法

令公告，對人體健康及環境生態有害之化學物質，及相關單位認為有毒害顧慮之

化學物質。 

(五)有害廢棄物：係指教學、研究等過程所產生，符合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及相

關單位認為有危害安全與健康顧慮之廢棄物，但不包括放射及生物性廢棄物。 

三、各實驗場所製造、輸入毒性化學物質，或使用、貯存、廢棄毒性化學物質，應先經

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報請主管機關登記備查或核可，並副知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四、安全衛生管理單位負責下列事項： 

  (一)輔導相關單位執行「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學術機構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辦法」

及本辦法規定之事項，並將輔導結果報請校方處理。 

 (二)輔導實驗場所進行有害廢棄物減量及回收利用。 

 (三)不定期舉辦實驗室毒性化學物質及有害廢棄物管理之教育訓練。 

(四)彙整各相關單位定期送交之毒性化學物質及有害廢棄物管理紀錄，並呈報主管機

關備查。 

(五)協調、輔導委託廠商進行有害廢棄物清運、處理相關事宜。 

(六)協助毒性化學災害處理。 

五、各相關單位應負責下列事項： 

   (一)各實驗場所毒性化學物質之採購、貯存、標示、使用紀錄及申報相關事宜。 

   (二)各實驗場所有害廢棄物之分類、收集、貯存、廢棄紀錄及申報等相關事宜。 

   (三)各實驗場所毒性化學物質及有害廢棄物之安全作業標準方法之擬訂。 

   (四)各實驗場所毒性化學物質及有害廢棄物之教育訓練及緊急事件之應變。 

   (五)各實驗場所毒性化學物質及有害廢棄物貯存之管理及有關之環保安衛措施之定

期檢查。 

六、各相關單位採購毒性化學物質應填寫「毒性化學物質請購同意書」，並要求廠商提

供物質安全資料表及危害標示。 

 (一)請購之毒性化學物質如本校尚未報備、取得運作核可或登記備查號碼，且請購

量未超過最低管制限量，則須由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報請主管機關，取得相關核

可後，方可購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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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請購之毒性化學物質如本校已取得運作核可、登記備查號碼，且請購量未超過

最低管制限量或為第四類之毒性化學物質時，則經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同意後，

即可購置。累計運作量等於或大於最低管制限量者，請購時須經安全衛生委員

會同意。 

七、實驗場所進行毒性化學物質相關實驗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置備運作場所及設施標示與物質安全資料表於實驗場所明顯易見處。 

    (二)人員穿戴有效之個人防護具在通風及安全之特定場所下操作，並有適當之安全

防護設施。 

 (三)確實填寫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 

 (四)實驗後剩餘、新製造之毒性化學物質或不明產物，應依相關法規及本辦法有關

實驗有害廢棄物之規定辦理。 

 (五)依毒性化學物質之特性提供適當之緊急應變及急救設備。 

八、毒性化學物質之貯存，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各相關單位或實驗場所應設置適當之毒性化學物質儲存場所，並集中由專人管

理。 

   (二)存取毒性化學物質時，立即更新庫存資料。 

   (三)依其特性儲存於通風及安全良好之特定場所。 

   (四)置備物質安全資料表於儲存場所明顯易見之處及確實執行危害標示。 

   (五)依毒性化學物質之特性提供適當之緊急應變及急救設備。 

九、實驗場所有害廢棄物之儲存，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有害廢棄物儲存於可相容之容器中，不具相容性之有害廢棄物應分別儲存不可

混儲。有害廢棄物相容表應懸掛於實驗場所明顯處，並公告周知。 

 (二)儲存容器應明顯標示其種類、性質並保持良好情況，如有損壞或洩漏之虞，應

立即更換並隨時保持容器清潔。 

 (三)有害廢棄物勿堆高及置於近火源處，其儲存場所，避免高溫、日曬及雨淋，最

好有抽氣設備。 

   (四)有害廢棄物儲存場所須有洩漏防護設施，以避免意外洩漏造成危害。 

十、各相關單位應備有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以供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彙整申報及主管

機關不定期抽查。 

   (一)實驗操作人須立即登錄毒性化學物質採購、使用、庫存及廢棄之相關資料。 

  (二)各相關單位應彙整各實驗場所毒性化學物質之採購、使用、庫存及產生有害廢

棄物相關登錄資料，並填具「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表」。 

十一、各相關單位接獲實驗場所有害廢液清運行程表通知後，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登錄各實驗場所廢液清運資料，送院彙整後，於清運前二週送安全衛生管理單

位核對。 

(二)依本校實驗室廢液分類標準分類，並懸掛及確實填寫分類標籤。 

(三)廢液不得有分層現象、不知成份或未達半桶之情形。 

(四)清運前一小時，將實驗室廢液集中放置一樓，並檢查是否滲漏或密封不良。 

十二、各實驗場所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實驗室負責人應立即採取緊急防治措        

施，並至遲於一小時內，報知當地主管機關： 

(一)因洩漏、化學反應或其他突發事故而污染運作場所周界外之環境者。 

(二)於運送過程中，發生突發事故而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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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運作場所因毒性化學物質發生事故時，應於十二小時內報告所屬單位，並陳

報校長；實驗室負責人應自事故發生後三天內，填寫「毒性化學物質事故

調查處理報告表」，向事故發生地主管機關報備並副知環保署與本校安全衛

生管理單位，未能於三天內完成調查資料者，應於報備時以書面說明向事

故發生地主管機關申請核准補足資料所需之時間。 

十三、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本辦法經安全衛生委員會與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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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3-007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化學實驗室緊急應變計畫 
 

目的：防止可能的意外，避免意外發生時災情擴大，並減少意外造成的損失。 

事業單位名稱：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一、本計劃適用於以下事件：（請打ˇ可複選） 

□ 颱風 

□ 水災 

□ 地震 

□ 停電 

□ 火災、爆炸 

□ 氣體外洩 

□ 職業傷病 

□ 犯罪事件 

□ 鄰近災害 

□ 其他： 

二、指揮體系：（校安中心） 

決策小組：謝文斌 校長 

行政執行組：龔俊旭 總務主任 

新聞組：顏銘賢 學務主任 

輔導組：鐘  穎 輔導主任 

作業管制組：孫足承 主任教官 

三、任務編組： 

組別 成員 任務 

□ 防災組 化學科教師群 巡視水、電、氣體、瓦斯等能源狀

況，意外時則立即切斷水、電、氣

體、瓦斯等能源開關 

□滅災組 總務處（防火管理人） 針對災害現場，消滅災害原因。 

□急救及疏散組 總務處、健康中心 對傷患予以必要之急救及送醫，廣

播並引導人群疏散 

□搶救組 教官室 移開危害物質及搶救相關重要物

資 

□其他 學務處、總務處 傷亡損失統計、原因調查、災後復

元、設備更換拆修…等 

四、事件通報及發佈： 

接獲通報 →校安中心  → → → → → 一、召開決策小組會議。 

              ↓                    二、通告防災組前往搶救、處理。 

              ↓                                        ↓ 

               通知→勞檢所                           完成處理 

                     環保局                           簽會各處室 

                     三民消防分隊（2243139）                   ↓ 

                     高市校安中心                            結案 

                     南山醫院（288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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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3-008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實驗室與實習場所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工作守則依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25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27條訂定。 

第二條 為防止實驗室、實習場所災害發生、保障相關教職員生之安全，本守則適

用範圍為本校實驗室與實習場所(含自然科實驗室及生活科技科專科教

室)。 

第三條 本守則適用人員，係指工作性質確需進出適用場所並從事工作獲得工資

者。 

第四條 本守則所稱職業災害，係指適用場所中因建築物、設備、機械、原料、材

料、化學物品、氣體、蒸氣、粉塵等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所引起之

疾病、傷害、殘廢或死亡。 

第五條 本校各適用場所安全衛生管理業務，由本校教務處設備組主辦，總務處庶

務組、學務處健康中心、軍訓室、人事室、會計室協辦。 

 

第二章 安全衛生管理及各級之權責 

第六條 校長之權責 

一、綜理實驗室與實習場所安全衛生業務。 

二、核定各項有關實驗室與實習場所安全衛生管理守則、 

    規則等。 

三、督導本校各處室及人員辦理安全衛生業務。 

第七條 教務主任之權責 

一、督導設備組辦理實驗室與實習場所安全衛生業務。 

二、協調各處室配合設備組辦理實驗室與實習場所安全衛生業務。 

第八條 設備組長之權責 

一、訂定實驗室與實習場所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緊急應變計畫、危害通識

計畫及研議安全衛生改善對策。 

二、規劃、協調、宣導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第九條 實驗室管理人員之權責 

一、訂定各實驗室及實驗設備使用管理規則。 

二、執行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第十條 實驗室及實習場所任課教師之權責 

一、督導學生於實驗、實習注意安全並確實遵守本守則及 

    相關管理規則所訂之事項。 

二、配合並協助執行實驗室或實習場所安全衛生管理事 

    項。 

三、建議改進實驗室或實習場所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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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本校下列單位應本於權責配合設備組，辦理實驗室及實習場所安全衛

生管理事項 

一、 總務處庶務組：機械電器、消防設施建置及維護管理，督導實  驗室、

實習場所、建物工程承攬商安全衛生事項。 

二、學務處健康中心：負責災害發生時傷患之緊急救護。 

三、軍訓室：災害發生時之通報及人員疏散與秩序維持。  

四、人事室：負責安排適用人員健康檢查事宜。 

五、會計室：負責安排編列安全衛生預算及安全衛生人員 

            教育訓練費用。 

 

第三章 設備之維護與檢查 

第十二條 實驗室、實習場所管理人員應隨時檢查各項實驗儀器、設備之外觀有

無破損、功能是否運作正常，如有故障或有產生危險之虞者，應立即

通報辦理檢修。 

第十三條 任課教師及學生應於實驗、實習前，檢查各項實驗儀器、設備之外觀

有無破損、功能是否良好安全堪用，倘有故障或產生危險之虞者，應

立即停止使用並辦理檢修。 

第十四條 辦理實驗、實習之儀器或設備檢修後，應留存相關紀錄備查。 

 

第四章 工作安全與衛生標準 

第十五條 所有實驗、實習應以安全為優先考量，本守則適用人員應相互提醒注

意安全。 

第十六條 實驗室、實習場所除放置實驗、實習必要之儀器、設備外，應隨時保

持整潔；通道不可推放雜物、電線不可橫跨；地板應保乾燥，不可有

油污、化學藥劑、水等其他易致滑倒之物質殘留。 

第十七條 嚴禁人員於實驗室及實習場所抽菸、飲食、奔跑、嬉鬧，及從事與實

驗無關之活動或妨礙秩序之行為。 

第十八條 非有機溶劑及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人員，不得擅入前述之作業場所。化

學藥品應依危害通識規則及環保、勞安等相關法令之規定標示，並製

備物質安全資料表，俾供實驗及災害搶救之參考。有機溶劑及特定化

學物質作業時應使用局部排氣裝置並待用正確之呼吸防護具防護衣著

防護手套及塗敷劑等使用前應檢視通風設備是否良好 

第十九條 搬運有腐蝕性或具有毒性之物品時，應適時使用手套、圍裙、安全帽、

安全眼鏡、口罩、面罩等發生洩露時，應在適當防護下，立即以吸附

材吸附漏洩之化學物質，並將處理後之特定化學物質，依有害廢棄物

處理有關規定處置。化學藥品之存放及使用應注意相容性之問題，如

有不相容者應分區存放，且不得將其混合；實驗產生之廢液亦同。 

第二十條 實驗時使用有機溶液或實驗過程中會產生毒性、可燃性、腐蝕性、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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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性等氣體者，應於抽氣櫃中進行，同時實驗室應保持良好通風，不

得緊閉門窗。 

第二十一條 為實驗之須要暫時存放於實驗室之化學藥品應有必要之防護措施，避

免其洩露、傾倒、掉落。 

第二十二條 機械電器設備應確實檢查，妥善保養，以免發生過熱失火或感電等事

故。使用電氣相關之儀器、設備前，應注意開關、電線絕緣被覆是否

有損壞或其他可能漏電之情事，如有者，應立即停止使用並紀錄於實

驗、實習日誌，使用後應立即關閉電源並拔除挿頭。 

第二十三條 高壓氣體鋼瓶應予以固定，避免倒塌、破裂致氣體外洩，且應置於有

良好通風並遠離高溫明火處。 

第二十四條 較危險之機械設備(如線鋸機、研磨機、鑽床等)應加裝適當的防護設

施(如護罩或護圍等)，且不得取下，如欲維修應切斷電源及銜掛明顯

之警示牌後，方可進行拆卸，並於維修完成後立即裝回，除該負責修

理人員外，任何人不得將該警示牌取下或送電，以免發生感電意外而

傷亡。 

變電室或受電室不得放置任何與電路無關之物體、設備或雜物，非工

作人員不得進入；且非職權範圍，不得擅自操作各項電氣設備。 

第二十五條 實驗、實習時應依規定穿著個人必要之安全防護具實驗之性質，穿著、

配載適當之個人防護器具。 

第二十六條 從事加熱、電氣或會產生劇烈反應等有具有危險性的實驗、實習時，

應有教師在旁全程監控，不得擅離。 

第二十七條 學生實驗、實習應遵循教師及實驗、實習手冊所明訂之操作程序、作

業條件及注意事項。 

第二十八條 學生實驗、實習時應有教師在場督導。 

 

第五章 教育及訓練 

第二十九條 本守則之適用人員有接受相關安全衛生、預防災害等教育或訓練之義

務。 

第三十條 本守則之適用人員於參加安全衛生、預防災害等相關訓練、研習或收

受安全衛生法令訂定、修正或函示等相關資訊，應透過書面、教學研

究會、電子郵件、網際網路等管道轉知其他適用人員知悉。 

 

第六章 急救與搶救 

第三十一條 發生災害時，應立即切斷現場電源，關緊氫氣、氧氣等易爆鋼瓶，避

免災害擴大，並迅速將人員疏散至安全地區。 

第三十二條 發生災害時以救人為優先，並立即啟動緊急聯絡系統：應有對外的聯

絡設備，並備有消防隊、健康中心、毒物資詢中心、醫療單位的連絡

電話或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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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條 意外發生時，相關人員不得在沒有適當防護裝備下，冒然進行急救、

搶救，應迅速聯絡該單位主管，並實施必要之急救、搶救、防止災害

繼續擴大。 

第三十四條 發生災害時發生災害時受傷人員之救護原則如下： 

一、吸入化學氣體或火災濃煙：將傷者移至新鮮空氣處後 

    立即送醫。 

二、皮膚接觸：若為化學品接觸導致受傷者，應先除去污 

    染的衣物、鞋子及飾品，並立即以護膚解毒劑噴撒於 

    接觸之皮膚或以淋浴設備沖洗 20分鐘以上後送醫； 

    若為火災灼傷者，則依沖、脫、泡、蓋、送之醫療程 

    序施與救治。 

三、眼睛接觸：以護眼清洗裝置沖洗接觸之眼睛 20分鐘 

    以上後送醫。 

四、食入：不可催吐；若誤食者喪失意識，不可餵食，應 

    即刻送醫。 

五、若傷者呼吸、心跳停止，施以心肺復甦術；若傷者有 

    出血狀況，立即採取止血措施。 

第三十五條 發生災害時事故現場之救災原則如下： 

一、發生火災時先以滅火器、防火毯撲滅火源；如遇火 

     勢過大，立即通報消防局進行救災。 

 二、發生化學藥品洩露時，如屬少量之洩漏以洩漏吸收 

     墊清理並以清水沖洗稀釋；如屬大量洩漏，立即通 

     報消防局、環保局等相關單位進行救災。 

 三、救災所產生含有化學物質之廢棄物暫時封存於廢液 

     桶中，禁止人員接觸，另委請專業廠商處理。 

 

第七章 防護設備之準備、維持與使用 

第三十六條 本校應為實驗室備置充足且適當之公用安全衛生設備及個人防護器

具。 

第三十七條 各公用安全衛生設備及個人防護器具應妥善使用，並經常檢查，以維

持其正常功能；如有不堪使用、過期或安全缺陷之防護器具應申請檢

修或更換，不得繼續使用。 

第三十八條 本守則適用人員應熟悉公用安全衛生設備及個人防護器具存放地點

及正確使用方式。 

第三十九條 任課教師應於實驗前嚴加督導學生正確使用適當的防護器具。 

 

第八章 事故通報與報告 

第四十條 實驗室發生災害時應依緊急應變計畫之規定，通報各相關單位進行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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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搶救。 

第四十一條 實驗室發生下列災害之一時，設備組長應即呈報校長並於 24小時內

報告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電話：07-8125162) 

一、發生死亡災害者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者 

三、氨、氯、氟化氫、光氣、硫化氫、二化硫等化學物質  

    之洩漏發生一人以上罹災需住院治療者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第四十二條 前項災害如遇重大事故發生時，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任何人非經司

法人員或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第四十三條 害發生後，本校相關單位及人員須會同進行現場調查並分析檢討做成

紀錄，防止類似事故再度發生。 

 

第九章 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第四十四條 本守則未規定之事項，依據其他勞工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等相關法令

之規定辦理。 

第四十五條 本守則由教務處設備組會同勞工代表擬定，報請勞工局勞動檢查處備

查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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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4-00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音樂班使用音樂館琴房規則 

102年 12月 24日藝能科教學研究會修訂 

一、使用時間：星期一、四 12：00~13：10 

              星期三      12：00~16：10 

              星期五      08：00~13：10 

二、登記方式：請於當日 9:00-11：10 下課期間，至音樂組辦公室登記並領取琴房磁卡。 

三、磁卡使用規則： 

  (一)當日使用完畢後，須馬上將磁卡交還音樂組辦公室。 

  (二)若於隔日歸還，則兩週內不得使用琴房；若於兩日內未歸還，則視為磁卡遺失，

須賠償磁卡工本費 150元。 

 

四、琴房使用規則： 

  (一)禁止攜帶飲料與食物至琴房。 

  (二)禁止破壞琴房內的設備與移動鋼琴，如有損壞，須照價賠償。 

  (三)離開時，請將冷氣、電燈、電扇關閉並蓋上琴蓋。 

  (四)違反琴房使用規則者，禁用琴房，並依校規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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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4-002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普通班使用音樂館琴房規則 

102年12月24日藝能科教學研究會修訂 

一、使用時間：星期一 12：00~12：40(12:40-13:10 需經導師同意) 

              星期四 12：00~12：40(12:40-13:10 需經導師同意) 

【星期三、五為音樂班術科時間，不開放使用】 

 

二、登記方式：請於當日9:00-11：10 下課期間，攜帶學生證至音樂組辦公室登記並領

取琴房磁卡。 

 

三、使用琴房：本校音樂館三樓 309、310、311、312 琴房 

 

四、磁卡使用規則： 

  (一)當日使用完畢後，須將磁卡馬上交還音樂組辦公室以領回學生證。 

  (二)若於隔日歸還，則兩週內不得使用琴房；若於兩日內未歸還， 

      則視為磁卡遺失，須賠償磁卡工本費150 元。 

 

五、琴房使用規則： 

  (一)禁止攜帶飲料與食物至琴房。 

  (二)禁止破壞琴房內的設備與移動鋼琴，如有損壞，需照價賠償。 

  (三)離開時，請將冷氣、電燈、電扇關閉並蓋上琴蓋。 

  (四)違反琴房使用規則者，禁用琴房，並依校規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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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4-003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音樂班違反考試規則處理原則 

102年 12月 24日藝能科教學研究會修訂 

                    

一、未照考試次序、擅自更改。 

  警告乙次 

＊考試次序若有抵觸，應事先向音樂組報備。高三同學可外請伴奏，但不可 因伴

奏因素更換次序＊ 

二、考試期間違反規定、擅自使用琴室練琴 。       

  警告乙次 

三、考試曲目錯誤。 

  依評審會議決定議處，並扣術科學期總成績 2 分 

四、考試曲目遲交。 

  警告乙次 

五、考試當天只能在音樂館等待，無故點名不到或擅自離開音樂館者。 

    警告兩次 

六、考試曲目在規定時間內，未經主副修老師簽名者。 

  警告乙次並扣術科學期總成績 1分。 

七、學習記錄簿每學期抽查兩次：第一次，遲交一天扣 0.5分，兩天以上扣 1分；第二

次，遲交一天扣 0.5 分，兩天以上扣 1分，並加計警告一次。 

＊＊＊考試期間請遵守規定；違規者一律依校規處理 



160 

檔案編號：24-004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學年度 

音樂班協奏曲比賽辦法 

102年 12月 24日藝能科教學研究會修訂  

 

一、 主    旨：加強音樂術科演奏技能、增加舞台表演經驗。 

二、 參加對象：本校音樂班學生，主修同學必然參加，副修同學鼓勵參加。           

(主奏與伴奏同學皆須是本校音樂班在學學生) 

三、 報名時間：106年 09 月 05日(二)至 10月 12 日(四)止。 

四、 報名規定:請於 10月 12日(四)12:00 前繳交報名表,報名表交出後, 

              即不可再更換自選曲目及伴奏名單 。 

五、 比賽時間：106年 11 月 18日（六）早上 8:30 開始。 

六、 比賽地點：本校藝能館演奏廳。 

七、 比賽類組：管樂組(含擊樂/聲樂)（明年：鋼琴組，後年：弦樂組， 

              以此類推，每三年輪ㄧ次）。                     

八、 錄    取：參賽組數若超過七組（含），錄取前三名；不及六組者，視 

              情況擇優獎勵。 

九、 比賽曲目：自選管樂組(含擊樂/聲樂)協奏曲快板樂章一首。自選之曲目若涉及版

權問題「總譜」「套譜」只租不賣,演奏者須全額自付租譜用。                     

十、 評    審：聘請本校音樂班專長教師及大學院校音樂系教授擔任之。 

十一、獎    勵：除頒發獎狀及獎金外，另敦請學校予以敘獎以茲鼓勵。 

（第一名之主奏同學可於明年度『管弦樂之夜』與音樂班管絃樂團合

作演出比賽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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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4-005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音樂班 102 學年度 術科期末會考 

各年級主副修樂器相關規定 

102年 12月 24日藝能科教學研究會修訂 

高 一 高 二 高 三 

上學期 上學期 上學期 
樂派範圍 

（全部樂器 

適用） 

至古典樂派 樂派範圍 

（全部樂

器適用） 

至浪漫樂派 

（不含國民樂

派） 

樂派範圍 

（全部樂器適

用） 

不拘 

鋼琴主修之

音階與琶音

規定 

音階：全部大小

調皆須反覆，小

調第一次彈和

聲小音階，第二

次彈曲調小音

階。 

琶音：八度琶音 

鋼琴主修

之音階與

琶音規定 

音階：三度音

階，全部大小調

皆須反覆， 

小調第一次彈和

聲小音階，第二

次彈曲調小音

階。 

琶音：三度琶音 

鋼琴主修之音

階與琶音規定 

音階琶音：全

部大小調【小

調為和聲小音

階】，四個八度

上下行一次，

不反覆（比照

大學術科聯合

考試辦理） 

鋼琴副修之

音階與琶音

規定 

音階：全部大小

調皆須反覆，小

調第一次彈和

聲小音階，第二

次彈曲調小音

階。 

琶音：八度琶音 

鋼琴副修

之音階與

琶音規定 

音階：全部大小

調皆須反覆，小

調第一次彈和聲

小音階，第二次

彈曲調小音階。 

琶音：八度琶音 

鋼琴副修之音

階與琶音規定 

不考音階琶

音，只考一首

自選曲（比照

大學術科聯合

考試辦理） 

下學期 下學期 下學期 
樂派範圍 

（全部樂器 

適用） 

至古典樂派 樂派範圍 

（全部樂

器 

適用） 

至現代樂派 

（含 20世紀音

樂） 

 

 

 

鋼琴主修之

音階與琶音

規定 

同高一上學期 鋼琴主修

之音階與

琶音規定 

音階：六度音

階，全部大小調

皆須反覆， 

小調第一次彈和

聲小音階，第二

次彈曲調小音

階。 

琶音：六度琶音 

巴哈平均律一

組 

鋼琴副修之

音階與琶音

規定 

同高一上學期 鋼琴副修

之音階與

琶音規定 

音階：三度音

階，全部大小調

皆須反覆， 



162 

小調第一次彈和

聲小音階，第二

次彈曲調小音

階。 

琶音：三度琶音 

備註： 

（一）所有樂器的考程皆分為兩個部份：1.基本能力（音階、琶音、指定曲，另主修須加考視奏）    

                                    2.自選曲。 

（二）管、弦樂器之音階與琶音規定，將與指定曲一併公佈。 

（三）指定曲相關內容將於期末會考前五週公佈。 

（四）若有個別疑問，請洽范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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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4-006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音樂班學生自行參加校外 

音樂活動、演出或比賽請假規定 

103年 03月 03日藝能科教學研究會通過 

105年 06月 07日藝能科教學研究會修訂 

105年 06月 07日 教務會議通過 

 

一、學期上課中，學生自行參加校外邀請之音樂活動、演出或比賽，為避免影響學生學

期中之正常學、術科學習，應事先辦理請假手續，其次數及期間之限制如下：每學

期兩次、每次以不超過一星期為原則，但情形特殊而獲准者除外。 

 

二、學生自行參加對外音樂活動、演出或比賽，如與音樂班活動、學校定期考試或術科

考試相衝突時，須檢附相關證明，於三星期前提出申請，經音樂科教學研究會審核

通過後，始得申請補考。。 

 

三、審核通過後，限於返校後二日內提出申請補考，成績最高以 60分計算。 

 

四、參加對外活動或演出之請假手續如下： 

(一)檢附邀請單位邀請函及證明文件。 

(二)填寫請假單並送下列核章： 

     1.術科指導老師 

     2.導師 

     3.音樂組長 

     4.教務主任 

     5.校長 

 

五、 本規定經本校藝能科教學研究會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其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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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5-00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科學班學生轉出轉入原則 
 

壹、依據 

一、高級中學法。 

二、特殊教育法。 

三、高級中等學校教育實驗辦法。 

四、教育部高級中學科學班實施計畫。 

五、高級中學科學班開設招生作業要點。 

六、教育部 100.7.11部授教中（二）字第 1000514067 號函 

貳、目的 

一、輔導因志趣改變或學習適應不良之科學班學生，有轉入普通班就讀機會，發展其

潛能。 

二、提供具備自然或數理濃厚興趣及資優特質之學生，有轉入科學班就讀機會，提供

適性課程，發揮其最大學習潛能。 

參、轉出原則、時程與安置 

一、轉出原則： 

(一)原科學班之學生，自願或經該班任課教師發現適應不良，或興趣、性向改變，

經輔導後欲轉入普通班者。 

(二)未通過學科資格考考試者。 

二、轉出時程與安置： 

(一)高一、高二每學期第二次期中考後至第三次期中考前提出申請。 

(二)學科資格考考試成績公布後，未通過者。 

(三)前二項同學經評估觀察、介入輔導、及評鑑審查核定者，編入普通班就讀。 

肆、轉入原則、時程、甄選方式與安置 

一、轉入原則： 

高一升高二科學班有缺額，且「入學及學科資格考試委員會」經決議後，辦理

轉入事宜。 

二、轉入報名資格：本校普通班高一學生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學業成績優異者：高一數學成績及基礎物理、基礎化學、基礎生物、基礎地

科任一科成績達 85分以上者，且高一上學期成績班排前 3名。 

(二)高一階段曾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有關數學

科或自然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表現特別優異，獲得前三等獎項，附有相關

證明文件者。 

(三)高一階段曾參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的數學科或自然學科研習活動，成就

特別優異，經主辦單位推薦者。 

(四)高中階段曾參與數學科或自然學科獨立研究成果優異，並刊載於學術性刊

物，經專家學者或指導教師推薦者。 

(五)對基礎科學有興趣，經數理任課教師推薦者。 

三、轉入甄選方式： 

包括直接錄取和甄選測驗兩種，可依自身條件與意願擇一申請。 

(一)直接錄取：符合下列任一項資格，經審核通過公告後即可直接入班，依其獲

得獎項由最高獎項依序遞推錄取，最多以 5名為原則，若不足 5 名，餘額



165 

流用至甄選測驗名額。 

         1.參加「國際科學奧林匹亞競賽」獲入選選訓營（含）以上者。 

         2.參加「美國國際科學展覽大會」獲獎者。 

(二)甄選測驗：扣除直接錄取名額後之餘額，依據學校公告的科學班轉入甄選簡

章，辦理紙筆測驗甄選。 

四、轉入同學須經科學班「入學及學科資格考試委員會」通過後逕行安置。 

五、轉入安置：凡轉入者，編入科學班就讀，轉入同學不得要求補齊個別未授的課程。 

伍、本原則經科學班「入學及學科資格考試委員會」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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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25-002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科學班學生申請轉普通班 
補充規定 

 

一、依據： 

    高級中學科學班開設招生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二、實施對象： 

    凡本校科學班學生，因學習適應、生涯規劃考量、或未通過學科資格考試等因

素，無法繼續第二階段學程者，得提出申請轉介校內普通班就讀。  

三、轉組期限： 

高一下學期、高二下學期。 

四、申請時間： 

 由教務處依行事曆訂定並公告之。 

五、申請程序及限制： 

（一）學生擬申請轉普通班，須於申請時間內填具申請書，經家長、導師及輔導中心

蓋章後才予受理。 

（二）學生經提出申請轉普通班通過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轉回科學班。 

六、編班原則： 

轉班不限轉任何類組，申請時間截止後，教務處合併普通班申請轉組學生人

數、各類組各班缺額人數，和申請轉組普通班學生公開抽籤決定新編班級，抽籤

時間由教務處訂定並公告之。 

七、本規定經本校科學班入學及學科資格考試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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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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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0-00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要點 

92年 8月 28 日校務會議訂定 

96年 8月 31 日校務會議修訂 

壹、總則 

一、目的及依據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輔導與管教學生事宜，以落實教

育基本法及相關法令規定，積極維護學生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

發展權，並維護校園安全及教學秩序，依教師法第 17 條第 2 項之規定，訂定本

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 

二、定義 

本要點所列之各名詞定義如下： 

（一）教師：指本校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 

（二）教育人員：指前款教師及其他於本校輔導與管教學生之人員（包括兼任教

師、代理教師、代課教師、教官、實習教師及學校行政人員等）。 

（三）管教：指教師基於第 4 條之目的，對學生須強化或導正之行為，所實施之

各種有利或不利之集體或個別處置。 

（四）處罰：指教師於教育過程中，為減少學生不當或違規行為，對學生所實施

之各種不利處置，包括合法妥當以及違法或不當之處置；違法之處罰包括

體罰、誹謗、公然侮辱、恐嚇及身心虐待等（參照附表 1）。 

（五）體罰：指教師於教育過程中，基於處罰之目的，親自、責令學生自己或第 3

者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或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體動作，使學生身體客觀

上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侵害之行為（參照附表 1）。 

三、教育人員之準用規定 

本校教師以外之教育人員，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貳、輔導與管教之目的及原則 

四、輔導與管教學生之目的 

本校教師或教育人員輔導與管教學生之目的，包括： 

 （一）增進學生良好行為及習慣，減少學生不良行為及習慣，以促進學生身心發展

及身體自主，激發個人潛能，培養健全人格並導引適性發展。 

 （二）培養學生自尊尊人、自治自律之處世態度。  

 （三）維護校園安全，避免學生受到霸凌及其他危害。 

 （四）維護教學秩序，確保班級教學及學校教育活動之正常進行。 

五、平等原則 

本校教師或教育人員輔導與管教學生，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 

六、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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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師或教育人員所採行之輔導與管教措施，應與學生違規行為之情節輕重

相當，並依下列原則為之： 

  （一）採取之措施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二）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措施時，應選擇對學生權益損害較少者。  

 （三）採取之措施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七、輔導與管教學生應審酌情狀 

本校教師或教育人員輔導與管教學生應審酌個別學生下列情狀，以確保輔導與管

教措施之合理有效性： 

 （一）行為之動機與目的。 

 （二）行為之手段與行為時所受之外在情境影響。 

 （三）行為違反義務之程度與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四）學生之人格特質、身心健康狀況、生活狀況與家庭狀況。 

 （五）學生之品行、智識程度與平時表現。 

 （六）行為後之態度。 

前項所稱行為包含作為及不作為。 

八、輔導與管教學生之基本考量 

本校教師或教育人員輔導與管教學生，應先了解學生行為之原因，針對其原因選

擇解決問題之方法，並視狀況調整或變更。 

 本校教師或教育人員輔導與管教學生之基本考量如下： 

 （一）尊重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 

 （二）輔導與管教方式應考量學生身心發展之個別差異。 

 （三）啟發學生自我察覺、自我省思及自制能力。 

 （四）對學生所表現之良好行為與逐漸減少之不良行為，應多予讚賞、鼓勵及表揚。 

 （五）應教導學生，未受鼓勵或受到批評指責時之正向思考及因應方法，以培養學

生承受挫折之能力及堅毅性格。 

 （六）不得因個人或少數人之錯誤而處罰全班學生。 

 （七）對學生受教育權之合理限制應依相關法令為之，且不應完全剝奪學生之受教

育權。 

 （八）不得以對學生財產權之侵害（如罰錢等）作為輔導與管教之手段。但要求學

生依法賠償對公物或他人物品之損害者，不在此限。 

九、處罰之正當法律程序 

本校教師或教育人員處罰學生，應視情況適度給予學生陳述意見之機會，以了解

其行為動機與目的等重要情狀，並適當說明處罰所針對之違規行為、實施處罰之

理由及處罰之手段。 

學生對於教師或教育人員之處罰措施提出異議，教師或教育人員認為有理由者，

得斟酌情形，調整所執行之處罰措施，必要時得將學生移請輔導中心處置。 

本校教師或教育人員應依學生或其監護權人之請求，說明處罰過程及理由。 

十、對學生及監護權人之資訊公開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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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點應印製給予學生及監護權人並上網公佈。 

監護權人或學校家長會對本要點有不同意見時，得向本校輔導中心提出意見。 

本校輔導中心於接獲意見時，應溝通協調及說明理由，認為監護權人意見有理由

時，應予修正或調整；認為無理由時，應提出說明。 

十一、個人或家庭資料保護 

本校教師或教育人員因輔導與管教學生所取得之個人或家庭資料，非依法律規

定，不得對外公開或洩漏。 

學生或監護權人得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行政程序法第 46 條、電腦處理個人資料

保護法及相關規定，向本校申請閱覽學生個人或家庭資料。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權

利或法律上利益確有必要者為限。 

參、輔導與管教之方式 

十二、對學生之輔導 

教師應以通訊、面談或家訪等方式，對學生實施生活輔導，必要時做成記錄。 

學生身心狀況特殊，需要專業協助時，教師應主動要求輔導中心或其他相關單

位協助。 

十三、低學業成就學生之處理 

學生學業成就偏低，未有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所列行為者，教師除予以成績考

核外，應瞭解其學業成就偏低之原因（如是否因學習能力不佳、動機與興趣較

低、學習方法無效、情緒管理或時間管理不佳、不良生活習慣或精神疾病干擾

所致），並針對成因採取有效之輔導與管教方式（如各種鼓勵、口頭說理、口

頭勸戒、通知監護權人或補救教學等）。但不得採取處罰措施。 

前項之輔導無效時，教師認為應進一步輔導時，得以書面申請學校輔導室處

理，必要時並應尋求社政或輔導相關機構支援或協助。 

十四、應輔導與管教之違法或不當行為 

學生有下列行為者，本校教師或教育人員應施以適當輔導或管教： 

   （一）違反法律、法規命令或地方自治規章。 

   （二）違反依合法程序制定之校規。 

   （三）違反依合法程序制定之班規。 

   （四）危害校園安全。 

   （五）妨害班級教學及學校教育活動之正常進行。 

十五、訂定校規、班規之限制 

  本校校規應經校務會議通過。 

  本校校規、班規、班會或其他班級會議所為決議，不得訂定對學生科處罰款或

其他侵害財產權之規定。 

除為防止危害學生安全或防止疾病傳染所必要者外，學校不得限制學生髮式，

或據以處罰，以維護學生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並教導及鼓勵學生學習自

主管理。 

除前項情形外，有關學生服裝儀容之規定，本校應以舉辦校內公聽會、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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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進行全校性問卷調查等方式，廣納學生及家長意見，循民主參與程序訂定，

以創造開明、信任之校園文化。 

本校班規、班會或其他班級會議所為決議，與法令或校規牴觸者無效。 

十六、教師之一般管教措施 

   本校教師或教育人員得採取下列一般管教措施： 

   （一）適當之正向管教措施（參照附表 2）。 

   （二）口頭糾正。 

   （三）調整座位。 

   （四）要求口頭道歉或書面自省。 

   （五）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 

   （六）通知監護權人，協請處理。 

   （七）要求完成未完成之作業或工作。 

   （八）適當增加作業或工作。 

   （九）要求課餘從事可達成管教目的之公共服務 （如學生破壞環境清潔，罰其打

掃環境）。 

   （十）取消參加正式課程以外之活動。 

   （十一）經監護權人同意後，留置學生於課後輔導或參加輔導課程。 

   （十二）要求靜坐反省。 

   （十三）要求站立反省。但每次不得超過 1堂課，每日累計不得超過 2 小時。 

   （十四）在教學場所一隅，暫時讓學生與其他同學保持適當距離，並以 2 堂課為

限。 

   （十五）經其他教師同意，於行為當日，暫時轉送其他班級學習。 

   （十六）依該校學生獎懲規定及法定程序，予以書面懲處。 

本校教師或教育人員得視情況於學生下課時間實施前項之管教措施。 

學生反映經教師或教育人員判斷，或教師或教育人員發現，學生身體確有不

適，或確有上廁所、生理日等生理需求時，應調整管教方式或停止處罰。 

十七、教師之強制措施 

學生有下列行為，非立即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不能制止、排除或預防危害

者，教師得採取必要之強制措施： 

   （一）攻擊教師或他人，毀損公物或他人物品，或有攻擊、毀損行為之虞時。 

   （二）自殺、自傷，或有自殺、自傷之虞時。 

   （三）有其他現行危害校園安全或個人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之行為或事實狀

況。 

十八、學務處與輔導中心之特殊管教措施 

依第 16 條所為之管教無效或學生明顯不服管教，情況急迫，明顯妨害現場活

動時，教師得要求學務處、輔導中心或軍訓室派員協助，將學生帶離現場。必

要時，得強制帶離，並得尋求校外相關機構協助處理。 

就前項情形，教師應告知已實施之輔導管教措施或提供輔導管教紀錄，供其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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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各處室人員將學生帶離現場後，得安排學生前往其他班級、圖書館或輔導室等

處，參與適當之活動，或依規定予以輔導與管教。 

學務處、輔導中心或軍訓室於必要時，得基於協助學生轉換情境、宣洩壓力之

輔導目的，衡量學生身心狀況，在學務處、輔中心或軍訓室人員指導下，請學

生進行合理之體能活動。但不應基於處罰之目的為之。 

十九、監護權人及家長會協助輔導管教措施 

學務處、輔導中心或軍訓室依第 18條實施管教，須監護權人到校協助處理者，

應請監護權人配合到校協助學校輔導該學生及盡管教之責任。 

學生違規情形，經學校學務處、輔導中心或軍訓室多次處理無效且影響班級其

他學生之基本權益者，得視情況需要，委請班級（學校）家長代表召開班親會，

邀請其監護權人出席，討論有效之輔導管教與改進措施。 

二十、學生獎懲委員會之特殊管教措施 

 學務處或軍訓室認為學生違規情節重大，擬採取交由其監護權人帶回管教、規

劃參加高關懷課程、送請少年輔導單位輔導，或移送警察或司法機關等處置

時，應依本校學生獎懲規定，簽會導師及輔導室提供意見，經學生獎懲委員會

討論議決後，始得為之。但情況急迫，應立即移送警察機關處置者，不在此限。 

除前項所定處置外，必要時，應聯繫社政單位協助處理。 

學生獎懲委員會應注意保障當事人學生與其監護權人發言之權利，並充分討論

與記載先前已實施之各項管教措施之教育效果。 

學生交由監護權人帶回管教每次以 5日為限，並應於事前進行家訪，或與監護

權人面談，以評估其效果。交由監護權人帶回管教期間，導師或輔導中心應與

學生保持聯繫，繼續予以適當之輔導；必要時，學校得終止交由監護權人帶回

管教之處置；交由監護權人帶回管教結束後，得視需要予以補課。 

二十一、高關懷課程之實施 

本校為有效協助校園之中輟及高關懷群個案，開設高關懷課程。 

學務處、輔導室或軍訓室認為學生違規情節重大，擬採取參加高關懷課程之處

置時，應依該校規定，經學生獎懲委員會或高關懷課程執行小組議決後，始得

為之。 

本校設高關懷課程執行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輔導中心主任擔任執行秘

書，小組成員包括本校各處室主任、相關業務組長、家長會代表、導師及輔導

教師等。執行小組得視需要召開會議，規畫、執行與考核相關業務，並改進相

關措施。 

高關懷課程編班以抽離式為原則，依學生問題類型之不同，以彈性分組教學模

式規劃安排課程（如學習適應課程、生活輔導課程、體能或服務性課程、生涯

輔導課程等），每週課程以 5日為限，每日以 7節以下為原則。 

高關懷課程之師資，依實際需要，經執行小組議決後，由校長聘請校內外開設

相關課程或活動專長之人員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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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關懷課程由專責教師擔任導師工作。 

二十二、搜查學生身體與私人物品之限制 

為維護學生之身體自主權與人格發展權，除法律有明文規定，或經受搜查人出

於自願性同意者，或有相當理由及證據顯示特定學生涉嫌犯罪或攜帶第 24 條

第 1項及第 2項各款所列之違禁物品，或為了避免緊急危害者外，教師及教育

人員不得搜查學生身體及其私人物品（如書包、手提包等）。 

搜查女學生之身體，應由女性教師或教育人員行之。但不能由女性教師或教育

人員行之者，不在此限。 

二十三、校園安全檢查之限制 

為維護校園安全，由學務處或軍訓室依下列規定進行安全檢查： 

  （一）依學生賃居生訪視要點，得在學生家長或導師陪同下，進行學生賃居住處之

定期或不定期檢查。 

  （二）學務處或軍訓室對特定學生涉嫌犯罪或攜帶第 24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各款所

列違禁物品，有合理懷疑，而有進行安全檢查之必要時，得在學生家長或導師

陪同下，在校園內檢查學生私人物品（如書包、手提包等）或專屬學生私人管

領之空間（如抽屜或上鎖之置物櫃等）。 

二十四、違法物品之處理 

本校教師或教育人員發現學生攜帶或使用下列違法物品時，應儘速通知軍訓

室，並依規定通知警察機關處理。但情況急迫時，得視情況採取適當或必要之

處置。 

  （一）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稱之槍砲、彈藥、刀械。 

  （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稱之毒品、麻醉藥品及相關之施用器材。 

教師或教育人員發現學生攜帶或使用下列違禁物品時，應自行或交由軍訓

室予以暫時保管，並視其情節通知監護權人領回。但教師或軍訓室認為下

列物品，有依相關法律規定沒收或沒入之必要者，應移送相關權責單位處

理： 

  （一）化學製劑或其他危險物品。 

  （二）猥褻或暴力之書刊、圖片、錄影帶、光碟、卡帶或其他物品。 

  （三）菸、酒、檳榔或其他有礙學生健康之物品。 

  （四）其他違禁物品。 

教師或教育人員發現學生攜帶前 2 項各款以外之物品，足以妨害學習或教學

者，得予以暫時保管，於無妨害學習或教學之虞時，返還學生或通知監護權人

領回。 

教師或教育人員為暫時保管時，應負妥善管理之責，不得損壞。但監護權人接

到學校通知後，未於通知書所定期限內領回者，學校不負保管責任，並得移由

警察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處理。 

二十五、學生對公物之賠償 

學生毀損公物應負賠償責任時，由總務處通知監護權人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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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身心障礙或精神疾病學生之轉介措施 

教師實施輔導與管教時，發現學生有身心障礙或精神疾病者，應將輔導與管教

紀錄，連同書面申請書送本校輔導中心，斟酌情形安排學生接受心理諮商，或

依法定程序接受特殊教育或治療。 

二十七、學生之追蹤輔導與長期輔導 

教師、學務處、輔導中心或軍訓室對因重大違規事件受處罰之學生，應追蹤輔

導，必要時應會同校內外相關單位共同輔導。 

學生須接受長期輔導時，本校得要求監護權人配合，並協請社政、輔導或醫療

機構處理。 

二十八、高風險家庭學生之處理 

教師或教育人員輔導與管教學生過程中，發現學生可能處於高風險家庭時，應

通報本校輔導中心。本校輔導中心應運用「高風險家庭評估表」，採取晤談評

估等方式，辨識學生是否處於高風險家庭，建立預警系統，建構其篩檢及轉介

處遇之機制，以預防兒童少年保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之發生，並得於事

件發生時，啟動校園危機處理機制，有效處理。 

二十九、法令規定之通報義務 

教師或教育人員在輔導與管教學生過程中，知悉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34 條規定，立即向本校軍訓室或學務處通報，再由軍訓

室或學務處向本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 24小時： 

  （一）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二）充當該法第 28 條第 1項場所之侍應。 

  （三）遭受該法第 30條各款之行為。 

  （四）有該法第 36條第 1項各款之情形。 

  （五）遭受其他傷害之情形。 

教師或教育人員在執行職務時知有疑似家庭暴力情事者，應依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 50 條第 1 項規定，立即向本校軍訓室或學務處通報，再由軍訓室或學務處

向本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逾 24小時。 

教師或教育人員於執行職務知有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者，應依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第 8條規定，立即向本校軍訓室或學務處通報，再由軍訓室或學務處向本市

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 24小時。 

教師或教育人員知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應依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

治準則第 11 條規定，立即向本校軍訓室或學務處通報，再由軍訓室或學務處

向本市政府或教育部通報。 

三十、教師或學校之通報方式 

教師或教育人員知悉兒童及少年保護、家庭暴力、性侵害及校園性騷擾事件，

應於知悉事件 24 小時內依法進行責任通報（113 專線），並進行校園安全事

件通報，由校長啟動危機處理機制。 

通報前項事件時，應以密件處理，並注意維護被害人之秘密及隱私，不得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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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公開，對於通報人之身分資料應予以保密，以維謢學生個人及相關人員隱私。 

三十一、通報相關單位處理監護權人問題 

學生須輔導與管教之行為係因監護權人之作為或不作為所致，經與其溝通無效

時，本校應函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社政或警政等相關單位協助處理。 

肆、法律責任 

三十二、禁止體罰 

依教育基本法第 8條第 2項規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不得有體罰學生之行

為。 

三十三、禁止刑事違法行為 

教師或教育人員輔導與管教學生，得採規勸或糾正之方式，並應避免有誹謗、

公然侮辱、恐嚇等構成犯罪之違法處罰行為。 

三十四、禁止行政違法行為 

教師或教育人員輔導與管教學生時，應避免有構成行政罰法律責任或國家賠償

責任之行為。 

三十五、禁止民事違法行為 

教師或教育人員輔導與管教學生時，應避免有侵害學生權利，構成民事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責任之行為。 

三十六、不當管教之處置及違法處罰之懲處 

教師或教育人員有不當管教學生之行為者，予以告誡。其一再有不當管教學生

之行為者，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教師或教育人員有違法處罰學生之行為者，按情節輕重，依教師成績考核辦法

或相關規定，予以申誡、記過、記大過或其他適當之懲處。 

教師或教育人員違反教育基本法第 8條第 2項規定，以體罰或其他方式違法處

罰學生，情節重大者，應依教師法第 14條及相關規定處理。 

伍、紛爭處理及救濟 

三十七、申訴 

本校學生對於教師或學校有關其個人之輔導與管教措施，如有不服，依本校學

生申訴實施要點辦理。 

三十八、申訴評議之執行 

學生之申訴經評議有理由時，對尚未執行完畢之管教措施不得繼續執行，已執

行之處分應撤銷。管教措施不能撤銷者，本校教師或教育人員應斟酌情形，對

申訴人施以致歉、回復名譽或課業輔導等補救措施，並負起相關法律責任。 

三十九、協助處理紛爭 

經當事人請求或必要時，本校應協助教師或教育人員處理紛爭。 

教師或教育人員因合法管教學生，與監護權人發生爭議、行政爭訟或其他司法

訴訟時，學校應依教師或教育人員之請求，提供必要之協助。 

陸、附則 

四十、提供所需之設施及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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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或教育人員實施輔導與管教工作所需之設施（如諮商處所）、物品（如錄

音機電話傳真）及文件表單（如輔導管教記錄表、家長通知書、學生獎懲委員

會審議申請表、獎懲委員會裁決書、獎懲委員會裁決通知函、學生申訴單），

由本校行政單位統一提供之。 

四十一、對特殊教育學生之輔導與管教 

教師依特殊教育法對學生實施特殊教育時，其輔導管教應依個別教育計畫實

施。 

四十二、本要點之施行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修訂時亦同。 

 附表 1、教師違法處罰措施參考表 

違法處罰之類型 違法處罰之行為態樣例示 

教師親自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之體罰 例如毆打、鞭打、打耳光、打手心、打臀

部或責打身體其他部位等 

教師責令學生自己或第 3 者對學生身體施加

強制力之體罰 

例如命學生自打耳光或互打耳光等 

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體動作之體罰 例如交互蹲跳、半蹲、罰跪、蛙跳、兔跳、

學鴨子走路、提水桶過肩、單腳支撐地面

或其他類似之身體動作等 

體罰以外之違法處罰 例如誹謗、公然侮辱、恐嚇、身心虐待、

罰款、非暫時保管之沒收或沒入學生物品

等 
本表僅屬舉例說明之性質，其未列入之情形，符合法定要件（基於處罰之目的、使學生
身體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侵害等要件）者，仍為違法處罰。 

附表 2、適當之正向管教措施 

正向管教措施 例示 

與學生溝通時，先以「同理心」技巧了解

學生，也讓學生覺得被了解後，再給予指

正、建議。 

1.「你的好朋友找你打電玩，你似乎很難拒

絕；但是，如果繼續用太多時間玩電玩，

你也知道會有很多問題發生。怎麼辦？

讓老師和同學 1起來幫助你。」 

2.「老師了解你受委屈、很生氣，所以你忍

不住罵出 3 字經；但是，罵完 3 字經，

對你自己、對別人有沒有好處？還是帶

來更多麻煩？」 

告訴學生不能做出某種行為，清楚說明或

引導討論不能做的原因。而當他沒有或不

再做出該行為時，要儘速且明確地對他沒

有或不再做該行為加以稱讚。 

1.「上課時，在沒有舉手並被邀請發言時，

請你不要講話。」「因為如果你講話，老

師講課的時間就不夠，老師也會分心，

課就講不完或講不清楚，同學可能聽不

懂。」 

    「想想看，如果你很想聽課，却有同學

不斷講話，你會受到什麼影響？」 

    「以前你上課常隨便講話，但今天你沒

有隨便講話，你很有禮貌（或很會替別

人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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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校不再規定你的髮型，但請同學不要

只注重做髮型、跟流行，而沒有考慮到

花錢、功課、健康、團體形象，要考慮

不要給自己或別人添加麻煩。」 

    「想想看，你要如何安排時間與金錢？

要花多少金錢、多少時間在髮型上？」 

    「我們來討論金錢的價值、生命的價

值，要把金錢、時間用在什麼事情上比

較有意義呢？」 

    「你以前的頭髮很亂，看起來沒有精

神，今天的髮型很清爽，看起來很有活

力。」 

除具體協助學生了解不能做某種不好行為

及其原因外，也要具體引導學生去做出某

種良好行為，並且具體說明原因或引導孩

子去討論要做這種好行為的原因，並且，

當他表現該行為時，明確地對他表現這種

行為加以稱讚。 

1.「當你要講話時，請你注意場合與發言程

序。」 

    「如果在老師講課時，每個同學都可以

任意講話，你認為這樣好嗎？有什麼壞

處？相反地，如果大家都能不隨便講

話，則有什麼好處、壞處呢？」 

    「○○同學要講話時，會先舉手問老

師，很有禮貌；○○同學，在老師一開

始上課，就不再講話，會很認真地看著

老師，讓老師很高興，很想好好教給你

們最好的！」 

2.「我們要出國交流，對方國家很重視禮節

與服裝儀容，並且要求整齊，請同學剪

好頭髮。」 

   「我們要出國交流，對方要求短髮、整

齊，如果我們不按照對方的要求，後果

是什麼，我們要怎麼做比較好？是入境

隨俗？或不再去交流？各有何優缺點？

什麼樣的決定比較好？」 

利用討論、影片故事或案例討論、角色演

練及經驗分享，協助學生去了解不同行為

的後果（對自己或他人的正負向影響），

因而認同行為能做或不能做及其理由，以

協助孩子學會自我管理。 

請同學在生活中觀察紀錄打人的事件與被打

的人的反應及感受，老師帶著學生一起討

論；也請同學分享被打的經驗，並討論打人

的短期及長期的好處和壞處；師生一起看控

制生氣的示範影片，學習如何控制生氣的步

驟。 

用詢問句啟發學生去思考行為的後果（對

自己或對他人的短期與長期好處與壞

處），以增加學生對行為的自我控制能

力；並給予學生抉擇權，用詢問句與稱讚

來鼓勵學生做出理性的抉擇，以鼓勵學生

的自主管理。 

「你可以繼續每天打電玩打到半夜；但對你

的身體、功課以及你和爸媽的關係有什麼壞

處？如果你能節制與安排玩電玩的時間，對

你有什麼好處？」 

「玩電玩有什麼好處？這些好處是不是用其

他的活動或做其他事情可以取代？」 

「想想看，玩電玩一時的好處、壞處；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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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的好處、壞處，你如何決定？老師可以協

助你一起思考與規劃，作出對自己、對別人

都較好的決定。但最重要的，你自己要想清

楚，做好決定，並負責任；老師相信你，也

期待你做出最有智慧的決定。」 

注意孩子所做事情的多元面向，在對負向

行為給予指正前，可先對正向行為給予稱

讚，以促進師生正向關係，可增加學生對

負向行為的改變動機。 

「關於你大聲叫罵同學、罵學校這件事，老

師可以了解到你對同學、學校很關心，這是

很好的，以後你還要繼續關心同學！但是，

你的方法是不當的，可能會傷害別人，可能

會使別人討厭你，也會違反校規，是不是可

以改換別的方法來表達你的關心或你的生

氣？」 

「關於你亂貼海報這件事，老師了解你想表

達你的意見，這是很好的，你也很有創意；

但是，你不依規定貼海報，可能會使校園凌

亂，而且也違規了；是否可用別的方法來表

達意見與創意而不違規？」 

針對不對的行為或不好的行為加以糾

正；但也要具體告訴學生是「某行為不好

或不對」，不是「孩子整個人不好」。 

「你生氣時容易出手打同學，對自己、對同

學都不好；但老師並不認為你整個人都不

好，老師了解你有時也會幫 1 些人的忙；希

望你發揮會替別人著想、幫忙別人的優點，

以後不再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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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0-002 

高雄市高雄高級中學導師遴聘實施要點 

102年 1月 18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本校教師擔任導師辦法暨教師聘約之規定，訂定此要點。 

二、目的： 

(一) 以學生權益為中心，建立導師遴聘制度，以遴選出適合之教師擔任導師，落

實輔導學生功能。 

(二) 建立公平、公開、制度化的原則，讓全體教師均能參與導師工作。 

(三) 建立導師職務之任期、聘任、緩任原則，促進和諧的校園氛圍。 

三、遴聘資格： 

凡本校專任教師均有擔任導師職務之義務。 

四、組織及會議： 

(一) 成立「導師遴聘委員會」，負責執行導師遴聘之業務；每年召開遴選委員會議，

審查緩任教師名單及遴選導師人選提報校長聘兼之。 

(二) 本委員會由學務主任、教務主任、主任輔導教師、教學組長、訓育組長、各

學科主席、教師會代表一人組成，由學務主任擔任召集人。 

五、遴聘原則：導師遴聘採教師積分制並依下列優先順序原則； 

(一) 分科：以滿足各分科授課基本時數為前提，教務處於第二學期期末，根據下

學年課程配課之需求，提出各科導師所需員額；若專任教師有異動，

各科導師需求員額得以隨之調整。 

(二) 自願：教師有意願擔任導師職務者，得優先遴聘之。若自願擔任導師員額超

過分科需求，以積分高者優先遴聘；積分相同以抽籤決定。連續三年

自願而未能擔任導師者得依積分高者優先擔任導師，唯人數以不逾分

科需求員額二分之一為原則。 

    (三) 自願人數不足，則依以下原則依序遴聘： 

    1. 新進：新進本校服務未滿三年之教師。 

    2. 最近三年(含)以上未擔任導師者。 

    3. 緩任期滿及原因消失之教師。 

    4. 若導師人數仍不足時，依照教師積分低者優先；若積分相同依下列順序優

先遴聘： 

            (1)未曾擔任本校導師者。 

            (2)本校導師年資較低者。 

            (3)本校年資較低者。 

            (4)未曾擔任本校導師但曾擔任本校行政工作者。 

            (5)本校行政年資較低者。 

       (6)年紀較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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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緩任之申請： 

   (一) 申請緩任之條件: 

1.因重大傷病不堪擔任導師工作者， 應檢附公立醫院或準教學以上醫院之

證明申請。 

2.因個人特殊情況暫時不克擔任導師工作者，應以書面報告申請。 

3.女性教師若預產期在擔任新任班級導師職務工作之上學期者，應檢附醫

師之證明申請。 

4.因排課限制問題而無法擔任導師者，由教務處簽請校長核定，該學年度得

緩任導師職務。 

5.連續三年擔任導師者，得提出申請。 

 (二) 申請緩任導師職務，應於每年四月三十日前以書面提出申請，表明下列各

款事項，向學務處提交後送「導師遴聘委員會」審查： 

 1.當事人。 

 2.申請之理由與事實。 

 3.申請緩任學年度及起始與結束日期。 

 4.申請人簽名。 

 5.相關要事書面或報告。 

 (三) 緩任原因未消失者得再申請延長，但仍需每學年度提出申請。 

八、導師遴聘作業程序： 

(一) 每年四月三十日前教師填寫「教師積分暨自願優先擔任導師意願調查表」，

計算積分；由分科主席彙集後送交學務處統計後提委員會審查。 

(二) 教務處依教學需求分科配課後，提出各分科之導師需求員額。 

(三) 導師遴聘委員會依本要點五、六之原則審查之。 

(四) 本導師遴選委員會經三分之二出席，出席委員經二分之一決議後，提報校

長核定並由學務處公佈下學年導師聘任名單。 

(五) 對於委員會決議有認為不當或損及權益時，得於導師名單核定通知後三日

內向學務處以書面提出申訴之。 

(六) 由人事室製作擔任導師聘書經校長核示後頒發。 

九、導師之任期： 

(一) 導師任期配合學程一任以三年為原則；一年級升二年級重行選組編班後，

擔任二年級導師，以擔任該班導師至學生畢業為原則。 

(二) 體育、電腦、音樂、美術、家政、生活科技之專任教師，如獲聘擔任普通

班導師時，僅以擔任一年級導師為原則。 

(三) 本校音樂、體育、科學班導師以自一年級擔任該班導師至學生畢業為原則。 

十、教師積分之計算： 

(一) 任職本校年資，每學期計分 1.0分。 

(二) 擔任本校導師或代理導師逾學期二分之一，每學期加計 1.0分。 

(三) 擔任本校各處室組長、執行秘書以及科學班主任，每學期加計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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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擔任本校行政處室主任及秘書，每學期加計 2.0分。 

(五) 擔任各學科教學研究會主席、教師會會長、合作社經理、合作社理事主席，

每學期加計 0.5 分。 

(六) 每年六月三十日前，由學務處公告積分表。 

十一、本實施要點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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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學年度教師積分暨自願優先擔任導師意願調查表 

   填表日期：＿＿年＿＿月＿＿日 

一、個人基本資料 

1.填表人：______________ 

2.現在兼任職務：______________ 

3.任教科目：__________、___________  

4.到職日期：＿＿年＿＿月＿＿日 

5.年資：＿＿年（共＿＿學期）年資計算至當年度七月三十一日止 

（採計本校任職年資） 

二、積分表 

 

 

三、下學年度是否有意願自願優先擔任導師？ 

□ 願意 

□ 不願意 

 

四、本人是否具有符合本校「導師遴聘實施要點」第六條所列條件，得緩任導師職務？ 

□是。請將申請書及相關文件於4月30日前送交學務處彙整。 

□否。 

 

 

 

填表人簽章：＿＿＿＿＿＿＿＿＿＿＿ 

任職年資

(每學期1

分)     

 

 

(計_學期) 

擔任導師 

(每學期1

分) 

(含代導

師 1/2學

期以上) 

(計__學期) 

擔任組長、執

行秘書 

(每學期1.5

分) 

 

(計___學期) 

擔任主任、秘

書 

(每學期2.0

分) 

 

(計___學期) 

擔任學科主席、

教師會會長、合

作社經理、 合作

社理事主席 

(每學期0.5分）   

(計___學期) 

總計分數 

F 

 

A＋B＋C

＋D＋E

＝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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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0-003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代理導師實施要點 

104年 1月 20日校務會議通過 

106年 1月 19日校務會議修訂 

 

一、 本實施要點依據高雄市立各級學校教師及職員出差假管理自治條例訂定之。 

二、 凡本校導師請公假及公差(同意課務派代者)、婚假、產前假、陪產假、娩假、流產

假、公傷假、延長病假、喪假、骨髓捐贈假、器官捐贈假、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

假、連續三日以上之病假及合計超過七日按日扣薪之事假（含家庭照顧假）者依

本實施要點由學校排定代理導師。 

三、 代理導師排定原則： 

（一） 導師請假，導師職務由該班任課專任教師代理之。 

（二） 排定依序以自願者優先，並依任教科目每週節數多寡為序，排列順序依序為： 

高一：國文、英文、數學→歷史、地理、公民→基礎物理、基礎化學、基礎

生物、基礎地科、資訊概論→體育、家政、生活科技、音樂、美術 

高二第一類組：國文、數學、英文→歷史、地理、公民→體育、家政、生活

科技、音樂、美術 

高二第二、三類組：國文、數學、英文→物理、化學→生物→體育、家政、

生活科技、音樂、美術 

高三第一類組：英文→國文、數學→歷史、地理、公民→體育、生活科技、

藝術與生活、地科 

高三第二、三類組：英文→國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體育、生活科

技、藝術與生活、地科 

    ※代理導師時間以一週為主，若有意願者得繼續代理；否則依序往下輪值。 

（三） 若該班所有任課教師已兼有他班導師或其他職務，則派請該班輔導教官代

理，如輔導教官已排定代導師時，則由全校專任教師自願者優先代理，如

無自願者則由學務處自全校專任教師抽籤排定。 

（四） 導師請事假、未滿三日以下病假及未符合派代條件之公假者，請自覓代理

導師。 

 

四、 專任教師代理導師職務期間，依教師兼導師與專任教師每週授課節數之實際差距發

給代理導師鐘點費，並折算發予導師費。 

（一） 導師費除請假未滿半日或喪假期間本人免予停發外，餘應按實際代理日數

比例（除以當月日數），改發給職務代理人；代理滿半日未滿一日者，以半

日計。  

     (二)  專任教師代理導師職務期間，因教學需要無法減少授課節數者，依其任教

領域（科）與同領域（科）導師每週授課差距節數及實際代理日數（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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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星期例假日），以一週五日為計算基準，在不重領、不兼領原則下，按

比例由學校計支代理導師鐘點費。但代理未滿一日部分，不計入代理日數。  

           前項計算公式如下： 

         1.導師費每月 3000 元，代導師費=(3000/當月日數)*代導日數 

 2.除喪假外（導師不扣，代導另發），代導師費由原導師之導師費扣   

   轉。 

 3.超課鐘點費以每週(5日為 1 週)４節計，代導超鐘點費節數= (4/5)*代導

週間日數。(取小數)  

 4.遇到當週有國定假日，亦需算進去。 

  5.代理未滿一日之代理導師減授鐘點由請假導師自行支付所覓代理教師的減

授鐘點費用。 

 6.代理未滿半日之代理導師的導師費由請假導師自行支付所覓代理教師的代

理導師費用。 

     例：1年 1班王雄中老師 4 月份請公假 6日(含例假 2日)，由該班國文老師李白代

理, 

       （1）應發予李白代導師費 =(3000/30)*6=600 元(四捨五入) 

(2) 應發予李白超鐘點費 =(4/5)*4=3.2 節 

(3) 應扣王雄中師導師費 =(3000/30)*6=600 元(四捨五入) 

     (4) 另給予代導師星期二第七節「班會」鐘點費 400元；原導師有兼「班會」

要另扣其 400 元。 

        (5) 三年級導師請假，需注意是否含蓋星期二第六節综合課，若有含蓋亦需扣

其鐘點費 400 元，補給代導師。【模擬考與段考當週無】 

     (三) 請假派代原則： 

１.1日以上公假、喪假、產假，或連續三日以上之病假及合計超過七日按日

扣薪之事假（含家庭照顧假）者。 

２.請假須以人事室請假單為憑（可先以電話或同仁代請，請假手續後補辦）。 

３.假日仍視為導師需負責班級事務之時段，代導師費仍須核計。 

五、 本實施要點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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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師法第 17 條 

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下列義務： 

一、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 

二、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 

三、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排之課程，實施適性教學活動。 

四、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 

五、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 

六、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揚師道及專業精神。 

七、依有關法令參與學校學術、行政工作及社會教育活動。 

八、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料。 

九、擔任導師。 

十、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 

前項第四款及第九款之辦法，由各校校務會議定之。 

第 18 條 

教師違反第十七條之規定者，各聘任學校應交教師評審委員會評議後，由學校依有關法

令規定處理。 

第 18-1 條 

教師因婚、喪、疾病、分娩或其他正當事由，得依教師請假規則請假；其基於法定義務

出席作證性侵害、性騷擾及霸凌事件，應給予公假。 

前項教師請假規則，應包括教師請假假別、日數、請假程序、核定權責與違反之處理及

其他相關事項，並由教育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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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高雄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出勤差假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16 日高市教人字第 10332570900 號函訂定 

十二、兼任導師之教師差假期間，所遺課務依第十點規定辦理，所遺導師職務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各校應以未兼任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代理為原則。導師費除請假未滿半日或喪假期

間本人免予停發外，餘應按實際代理日數比例（除以當月日數），改發給職務代理人；

代理滿半 

日未滿一日者，以半日計。  

(二)專任教師代理導師職務期間，因教學需要無法減少授課節數者，依其任教領域（科）

與同領域（科）導師每週授課差距節數及實際代理日數（均不含星期例假日），以一週

五日為 

計算基準，在不重領、不兼領原則下，按比例由學校計支代理導師鐘點費。但代理未滿

一日部分，不計入代理日數。  

前項計算公式如下：鐘點費（元/節）實際代理日數÷5（每週授課日數）（同科別專任教

師基本授課節數－同科別導師基本授課節數）=代理導師鐘點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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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0-004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教師擔任導師辦法 

102年 1月 18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 依據： 

(一)教師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九款及第二項規定。 

(二)教育部 101年 09月 05日部教中(二)字第 1010516111號函頒布「高 

    級中等學校訂定教師擔任導師辦法及聘任導師注意事項」。 

(三)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1年 9月 6日高市教高字第 10136022600號函。 

二、本校專任教師，均有擔任導師之義務。 

三、本校各班置導師一人，依本校「導師遴聘實施要點」遴選教師擔任導師，由學生

事務處提報校長聘兼之。  

四、導師因故請假時，應依本校「代理導師實施要點」選定職務代理人，協助輔導該

班學生。  

五、導師除依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輔導學生外，並依學校教育目標，配合各

處室訂定之校務工作計畫、年度重點工作，適時指導學生學習，並輔導班級下列

事項： 

(一)班務處理及班級經營。 

(二)學生生活、學習、生涯、品行及身心健康之教育與輔導。 

(三)特殊需求學生之關照及輔導。 

(四)親師溝通與家庭聯繫。 

(五)學生偶發事件及申訴事件處理。 

(六)其他有關班級學生相關事務處理。 

六、 導師應出席各學生事務相關會議、集會及導師會議，召集並列席班級學生家長會。 

(一)導師會議以每個月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導師會議，研討有關

學生事務工作共同問題，並執行會議之決議。 

(二)導師應於每學期開學後四週內，召集並列席班級學生家長會，且於第一學期

協助選舉全校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之班級代表。導師經核准於課餘時間輔導

班級團體活動者，應給於公（差）假或補休。 

七、導師宜適時參加輔導知能之進修或研習，以增進專業知能，提升輔導學生之能力。 

八、專任教師兼任導師者，除依規定發給導師費外，並依規定減少授課時數。其因教

學需要不能減少授課時數者，另增發鐘點費。 

九、對於擔任導師工作有優異表現者，本校於每學期公開獎勵，並列入成績考核紀錄。 

十、導師執行職務時，得善用輔導中心、心理諮商師、法律諮詢及專業醫療之諮詢與

轉介服務。  

十一、 導師執行職務致發生訴訟時，本校應聘請律師為之辯護。 

十二、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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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0-005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社團活動輔導要點 

97年 8月 13 日校規修訂會議修訂 

103年 1月 20日校務會議修訂 

 

一、 本校為輔導學生社團正常發展，促進學生身心健康，樹立優良校風，特訂定本要

點。 

二、 凡本校學生組織社團，須先訂定組織簡章(包括宗旨、會員、經費、活動內容及方

式，會員之權利義務等) 向學務處辦理申請，經核准後，方得成立。 

三、 凡經本校登記核准之學生社團，始可展開各項活動。 

四、 學生社團，除接受學務處督導外，並敦請校內教職員或校外富有專長技能之人士

擔任指導。 

五、 學生社團於每學期開始時，應參照學校行事曆，擬定 1 學期活動計劃，繕寫若干

份，除分發有關部門及單位外，並應呈報學務處核備。 

六、 本校得視需要，於每學期召開社團負責人聯席會議，商討有關課外活動事宜，並

加強各社團間之聯繫。 

七、 各社團會員以本校師生為限，不得向校外徵求會員及連絡員，非經許可不得對外

活動。 

八、 學生社團活動時，如須請校外人士參加者，須事前簽奉核准，始得辦理。 

九、 學生社團活動時，如須使用教室或公共場所者，最晚應於活動前 1 天申請洽借，

不得與上課或學校集會時間相衝突。 

十、 學生社團活動經費，以該社團組成份子自身負責為原則。 

十一、 各社團於學期結束前，須將 1學期活動情形詳加檢討，並將經費收支帳目列表

呈報學務處核備。 

十二、 學生社團負責幹部，工作努力成績卓著者，得由指導教師或社團總協調人建議

予以適當之獎勵。 

十三、 本要點經校務委員會會議通過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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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0-006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教育儲蓄戶執行規定 

107年 1月 19日校務會議通過 

壹、依據 

一、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條例。 

二、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許可申請辦法。 

三、各級學校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組成及運作辦法。 

貳、勸募目的： 

一、為扶助本校經濟弱勢之在學學生（指家庭狀況屬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突遭變

故、因其他特殊狀況造成家庭經濟困難，致無法順利接受學校教育之在學學生），

本校特設置教育儲蓄戶(以下簡稱本專戶)，專款補助，使學生順利就學。 

二、在嚴謹透明的動支程序下，善用社會各界捐款，確實幫助需要幫助的學生。 

參、勸募方式： 

一、於教育部教育儲蓄戶網站辦理全國公開勸募。  

二、捐款流程：  

(一)捐款人填寫捐款意願書。  

(二)匯款至本校教育儲蓄戶。  

(三)3-5 個工作天後於教育儲蓄戶網站查詢捐款是否成功。  

(四)學校開立收據寄發捐款人。  

肆、經費存管： 

  一、依規定於代理公庫開立專戶儲存，其經費收支採代辦方式，專帳管理，專款專用。 

  二、專戶名稱：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教育儲蓄專戶 

帳號： 203-103-041234         金融機構：高雄銀行三民分行 

  三、本專戶於年度決算後若有經費結餘，應滾存下一年度繼續使用。 

  四、本專戶經費動支應由本校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決議後始得為之。 

伍、組織與職掌： 

 

  一、本校成立「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教育儲蓄專戶管理小組」(以下簡稱管理小組，

詳見表一)，辦理教育儲蓄戶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管理小組置委員 11 人，由校

長兼任召集人，學務主任擔任執行秘書，另由校長遴聘家長會代表 2人、社區公

正人士 1 人、教育、法律或社會福利相關領域專家學者 1 人、學校教師會代表 2

人、各年級導師代表 3 人。其中校外代表及任一性別委員人數，均不得少於委員

總人數三分之一。管理小組其任務如下： 

(一)經濟弱勢學生之認定。 

(二)公開勸募個案及需求金額之審查。 

(三)勸募所得支用於補助案件之審查。 

(四)勸募所得收支、保管及運用之審查。 



191 

(五)教育儲蓄戶結束後清算之審查。 

(六)辦理公開徵信事項之審查 

(七)通過「勸募許可申請」、「收支報告」、「核結報告」等相關行政事項。 

(八)其他有關勸募及管理事項。 

  二、管理小組委員為無給職，任期 1學年，期滿得續聘(派)之；委員因故解職時，由

校長另聘委員續任至原委員任期屆滿為止。 

三、管理小組每學期至少定期召開會議 1次，召集人或半數以上委員認為有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管理小組開會時應有 2分之 1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並經

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召集人。  

四、管理小組置會計、出納人員，由本校會計、出納人員兼任，依管理小組會議決議

執行經費動支程序；業務承辦人員 1人，由學務主任指派，辦理教育儲蓄戶相關

業務。 

 

表一：高雄市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組織與職掌表 

職  稱 人  員 職     掌 備  註 

主任委員 校  長 統籌教育儲蓄戶工作事宜 兼召集人 

委員 學務主任 綜理教育儲蓄戶工作事宜 兼執行秘書 

委員 家長會代表 協助推廣及審查教育儲蓄戶事宜 2人 

委員 社區公正人士 協助審查教育儲蓄戶事宜 1人 

委員 專家學者 協助審查教育儲蓄戶事宜 1人 

委員 本校教師代表 協助審查教育儲蓄戶事宜 
由本校教師會推

派共 2人 

委員 本校導師代表 協助審查教育儲蓄戶事宜 
各年級導師代表

共 3人 

以上委員合計共 11 人 

會計 本校會計人員 
依管理小組會議決議執行經費動支

程序 

 

出納 本校出納人員 
依管理小組會議決議執行經費動支

程序 

 

業務承辦人 學務處職員 辦理教育儲蓄戶相關業務  

    ✽註：其中校外代表及任一性別委員人數，均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一。 

 

陸、補助對象： 

本專戶限補助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致無法順利接受學校教育的本校在學學生(以下

簡稱個案學生)： 

一、家庭狀況屬低收入戶之學生。 

二、家庭狀況屬中低收入戶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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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突遭變故。 

     四、因其他特殊狀況造成家庭經濟困難，經導師或本校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派員證實

者。 

柒、補助經費用途： 

一、本專戶補助經費用途限於本校在學個案學生之下列項目之一 

(一)學費、雜費及代收代辦費。 

(二)餐費。 

(三)與學校教育相關之生活費用。 

二、捐款人有指定對象或用途者，需依其指定對象或用途之需求項目支用。 

三、前項指定對象於本校畢業後，原捐款仍有賸餘者，須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

依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條例所定扶助經濟弱勢學生之目的，補助其他學

生。但捐款人指定由原指定對象繼續支用者，得將勸募所得移轉其他學校教育儲

蓄戶繼續執行。 

捌、補助基準：視學生家庭狀況審議。 

一、學費、雜費及代收代辦費需依實際註冊金額補助。（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二、餐費每學期依實際使用金額補助。（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三、學校教育生活費得依個案學生實際需要提供補助。（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管理

小組依個案情況核定補助金額） 

四、情況特殊之個案學生得由本校管理小組視個案情形及專戶經費餘額專案審查並予

以補助，得不受本基準之限制。 

玖、經費動支程序及方式： 

一、申請方式： 

(一)本校教職員工發現某個案學生需要協助，得提出補助申請書，交至承辦單位。 

(二)家長發現某個案學生需要協助，亦可向校長及教職員工反應，由個案導師提

出補助申請書，交至承辦單位。 

(三)個案學生家長可向導師提出補助申請，填寫補助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交至承辦單位。 

二、審核方式： 

(一)管理小組審核前，得請導師協同相關人員進行家庭訪問並填寫訪視記錄表。 

(二)管理小組召開會議審核。（個案學生之導師得列席說明） 

三、撥款方式： 

(一)管理小組審核通過後，如帳戶款項足額，則進行撥款補助；如帳戶款項不足，

則需上網進行公開勸募，待款項足夠方進行撥款補助。 

(二)撥款程序依學校會計程序辦理。 

 

拾、捐款人之褒獎依本市規定，函報市政府教育局表揚或由本校開立感謝狀。 

拾壹、公開徵信 

一、於教育部教育儲蓄戶網站公告下列資料，以為公開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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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期將捐贈人之基本資料(捐贈者名稱或姓名、捐贈金額、捐贈年月及捐贈

用途、收據編號)及辦理情形公開徵信。 

(二)學校每月應於教育部指定之網站，公告教育儲蓄戶之經費收支明細，以公開

徵信。 

(三)學校應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將前一年度教育儲蓄戶收支報告及結餘留用

情形，報學校主管機關備查，並公告於教育部指定之網站，以公開徵信。 

二、公告之內容應依資訊保護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拾貳、預期效益：  

一、能扶助本校經濟弱勢之在學學生（指家庭狀況屬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突遭

變故、因其他特殊狀況造成家庭經濟困難，致無法順利接受學校教育之在學學

生），使學生順利就學，以達成教育機會均等之目標。 

二、能善用社會各界捐款，使每筆捐款都能達到最大的效益，確實幫助需要幫助的

學生；並使動支程序嚴謹透明，可接受上級及民眾監督。 

 

拾參、其他相關事項： 

 一、個案學生已接受其他經費補助者，以不重複補助為原則，但其他補助仍無法解

決其困難時，得依需要再予補助。 

 二、本規定所稱學生家長，係指直接提供經濟來源教養學生之父母、監護人或隔代

教養之祖父母、外祖父母或親屬。 

 三、本專戶補助款來自社會大眾之愛心，各款項核發需明確審核，救急優先，避免

浮濫，並適時教育受助學生及家長，常懷感恩，有能力時更當盡力回饋社會，

讓愛延續。 

 四、本規定未盡事宜，悉依教育儲蓄戶相關法令辦理。 

 五、承辦業務相關人員於年終工作圓滿完成後，承辦單位依權責陳報敘獎。 

拾肆、本執行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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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1-00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校園禮貌運動實施要點 

91年8月8日行政會報訂定  

97年8月13日校規修訂會議修訂  

一、目的：為鼓勵學生尊師重道、友愛同學、營造與提昇校園溫馨氣氛。  

二、辦法：由全校教職員工推薦平時表現有禮貌之學生，於學期結束前填寫推薦表送

至學務處，彙整獎勵之。  

三、獎勵方式：整理接受推薦學生名單與次數，每次即給予嘉獎1次。  

四、本要點經行政會報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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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1-002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班級自治幹部設置要點 

105年 1月 20日校務會議通過 

106年 1月 19日校務會議修訂 

一、為協助導師輔導學生慎選幹部，健全班級自治組織，促進班級活動正常化，發揚團

隊精神，進而培養學生幹部領導能力及自治素養，依據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綜

合活動」課程綱要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學生班級幹部，係指班長、副班長、總務股長、風紀股長、學藝股長、

康樂股長、衛生股長、環保股長、圖書資訊股長及輔導股長。 

  前項所定之幹部，除班長、副班長、圖書資訊股長及輔導股長，各班置幹部一名外，

其餘幹部置正職一名及依班級實際需求置副職一至二名，副環保股長至少二名。 

三、各幹部職掌、職務代理人順位及督導單位如下表。 

 

職稱 職掌 
職務 

代理人 

督導 

單位 

(一) 

班長 

1.轉達學校規定，秉承導師之指導，加強本班級

之生活管理與秩序之維護。 

2.於各種集會時整理隊伍，並保持隊伍之整齊嚴

肅。 

3.嚴格督導各股長，完成學校及班級賦予各股之

任務。如股長因故不在，負責兼理其工作，或

指派其他股長代理。 

4.維持課堂秩序，負責上下課口令發號向教師致

敬。 

5.教師逾 5分鐘未來上課，應向教務處反應聯絡。 

6.代表全班同學，參加班級幹部座談會等各種會

議，反應班級同學之意見，並協助學校訊息之

宣傳。 

7.為班級各種會議之當然主席與召集人，並綜理

會務及負責領導執行。 

8.突發事件之反應及處理。 

9.執行其他各項勤務與臨時交辦事宜。 

1.副班長 

 

2.風紀股長

(副股長) 

各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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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副班長 

1.協助班長綜理班級各項事務。 

2.負責每日早讀、上課與各種集會對班級同學點

名與出缺席狀況之掌握。 

3.每日於軍訓大樓班級資料櫃領取點名卡、各項

重要通知及宣導資料。 

4.學務通報之資訊傳達。 

5.學務資料夾資料收整與保管。 

6.每週將缺曠統計表請同學簽名確認，並督導同

學於期限內完成請假手續。 

7.督導班級各項工作分配。 

8.繕寫班級座次表。 

9.注意校內廣播訊息，並轉達被指定的同學。 

10.處理生輔組交辦之其他事項。 

風紀股長(副

股長) 

生輔組 

職稱 職掌 
職務 

代理人 

督導 

單位 

(三) 

總務股

長(副

股長) 

1.負責班級一切經費收支，定期公佈收支狀況。 

2.班級公物之領用、保管及報修。 

3.購買班級一切應用物品。 

4.督導同學於教室外課程及放學後完成門窗閉

鎖。 

5.依班級同學需求訂購每日午餐。 

6.於班會提出總務報告，並執行班會決議有關本

股之議案。 

7.處理總務處及合作社交辦有關總務之其他事

項。 

股長與副股

長互為代理

人 

總務處 

(四) 

風紀股

長(副

股長) 

1.執行校規及班級各種生活公約，維護班級紀律。 

2.督導維持班級教室早讀、上課及午休秩序。 

3.督導全班同學正常作息。 

4.經常檢查同學之服裝儀容是否符合規定。 

5.糾正同學不良生活習慣。 

6.任校園安全維護通報工作，遇打架、衝突，或

校外不明人士來校(班)等狀況，立即報告師長

及學務處。. 

7.輪值擔任全校朝會及午休秩序評分工作。 

8.於班會提出風紀報告，並執行班會決議有關本

股之議案。 

9.處理生輔組交辦有關風紀之其他事項。 

股長與副股

長互為代理

人 

生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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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藝股

長(副

股長) 

1.收繳各項作業及週記。 

2.規劃教室整體環境之設計、佈置及美化。 

3.訂閱報章雜誌。 

4.填寫教室日誌。 

5.擔任各種集會紀錄。 

6.配合訓育組及教學組推廣學藝競賽、國語文及

英文等相關競賽，並負責參賽人員選薦。 

7.協助推廣「雄中青年」校刊徵稿事宜。 

8.協助各項藝文活動宣導。 

9.於班會提出學藝報告，並執行班會決議有關本

股之議案。 

10.處理訓育組及教學組交辦有關學藝之其他事

項。 

股長與副股

長互為代理

人 

訓育組 

 

教學組 

職稱 職掌 
職務 

代理人 

督導 

單位 

(六) 

康樂股

長(副

股長) 

1.策劃並領導全班同學參加同樂會、班際聯誼、

班級旅遊等各項康樂活動。 

2.領導課外活動及各種比賽之實施，並依規定事

前向學校申請及報備。 

3.借還體育課之器材。 

4.協助學校各項體育活動。 

5.配合體育組推廣校內外各項體育競賽，並負責

參賽人員選薦。 

6.於班會提出康樂報告，並執行班會決議有關本

股之議案。 

7.處理訓育組及體育組交辦有關康樂之其他事

項。 

股長與副股

長互為代理

人 

訓育組 

 

體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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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衛生股

長(副

股長) 

1.編排班級教室及公共區域清潔分工表，並督導

同學每天完成環境清潔工作。 

2.編排值日生輪流表並督導值日生工作狀況。 

3.申領並保管打掃工具。 

4.輪值擔任全校整潔評分工作。 

5.確實檢查及清除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並按時

填報檢查結果。 

6.推展衛生教育，宣導同學多注意個人衛生及養

成良好衛生習慣，多運動、均衡飲食。 

7.多注意同學身體健康狀況，督促生病的同學應

配戴口罩，並適當協助同學就醫或至健康中心

休息。 

8.協助健康中心辦理健康檢查及各項疾病預防工

作。 

9.於班會提出衛生報告，並執行班會決議有關本

股之議案。 

10.處理衛保組及健康中心交辦有關衛生保健之

其他事項。 

股長與副股

長互為代理

人 

衛保組 

 

健康中心 

職稱 職掌 
職務 

代理人 

督導 

單位 

(八) 

環保股

長(副

股長) 

1.督導班級垃圾分類之實施。 

2.提倡垃圾減量，自備可重覆使用之餐具、杯子，

減少或避免使用塑膠袋及塑膠類免洗餐具。 

3.推動資源回收及再利用，減少資源浪費。 

4.每日督導值日生確實清理垃圾及廚餘。 

5.確保班級之垃圾桶、資源回收桶、廚餘桶維持

清潔。 

6.推展環境教育，提升同學環保意識。 

7.於班會提出環保報告，並執行班會決議有關本

股之議案。 

8.處理衛保組交辦有關環保之其他事項。 

股長與副股

長互為代理

人 

衛保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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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圖書資

訊股長 

1.協助圖書館各項業務之推動。 

2.推動班級讀書會。 

3.推廣班級借閱圖書、熱愛閱讀之風氣。 

4.提倡班級寫作風氣，鼓勵同學參加讀書心得及

小論文比賽，並協助同學完成網路註冊作業。 

5.鼓勵同學參加各項志願服務及志工訓練。 

6.負責班級投影機及投影布幕使用管理及維護。 

7.班級至視聽教室時，協助任課老師操作視聽設

備。 

8.每日至學校網站瀏覽重要公告並轉達同學週

知。 

9.推廣資訊相關競賽，並負責參賽人員選薦。 

10.於班會提出圖書及資訊報告，並執行班會決議

有關本股之議案。 

11.處理圖書館及資訊中心交辦有關圖書及資訊

之其他事項。 

12.於班會提出圖書及資訊報告，並執行班會決議

有關本股之議案。 

13.處理圖書館、國際交流中心及資訊中心交辦有

關圖書、國際交流及資訊之其他事項。 

輔導股長 圖書館 

 

資訊中心 

 

國際交流

中心 

職稱 職掌 
職務 

代理人 

督導 

單位 

(十) 

輔導股

長 

1.協助輔導中心推行班級輔導工作，整理有關資

料，且負有保密責任。 

2.負責轉發與傳達輔導中心各項訊息及資料。 

3.主動關心幫助班上同學，若發現有需要協助之

同學，即時通報導師及輔導老師。 

4.推展心理健康促進工作，鼓勵同學充分享受生

活、因應壓力和悲傷、實現目標和潛能、與人

維持良好關係。 

5.於班會提出輔導報告，並執行班會決議有關本

股之議案。 

6.處理輔導中心交辦有關輔導之其他事項。 

圖書資訊股

長 

輔導中心 

 

四、班級幹部候選人由班級學生參選或提名舉薦，導師並得加倍提名，經學生選舉產生

之，每學期開學日前應選舉完畢，當選名單經導師簽章後送訓育組彙整。 

  同一名學生不得兼任二種以上班級幹部。 

五、班級幹部之任期為一學期，連選得連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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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幹部於學期中因故改選者，新任幹部名單補送訓育組更正，未補送資料者，以

學期初導師簽陳之名單為準。 

六、班級幹部表現優良者，每學期期末由導師依本校學生獎懲規定敘獎；任期不滿一學

期者，獎勵酌予減半。 

  班級幹部未負責盡職或因職務影響班級活動、校譽者，依本校學生獎懲規定議處。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核定，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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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1-003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聯合自治會 

正、副會長選舉辦法 

一、依    據：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聯合自治會組織章程。 

二、目    的：培養學生自我管理能力，提昇團隊精神 

三、指導單位：學務處訓育組 

四、主辦單位：學生聯合自治會 

五、選舉日期：各年度 

六、地    點：全校各教學大樓設置之投票處。 

七、參選對象：本校高一、二學生 

八、參選資格： 

(一)自由參選，二人一組，熱心服務者皆可。 

(二)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須達六十分以上;操行成績需達七十分以上，不得有大過以上

處分。 

九、報名期限：依各年度行事曆規定 

(請將報名表繳至學務處訓育組) 

十、投票資格：本校全體學生皆有投票權，每人一票，禁止代領、代投票，以學生證或

校服上衣學號辨識身分。 

十一、選務人員：由前一屆學聯會自行籌組選務工作團隊，並請給予公假。 

十二、相關規定：如學生聯合自治會章程。 

十三、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亦同。 

 



202 

檔案編號：31-004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聯合自治會組織章程 

 

第一章 總綱 

第 1 條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聯合自治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學生自治團體，

依本章程辦理自治事項。 

第 2 條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於學校取得學籍且註冊在學者，為本會當然會

員。 

第 3 條 本會會員之權利如下： 

一、對於會長及學生議員有依法選舉、罷免之權。 

二、對於學生自治事項，有依法行使創制、複決之權。 

三、對於本會公共設施有使用之權，並享有本會提供之服務。 

四、其他依本會章程及自治法規賦予之權利。 

第 4 條 本會會員之義務如下： 

一、遵守本會章程及自治法規之義務。 

二、繳納會費之義務。 

三、其他依本會章程及自治法規所課之義務。 

第 5 條 本會向會員收取之會費，應以處理會員學習、生活及與其權益有關之事項為

限。 

第 6 條 本會接受學生事務處指導。 

本會事權發生爭議時，得由學生事務處調解之。 

第 7 條 本會設行政中心、學生議會，分別為本會之行政部門及立法部門。 

第 8 條 本章程所規定之各種選舉，均應秉持民主精神，以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

名投票之方法行之。 

第二章 自治事項及自治法規 

第 9 條 下列各款為本會自治事項： 

一、本會會長及學生議員選舉、罷免之實施。 

二、本會組織之設立及管理。 

三、本會財務收支運用。 

四、本校學生社團之輔導。 

五、本會藝文活動。 

第 10 條 本會得就自治事項及法定職權，或依校規、上級法規、學校之授權或本會章

程，制定自治法規。自治法規經學生議會通過，並由行政中心公布者，稱自

治條例；自治法規由行政中心訂定，並發布或下達者，稱自治規則。 

自治法規應冠以本會之名稱。 

自治法規發布後，應報學生事務處備查，並函送學生議會查照。 

自治規則得依其性質，定名為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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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條 自治條例與憲法、國家或地方法規、校規、學生事務處法規或本會章程牴觸

者，無效。 

自治規則與憲法、國家或地方法規、校規、學生事務處法規、本會章程或自

治條例牴觸者，無效。 

前二項發生牴觸無效者，由學生事務處予以告知。 

前項經告知無效者，有關單位應於接到告知日起修正之，其修正期限於學期

間不得逾三個月，遇寒暑假不得逾四個月。 

第 12 條 章程及自治條例經學生議會議決後，函送行政中心，行政中心收到後，除章

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或依第三十五條規定提起覆議、第十一條規定報請

學生事務處予以告知無效外，應於十日內公布。 

章程及自治法規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生效力。但特定有施行

日期者，自該特定日起發生效力。 

章程及自治法規，行政中心未依規定期限公布或發布者，該章程及自治法規

自期限屆滿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生效力，並由學生議會代為發布。 

第三章 行政中心 

第 13 條 行政中心置會長一人，對外代表本會，綜理行政中心會務，每屆任期一年，

不得連任。置副會長一人，襄助會長處理會務。 

會長、副會長應於上屆任期屆滿之日就職。 

第 14 條 會長、副會長由全體會員直接選舉之，候選人應聯名登記，在選票上同列一

組圈選，以得票最多之一組為當選。 

本會會員於一年級下學期在學者，除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得被選為會長、

副會長，於二年級就職。 

除依前二項規定外，其他有關會長、副會長之選舉罷免事項，以自治條例訂

之。 

第 15 條 會長、副會長之辭職，應以書面向學生議會提出。學生議會收到辭職書後，

應於五日內召開臨時會，經全體學生議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辭職案即生

效。 

第 16 條 會長、副會長因故不執行職務，於學期間連續達二個月以上，遇寒暑假連續

達三個月以上者，經學生議員總額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總數三分之二以上

之同意，得報請學生事務處解除其職務。 

學生議會決議及學生事務處核定前項解除職務處分前，均應給予當事人充分

陳述意見及答辯之機會。 

第 17 條 會長缺位時，由副會長繼任，至會長任期屆滿為止。 

副會長缺位時，會長應於一個月內提名候選人，由學生議會補選，繼任至原

任期屆滿為止。 

會長、副會長均缺位時，由行政中心推選一名部長代行其職權，並依本章程

規定補選會長、副會長，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第 18 條 會長於任滿之日解職，如屆期次任會長尚未選出，或選出後會長、副會長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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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就職時，由前任行政中心推選一名部長代行會長職權。 

第 19 條 行政中心推選之部長依第十七條第三項及前條代行會長職權時，其期限於學

期間不得逾二個月，遇寒暑假不得逾三個月。 

第 20 條 行政中心各部門置首長、副首長，由會長任免。 

行政中心之組織，於行政中心組織自治條例訂定。 

前項組織自治條例有關員額事項，不得牴觸學生事務處訓育組之社團名額及

幹部設置相關規定。 

第 21 條 學生議會得經學生議員十人以上連署，對行政中心首長、副首長提出不信任

案。不信任案提出後，應於五日內召開臨時會，以舉手投票表決之。如經學

生議員總額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總數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該首長、副首

長應於一週內提出辭職。不信任案如未獲通過，三個月內不得對同一首長、

副首長再提不信任案。 

第 22 條 行政中心於每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日起算十五日內，應將前一學年度決算及

當學年度預算案提出於學生議會。 

第四章 學生議會 

第 23 條 學生議員三十人，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於每屆任滿前二個月內，依下列

規定選出之： 

一、普通班一年級九人、二年級九人、三年級九人。 

二、音樂班、體育班及科學班各年級合計共三人。 

前項第一款各年級得按應選名額劃分同額選舉區選出之。 

除依前二項規定外，其他有關學生議員之選舉罷免事項，以自治條例訂之。 

第 24 條 學生議會之職權如下： 

一、議決本會章程及法規。 

二、議決本會預算。 

三、議決行政中心提案事項。 

四、審議本會決算。 

五、議決學生議員提案事項。 

六、接受本會會員請願。 

七、其他依自治法規賦予之職權。 

第 25 條 學生議會置議長、副議長各一人，由學生議員分別互選或罷免之。但就職未

滿三個月者，不得罷免。 

議長對外代表學生議會，對內綜理學生議會會務。 

第一項之選舉罷免，於學生議會組織自治條例定之。 

第 26 條 學生議會得設各種委員會。 

各種委員會得邀請行政中心人員及其他有關係人員到會列席。 

第 27 條 學生議會之組織，於學生議會組織自治條例訂定。其有關員額及幹部事項，

不得牴觸學生事務處訓育組之社團幹部設置相關規定。 

第 28 條 學生議員不得兼任行政中心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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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議員當選人有前項不得任職情事者，應於就職前辭去原職，不辭去原職

者，於就職時視同辭去原職，並由學生事務處通知行政中心解除其職務或職

權。 

就職後有前項情事者，亦同。 

第 29 條 學生議員未出席大會累計三次以上，經學生議會決議，得報請學生事務處解

除其職權。 

第 30 條 學生議員辭職、去職或喪失會員資格，其缺額達總名額十分之三以上或同一

年級缺額達二分之一以上時，均應補選。但其所遺任期不足六個月，且缺額

未達總名額二分之一時，不再補選。 

前項補選之學生議員，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 

第一項學生議員之辭職，應以書面向學生議會提出，於辭職書送達議會時，

即行生效。 

第 31 條 學生議會會議，除每屆預備會議外，每學年分為三個會期，第一會期自十月

十六日至次年一月二十日，第二會期自二月十六日至六月三十日，第三會期

自九月一日至十月十五日。 

前項會議由議長召集之，議長如未依法召集時，由副議長召集之；副議長亦

不依法召集時，由過半數議員互推一人召集之。 

第 32 條 學生議會會議遇有下列情事之一時，得召集臨時會： 

一、會長之請求。 

二、議長請求或議員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 

三、有第十五條之情事時。 

四、有第三十五條第二項之情事時。 

前項臨時會之召開，議長應於十日內為之。 

第 33 條 學生議會常會開會時，會長應提出施政報告；行政中心各部門首長均應就主

管業務提出報告。 

學生議員於議會常會開會時，有向前項各該首長就其主管業務質詢之權。 

第 34 條 行政中心對學生議會之議決案應予執行，如延不執行或執行不當，學生議會

得請其說明理由，必要時得報請學生事務處邀集各有關部門協商解決之。 

第 35 條 行政中心對第二十四條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六款至第七款之議決案，如認為

窒礙難行時，應於該議決案送達行政中心十日內，就窒礙難行部分敘明理由

送請學生議會覆議。第五款之議決案，如執行有困難時，應敘明理由函復學

生議會。 

學生議會對於行政中心移送之覆議案，應於送達十日內作成決議，必要時得

召集臨時會。 

覆議案逾期未議決者，原決議失效。覆議時，如有出席議員三分之二維持原

議決案，行政中心應即接受該決議。 

第五章 附則 

第 36 條 章程之修改，應由學生議員五分之一或會員總數百分之三之提議，提出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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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經學生議員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學生議員三分之二之決議，得

修改之。 

第 37 條 本章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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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1-005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社團輔導實施要點 

98年 8月修訂 

壹、總則 

  一、本校為提倡輔導學生課外活動、充實學生休閒生活、陶冶身心、培養領導才能、

自治能力及服務精神以樹立良好校風，特訂定本辦法。 

  二、凡本校社團活動之輔導，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三、本校學生課外活動之社團分為下列各類： 

     （一）特殊性社團 

     （二）學藝性社團 

     （三）服務性社團 

     （四）團康或娛樂性社團 

     （五）體育性社團 

     （六）音樂性社團 

  四、凡依本辦法第五條規定成立之社團，始可展開活動。 

 

貳、社團之設立 

   五、本校新社團之設立應由學生申請，並依下列步驟辦理： 

（一）社團設立申請每學期受理一次為原則，於上學期 12 月、下學期 6 月提出

申請。 

（二）申請人於規定時間內擬寫社團設立申請書，並邀集本校學生 20 人以上聯

合具名申請後，報請班社代大會審議(依據班社代大會相關決議規定辦

理)，通過後由訓育組送校長核准籌備。 

（三）經核准後，由發起人草擬章程、展開籌備工作，並於學期初時公開徵求會

員。 

（四）社團聘請指(輔)導老師，應向訓育組報備，指導費用每節 400元，由學校

鐘點費項目支應，於每學期結算後發放。 

（五）辦理集會申請手續，召開成立大會，通過章程。召開成立大會時，應報請

訓育組、學聯會派員列席指導。 

（六）根據章程產生社團負責人及幹部。 

（七）社團成立後一週內，應檢具組織章程、會員名冊、幹部名冊、成立大會記

錄及活動計劃等，送學務處訓育組核備。 

  六、擬籌備之社團，其性質內容與現有社團重覆，或經學務處、學聯會、班社代大

會之一認為不適當者，決議後不得設立。 

  七、社團組織章程應具下列內容： 

       （一）社團名稱（須冠以校名） 

       （二）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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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地點 

（四）會員資格 

（五）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六）組織與職掌 

（七）社團負責人及幹部產生及罷免之方法及程序 

（八）顧問之聘請 

（九）社團負責人及幹部之任期 

（十）最高決議機構及各項會議 

（十一）經費 

（十二）通過章程及修正章程之程序 

（十三）其他 

參、社團之組織 

（壹）指/輔導老師 

  八、社團指(輔)導教師之聘任相關規定： 

        (一) 學生社團除接受學生事務處輔導外，並應由社團指(輔)導老師指導。擔

任社團指(輔)導老師，專長資格認定依據學經歷、教學經歷、專長證照

等，由本校學務處認定資格，並以簽文會同本校人事室及會計室，經校

長核示後聘任之，其任期以一年為原則且得連任。 

        (二) 每學期選社結束後，社員仍未達 20人者，不予以聘任指(輔)導教師。經

學務處通過列為特別輔導之社團不受此項規定。 

  九、各社團指(輔)導老師之指導注意事項如下： 

       （一）社團活動之設計、發展等事宜 

       （二）社團各種會議 

(三) 社團課時人員掌握 

       （四）社團刊物之出版事宜 

       （五）審核社團經費之運用 

  （六）對社團成員或幹部之傑出表現，得於期末時填具獎懲建議表送學生事務

處訓育組簽核獎懲 

（貳）會員及幹部 

  十、學生社團由學生自由參加，各社團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本校學生加入。 

 十一、各社團得於每學期開學後，公開徵求會員，並於網路選社確定後，召集社員說

明社團該學期各項工作注意事項。  

 十二、各社團負責人及幹部以每學年改選一次為原則，改選工作應於每學年第二學期

期末考結束前一個月內（五月）辦理。改選後一週內應將幹部名單詳填三份，

加蓋社章自留一份，一份送學聯會，一份送學生事務處訓育組。 

 十三、新舊任社團負責人辦理移交須確實，其成果列入社團評鑑項目。若因故須於學

期中改選者，應經指導老師核准，並應向學生事務處訓育組報備核准後方得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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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社團負責人主要職責如下： 

（一）幹部之遴選及會員之招收 

（二）活動之計劃與推展 

（三）刊物之發行申請 

（四）會議之召集及主持 

（五）經費之運用 

（六）出席學聯會召集之社團負責人聯席會議 

（七）其他重要事項之處理 

 十五、社團負責人執行前列各項職掌時，均須事先向指導老師報備。 

（參）社團會議 

 十六、學生社團會議分為： 

（一）社員大會（或社員代表大會） 

（二）社員或社員代表臨時會議 

（三）社團一般會議 

 十七、社員大會（或社員代表大會）為社團最高決議機關，下列事項應經社員大會（或

社員代表大會）議決通過： 

（一）社團章程變更 

（二）負責人之選舉與罷免 

（三）社團活動之計劃、經費預算及決算 

（四）其他 

 十八、社員大會或社員代表大會，由社團負責人召開，每學期至少一次。 

 十九、社員臨時代表大會或社員代表大會，得由社團負責人視需要召開，或經社員（或

社員代表）四分之一以上連署時，負責人應行召開。負責人如不於二週內召開

社員臨時大會，提請請求之社員，得向指導老師報核後，自行召開社員臨時會

議（或社員代表臨時大會）。 

 二十、社員大會（或社員代表大會）、社員臨時會議（或社員代表臨時會議），應邀請

指導老師列席指導，並應事先向學生事務處報備；必要時學生事務處訓育組得

派員列席輔導。 

二十一、章程之規定、變更、開除社員及解散社團之決議，應有全體社員三分之二出席，

出席社員四分之三同意，並經指導老師簽署後，送學生事務處訓育組報備始可

生效。 

二十二、社團舉辦各項活動均應召集社團一般會議議決之，會議得由社團負責人或負責

活動之幹部召集之，其決議應得指導老師核可。 

二十三、社團召開各項會議時，應撰寫記錄，經指導老師簽署後備查。 

 

肆、社團活動 

二十四、學生社團應於每學期第二週前，參照本校行事曆，擬定工作計劃表及經費預算

表各二份，一份自存，一份報請學生事務處訓育組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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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各社團舉辦各項集會或舉辦各項活動時，校內活動於二週前、校外活動及校際

活動於四週前，必須檢具經指導老師核准之活動申請表向學生事務處辦妥申請

手續，並邀請社團指導老師出席指導。 

二十六、社團活動未按規定向訓育組提出申請者，不得請求任何支援，且學校有權停止

該項活動進行。 

二十七、未經本校同意，不得以「高雄中學」名義在校外舉辦活動及勸募活動經費，如

經民眾舉報或本校查知，則相關社團幹部記警告乙次以上之處分。 

二十八、各社團如需在校外舉行活動或參觀旅行，必要時須請師長率領方得為之，並須

於兩週前向教官室、學生事務處登記核可後並填寫家長同意書，方准舉行辦理。 

二十九、各社團如需對校外各機關有所接洽或請求時，得請學生事務處轉呈校長核准，

由學校備行之。 

三十 、各社團開會或舉行各項活動，如需借用教室場地及器物時，應於事先填寫「社

團活動申請表」，報請學生事務處商請有關單位同意，事後須負責清掃，將各

項器物恢復原狀，並關閉門窗及電源。如借用器物有遺失或損壞，依本校公物

遺失損壞賠償規定辦理。 

三十一、各社團開會或活動時間，不得與上課及學校之集會時間相衝突；如有特殊原因

必須利用上課時間時，應於事前辦妥請假手續，事後不得補假。 

三十二、各社團應將活動資料、照片、帳冊及有關會議記錄等各項文件，妥善保存列入

移交。 

 

伍、社團經費 

三十三、各社團可酌收社費，其金額由社團自行決定，應以該社該學期常務性支出核銷

為收費原則。 

三十四、各社團之經費以自籌為原則，並應有效運用；每學期結束時，應將帳冊送請指

導老師核可後公佈，必要時學生事務處得隨時抽查。 

三十五、各社團非經學生事務處許可，不得接受校外之經費補助。 

 

陸、社團評鑑 

三十六、社團活動績效之考核依本校「社團評鑑實施要點」辦理之。 

三十七、社團評鑑內容，以其組織、計劃、活動、經費運用、實施績效、社團移交清冊

及對學生、學校或社會之影響為重點。 

 

柒、社團獎懲 

三十八、各項活動舉辦後，社團負責人可依負責執行、參與之社團成員表現情形，經指

導老師同意後簽報獎懲。 

三十九、各社團評鑑成績優良者，除依據本校學生獎懲規則給予社團有關人員獎勵外，

各社團如有連續二學期不從事社團活動者，應予勒令解散之處分。 

四十 、各社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給予警告、停止活動、改組或解散之處分；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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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相關辦法，處分有關人員。 

（一）有違法行動者 

（二）假借名義對他人進行人身攻擊屬實者 

（三）未經核准擅在校內集會者 

（四）利用社團名義，私自在校內外勸募者 

（五）舉辦之活動有損校譽者 

（六）其他有違背組織原旨之活動者 

 

捌、社團之廢止 

四十一、社團符合下列原因者，經學務處審議後該社團將予以廢止： 

        (一) 該社團已無任何社員。 

        (二) 第一階段選社後，社員人數仍未達到 10人，該社團則廢止，並於第二階

段選社將社員輔導轉社。經學務處通過列為特別輔導之社團不受此項規

定。 

        (三) 經社團評鑑小組評鑑結果為丙等之社團。 

        (四) 不聽從學校指導且恣意妄為，社團事務已嚴重影響學校管理社團，則立

即強制廢止該社團，社員輔導轉社。 

四十二、特別輔導之社團認定： 

        (一) 經學務處認定，該社團對於國家文化傳統或學校傳統精神有特殊意義，

必須特別輔導，該社團不受人數最低限制，並依需要酌予以聘任指(輔)

導教師。 

        (二) 經學務處認定，該社團長期支持學校活動，並於各大活動皆有傑出表現

之社團，該社團不受人數最低限制，並依需要酌予以聘任指(輔)導教師。。 

        (三) 經學務處認定，該社團屬服務性質，且對於學校有必須存在之由，該社

團不受人數最低限制，並依需要酌予以聘任指(輔)導教師。。 

        (四) 其餘凡經學務處認定為存在於學校之必要者，該社團不受人數最低限

制，並依需要酌予以聘任指(輔)導教師。 

玖、附則 

四十三、各社團所訂定之章程與本辦法抵觸者無效。 

四十四、本辦法經本校學生事務委員會通過後，報請校長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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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1-006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社團評鑑實施要點 

壹、目的： 

爲激發學生自治組織暨社團團隊精神與責任感，考核本校各學生社團辦理活動績

效，俾社團間互相觀摩，以策精進，並達遏止不良社團風氣，特定本要點。 

貳、評鑑時間： 

每學年評鑑ㄧ次，於下學期結束前舉行。 

參、評鑑對象：  

凡本校社團一律接受評鑑。 

肆、評鑑組織： 

由學務處組成評鑑小組進行評鑑，評鑑委員共計九員。 

學務主任、訓育組長、生輔組長為當然委員，另聘請教師 3名，學生代表 3名，學

生代表由學聯會推派之。 

伍、評鑑內容(含評鑑項目及分數比例)： 

ㄧ、 社團平時表現評鑑項目：(佔 70%) 

    (一) 社團年度活動行事曆及各學期活動行事曆編排與實際實施情形。 

    (二) 社團活動計畫應按照程序申請辦理。 

(三) 點名單應按時領取、按時繳回，並應確實清點社團人數，及掌控社員動

向，點名單應給予指導老師簽名。 

    (四) 辦理社團活動，應依遵循下列程序： 

1. 事前應由社團組織籌備小組，並召開籌備會議，須有開會紀錄及照片

紀實。 

        2. 提出活動申請書，並檢附活動計畫書、經費預算表。 

            3. 活動為校內活動應於二週前，校外活動應於四週前填送活動申請書。 

        4. 活動期間需攝影紀實，並依校規注意安全，不做危險違法之事。 

        5. 活動結束後須召開檢討會議，並記錄會議內容及照片紀實。 

    (五) 社團上課內容應按照學期計畫實施。 

 (六) 社團上課期間應確實掌握社員動向，並確實點名且及時回報生輔組及訓

育組。 

    (七) 社團各股幹部應各盡其職，並互相協助協調完成社務。 

 (八) 每學期應安排至少一次社員大會，宣佈社團該學期重大事務，了解社員

需求。 

(九) 社團籌備活動時，不宜對外尋求贊助，若因經費需求必須尋求外界資助，

應先經訓育組同意，並由訓育組代表該社團對外尋求贊助。 

    (十) 社團相關事務必須聽從學校指導，不可恣意妄為、不可自作主張。 

二、 社團學年活動成果報告書：(佔 30%) 

學年活動成果報告書應含下列各項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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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團年度活動行事曆 

(二) 社團活動成果報告冊(每ㄧ個活動都必須作成果報告冊，範本如附件) 

1. 籌備會議開會紀錄及照片紀實。 

2. 活動申請書，含活動計畫書、經費預算表。 

3. 活動紀實。 

4. 活動檢討會議之開會紀錄及照片紀實。 

(三) 社團各股幹部名單及工作執掌。 

(四) 社員大會紀實。 

陸、 評鑑結果： 

一、特優：分數在 90~100 分之社團。 

二、優等：分數在 80~ 89 分之社團。 

三、甲等：分數在 70~ 79 分之社團。 

四、乙等：分數在 60~ 69 分之社團。 

五、丙等：分數未達 60分之社團。 

柒、獎勵及輔導： 

ㄧ、特優： 

社長予以小功貳次，副社長及相關幹部予以小功壹次、嘉獎壹次；除一般補助

外，另予補助下一學年活動經費，上限為三仟元，然須提活動計劃向本處申請。 

二、優等： 

社長予以小功壹次、嘉獎壹次，副社長及相關幹部予以小功壹次；除一般補助

外，另予補助下一學年活動經費，上限為二仟元，然須提活動計劃向本處申請。 

    三、甲等： 

社長予以嘉獎貳次，副社長及相關幹部予以嘉獎壹次；不額外補助經費。 

  四、乙等： 

社長、副社長及相關幹部不予以敘獎；該社團下學年補助經費減少 20 %，並

輔導該社團加強管理並積極推動社務，一學年後如無改善考列丙等。 

    五、丙等： 

社長予以警告貳次，副社長及相關幹部予以警告壹次，該社團下學年停止社團

運作(亦即廢社)，並於一年內不得提出復社要求。 

捌、本要點經陳奉校長後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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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1-007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社團辦公室管理規則 

102年 9月 23日學生聯合自治會社團委員會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為有效規範學生社團辦公室之使用、管理與維護，培養學生公德心以及愛物

惜物之美德，特訂定「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社團辦公室管理規則」（以

下簡稱本規則）。 

第 2 條 本規則主管單位為學生聯合自治會社團委員會（以下簡稱社團委員會），指導

單位為學生事務處訓育組（以下簡稱訓育組）。 

第 3 條 本規則效力所及之範圍為本校規劃之學生社團辦公室場地（第七棟）。 

 

第二章  社團辦公室之分配 

第 4 條 社團辦公室（以下簡稱社辦）之分配、規劃、管理由社團委員會統籌辦理，

並負責執行相關規定。 

第 5 條 凡經本校核准成立之社團，尚未配置社辦，且未受本規則第 38 條之處分者，

均得申請分配社辦。 

第 6 條 需使用社辦之社團應於每學期末填寫下一學期「社團辦公室申請表」，由訓育

組及社團委員會共同審核後，視各社團之實際使用狀況分配社辦。 

第 7 條 社辦分配依據下列標準辦理： 

一、每學期於期限內繳交「社團辦公室申請表」之社團。 

二、考量社團屬性、成員多寡、學期活動次數多少、器材需求等因素。 

三、依據社團評鑑表現。 

第 8 條 原有社團於期限內繳交「社團辦公室申請表」，且前一學年使用社辦期間未有

重大違規行為者，以配置原處為原則。 

 新社團依申請時社辦空間予以配置。 

 

第三章  社辦之進駐與歸還 

第 9 條 社辦經分配後，未經許可不得任意調換或轉讓。 

第 10 條 社辦經分配後，應積極進駐使用並佈置美化社辦空間。 

第 11 條 歸還社辦時必須負責環境之清潔，並返還所借公物與各類鑰匙，若有損壞或

遺失應負賠償責任。 

第 12 條 經取消社辦使用權之社團，須於接到通知後一週內遷出，逾時遺留於社辦之

社團財物（物品）一律視為廢棄物，校方及社團委員會得逕行清理處分，社

團不得異議。 

 如有特殊原因必須展延遷出期限者，須向社團委員會報請核准。 

 

第四章  社辦使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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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條 社辦係供學生社團辦理社務、社員聯誼、存放社團檔案資料及社產等用途，

不得作為其他使用。 

第 14 條 社辦之使用不得有危害公共安全或違反校規之情事。 

第 15 條 社辦內不得從事任何不法或不正當之集會與活動。 

第 16 條 社辦內外應隨時維持整齊、清潔、美觀，不可隨意棄置垃圾。 

第 16-1條 走廊上不得放置任何物品，否則除登記違規外，所有物品一律視為廢棄物，

社團委員會、管理委員及輪值打掃之社團得逕行清理處分，社團不得異議。 

第 17 條 佈置社辦時不得破壞室內原有設施，於牆面上張貼任何物品時，以不傷害牆

面為原則。 

第 18 條 社辦之玻璃窗須保持乾淨、透明無遮蔽，不得張貼海報等資料，且不得妨礙

門窗之關閉。 

第 19 條 社辦內空間規劃以自走廊上能辨識內部配置為原則，櫃子應沿牆放置（但矮

櫃不在此限），不得利用桌子或櫃子等物品製造視線死角。 

第 20 條 社辦內不得堆積社團公物以外之雜物或存放違反校規之違禁品及危險物品，

亦不得飼養寵物或停放腳踏車。 

第 21 條 使用社辦之社團，須配合社辦管理委員公佈之打掃輪值表，確實執行社辦內

外及公共區域（第七棟二樓以及兩側樓梯）打掃輪值工作，以維護環境整潔。 

第 22 條 社辦之開放時間為上課日中午十二時至十二時三十分、下午五時十分至六

時，及訓育組公告社團例會之星期二社團活動時間，正常上課時間、自習課

及午休時間請勿於社辦逗留。 

 非開放時間需使用社辦者，應於使用日三天前完成社團活動申請程序，方得

使用，且可申請之使用時間限定為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第 23 條 於非開放時間使用社辦時，應檢具經核准之社團活動申請書影本，以供查核，

並於當日使用社辦前先至管理委員室登記後，方得使用，否則視為違規。 

第 24 條 社辦內不得使用耗電量過大之電器用品，並禁止使用社辦內之插座作為行動

電話及周邊電子產品充電之用途，違者依本校「學生校內使用行動電話及周

邊電子產品規範要點」處分。 

第 25 條 社辦內外不得有任何烹飪、炊煮之行為。 

第 26 條 使用社辦應注意音量不可過大，不得大聲喧嘩，以免噪音擾人。 

第 27 條 社辦內之公物及設備應愛惜使用，不得擅自攜出室外、交換或搬移他處。 

第 28 條 離開社辦時，應關閉門窗、門鎖及一切電源，以維護安全。 

第 29 條 社辦內之門、窗、櫃等鑰匙應由社長負責保管，未經訓育組許可不得更換或

添加其他門鎖。 

第 30 條 社團共同使用社辦時，應共同負連帶之責任，不得互相推諉，否則收回使用

社辦之權利。 

第 31 條 共用社辦之社團應自行商定社辦之分享使用辦法，彼此互相尊重社辦之使用

權，未經共用社團同意，不得佔用較多空間，且不得任意使用或移動他社物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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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條 各社團應發揮守望相助之精神，共同維護社辦之安全。 

第 33 條 社辦區域設公共儲藏室一間，需借用之社團應依規定填寫「公用儲藏室借用

申請表」，借用期限為一學期。 

第 34 條 社辦區域設公共會議室一間，需借用之社團應依規定填寫「社辦大樓會議室

借用申請表」，並於三日前將申請表投遞於學聯會社團委員會信箱。 

 

第五章  稽查 

第 35 條 違反社辦使用規定者，將登記違規，並於社團評鑑時列入扣分項目，停止該

社團使用社辦之權利，或由社團委員會報請訓育組處分有關人員。 

第 36 條 訓育組及社團委員會得通知社長或受其委託之社團負責人陪同進入各社辦抽

檢整潔及違規狀況，檢查結果將列入社團評鑑分數計算。 

第 37 條 一學期內違規經開單警告達三次者，社團委員會將報請訓育組取消該社團於

當學年及下一學年使用社辦之權利。 

第 38 條 若發現違反社辦使用規定，社團需於收到通知後三日內改進。 

 

第六章  損壞與賠償 

第 39 條 社辦所提供之設備，由配置之社團負保管之責，除建立財產明細表外，並應

標明負責公物保管之社團名稱。 

第 40 條 社辦內之硬體、公物及設備須妥善保管，如發現遺失或人為破壞時，應由該

社團或個人負賠償責任。如非人為因素損壞者應迅速向訓育組報告，以申請

修繕。 

第 41 條 社辦內不堪使用之公用設備，應繳回訓育組辦理報廢手續，不得逕行丟棄，

否則視為遺失，須負賠償責任。 

 

第七章  清點與移交 

第 42 條 每學期結束前由訓育組與社團委員會會同社長或受其委託之社團負責人共同

清查社辦硬體及公用設備，若有損壞或遺失，應照價賠償。 

第 43 條 新舊任社長交接時，應確實檢查社辦硬體及公用設備，並列冊清點財物，經

雙方確認無誤後簽名，並繳交一份至社團委員會，以完成移交程序，否則由

新任社長負賠償責任。 

 

第八章  附則 

第 44 條 本規則若有未盡事宜，得依需要修訂之。 

第 45 條 本規則經社團委員會議通過，陳學生事務處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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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1-008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社團活動辦理注意事項 

壹、請社團指導老師點名，並於點名表上簽名，若社團指導老師未到，由社長或副社長

點名。 

貳、請於上課鐘響後 10分鐘內進行點名，並請社團幹部確實掌握人員動向。 

叁、曠課或遲到同學依規定記以曠課、遲到，並寄通知單通知家長。 

肆、如有社員因參加比賽或表演須請公假，須於一週前至訓育組提出申請。 

伍、各項申請程序： 

 

領取公假單表格→填寫姓名、座號、請假事由→導師核章→訓育組核章→至軍訓室，生

輔組核章→至學務處，學務主任核章→登記完成請假手續【均由申請人自己完成程序】 

 

 

領取社團活動申請單表格→填寫詳細資料→指導老師核章→訓育組核章→至相關處室

核章→至學務處，學務主任核章→登記完成申請手續→原始文件送訓育組，請先自行影

印一份保留【均由申請人自己完成程序】 

 

 

申請者須先於活動申請時附上活動企劃書(參閱範本)，須先通過活動申請→活動結束→

至訓育組領取社團輔助金申請表→填妥資料→繳至學聯會信箱【均由申請人自己完成程

序】 

 

陸、社團必須安排教學進度及活動行事曆，並依據行事曆以活動企劃書及活動申請表申

請，核准後方可進行活動。 

柒、社團活動記錄簿於社團課當天中午至社團信箱領回，必須確實填寫，並於隔日中午

前繳回學務處社團信箱。 

 

 

 

 

 

 

社團公假申請程序 

 

社團活動、場地申請程序 

 

社團輔助金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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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社團活動指導教師注意須知 

 

一、請依照課表排定之時間準時到課，若因故需調課或請假，請務必事先告知學務處訓

育組長。【本校第一棟二樓，(07)2862550 轉 107、(07)2860654】 

二、授課時請準時到社課地點上課，並於社團活動記錄簿簽名，同時督促學生確實到課

並完成點名，要求學生記載授課內容。 

三、每學期期初首次上課前，所有社團指導教師應參加訓育組召集之社團課程發展會

議。會議前，各社團指導教師必須先擬定該學期或學年課程大綱，繳交本校訓育組

彙整存查。 

四、社團指導教師之聘任，採一年一聘原則，若經學務處評定類屬優良，則可納入長聘

(三年一聘)之列；若發生授課學生兩次提出更換教師之申請，經學務處調查學生要

求確屬合理，則該教師不予續聘。 

五、請勿另外收受私人鐘點費。 

六、新進指導教師請撥空至台灣銀行開立個人帳戶(薪資發放專用)，並請於學年開學第

二週前，影印銀行存簿封面影本，並親自繳給學務處訓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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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1-009 

高雄市立
高雄中學

高雄女中105學年度公民訓練課程 

聯合露營活動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教育部台 57 訓字第二七四五號令發

生活教育實施方案。 

二、目的：提倡高尚休閒活動，陶冶學生健康身心，增進同學情誼及兩性互相了解，養

成分工合作的團隊精神。 

三、時間：民國 106年 3 月 2日至 3日(星期四、五)。 

四、地點：臺南市麻豆區真理探索教育園區(真理大學臺南校區)。 

五、參加對象： 

(一)全體高二學生一律參加（除病假、公假、喪假外一律不准請假，病假須附公立

醫院證明、喪假則需訃聞）。 

(二)學聯會、班聯會及童軍社、康輔社工作人員。 

六、活動方式：露營、野炊、康樂及各項競賽活動。 

七、組織及掌職：如後。 

八、活動方式及作息表：如後。 

九、經費：凡參加學生應繳交費用 1600元（多退少補）。 

十、編組：每班為一中隊。 

十一、攜帶物品： 

 (一)個人： ① 穿著制服(攜帶運動服、班服或大隊服替換) 

 ② 深色長褲(牛仔褲) ③ 球鞋 ④ 盥洗用具 

 ⑤ 雨具(雨衣、雨傘) ⑥ 水壺 ⑦ 碗筷一副 

 ⑧ 健保卡、學生證 ⑨ 保暖衣物 ⑩ 帽子 

 ⑪ 防曬用品 ⑫ 防蚊液 ⑬ 個人藥物 

 ⑭ 睡袋或棉被【營區提供公用睡袋，有個人需求者可自行另外攜帶】 

 

 (二)小隊： ① 餐盤 ② 手電筒兩支 ③ 清潔劑一瓶 

 ④ 哨子 ⑤ 針線 ⑥ 抹布數條 

 ⑦ 菜瓜布     

 

 (三)中隊： 營地建設器材 

 

 (四)營本部： ① 國旗六面 ② 校旗乙面 ③ 旗座六個 

 ④ 旗桿六支 ⑤ 救護箱兩箱 ⑥ 工具箱兩個 

 ⑦ 乾電池兩盒 ⑧ 手電筒八支 ⑨ 相機 

 ⑩ 評分表 ⑪ 衛生紙六包/捲 ⑫ 免洗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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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⑬ 各式文具若干(筆、膠水、膠帶、雙面膠、剪刀等) 

 

十二、晚會主持人：營火晚會節目分三區進行 

(一)集合場（童軍）：謝校長 文斌 

(二)棒球場（康輔）：黃校長 秀霞 

(三)教學大樓旁廣場（聯會）：顏主任 銘賢、簡主任岑如 

十三、搭乘車輛： 

(一)搭乘分配表(第 28、29頁)乘車。 

(二)出發前 10分鐘集合完畢，行車途中注意安全。 

十四、營帳分配及搭建：如本手冊末頁分配圖。 

(一)每小隊分配營帳一頂、炊具一套，請各小隊派員至指定地點領取。 

(二)營帳搭建完成後，應即將攜帶物品放置整齊並整理環境。 

(三)拔營時各小隊應依規定將營具、炊具歸還，並將環境整理復原。 

(四)各小隊遺失物品，應由各小隊自行負責賠償。 

十五、露營期間應遵守事項： 

(一)露營當天上學，應特別注意交通安全及預防物品遺失，腳踏車加鎖後置於車

棚。 

(二)到達營區後即按照計畫展開活動，未經許可不得擅自離營，否則依校規議處。 

(三)各小隊長應隨時掌握小隊人數，倘若發現無故缺席應立即向導師報告並處

理。 

(四)貴重物品請自行妥為保管，相機應隨身攜帶。 

(五)夜間熄燈後，除夜間照明外營帳內嚴禁點燃蠟燭及蚊香，以免發生意外。 

(六)愛護公共設施及公共用品，嚴禁攀折花草樹木。 

(七)不得有抽煙、喝酒、賭博等違規行為。 

(八)不得擅自騎乘機車，否則依校規議處。 

十六、警戒及安全 

(一)露營前洽請有關治安單位，加強營區之安全措施。 

(二)為維護營區安全，日間活動期間每小隊至少一人留守營區，夜間每班亦二人

輪流守夜，不可單獨活動，同時各班導師及學務人員亦組成巡邏隊負責整個

營區之巡邏。 

十七、其他 

(一)其他未詳盡之處，得隨時修正補充之。 

(二)本計畫經學務處會議通過，並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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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1-010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幹部座談會實施要點 

 

 一、本校為增進師生情感，加強雙向意見溝通，特訂定本要點。  

 二、參與座談會學生幹部：各班班長或副班長。 

 三、列席座談會之指導師長包括：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圖 

    書館主任、主任教官、學生輔導中心主任、生活輔導組組長、訓育組組長及 

    其他有關人員。 

 四、座談會由學務主任主持。  

 五、座談會每學期舉行，時間另定之。  

 六、座談會主要功能如下：  

   (一)師長之間直接溝通，坦誠交換意見。  

   (二)師長協助同學解決心理上與學習上之問題與困難。  

   (三)使學生了解學校之行政及教育方針，俾能積極配合，貫徹實行。   

   (四)培養學生民主法治風範。 

   

七、座談會程序：  

   (一)主席報告  

   (二)自由發言  

   (三)問題解答  

   (四)主席結論 

   (五)校長講評  

八、場地佈置：由訓育組協調總務處支援同學辦理。  

九、學生幹部座談會之記錄：由訓育組於一週內整理彙送各處室陳閱分辦。 

十、注意事項：  

   (一)學生代表在會前應先彙整同學意見，使發言具有代表性。  

   (二)座談會發言，不採用「質詢」的精神與方式。  

   (三)對已獲致結論事項，下次開會時非絕對必要，不再重提。  

   (四)發言力求簡明扼要，就事論事，一律不可作人身攻擊，如有類似情形，    

      主席應嚴加禁止，以保持和諧。  

   (五)遵照會議規範從事發言及討論。  

   (六)注意參加座談會之禮貌，培養良好風度及民主法治精神。  

 

十二、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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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1-01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班級幹部訓練實施要點 

 

一、依據：教育部現階段公民教育實踐方案辦理(94年4月21日台訓（一）字第940037564C

號令) 

二、目的： 

 (一)為增進學生自治幹部功能，發揮自治效率。 

 (二)培養幹部領導才能與服務精神。 

 (三)學習領導要領，研討領導班級或團體之理論與實務以促進團體之進步與發 

      展。 

三、參加對象：各班幹部及社團社長（包括各班班長、副班長、學藝股長、風紀 

              股長、體育股長、衛生股長、事務股長、輔導股長、環保股長、 

              圖書股長及社團社長） 

四、實施方式：採取分組座談。   

五、座談時間及地點 

（一） 時間：班級幹部：（ ）年（ ）月（ ）日(星期  )  

                        中午 12時 30分至 13時 20分。 

             社團社長：（ ）年（ ）月（ ）日(星期  ) 

                        中午 12時 30分至 13時 20分。 

(二) 地點：如附件。 

六、分組座談討論題綱： 

１、(     )長的任務包括哪些項目？如何完成任務？ 

２、如何有效地傳達師長對同學的期望與要求？ 

３、最不容易做好的事是什麼？有何好方法克服？  

４、最容易成為困擾或負擔的事是什麼？該如何處理？ 

５、臨時動議 

106 學年度第 1學期班級幹部訓練一覽表 

班級幹部 會議地點 開會時間 主持人 備註 

衛生股長 

副衛生股長 

環保股長 

演奏廳 
8/30(三) 

中午 12：30 
衛保組長 

副環保股長不

需出席 

班長 活動中心三樓 
9/4(一) 

中午 12：30 

校長 

各處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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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班長 軍訓大樓 2樓 
8/30(三) 

中午 12：30 
生輔組長  

學藝股長 活動中心三樓 
9/1(五) 

中午 12：30 

教學組長 

訓育組長 
 

圖資股長 
綜合大樓三樓 

視聽教室 1 

9/5(二) 

中午 12：30 
圖書館主任  

康樂股長 體育館 
9/5(二) 

中午 12：30 

體育組長 

訓育組長 
 

風紀股長 

副風紀股長 
軍訓大樓 2樓 

9/5(二) 

中午 12：30 
孫一弘教官  

輔導股長 生涯資料室 時間另行公布 輔導中心主任  

說明： 

一、請各班幹部務必出席，依表訂時間提早 5分鐘就位完畢，無故未到者記警告乙次。 

二、請各班級幹部穿著整齊制服、攜帶紙筆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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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1-012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導師會報實施要點 

 

一、目的：為增進導師與行政單位業務之聯繫，強化政策之溝通協調，落實校園民

主與正向溝通文化，健全教育服務效果。 

二、任務： 

（一）檢討學生事務工作實施情形。 

（二）研訂學生事務工作執行事項。 

（三）處理學生偶發事項。 

（四）其他。 

三、導師會報每個月召開一次。 

四、導師會報每名導師均應出席，各處室有關人員均應列席。 

五、導師會報由校長擔任主席，校長公出時由學務主任擔任主席。 

六、本要點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錄：106學年度第 1 學期導師會報要項 

1.會報時間：8/29(二)、10/3(二)、11/7(二)、12/5(二)、107/1/2(二) 

  上午 07：40開始，08：10結束，務請準時出席。 

2.會報地點：活動中心 3樓 

3.106學年度第 1學期導師會報日程 

年度 106 106 106 106 107 

日期 8/29 10/3 11/7 12/5 1/2 

星期 二 二 二 二 二 

參加年級 全年級 全年級 全年級 全年級 全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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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1-013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室佈置 

實施要點 
一、目的： 

(一)美化學習環境，陶冶學生優良品性，提高學習效率。 

(二)導引學生「從做中學習」，積極參與各種方式的學習。 

(三)提供學生展示學習成果的機會，達成經驗交流的目的。 

二、佈置原則﹕ 

(一)以校訓「自強不息」為主題，展現「實事求是、精益求精」的雄中精神。 

(二)以清潔、樸素、美觀、大方為主。 

(三)教室正前方力求簡單。 

三、佈置內容﹕應富有教育性、啟發性，不可張貼影歌星圖片及有違進德修業、良善風

習之內容，並應注意下列各項﹕ 

(一)班級之獎狀、錦旗應懸掛（張貼）於教室後面。 

(二)佈告欄之內容，除公佈事項、成績張貼之外、另以「語文天地」、「科學新知」、

「剪報資料」、「鄉土園地」等及其他有益學習之內容為主，配合學習單元內

涵，蒐集輔助資料張貼公佈，以增廣學生學習領域並提高學習層次。 

(三)教室內兩旁柱子得張貼勵志標語。 

(四)垃圾桶必須將垃圾分類項目標示清楚，設計上可生動活潑。 

四、佈置方法及程序﹕ 

(一)各班由學藝股長主導進行，就前項內容，組織佈置小組共同作業，成員 3-5

名，分工合作，協力完成之。 

(二)請各班導師負責指導並適時提供協助。 

五、時間﹕自開學日起至 9月 30日（六）結束。 

六、實施班級：全年級各班皆必須實施教室佈置。 

七、評分方式及獎勵： 

(一)學務處邀聘本校教師擔任評審，逐班評分。 

(二)各年級獎勵分前三名及佳作二名頒發錦旗一面，名次得從缺。 

(三)獲獎班級學藝股長及參與佈置同學依得獎序分別記小功乙次、嘉獎兩次、嘉獎

乙次，並頒發獎狀。 

(四)獲獎班級於 10月底全校朝會時頒授。 

八、經費：由各班班費支應。 

九、附則﹕ 

(一)教室桌椅應隨時保持整潔，門窗玻璃乾淨清爽。 

(二)雨具、茶（水）桶及清潔工具，應排放整齊。 

十、本實施要點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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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1-014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學年度合作教育 

學藝競賽實施要點 

一、目的：鼓勵同學藉由參與學藝競賽活動，展現才藝能力，豐富學習內涵，活潑休閒

生活，並達成教育政策宣導之目標。 

二、主辦單位：學務處訓育組 

三、協辦單位：員生消費合作社 

四、項目：作文、書法、漫畫、電腦繪圖。 

五、競賽主題暨參賽班級分配： 

班級 
作文組 漫畫組 電腦繪圖組 書法組 

主題 主題 主題 題目 

101 

↓ 

112 

讀書心得寫作 
禁菸拒毒 

謹慎用藥 

拒絕愛滋 

擁抱生命 

 

口說好話心想好意 

身行好事心存感恩 113 

↓ 

124 
讀書心得寫作 

大家站出來霸

凌不再來 

志工服務最樂 

201 

↓ 

212 

公民與政治權利之

我見 
性別平等 

環境變遷與 

永續發展 

 

服務奉獻像滿月高照 

鼓勵讚美像百花綻香 

心有聖賢像良田收成 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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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文化權利

之我見 

營造友善校園

及健康安全環

境 

防範一氧化碳中毒

與防溺宣導 

※注意事項 

1.作文以 500字直式稿紙撰寫，漫畫以八開圖畫紙繪製，書法用紙由訓育組提供，

電腦繪圖用 A4 規格紙張(可帶檔案至學務處彩色輸出)。高一讀書心得寫作書

單，由學務處、圖書館協調提供。 

2.作文可請國文老師於作文課時指導寫作。 

3.每班至少繳交作文 2篇；漫畫 1張；書法 1 張；電腦繪圖 1張。 

4.每班作品須統一繳交，並依報名表各項作品之編號、班級、姓名標註於作品背

後，未標記者視為未繳交作品。 

5.有興趣參賽者，不拘年級組別皆可擇自己專長項目、題目參加，不限篇數、張數。 

六、評審：由學務處聘專長老師擔任。 

七、獎勵： 

(一)個人：各組取前 3 名及佳作若干，每名頒發獎狀乙紙。第 1名合作社儲值金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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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第 2 名合作社儲值金 400 元；第 3 名合作社儲值金 300 元；佳作合

作社儲值金 100元。另有表現優良者，請導師酌予敘獎。 

(二)團體：班級總成績前三名者，頒發獎狀；該班班長、學藝股長依得獎名次各記

小功、嘉獎兩次、嘉獎乙次之獎勵。 

六、收件日期：106年 11 月 9日(星期四) 

七、收件地點：學務處訓育組 

八、本實施要點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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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1-015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全國慈孝家庭楷模學生孝悌 

選拔辦法 

一、依據： 

    教育部 101年 12 月 12日臺社（二）字第 1010231648A號函頒「102 家庭教育

年」系列活動實施計畫暨 102年 1月 23日臺教社（二）字第 1020009178A 號函頒

「教育部 102年全國慈孝家庭楷模選拔及表揚活動實施計畫」辦理。 

二、宗旨： 

       藉由慈孝家庭楷模選拔及表揚，喚起國人表現慈愛、重視行孝的美德，發揮典

範學習效果，倡導國人於生活中具體展現慈孝行動。 

三、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 

四、實施對象：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含國立、公私立學校）5 年內未曾榮獲孝悌

楷模獎等表揚之學生，分高中職、國中及國小學生 3組。 

五、選拔項目及標準： 

 （一）全國慈孝家庭楷模：以「家庭」為楷模選拔對象，家庭成員表現須符合「長輩

慈、子女孝」之精神，其慈孝表現可多元呈現，並能展現家庭平日營造溫馨、和

樂的氛圍為主。 

 選拔標準以親子互動關係為原則： 

 1.父母（或長輩，以下同）平時能以慈愛而不溺愛、嚴格而不嚴厲、說理而不強求、

關心而不干預、公平而不偏心、參與而不介入、彈性而不固執、鼓勵替代懲罰、

身教重於言教、順性因勢利導等教養態度與子女互動。 

 2.子女能做到對父母有禮貌、分擔家務事、關心體貼父母、友愛兄弟姐妹、保護自

己身體健康、注意自身安全、不讓父母操心、謀求自我充分發展、學習與人和諧

相處、養成良好習慣，保持端正品德，行為表現合適有禮、與長輩建立親密關係

等互動表現。 

 3.參考上述父母、子女互動關係描述，具體描述親子間平日相處事蹟、故事，例如：

子女可寫下父母所做令其覺得是最幸福的兒女、過生日時以父母為主角的具體孝

親行動表現；父母則寫下子女所做令其最為感動的具體事蹟，選拔時將以溫馨感

人且能展現「長輩慈、子女孝」核心精神為優先考量。 

 （二）學生孝梯楷模：品行良好，且有下列具體事蹟之一，能長期實踐，足為他人表

率者： 

 1.敦品勵學，刻苦奮鬥，盡力侍奉父母及尊重親屬，深得里鄰讚佩。 

 2.克盡孝道，親侍久病未癒之尊親屬，經年如一日而無怨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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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力行孝道，兄友弟恭，並能幫助他人及友愛同儕。 

4.其他對待尊親、手足、同儕之行為，符合我國固有倫理道德之精神要求，足為楷

模者。 

 

 

  推薦人請於 3月 14日 12：00前將推薦書(背面)交至學務處訓育組 

 

 

高雄中學全國慈孝家庭楷模學生孝悌選拔推薦書 

 

(一)推薦方式：  □ 導師推薦        □ 自我推薦 

(二)學生資料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    學生性別：_______    學生年齡：_______ 

   學生班級：________________    學生座號：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住址： 

   電子信箱： 

 

(三)家庭互動溫馨事蹟簡介(總字數至少 600字) 

    

 

 

 

 

 

 

 

 

「註」：受推薦者須經由學校辦理「102年慈孝家庭楷模選拔會」審查後，由學校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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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1-016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第十一屆紫檀花文藝季 

活動計畫 

壹、目的 

一、配合創校 95週年校慶活動，增添多元內容，以激發學生的自我肯定與對母校的

深刻認同。 

二、藉由文藝季活動，激發學生對人文藝術的美感潛能，提昇校園人文藝術氣息。 

三、藉由藝文活動、文藝徵稿、才藝競賽展演等，提供學生發表的園地及觀摩學習的

機會。 

貳、活動內容  

一、靜態項目  

(一)徵文比賽 ( 詳細內容請參見附件一 )  

(二)鄉土影像創作比賽 ( 詳細內容請參見附件二 )  

二、動態項目  

(一)班際英語歌唱比賽 ( 詳細內容請參見附件三 )  

(二)優勝作品表演 

(三)社團展演 ( 詳細內容請參見附件四 ) 

參、主辦單位：本校學生事務處  

肆、承辦單位：  

      國文科教學研究會、英文科教學研究會、社會科教學研究會、教師會、 

藝能科教學研究會、學生聯合自治會、雄中青年社  

伍、活動時間：  

一、靜態項目：  

(一)徵文比賽徵稿：自公告日起至 106年 4月 28日(星期五)止。 

(二)鄉土影像創作比賽：自公告日起至 106年 4月 17日(星期一)前送件。  

二、動態項目：  

(一)高一班際英語歌唱比賽：4月 1日(星期六)下午於演奏廳舉行。 

(二)動態展演：106 年 4月 24 日(星期一)至 5 月 1日(星期一) 

每日中午 12︰30至 13︰10於演奏廳舉行。 

陸、經費預算：  

一、來源：由本校 106 年度預算相關項目暨雄中青年經費項下支應。 

二、預算：壹拾參萬零捌佰元整。(如附件五) 

柒、本辦法經呈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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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第十一屆紫檀花文藝季 

徵文比賽實施辦法 

一、目的：為配合本校紫檀花文藝季及慶祝本校創校 95週年，特舉辦本徵文比賽。 

二、主辦單位：學務處  

三、承辦單位：國文科 

四、徵稿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五、徵文內容  

  (一)簡訊文學 

     1.主題：｢只想對你說的話｣  

     2.題目：自訂  

     3.A4直式橫寫、12 級大小全型新細明體繕打，簡訊字數上限 50字。 

六、參賽須知  

   (一)欲參加比賽者，請至本校網頁下載報名表格。投稿時請將報名表裝訂在作品首

頁，作品中不得註載任何個人資料。 

   (二)每人限投二件。  

七、獎勵方式：錄取前三名優秀作品，擇優錄取佳作三名，分別頒予獎金及獎狀；另擇

取「入選」若干名，頒予獎狀。 

前三名及佳作獎金如下： 

      簡訊文學：第一名 800元，第二名 600元，第三名 400元，佳作 200元。 

       ※作品如未達一定標準，得視實際情況「從缺」。  

八、評審方式：由主辦單位聘請評審老師評定之。  

九、收件日期：自公告日起至 106年 5月 1日 (星期一) 止  

十、交稿地點：學務處訓育組  

十一、成績公布時間：106 年 5月 9日 (星期二)  

十二、注意事項 

    (一)參賽作品如有下列情事之一，取消參賽及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及獎狀：  

 1.拷貝或冒名頂替參賽者  

 2.作品曾以任何形式(如網路)等公開發表者  

  3.不符參選資格者  

4.抄襲他人作品經察覺者  

    (二)所有稿件恕不退還，請自留檔案，得獎作品需繳交電子檔。 

    (三)主辦單位有權將得獎作品刊登於「雄中青年」，恕不另支稿費。 

    (四)參選作品如有損害著作權法由參選者自行負責。 

    (五)得獎作品得在文藝季室外展演時舉行作品朗誦發表，有意自行誦讀者請在報名

表格上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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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第十一屆紫檀花文藝季 

英文創意寫作比賽實施計畫 

一、為配合本校紫檀花文藝季及慶祝本校創校 95週年，特舉辦本徵文比賽。 

二、主辦單位：學務處 

三、承辦單位：英文科 

四、徵稿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五、徵稿內容︰ 

   (一) 英文六字圖像詩︰請依<附件一>的提示創作，作品請以 A4版面印刷或製作。 

   (二) 英文梗圖文創作︰請依<附件二>的提示創作，字數需在 20字以內，作品請以

A4版面印刷或製作。 

六、投稿須知︰  

   (一)每人每類限投一件。 

   (二)僅受理個人創作投稿，不接受集體創作。 

七、獎勵方式： 

   (一)六字圖像詩取前三名優秀作品及佳作三名。除獲頒獎狀之外，將頒贈獎金:  

第一名 800元，第二名 600元，第三名 400 元，佳作各 200元 

   (二)梗圖文創作取前三名優秀作品及佳作三名。除獲頒獎狀之外，將頒贈獎金： 

第一名 800元，第二名 600元，第三名 400 元，佳作各 200元 

          ※各類作品如未達一定標準，得視實際情況「從缺」。 

八、評審方式： 

    由主辦單位聘請評審老師評定之。 

九、收件日期：自公告日起至 105年 4月 21日(星期五)止 

十、交稿方式：六字圖像詩繳交至英文科辦公室蔡依彤老師。 

              梗圖文創作繳交至英文科辦公室李秋美老師。 

               ※作品請標明班級及姓名，圖片若非原創，須標明來源出處，以尊重

版權。 

十一、比賽結果公布時間：105年 4月 28日(星期五) 

十二、注意事項  

     (一)參賽作品如有下列情事之一，將取消參賽及得獎資格，並追回獎狀及獎金:       

          1.冒名頂替參賽者。  

          2.作品曾以任何形式(如網路)等公開發表者。  

          3.抄襲他人作品者。  

     (二) 主辦單位有權將得獎作品刊登於「雄中青年」，恕不另支稿費。   

     (三) 參賽作品如有損害著作權法，後果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四) 若參賽作品圖片、影像、文字涉及不雅或人身攻擊，將不予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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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六字圖像英詩 

 

Six-word Memoirs, With Art 
 

Instructions:  

Use six English words to write your story, process emotions, express yourself 

and interpret your world. Present your six-word memoir with a picture or a drawing 

that enhances the ideas or emotions you are trying to get across. The picture 

can either be self-made or downloaded from the Internet. Reference or citation 

of the picture you use must be given, or your work might be considered 

plagiarized.    

 

歷屆得獎作品 Here are some students awarded works for your reference. 

 

 

 

 

 

 

 

 

 

 

 

 

 

 

 

 

 

 

 

 

 

                                                                                     

Reference:                                                       

http://hdwallpapers.cat/life’s_a_gam

ble_devil_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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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god_abstract_hd_wallpaper-1374134 

<附件二> 梗圖文創作 

 

Meme Creation 
Instructions:   
Bring your wit and humour to create hilarious and clever memes. Good examples 

of memes have entertainment value. The tone can be funny, or witty or sarcastic, 

so use language and images that achieve those goals. Your creation can be for 

sheer comedy, or something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popular culture, and even 

recent news about celebrities.The images can either be self-made or downloaded 

from the Internet. Reference or citation of the picture you use must be given, 

or your work might be considered plagiarized.    

 

The following is for your reference. 

 

(1)                                         (2)  

 

 

 

 

                                                                                                              

 

 

 

 

 

 

                                               

                                                  

(Reference: http://funnyand.com/finish-your-exam/)      (Reference: 

http://img.memecdn.com/oh-tru

mp_o_6250171.jpg) 

(3)  

 
 

 

(Reference:http://weknowmemes.com/tag

/facebook-m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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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第十一屆紫檀花文藝季鄉土影像創作

競賽辦法 

一、活動目的：為增進本校學生對鄉土文化的關懷，充實人文內涵，發展多元方式的表達與

創作能力，提昇數位影像製作技術與內涵，配合本校紫檀花文藝季及慶祝本校

創校 95週年，特舉辦本競賽活動。 

二、主辦單位：本校學務處 

三、承辦單位：本校社會科 

四、競賽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五、競賽方式 

1. 主題與內容 

(1)本次競賽主題為「我的城市，我的青春」。年輕的你在這座城市呼吸、生活，享受

青春。年輕的雙眼是敏銳的，這座城市必定帶給你許多豐富的意像。請參賽者呈

現出你對這座城市的解讀、體驗或感觸，不論是動人的故事、或是你對這座城市

的文化觀察，總之，請選擇最值得記錄的部分，透過數位影像呈現出來。 

(2)內容素材以文字、聲音、圖像、影片、動畫及其它可能元素複合運用，利用各種

數位器材設備，以電影形式或以相片（圖像）串連等方式呈現。請參賽同學儘量

以自製劇本創作，並避免流於低俗笑鬧與人身攻擊。 

2. 參賽者以組為單位，每組人數以 1〜10 人為限。高一、高二每班至少派出一組，高

三自由報名參加。報名表請至本校網頁下載或向該班社會科教師索取。 

3. 作品格式須能以 Windows Media Player 播放，播放時間以 6〜8分鐘為限，作品時

間不足或逾時均不列入評審；作品中的對話與旁白均需加入中文字幕。 

4. 送件方式：參賽者需將作品燒製成光碟片（請勿使用藍光片），置入活頁保護套中，

註明參賽隊伍及作品名稱，於收件截止期限前將作品送至本校社會科辦公室。作品

不再發還，請參賽者自行備份留存。  

六、收件時間：自公告日起，至 106 年 4月 19日(星期三)下午四時十分止（逾時恕不受理），

請將作品送至本校社會科辦公室陳培文老師處。 

七、公佈成績：106 年 4月 24 日(星期一)  

八、評審方式 

1. 由主辦單位聘請評審委員評定之。 

2. 評審標準：由主辦單位另訂之。 

3. 由評審委員選出前三名及佳作若干組。 

4. 入選作品於紫檀花文藝季期間公開播放，由全校師生票選出「最佳人氣獎」、「最佳

音效獎」、「最佳編劇獎」等獎項。 

九、獎勵方式 

1. 獲獎之參賽隊伍每人皆由學校頒發獎狀乙紙。 

2. 頒發獎金，第一名 3,000 元，第二名 2,000 元，第三名 1,500 元，佳作 3 組，每組

1,000元。 

3. 另設特別獎 3名，每組 500元，以獎勵由全校師生票選之得獎作品。 

4. 請社會科教師酌予該班參賽者加平時分數，以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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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注意事項 

1. 本校網站上連結相關資訊，以供同學參考。 

2. 主辦單位享有參賽作品之版權，因需要得以使用其內容，並有權將得獎隊伍之作品

刊載於學校網站上。 

3. 版權聲明：參賽作品如引用他人版權之圖片、音樂、或文字，須註明來源出處。若

非法竊取他人智慧財產權者，經檢舉查證屬實，將喪失參賽與得獎資格，如有損害

著作權法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十一、附件：競賽報名表、經費預算表。 

十二、本辦法經呈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網路參考資源 

 

本校網頁 

紫檀花文藝優勝作品 
http://www2.kshs.kh.edu.tw/rosewood/third/main0309.html 

高雄拍片網 http://www.filmkh.com.tw/index.jsp 

建國中學  深耕頻道 http://sg.ck.tp.edu.tw/ckad/video.asp 

景美女中  彩虹頻道 http://www.cmgsh.tp.edu.tw/~rainbow-channel/ 

屏東女中  雨豆靚影 http://www2.ptgsh.ptc.edu.tw:82/udogallery/ 

中興高中  影音 100 http://163.22.41.21/media/title.asp 

 

 

高雄中學第十一屆鄉土影像創作競賽報名表 

作品名稱  

參 賽 人 員（第一位為組長） 

班 級 姓 名 座號 工作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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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第十一屆紫檀花文藝季         

班際英語歌唱比賽實施辦法 

一、目的：為提升學生學習英文興趣及歌唱之表演技巧、增進以歌曲融入英語學習之機會、

促進英語學習及文藝氣息。  

二、主辦單位：學務處  

三、協辦單位：英文科、音樂科  

四、參賽對象：全校高一各班報名參加，每班上場人數至少 20名。  

五、比賽時間：106 年 4月 1日（星期六）比賽賽程與號次由英文科另訂公佈之。 

六、比賽地點：本校演奏廳。 

七、報名方式︰請至 雄中首頁-教學單位-英文科 線上填寫報名表。  

九、比賽內容：曲目自行決定 ( 請避免粗俗不雅歌曲 ) 

十、比賽規則： 

(一)每組演唱時間至多 5 分鐘 (每超過 30秒扣總分 1分)  

(二)請自行準備樂器或伴奏帶（限音樂 CD，不支援 MP3及數位檔案），主辦單位僅提供鋼

琴、爵士鼓及音響設備  

(三)報到出賽：  

1.報到：於比賽時間該節的上課前 5分鐘向主辦單位報到。賽前 5分鐘，出賽人員至準

備區等待出場  

2.棄權：報到時間截止未報到者，視同棄權  

十一、評分標準：(滿分 100 分)  

(一)演唱技巧 30% （含音準、和聲、節奏、歌唱技巧） 

(二)歌詞發音 20% 

(三)音 樂 性 30% （含歌曲詮釋、音樂律動）  

(四)整體呈現 20% （含指揮、伴奏、歌曲意境、整體台風、團隊精神等） 

十二、獎勵方式：擇優錄取前六名頒發獎金，及佳作三組頒發錦旗，以資鼓勵。獎金如下： 

第一名：3,000元；第二名：2,000 元；第三名：1,200元  

第四名：1,000元；第五名：800元，第六名：600元。  

十三、評審：由主辦單位聘請英語教師與音樂教師擔任。 

十四、本計畫經呈請校長核示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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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第十一屆紫檀花文藝季       

社團展演實施辦法 

一、目的：為配合本校紫檀花文藝季及慶祝本校創校 95 週年，特舉辦社團展演甄選活動並配

合於文藝季期間演出。 

二、主辦單位：學務處 

三、承辦單位：藝能科 

四、甄選對象：本校相關藝術展演社團及全校學生 

五、甄選原則： 

(一)節目內容以適合於本校演奏廳演出為原則。 

(二)演出時間以 15分鐘為限。 

六、報名時間：106 年 4月 18 日(星期二)至 4月 19 日(星期三)中午 12:30 

七、報名地點：學務處訓育組 

八、甄選時間地點：106年 4月 20日、21日(星期四、五)中午於藝能館 4樓視聽教室 

九、評審方式：由主辦單位聘請評審老師評定之。擇優錄取若干團體及個人於紫檀花文藝季

動態展演中演出。 

十、甄選結果公布時間：106 年 4月 21日(星期五)公告於本校網頁。 

十一、注意事項： 

(一)每一社團或個人以報名一隊為限。 

(二)參加甄選者如有損害著作權法由參選者自行負責。 

(三)主辦單位有權將展演內容留存電子記錄並得公開展示、印製發行，恕不另支費用。 

(四)獲選社團或個人請配合文藝季動態展演安排之時間演出。 

十二、本計畫經呈請校長核示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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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1-017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年度 

赴日本教育旅行實施計畫 

一、 計畫目標： 

  （一）配合國際教育政策，提昇學生國際競爭力，結合學校與社會資源，發展具國際觀 

的學校特色。 

  （二）培養學生「自我理財」觀念與態度，鼓勵學生實際參與國際交流，使學生知道別人

如何學，增廣師生見聞，開拓師生視野，培養師生外語能力。 

  （三）透過雙邊學校教育交流，作為雙方學校進一步推展國際教育旅行互訪之動力，及使

學生能從教育旅行中，獲得寶貴經驗。 

  （四）推展國際文化交流，營造國際化生活環境，豐富學生心靈，貢獻國際社會，使學生

透過教育國際化的過程，達到瞭解國際社會、參與國際教育活動，促進世界和平及

福祉的目標。 

二、實施對象：本校學生計 22 人。 

三、參訪交流時間：106年 9 月 10 日（星期日）至 106 年 9月 17 日（星期五），計六天五夜。 

四、參訪國家：日本 

五、組織與分工： 

工作人員職稱 單位 姓名 工作內容及職掌 

團  長 學務處 顏銘賢 綜理招標出國相關業務 

執行秘書 學務處 蔡依彤 辦理學生事務及出團業務 

策劃與執行 學務處 廖育珠 連絡學生出國相關業務 

協助執行 圖書館 尤政國 協助參訪學校聯絡事務 

六、實施內容： 

  （一）與宮崎縣大宮高校(本校姐妹校)及熊本縣東稜高校交流。 

（二）參訪學校、文教機構、交流座談，使學生透過觀摩、體驗學習日本茶道、現代化建

設、交通設施、及文化產業等體驗。 

七、實施方式： 

  （一）出國計畫宣導內容。 

  （二）接受報名、聯絡對方學校、招標並與廠商接洽等內容。 

  （三）接洽詳細體驗內容與製作學習單等細節。 

  （四）確定團員名單與召開校內說明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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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行程：  

日  期 預    定    行    程 體驗學習重點 

第一天 

（9月 10 日）週日 

高雄中學－高雄機場／熊本空港－山鹿天然溫泉 了解兩地機場設備與

服務差異。 

第二天 

（9月 11 日）週一 

熊本－熊本縣東稜高校交流(半日)－水前寺成趣

園見學－くまモン辦公室見學－櫻之馬場城彩

苑見學〜遠眺熊本城(特別包含湧湧座門票)－特

別安排萌熊電鐵體驗(上熊本+++北熊本)－熊本 

藉由參訪見學體會兩

地民情風俗之差異。 

第三天 

（9月 12 日）週二 

熊本－平和台公園見學－宮崎神宮見學－鬼之洗

衣板見學－青島神社見學－途－SUNMESSE 日南陽

光博覽會見學〜復活島莫埃人像－青島溫泉 

日本學校軟硬體環境

設備，教學參訪及觀

摩學習。 

第四天 

（9月 13日）週三 

宮崎縣大宮高校交流(全日)－大分縣的寄宿家庭

體驗 
藉由參訪見學體會兩

地民情風俗之差異。 

第五天 

（9月 14 日）週四 

寄宿家庭－九重夢大吊橋見學－湯布院藝術小鎮

散策－金麟湖森林小徑見學－  太宰府‧天滿

宮見學－博多運河城－福岡 

藉由參訪見學體會兩

地民情風俗之差異。 

第六天 

（9月 15 日）週五 

福岡－YAHOO 巨蛋球場巡禮見學〜握手廣場見學

－博多町故鄉館見學〜傳統工藝體驗－博多總鎮

守．櫛田神社見學－免稅店－熊本空港/高雄機場

－高雄中學 

藉由參訪見學體會兩

地民情風俗之差異。 

九、計畫期程與進度： 

   (一)105年 1月 4 日：利用朝會時間發送報名表 

   (二)105年 2月 22 日：召開國際教育旅行校內說明會 

   (三)105 年 3月 1 日：國際教育旅行報名開始 

   (四)105 年 6月 2 日：國際教育旅行報名結束 

   (五)105 年 7月 3 日：國際教育旅行招標 

   (六)105 年 7月 24 日：國際教育旅行學生訓練開始進行 

   (七)105 年 8月：國際教育旅行學生培訓陸續進行 

   (八)105 年 9月 10-15 日：國際教育旅行進行 

十、經費需求： 

(一)隨隊輔導工作人員 3 人，所需經費 12萬 3000元。（依經費審查原則申請

補助 2人）。 

(二)學生 32 人，所需團費 90 萬 2000元。（學生自籌）。 

(三)弱勢學生 2人，所需經費 4 萬 1000元。（依經費審查原則申請補助 2人）。 

備註： 

(一)學生每十六人，補助隨隊輔導人員一人全額團費。本次 22 位學生，可申

請補助一位隨隊輔導工作人員全額團費共 4萬 1000元，所餘 2 人團費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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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家長會經費支應。(自籌) 

(二)每團人數每滿十人補助具有原住民、持有公家機關核發之低收入戶、中

低收入戶或身心障礙證明學生一人之一半團費。本次申請補助兩位弱勢

學生一半團費共 4萬 1000元，所餘團費擬申請家長會經費支應。(自籌) 

十一、預期效益： 

(一)帶動本校與交流學校學生教育交流，暢通日後交流管道，及增進二國學

校友好關係。 

(二)促進與雙方學校互動，展現我國學校教育特色，推動學校國際化，瞭解

國際趨勢，增進外語能力及國際禮儀，拓展二國師生國際視野和人文素

養，營造學校成為具國際化的教學環境。 

(三)透過多元的活動設計，行銷臺灣，呈現及推廣我國人文習俗、生態景觀、

飲食文化等特色，增進二國國際理解，從觀察、體驗中，發展二國學生

國際能力，學習國際素養、培養全球競合力、及責任感學生。 

十二、本計畫奉校長核定報教育主管機關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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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1-018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學年度第 1 學期 

週記撰寫指導要點 

一、主旨：為使導師了解學生的學習與生活狀況，增進師生雙向溝通效果，培養

學生寫作能力與多元的視野，促成學生在思想、學習、生活上的健全

成長。 

二、辦法： 

（一）每學期撰寫6篇，高三下學期可不用撰寫。 

（二）學生週記應於導師規定時間，由學藝股長彙齊，送請導師評閱。 

（三）導師如發現學生無故缺交或敷衍塞責者，應立即作適當之輔導或懲罰。 

（四）請導師評閱週記時，應就撰寫內容給予適當的評語，予以鼓勵、關懷，

啟發其自省思考或輔導其偏差之觀念。主動發掘學生在生活、學習、

言行、思想、態度等困難或障礙，予以積極、正向的輔導，或會同輔

導教官、輔導老師及學務處、家長共同輔導，俾促進其身心的正常發

展。 

三、指導要項： 

  （一）要求學生按時繳交，養成學生良好的交作業習慣。 

 （二）指導學生撰寫有意義的文章，不得抄書敷衍或塗鴉。 

  （三）指導學生廣泛閱讀、關懷世事、關心人群、重視環保，撰寫其心得。 

  （四）指導學生力行實踐誠實、負責、尊重、仁慈、勤奮、服務等生活美德，

培養正確的價值觀與人生觀。 

    （五）指導學生書寫務求工整正確。 

四、獎懲： 

（一）週記寫作的優劣，導師得以在學期綜合表現評語上登載。 

  （二）每學期末得挑選該班三位撰寫週記優良者，給予最高小功乙次之獎勵。

學期末每班由導師推薦一位撰寫週記特優者，彙報學務處訓育組，邀

請導師共同組成評選小組，選出全校撰寫週記特優者12人以上，在期

末休業式時頒發獎狀乙紙、優良圖書一本。 

（三）週記未認真撰寫或不按時繳交，應予以輔導規勸，屢犯者得予以懲罰。 

五、檢查：期末總檢查(高一12/25、高二12/26、高三12/27)，由學藝股長收齊

送學務處訓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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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1-019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日行一善」實施要點 

一、主旨： 

(一) 培育學生優良品性。 

(二) 導引學生「關懷弱勢，幫助他人」，積極提供個人可及能力協助他人。 

(三) 提供學生服務學習的機會，達成友善校園品性良善的目的。 

二、實施時間﹕ 

本學期開學至學期末 

(一) 以每週二班會時間為班級每週行善分享及表揚時間。 

(二) 以每月第一週全校朝會為各年級每月行善分享及表揚時間。 

(三) 以學期末休業式為全校各學期行善分享及表揚時間。 

三、實施內容﹕ 

為充分發揮推展「日行一善」理念，由各班發放「日行一善」分享表，鼓勵

同學每週找出一則自己感受深刻的行善事蹟及感想，不須有證明人，以免行

善美意遭受誤解。 

(一) 週分享及表揚：由導師收集同學分享單，可由導師評選或全班票選方式

選出數則別具意義之行善事蹟，並於每週班會時間進行

分享及表揚。 

(二) 月分享及表揚：由各班導師將該月班上分享事蹟推薦數篇，由學務處評

選出各年級數名，於每月全校朝會時間進行表揚及分

享。 

(三) 學期分享及表揚：由學務處針對月表揚同學行善事蹟，召開評選小組，

選出全校數名事蹟，於期末休業式進行表揚及分享。 

四、實施班級：全年級各班 

五、獎勵： 

   (一)週表揚由導師提出，並記嘉獎乙次，以資鼓勵。 

   (二)月表揚由學務處提出，記小功乙次，並頒發獎狀，以資鼓勵。 

   (三)學期表揚由學務處提出，記大功乙次，並頒發獎狀，以資鼓勵。 

   (四)另外學期中行善分享表現積極優良的同學，由導師於期末記以小功乙次 

以下為獎勵。 

六、附則﹕ 

行善事蹟分享單不採用證明人制度，以免行善本意遭受質疑，請各班導師自

行考量及過濾誇大不符合現實之分享事蹟，並主動了解詳情。 

七、本實施要點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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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學年度第 1 學期「日行一善」分享單 

班級 年  班 學號  姓名  

行善時間  行善地點  

行善事蹟 

(須描述人、事、物) 

事後感想 

 

導師評語 

 

                             導師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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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2-10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獎懲規定 

96年 8月 31 日、102年 1月 18 日、103年 1月 20日、 

103年 6月 30日、104 年 1月 20 日、104年 6月 30日、 

105年 6月 30日、105 年 8月 26 日、106年 1月 19日、 

106年 6月 30日 校務會議修訂 

 

第一條 高雄中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引導學生行為、維持學校秩序，確保學生學

習所必要，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51條、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

生獎懲規定注意事項」及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訂定「高雄市立

高雄高級中學學生獎懲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第二條 本規定之目的如下： 

  一、鼓勵學生敦品勵學，表彰學生優良表現。 

  二、養成學生良好生活習慣，建立崇尚法治及符合社會規範之精神。 

  三、引導學生身心發展及向上精神，啟發學生自治自律與反省能力。 

  四、維護校園學習環境秩序，確保學校教育活動之正常施行。 

第三條 學生之獎懲，除應符合相關法令及規定外，亦應遵循下列原則： 

  一、配合學生心智發展需求，尊重學生人格尊嚴，重視學生個別差異。 

  二、發揮教育愛心與耐心，多獎勵少懲罰，積極維護學生受教權益。 

  三、獎懲之決定，應力求審慎客觀，並兼顧學生隱私權。 

  四、個案處理應注意時效，且不因個人或少數人錯誤而懲罰全體學生。 

  五、懲處前應以適當方式給予學生陳訴意見機會。 

第四條 學生之懲處應審酌個別學生特殊情狀，作為懲處輕重之參考： 

  一、行為之動機與目的。 

  二、行為之手段與行為時所受之外在情境影響。 

  三、行為違反義務之程度與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四、學生之人格特質、身心健康狀況、生活狀況與家庭狀況。 

  五、學生之品行、智識程度與平時表現。 

  六、行為後之態度。 

第五條 學生獎勵與懲處措施如下： 

  一、獎勵：分為嘉獎、小功、大功及其他獎勵。 

  二、懲處：分為警告、小過、大過及留校察看。 

第六條 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應予記嘉獎： 

  一、熱心助人，義行可嘉者。 

  二、熱心公益活動，足資獎勵者。 

  三、拾金(物)不昧，其行可嘉者。 

  四、擔任學校、班級、社團幹部認真負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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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參加學校辦理之各項活動或競賽成績表現優良者。 

  六、代表學校參加校外各種活動或競賽成績表現優良者。 

  七、生活週記、作業書寫及各項心得寫作認真優良者。 

  八、其它應予記嘉獎，或經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者。 

第七條 合於下列規定者，應予記小功： 

  一、參與校內外公共事務或促進公益工作，表現優良者。 

  二、擔任學校、班級、社團幹部，表現優異者。 

  三、代表學校參加校外各種活動或競賽，成績表現優良者。 

  四、代表學校參加國際性活動或競賽，成績表現優良者。 

  五、遇特殊事故處理得宜，獲良好效果者。 

  六、其它應予記小功，或經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者。 

第八條 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應予記大功或其他獎勵： 

  一、特殊優良行為裨益國家社會者。 

  二、代表學校參加對外比賽成績特優者。 

  三、參與校內外公共事務及促進公益工作，表現特優者。 

  四、特殊優良行為足為全校學生之模範者。 

  五、其它應予記大功或其他獎勵，或經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者。 

第九條 本校學生代表學校參加比賽，需事先報備導師，或經由校內相關處室、

教學科簽奉核可後出賽，以完備後續議獎及公假申請程序。參加競賽獎

勵標準如下： 

  一、代表本校參加國際性比賽獲冠軍：記大功兩次。 

  二、代表本校參加全國性比賽獲冠軍：記大功乙次、小功兩次。 

  三、代表本校參加全國性分區比賽獲冠軍：記大功乙次、小功乙次。 

  四、代表本校參加高雄市比賽獲冠軍：記大功乙次。 

  五、代表本校參加高雄市分區比賽獲冠軍：記小功兩次。 

  六、參加本校比賽冠軍：記小功乙次。 

  七、依獲得之名次遞減獎勵種類。 

  八、學生參加競賽議獎時除參考獎勵標準，並斟酌競賽及準備之難度給予

獎勵，以維比例原則。 

第十條 違犯校規情節輕微且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應予記警告： 

  一、使用圖書館電腦從事文件處理及資料搜尋以外的行為，或不遵從圖書

館指派之管理人員分配電腦使用資源者。 

  二、禮貌不周者，經勸導後，仍不知改正者。 

  三、上課時打瞌睡或干擾其他同學，經幹部或教師勸告屢勸不聽或情節嚴

重者，記警告一次。 

  四、單車（機車）隨意停放者。 

  五、不遵守請假規則者。 

  六、亂丟垃圾，或其他破壞環境衛生行為，情節輕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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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不聽班級幹部善意勸告者。 

  八、不按時繳週記或作業者。 

  九、參加學校集會(如開學典禮、休業式、朝會、週會等)使用 3C 產品、飲

食、閱讀書報，不尊重講台上報告者；或講話、喧嘩經勸導不聽。 

  十、未經允許見賓客者。 

  十一、言行態度輕浮隨便，經糾正不聽者。 

  十二、不服從班級規定、教師及幹部班級活動規畫分配事務及團體活動者，

記警告一次。 

  十三、早自習或午休間打球者。 

  十四、在教室內嚴重干擾公共秩序安寧者，經幹部勸告屢勸不聽者，記警

告一次。 

  十五、除課程需要且授課老師同意外，上課看課外讀物或使用影音設備（3C

產品或智慧型手機）者。 

  十六、無故不依規定時間完成註冊手續。 

  十七、使用校園網路違犯下列智慧財產權或濫用網路系統之行為者： 

    （一）使用未經授權之電腦程式。 

    （二）違法下載、拷貝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 

    （三）未經著作權人之同意，將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傳於公開之網站

上。 

    （四）BBS或其他線上討論區上文章，經作者明示禁止轉載，而仍任意轉

載。 

    （五）擅自截取網路傳輸訊息。 

    （六）窺伺他人之電子郵件或檔案。 

    （七）以破解、盜用或冒用他人帳號及密碼或使用虛假帳號等方式，未

經授權使用網路資源者（但經明確授權得匿名使用者不在此限）。 

    （八）以電子郵件大量傳送廣告信、連鎖信或無用之訊息；或以癱瘓信

箱、掠奪資源等方式，影響系統之正常運作。 

上列各項規定之處分如情節重大者，得記小過一次，另行為觸犯民法、刑

法、著作權法或其他相關法令者，須負相關法律責任。 

  十八、違反性別平等相關法令，情節輕微，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決議，

記警告處分者。(如非屬性別平等教育法管轄，得由學生獎懲委員會

決議，本校性平會委員應出席或列席獎懲會議。) 

  十九、校區內違規使用電器用品，情節輕微者。 

  二十、行動電話及周邊電子產品使用學校設備充電，記警告一次，屢勸不

聽得記小過一次以上之處分。(學生校內使用行動電話及周邊電子產

品規範要點) 

  二十一、曠課、朝會未到，每學期間累計達 2 次，記警告一次，本懲處學

期末由缺曠系統自動轉換。(學生生活輔導暨服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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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上學遲到(早讀未到)、上課遲到、午休無故未到每學期間合併累

計達 4次，記警告一次，本懲處學期末由缺曠系統自動轉換。(學生

生活輔導暨服儀規定) 

  二十三、在校園教學區、教室附近玩飛盤、打羽毛球、籃球、排球、棒(壘)

球等體育活動，若經發現，球具及體育用品暫時代管，視情況通知

家長領回，當事人記警告以上處分。(學生生活輔導暨服儀規定) 

  二十四、上課時間（含早讀、自習及午休）及重要集會，行動電話必須關

機或調整成震動模式且放置於書包內。除正當特殊原因並經師長同

意外，均不得使用行動電話(包含拿在手上)，違者記警告一次，屢

勸不聽得記小過一次。(學生校內使用行動電話及周邊電子產品規範

要點) 

  二十五、不按規定或公告時間進出校區(教室、專用教室、自習室、實驗室、

社團辦公室、球場等)，情節輕微者。如以攀爬或破壞鎖具等方式進

出，將視情節加重處分。 

  二十六、上課時間不按時至上課地點就位，經勸導不聽者。 

  二十七、作業未依進度撰寫、未給授課老師批改、直接影印他人作業本繳

交或偽冒他人作業本、剽竊或抄襲他人作業或網路相關文章，情節

輕微者。 

  二十八、違犯第十一條各點，但深具悔意有具體事蹟可證者。 

  二十九、其他合於申記警告，經獎懲委員會評議認定者。 

第十一條 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應予記小過： 

  一、欺侮同學情節輕微者。 

  二、擾亂團體秩序情節輕微者。 

  三、塗鴉、汙損、損壞公物或攀折公有花木者。 

  四、不遵守交通秩序者。 

  五、侵犯他人隱私，如未經同意私自拆開他人函件，散佈他人隱私、個資

等(包含網路)，情節輕微者。。 

  六、試場犯規情節輕微者（詳見學生手冊考試違規懲罰規定）。 

  七、妨害團體整潔或公共衛生者。 

  八、無故不參加重要集會者（如:開學典禮、休業式、校慶運動會、寒暑假

返校日、防災演練、朝會、週會…等全校性或年級性集會）。 

  九、到校後未完成臨時外出請假程序擅自外出者，(如為爬牆外出者加重其

處分)。 

  十、偽冒同學應點名者。 

  十一、違規騎乘機車者。 

  十二、冒用他人學號者。 

  十三、欺騙師長，情節輕微者。 

  十四、侵占、詐欺行為或毀損他人財物，情節輕微者。 



249 

  十五、言行不檢屢勸不聽者。 

  十六、不服從糾察隊或班級幹部糾正者。 

  十七、擔任班級幹部不負責盡職，影響工作推展者。 

  十八、擅自訂製販售或推銷物品者。 

  十九、在校外言行不檢，有損校譽情節輕微者。 

  二十、抽菸(含電子菸)、喝酒、爬牆及無照騎機車、第一次觸犯者。 

  二十一、學生使用校園網路，發生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架設網站供公眾違法下載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 

    （二）散佈電腦病毒或其他干擾或破壞系統機能之程式。 

    （三）以電子郵件、線上留言、線上討論、電子佈告（BBS）或類似功能

之方法，從事非法軟體交易或詐欺之行為情節輕微者。 

    （四）利用學校之網路資源從事違法之活動或行為。 

上列各項規定之處分如屬情節重大者，得改記大過一次，其另有違法行為

時，尚應依民法、刑法、著作權法或其他相關法令自負法律責任。 

  二十二、未經同意不得擅自進入上外堂課之班級教室，違者記小過一次。 

  二十三、違反性別平等相關法令，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決議，記小過處

分者。(如非屬性別平等教育法管轄，得由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本

校性平會委員應出席或列席獎懲會議。) 

  二十四、逃避登記不自校門進出者。(學生生活輔導暨服儀規定) 

  二十五、上課期間在校外逗留，經勸導不從者。 

  二十六、違反本校「禁制高危險性活動實施要點」者： 

    （一）持有水球者。 

    （二）校區打棒球或教學區投擲棒球者。 

    （三）在教室地區內投擲或打球者。 

    （四）水池戲水或丟(甩)人。 

  二十七、口出穢言，侮辱他人者。如情節嚴重，或屢勸不聽，得加重處分。 

  二十八、無照駕駛者或乘坐無駕照之機車者。(學生違規乘騎機車懲處規定) 

  二十九、未戴安全帽者(含被載乘坐者)。(學生違規乘騎機車懲處規定) 

  三十、警察單位取締違規通報在案者。(學生違規乘騎機車懲處規定) 

  三十一、未按程序申請核准，私將機車騎入車棚者一律記過兩次處分。(學

生違規乘騎機車懲處規定) 

  三十二、蓄意破壞校園電腦設備，或未經允許修改公用電腦作業系統、使

用介面、安裝遊戲或與公務無關之軟體、從事違法行為等，視情節

處以小過一次以上之懲處，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三十三、考生應於答案卡規定處畫記並書寫正確的科目、班級與座號，未

依規定者得扣該考科成績 5分，惟經查明屬故意行為，記小過一次。

(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要點) 

  三十四、經宣導後，仍至危險水域或未經公告為合格水域戲水、跳水、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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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衝浪及其他危險情事，情節尚非重大者。(教育局第 10330392700

號函) 

  三十五、規避公共服務，情節嚴重者。 

  三十六、攜帶或閱讀有害其身心健康、暴力、血腥、色情、猥褻、賭博之

出版品、圖畫、錄影節目帶、影片、光碟、磁片、電子訊號、遊戲

軟體、網際網路內容或其他物品，情節輕微，已有悔悟者。 

  三十七、未依法定年齡及時間，出入兒少保護規範之場所，情節輕微者。 

  三十八、違反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相關規定，情節輕微，經權責單位之霸凌

防制委員會開會決議者。 

  三十九、毀壞學校公物、緊急應變器材設施，或浪費資源，致影響校園安

全或教學、行政工作，情節輕微，已有悔悟者。 

  四十、作業未依進度撰寫、未給授課老師批改、直接影印他人作業本繳交

或偽冒他人作業本、剽竊或抄襲他人作業或網路相關文章，情節嚴

重者。 

  四十一、違犯第十條各點，累犯或情節嚴重。或違犯第十二條各點，但深

具悔意有具體事蹟可證者。 

  四十二、其他合於記小過，經獎懲委員會評議認定者。 

第十二條 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應予記大過： 

  一、樹立派別、欺侮毆打同學或同學互毆（打架）者。 

  二、毀壞學校公物、緊急應變器材設施，或浪費資源，致影響校園安全或

教學、行政工作，情節嚴重者。 

  三、態度傲慢、藐視或反抗教職員工者。 

  四、考試舞弊者（詳見學生手冊-考試違規懲罰規定） 

  五、竊盜行為者。 

  六、冒用或偽造文書、印章及塗改點名單、請假單或其他文件，情節重大

者。 

  七、攜帶違禁物品，足以妨害公共安全者。 

  八、在校內擾亂秩序，製造髒亂，情節重大者。 

  九、規避公共服務並有意影響他人者。 

  十、在校外行為不檢，有玷校譽者。 

  十一、抽菸(含電子菸)、喝酒、爬牆及無照騎機車累犯者。 

  十二、吸食或注射違禁品者。 

  十三、玩麻將牌或賭博者。 

  十四、利用資訊媒體毀謗學校、師長及同學、傳送不實資訊、攻擊他人、

發表侮辱、猥褻、騷擾之言論或未經當事人同意散佈影音圖像等情節

輕微者。 

  十五、故意損毀國旗者。 

  十六、攜帶、閱讀、播放或散佈有害兒少身心健康、暴力、血腥、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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猥褻、賭博之出版品、圖畫、影音媒體、遊戲軟體、網際網路內容或

其他物品，情節嚴重者。 

  十七、違反性別平等相關法令，情節重大，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決議，

記大過處分者。(如非屬性別平等教育法管轄，得由學生獎懲委員會決

議，本校性平會委員應出席或列席獎懲會議。) 

  十八、違反本校「禁制高危險性活動實施要點」者： 

    （一）投擲水球或其他易造成傷害之物品者。 

    （二）燃放及攜帶鞭炮等爆裂物者。 

    （三）玩「阿魯巴」遊戲者。 

  十九、違背當事人意願，擅自拍攝他人影像並公開傳播，損及當事人權益，

情節嚴重者。 

  二十、侵犯他人隱私，如未經同意私自拆開他人函件，散佈他人隱私、個

資等(包含網路)，情節重大者。 

  二十一、經宣導後，仍至危險水域或未經公告為合格水域戲水、跳水、游

泳、衝浪及其他危險情事，屢勸不聽或情節嚴重者。(教育局第

10330392700 號函) 

  二十二、以行動電話或周邊電子產品假冒本校教育人員傳遞不實訊息。情

節嚴重者得加重處分。(學生校內使用行動電話及周邊電子產品規範

要點) 

  二十三、侵占或詐欺行為，或毀損他人財物，情節嚴重者。 

  二十四、違反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相關規定，情節嚴重，經權責單位之霸凌

防制委員會開會決議者。 

  二十五、威脅、恐嚇、勒索行為，情節嚴重者。 

  二十六、違犯第十一條各點，累犯或情節嚴重者。 

  二十七、其他合於記大過，經獎懲委員會評議認定者。 

第十三條 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應予記 2大過 2小過： 

  一、在校內外參加鬥毆事件，情節嚴重者。 

  二、違犯校規屢誡不悛者。 

  三、偶犯校規情節嚴重但深知悔悟者。 

  四、參加校外不良幫派組織經勸導後脫離者。 

  五、經學生事務會議決定者。 

第十四條 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應予留校察看。 

  一、犯前條各款之情節嚴重者。 

  二、在校期間功過相抵後滿 3大過者。 

  三、參加校外不良幫派組織屢誡不悔者。 

  四、故意毀壞校譽情節嚴重者。 

  五、曠課超過規定時數者。 

  六、攜帶凶器滋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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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違反政府刑罰法令之行為或在校故意騷擾不受約束者。 

  八、其他合於處以留校察看，經獎懲委員會評議認定者。 

第十五條 本校認為學生違規情節重大，擬交由其法定代理人帶回管教、規劃參

加高關懷課程、送請少年輔導單位輔導，或移送警察或司法機關等處

置時，簽會導師及輔導室提供意見，應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議討論議決

後行之。但情況急迫，應立即移送警察機關處置者，不在此限。 

第十六條 學生之獎懲處理程序，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嘉獎及小功之獎勵，由有關教職員工提供參考資料，填具獎懲建議單

並會導師、輔導教官、輔導教師，經學務處主任核定後公布。 

  二、大功之獎勵依前述流程辦理完成後，經校長核定後公布。 

  三、警告及小過之懲處，由有關教職員工提供參考資料，填具獎懲建議單

並會導師、輔導教官、輔導教師及相關處室人員，經學務處主任核定

後公布。但會簽過程中相關人員如對懲處建議有異議時，得先提請學

生獎懲委員會審議。 

  四、大功、大過以上或有爭議之獎懲事項，應提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通過，

並經校長核定後公布。 

  五、懲處之決定，應以書面(獎懲通知書)記載懲處事實、理由及依據，並

附記救濟方法、期間及受理機關等事項，函知當事人。為重大之懲處，

必要時並得函請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配合輔導事宜。 

第十七條 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於送達獎懲通知書次日起三十日內，如有不服

者，得依本校學生申訴案件處理辦法，向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

起申訴。 

第十八條 學生違反本規定達記大過以上處分，應依教育部「高雄市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學生休學期間，獎懲紀錄仍累計核算，但對等之獎懲紀錄得予相抵。

其他學校學生轉入本校後獎懲紀錄重新計算。 

第二十條 本校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所為之適性輔導及適性教

育處置，如認為有必要轉換學習環境時，應先徵得法定代理人同意。 

第二十一條 學生受懲處處分後，得依本校改過銷過規定辦理銷過。學生完成改

過銷過程序後，學校應註銷學生懲處紀錄。 

第二十二條 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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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2-102 

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辦法 

103年 9月 1 日高市府教高字第 103613230 號令訂定 
 

第一條 為規範本市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會）之組成及運作，並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五十二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學生，指取得學校正式學籍註冊之在學學生。 

第三條 本會任務為審議下列事項： 

  一、學生獎懲規定草案之訂定及修正。 

  二、學校年度學生獎懲教育工作計畫。 

  三、學生記大功或大過以上之獎懲建議案件。 

  四、學生特別獎勵及本會之特殊管教措施等獎懲事件。 

  五、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依調查結果審議其後續懲處

事件。 

  六、經校長交議之其他重大學生獎懲事件。 

第四條 本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學生事務處主任兼

任；其他委員由校長就軍訓主任教官或生活輔導組組長、輔導教師、學

校行政人員代表、各年級導師代表、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及學生代表聘

（派）兼之。 

本會委員任期一學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聘

（派）兼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第一項委員中，各年級導師代表、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及學生代表人數

合計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單一性別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同一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之委員，不得兼任本會委員。 

本會審議特殊教育學生獎懲事件時，應增聘特殊教育學者專家、特殊教

育家長團體代表或其他特殊教育專業人員擔任委員。 

第五條 本會視任務需要不定期召開會議，每學期應至少召開一次，由召集人召

集並為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校長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第六條 本會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作

成決議；正反意見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第七條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本會會議及參與表決，不得代理。 

本會委員於任期中無故缺席達二次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者，校長得解除

其委員職務，並依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補聘（派）兼之。 

第八條 本會委員對於議案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開會及表決。 

本會委員有前項所定情形而不自行迴避，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對於議案有

偏頗之虞者，受獎懲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得申請其迴避或由召集人令其

迴避。 

前項申請迴避，應於評議決定書作成前，舉其原因及事實，向本會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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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主席有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情形之一者，由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迴避之委員，不計入該項議案之出席及表決委員人數。 

第九條 本會審議學生獎懲事件，應本公正、公平及不公開原則，瞭解事實經過，

衡酌學生身心特質、家庭因素、行為動機及平時表現，以鼓勵學生優良

表現，導引學生人格健全及適性發展。 

第十條 本會為審議學生獎懲事件，得決議推派委員或另聘相關人員，組成三人

以上之專案小組進行調查，並作成報告提本會會議審議。 

專案小組調查過程應保護受獎懲學生及其他關係人之隱私。 

第十一條 本會審議學生獎懲事件時，學校全體教職員工生有提供相關資料及配

合說明之義務。 

第十二條 學生獎懲事件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司法爭議處理或相關法律程

序處理之結果為據者，本會得於司法爭議處理或相關法律程序終結前，

停止該獎懲事件之審議，並以書面通知獎懲事件之提案人或單位、學生、

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關係人。 

經本會依規定停止獎懲事件之審議，於停止原因消滅後，應繼續審議，

並以書面通知前項人員或單位。 

第十三條 本會之獎懲評議決定，除前條規定外，應自收受學生獎懲事件書面提

案或交議之次日起二個月內為之；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獎懲事件

之提案人或單位、受獎懲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或關係人；延長以一次為

限，最長不得逾一個月。 

前項期間，依前條規定停止審議者，自繼續審議之日起重行起算。 

第十四條 本會審議學生懲處事件，應以書面通知受懲處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

得以書面或到場陳述意見；必要時，得以書面通知利害關係人，或由其

向本會申請並經本會同意後，到場陳述意見。 

本會審議學生懲處事件，得邀請提案人或單位、社工師、心理師、學者

專家或有關機關或單位派員到場陳述意見。 

依前二項規定到場說明之學生與其法定代理人及利害關係人，得偕同輔

佐人一人到場說明。 

第十五條 本會審議學生獎懲事件之評議及復議決定，以無記名投票方式決議之。 

本會審議事件之評議及復議過程、個別委員意見、受獎懲學生與其法定

代理人或關係人之隱私及其個人資料，均應保密。 

第十六條 校長對本會獎懲評議決定有不同意見時，應以書面敘明理由，自評議

決定日起七日內，送請本會復議；本會應自收受後七日內作出復議決定。 

經本會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維持原決定

或其他獎懲評議決定時，校長應即核定，並予發布執行。 

復議決議未達前項比例者，本會應依校長意見作成評議決定。 

第十七條 本會學生獎懲事件之評議決定，經校長核定後，學校應作成獎懲事件

評議決定書，明確記載事由、獎懲結果、獎懲法令依據及不服獎懲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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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救濟方式，以書面送達受獎懲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 

前項救濟方式，應於評議決定書末附記，受獎懲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如

不服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高雄市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申訴事件處理辦法，以書面向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

會提出申訴。 

第十八條 學校應依本會評議決定，落實後續輔導作為，並適切輔導學生改過及

銷過。 

第十九條 學校應指定專人或專責單位，辦理本會行政作業。 

第二十條 本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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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2-103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請假規則 

100年 1月 16日校規修訂會議修訂 

103年 6月 30日校務會議修訂 

105年 8月 26日校務會議修訂 

第 1條 本校學生請假依照本規則辦理之。 

第 2條 學生因故不能參加上課或集會者，須先行請假；凡未經請假或未經核准

者以曠課論。 

第 3條 請假種類：病假、事假、公假、喪假、產假、婚假、生理假等 7 種。 

第 4條 請假程序： 

   1.學生請假（公假除外）需詳實填寫雙聯式假單，並自行貼足郵票，依照准

假權責，經家長簽章及導師簽章同意後，再送輔導教官，逐級簽證核准。

核准後甲聯交由學務處幹事登錄，乙聯寄學生家長。 

   2.學生申請公假可至學務處或軍訓室領取「公假申請單」，檢附證明文件資

料，逐級簽證核准。或由相關處室或承辦人簽證申請。 

第 5條 請假期限及規定： 

   1.病假：因病無法到校請假，並請家長先以電話或書面通知導師、軍訓室或

學務處。病癒返校上課 7日內，持醫院就診收據或家長證明補辦請假，逾

越 1週請假除有不可抗力之原因外，均不予補辦。請病假達三日以上者須

出具醫院診斷證明書。 

   2.事假：均應事前辦理，並檢附家長（法定代理人）之相關證明文件。如遇

突發意外狀況時，應由家長或法定代理人先以口頭或電話向導師或學務處

（軍訓室）報備，並於返校「1週內」，補辦請假手續。 

   3.公假： 

 (1)代表學校參加比賽，或由政府機關舉辦之考試、集會。 

 (2)兵役身家調查、體檢。 

    (3)辦理學校、班級、社團等公務，並請檢附有關證明或由指派公務老師簽

證後辦理。 

 (4)其他經業務單位認為有需要者。 

    (5)公假需事前填寫公假申請單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辦理。 
   4.喪假：依訃聞、死亡證明書或家長（法定代理人）證明等相關證明文件辦

理請假。 

 (1)因父母、配偶死亡者，得請喪假 15日。 

 (2)繼父母、配偶之父母、子女死亡者，得請喪假 10日。 

 (3)曾祖父母、祖父母、配偶之祖父母、配偶之繼父母、兄弟姐妹死亡者，

得請喪假 5日。 

 (4)可分次請假，惟限死亡之日起 100 日內請畢，外（離）島及花東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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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遠山區得酌予放寬。 

  5.產假：學生因懷孕請假者，應檢附醫院診斷證明或嬰兒出生證明書等相關

證明文件辦理請假。 

 (1)分娩假：於分娩前，得請產前假 8 日，可分次申請，但不得保留至分娩

後；於分娩後，得請生產假 42日，限 1次請畢。 

    (2)流產假：限 1 次請畢。 

A.懷孕滿 5個月以上流產者，得請流產假 42日。 

B.懷孕 3個月以上未滿 5個月流產者，得請流產假 21日。 

C.懷孕未滿 3個月流產者，得請流產假 14 日。 

(3)陪產假：因配偶分娩者，得請陪產假 3 日，可分次申請。但應於配偶分

娩日前後 3日內請畢，例假日順延之。 

  (4)哺育假：限哺育 3 歲以下幼兒(須因幼兒醫療照顧、預防接種及無親屬

托育等相關事宜)，持幼兒相關身分證件文件辦理請假。 

 (5)學生懷孕期間之事、病假（含產檢、安胎），依本條文（1）、（2）項辦

理。 

    6.婚假：年滿 18 足歲，檢附家長（法定代理人）同意書或喜帖等相關證明

文件，得請婚假 14 日。除因特殊事由經校長核准延後給假者外，應自結

婚之日起 1個月內請畢。 

  7.生理假：女學生因生理期來臨，而無法上課時，每月得請生理假 1 日（請

假 2日以上者須檢附安全衛生中心或合格診所、醫院開立之證明）。 

 8.部落日假：原住民學生一年得請一日公假參與部落慶典。 

 9學生在校上課期間因故離校時，須填寫臨時外出單」，由本人經導師簽證

後，送至學務處生輔組或軍訓室加蓋外出證明章後，始可離校，否則事後

不得補辦請假。 

   10.考試(註冊)期間，一般事假不予准假，病假當日須由家長先行以電話告知

教務處及軍訓室，並於病癒返校「1 週內」，檢附醫院診斷證明書補辦請

假；其他請假須先經校長核准，再送教務處登記，始得辦理補考事宜。 

第 6條 准假權責規定如下： 

    1. 1日(含)內由導師核簽輔導教官核准。 

    2. 1日(不含)以上，2日(含)內由導師會同輔導教官核簽後，生活輔導組組

長核准。 

    3.3 日(含)以上，5日(含)以內，逐級核簽後由學務主任核准。 

    4.6 日(含)以上經逐級審核簽章後，由校長核准。 

    5.學校之重要慶典活動請假，需經學務主任核准否則無效。 

第 7條 不得塗改請假時數、日期及冒用家長、師長印章或簽名，違者按校規處

理。 

第 8條 學生請假單詳填家長姓名及連絡地址，書寫不正確或偽造或任意變更，

致家長無法接獲請假單者，按未請假辦理，並依情節輕重，按校規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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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條 請假單請貼足郵票，否則不予請假。 

第 10條 期中、期末考試期間之請假另依考試規則辦理。 

第 11條 寒、暑假因出國遊學或參加團體活動等，影響課業者，請於事前至訓育

組領取社團活動申請書或填寫請假單，並檢附相關證明後，逐級呈送

校長核准。 

第 12條 學生缺曠情形於學校網站\校園資訊服務\資訊服務\學生缺曠課查詢\

學生成績查詢登錄系統公佈，各組缺曠統計表每週 3發予副班長並傳

閱表內學生知悉簽章，如有錯誤應於公佈日 1週內申請更正。 

第 13條 凡無故逾期辦理請假者，依情節予以適當處分。 

第 14條 本規則經校規修訂會議通過，並送交校務會議決議核定後公告施行，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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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2-104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點名規定 

97年 8月 13 日校規修訂會議修訂 

105年 8月 26日校規修訂會議修訂 

106年 1月 19日校規修訂會議修訂 

 

一、為確實瞭解學生出、缺席狀況，俾使適時處理，以嚴整紀律，樹立優良校風，

特訂定本規定。 

二、學生之點名，升旗及週（朝）會分別由導師或教官行之，午休由導師行之，

上課由授課老師行之。若導師、教官、授課老師因故未能按時點名，由副班

長（風紀股長）代行後，請老師於點名簿上簽證。 

三、班長因故不能代行點名時，由副班長代行，副班長亦同時因故不能代行時，

由風紀股長代行。 

四、點名卡於上課之前 1日發放，並蓋日期、班級戳章，由副班長於當日早自修

前至軍訓室各班級聯絡箱領取，每日點名卡於放學後交至軍訓室，未交、遲

交者議處。 

五、點名有關事宜，由學務處派專人處理： 

 （一）每日按時如數收回點名卡。 

 （二）次日 12 時 40 分前完成先 1 日之點名卡及請假資料登記、統計、處理，

凡有請假或曠、缺課、遲到、早退者，需確實於點名卡上畫記，並經導

師及授課老師簽章。 

 （三）登記有錯誤須予修正時，由該授課教師親自更正並簽章證明。 

六、學生請假，一律按本校「請假規則」之規定辦理。 

七、曠課確定之學生，按本校學生請假規則處理。 

八、獎懲： 

  （一）獎勵： 

1.無任何缺點，圓滿完成任務。 

副班長─記小功一次。 

班長─記嘉獎二次。 

2.偶犯小錯未達處分標準者。 

班長、副班長─記嘉獎一次。 

 （二）處分： 

1.有下列事項之一者，依情節輕重，受記過以上之處分。 

    A.塗改或調換點名簿，以消滅同學曠課記錄者。 

    B.代行點名時，記錄不確實之記錄者。 

    C.遺失點名卡，以致點名紀錄無法查考者。 

2.有下列事項之一者，每次記警告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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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不按時領取或繳回點名卡者。 

    B.不按時代行點名或點名後未請老師簽證者。 

    C.污損點名簿或有其他影響點名紀錄正確之事實者。 

    D.點名簿未按規定填寫，或未請導師簽名者。 

3.前條所列缺點達： 

    A.5 次以上未滿 10 次─記警告一次。 

    B.10 次以上未滿 20次─記小過一次。 

    C.20 次以上─記小過二次。 

九、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奉核定實施，未經核准不得擅自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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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2-105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輔導銷過實施要點 

97年 8月 13 日校務會議修訂 

100年 1月 16日校務會議修訂 

105年 6月 30日校務會議修訂 

 

一、依據：本市教育局 82 年 6 月「高中導師手冊」─「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學

生獎懲實施要點」第 5、6、7、9、10、11條規定訂定之。 

二、目的： 

基於教育功能之發揮，落實輔導工作，以提供學生改過自新的機會，

使其能奮發向上，敦品勵學，自我約束、管理，俾使訓輔工作相結合。 

三、對象： 

凡依校規記警告(含)以上處分(除限制條件者外)，確有心改過向上之

學生，皆可依本要點申請。 

四、範圍： 

學生在校期間，每學期申請「輔導銷過」以 1 次、1件為原則，不得重

覆申請，逾期不受理。 

五、類別： 

  (一）行善銷過：(公共服務銷過) 

學生在輔導過程中有具體為學校、社區、社會等公益服務事實，且在輔

導期間又無違規紀錄，經行為觀察輔導師長評鑑期滿後，依規定申請辦

理銷過。 

公共服務限制：1天以 1次為原則： 

  1.警告乙次：2 週(10天)；警告 2次為 3 週 15天)。 

  2.小過乙次：4 週(20天)；小過 2次為 5 週（25天)。 

  3.大過乙次：6 週(30天)；大過 2次為 8 週（40天)。 

以上均利用每日中午 12：40-13：20時實施。 

  （二）自我約束銷過： 

學生在輔導期間，以自我管理、自我負責、自我約束方式，無任何違規

紀錄，期滿後，則該項原始紀錄，依規定手續辦理銷過。 

【期限】： 

 1.警告：2個月。 

 2.小過：3個月(警告 2次亦同)。 

 3.大過：4個月(小過 2次亦同)。 

  （三）限制： 

 1.申請行善銷過者，若在學期德行成績結算之前完成所有銷過程序，准予

計入德行成績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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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上申請銷過者，當學期輔導時間不夠(計算至學期停課當日止)時，則

准以跨學期辦理，但銷過完成後，已結算之德育成績依規定維持原成

績（照常扣分），不予更動。 

3.3年級下學期申請銷大過者，期限至學期考試後截止。 

4.因抽菸(含電子菸)受懲罰者，須完成戒菸教育始可申請銷過。 

（四）以上 2種銷過方式由學生自由選擇。 

六、程序： 

  （一）有意申請銷過之學生，於事實發生後 2 週內，至生活輔導組登記申請類

別；輔導師長由申請學生商請導師、任課教師、輔導教師擔任，同意後

副署。 

 1.小過(含)以下，1位輔導師長副署。 

 2.大過(含)以上，2位輔導師長副署。 

   （二）為使學生能知過，進而改過，提出申請銷過學生於進入輔導前須經過

一觀察期，觀察期時間自申請日起需有： 

 1.小過(含)以下：1個月。 

 2.大過(含)以上：1學期(次 1學期辦理)。 

   （三）為求落實輔導功能，收輔導之功效，輔導期間輔導教師隨時和該生之

行為觀察輔導老師、輔導教官、導師及有關教師，取得密切聯繫，以

確實掌握該生生活情形，從旁協同輔導。 

   （四）輔導期滿後： 

    生活輔導組：負責將該生審核表陳： 

1.主任教官 2.輔導室主任 3.學務主任 4.校長核定簽請銷過。(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學務會議議決)。 

七、輔導考察期間，未有悔意再犯校規(或犯同一過失)受懲者，除加重其處罰外，

並中止輔導，原懲罰不得註銷。 

八、學生核定銷過後，由生活輔導組公告結果，學務處登錄。 

九、學生經核定銷過後，在該生操行成績紀錄表中，該項加蓋「經核定銷過註銷」

字樣，原操行成績不予更動。 

十、輔導銷過權責區分： 

  （一）小過(含)以下：學務主任核定。 

  （二）大過(含)以上：校長核定。 

十一、有下列違規行為受罰，且經獎懲委員會決議通過，不適用本要點： 

  （一）作弊行為。 

  （二）侵犯師長。 

  （三）偽造文書。 

  （四）毆打同學。 

  （五）違犯「禁制高危險性活動實施要點」。 

  （六）校內、外行為嚴重影響校風、校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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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其他重大違規者。 

十二、原本校「學生違規緩處暨改過銷過實施辦法」，自即日起註銷作廢。 

十三、本要點經提 84.2.27 日擴大行政會報及 84.3.7 日導師會報決議通過，並

陳校長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報請修訂之，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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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2-106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生活輔導暨服儀規定 

97年 8月 29 日、100年 6月 30 日、102年 1月 18日、 

103年 1月 20日、103 年 6月 30 日、104年 1月 20日、 

105年 6月 30日、105 年 8月 26 日、106年 1月 19日、 

106年 6月 30日校務會議修訂 

 

一、目的：為加強生活輔導、維護優良校風、發揚團隊精神、養成良好之生活習

慣。 

二、依據：本校行政會議通過，並參照學生手冊訂定之。 

三、生活規定事項： 

 （一）每日早晨 7 時 45 分到校早讀，週三為朝會(特殊狀況由學務處預先公告

得予暫停實施或增加朝會場次)，本校 0735 時播放音樂時，各班即迅速

整隊帶進朝會位置，各班除留值日生 2 人、公共區域打掃人員（人數視

各班環境區域大小派出）及糾察勤務學生與遠道生外，其餘人員一律參

加朝會。 

 （二）放學時間依各班每日授課完畢為準。 

 （三）每週三實施 1次全校朝會(特殊狀況由學務處預先公告得予暫停實施或增

加朝會場次)。 

 （四）每日 7時 45分校門口即開始登記遲到(包含朝會及平日早讀)。每節上課

鈴響開始計算，逾時 25分鐘以上到課者，視同曠課；每學期間累計曠課

達 2次，記警告 1次。 

 （五）逢朝會遲到之同學，應於校門口登記後即趕往操場參加朝會，凡未至操

場參加朝會者，副班長應在班級點名單上，畫記為朝會未到，每學期間

累計達 2次，記警告 1次。 

 （六）上學遲到(早讀未到)、上課遲到、午休無故未到每學期間累計達 4 次，

記警告 1次。有關學生上學遲到，得以補救之要點，另訂之。 

 （七）不假外出者，記小過乙次。 

 （八）逃避登記不自校門進出者記小過乙次，屢勸不聽，仍在校外逗留，視情

節輕重另案議處。 

 （九）抽菸(含電子菸)、爬牆、打架、嚼檳榔，初犯者記小過乙次，累犯者記

大過乙次。 

 （十）校外滋事、身攜刀槍凶器或邀約校外不良分子來校滋事者，視情節輕重，

予記大過以上處分或留校察看。 

 （十一）週、月、期考、模擬考，一般事假一律不准，病假須檢附就診收據或

診斷證明，經導師、生輔組、學務主任、教務主任、校長核准，方可向

任課老師或教務處登記補考，否則以曠課及成績零分計算；其餘考試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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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規定。 

 （十二）嚴禁在校園教學區、教室附近玩飛盤、打羽毛球、籃球、排球、棒(壘)

球等體育活動，若經發現，球具及體育用品暫時代管，視情況通知家長

領回，當事人記警告以上處分。 

 （十三）教室內嚴禁擾亂公共秩序、違反善良風俗、有損校園安寧之行為，如

玩撲克牌賭博、打麻將、電玩、穿溜冰鞋、使用影音視聽設備者，得視

情節輕重議處(社團活動時間，在老師親自指導地點，則不受此限)。 

 （十四）朝會時間教室內可留 2 人（值日生）看管同學物品或全班將書包及貴

重物品隨身攜帶，軍訓室亦有保險箱可供班級使用；貴重物品委託看管

同學代為保管，若負責保管同學未善盡職責，而發生遺失財物情形，應

負連帶賠償責任。 

 （十五）見師長要敬禮並請安、問早道好，進入辦公室或導師室須先喊報告，

離開時要向師長敬禮。(辦公室內無人時，不可擅自進入，否則依規定予

以嚴處)。 

 （十六）學生中午須在校內用餐。 

 （十七）每週週會秩序要求規定： 

1.每逢週會之年級一律於 15：20時前進入體育館參加年級週會。 

2.進入體育館，一律不准閱讀任何非演講所使用之書報、攜帶食物飲料、

使用電子器材等，凡被發現登記者依校規處理。 

3.週會開始後進場者，一律登記遲到，各班級班長請協助導師嚴格點名。 

4.班級學生坐姿要端正，不翹腳、不斜躺，以示對演講者之尊重。 

5.週會進行中秩序較差班級，於會後負責會場善後整理工作。 

 （十八）每日『打掃校園環境』規定： 

1.上午 07：30至 08：00公共區域（含廁所），各樓層樓梯。 

2.中午 12：30至 12：50教室打掃，倒垃圾，資源回收。 

3.下午 16：10至 16：20教室打掃。 

四、服儀穿著規定： 

  （一）上學進入校門，學生應穿著整齊制服或體育服(須繡學號)，另天雨時可

著雨鞋或涼鞋，惟進校後須換著皮鞋或布鞋。為因應天氣炎熱時，每

日上課除體育課穿著運動服外，在教室及校園中活動，可穿著季節制

服，或上衣穿著制式體育服、經審核通過的班服、社服或紀念衫」，唯

穿制服時，褲子仍應按規定穿著制式長褲。 

  （二）制服須按規定繡上學號、年級、班級。 

  （三）上實驗課時穿著規定之實驗服。 

  （四）上體育課時一律穿著制式運動服裝或全班整齊一致之班服，禁止穿著便

服或服裝不整在校園內走動。 

  （五）教室上課時間，禁止「脫鞋襪、穿背心、打赤膊、穿非制式短褲、穿拖

鞋或涼鞋」，不依上述規定穿著者，上課教師得依本校「教師輔導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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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生要點」處理。 

  （六）學生於全民國防教育課術課、朝（週）會、始、休業式、畢業典禮期間

一律穿著制服。 

  （七）冬季穿著夾克時，拉鏈應拉上，穿著其他禦寒之雜色衣服時，應穿在夾

克內，夾克下緣不得露出白色校服或雜色衣服。 

  （八）在校內須穿著皮鞋或球鞋。 

  （九）對未遵守校規有關服儀規定之同學，每學期登記兩次通知導師及輔導中

心、登記三次通知家長協助處理，登記五次登載列入於日常生活表現

紀錄，一日(同一事件)登記一次為限。 

五、學生上學遲到補救要點： 

  （一）學期中門口登記上學早讀遲到，得以愛校公共服務乙次，檢附註銷申請

單辦理註銷遲到一次。 

  （二）每學期申請註銷遲到以愛校公共服務 10 次為上限。 

  （三）學期中遲到逾 10 次以上者，依規定每累計達 4 次，記警告 1 次，不得

申請註銷遲到。 

  （四）執行愛校公共服務地點可洽學校各教育人員均可，於下課、午休或放學

後執行。 

  （五）未提出申請或未按時完成服務者依上學遲到登錄。 

六、其餘未規定者，悉依學生手冊辦理。 

七、本規定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八、本規定未盡事宜，另行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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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2-107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教室規則 

97年 8月 13 日校務會議修訂 

105年 6月 30日校務會議修訂 

105年 8月 26日校務會議修訂 

一、學生聞上課鈴時，應即依次入室，不得無故遲到、早退或缺席。 

二、學生於教室上課時，須較老師先進入坐定，下課時須候教師步出教室然後離

座。 

三、上課時，教師進入教室，班長應依照任課教師要求喊(起立)口令，全體學生

肅立致敬，經教師答禮後再發坐下口令，下課時亦然。 

四、教師點名，學生須肅立答應(有)，以示出席，聲音須清晰明亮，態度和藹莊

嚴。 

五、上課時，須端坐專心聽講或筆記，不得交頭接耳、顧盼談笑或翻閱其他書籍。 

六、學生於上課前，應先將課本書籍文具備妥，書包衣帽放置規定位置。 

七、遇教師詢問時，應即起立作答。發問時，須先舉手經教師許可後，始得起立

發問，如遇教師講解時，應俟告一段落後，才可發問。 

八、學生如因事故遲到，須先在門口喊「報告」，經教師許可後，始得入室。 

九、學生上課時，應按原位端坐，不得離座或調座，更不得隨便出入，如有特別

事故，須經教師許可後始得離座。 

十、學生除學校用品外，不得攜帶其他雜物入室。 

十一、教室牆壁黑板，不得任意塗寫張貼，下課後值日生應即將黑板擦淨。 

十二、注意公共衛生，不得隨便吐痰或拋棄廢物。 

十三、教師逾 5分鐘未來上課，班長應向教務處反映聯絡。 

十四、自修或教師缺席時，學生應嚴守室內秩序，靜心溫習功課，不得隨便外出或

喧鬧。 

十五、全班同學，皆有輪值管理教室及負責整潔之義務。 

十六、室內公物應加愛護，由總務股長負責保管照顧，學期結束後，點交總務處，

如有損壞，應由損壞者負責賠償。 

十七、上課時，如遇空襲警報，應立即報告授課教師，儘速趕往規定區域躲避，

不得單獨零亂逃跑(應攜帶書包等用具)。 

十八、上課時服裝要整齊，穿著依照學生生活輔導暨服儀規定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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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2-108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生活公約 

97年 8月 13 日校務會議修訂 

103年 1月 20日校務會議修訂 

105年 6月 30日校務會議修訂 

本公約為樹立高中學生最佳典範及行為模範，特此闡明，冀各位同學群起效

之。本公約不在校規懲處之範籌，詳細學生生活之規定參見學生生活輔導暨服儀

規定。 

一、一般禮節： 

 （一）我在升旗或唱國歌時，就地肅立致敬。 

 （二）我對尊長，鞠躬致敬，對親友，誠懇問候。 

 （三）我注意禮讓，不忘說「請」，接受幫忙服務，不忘說「謝謝」，自覺不週

到處，應說「對不起」。 

 （四）我在公共場所，不亂拋雜物，亦不踐踏草坪，攀折花木。 

 （五）我說話不疾不徐，態度誠懇莊敬。不談人私，不議人短，不炫己長。 

 （六）我參觀競技，或聽樂觀劇，謹守秩序，保持安靜，不作無謂叫囂，也不

任意鼓掌。 

二、食的方面： 

 （一）我在進餐時，長者未食及主人未招呼前，絕不先食。 

 （二）我在進食時，保持良好姿態，肘臂絕不張開，以免妨礙鄰座。 

 （三）我在進食時，一定閉口細嚼慢嚥，不出聲音，更不用筷子或手剔牙。 

 （四）我在進食時，果核骨刺，殘餚飯粒，不隨手棄置。已食之物，絕不吐出。 

 （五）我茶飯既畢，一定將餐具理好，坐椅收回。 

 （六）我用餐後，一定將飯屑果皮，竹筷木盒，放置垃圾桶中。 

三、衣的方面： 

 （一）我經常保持服裝整潔，儀容端莊。 

 （二）我平常外出時，穿著整齊，絕不穿睡衣，拖鞋。 

 （三）我絕不穿奇裝異服，失去學生本色。 

 （四）我參加婚喪喜慶典禮，穿著適當衣服。 

四、住的方面： 

 （一）我按時作息，不遲到，不早退，不無故請假。 

 （二）我經常剪指甲，整理頭髮、勤沐浴，保持良好生活習慣。 

 （三）我放置常用物件，應有定所，用畢歸還原位。 

 （四）我對待鄰居，謙和誠懇，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五）我經常幫助家人，灑掃庭院。 

 （六）我在午休時，絕不高談闊論，妨礙他人。 

五、行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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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與尊長同行略退於後方 1步，必要時，並須予以攙扶。 

 （二）我行車走路遵守交通規則，注意標誌燈號，服從交通警察指揮。 

 （三）我行路時，抬頭挺胸，比肩齊步，舉止安詳。 

 （四）我乘坐公車，不爭先恐後、任意塗鴉或於車上飲食，對老弱婦孺傷殘疾

病者主動讓座，並照顧上下。 

 （五）我在行進間，不吃零食，不攀肩搭背。 

 （六）我使用腳踏車，不搶先，不攀附任何車輛之後，更不單車雙載。 

六、育樂方面： 

 （一）不孤立自私、投機取巧，偷情怠忽。 

 （二）努力用功讀書，考試絕不作弊。 

 （三）上課時全心聽講，不看課外書籍。 

 （四）善用休閒時間，培養藝術興趣。 

 （五）踴躍參加文藝、武藝活動，提倡正當娛樂。 

 （六）絕不進入不正當娛樂場所，並避免進入網路咖啡店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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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2-109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禁制高危險性活動實施要點 

97年 8月 29 日、103年 1月 20 日、103年 6月 30日、 

106年 1月 19日校務會議修訂 

 

一、宗旨：為維護校園安寧及全體教職員工生安全，特訂定本要點，以作為學生

行為規範依據。 

二、禁制項目： 

 （一）水球(氣球裝任何東西)。 

      （二）鞭炮等爆裂物。 

      （三）打棒球(不含軟式棒球)。 

      （四）「阿魯巴」。 

      （五）水池戲水或丟(甩)人。 

三、罰則： 

      （一）有下列情事者，應予留校察看： 

行為結果造成重傷害，傷重致死，或直接死亡。 

      （二）有下列情事者，應予記大過： 

1.投擲水球或其他易造成傷害之物品者。 

      2.燃放及攜帶鞭炮等爆裂物者。 

3.玩「阿魯巴」遊戲者。 

      （三）有下列情事者，應予記小過： 

1.持有水球者。 

2.校區打棒球或教學區投擲棒球者。 

3.在教室地區內投擲或打球者。 

4.水池戲水或丟(甩)人。 

四、賠償規定： 

 （一）公物損壞部份：由毀損行為者負責修復或照價賠償。 

1.毀損行為者經明確查獲，由其負責賠償。 

2.毀損行為者若不明確，以其行為發生所在地(班級、走廊)之班級負責賠

償。 

      （二）人身傷害或死亡部份： 

1.由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負民事、刑事責任。 

2.違反校規部份按校規處理。 

五、觸犯禁制項目之行為者，不得申請緩處分及銷過。 

六、班級幹部(班長、副班長、風紀、副風紀)負有勸阻同學違犯高危險性活動及

報告師長之責任，凡未盡職責者，其幹部獎勵予以註銷。 



271 

檔案編號：32-110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校內使用行動電話及周邊電子

產品規範要點 

100年 6月 30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年 1月 20日校務會議修訂 

104年 1月 20日校務會議修訂 

 

一、依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0 年 1 月 21 日高市四維教中字第 1000003977

號函辦理。 

二、目的：為維護校園團體秩序，教導學生在校內正確使用行動電話及周邊電子

產品，符合生活禮儀規範，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特訂定本要點。 

三、實施要點： 

 （一）學生可攜帶行動電話及周邊電子產品到校使用，但應注意使用禮儀，避

免妨害他人隱私、自由、名譽及財產等相關權益。 

 （二）本校教育人員均有輔導學生在校內使用行動電話之責任。如發現學生違

規使用行動電話，無違學生隱私權之保障時，得請學生關機後代為保管，

於無礙學習或教學時歸還。 

 （三）上課時間（含早讀、自習及午休）及重要集會，行動電話必須關機或調

整成震動模式且放置於書包內。除正當特殊原因並經師長同意外，均不

得使用行動電話(包含拿在手上)，違者記警告一次，屢勸不聽得記小過

一次以上之處分；情節嚴重者得記大過一次以上之處分。 

 （四）考試期間學生之行動電話及周邊電子產品一律關機並放置書包內，不得

隨身攜帶之於桌上、抽屜內。違者依據本校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要點處

理。 

 （五）考試期間不得利用行動電話及周邊電子產品傳遞答案。違者依據本校試 

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要點處理。 

 （六）以行動電話或周邊電子產品假冒本校教育人員傳遞不實訊息，記大過一

次，情節嚴重者得加重處分。 

 （七）違背當事人意願，擅自拍攝他人影像並公開傳播，損及當事人權益，情

節嚴重者得記大過一次。 

 （八）行動電話及周邊電子產品不得使用學校設備充電，違者記警告一次，屢

勸不聽得記小過一次以上之處分。 

 （九）其他以行動電話及周邊電子產品連結網路出現違規情事時，依學生獎懲

規定相關條文處理。 

四、本要點經校務會議訂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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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2-11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校規暨服裝儀容修訂委員會 

設置要點 

105年 1月 20日 校務會議通過 

106年 6月 30日校務會議修訂 

一、依據： 

 （一）96年 6月 22 日台訓（一）字第 0960093909號函訂定「教育部推動校園 

正向管教工作計畫」中規定辦理。  

 （二）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1 年 10 月 16 日高市教高字第 10137207800 號「高

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制定及採購學生校服注意事項」。 

二、目的： 

為使學生校服制定規範符合多元開放學習環境，營造友善健康校園，設置

校服制定委員會，召集委員共同檢討本校校服規範，以為教師輔導管教之

依據。 

三、組織： 

 （一）本委員會設置委員 27人，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其餘委員如下： 

 1.行政人員代表 6人(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中心主任、生

輔組長、訓育組長)。 

 2.學校教師會代表 1人。 

 3.學校教師代表 8人(國文、英文、數學、自然、社會、軍訓科、綜合(藝

能)科、體健科各 1人)。 

 4.家長會代表 3 人。 

 5.校友會代表 3 人。 

 6.學聯會代表 1 人。 

 7.學生代表 3人。 

 （二）討論有關服儀修訂相關事項，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說明，但無投

票權。 

四、本委員會職掌： 

 （一）審議本校學生日常服儀規範事宜。 

 （二）審議本校學生制服、體育服式樣。 

五、委員會一年召開乙次為原則，視特殊狀況得增減召開會議，各項議案決議，

須經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通過，始成決議。 

六、本委員會之各項決議經提校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示後，公告實施。 

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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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2-112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平時生活注意事項 

97年 8月 13 日、100年 6月 30 日、103年 6月 30日、 

105年 6月 30日、106 年 1月 19 日校務會議修訂 

 

一、本校為建立優良的校風，造就四育並進術德兼修的優秀青年起見，除謀求革

新校政，加強教學，充實設備，美化環境，培養學生優良的學行；並力求各

科教學均衡發展，嚴密各科成績考查，輔導升學自修，蔚成研究風氣，以及

推行導師責任制，加強實施民族精神教育，印發勵志文粹，砥礪學生志節，

鼓勵學生參加社團活動，爭取個人及團體的榮譽外，特別重視日常生活教育

的實施，藉以培養學生自強不息，實事求是的精神，與勤奮向上守紀進取的

良好習性。因此將學生平時在生活上應當注意的事項，列舉 17 項，切實遵

守，本「有則改之，無則嘉勉」的精神。 

  (一)確實遵守學校所頒「學生日常生活須知」暨「學生獎懲規定」做個好學生。 

  (二)未經准假，不要私自離校，以維護本校優良的傳統。 

  (三)不要以不實的理由或證件請假，以培養誠實的美德。 

  (四)確實遵守頒行的「請假」及「點名」實施規則，以養成「守法重紀」的習

慣。 

  (五)學生曠課時數累積達 42 節，經提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應依據本校學生

獎懲規定與相關程序輔導及安置（如：由家長或法定代理人帶回管教、輔

導轉學…等），本校將缺課情形隨時通知家長。 

  (六)未經允許，不要擅入老師辦公室，翻閱資料，以表現「守法知禮」的美德。 

  (七)為維護寧靜的教學環境，禮堂及教室內保持肅靜，教室外也不得大聲喧

嘩，或怪聲喊叫。 

  (八)在校區內服裝穿著恪守學生生活輔導暨服儀規定之規範。 

  (九)維護校區整潔，遵守團體紀律，腳(機)踏車應依規定處所停放。 

  (十)為表現友愛禮讓的風度，在校內外均不得有毆鬥的行為。 

  (十一)遵照老師的指導，對指定的作業，要準時繳交，不可諉過，不要拖延。 

  (十二)應行擔任的服務工作，要負責認真，完成任務不可偷懶規避，要表現青

年人勇於負責的態度。 

  (十三)暑(寒)假或課餘時間確遵守下列事項： 

    1.不遊蕩街頭，荒廢學業。 

    2.不奇裝異服，有違良好社會風氣。 

    3.勿與不良青少年交往，滋事生非，以免影響家風及校譽。 

    4.不涉足影響青少年身心健康之不良場所，並避免在網路咖啡店聚集及上色

情網站。 

    5.不成群結黨參加幫派及非法組織，不攜帶凶器或危險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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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不賭博、抽菸(含電子菸)、酗酒或行為放蕩，拒絕吸食毒品。 

 7.對他人要緊守分寸，不做無禮言行。 

 8.旅遊、外出、登山、游泳注意安全。 

（十四）利用假期，推行仁愛工作，協助鄰里救助貧窮。 

（十五）參加假期青年育樂活動，要謹守規定，奮發努力爭取個人及學校的榮譽。 

（十六）在校晚自修學生，請家長經常來校察看。 

（十七）外縣市學生期能盡量通學，非不得已勿寄居高雄市，以免影響正常生活。 

（十八）若在外活動發生急難，迫切需要援助時，除應向學校值勤教官(電話

2861730)反應外，並可就近請求公私立高中(職)以上學校值勤教官(或

安全服務卡中各縣市學生校外服務專線)協助處理，應主動出示學生證

及注意應對禮節。 

教育部校安中心：(02)33437855、33437856 

國教署校安組：(04)23398421、23302810 

台北市軍訓室：(02)27208889 

高雄市軍訓室：(07)7406610、7406612 

宜蘭縣聯絡處：(03)9351885 

基隆市聯絡處：(02)24568585 

新北市聯絡處：(02)29653885 

桃園縣聯絡處：(03)3398585 

新竹縣聯絡處：(03)5969885 

新竹市聯絡處：(03)5728585 

苗栗縣聯絡處：(037)335885 

南投縣聯絡處：(049)230885 

台中市聯絡處：(04)22808585 

雲林縣聯絡處：(05)5343885 

彰化縣聯絡處：(04)7278585 

嘉義縣聯絡處：(05)3704885 

嘉義市聯絡處：(05)2752525 

台南市聯絡處：(06)2288585 

高雄市聯絡處：(07)7421885 

屏東縣聯絡處：(08)7538585 

台東縣聯絡處：(089)343885 

花蓮縣聯絡處：(03)8320202 

澎湖縣聯絡處：(06)9264885 

金門縣聯絡處：(082)324715 

---以上各點，切實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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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2-113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車輛停放規定 

97年 8月 13 日校規修訂會議修訂 

 

壹、車輛種類：腳踏車及機車。 

貳、機車、腳踏車進入校門後，一律至西門或南門車棚停放整齊，並確實加鎖。 

參、學校免費提供場地停放，不負保管責任。 

肆、機車停放場限持有機車駕駛執照、行車執照之學生停放。合乎條件之同學，

持駕駛執照、行車執照、保險證正本之正反面影本及家長同意切結書各乙

份，至學務處生輔組或教官室辦理，並將機車停車證張貼於車輛前方明顯

處，以利識別；未持有機車駕駛、行車執照及戴安全帽者，不得騎入停放。 

伍、本規定經行政會報通過後公佈施行，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公佈施行之。 



276 

學生騎乘機車家長同意切結書 

    本人子弟            就讀  貴校    年    班，因            (下列原

因提供參考：1.家居偏遠，無其他交通工具。2.須轉乘多次交通車。3.家居偏遠，

交通不便)，並已領有機車駕照，敬請學校准許本人子弟(乘、騎)機車，以利上

學，本人自當嚴加督促，並保證做到下列要項： 

1.行車時配戴安全帽。 

2.隨身攜帶駕駛執照、行車執照，以備接受檢查。 

3.按照指定位置停放機車，以維校園安寧。 

4.恪遵學校乘騎機車管制規定及交通規則，確保行車安全。 

5.若有滋事或發生交通意外事件，由學生家長自行負責處理。 

 上列事項，若有違犯，願受校規處分，決無異識。 

此    致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 

     立保證書人： 

       年    班  學號： 

       學生：        簽章： 

       家長：        簽章： 

       電話： 

       地址：    

※ 附學生駕駛執照、行車執照、保險證之正反面影印本及家長同意切結書各乙

份備查。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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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高雄中學(騎乘)機車申請書   年    月   日 

班級  年    組 學號  姓名  

機車牌

照 
 機車廠牌  

機車顏

色 
 

駕照號

碼 
 

機車行駛

路線 
 

家章簽

章 
 連絡地址  

家長

電話 
 

導師 輔導教官 生輔組長 學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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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2-114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夜間及假日到校自修 

實施要點 

97年 8月 13 日校規修訂會議修訂 

103年 1月 20日校務會議修訂 

 

一、本校為補救通學生夜間或假日在家自習困難，並增進通學生課餘自習效果起

見，特訂定本要點。 

二、夜間或假日到校自修之學生，以在本校在校生為限。 

三、自修地點： 

 （一）平時：弘毅樓 2、3、活動中心 1、2樓及軍訓大樓 2樓。 

 （二）段考前 1週：另外加開軍訓大樓 3樓及 6棟 1樓。 

四、自修時間本校派軍訓教官 1 人隨時巡視，處理偶發事件。 

五、為增進學生自修效能，本校得視重要情形，分別聘請各科教師輪流指導。 

六、參加自修學生必須遵守校規，服裝整齊不得穿拖鞋，其有違犯者，從嚴議處。 

七、本校與學生家長取得密切聯繫，務使家長明瞭學生在校自修情形。 

八、腳(機)踏車應依規定場所停放妥當。並不得在自習區附近製造噪音。 

九、自修管理規則： 

 （一）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 16:20-22:30時，例假日 08:00-22:00時為原則。 

 （二）週六及例假日或特殊情況，管理同學斟酌自修人數多寡，開放弘毅樓 2

樓或 3樓，僅限本校同學使用。 

 （三）至弘毅樓自修同學，3年級同學一律至 3 樓，1、2年級同學一律至 2 樓。 

 （四）嚴禁以本校綠色制式書包(貴重財物請隨身攜帶)以外之物品佔位，且不

可有佔而不用之情形。 

 （五）為保持整齊及清潔，除白開水外，禁止攜帶各類食品、飲料進入弘毅樓；

離開時，請勿留下任何物品，並將椅子靠攏。 

 （六）請保持安靜且勿妨礙其他同學研讀。 

 （七）高 3第 2學期停課後，高 3同學除在普通教室自修外，另開放本校弘毅

樓及活動中心等特殊教室提供使用。 

 （八）段考前一週，第六棟一樓班級不得因非正當理由禁止本校學生進入教室

內自習。 

 （九）為維護全校同學權益，請確實遵守上述規定；管理同學得執行勸導、糾

正不依前述規定者，並得登記交由總務處或學務處處理。 

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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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2-115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違規乘騎機車懲處規定 

97年 8月 13 日校規修訂會議修訂 

 

一、目的： 

為維護學生上、放學之交通安全，防範交通意外事故及違規乘騎機車並有效

管理。 

二、凡有下列情事者予以記小過乙次處分。 

 （一）無照駕駛者。 

 （二）未戴安全帽者(含被載乘坐者)。 

 （三）乘坐無駕照之機車者。 

 （四）警察單位取締違規通報在案者。 

  上述各項，再犯者記過兩次，犯 3次記大過以上之處分，並取消停放資格。 

三、凡有未隨身攜帶駕照、行照者，予以記警告乙次處分。 

四、凡未按程序申請核准，私將機車騎入車棚者 1律記過兩次處分。 

五、連續違規騎乘機車，屢勸無效者，除按規定議處外，並請家長到校洽談。 

六、本規定經行政工作會報通過後公佈施行，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公佈施

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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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2-116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參與志願工作獎勵要點 

97年 8月 13 日校規修訂會議修訂 

 

一、為鼓勵學生參與社會服務，從服務中培養正確的人生觀與良好的服務精神，

特訂定本要點。 

二、學生服務對象或場所分校內及校外兩種。校內由各處室向學務處申請登記，

再由學務處安排有意願學生至相關單位服務，並予證明。校外由學生自行尋

找適當之社會福利服務機構、慈善團體、宗教團體、文教團體或各種醫療與

助人為目的之機構與團體，經家長同意並會知導師後參與服務，且由該團體

出具證明。 

三、校內、校外之特殊助人行為除依校規予以獎勵外，如屬持續性之行為亦可由

受助人會知鄰里長出具證明依本要點予以獎勵。 

四、學生有服務事實並提出相關證明者，或經由 參與服務團體或受助人向本校

反應且查證屬實者，一學期內累積服務時間達 10 小時者給予嘉獎乙次，累

積達 30小時者記小功乙次。 

五、為顧及學業學習，學生參與服務時間以課外時間(不含社團活動)為主，服務

時間認證，非假日每日以不超過 2小時，假日每日最多以 4小時為原則。學

期中每週以 10小時為限；寒暑假期間每週不超過 20小時為原則。 

六、學生服務證明如有造假或不實者，依校規論處。 

七、宗教團體例行性之聚會、選舉活動及具營利性之團體機構辦理之活動等不列

入本要點適用範圍。 

八、本要點由行政會報通過，修正時亦同。自公布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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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2-117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校園霸凌防制規定 

103年 1月 20日校務會議通過 

104年 1月 20日校務會議修訂 

 

壹、依據： 

 一、 教育部 101年 7月 26日臺參字第 1010134591 號令「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二、教育部 101年 8月 15日臺軍（二）字第 1010151287A號函。 

 三、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1年 12月 5日高市教中字第 10138587800號函「各

級學校防制校園霸凌規定範例」。 

貳、目的：落實本校校園霸凌防制工作，營造友善校園環境。 

參、校園霸凌之界定與樣態 

 一、霸凌： 

  （一）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或其他方式，

直接或間接對他人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

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之校園學習環境，或難以抗拒，產生精神上、

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二）惟構成「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款所稱性霸凌者，依該

法規定處理。 

 二、校園霸凌：指相同或不同學校學生與學生間，於校園內、外所發生之霸凌

行為。 

 三、學生：指各級學校具有學籍、接受進修推廣教育者或交換學生。 

肆、校園安全規劃 

 一、成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 

  （一）為防止校園霸凌及處理校園霸凌事件，特成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

組」，負責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之防制、調查、確認、輔導及其他相關

事項。 

  （二）本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成員含括各年級導師代表(各 1 員)、教師

會代表 1員、行政代表(學務處、教務處、總務處、軍訓室各 1 員)、

輔導人員(1 員)、家長代表或學者專家(2 員)、各年級學生代表(各 1

員)，共計 15員。 

  （三）小組成員為無給職，任期 1年，由校長聘請之。 

  （四）會議召開時，得視需要邀請具霸凌防制意識之專業輔導人員、性平委

員、法律專業人員、警政、衛生福利、法務等機關代表、當事人導師、

輔導老師、家長、輔導教官及當事人校方代表(涉及多校時)出席。 

  （五）小組成員，應參加由各級主管機關自行或委由師資培育之大學、設有

社會工作或輔導系、所之大學或其他專業團體或機構辦理之培訓。 

 二、實施三級預防策略：得依用本校校園安全計畫實施。 

 三、與教育局、警政單位（長明派出所、少年隊、校外會）攜手合作，適時尋

求支援網絡。 

伍、校內外教學及人際互動應注意事項 

 一、加強本校教職員工生就校園霸凌防制權利、義務之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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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校教職員工生於進行校內外教學活動、執行職務及人際互動時，應發揮

樂於助人、相互尊重之品德。 

三、校園霸凌防制應由班級同儕間、師生間、親師間、班際間及校際間共同

合作處理。 

 四、透過平日教學過程，鼓勵及教導學生如何理性溝通、積極助人及處理人際

關係，以培養其責任感、道德心、樂於助人及自尊尊人之處事態度。 

 五、學校及家長應協助學生學習建立自我形象，真實面對自己，並積極正向思

考。 

 六、對被霸凌人及曾有霸凌行為或有該傾向之學生，應積極提供協助、主動輔

導，就學生學習狀況、人際關係與家庭生活，進行深入了解及關懷。 

 七、教師應啟發學生同儕間正義感、榮譽心、相互幫助、關懷、照顧之品德及

同理心，以消弭校園霸凌行為之產生。 

 八、教師應主動關懷及調查學生被霸凌情形，評估行為類別、屬性及嚴重程度，

依權責進行輔導，必要時送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確認。 

陸、校園霸凌防制之政策宣示 

 一、每學期應定期辦理相關之在職進修活動，或結合校務會議、導師會議或教

師進修研習時間，強化教職員工防制校園霸凌之知能及處理能力。 

二、學校應加強實施學生法治教育、品德教育、人權教育、生命教育、性別

平等教育、資訊倫理教育、偏差行為防制及被害預防宣導，奠定防制校園

霸凌之基礎。 

 三、軍訓室每日實施預防校園霸凌及強化校園安全巡查。 

 四、利用各項教育及宣導活動，鼓勵學生對校園霸凌事件儘早申請調查或檢

舉，以利蒐證及調查處理。 

 五、學生家長得參與學校各種防制校園霸凌之措施、機制、培訓及研習，並應

配合學校對其子女之教育及輔導。 

柒、校園霸凌之處理程序及救濟方式 

 一、校園霸凌之申請調查程序： 

  （一）疑似校園霸凌事件之被霸凌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以下簡稱申請人），

得向行為人於行為發生時所屬學校申請調查。 

  （二）受理申請後，於三日內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開始處理程

序，並於受理申請之次日起二個月內處理完畢，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調

查及處理結果，並告知不服之救濟程序。 

  （三）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生知有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時，應即通報校長或學務

處，學校就事件進行初步調查，並於三日內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

組會議，開始處理程序。 

  （四）本校經學生、民眾之檢舉（以下簡稱檢舉人）或大眾傳播媒體、警政

機關、醫療或衛生福利機關（構）等之報導或通知，知有疑似校園霸

凌事件時，應就事件進行初步調查，並於三日內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

應小組會議，開始處理程序。 

  （五）本校非調查學校而接獲申請、通報、檢舉或通知，知有疑似校園霸凌

事件時，除依規定通報外，應於三日內將事件移送調查學校處理，並

通知當事人。 

  （六）校園霸凌事件之申請人或檢舉人得以言詞、書面或電子郵件申請調查

或檢舉；其以言詞或電子郵件為之者，學校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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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檢舉人朗讀或使其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申

請人或檢舉人拒絕簽名、蓋章或未具真實姓名者，除本校已知悉有霸

凌情事者外，得不予受理。 

  （七）前項書面或依言詞、電子郵件作成之紀錄，應載明下列事項： 

    1.申請人或檢舉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服務或就學之單位與職稱、

住居所、聯絡電話及申請調查日期。 

    2.申請人申請調查者，應載明被霸凌人之就讀學校、班級。 

    3.申請人委任代理人代為申請調查者，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申請人及受

委任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居所、聯絡電話。 

    4.申請調查或檢舉之事實內容，如有相關證據，亦應記載或附卷。 

 二、校園霸凌之調查程序： 

  （一）二人以上行為人分屬不同學校者，以先受理申請調查或檢舉之學校負

責調查，相關學校應派代表參與調查。 

  （二）行為人已非本校學生時，本校應以書面通知行為人現所屬學校派代表

參與調查。 

  （三）學制轉銜期間受理調查或檢舉之事件，管轄權有爭議時，由主管機關

決定或協議定之。 

  （四）校園霸凌事件調查處理過程中，為保障行為人及被霸凌人(以下簡稱當

事人)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必要時，本

校得為下列處置，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1.彈性處理當事人之出缺勤紀錄或成績評量，並積極協助其課業，得不受

請假、學生成績評量相關規定之限制。 

    2.尊重被霸凌人之意願，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情節嚴重者，得施

予抽離或個別教學、輔導。 

    3.避免行為人及其他關係人之報復情事，並告知行為人及其他關係人，報

復行為之相關懲處及法律效果。 

    4.預防、減低或杜絕行為人再犯。 

    5.其他必要之處置。 

    6.第 1目及第 2目必要之處置，應經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決議通過後執

行。 

  （五）當事人非屬本校之學生時，本校承辦人應通知當事人所屬學校，依前

項規定處理。 

三、校園霸凌之處理程序： 

  （一）調查時，應給予雙方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當事人為未成年者，得

由法定代理人陪同。 

  （二）避免行為人與被霸凌人對質。但基於教育及輔導上之必要，經防制校

園霸凌因應小組徵得雙方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同意，且無不對等之情

形者，不在此限。 

  （三）本校基於調查之必要，得於不違反保密義務之範圍內，另作成書面資

料，交由行為人、被霸凌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閱覽或告以要旨。 

  （四）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為釐清相關法律責任，本校得經防制校園霸

凌因應小組決議，或經行為人請求，繼續調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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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是否進

行及處理結果之影響。調查程序，不因行為人喪失原身分而中止。 

  （六）行為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應配合學校調查程序及處置。本校於調查程

序中，遇被霸凌人不願配合調查時，應提供必要之輔導或協助。 

四、霸凌輔導機制： 

  （一）本校完成調查後，確認成立校園霸凌事件者，應立即啟動霸凌輔導機

制，並持續輔導行為人改善；行為人非屬本校學生時，應將調查報告、

輔導或懲處建議，移送行為人現所屬學校處理。 

  （二）前項輔導機制，應就當事人及其他關係人，訂定輔導計畫，明列懲處

建議或依教育部「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十四條規定之必要處置、輔

導內容、分工、期程，完備輔導紀錄，並定期評估是否改善。 

  （三）當事人經定期評估未獲改善者，得於徵求法定代理人同意後，轉介專

業諮商、醫療機構實施矯正、治療及輔導，或商請社政機關（構）輔

導安置。 

  （四）確認成立校園霸凌事件後，應依霸凌事件成因，檢討本校相關環境及

教育措施，立即進行改善，並針對當事人之教師提供輔導資源協助；

確認不成立者，仍應依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進行輔導管教。 

  （五）霸凌事件情節嚴重者，應即請求警政、社政機關（構）或檢察機關協

助，並依少年事件處理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社會秩序

維護法等相關規定處理。 

 五、通報權責 

  （一）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生知有疑似校園霸凌事件及學校確認成立校園霸凌

事件時，均應立即按本防制規定所定權責向學務處通報，並由權責人

員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

點等相關規定，向本市社政及教育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

四小時。 

  （二）依前項規定為通報時，除有調查必要、基於公共利益考量或法規另有

規定者外，對於當事人、檢舉人、證人及協助調查人之姓名或其他足

以辨識其身分之資料，應予以保密。 

 六、 調查結果及懲處規定 

  （一）本校於校園霸凌事件調查處理完成，調查報告經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

組議決後，應將處理情形、調查報告及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之會議

紀錄，送教育局備查。 

  （二）本校教職員工生有違反本防制規定者，應視情節輕重，分別依成績考

核、考績或懲戒等相關法令規定予以懲處。行為人有違反本防制規定

者，得依本校學生獎懲規定議處。 

 七、校園霸凌之申復及救濟程序 

  （一）本校應將調查及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時，應一併提

供調查報告，並告知不服之申復方式及期限。 

  （二）申請人或行為人對本校調查及處理結果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

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本校申復；其以言詞為之者，本

校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請人或行為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

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三）受理申復後，應交由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於三十日內作成附理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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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 

  （四）當事人對於本校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之申復決定不服，或因校園霸凌事

件受學校懲處不服者，得依本校學生申訴之相關規定提起申訴，或依

訴願法、行政訴訟法提起其他行政救濟。 

 八、隱私之保密 

  （一）本校就當事人、檢舉人、證人或協助調查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

分之資料，應予保密。負有保密義務者，包括學校參與調查處理校園

霸凌事件之所有人員。但基於調查之必要或公共利益之考量者，不在

此限。 

  （二）本校就記載有當事人、檢舉人、證人及協助調查人姓名之原始文書，

應予封存，不得供閱覽或提供予偵查、審判機關以外之人。但法規另

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三）調查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人員，就原始文書以外對外所另行製作之文書，

應將當事人、檢舉人、證人及協助調查人之真實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

身分之資料刪除，並以代號為之。 

捌、本防制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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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2-118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穩定就學及中途離校學生

輔導機制實施計畫 
107年 1月 19日校務會議通過 

壹、本校為強化學生穩定就學及建立中途離校學生輔導機制，特訂定本計畫。 

貳、本計畫實施範圍：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參、本計畫工作項目 

一、建立預防機制 

（一）建置三級輔導策略 

（二）建置通報系統 

二、建立通報與輔導機制 

（一）進行通報 

（二）啟動追蹤輔導機制 

肆、實施對象 

一、當日未到校上課且未辦理請假手續，經連繫無著無法確定原因之學生。 

二、未經請假且未到校上課超過 3日以上之學生。 

三、學期開學未到校註冊超過 3日以上之學生。 

四、轉學時未向轉入學校報到超過 3日以上之學生。 

五、休學或其他原因失學者（喪失學籍之學生追蹤至 18歲為止）。 

六、長期缺課學生（指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全學

期缺課節數達教學總節數二分之一，或曠課累積達四十二節之學生。） 

七、中途離校復學之學生（追蹤輔導至穩定就學）。 

伍、實施方式 

一、本校依本計畫擬訂學生穩定就學及中途離校學生輔導機制實施要點，並設

置中途離校學生輔導小組，組織分工如下： 

職務 職稱 執掌 

召集人 校長 
督導中途離校學生追蹤及學生穩定就學輔導 工

作執行進度 

執行 

秘書 

主任輔 

導教師 
執行中途離校學生通報及復學安置有關事宜 

組員 教務主任 執行中途離校學生通報及復學安置有關事宜 

組員 學務主任 執行中途離校學生通報及復學安置有關事宜 

組員 註冊組長 執行中途離校學生通報及復學安置有關事宜 

組員 生輔組長 執行中途離校學生通報及復學安置有關事宜 

組員 輔導教師 執行中途離校學生通報及復學安置有關事宜 

組員 
中途離校

學生導師 
執行中途離校學生通報及復學安置有關事宜 

二、依需要召開安置輔導會議，評估學生狀況及需要，依下列階段實施適當之

輔導策略： 

（一）預防階段 

1.掌握每日到校學生人數與缺（曠）課情形，並針對缺（曠）課學生進行

聯繫、通知與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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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供學生多元、適性課程或職業試探，協助其適性發展，以強化學生穩

定就學。 

3.針對學生需求，運用相關網絡資源（如:勞動部、衛生福利部、內政部、

民間團體等），共同協助學生穩定就學。 

（二）處理階段 

針對中途離校之學生依學生請假規則、缺（曠）課、臨時外出管理等 

相關規範辦理。並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中途離校輔導機制處理流程」 

（附圖），啟動學校處理程序。 

1.針對無故缺（曠）課學生進行追蹤與掌握。 

2.實施休、轉學學生之輔導與安置。 

3.針對學生個別因素實施輔導與持續追蹤，視需要轉介相關單位進行適性

輔導與救助。 

4.無故缺（曠）課超過 3日、休（轉）學或轉學時未向轉入學校報到超過

3日以上之學生，學校應即填寫中途離校學生追蹤輔導紀錄表（附表）

及採取下列積極處理措施： 

（1）無故缺（曠）課超過 3日者，積極協助學生返校就學，必要時依

據個案類型偕同學生家長洽請警察機關進行協尋。 

（2）辦理休學之學生，應了解與掌握學生休學原因，定期追蹤輔導，

並提供復學相關資訊。 

（3）轉學時未向轉入學校報到超過 3 日以上之學生，由轉出學校負責

追蹤輔導，主動掌握學生情形並協助就學。 

（4）學生中途離校原因發生（含休學）或復學後，應於 3日內完成通

報作業。 

（三）追蹤階段 

1.檢討個案發生原因與未來防範。 

2.關懷個案學生追蹤輔導與救助。 

3.針對個案處理流程檢討與改進。 

4.定期追蹤輔導休學學生，依學生需要引進跨部會（如衛生福利部、內政

部警政署、勞動部、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或民間團體資源等，提供多

元與適性輔導。 

5.針對有意願復學學生，積極主動聯繫、協助辦理復學相關事宜。 

6.詳載學生返校就學輔導措施紀錄並進行通報，以利後續之追蹤輔導。 

 

陸、中途離校學生輔導小組之組成，由本校輔導中心依權責辦理。 

柒、本計畫所辦理工作項目，均納入所屬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重點視導項目。 

捌、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學校辦理情形進行績效考評，並給予適當之獎勵與輔

導，以增進推動成效。 

玖、本計畫自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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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編號：32-119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定 

107年 1月 19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依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國 106年 11月 7日高市教高字第 10637207700

號函訂定「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辦

理。 

二、目的：為維護學生身心健康發展，衡酌高中階段學生成長生理需求，以健

全身心發展、強調主動學習、提升學習品質為目的來訂定學生在校作

息時間相關規定。 

三、法規限制： 

(一)各校應依據學生需求、學校條件、社區特性及社會期待，並考量校園安

全、交通狀況及家庭需求等因素，訂定學生在校作息時間相關規定。 

(二)依總綱之規定，學習節數每週三十五節，其中包含必選修課程、團體活

動時間及彈性學習時間。其他非學習節數之時間及活動內容，由各校依

本注意事項納入作息時間規劃辦理。前項學習節數，每日排課以七節為

原則，學校如有特殊需求，應提報教育局許可後實施。 

(三)各校得訂定學生每日上學及放學時間；如因班級經營、課後社團活動、

代表隊培(集)訓、學校重要活動或其他特殊需求，在學生安全無虞前提

下，學校得調整部分上、放學時間。 

(四)學生如因個人或家庭特殊因素，提早上學或延遲放學時，學校應本維護

學生安全之責，提供適當安置場所或相關措施。 

(五)為增進師生互動機會，以利班級經營及生活教育進行，各校得於上午第

一節開始上課以前，實施非學習節數之活動，其中屬全校集合之活動，

每週以不超過二日為原則；為維護學生身心健康，培養主動學習，每週

可安排部分日數，由學生自主規劃運用並決定是否參加。 

(六)學生於非學習節數活動之出缺席紀錄，不得列入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

評量辦法之德行評量項目，但學校得視學生參與狀況，採取適當之正向

輔導管教措施。 

(七)各校實施學習輔導，依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習輔導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八)學校設有進修部等其他學制或班別者，其作息時間由各校依相關規定另

定之。 

(九)各校訂定學生在校作息時間時，應依循民主參與之程序，與學生、教師

及家長充分溝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十)本注意事項未規定者，依總綱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四、特殊需求: 

依據學生需求、學校條件、社區特性及社會期待，並考量校園安全、交通狀

況及家庭需求等因素訂定之。考量學生到校時間、學習環境、注意事項宣導

及學校整體運作需求。 

五、適當安置場所或相關措施: 

教學大樓於每日 7 點 10分開啟，放學後研習、課業輔導、選手練習、晚自

習等各項活動申請，依業管處室規定留置學校規定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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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通過與實施:本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七、其他:本注意事項未規定者，依總綱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高雄中學學生在校作息時間一覽表 

起訖時間 分鐘 節  次  與  內  容 

07：55前 

【週三到校時間 07：40前】 
 到 校 

07：55〜08：10 15 打掃及準備時間 

08：10〜09：00 50 【第 1節課】 

09：00〜09：10 10 課間活動 

09：10〜10：00 50 【第 2節課】 

10：00〜10：10 10 課間活動 

10：10〜11：00 50 【第 3節課】 

11：00〜11：10 10 課間活動 

11：10〜12：00 50 【第 4節課】 

12：00〜12：30 30 午  餐 

12：30〜13：10 40 
午  休 

(清理垃圾、回收及廚餘至 12：50) 

13：10〜13：20 10 課間活動 

13：20〜14：10 50 【第 5節課】 

14：10〜14：20 10 課間活動 

14：20〜15：10 50 【第 6節課】 

15：10〜15：20 10 課間活動 

15：20〜16：10 50 【第 7節課】 

16：10〜16：20 10 課間活動 

16：20〜17：10 50 【第 8節課】 

       17：10〜  放 學 

✽補充說明： 

1.同學早上仍可至班級實施自習，惟取消門口早自習遲到登記作業。 

2.若無第 8節課，放學時間為 16：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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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2-20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組織章程 

99年 9月 14 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修訂 

101年 2月 21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修訂 

 

壹、本校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

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特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四條規定，設教育部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章程。 

貳、本會職能在推動、實現性別平等教育，督導、執行下列工作事項： 

一、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落實並檢視其

實施成果。 

二、規劃或辦理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三、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及評量。 

四、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之防治規定，建立機制，

並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 

五、調查及處理與本法有關之案件。 

六、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 

七、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 

八、其他關於學校或社區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參、本會置委員 17人，均為無給職，任期 2學年，得連任。校長為主任委員，

本會委員由主任委員聘請教師兼行政人員代表 7人、學科教師代表 6 人、職

員工代表 1人、家長會代表 2人，其中女性委員應佔半數以上，由學務主任

擔任執行秘書。 

肆、本會以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由執行秘書召集之，一般議案須有二分之一

以上出席、重要議案須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方得開會，過半數出席委員

之同意方得議決，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或召開臨時會議。 

伍、委員會依據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實施要點』及『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

規定』處理會務，並得視個別案件另成立調查處理小組，負責調查與處理。 

陸、本會之經費，由學校編列專款支應。 

柒、本章程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審議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

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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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2-202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防治規定 

94年 10月 19日性別平等委員會通過 

101年 2月 21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修訂 

102年 6月 28日校務會議修訂 

104年 1月 20日校務會議修訂 

 

一、為預防與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本校依「性別平等教育法」

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訂定本防治規定，並公告周知。 

本防治規定未規定者，悉依教育部訂頒「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

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之規定辦理。 

二、本防治規定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 

 (二)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1.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

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2.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

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三)性霸凌：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

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 

  (四)性別認同：指個人對自我歸屬性別的自我認知與接受。 

 (五)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一

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並包括不同學

校間所發生者。 

 (六)教師：指專任教師、兼任教師、代理教師、代課教師、護理教師、教官及

其他執行教學、研究或教育實習之人員。 

 (七)職員、工友：指前款教師以外，固定或定期於學校執行行政事務或庶務之

人員。 

 (八)學生：指具有學籍、接受進修推廣教育者或交換學生。 

 (九)其他教育人員：指體育教練、警衛、校護等執行教育或學校事務之人。 

三、為防治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

簡稱性平會）應研擬本防治規定，建立機制，並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負責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調查處理。 

四、本校各處室應積極推動學生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教育，以提升教職

員工生尊重他人與自己性或身體自主之知能，並採取下列措施: 

 (一)針對教職員工生，每年定期舉辦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之教育

宣導活動，並評鑑其實施成效。 

 (二)針對性平會委員及負責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處置相關單位之

人員，每年定期辦理相關之在職進修研習活動。 

 (三)鼓勵前款人員參加校內外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處置研習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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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並予以公差登記及經費補助。 

 (四)利用多元管道，公告周知本防治規定所規範之事項，並納入教職員工聘約

及學生手冊。 

 (五)鼓勵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被害人或檢舉人儘早申請調查或檢

舉，以利蒐證及調查處理。 

 (六)辦理本校教職員工職前教育、新進人員培訓及在職進修時，納入性別平等

教育暨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課程。 

 (七)本校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其他專職、兼職人員前，應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之規定，查閱其有無性侵害之犯罪紀錄，或曾經主管機關或學校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調查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屬實並經該管主管機關核

准解聘或不續聘者。 

五、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課程、教材等校內外教學相關事項，以及

防範教師違反專業倫理情事等事項，由本校教務處負責辦理，並由人事室協

助辦理。本校教職員工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於進行校內外教學活動、執行職務及與人際互動時，應尊重性別多元及個

別差異。 

 (二)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

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三)教師發現師生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時，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

理。 

 (四)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

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六、學生與他人相處之規範及禁止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之政策宣示等事

項，由學務處負責辦理，本校各班導師應加強指導學生。 

本校學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 

 (二)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三)其他有違善良風俗之行為。 

七、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及救濟等資訊蒐集及建置由本校輔導中心

負責，並於處理事件時主動提供予相關人員。資訊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校園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事件之界定、類型及相關法規。 

 (二)被害人之權益保障及學校所提供之必要協助。 

 (三)申請調查、申復及救濟之機制。 

 (四)相關之主管機關及權責單位。 

 (五)提供資源協助之團體及網絡。 

 (六)本校或主管機關性平會認為必要之事項。 

八、總務處應負責校園安全規劃，並採取下列措施改善校園危險空間： 

 (一)依空間配置、管理與保全、標示系統、求救系統與安全路線、照明與空間

穿透性及其他空間安全要素等，定期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使用情形及檢

視校園整體安全。 

 (二)記錄校園內曾經發生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空間，並依實際需要

繪製校園危險地圖。 

 (三)定期舉行校園空間安全檢視說明會，邀集專業空間設計者、教職員工生及

其他校園使用者參與，公告前條檢視成果及相關紀錄，並檢視校園危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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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改善進度。 

九、學校於知悉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後二十四小時內，應依相關法

令規定向各該主管機關通報。 

學務處應循校安系統向本市教育局通報;若發生性侵害事件，輔導中心應以

113專線電話並填妥「性侵害犯罪通報表」，以書面通報本市教育局及高雄市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另本校教育人員亦應於知悉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通報學務

處，且不得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之證據。本校教育人員若知悉校內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卻未依法

通報，導致再度發生；或偽造、變造、湮滅、隱匿相關校園性侵害證據，將

依法告發，經查證屬實者，應予解聘或免職，不得再任教育人員。 

本校教育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法報請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於二十四小時內，向本校

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 

 (二)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

人所犯校園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證據。 

本條之通報，除有調查必要，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或法規另有特別規定者

外，對於當事人及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其身分之資料，應予保密。

對檢舉人有受侵害之虞者，並應提供必要之保護措施或其他協助。 

十、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以下簡稱申請

人）、檢舉人，得以書面向行為人於行為發生時所屬之學校申請調查或檢舉。

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行為人為學校首長者，應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申請。 

 (二)行為人於兼任學校所為者，應向該兼任學校申請。 

十一、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申請調查或檢舉之收件單位為學務

處，申訴信箱：gender@mail.kshs.kh.edu.tw，申訴電話：07-2860654。學

務處收件後，依規定於三日內送交性平會決定是否受理。性平會得指定或輪

派三人以上之委員成立『初審小組』決定之。『初審小組』之職掌如下： 

 (一)審定本校是否受理該申請調查或檢舉之案件。 

 (二)決定該申請調查或檢舉之案件是否應組成調查小組調查之，並選派調查小

組之成員後，經校長核定後派任。 

十二、學務處接獲之申請調查或檢舉為本校無管轄權者，應將該案件於七個工作

日內移送其他有管轄權者，並通知當事人。學制轉銜期間申請調查或檢舉之

事件，管轄權有爭議時，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決定之，無共同上級機關時，由

各該上級機關協議定之。 

十三、申請(檢舉)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申請調查之程序如下： 

 (一)申請(檢舉)人填具調查申請書，載明下列事項，向學務處提出： 

  1.申請（檢舉）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被害人出生年月日、就學之

單位或服務機關及職稱、住居所、聯絡電話、申請調查日期。 

  2.申請人之法定代理人，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居所、聯絡電話。 

  3.申請人委任代理人代為申請調查者，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其姓名、身

分證明文件字號、住居所、聯絡電話。 

  4.申請調查或檢舉之事實及其相關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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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申請（檢舉）人如以言詞申請，本校學務處應代其填妥申請書，經向其朗

讀或使閱覽，確認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三)申請（檢舉）人得以傳真、書信、電子郵件等方式提出。必要時，得先行 

以口頭申請，並於二日內以書面補正。逾期未補正者，得不予受理。 

 (四)申請（檢舉）人於案件調查處理期間撤回者，應以書面為之。 

十四、本校受理事件與調查、申復、救濟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如下: 

 (一)學務處於收件後，指派專人處理相關行政事宜，必要時，本校相關單位並

應配合協助。 

 (二)學務處於三個工作日內將事件送達本校性平會後，即不再受理同一事件之

申請(檢舉)。 

 (三)學務處於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後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

否受理。不受理之書面通知應依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敘明理由，並

告知申請人或檢舉人申復之期限及受理單位。 

 (四)申請人(檢舉人)於前項之期限內未收到通知或接獲不受理通知之次日起

二十日內，得以書面具明理由，向本校學務處提出申復；其以言詞為之者，

本校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請人(檢舉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

由其簽名或蓋章。不受理之申復以一次為限。 

 (五)學務處接獲申復後，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申復有理

由者，應於申請調查或檢舉案確定後三日內交付性平會處理。 

 (六)本校性平會得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三項及本準則第二十一條規定成立「調查

小組」調查之。調查小組以三人或五人為原則，其成員之組成依本法第三

十條第三項之規定。 

  1.事件當事人之輔導人員，應迴避該事件之調查工作；參與事件之調查及

處理人員，亦應迴避對該當事人之輔導工作。 

  2.本校對於擔任調查小組之成員，應予公差（假）登記。交通費或相關費

用由本校支應。 

  3.進行事件調查時，應稟持客觀、公正、專業、保密原則，給予雙方當事

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之機會，並避免重複詢問。行為人、申請人(檢舉

人)及受邀協助調查之人或單位，應予配合，並提供相關資料。 

  4.當事人為未成年者，接受調查時得由法定代理人陪同。行為人與被害人、

檢舉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有權力不對等之情形者，應避免其對質。基於

調查之必要時，得於不違反保密義務之範圍內另作成書面資料，交由行為

人被害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閱覽或告以要旨。 

  5.學校就行為人、被害人、檢舉人或協助調查之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

身分之資料，應予保密。但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考量者，不在此

限。 

  6.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為釐清相關法律責任，受理之學校得經所設之

性平會決議，或經行為人請求，繼續調查處理。主管機關認情節重大者，

應命學校繼續調查處理。 

 (七)性平會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是否進行及處理結果之影響。調

查程序亦不因行為人喪失原身分而中止。 

 (八)非本校教職員工擔任調查之人員撰寫調查報告書，得支領撰稿費，經延聘

或受邀之學者專家出席調查會議時，得支給出席費。 

 (九)本校性平會應於受理申請或檢舉後二個月內完成調查及報告。必要時得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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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之，至遲不得超過二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行為人。 

 (十)調查小組置發言人一人。調查結束後，將結果作成調查報告書，提性平會

審議。性平會會議以不公開為原則。主任委員如因故無法主持會議時，得

由委員互選一人代理之。 

 (十一)調查報告經性平會審議後，性平會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以書面向本

校提出報告。 

 (十二)本校應於接獲事件調查報告後二個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規

定議處，並將處理之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行為人時，應一併

提供調查報告，並告知申復之期限及受理單位，並責令不得報復。 

 (十三)性平會應採取事後之追蹤考核監督，確保所作裁決確實有效執行，避免

相同事件或有報復情事之發生。 

 (十四)申請人(檢舉人)或行為人對本校處理之結果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

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本校學務處申復；其以言詞為之者，

本校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請人(檢舉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

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十五)學務處接獲申復後，依下列程序處理： 

   1.學務處收件後，應即組成審議小組，並於三十日內作成附理由之決定，

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 

   2.前款審議小組應包括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專家學者、法律專業人員三人或

五人，其小組成員之組成，女性人數應占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具校

園性侵害或性騷擾調查專業素養人員之專家學者人數於學校應占成員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於主管機關應占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3.原性平會委員及原調查小組成員不得擔任審議小組成員。 

   4.審議小組召開會議時由小組成員推舉召集人，並主持會議。 

   5.審議會議進行時，得視需要給予申復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得邀所設性

平會相關委員或調查小組成員列席說明。 

   6.申復有理由時，將申復決定通知性平會，由其重為決定。 

 (十六)性平會於接獲重新調查之要求時，應另組調查小組調查之。 

 (十七)申請人(檢舉人)或行為人對本校之申復結果不服，得於接獲書面通知書

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本法第三十四條規定提起救濟。 

 (十八)本校負責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所有人員，對於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當事人、檢舉人及證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

身分之資料，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予保密。負

保密義務者洩密時，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 

 (十九)性平會委員如涉及申訴事項或有其他事由，足認其有偏頗之虞者，該委

員應自行迴避，申訴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亦得申請其迴避。前項迴避與

否，得由性平會決定之。若遇迴避因素時，迴避人數不列入會議應出席人

數及表決人數計算。 

 (二十)事件經調查屬實後，本校應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自行或將加害人移送

其他權責機關懲處。其經證實有誣告之事實者，亦依法對申請人(檢舉人)

為適當之懲處。本校為校園性騷擾事件之懲處時，得命加害人為下列一款

或數款之處置： 

  1.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向被害人道歉。 

  2.接受八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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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接受心理輔導。 

  4.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第一項懲處涉及加害人身分之改變時，應給予其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 

 (二十一)為保障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 

本校於必要時得為下列處置： 

   1.彈性處理當事人之出缺勤紀錄或成績考核，並積極協助其課業或職務，

得不受請假、教師及學生成績考核相關規定之限制。 

   2.尊重被害人之意願，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 

   3.採取必要處置，以避免報復情事。 

   4.減低行為人再度加害之可能。 

   5.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處置。 

 (二十二)本校輔導中心應視當事人之身心狀況，主動轉介至各相關機構，並於

必要時應協同相關處室提供心理諮商輔導、法律諮詢管道、課業協助、經

濟協助及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協助。所需費用，由本校編列預算支應之。 

 (二十三)輔導中心應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暨本準則第三十二條規定建立

檔案資料，由專人負責保管，並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通報加害人

現就讀或服務之學校。輔導中心就加害人追蹤輔導後，評估無再犯情事者，

得於前項通報內容註記加害人之改過現況。 

 (二十四)人事室或輔導中心應針對他校轉任或轉讀之教職員工或學生加害人

實施必要之追蹤觀察輔導，非有正當理由，並不得公布加害人之姓名或其

他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料。 

十五、學校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及對當事人實施教育輔導

所需之經費，得向主管機關申請補助。 

十六、本防治規定經本校性平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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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2-203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實施要點 

87年 9月 23 日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訂定 

93年 9月 22 日性別平等教育推行委員修訂 

97年 9月 11 日性別平等教育推行委員會修訂 

98年 9月 9日性別平等教育推行委員會修訂 

101年 2月 21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修訂 

一、依據： 

 （一）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六條 

 （二）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 

 （三）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九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教五字第 0930022622號函辦

理。 

 （四）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九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教五字第 0940011410號函辦

理。 

 （五）教育部訓委會 94年 7月 28日台訓（三）字第 0940088864C號令頒 

二、目的： 

 （一）以實際行動落實性別平等教育的理念與作法於全校校園。 

 （二）藉由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的設立，召開定期及不定期之委員會議，

以深入檢視校園內實際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狀況並評鑑實施成果，以作

為改進校園性別平等教育之參考。 

三、組織與專職： 

 （一）組織：本會委員由主任委員聘請教師兼行政人員代表 7人、學科教師代

表 6人、職員工代表 1人、家長會代表 2人、共 17人組織之，其

中女性委員應佔半數以上。 

 （二）職掌： 

主任委員：綜理全校性別平等教育的實施。 

執行秘書：規劃與全面性推動校園內性別平等教育，及負責教師與學生的

進修與研習，並定期評鑑實施成果。 

委    員：實際推動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各項實施方案，積極參與定期及不

定期委員會議，以主動發掘存在於校園內的各項缺失，以達成

無性別偏見之環境與情境的最終目標。 

 （三）任務： 

 1.每學期定期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檢視校園是否存在有不合乎

性別平等理念的現象，並提出改進與解決的策略。 

 2.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落實並檢視其

實施成果。 

 3.規劃或辦理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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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及評量。 

 5.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之防治規定，建立機制，

並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 

 6.調查及處理與本法有關之案件。 

 7.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 

 8.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 

 9.其他關於學校或社區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10.負責學生懷孕事件之處理。 

四、實施內容： 

 （一）每學期召開一次定期「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實際檢視全校教職員

工生，於進行校內外教學與人際互動時，是否尊重性別多元與個別差異？

對於不合乎性別平等理念之現象，提出檢討與改進的策略。 

 （二）積極推動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教育，並採取以下措施： 

1.針對教職員工生，每年定期舉辦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之教育宣導活

動，並評鑑其實施成效。 

2.針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及負責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處置之相關單

位之人員，每年定期辦理相關之在職進修活動。 

3.鼓勵前款人員參加校內外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處置研習活動，並予

以公差登記及經費補助。 

4.利用多元管道，公告周知本準則所規範之事項，並納入教職員工聘約及

學生手冊。 

5.鼓勵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被害人或檢舉人儘早申請調查或檢舉，以

利蒐證及調查處理。 

 （三）定期檢視校園整體安全，依空間配置、管理與保全、標示系統、求救系

統與安全路線、照明與空間穿透性及其他空間安全要素，定期檢討校園

空間及設施之使用情形，並應記錄校園內曾經發生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

之空間、製作校園空間檢視報告及依據實際需要繪製校園危險地圖，以

利校園空間改善。 

  （四）依據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準則相關規定，熟悉「性侵害與性騷擾事

件調查小組」之處理機制、程序、救濟方法、輔導轉介流程及通報申訴

制度，以利實際需要時妥善辦理。 

  （五）蒐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及救濟、懷孕學生輔導之態度等資訊，於

各科教學研討會中主動提供，鼓勵各科教師進行融入式教學。 

  （六）每學年利用週會、班會、公民與社會課、健康與護理課或班級輔導時間

等，進行性別教育專題式教學，課程內容參考如次： 

  1.肯定人性之良善面及社會之光明面。 

  2.對身體之認識。 

  3.瞭解性心理及性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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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破除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5. 學習性別互敬互助。 

 6. 解讀與批判媒體。 

 7. 學習發展同儕友誼。 

 8. 認識青春期性心理及性生理。 

 9. 建立健全的情愛觀。 

10. 認識性取向。 

11. 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教育。 

12.建立健康安全之性態度與性行為。 

 （七）有關本校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規定，依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校園性侵

害及性騷擾防治準則相關規定辦理。 

 （八）依學校處理學生懷孕事件之處理機制，成立處理小組，以負責學生懷孕

事件之處理。 

五、本委員會委員經校長、各科教學研究會遴選產生之，任期 2年。每學期應至

少召開會議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得併入輔導工作委員會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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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2-204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 

102年 3月 18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一、依據：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2條第 2款規定辦理。 

二、目的：  

 （一）以教育方式破除性別歧視與迷思，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 

 （二）尊重多元特質，接納差異，維護人格尊嚴，建立並厚植性別平等之教育

資源與環境。 

三、實施原則： 

 （一）學習環境與資源部份 

1.提供學生與教職員工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建立安全之校園空間。 

2.尊重學生與教職員工之性別特質及性傾向。 

3.招生、就學許可、教學、活動、評量、獎懲、福利及服務上，不因性別

或性傾向而給於差別待遇。但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者，不在此限。 

4.對因性別或性傾向而處於不利處境之學生積極提供協助，以改善其處境。 

5.積極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6.教職員工之職前教育、新進人員培訓、在職進修均納入性別平等教育之

內容。 

 （二）課程、教材與教學部份 

1.發展課程規劃、評量方式與活動設計方案時，不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

並鼓勵學生發揮潛能。 

2.編寫、審查及選用教材時，應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原則；教材內容應平衡

反應不同性別之歷史貢獻及生活經驗，並呈現多元之性別觀點。 

3.敎師使用教材及從事教育活動時，應具備性別平等意識，破除性別刻板

印象，避免性別偏見及性別歧視。 

4.鼓勵學生破除性別刻板印象，修習適性課程。 

 （三）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之防治 

1.依「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訂定本校防治規定並公告

周知,內容包括學校安全規劃、校內外教學與人際互動注意事項、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處理機制、程序及救濟方法等要項，以預防與

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項。 

2.發生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除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通報

外，並應將該事件交由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 

 （四）本校考績委員會、申訴評議委員會及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需符合任

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之規定。 

四、實施內容與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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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設置「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綜理本校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工作：由校

長擔任主任委員，學務主任擔任執行秘書，並由主任委員遴聘本校處室

主任代表、敎師代表、職員工代表、家長代表等 17名擔任委員，任期 2

年，負責綜理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各項工作。 

 （二）建構「性別平等教育資源網絡」：搜尋並整合相關人力、機構及圖書媒

體等資源，提供本校師生諮詢服務，以協助研習與融入課程規劃、活動

設計、教材編製、師資培訓、防治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家庭暴力

等工作。 

 （三）擬訂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年度實施計畫，統整各處室相關資源，落實並檢

視實施成果。 

 1.本校年度實施計畫參考教育部頒訂之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指標，逐年實

施，以系統性協助全體教職員工及學生瞭解並落實性別平等的真諦。 

 2.本校教職員工、學生之研習或輔導知能相關活動均納入性別平等教育相

關課程。 

 （四）透過教學研究會討論性別平等教育之理念與課程融入之方案。提升教師

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設計、評量與活動規劃的知能。 

 （五）積極推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教育。擬定本校「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並將相關資料編印手冊，定期辦理宣

導、在職進修、處置演練與評鑑實施成效，以增進本校與社區聯合防治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與家庭暴力等知能。 

  (六) 定期檢視校園整體安全，檢討校園空間及設施之使用情形，並依據實際

需要繪製校園危險地圖提供全體教職員工及學生參考。 

五、實施方式︰ 

 （一）教職員工研習進修。 

 （二）班級團體輔導。 

 （三）專題演講座談。 

 （四）性別平等教育週系列活動 

 （五）讀書會或成長團體。 

 （六）各科融入教學。 

 （七）班週會討論。 

 （八）個案會議。 

 （九）輔導專文、知心專刊等文宣。 

 （十）蒐集及編印性別平等教育教材及輔導資料與相關法令，供全校教職員供

及學生參考。 

六、本工作所需經費依年度計畫所擬實施方案編列預算，由學校相關經費項下支

應。 

七、本實施規定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討論決議，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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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3-10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班級整潔、秩序 

規定及競賽要點 

97年 8月 13日 9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規修訂會議修訂 

一、目的：為培養學生良好之生活習慣，藉以維護優良之教學環境，特訂定本要

點。 

二、實施： 

 （一）編組： 

1.每學期開學 3 日內完成編隊及座次之編排，並填表送生輔組，以作為秩

序檢查之評分依據。 

2.每學期開學後 3 日內編妥教室與公共區域清潔勤務輪流表送衛生組，備

作檢查考核依據。 

 （二）實施規定： 

1.整潔規定 

（1）早上「07：30 至 08：00」高一、二年級分別負責校園內公共區域及

各樓梯之打掃及倒垃圾，各班公共區域大小及範圍由衛保組直接分

配，或以抽籤方式分配。校園內廁所由高一協助整理打掃。各班對所

分配之公共區域應於每日晨間打掃一次，並於朝會前完成備檢。 

（2）每日校園環境打掃規定： 

①上午：07：30至 08：00          公共區域，教室走廊、各樓層樓梯。 

②中午：12：25至 12：40          教室、走廊，清倒垃圾，資源回收。 

③下午：第七節下課 16：10至 16：20  教室、走廊。 

（3）每日早自修時間各班之「整潔值日生」負責班上教室整潔之維護。 

（4）朝會時各班准予留置兩員「整潔值日生」，不參加朝會，除加強打掃

教室清潔外，並負責守護教室。 

（5）各班級之「整潔值日生」，由衛生股長負責排定輪值、督導執行及考

核勤惰紀錄，以作為導師對學生獎懲及操行考核之資料。 

（6）各打掃時段由衛保組編排「衛生糾察」負責整潔評分。 

2.秩序規定： 

（1）早自修秩序規定：除打掃同學外，其餘同學應在教室中安靜早自修。 

（2）午休秩序規定：除打掃及倒垃圾同學外，其餘同學應在教室中安靜午

休。 

（3）朝會秩序規定：應迅速確實到達操場，依預定位置排好隊形及遵守朝

會秩序，不可大聲喧嘩。 

（4）週會秩序規定：按時進場，坐姿端正，不看書報、玩手機、電玩、打

瞌睡及交談喧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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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生均應確實遵守以上各項秩序規定，生輔組編排各班風紀及副風紀

股長輪流負責擔任秩序評分。 

 （三）評分標準： 

1.各組之秩序與整潔基本分數均為 100分。 

2.扣分規定： 

（1）秩序： 

①朝會集合隊形凌亂扣10〜20分。 

②朝會集合人數不及全班半數者扣 15〜25分。 

③朝會集合不整隊者以零分計算之。 

④上課時不肅靜或吵雜者扣 5〜20分。 

⑤早自修、午休時間不肅靜或吵雜者扣 5〜20分。 

（2）整潔： 

①教室或公共區域不打掃者，分別以零分計算之。 

②公共區域置留清潔工具，未送回工具室者扣 10〜20分。 

③未按時完成打掃者扣 10分。教室內之清潔工具放置不整齊者扣 5〜

10分。 

④打掃不清潔者扣 5〜30分。 

 （四）檢查與評分： 

1.由高一與高二之正、副風紀、衛生股長檢查評比相對之年級(即高一評高二，

高二評高一)，另高三部份由高ㄧ、高二輪流評分。 

2.評分表於每日檢查完畢送回（秩序送生輔組，整潔送衛生組），檢查成績

每週二結算一次，起止時間為上週三至本週二。 

3.檢查時間： 

（1）秩序：固定之朝（週）會之集合及早自修、午休時間。 

（2）整潔：朝會後（或 7：50）檢查公共區域一次，對教室之檢查，則於

第一節上課前（或 7：50），午休開始後（或 12：30）及下午

第 7 節下課（或 16：10）實施之。 

三、獎勵： 

 （一）連續三次獲得整潔或秩序項目第一名者，各記小功乙次，頒發班級獎狀

乙紙及榮譽牌乙面，懸掛至學期結束為止，惟其平均成績應在 75分以上。 

 （二）連續三次獲得前二名者，各記嘉獎貳次；前三名者，各記嘉獎乙次，頒

發班級獎狀乙紙，惟其平均成績應在 75 分以上。 

 （三）凡已獲頒榮譽牌之班級，繼續參加該項檢查評分及獎勵，惟學期中再次

榮獲連續三次前三名時，僅依規定給予敘獎並頒發獎狀，但不再頒發榮

譽牌。如其分數低於標準而有第四條任何一項時即收回榮譽牌，並恢復

計算等第。 

 （四）凡指導班級整潔、秩序競賽績優之導師，於學期終校務會議由校長及家

長會長公開頒贈獎金及獎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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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表現不佳、屢勸不聽者，得依學生獎懲要點相關條文處理。 

五、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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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3-102 

高雄市高雄高級中學環境教育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99年 6月 5日總統府公告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37311 號「環境教育法」 

(二)100年 6月 29日高雄市政府高市府四維環綜字第 1000068385號函。 

(三)高雄市學校校園環境教育實施計畫。 

  

二、計畫目標 

(一)計畫總目標：根據環境教育法第 3條明定，機關、學校所舉辦之環境教育

課程及活動須能符合運用教育方法，培育國民瞭解與環境之倫理關係，增

進國民保護環境之知識、技能、態度及價值觀，促使國民重視環境，採取

行動，以達永續發展之公民教育過程的精神及意涵。 

(二)計畫分項目標： 

1.加強環境教育，增進全校教職員生的環境知識，促使建立積極正向的環境

價值觀與態度，能提升其環境責任感，使其具有環境行動，終能成為具有

環境素養的公民。 

2.落實推動校園生活環保工作，養成節約能源、惜福、愛物及減廢之生活方

式。 

3.美化綠化校園環境，提供戶外教學所需，並能達到陶冶教職員生性情，具

有情境教育功能。 

4.改善校園自然環境，結合周圍生態，營造親和性生物棲地環境，讓校園成

為生態探索的樂園。 

5.積極推動整潔教育、回收、綠色消費、節能減碳教育等環境教育計畫，並

結合社區資源，將環境保護的觀念，落實在學生的日常生活中。 

三、實施對象： 

(一)全校學生 

(二)全校教師 

(三)全體行政人員(含警衛、工友、校護、廚工) 

 

四、計畫期程：今年計畫公布實施日起至今年 12 月 31日止。 

 

五、環境保護小組組織表及任務分工方法 

環境教育計畫之主要人力為學校環境保護小組及工作團隊之成員，計 8名，

各成員之職稱及工作項目見下表。 

計畫職稱 姓 名 單位及職稱 在本計畫之工作項目 

召集人 謝文斌 校    長 研擬並主持計畫，彙整報告撰寫。 

副召集人 吳立森 教務主任 主要規劃並推動環境教育教學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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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學藝競賽活動，及負責全校教師

的環境教育工作。 

成  員 顏銘賢 學務主任 

研究策劃，督導計畫執行，並協助

行政協調；並負責全校學生環境教

育工作。 

成  員 龔俊旭 總務主任 

負責校園環境之維護及硬體設施之

管理，及警衛、工友、廚工等之環

境教育工作。 

成  員 翁啟智 人事主任 負責行政人員之環境教育工作。 

成  員 蕭羽利 衛生組長 
負責計畫的推動、人員溝通、獎勵

及環境教育活動之推動。 

成  員 翁鄀宜 教學組長 
環境教學活動策略設計及成效評

估，與學校課發會成員之協調聯繫。 

成  員 梁宇光 資訊執行祕書 製作及維護永續校園網頁。 

註：以上成員如有更換，以職稱為主，繼續推動計畫進行。 

 

六、內容概要（請自行依學校特色訂定可執行之計劃，含校園環境管理計畫及推

動之環境教育活動、校園生活環保等） 

項目 內容 進行方式 執行單位 

一 

、 

推 

動 

校 

園 

環 

境 

管 

理 

(一)訂定校

園環境教

育行動計

畫 

1.訂定並發展符合學校特色的永續校

園環境教育行動計畫。 

2.設置學校環保小組，負責校園內環

境教育及管理事宜之運作。 

3.結合家長及社區資源參與永續校園

環境教育行動計畫的推動。 

學務處 

(二)執行校

園環境管

理 

1.採行綠建築觀念，建築及修繕房舍

設施、場所，並營造本土生物多樣

性的校園場域之生態環境。 

2.妥善處理研究教學、實習後之廢棄

物，落實實驗室安全衛生教育。 

3.定期取樣學校飲用水體送檢化驗，

並委由專人或維修商依約定期維護

管理。 

4.建立校園環境安全衛生及防災應變

機制。 

總務處 

 

 

教務處 

 

總務處 

 

 

學務處總務處 

軍訓室 

 

二 

、 

 

(一)開設環

境教育融

 

1.由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地理、公

民)、健康與體育(健康)及綜合活動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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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行 

環 

境 

教 

學 

及 

學 

習 

入課程 等四領域，規劃每一年各一小時的

環境教育融入課程。 

2.選定一處校內或校外之環境戶外教

學場域，進行半天或一天的環境戶

外教學或參訪。 

(二)進行環

境戶外教

學 

1.分校內及校外環境戶外教學。 

2.事先規劃活動，編寫教案。 

3.分組教學，依學習單行探索教學。 

4.事後討論。 

教務處 

(三)培育環

境教育師

資 

1.結合學術及民間團體，鼓勵教職員參

與多元化環境教育研習課程。 

2.辦理環境教育課程設計與訓練研習

會。 

3.鼓勵成立環境教育教師專業成長團

體。 

4.鼓勵教師行政人員參與網路學習認

證。 

教務處 

人事室 

教務處 

 

教務處 

 

教務處 

人事室 

(四)開發利

用環境教

材及教學

法 

1.鼓勵教師自行設計環境教育教案及

採用新的環境教育教學法。 

2.依據現行課程綱要，將環境概念融

入課程設計。 

3.規劃成立環境保護生態教材園，提

供學生學習。 

4.設置環境教育網頁、環境教育宣導

專欄及場所。 

5.編撰推廣環境鄉土教材及戶外教

學。 

教務處 

 

教務處 

 

教務處 

 

教務處 

 

教務處 

(五)舉辦環

境教育活

動 

1.舉辦環境教育專題演講。 

2.自行設計環境教育活動。 

3.運用教育部、環保署編訂環保補助教

材、環保局的網路環保教材進行教學

活動。 

4.進行師生、家長環境教育交流活動。 

5.參與校外環境保護服務活動。 

6.舉辦生態旅遊。 

7.推動環境服務學習。 

8.參訪環境機構及設施。 

9.環保影片觀賞。 

學務處 

學務處 

教務處 

 

 

學務處 

 

學務處 

學務處人事室 

學務處 

學務處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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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人事室 

三 

、 

推 

動 

環 

境 

教 

育 

工 

作 

(一)舉辦環

保教育宣

導與競賽 

1.舉辦環保教育有獎徵答比賽。 

2.辦理生活環保演講。 

學務處 

(二)落實推

動生活環

保 

1.鼓勵學生及教職員協助參與推行校

園及社區垃圾減量、資源回收，綠

美化及環境維護。 

2.鼓勵使用再生能源，水資源回收再

利用及使用省水、省電器材。 

3.推動辦公室做環保。 

4.推動落葉及廚餘回收再利用。 

5.加強辦理省資源、低污染、綠色消

費、綠色採購等生活環境教育活動。 

6.成立環保志工社，辦理相關活動。 

7.結合家長及社區資源推動社區環境

保護服務工作。 

學務處 

人事室 

 

學務處 

總務處 

學務處總務處 

學務處總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學務處 

學務處 

註 2：上表各項適合作為每年度 4小時的環境教育認證活動項目。 

 

七、預期效益 

(一)全校教職員生均能符合環境教育法中所規定學習標準，並能逐漸了解環境

教育的真義，並能落實到日常生活中。 

(二)透過學校師生及家長的參與，共創符合永續發展、安全舒適的校園環境。 

(三)執行環境創意教學，增進學生對環境覺知、技能、行動及價值觀。 

(四)主動積極推動校園環境保護工作，以增進本校成員之環保行動力。 

 

八、本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承辦人：  學務主任：   總務主任：   教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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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3-103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校內緊急傷患處理準則 

一、依據 

    本準則依學校衛生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目的 

    為維護本校師生健康與安全，並加強本校師生對緊急狀況之應變能力，確立

緊急狀況處理程序，使傷害減至最低。 

三、學生意外傷害或急病處理原則： 

 （一）一般狀況(無立即性及繼續性傷害之疾病)： 

1.將病患送至健康中心，由校醫或校護做簡易處理，並視情形留健康中心

觀察或回教室上課。 

2.有潛在性危害，需進一步檢查治療者，則由護士或導師、教官，聯繫家

長送醫診療。 

3.若無法聯繫或家長不能立即到校者，由導師、輔導教官、或指派人員送

醫，直至狀況好轉或家長帶回。 

  （二）特殊狀況(有立即性傷害或危及生命之虞者)： 

 1.由護士或學務處指派人員做好必要之急救處理，立即連絡校醫到校處理

及通知 119立即送醫。 

 2.並請導師或教官負責連絡家長，必要時亦隨行護送。 

（團體食物中毒或嚴重意外傷害請學務處向市政府教育局及衛生機關報

備，並通報校安中心）。 

 （三）傷害情形屬於一般狀況或特殊狀況由校醫或校護依其專業能力判斷之。 

 （四）學生送醫時，請先聯絡家長依學生家長指定醫院送醫，送醫之交通工

具可雇用計程車（費用由家長會支援），必要時連絡一一九救護車前來

支援。 

 （五）護送人員請准予公出或公假辦理，必要時由學務處會同人事、教務等

單位核假、調課(代課)事宜。 

 （六）因意外傷害就醫事件發生時，應立即報備，其程序為導師、輔導教官、

校醫或校護→衛生組長→學務主任→校長。 

 （七）急病傷患送醫急用經費，由總務處籌備零用金備用，就醫經費的預支

與歸還，由學務處協助健康中心辦理，因特殊原因該款項無法歸還時，

需檢據簽會有關單位，並請示校長處理。 

 （八）特殊狀況事件發生後，應將有關資料處理過程由學務處以書面報告校

長核閱。 

四、各種狀況處理： 

 (一)輕度傷害、一般疾病：送健康中心處理。 

(二)重度傷害、嚴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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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刻通知校護、校醫到場處理。 

2. 打一一九。 

3. 通知家長、導師、教官、學務主任、校長及通報校安中心。 

4. 送急診。 

5. 記錄就醫情形。 

 

(三)死亡。（確定已經當場死亡） 

1. 保持現場、阻止圍觀。 

2. 通知校醫及校護處理，並向校長、學務主任報告，通知校 安中心

及教育局。 

3. 即刻通知家長。 

4. 警察機關報案。 

5. 記錄。 

五、學校.教職員工需接受ＣＰＲ、訓練並熟練救人技術。遇到緊急狀況發生時，

學校.教職員工應當場立即給予急救以免延誤救治。 

六、本準則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製表：         衛保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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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3-104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善待地球資源回收體驗活動 

實施計畫 

一、活動目的 

    響應友善對待地球，充分利用資源的觀念，讓資源回收及垃圾減量的觀念深

植於全體學生的心中，以期進一步落實於日常生活，有效減輕地球負擔。 

 

二、活動參與人員 

    衛保組長、本校環保志工社社員、全體高一及高二學生。 

 

三、活動地點及時間 

   (一)地點：本校垃圾場 

   (二)時間：每日中午 12:30~13:10，每次安排一個班級進行環境教育及資源

回收體驗活動，預排之各班日程表如附件，遇有特殊狀況由衛保

組通知改期。 

 

四、活動方式 

   (一)活動前先由衛保組針對環保志工社員進行課程助教培訓。 

   (二)由衛保組及環保志工社員向參與班級同學說明垃圾分類項目及處理方

式、本校垃圾清運時間及相關規定，並進行環境保護觀念宣導。 

   (三)實際動手處理垃圾分類及清運工作。 

   (四)參與班級當日午休由衛保組長於垃圾場點名，因故未能隨班參與之同

學，若無特殊原因，需於 3日內其他場次完成體驗活動。 

     

五、獎勵辦法 

    完成體驗活動並認真參與者，由衛保組登錄志工時數 1小時。 

 

六、本活動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呈請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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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3-105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流感疫苗接種工作小組實施計劃 

105年 9月 5 日行政會報通過 

ㄧ、依據:高市教健字第 10535025300 號函辦理。 

二、目標:為使流感疫苗接種順利進行，配合衛生單位規劃接種作業。 

三、組織成員: 

職稱 姓名（單位職稱） 職掌 

召 集 人 謝文斌（校長） 督導、綜理流感疫苗接種應變事宜 

副召集人 顏銘賢（學務主任） 統籌校園流感疫苗接種，擔任統一聯絡窗口 

副召集人 吳立森（教務主任） 統籌學校流感疫苗接種，防範疫情傳播 

組 員 龔俊旭（總務主任） 
協助提供流感疫苗接種硬體設備場地(等

待、評估、接種及休息區) 

組 員 鐘  穎（輔導主任） 協助感染學生心理輔導事宜 

組 員 孫足承（主任教官） 督導維持校安通報管道之暢通 

組 員 林吉盛（生輔組長） 協助維持校園流感疫苗接種學生秩序 

組 員 蕭羽利（衛生組長） 維持流感疫苗接種會場清潔，彙整接種名冊 

組 員 鍾宜珍（護理師） 
聯繫、處理校園流感疫苗接種事宜 

接種後不良事件應變處理 

組 員 陳怡婷 (護理師) 
等待區說明校園流感疫苗接種流程以及休

息區觀察處理學生不良反應 

組 員 導師 

分發同意書給學生帶回家長簽名及回收工

作，並統計該班接種人數；接種後，協助觀

察或詢問學生有無不良反應。如有疑問，可

電疫苗接種緊急諮詢專線 1922 。 

組 員 當節授課老師 於接獲通知時，將同意接種之學生以班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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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行內容 

（一）接種前 

 工作內容 地點 負責人 

1 

書面資料： 

分發流感疫苗注意事項、接種

當日配合事項及家長同

意書、接種流程圖及建立

接種清冊等。 

各班 

衛生組長、 

護理師、 

導師 

2 

接種場地規劃： 

預訂於校內綜合大樓實施，配

合衛生局醫護人員到場

接種，規劃一條動線進

行。 

綜合大樓 

一樓 

各相關組織 

人員 

3 

接種場地佈置： 

長條桌椅、垃圾桶、疫苗接種

注意海報、接種程序海

報、場地告示牌(待接

種、未接種)、及海報架

等 

綜合大樓 

一樓 

總務處 

學務處 

 

（二）接種中 

 工作內容 地點 負責人 

1 

協助接種事宜： 

（1）將學生帶至待接種區依號碼排列 

（2）確認身份 

（3）維持學生秩序 

綜合大

樓 

等待區 

召集人、 

副召集人 

任課老師 

導師、 

實習老師 

單位，帶往接種地點等待區 

組 員 實習老師 

以「流感疫苗接種意願書」逐一唱名確認學

生確認身分後，將同意書交由學生持有據以

接種 

組 員 醫護志工 進行體溫測量並記錄於記錄單或名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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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官、 

2 
量測體溫評估是否適合接種疫

苗 

綜合大樓 

評估區 
醫護志工 

3 接種疫苗 
綜合大樓 

接種區 
醫護人員 

4 帶回原班上課 各班 任課老師 

5 
觀察 30 分鐘，不適反應處理與

通報 
觀察區 

醫護人員、 

導師或 

任課老師 

6 
(1) 分發接種後注意事項通知單 

(2) 開立未接種清單通知導師 
健康中心 護理師 

（三）接種後 

 工作內容 地點 負責人 

1 

接種後觀察： 

（1）接種後觀察 30分鐘 

 

觀察區 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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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適反應處理： 

（1）不適反應如有發燒持續超過 48小

時、嚴重過敏反應如呼吸困難、氣

喘、昏眩及心跳加速等不適症狀，

應儘速就醫，並告知醫師曾接種疫

苗，如有疑問，可電疫苗接種緊急

諮詢專線 1922  

（2）學生接種疫苗 3天內，如有任何因

施 

打疫苗後之不良反應產生，應請家長 

或由學校立即送醫，並依通報程序

(家 

長→導師→校長或代理人【通報校安 

中心】→體健科長【衛生單位】→處 

長)通報。 

（3）為確保學生健康，請務必配合建置

學校緊急聯絡通報機制。 

健康中心 
護理師、 

生輔組長 

3 
同意接種但因故未接種者，於十月底

至曾繁英診所補接種。 
各班教室 導師 

 

 

 

五、工作時程 

時間 工作項目 

9/5 召開工作小組協調會 

10/21、24、25 

(26日備用)  
上午八點至下午五點執行接種作業 

11/1-11/2 
追蹤未接種同學完成接種 

成果彙編與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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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費需求 

所需經費由學務處行政業務費項下支出。 

 

七、執行要點 

  （一）宣導疫苗接種事項：疫苗接種 6步驟 

 步驟 1：確認家長同意書 

 步驟 2：確認學生身分 

 步驟 3：醫師評估是否適合接種疫苗 

 步驟 4：接種疫苗 

 步驟 5：接種後觀察 30分鐘 

 步驟 6：回家後留意身體變化 

  （二）如遇有停課的班級，或公差勤務及其他生理因素，當日無法接種疫

苗者，將另行安排至曾繁英診所接種。 

 

八、預期成效 

協助在學學生於預定時間完成接種，提升流感之防疫力。 

 

九、本要點經 105 年 9月 5 日行政會報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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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3-106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校內資源回收分類 

及垃圾處理辦法 

一、清運及處理垃圾時間 

  (一)學期間上課日請於 12:30~13:00 之間將所有要清運的垃圾事先分類好

後，拿到垃圾場來，此時段之外請勿清運及丟置垃圾。若垃圾堆積於垃圾

場，垃圾袋容易被狗及老鼠咬破，進而孳生蒼蠅及老鼠，造成環境髒亂及

衛生問題。 

  (二)放學後及假日期間，垃圾場不開放，請勿倒垃圾，更不要將垃圾丟在垃圾

場門口或隔牆丟入垃圾場內，造成髒亂也增加掃地同學的負擔，是非常沒

有公德心的行為。 

  (三)如有特殊垃圾處理需求，或假日於學校舉行人數眾多之活動，請洽衛保組。 

二、分類項目 

  (一)一般垃圾：衛生紙、吸管、保麗龍碗、木片等皆屬一般垃圾，請務必打包

好，放置於垃圾場之推車上。 

  (二)資源回收垃圾： 

類別 細目 處理要領及注意事項 

廢紙類 報紙、計算紙、考卷、廣告傳單、 

書本、紙箱 

請將紙攤平、勿揉成一團 

紙盒類 利樂包、鋁箔包 1.將內容物倒空 

2.吸管去除，丟至一般垃圾 

3.確實壓扁減少體積 

紙餐盒 方型便當盒、圓形便當盒 1.將廚餘倒空 

2.用衛生紙稍作擦拭即可， 

  請勿水洗，容易堵塞洗手台 

3.同規格的餐盒請疊放 

塑膠 手搖飲料杯、寶特瓶之瓶蓋、 

其他塑膠容器或製品 

1.將內容物倒空 

2.手搖杯飲料吸管及膠膜去除 

3.同規格的飲料杯請疊放 

寶特瓶  1.瓶蓋旋起，丟至塑膠類 

2.確實壓扁減少體積 

鐵鋁罐  1.將內容物倒空 

2.瓶身確實壓扁減少體積 

玻璃 玻璃瓶、碎玻璃 碎玻璃請用報紙包好，並以奇

異筆書寫清楚”內有碎玻璃” 

光碟、電池  交予環保志工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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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廚餘：衛生筷、筷套、塑膠袋等非食物類請勿混入廚餘中，倒至垃圾場

的廚餘桶中。 

    (四)塑膠袋請各班自行蒐集好，並做二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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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3-107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 106 學年度新生健康檢查  

實施計畫  

壹、依據 : 

  一 、 教 育 部 台 參 字 第  0920082231 號 、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國 字 第

09200822317 號發佈學生健康檢查辦法 辦理。  

   二、學校衛生法第 8 條規定辦理 。 

貳、目的：  

一、為維護學生健康，早期發現學生體格缺點或疾病，俾便

早期治療。  

二、將學生健康檢查結果，提供教學及行政參考。  

三、 喚起全體教師、家長，共同關心與維護學生健康。 

參、檢查日期: 106年 8月 25日（星期五）8:00-12:00 12:30-16:30   

肆、檢查地點:體育館一樓 

伍、受檢對象:本校 106 學年新生約 960人 

陸、承辦檢查醫院(或診所):依規定由得標廠商辦理健檢 

柒、檢查項目:如附件三 

捌、檢查費用:450元 

玖、本計劃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三 :106學年度高雄中學新生健康檢查項目表 

檢查項目 檢查方法 

項目  內容  方法  檢查用具  

體格  

生長  

身高  身高測量  全自動身高體重計  

體重  體重測量  全自動身高體重計 

腰圍 腰圍測量 皮尺 

體脂肪 體脂肪測量 體脂肪測量計 

血壓  血壓  血壓測量  血壓計  

眼睛  視力  Landolt’ s c 

Chart  

Snellen’ s E 

Chart  

視力表或視力機 

辨色力  色覺檢查  石原氏綜合色盲檢

查本  

其他異常  角膜光照反射法  

交替遮眼法 視診  

小手電筒、遮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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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頸  斜頭、異常腫塊及其他  視診、觸診  

口腔  齲齒、缺牙、咬合不正、口腔衛生及其他

異常 

視診  頭鏡、探針、口鏡、

燈光、手套 

耳鼻

喉  

聽力 音叉檢查法  512Hz 音叉 

耳道畸形  視診、觸診  頭鏡、耳鏡、手電

筒、 

 

壓舌板、燈光 

耳膜破損、盯聹栓塞、扁桃腺種大及其他

異常 

胸部 心肺疾病、胸廓異常及其他異常 視診、觸診、聽診  聽診器、屏風  

腹部  異常腫大及其他異常  視診、觸診、扣診   

皮膚  癬、疥瘡、疣、異位性皮膚炎、溼疹及其

他異常 

視診、觸診  

脊柱  

四肢  

脊柱側彎、肢體畸形、青蛙肢及其他異常 視診、觸診  

Adam前彎測驗 

四肢及關節活動評

估  

 

泌尿 

生殖 

包皮異常、精索靜脈曲張及其他異常 視診、觸診 手套、屏風(只適用

男生) 

尿液  尿蛋白、尿糖、潛血、酸鹼度 試紙儀器判讀法、

顯微鏡法 

試紙、顯微鏡 

血液  

檢查  

血液常規：血紅素、白血球、紅血球、血

小板、平均血球容積比 

肝功能：SGOT、SGPT  

腎功能：CREATININE 、尿酸 

血脂肪：總膽固醇（T-CHOL）  

血清免疫學：HBS Ag、Hbs Ab 

其他:HbA1C 

抽血  實驗室檢查設備  

X光 胸部X光  影像檢查設備 

備註:健檢項目及資訊匯入需依據教育部頒高中職學生健康檢查標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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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3-108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登革熱防治實施計畫 

一、依據：高雄市市政府教育局登革熱防治實施要點 

二、目的：為防治登革熱疫情於校園蔓延，本校持續執行登革熱緊急應變並 

         清理校園、校舍、地下室、騎樓地等之環境與盆栽、集水區及相 

         關容器等易滋生病媒蚊地點之整理。 

三、執行人員： 

   (一)由校長成立校內登革熱防疫小組，並於防治期間執行各項防疫措施。 

   (二)成員：校長、各處室主任、秘書、各科主席、衛生組長、護理師、  

       正副衛生股長、導師、職工。 

防疫工作小組組織架構 

執行秘書 

(學務主任) 

 

執行委員 

(各處室 

主任、 

各科主席 ) 

 

工作執行組 

(衛生組長) 

 

醫護組 

(護理老師、 

護理師) 

 

 

班級經營組 

(各導師及 

正副衛生 

股長) 

 

 

稽查組 

(秘書) 

 

行政支援組 

(總務主任、 

庶務組長、 

職工) 

 

召集人(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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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革熱防疫工作小組工作執掌 

職   務 負責人職稱 職     掌 

召集人 

 

校長 

 

1.綜理校園登革熱防治工作事宜。 

2.統籌指揮緊急疫情應變行動。 

3.宣佈與解除疫情警戒狀態。 

4.社區醫療資源聯繫。 

5.指派負責協調聯繫窗口。 

6.定期召開登革熱防疫工作會議。 

執行秘書 學務處主任 

1.擬定校園登革熱防治計畫。 

2.通知衛生局疾管處。 

3.負責緊急疫情應變行動。 

4.緊急疫情事件調查與分析。 

5.協調校內各單位防疫之執行。 

6.統籌對外疫情訊息之公佈與說明。 

7.掌控本市各項登革熱疫情。 

稽查組 秘書 
1.定期稽查校園登革熱防治工作。 

2.提供稽查結果予相關單位改善與追蹤。 

執行委員 

各處室主任、 

各科主席 

1. 負責辦公室及責任區域環境整理。 

2. 相關疫情資料之建立及記錄。 

教務主任 
1.融入課程設計與教學活動。 

2.推動教育宣導，提升師生防治登革熱知能。 

工作執行組 衛生組長 

1.規劃校園防疫工作，負責督導老師及責任班級。 

2.執行校園登革熱”巡、倒、清”檢查，並追蹤 

  考核。 

3.巡視校園易積水處，並責成負責班級清除。 

4.每周發放登革熱自我檢核表給衛生股長填寫。 

5.負責聯絡各組及支援單位。 

6.協助總執行掌握各組資訊。 

7.建立相關疫情工作資料。 

8.緊急疫情事件資料紀錄 

醫護組 
護理老師、護理

師 

1. 校園疫情監控（傳染病防治）。 

2. 配合衛生單位防疫措施。 

3. 個案照護與管理。 

4. 提供與指導校園防疫資訊。 

5. 疑似個案疫情調查。 

6. 融入課程。 

7. 校園發燒個案追蹤管理。 

8. 定期登錄發燒師生疑似病例。 

9. 通報校園登革熱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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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經營組 
各班導師 

正副衛生股長 

1.各班級疫情監控（傳染病防治）。 

2.發燒個案之管理。 

3.登革熱傳染病認識與疫情資訊宣導。 

4.班級及公共區域維護與改善。 

行政支援組 

總務主任 

庶務組長 

職工 

1.積極維護與改善校園環境。 

2.實施容器減量。 

3.定期檢查、清理水溝並投藥消滅孑孓。 

4.規劃校園定期消毒工作。 

5.定時修剪花木及除草。 

6.建置誘蚊生態池(內含大肚魚或孔雀魚) 

7.列管積水地下室、沉沙池、陰井並做有效處理。 

8.加強督導各項工程廢棄物處理、設備清潔維護管

理。 

9.負責協調防疫工作人力支援。 

10.支援防疫工作所需設備器材。 

11.防疫工作物品復原及清點器材。 

12.協助防疫工作經費籌措。 

 

四、校園分區域管理，責任劃分如下： 

（一）教務處：請教師配合教學、規劃登革熱防疫措施及宣導相關事宜，對學

生實施相關知識教學與宣導。 

（二）學務處：校園、教室內外、由各班依公共區域劃分負責，並利用集會時

宣導。 

（三）總務處：校舍、車棚屋頂、教室頂樓、地下室、水溝、警衛室、各辦公

室內盆栽、插花容器及校園消毒………等事務工作。 

（四）軍訓室：掌握學生病假狀況，發現疑似個案，隨時通報。 

（五）護理老師及護理師：實施登革熱衛生教育宣導，對疑似個案疫情調查， 

期發現個案並與衛生單位聯繫以進行校園疫情監控。 

（六）導師︰各班級負責公共區域及教室，掌控班級學生之健康狀況。 

五、實施期程：自即日起實施  

六、實施方式：(一)每一責任區每一星期至少檢查一次，並做成記錄。 

              (二)實施獎懲制度:對於負責區域發現登革熱病媒蚊指數高於 

               規定議處。 

 七.本計畫經  校長核示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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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中學「校園登革熱防治分區督導表」 

督導區 督導人員 備註 

第 1區 校長室秘書 1.全校分成 7大督導區 

2.每週一、四督導檢查，紀錄於當日

逕送秘書室。 

3.督導區若需改善處，統一由秘書室

轉有關單位處理。 

4.督導責任區建物應詳加檢查頂樓與

地下室。 

第 2區 教務處教務主任 

第 3區 學務處學務主任 

第 4區 總務處總務主任 

第 5區 圖書館主任 

第 6區 輔導中心主任輔導教師 

第 7區 軍訓室主任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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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中學防治登革熱校環境分區督導記錄表 

2017年   月   日         時間： 

區別：                                    督導人員簽名：        

☆記錄完成後請送秘書室彙整 

 

高雄中學「校園登革熱防治分區督導平面圖」 

 

 督導項目 實際情形記錄 

1 室內地面有無積水現象?  

2 室內冰箱、容器無積水現象?  

3 戶外地面與水溝有無積水現象?  

4 戶外樹幹、雜物有無積水現象?  

5 室內外有無廢容器、物品現象?  

6 建築物頂樓、地下室、走廊有無積水堆

積雜物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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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4-00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運動器材借用實施要點 

一、實施目的： 

本校體育運動器材以提供體能教育正課及學校核可之各項活動使用，為便於

學生體育課、課外活動，以及學校代表隊訓練等借用器材起見，以及培養愛

惜公物、勇於負責的態度，特訂定本實施要點。 

二、實施方式 

 （一）登記手續：借用器材須先辦理登記，手續規定如下 ： 

     1.體育正課：由各班康樂股長依授課場地項目分配表，至體育科辦公室填

寫體育器材借用單，註明借用器材品名、數量，負責借用與

歸還。  

      2.課外運動：憑學生證或相關證件,至器材室填寫體育器材借用登記簿後

借用與歸還。  

      3.學校代表隊：經教練（老師）允許，由隊長負責借用與歸還。 

  （二）借還時間：借用和歸還之時間規定如下： 

       1.體育正課：應於上課前借出，並於該節下課後歸還。  

       2.課外運動：應於活動前借出，於第八節下課前歸還，如係班級比賽所 

需之器材，則由使用班級或執行裁判工作之人員負責借出 

和歸還。  

       3.學校代表隊：當日訓練開始前借出，於次日上午歸還。晨間訓練之球 

隊，得於前一日課後借出，於次日上午歸還，以不影響 

體育正課教學之實施為原則。 

三、注意事項 

  （一）個人借用器材、佔用場地，以不影響體育正課及學校代表隊之訓練為原

則。 

  （二）借用之運動器材限用在本校校內使用，並按時歸還，不得私自收藏或攜

離學校。       

  （三）借用之器材應多加維護，嚴禁私相轉借，如有損壞、遺失或交還時非         

原物者，經由任課教師及體育組長會同鑑定後，倘係人為疏忽或人為

損壞時，則當事人或該班應負責賠償責任；如係自然破損者，不必負

賠償責任，但應於歸還器材時告知，以便修補或增購。不得任意拋棄，

其未送還者，則以遺失論。 

  （四）賠償器材時，以按原物（同廠牌、同型號）賠償為原則。 

  （五）借用或歸還器材時，借用者及管理人員應會同檢查有無損壞，以明責       

任。  

  （六）運動器材應在授課教師指定之活動區域內使用，不得擾亂秩序或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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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 

   （七）如天雨致使場地泥濘不堪，得停止使用場地與借用器材。  

   （八）非體育課借用器材者，得視場地使用狀況予以拒絕。  

四、違反本要點者，依其所犯情節之輕重，分別予以下列方式處理：  

  （一）停止個人(團體)借用器材若干時期。  

  （二）情節嚴重者另行議處。 

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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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4-002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學年度全校運動大會 

競賽規程 

一、宗旨：推展本校體育活動及促進本校運動風氣，提高技能水準，增進身心健

康。 

二、分組：(一)高三組 (二)高二組 (三)高一組 (四)音樂班。 

三、日期及地點：民國   年 10月   日假本校運動場舉行。 

四、錦標種類： 

(一)高三組：田賽、徑賽、大隊接力、精神錦標。 

(二)高二組：田賽、徑賽、大隊接力、精神錦標。 

(三)高一組：田賽、徑賽、大隊接力、精神錦標。 

(四)音樂班：大隊接力。 

五、競賽項目： 

(一)田賽：跳高、跳遠、鉛球。 

(二)徑賽： 

1.男生組：100 公尺、200公尺、400公尺、800公尺、1500百公尺、3000

公尺、400公尺接力、1600 公尺接力、大隊接力(普通班：男 24

人、3600公尺；科學班由技術會議另訂公告)。 

2.音樂班：大隊接力(18人，男 3人、女 15人，1800公尺 )。 

六、報名注意事項： 

(一)各班由康樂股長負責報名。 

(二)請各班級導師擔任領隊並務必在報名表上簽名。 

(三)各班以班級為一競賽單位，不可混合組隊。 

(四)每人最多參加兩項競賽( 接力除外 )。 

(五)各班運動服裝應力求整齊畫一。 

(六)嚴禁冒名頂替（違者依校規處理）。 

(七)已報名者 ( 除疾病請假外 ) ，不得棄權。 

(八)高一、高二各班參加進場人數須達全班 70%之人數，進場採創意裝扮方式入

場，在通過司令台時可面對司令台暫停約 20秒鐘表演，此項活動經學校評

審委員評分後，每年級取前六名，各頒錦旗一面。高三各班級則直接進場。 

(九)各班自製班旗一面長三尺寬二尺，顏色圖案自訂，並將設計底稿及設計

者姓名於 10 月  日（星期五）前送至訓育組，以利彙整，經校運會相

關評審委員評分後，取優勝三名及佳作若干名，獲獎班級之設計者依本

校獎懲規定給予敘獎。 

七、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0月   日(  )下午 17時前，將報名表送至體育組。 

八、預演日期： 

（一）旗隊預演：10月   日（星期三）下午第 7、8節進行。 

（二）全校預演：10月   日（星期四）下午第 7、8節進行（高三僅第 7節）。 

九、會前賽： 

（一）10 月  日(星期五)第 8 節進行一年級跳高決賽以及高一、高二 1500

公尺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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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月  日(星期一) 第 7、8節各年級進行各年級 3000公尺決賽。 

（三）10月  日(星期二)第 7、8節進行各年級 400公尺接力預賽、1600 公

尺接力預賽、高二、高三跳高決賽以及高三 1500公尺決賽。 

十、技術會議：10月   日（星期五）中午 12時 40分於體育館舉行。 

十一、獎勵辦法： 

(一)團體錦標：每組錄取冠、亞、季、殿軍，各頒錦旗一面。 

(二)精神錦標：每組錄取前四名，各頒錦旗一面。 

(三)創意錦標：每年級錄取前六名，各頒錦旗一面。 

(四)個人、接力賽錄取前六名頒發獎狀，獲前三名各頒獎牌一面。 

(五)凡個人獲兩項冠軍者、破校運紀錄者由家長會頒獎鼓勵。 

(六)本屆校運成績全校跑最快、跳最遠、擲最遠、耐力最好等各項目最佳成

績的同學，可獲得本校主任及教師贊助獎勵金。 

十二、本規程經行政會報通過呈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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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4-003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學年度第  學期 

合作教育盃高三班際籃球比賽競賽規程 

一、宗    旨：培養運動風氣、發揮團隊精神。 

二、主辦單位：學務處體育組、員生消費合作社。 

三、協辦單位：教務處、 軍訓室。 

四、參加單位：以班級為單位。 

五、報名地點：體育組。 

六、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年   月   日(  )中午 18時止。 

七、報名手續： 

   （一）填寫報名表。 

   （二）領隊由導師擔任，並需簽章才有效。 

   （三）報名十二人。 

八、抽籤日期：體育股長幹部座談會舉行，未到者由體育組代抽，不得異議。 

九、比賽時間：   年   月   日(  )起，利用自修課、體育課、班會課進行比

賽(賽程另行公佈)。 

十、比賽地點：學校戶外籃球場；四強決賽於體育館。 

十一、比賽制度：分組單循環制。上下半場各 12 分鐘，複賽則採 15 分鐘，爭 1、

2、3、4名採每節 8分鐘，打 4節。 

十二、裁    判：聘請校外籃球裁判執行。 

十三、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籃球協會審定之最新籃球規則。 

十四、獎    懲： 

     （一）錄取前四名，頒發錦旗、個人獎狀及合作社獎金（第一名每人 150

元、第二名每人 120元、第三名每人 100元、第四名每人 80 元）以

玆鼓勵。 

     （二）服從裁判之判決，如有糾紛，一切按校規處理。 

十五、如有未盡事宜，得由體育組隨時修正之。 

---------------------------------------------------------------------- 

高三     班合作教育盃班際籃球比賽報名表 導師簽章：           

1 隊長  2 隊員  

3 隊員  4 隊員  

5 隊員  6 隊員  

7 隊員  8 隊員  

9 隊員  10 隊員  

11 隊員  12 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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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4-004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學年度第  學期 

合作教育盃高二班際桌球比賽競賽規程 

一、宗    旨：培養運動風氣、發揮團隊精神。 

二、主辦單位：學務處體育組、員生消費合作社。 

三、協辦單位：教務處、軍訓室。 

四、參加單位：以班級為單位。 

五、報名地點：體育組。 

六、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年  月  日，下午 5時止。 

七、報名手續：（一）填寫報名表。      

              (二）領隊由導師擔任，並需簽章才有效。 

             （三）報名十人。 

八、抽籤日期：    年   月  日中午 12:30 舉行，未到者由體育組代抽，不得

異議。 

九、比賽時間：   年   月   日起，利用自修課、體育課、班會課進行比賽。(賽

程表另行公佈) 

十、 比賽地點：本校體育館地下室。 

十一、比賽制度：採 5點雙打賽，分組循環賽制(預賽)，決賽採單淘汰制。 

十二、裁    判：由本校桌球社團學生執行。 

十三、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定之最新桌球規則。 

十四、獎    勵： 

      （一）錄取前四名，頒發錦旗、個人獎狀及合作社儲值獎金（第一名每人

150 元、第二名每人 100 元、第三名每人 80 元、第四名每 60 元）

以玆鼓勵。 

      （二）服從裁判之判決，如有糾紛，一切按校規處理。 

十五、如有未盡事宜，得由體育組隨時修正之。 

 

高二     班合作教育盃班際拔河比賽報名表 

導師簽名：                     

座號 姓名 座號 姓名 座號 姓名 

 
1 

 
5 

 
9 

隊長 隊員 隊員 

 
2 

 
6 

 
10 

隊員 隊員 隊員 

 
3 

 
7 

 
 

隊員 隊員  

 
4 

 
8 

 
 

隊員 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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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4-005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學年度第  學期 

合作教育盃班際排球比賽競賽規程 
一、宗    旨：培養運動風氣、發揮團隊精神。 

二、主辦單位：學務處體育組、員生消費合作社。 

三、協辦單位：教務處、軍訓室。 

四、參加單位：高二組，以班級為單位。 

五、報名地點：體育組。 

六、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年  月   日( )，下午 5時止。 

七、報名手續：（一）填寫報名表。      

              (二）領隊由導師擔任，並需簽章才有效。 

             （三）報名 10人。 

八、抽籤日期：   年   月   日(  )中午 12:30 舉行，未到者由體育組代抽，

不得異議。 

九、比賽時間：   年  月   日(  )起，每日 16 時 20分。(賽程表另行公佈) 

十、 比賽地點：本校排球場。 

十一、比賽制度：採 6人制排球，分組循環賽制(預賽)，決賽採單淘汰制。 

十二、裁    判：由本校排球社團學生執行。 

十三、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審定之最新排球規則。 

十四、獎    勵： 

     （一）錄取前四名，頒發錦旗、個人獎狀及合作社儲值獎金（第一名每人

150 元、第二名每人 100 元、第三名每人 80 元、第四名每 60 元）以

玆鼓勵。 

     （二）服從裁判之判決，如有糾紛，一切按校規處理。 

十五、如有未盡事宜，得由體育組隨時修正之。 

 

高二班際排球報名表(請剪下繳回體育組) 

高二              組                   導師簽名：                

座號 姓名 座號 姓名 座號 姓名 

 
1 

 
5 

 
9 

隊長 隊員 隊員 

 
2 

 
6 

 
10 

隊員 隊員 隊員 

 
3 

 
7 

 
 

隊員 隊員  

 
4 

 
8 

 
 

隊員 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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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4-006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學年度第  學期 

合作教育盃高一班際籃球比賽競賽規程 
一、宗    旨：培養運動風氣、發揮團隊精神。 

二、主辦單位：學務處體育組、員生消費合作社。 

三、協辦單位：教務處、 軍訓室。 

四、參加單位：以班級為單位。 

五、報名地點：體育組。 

六、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年  月   日( )中午 18時止。 

七、報名手續： 

  （一）填寫報名表。 

  （二）領隊由導師擔任，並需簽章才有效。 

  （三）報名十二人。 

八、抽籤日期：體育股長幹部座談會舉行，未到者由體育組代抽，不得異議。 

九、比賽時間：    年   月   日(  )起，利用自修課、體育課、班會課進行比

賽(賽程另行公佈)。 

十、比賽地點：學校戶外籃球場；四強決賽於體育館。 

十一、比賽制度：分組單循環制。上下半場各 12 分鐘，複賽則採 15 分鐘，爭 1、

2、3、4名採每節 8分鐘，打 4節。 

十二、裁    判：聘請校外籃球裁判執行。 

十三、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籃球協會審定之最新籃球規則。 

十四、獎    懲： 

    （一）錄取前四名，頒發錦旗、個人獎狀及合作社獎金（第一名每人 150 元、

第二名每人 120元、第三名每人 100元、第四名每人 80元）以玆鼓勵。 

    （二）服從裁判之判決，如有糾紛，一切按校規處理。 

十五、如有未盡事宜，得由體育組隨時修正之。 

---------------------------------------------------------------------- 

高一     班合作教育盃班際籃球比賽報名表 導師簽章：           

1 隊長  2 隊員  

3 隊員  4 隊員  

5 隊員  6 隊員  

7 隊員  8 隊員  

9 隊員  10 隊員  

11 隊員  12 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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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4-007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學年度第 2 學期 

合作教育盃高一班際拔河比賽競賽規程 
一、宗    旨：培養運動風氣、發揮團隊合作精神。 

二、主辦單位：學務處體育組、員生消費合作社。 

三、協辦單位：教務處、教官室。 

四、參加單位：以班級為單位。 

五、報名地點：體育組。 

六、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年  月  日。 

七、報名手續： 

  （一）填寫報名表。 

  （二）領隊由導師擔任，並需簽章才有效。 

  （三）報名 20人。 

八、抽籤日期：體育股長幹部座談會舉行，未到者由體育組代抽，不得異議。 

九、比賽時間：    年   月  日起，利用自修課、體育課、班會課進行比賽。(賽

程另行公佈) 

十、比賽地點：體育館前排球場。 

十一、比賽制度：採單淘汰賽制。 

十二、裁    判：由本校體育教師執行。 

十三、比賽規則：(一)每局 30秒採三戰兩勝制，勝負依時間終了視標誌帶過中線

落於何方由裁判判定之或時間內標誌帶通過一方之起點

線。 

(二)每班 20位隊員候補 2位.。(如科學班賽程以科學班男生總

人數為依據) 

(三)每次比賽（3局內）只允許更替 1人。 

十四、獎    勵： 

     （一）錄取前四名，頒發錦旗、個人獎狀及合作社儲值獎金（第一名每人 100

元、第二名每人 80元、第三名每人 60 元、第四名每人 50元）以資鼓

勵。 

    （二）服從裁判之判決，如有糾紛，一切按校規處理。 

十五、如有未盡事宜，得由體育組隨時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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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     班合作教育盃班際拔河比賽報名表 

 導師簽名：                

序 
座

號 
 姓名 序 

座

號 
 姓名 

1  隊長  2  隊員  

3  隊員  4  隊員  

5  隊員  6  隊員  

7  隊員  8  隊員  

9  隊員  10  隊員  

11  隊員  12  隊員  

13  隊員  14  隊員  

15  隊員  16  隊員  

17  隊員  18  隊員  

19  隊員  20  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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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4-008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運動績優學生減免學雜費辦法 

97年 6月 11 日 修訂 

一、為肯定學生在運動競賽之成就，訂定本辦法給予獎勵，減免學雜費。 

二、依據：教育部九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台（九一）參字第九一０九一八四八號
修正令頒「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第十六條規定。 

三、各符合條件分列如下： 

 (一)符合下列資格，得全免學雜費三學年 

        1.奧林匹克運動會。2.亞洲運動會。3.國際單項運動組織主辦之錦標賽。  

4.亞洲單項運動組織主辦之錦標賽。以上獲得國家代表隊者 5. .國際或

亞洲單項運動組織主辦之各種國際青年、青少年分級運動錦標賽獲最優級

組前六名者。6.當選中華代表隊或晉升甲組球員 7..全運會個人前三名、

全中運個人前二名。 

       (二)符合下列資格，得全免學雜費二學年： 

1.全國運動會個人前六名，團體項目前二名。2.全中運個人前三名、團體
冠軍。3.全國單項運動協會主辦之分齡或分級排名賽、錦標賽最優級組個
人前二名、團體冠軍。 

       (三)符合下列資格，得全免學雜費一學年 

  1.全國運動會個人前八名，團體項目前三名。2.全中運個人前五名。團體

前二名。 3.全國單項運動協會主辦之分齡或分級排名賽、錦標賽最優級

組個人前三名或團體前二名。 

    四、申請減免限制條件： 

   （一）學科成績有四科（含）以上不及格者，不予減免。 

   （二）德育成績未達七十分或懲處紀錄累積達一小過（含）以上者，不予減 

      免。 

       （三）在校行為表現不佳或參與運動團隊訓練時表現不良者，經師長、教練 

            提出者，不予減免。 

五、符合申請資格者於每學期開學前檢附競賽成績證明並填具申請書送體育組彙

辦，經教練、導師、體育組長審查後，循行政體系辦理。 

六、本辦法經呈校長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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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4-009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文志體育獎學金設置辦法 

101年 10月 31日修正通過 

一、設置緣由：楊鵬志校友為鼓勵後學，為校爭光，並重視品德教育之發展， 

              特與其尊翁楊文彬先生設置本獎學金。 

 

二、基金金額：新台幣壹佰萬元整，以其孳息作為獎學金。 

 

三、發給對象：由本校體育科全體教師推荐代表本校參加比賽成績優異之隊伍。 

 

四、參賽種類：(一)以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為審核依據。 

              (二)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未舉辦之運動種類，則以教育部核准之

運動績優生甄審甄試升學辦法之指定競賽擇一比賽為審核

依據。 

五、參賽項目：本校體育班招生之運動項目。 

  

六、獎勵金額：視孳息金額多寡由獎學金管理委員會另訂之。 

 

七、申請標準：三年內得獎成績。 

 

八、辦理時間：每隔三年(九月)由校長召集管理委員會開會審核通過後辦理。 

 

九、本獎學金為獎勵體育班學生，其獎學金管理委員會之成員應由校長、教務主

任、學務主任、會計主任、體育組長、體育班導師等擔任，並由校長擔任主

任委員，其任務與職權則依本校獎學金管理委員會組織章程辦理。 

 

十、本辦法經獎學金管理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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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4-010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體育班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一、宗旨 

為健全本校體育班正常發展，配合國家重點運動發展，建立優秀運動人才一

貫培訓之體系，依據「高雄巿各級學校體育班設置要點」特訂定本要點。 

二、組織 

  （一）本校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各相關行政主管及家長會委員代表、體育教師

代表或教練等擔任委員。督導本會相關之業務。秘書一人由體育組長

擔任，協助處理交辦會務。 

  （二）各委員之任期皆為一年，於每年八月因職務或身分之變更改選之。 

 

三、職責 

  (一)擬訂體育班設立或停辦、增刪減項目計畫。 

  (二)規劃體育班課程，並送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每年度擬定體育班招生簡章計畫 

   (四)協助追蹤體育班學生之學習，提供課業、訓練、生活及生涯輔導。 

   (五)運動場地設備擴充計畫及管理之審議。 

   (六)體育班成績考核及評量標準之審議。 

 

四、會議 

 （一）本會每學年至少召開委員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時應

有委員過半數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 

  （二）本會會議得邀請與議案有關之人員列席。 

 

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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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34-01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運動場館使用須知 

壹、游泳池 

    一、凡使用本場館之個人或團體，均應遵守使用規定。 

    二、本場館係體育教學、訓練、學生課外活動、教職員工休閒活動之場所，   

    平日不對外開放。 

三、本游泳池於無救生員當值時間內勿進入泳池範圍內游泳或進行其他活 

    動。 

四、本游泳池嚴禁跳水、奔走追逐及推碰，以免被推下水者受傷或撞傷他人 

    等意外憾事。 

五、游泳之前，必須做好暖身運動。於游泳時，如果自覺有抽筋徵兆時，應 

    立刻上岸休息。若有遇險或不慎抽筋時，應鎮靜及早舉手呼救或漂浮等 

    待救援。 

六、身體不適者，應量力而為，切勿貿然下水游泳。 

七、請遵守游泳池開放時間。泳池關閉時段，請勿擅自進入游泳池範圍內。 

八、進入泳池前，必須先濯足、淋洗全身。 

九、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並公告之。 

 

貳、羽球館 

    一、凡使用本場館之個人或團體，均應遵守本規定。 

    二、本場館使用優先序為教學、訓練，若遇以上活動請使用者配合學校安排。 

    三、教學時段使用前，請先參閱羽球場使用分配表。 

    四、請遵守籃球場下列使用規範： 

       (一)應穿著運動服裝及專用運動鞋，並於入場前須把鞋底清理乾淨，禁 

            止穿著皮鞋、高跟鞋、拖鞋等不合規定之鞋類進入活動場區，以免 

            損壞地面。 

   (二)請維護場地之清潔，並將垃圾帶離球場。 

   (三)請勿擅自啟動任何有關球場之電源開關，若遇相關問題請洽管理 

        員。 

    五、體育組保有因活動、課程等需要，暫停租借或開放球場之權力。 

    六、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並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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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體育館 

   一、凡使用本場館之個人或團體，均應遵守本規定。 

   二、本場館使用優先序為校隊訓練、教學，若遇以上活動請使用者配合學        

校安排。 

   三、教學時段使用籃球場、桌球場前，請先參閱籃球場、桌球場使用分配        

表。        

   四、請遵守籃球場下列使用規範： 

      (一)應穿著運動服裝及專用運動鞋，並於入場前須把鞋底清理乾            

淨，禁止穿著皮鞋、高跟鞋、拖鞋等不合規定之鞋類進入活動場區，

以免損壞地面。 

      (二)請維護場地之清潔，並將垃圾帶離球場。 

      (三)請勿攀爬籃球架以免發生危險。 

      (四)請勿擅自啟動任何  有關球場之電源開關，若遇相關問題請洽            

管理員。 

    五、體育組保有因活動、課程等需要，暫停租借或開放球場之權力。 

    六、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並公告之。 

 

肆、網球場 

    一、本校網球場係體育教學、訓練、網球比賽及學生課外活動、教職員工       

        休閒活動之場所。 

    二、本球場使用以代表隊、教學、比賽活動、課外師生員工活動為先後順 

        序使用。 

    三、校外單位使用請依本校場地借用辦法提前申請使用。 

    四、本場所全面禁止抽菸。 

    五、本場所係紅土地面，使用時須穿著合適運動球鞋及運動服裝。 

    六、共同愛護場地，禁止亂拋紙屑、空瓶、果皮、口香糖等其他廢棄物。 

    七、打球前請灑水，使用完畢後請整理場地。 

    八、勿攀爬圍網或吊掛衣物於網上。 

    九、同時多人使用時應互相禮讓。 

    十、如有未盡事宜，另行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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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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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40-001 

高雄中學總務處各項工作分配表 

承 

辦 

單 

位 

校       務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備 

考 

第四

層 

第三

層 

第二

層 

第一

層 

項             目 
承辦

人 
組長 

處室 

主管 
校長 

總

務

處 

財 

務 

管 

理 

1、 水電通訊 

  (1)依法令規定及實際需求，執行維護 

    及增設事項 

  (2)督辦技工定期巡檢與維護工作事項 

  (3)按月按期整理繳納應繳電費及電話 

    費，並統計每月使用用電度數及費 

    用，作為隔年節電節話參考 

2、 車輛管理 

  (1)定期檢驗、換發行車、登記、領照、 

    保險及繳納稅款事項 

  (2)油料管理事項 

  (3)派用及管理事項 

  (4)保養及修理事項 

  (5)肇事處理事項 

  (6)報停及報廢事項 

  (7)車輛經常性核銷事項 

 

3、 財產管理 

  (1)財產之登記及保管核發事項 

  (2)財產之租借事項 

  (3)盤點財產庫存事項 

  (4)財產領（借）用辦理責任簽證事項 

  (5)各種異動性報表核章事項 

  (6)固定事務性報表事項 

  (7)檢查與請修事項 

  (8)財物報廢報損、變賣及款項繳庫事項 

  (9)土地及建物產權管理事項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核定 

核定 

 

核定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審核 

審核 

核定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核定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審核 

 

 

核定 

核定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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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辦 

單 

位 

校       務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備 

考 

第四

層 

第三

層 

第二

層 

第一

層 

項             目 
承辦

人 
組長 

處室 

主管 
校長 

總

務

處 

事  

務 

管 

理 

1、一般事務行政管理 

(1)年度工作計畫之核定事項 

(2)書報訂閱及分配事項 

(3)財產申報通報負責人(總務主任、事務組長、

會計主任、校長)及其相關事宜 

2、辦公處所管理 

(1)校園硬體設備(含各處室電腦)、水電、消防、

通訊、空調等設備檢修及保養事項 

(2)校園環境綠美化、佈置與清潔衛生管理事項 

(3)警衛勤務及安全管理事項 

(4)委外廠商督導管理事項 

(5)年度公共及消防安全申報 

(6)場所使用管理須知擬定及場地租借事宜辦理 

3、安全防護作業 

(1)消防自衛編組及演練 

(2)全民防衛動員萬安演習(訂定防空避難計畫、

防護團自衛編組及訓練) 

(3)舉辦防火、防震訓練及演練 

(4)災害預防、校園保全、安全維護及各種防護措

施 

(5)校園災害通報、搶救及善後 

(6)防護設備器材之備置及管理 

4、典禮集會 

(1)典禮儀式會場佈置事項 

(2)會議室之佈置事項 

5、職工管理 

(1)職工工作規則之制定與修正 

(2)職工之終止勞動契約、遷調及待遇之核定 

(3)職工工作分配、各單位職工名額之分配 

(4)職工管理、勤惰、技能訓練及工作成績考核獎

懲事項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審核 

審核 

核定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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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辦 

單 

位 

校       務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備 

考 

第四

層 

第三

層 

第二

層 

第一

層 

項             目 
承辦

人 
組長 

處室 

主管 
校長 

總

務

處 

事  

務 

管 

理 

(5)職工依照規定各項補助費、薪資、差旅費及加

班費等之核發 

(6)職工管理法令解釋 

(7)職工資遣、退休及撫卹之核辦 

(8)職工、代理（課）教師、兼任教師、臨時人員 

等非屬職員之勞保(退)、健保業務 

6、擬訂營繕工程計畫事項 

7、財務、工程及勞務小額採購案件 

(1)一定金額以下（金額由各校自行訂定） 

(2)一定金額以上，十萬元以下 

8、財務、工程及勞務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上採

購案件簽辦擬採購之招標文件、公告、開標 

(1)主持人指派及監辦人員會同監辦 

(2)底價核定 

(3)與得標廠商簽約、契約書用印 

(4)簽辦驗收、主驗人指派及監辦人員會同監辦 

(5)辦理驗收相關文件陳核及付款 

9、物品管理 

(1)常用物品存量標準擬定事項 

(2)常用物品申請採購事項 

(3)物品驗收、核發與保管事項 

(4)廢品之處理事項 

10、宿舍管理 

(1)宿舍管理修繕事項 

(2)宿舍公共安全事項 

(3)宿舍現住戶之核對事項 

(4)宿舍環境衛生管理事項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審核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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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辦 

單 

位 

校       務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備 

考 

第四

層 

第三

層 

第二

層 

第一

層 

項             目 
承辦

人 
組長 

處室 

主管 
校長 

總

務

處 

出 

納 

管 

理  

1、各項費款收支與保管、填發收款收據事項 

2、員工異動登記及薪津之發放事項 

3、教職員工各項扣繳及保險費(公保、健保、退

撫、勞保等)表冊繕造、代扣保險費、所得稅及

辦理報繳事項 

4、教職員工各項給與清冊之編造事項 

5、填寫結存日報表事項 

6、學生教科書費、學雜費註冊繳費及退費等事項 

7、零用金之保管事項 

8、教職員工及學生各項繳費證明 

9、非固定性給與資料之提供 

10、其他有關出納事項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347 

 

 

 

承 

辦 

單 

位 

校       務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備 

考 

第四

層 

第三

層 

第二

層 

第一

層 

項             目 
承辦

人 
組長 

處室 

主管 
校長 

總

務

處 

文 

書  

管 

理  

1、文書處理辦法之擬訂 

2、印信之典守事項 

3、公文收發、登記等事項 

4、文書之繕校及文件之審查寄送事項 

5、公文系統業務權限設定、檔案管理及其相關事

項 

6、差送文件傳遞工作之分配與管理 

7、校長交辦或指示事項之追蹤列管 

8、公文稽催管制作業 

9、市長信箱、人民陳情及服務案件之追蹤列管 

10、各項案件、表報彙整作業 

11、行政人員會議及全校性會議通知及紀錄 

12、行事曆彙編印製上網事項 

13、校史彙編事項 

14、新聞資料剪貼事項 

15、研究發展考核事項 

16、公務機密維護工作計畫及執行事項 

17、校長移交清冊彙辦 

18、辦理校務會議相關事宜 

19、協助家長會事務管理 

20、不屬於各處室公文之處理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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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40-002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節約能源實施計畫 

壹、計畫目標 

一、秉持永續發展理念，推動校園能源自主管理之環境政策，透過學校自

主管理策略倡導師生關注能源議題，珍愛地球，實現環境永續發展之

目標。 

二、發揮能源自主管理的功能，力倡節能減炭，全年用電不成長為目標。 

貳、組織運作 

結合學校行政處室工作業務與人力資源，組成「推動能源自主管理執行

小組」，負責規劃本校能源自主管理政策與計畫，全面推動學校能源自主

管理工作。 

叄、實施策略 

一、訂定校內能源自主管理計畫，結合行政處室工作業務與人力資源，依 

計畫執行考核。 

二、收集能源管理各項資料、並將推動成果，作為學校能源自主管理參考。 

三、配合佈置有關能源教學情境供教學使用，建立節能、惜能的觀念和行 

動。 

四、發展學校能源教育融入式活動設計，透過觀摩、分享與討論，建構系 

統化的教學設計。 

五、推廣班級節能活動，從學生個人及學校出發，進而影響家庭、社區民 

眾，響應力行節能、 惜能行動。 

六、結合學校各項大型活動，融入辦理能源教育，凝聚師生及社區推動能 

源教育之觀念及行動。 

七、善用地區性資源與學習設施相結合，讓能源教育更加充實，進而推展 

至家庭、社區。 

肆、執行項目、內容及方式 

次

別 
工作項目 內容說明 具體作法 

1 
擬定年度工作計

劃 

校長主持，相關處室主任及

相關委員共同商議，研擬計

畫 

1. 詳細內容如本實施

計畫 

2. 本計畫經校務會議

通，並週告全體教職

員工執行。 

2 
擬定能源教育融

入各科教學計劃 

利用教師假期課程準備時

間,編擬能源教育教學計劃。 

依教學計劃，將能源教

育融入各科教學 

3 
成立「能源自主

管理執行小組」 

成員包括行政人員、教師代

表、家長代表 

各處室主任為當然委

員，其餘委員由校長聘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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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校電源開關檢

修 
為確保電源開關安全使用。 

修檢所有電源開關及變

壓器，以防止年久失修

耗電過多 

5 

調節全校飲水供

給設施之用電殺

菌時間 

飲水設施用電調整可避免同

時使用增加耗電量 
本措施能發揮省電功效 

6 
冷氣機之使用規

定時間與強度 

需在合乎規定之時間內使

用。 

冷氣機溫度控制在

26~28度 

7 
設置能源教育書

刊專櫃 
圖書館增購能源相關書籍 

1.向能源機購索取能源

教育圖書，充實專櫃資

料，全校師生均可自由

借閱。 

2.年度圖書費用編列 

購置相關書籍。 

8 
能源教育教師進

修研習 

配合教師進修，針對能源教

育議題辦理相關講座。 

鼓勵教師參加各項專題

演講、工作坊 

9 親師會 對象：全校學生家長 

藉親師會，宣導節約能

源觀念，結合學校、家

庭、社區三合一，落實

於生活中 

10 
全校廁所漏水檢

修 

全面檢修廁所管線，避免無

謂浪費。 

1.節省水費支出，發揮

節水功效 

2.維持用水量控制 

11 
申請變動供電契

約容量 
改變供電契約容量  

結合再生能源供電系

統，以節省電費支出。 

12 科展作品參賽 

推動與能源為主題之科展研

究，並配合科展活動送件比

賽 

能源教育獨立專題研究

成果作品參賽 

13 裝設省電設施 各類變壓器裝設省電設施。 期能發揮節電功效 

14 
辦理節約用水用

電常識訓練 

配合教學辦理節約用水用電

常識訓練。 

藉各場合予以使用者機

會教育 

16 朝會宣導 
校長、主任於朝會加強宣

導。 

校長、主任於朝會宣導

節能觀念並鼓勵具體落

實 

17 
能源教育教師研

習觀摩 

將能源教育教材融入各科教

學 

教師精心設計能源教育

主題教學,透過教學觀

摩,使全體教師互相切

磋,期在各領域教學中,

精益求精。 

18 

召開學校能源自

主管理計畫推執

行小組期末工作

檢討會 

期末工作檢討會 
1.各處室提出執行成果 

2.工作檢討，績效評 

估，提出檢討改進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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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經費編列：由校內年度各相關科目經費配合執行。 

陸、預期效益 

一、透過能源教育研習、研討及觀摩活動，有效增進教師推動能源教育相關知

能。 

二、達成各學習領域能源教育融入式教學活動，落實學校教育中。 

三、培養能源小尖兵，帶動社區、家庭，力行節約能源行動。 

四、落實行政與教學相互支援的觀念，有效提升能源教育成效，達成能源 

教育與能源自主管理的目標。 

五、達到促使學校、家庭、社區三合一，落實節約能源，珍惜能源，愛護環境 

的行動。 

柒、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將適時檢討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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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40-003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永續校園實施計畫 

103年 01月 20日校務會議通過 

壹、計畫依據：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96.08.21 教五字第 0960034283 號函「加強學校環境教

育三年實施計畫」、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暨教育部 99年 4月 29日環署綜字第 0990030134A號及台

環字第 0990059477B號「加強學校環境教育三年實施計畫」辦理。 

 

貳、計畫目標： 

 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教育部，督導本市各級學校落實推動永續校園環

境管理及環境教育，透過師生及家長的參與，共創符合永續發展、安全舒適的校

園環境。 

（一） 以永續發展為核心概念，使本校在校園生活、課程教學、行政管理及軟

硬體設備都能符合永續發展理念，並成為社區之終身學習中心。 

（二） 培養愛護環境，尊重自然，進行溫室氣體減量，有效運用教育方法，

使教職員工生在生活中落實各種減量行動，養成珍惜資源、節約能

源、惜福愛物的儉樸生活習慣。 

（三） 以人文理念和科學方法，致力於環境資源及自然生態保育的合理經

營，以促進永續發展。 

（四） 推動環境倫理與主動積極的環境關懷行動，以提昇生活環境品質。 

 

叁、組織沿革: 

    自民國 85年開始成立「校園規劃小組」，作為校園規劃之依據，於 100 年改

名為「永續校園小組」。 

 

肆、「永續校園小組」組織架構：組織成員共 24 人 

  ㄧ、召集人：校長 

      職  掌：督導本校「永續校園小組」之運作 

  二、總幹事：總務主任 

      職  掌：規劃並執行本校「永續校園小組」之決議 

  三、委  員：教務主任、學務主任、圖書館主任、輔導中心主任輔導教師、主

任教官、校長室秘書、衛保組長、庶務組長、音樂組長、體育組

長、家長會代表、校友會代表、國文科代表、數學科代表、英文

科代表、自然科代表、社會科代表、藝能科代表、教師會代表(二

人)、學聯會代表(二人) 

      職  掌：協助規劃、執行本校「永續校園小組」之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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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執行項目、內容及方式 

執行 

項目 

內 容 進 行 方 式 備註 

一、 

規劃 

與推 

動永 

續環 

境教 

育 

(一)訂定

綠色永續

環境教育

管理計畫 

1.訂定符合在地特色及國際觀點的永續環境教育計

畫。 

2.結合家長及社區資源推動永續環境教育計畫。 

 

(二)發揮

環境保護

組織功能 

1.成立『永續校園小組』定期 檢討工作推行進度及

相關措施。 

2.推動各項永續校園、通學步道、空污防治綠化工程

等環境永續建設及環境衛生與環境保 

 

(三) 

推動各級

學校綠色

永續環境

教育 

1.落實綠色採購、綠色消費，採行綠建築觀念，以建

構及修繕房舍、設施、場所。 

2.力行「垃圾零廢棄、資源全回收」、「節水、節電、

節能、減廢、減碳」及「禁用免洗餐具」等生活

環保工作。 

3.營造本土生物多樣性校園生態環境。 

4.妥善處理研究、教學、實習後之廢液及廢棄物。 

5.定期取樣飲用水體送檢化驗，並委由維修商依約定

期維護管理。 

6.建置與採購綠色能源教學設施，鼓勵學校再生能源

應用（如安置太陽光電、電力監控系統、更換省

電燈泡等節能、減廢措施 

 

二、 

實施 

永續 

環境 

議題 

教學 

(一) 

提昇教師 

永續環境

知能 

1. 成立環境教育教師專業成長團。 

2. 邀請環境教育專家舉辦研習會 

 

(二) 

永續環境 

教材融入 

領域教學 

1.運用教育部、環保署編訂的環保輔助教材、環保圖

書及資訊系統或各級學校自行設計環境教案進行

教學活動。 

2.依據高中職現行課程綱要，研擬融入環境教育領域

教學。 

3.設計環境教育教案，共享教學資源。 

4.建置綠校園環境保護生態教材園及校園教學步

道，提供老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5.建置綠色環境教育網頁、環境教育宣導專欄及場

所。 

6.採購優良溫室氣體減量等綠色環保輔助教材、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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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手冊或多媒體視聽教材。 

7.配合世界地球日(4/22)、世界水質監測日(9/18)、

世界環境日 (6/5)、世界水資源日(3/22)辦理各

項宣導活動。 

三、

推動

溫 

室氣 

體減 

量及 

生活 

節能 

 

(一) 

推動溫室 

氣體減量 

1.校園逐年增加綠色植栽、透水舖面比例、多層次植

栽等生態環境。 

2.鼓勵教職員工、家長善用通學步道，徒步接送學生

上下學及接送學生汽機車熄火。  

 

(二) 

落實生活 

節能 

1.持續推行校園垃圾減量、資源回收環保工作。 

2.鼓勵使用再生能源、水資源回收再利用及使用省水

省電器材。 

3.推動校園辦公室環保作為，如：使用再生紙、隨手

關燈、適中的冷氣溫度、使用省電燈泡等。 

4.鼓勵學校推動學用品(參考書、制服、童軍椅)、落

葉及廚餘回收再利用。 

5.成立綠色永續環保服務隊，如：環保小尖兵、學生

志工，推動校園環境保護服務工作。  

 

四、 

結合

綠色 

產業 

、 

提昇

校園 

學習 

品質 

(一) 

建置功能 

性環境學 

習場域 

1.鼓勵使用再生能源，如：鼓勵使用再生紙或安置能

源監測設備等節能措施。 

2.介紹及使用省水、省電器材等綠標章產品。 

3.連結「環境教育網」宣導網頁以提供教職員工生便

捷之環保資訊。 

 

(二) 

加強知識 

與經驗交 

流 

1.規劃參觀優良溫室氣體減量、省能減廢之企業單

位。 

2.鼓勵加入教育部之「台灣綠色學校伙伴網路 」 

（ www.greenschool.org.tw ） 

 

 

陸、預期效益： 

  一、透過永續校園小組的規劃，學校師生及家長的參與，共創符合永續發展、

安全舒適的校園環境。 

  二、經由校園推動節能和提升能源效率相關作為，帶動本市溫室氣體減量的風

氣，影響社區團體起響應減碳運動。 

  三、期使全民力行廢棄物減量與資源回收，儘可能省水與節約用電、多步行、

多騎自行車、多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或多種綠色植物等有助於溫室氣體減量

作為，內化為生活習慣的一部分。 

柒、經費：由相關經費支應。 

捌、本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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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41-00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活動場所使用管理須知 

94 年 6月 30日校務會議訂定 

97 年 8月 29日校務會議修訂 

98 年 6月 29日校務會議修訂 

99 年 1月 20日校務會議修訂 

99年 6月 30 日校務會議修訂 

101年 8月 29日校務會議修訂 

 

一、本須知依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97年 9月 19日高市教一字第 0970036863

號函」訂定。並依「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98 年 1月 7日高市教六字第

09800036863號函」及「98年 1月 8日高市府教六字第 0980000964號令訂

定」修訂。 

二、為有效運用本校場所，充分發揮社會教育功能，促進公共利益及增加使用效

能，特訂定本要點。 

三、本要點適用之場所包括普通教室、專科教室、活動中心、演奏廳、會議室、

體育館等校舍空間資源。 

四、凡舉辦文化、教育、體育、社教、社區等活動者，得依本須知申請使用本校

場所。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核准，已核准者本校得立即停止其使用，

所繳納之保證金不予發還。 

    (一)活動內容違反高雄市政府政策及法令。 

    (二)活動內容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三)活動內容有安全顧慮或管理困難。 

    (四)未經核准而有營利之行為。 

    (五)活動內容與申請內容不符或將場所轉讓他人使用。 

    (六)其他經學校認定不宜使用。 

五、(一)本校教學、學生實習或學生社團等教學相關活動使用時，應於一週前先

填具申請書送教務處、學務處及總務處審核，再送校長簽核同意後始得

核准免費或減收費用使用。 

(二)校外使用者應於使用前十日前填具申請書，並檢附活動內容說明書，向

學校提出申請。其活動內容如需依法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核准者，

應俟核准後始得申請。 

六、學校場所之使用以不得妨礙各項教學活動為原則，申請使用時間如下：  

(一)平時上課日：十八時至二十二時。 

(二)週六、週日及例假日：七時至二十二時。 

申請場所使用，以七日內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之。但以不超過一年

為限。寒暑假期間，學校得視實際需要提供場地使用，使用期間不受前

二項規定之限制。 

七、使用單位應遵守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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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使用場所應保持校區寧靜。 

(二) 活動及佈置應提出計畫，事先徵得總務處之同意。 

(三) 場所、牆壁、門窗、地板、桌椅等不得打釘或張貼標語。 

(四) 使用完畢，場所必須回復原狀。 

(五) 使用本校公物時請填使用單，用畢完整歸還，如有遺失或損壞照價賠

償。 

(六) 如有損壞本校建築物及各項設施者，使用單位應負責限期修復或照價

賠償。 

如有上述（五）、（六）款情形使用單位不負修復或照價賠償者，學校得由保

證金扣除之，不足之數應追償之。 

八、申請人使用場所設施如有損壞，應負賠償責任，學校得於保證金中扣除，如

有不足追償之。 

九、使用本校場所辦理活動時，應由使用單位負安全維護之責，如發生治安、火

警或參加人員意外等，學校不負任何責任。 

十、各場所管理工作由本校各管理單位派員負責。 

十一、保證金於活動結束，恢復原狀後無息發還。 

十二、依本要點申請使用之收入，納入學校教育發展基金運用。 

十三、本場所使用如發生爭議時，依民事法令相關規定處理。 

十四、本校活動場所使用收費標準如下表：  

收費以 2小時為一時段計算，未滿 2小時以一時段計算。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 

編號 場所名稱 單位 
場地費用 

(元) 

清潔管理費 

(元) 

水電費 

(元) 

保證金 

(元) 

1 普通教室 間 100 150 170 700 

2 專科教室 間 125 210 170 3500 

3 電腦教室 間 250 210 1,920 4500 

4 視聽教室 間 350 300 255 4500 

5 

演奏廳 

(大型會議室) 

380 

(平方公尺) 

使用鋼琴 

1,225 
950 1,380 5000 

不使用鋼琴 

475 

6 活動中心 

(中型會議室) 

264 

(平方公尺) 
330 660 945 5000 

7 (弘毅樓) 

會議室 

314 

(平方公尺) 
395 785 840 5000 

8 
會議室 

100 

(平方公尺) 
125 250 310 2500 

9 
運動場 

201-400 

公尺 
750 300 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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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體育館 

一樓 

籃球場 

2215 

(平方公尺) 
1,385 1,385 

使用冷氣 

5,480 
5000 

(含看台及 

  舞台) 

   4200 

(平方公尺) 
   2,625    2,625 

不使用冷氣 

680 

地下室 

集會場 

2168 

(平方公尺) 
1,355 1,355 

使用冷氣 

2,620 
5000 

不使用冷氣 

220 

11 

網球場 

(以一面球場為計費

單位) 

面 160 300 

使用燈光照明 

190 
5000 

不使用燈光照明 

0 

12 
自立路橋旁停車場 

 

1295 

(平方公尺) 
485 435 0 5000 

註 1：收費以 2小時為一時段計算，未滿 2小時者以 2小時計，逾 2小時之部分，未達 1小時者以 1小時

計。 

註 2：依據 101年 5月 3日高市府教秘字第 10132946800 號令高雄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場地使用管理規

則訂定。 

十五、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免收場地費用及保證金：  

     (一)各機關學校辦理業務或教育宣導。 

     (二)各機關學校間協助事項。 

     (三)重大災害地區供災民使用。 

     (四)提供處理緊急急難救助使用。 

十六、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得免收或減收場地費用及保證金： 

     (一)學校志工、家長會、里辦公室、身心障礙及社福團體辦理之活動。 

     (二)其他法令規定得免收、減收或停收。 

前項免收或減收，由本校視具體事實決定之。 

十七、本管理須知暨收費標準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陳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核備

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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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41-002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班級冷氣機使用規範 

一、 開放日期由總務處公告，開放期間，每日可使用時間為上午 9時至下午 4

時 30分。(週六、週日及月考日不開放) 

二、 由各班自行購買儲值晶片卡，插卡後始能通電使用；儲值卡依總務處公告

時間到總務處購買。 

三、 儲值卡應妥為保管，遺失後無法退還晶片卡內剩餘儲金。 

四、 各班應妥善管理冷氣機使用時機，建議氣溫達 28C以上時，再行開啟冷

氣。 

五、 冷氣溫度應適當調整，最佳設定溫度為 25C。 

六、 非教室課程時，冷氣不得開放，一經查獲將予懲處。 

七、 冷氣機應定期維護保養，以確保使用人員健康，最好能指定專人作保養工

作，最佳維護週期為每週清洗濾網一次。 

八、 各班應妥善使用冷氣機及相關配備，不得有續意毀損之情形。 

九、 如有冷氣機運轉異常情形發生時，應立即停機，並通知總務處派人維修。 

十、 冷氣電源為高壓電力，嚴禁同學開啟電源箱，並遠離相關電線設施。 

十一、 各班應自行訂定冷氣機使用規則，以妥善運用冷氣資源，並貫徹節能減

碳政策。 

十二、 晶片卡儲值方式：暑假期間，每週一、四 9:00~12:00至總務處辦理；每

次儲值以一千元為單位。 

十三、 冷氣機計費方式：每 0.1度用電收費 0.6元。 

 (本冷氣使用及維護費依 101年教育局總收文字第 101700504號來文，

邀請家長代表於 06月 25日召開計價協商會議通過後，於 101年暑假實

施，其計價標準為電費每度 4.53元*1.3=5.889=6 元，小數點無條件進

入，此 0.3為冷氣使用維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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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41-003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財產管理要點 
102年12月09日 行政會議通過 

一、依據： 

  (一)財物標準分類。 

  (二)高雄市政府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 

  (三)高雄市政府市有公用財產管理作業手冊。 

二、市有財產範圍： 

  (一)土地。 

  (二)土地改良物。 

  (三)房屋建築及設備。 

  (四)金額超過1 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2 年以上之下列動產： 

     1.機械及設備。 

     2.交通及運輸設備 

 3.什項設備。 

  (五)有價證券（股票、債券、其他有價證券）。 

  (六)權利（股份、地上權、地役權、典權、抵押權、其他財產之權利）。 

三、財產增加： 

  (一)發生原因： 

 1.受贈： 

  (1)接受贈與取得（經費非由市府預算支應者）。 

      (2)對於受贈之動產應依自治條例第29 條規定查明有無產權糾紛，有無 

附帶條件，除因使用維護所需費用外，如需再增加負擔者得不予受贈。 

(3)同意受贈者檢附受贈財產清冊（含財產名稱、財產編號、廠              

牌及型式規則、單位、數量、單價等欄位）循行政程序簽請              

總務處函送市府核准。 

      2.撥入： 

     （1）取得本府其他機關移撥之動產。 

     （2）簽請總務處辦理財產增加。 

      3.新購：編列預算支應取得者。 

 （二）管理使用： 

  1.領用保管人於財產增加單上簽章。 

  2.黏貼財產標籤。 

  3.財產盤點。（每年一次） 

四、財產報廢： 

  (一)由保管人填寫財產報廢明細表後，交總務處辦理報廢手續。 

  (二)核定層級： 

 1.動產已達耐用年限不堪使用：本校核定。 

     2.動產未達耐用年限不堪使用：「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金額表」辦理。 

一、財產失竊： 

  (一)應儘速向警察機關報案。 

  (二)查明領用保管人等相關責任。 

  (三)循行政程序函送上級機關報府核轉審計機關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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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財產異動及移交： 

財產保管人異動或離職時，應通知總務處列印財產移動單或財產移交清冊，

交保管人與接任人員或職務代理人辦理實地點交並簽章確認。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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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41-004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消耗物品及非消耗物品 

管理要點 
102年12月09日行政會議通過 

壹、消耗品 

一、 依據事務管理手冊規定辦理。 

二、 消耗物品增加，由承辦人員依現存數量減少至將盡時，申請採購，依        

採購數量填寫增加單。 

三、 消耗物品領用，請至承辦單位處填寫領用資料及數量並簽名，由承辦        

單位拿給領用人物品，完成程序。 

貳、非消耗品 

一、 依據事務管理手冊規定辦理。 

二、 每學年上學期辦理盤點，請各位保管者先自行檢查，以利盤點業務進         

行。 

三、 非消耗物品之增加，由承辦單位登入財政局網站製作增加資料，並列         

印增加單1 式3 份讓保管人、承辦單位、會計室、機關首長核章，其         

中一份承辦單位交由保管人，並貼上非消耗物品標籤。 

四、 非消耗物品之減損，保管人填寫報廢單，承辦單位登入財政局網站製        

作減損資料，並列印減損單1 式3 份讓保管人、承辦單位、會計室、        

機關首長核完後，其中一份承辦單位交由保管人，並將報廢物品移至        

總務處倉庫以利拍賣工作，完成減損程序。 

五、 非消耗品移動，請保管人與新管保人先進行非消耗物品之檢查，一切         

無誤後再至承辦單位填寫移動單，承辦單位登入財政局網站製作移動          

資料，並列印移動單1 式3 份讓保管人、新保管人、承辦單位核完後，          

承辦單位交予保管人、新保管人、承辦單位各留存1 份，完成移動         

程序。 

六、 其他未盡事項，悉依事務管理手冊規定辦理。 

七、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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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41-005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校園開放民眾活動注意事項 

一、開放時間： 

     星期一 〜 星期五 05：00 〜 07：00 

     放學開放時間     17：30 〜 21：00 

     星期六、日       05：00 〜 21：00 

二、本校需使用時得隨時暫停開放。 

三、基於安全本校場地禁止打棒球、生火烤肉、燃放炮竹等。 

四、禁止未經本校同意、進入校園內發送傳單撿拾回收品。 

五、請保持整潔、愛惜公物、如有毀損、照價賠償。 

六、禁止車輛進入校內、尊重生命，請勿任意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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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41-006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職工服務規則 

一、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職工服務事項，依據行政

院 101年 10月 18日頒訂「工友管理要點」之規定，訂定職工服務規則（以

下簡稱本規則）。 

二、本規則所稱職工，係指編制內之普通工友及技術工友。 

三、職工共同工作項目如下： 

    (一)個人分配之工作事項、辦公室及周邊環境清潔之事務工作。 

    (二)服務單位之公文交換及遞送等事項。 

    (三)服務單位之文具物品領取發送及節約能源等管理事項。 

     本校因業務需要，職工應依交辦事項協助其他業務之推動。 

四、職工應依規定時間服勤，勤奮盡責，不得遲到早退、無故離開工作崗位。 

五、工友、技工每日上下班，親至指定處所辦理簽到退手續。但有特殊情形經

核准者，不在此限。 

六、本校為因應業務臨時需求，職工應依從管理單位調度服勤時間，不得逃避

推諉，職工應專心本職工作，除交辦任務外，不得從事外務或藉故在外遊

蕩。 

七、職工接聽電話，答詢聲調，均應謙和有禮。 

八、職工傳遞公文不得延誤時效，對公務用品，應妥善保管及使用。 

九、職工與同事間要和睦相處，互助合作，不得爭吵打架或謾罵威脅。 

十、職工不得洩漏學校機密及業務機密。 

十一、職工不得有破壞團體紀律，及影響學校聲譽之行為。 

十二、職工交接時應將工作內容、工作狀況及注意事項交待清楚。 

十三、本校因業務需要時得隨時調整職工之業務或訂定輪調制度。 

十四、職工於上班時間不得兼職。但在不影響本職工作且經機關核准者，得兼任

不支領酬勞之職務，職工於下班時間兼職者，不得影響勞動契約之履行。 

十五、本校因業務需要，得要求職工提早或延長服勤之時間。但有提早或延長服

勤時間之必要時，應依勞動基準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職工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及例假，得比照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調

整辦理。但五月一日勞動節，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放假。 

十六、職工離職時，應親將經管公物及服務證等繳回，並交代承辦事務。其有超

領餉給者，應先清償；借支或借用公物者，應先返還。 

十七、職工因案涉訟被羈押而不能到工服勤者，除有勞動基準法所定終止勞動

契約之情事外，得先扣除其當年應有之事假及休假後，再依規定辦理退

休、資遣或留職停薪。 

前項留職停薪原因消失時，職工應自原因消失之日起二十日內，向本校申

請復職；屆期未申請復職者，除有不可歸責於留職停薪工友之事由外，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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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辭僱。 

十八、職工違反上述規定，得視情節輕重，依勞基法規、工友管理要點及比照高

雄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等規定議處。 

十九、本規則未規範事項悉依勞動基準法規與行政院頒工友管理要點等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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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41-007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職工考核與獎懲要點 

一、 本規則所稱職工，係指編制內之普通工友及技術工友。 

二、 職工在本校服務至年終滿一年者，本校應予以年終考核；至年終服務未滿

一年，而已連續服務達六個月者，應予以另予考核。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且年資銜接，具有證明文件者，准予併計年資辦理年終考核或另予考核： 

   (一)經各機關相互同意轉僱。 

   (二)因機關裁併隨同移撥繼續僱用。 

   (三)在同年度內，普通工友、技術工友相互改僱。 

職工於同年度內連續服務滿六個月以上退離或亡故者，均准辦理另予考

核。考核年資併計依前項規定辦理。 

三、職工年終考核以一百分為滿分，分甲、乙、丙三等，其各等分數如下： 

   (一)甲等：八十分以上。 

   (二)乙等：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 

   (三)丙等：未滿七十分。 

四、本校依下列規定辦理職工年終考核： 

   (一)甲等：晉本餉一級，並給與一個月餉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支本餉最高

級或年功餉級者，晉年功餉一級，並給與一個月餉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已支年功餉最高級者，給與二個月餉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二)乙等：晉本餉一級，並給與半個月餉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支本餉最高

級或年功餉級者，晉年功餉一級，並給與半個月餉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已支年功餉最高級者，給與一個半月餉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三)丙等：留支原餉級。 

另予考核，列甲等者，給與一個月餉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列乙等者，給

與半個月餉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列丙等者，不予獎勵。 

考核獎金請求權之時效，依民法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辦理。 

五、辦理職工年終考核或另予考核，均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 

六、工友不服考核之結果，得依勞動基準法、勞資爭議處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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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41-008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損壞公物賠償規定 

84年 3月 27 日行政工作會報通過 

97年 8月 13 日校規修訂會議修訂 

一、為使本校學生養成愛護公物習慣，以維護學校良好環境，特定本規定。 

二、本校學生對於公物，除有無法避免之損壞及正當之消耗外，如遇有故意損壞

均需賠償。 

三、公物損壞賠償以同一物品為原則，如無法購得同一物品時，應照現價賠償。 

四、公物損壞尚能修理應用者，損壞人應自行設法修理或委託總務人員代為修 

理，並負擔修理費。 

五、本校學生故意損壞公物或者損壞公物不立即報告者，經查明屬實，除照規定

賠償外，依校規懲處。 

六、班級總務股長應隨時清查班級公物有無損壞，如遇有損壞，應立即向總務處

登記、查報不實者，應由班級負責賠償。 

七、學生發現有破壞公物的情事，而能當場制止或立即報告者，由學校酌情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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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42-00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出納管理規則 

總說明 

為建立本校出納管理制度，提昇出納管理效能及服務品質，加速公款支付， 

確保公款之安全，爰依據事務管理規則第六十二條之三規定精神，訂定本校

出納管理作業流程及工作手冊，作為本校出納管理作業流程及工作手冊之參

考。陳經 校長核准後實施，以俾利出納事務之推動。 

本手冊係依據會計法、公庫法、高雄市政府各機關預算執行要點、事務管理 

規則暨手冊出納管理部分、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應行注意事項、普通公務單

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內部審核處理準則及其相關法規，考量本校出納組

及其工作性質，據以研擬，計分總則、安全及設施、收款、付款、各項費用

之扣繳作業、票據、有價證券及保管品之收付與管理、押摽金、保證金及保

固金之收付、收納款項收據之管理、出納帳表及出納業務之檢核等十章。 

第一章 總則 

一、為建立出納管理制度，依公開、透明作業程序，提昇出納管理效能及服

務品質，加速公款支付，確保公款之安全，特依據事務管理規則第六十

二條之三精神訂定本手冊。 

二、本手冊所稱出納管理，係指依法管理現金、票據、有價證券、保管品等

之收付、移轉、存管及帳表之登記、編製等事項。管理上項出納事務之

單位為本校出納組；出納管理人員係指實際經管現金、票據、有價證券、

保管品等之收付、移轉存管及帳表登記、編製之人員。 

三、出納管理人員每六年至少職務或工作輪換一次，並貫徹休假代理制度。 

四、出納組對本校收支款項，收入部分，以委託金融機構代收為原則，支出

部分，除零用金外，以直接匯撥為原則。 

五、出納組應根據會計憑證，辦理關於現金、票據、有價證券、保管品等之

收付、移轉、登記及財產契據之存管等事項。 

六、出納組保管之現金、票據、有價證券、保管品、契據等不得挪用或作借

支。 

七、出納組收納各種收入，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一律使用收納款項收據，

並登錄收納款項收據明細表及月報表，並製收入傳票送會計室編製會計

憑證入帳。前項收納款項收據，除經手人簽章外，並應由出納管理人員、

主辦會計及校長簽章。 

八、出納組接到應付款憑單後，應恪遵公款支付時限及處理應行注意事項規 

    定之時限辦理，不得稽延。 

九、出納組除依法得自行保管之經費款項外，收納之各種款項、票據、有價

證券、保管品等，應依規定於當日或次日解繳公庫，最長不得逾五日。

但法令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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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自行保管及收納之各種款項、票據、有價證券、保管品等，在經收

及依法保管期間，遇有損失時，應依審計法第五十八條及第七十二條規

定辦理。 

十、專戶存管款項存款之支票，應由校長、主辦會計暨出納管理人員簽章，

上述人員均得授權代簽人簽章。 

 

 

第二章 安全及設施 

一、出納組之保險櫃，應放置於乾燥處所，並儘量靠近出 納管理人員。 

二、出納組對於有關單據，應妥慎管理。 

三、出納組之保險櫃門鍵應牢固、櫃壁應堅實、密碼盤應採複算者。 

四、業務無關人員不得逗留出納作業處所或翻閱各種公文、帳簿。 

五、出納管理人員在工作時間，應儘量避免會客。 

六、保險櫃應不定期變更密碼，關閉時，應隨時注意迴轉密碼，關閉上鎖，

鑰匙應隨身攜帶。 

七、當日收付應於當日結算。 

八、出納管理人員解領款項，應親自辦理，並視需要加派人員協助。 

九、出納組保險櫃內不得代為保管私人財物。 

十、出納組日常收納事項較多者，得依規定洽請代理公庫銀行派員在本校駐

收。 

 

第三章 收款 

一、收入款項可由繳款人直接向公庫或金融機構繳納者，應不由出納組收取

為原則。 

二、收款作業： 

(一)出納管理人員收到會計室開具之收入傳票或收款通知單，應即通知繳款

人繳納。收受時，出納管理人員對收入款項，務須當面清點，並及時登

記備查簿，如該款項依規定應送存公庫者，應填具繳款書，如數解庫，

並將收據移送會計室登帳。出納管理人員對依法令規定應收納之款項，

得先行收納開立收據，於當日或翌日上午前送會計室補開收入傳票入

帳。 

(二)收入現金、票據、有價證券、保管品等，須當面清點。收入票據，應審

閱發票人或銀行名稱、地點、種類、抬頭、金額、日期、背書等是否與

規定相符。 

(三)收入之現金、票據、有價證券、保管品等，依照規定應送銀行或公庫者，

隨時填具送金單簿或繳款書，如數解繳。 

(四)委託銀行代收票據，應先登入備忘簿，俟銀行通知後，再行列收。如有

延誤，應即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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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款項收妥後，即在傳票或繳款單上加蓋收訖日期戳記及經收人私章。 

(六)每日結算終了仍有收入款項等，應記入現金暫記簿，次日再補行正式登

帳。 

(七)出納管理人員對收入款項，應隨時按順序登帳。 

三、經收現金、票據、有價證券、保管品等，如發現偽造或變造時，應即依

法究辦，查明處理。 

四、收納各種收入，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一律使用收納款項收據，由文書

組保管，按編號順序領用，另設收納款項收據紀錄表，並依照各聯規定

分別辦理。如因填寫錯誤，應即辦理銷號作廢。已使用之收據及收款書

存根聯，應依類別加裝封面，按號次裝訂成冊妥慎保留，以備抽查。 

 

第四章 付款 

一、可直接以票據、匯撥或劃撥方式支付債權人者，應不由出納組支付為原

則。 

二、收到會計室編製之付款憑單，應即放行遞送高雄市集中付處辦理支付。

其屬於受款人自領方式附有「領取支票憑證」者，應即通知受款人前來

領取。 

三、收到會計室編製之支出傳票，其屬於在專戶存管款項支付者，應即簽發

「公庫專戶存款支票」，通知受款人前來領取。 

四、辦理付款時，應檢核所附憑證，是否與支出傳票及印鑑相符。如付款時，

需取具收據或發票者，應注意合於支出憑證處理要點之規定。 

五、領款人出具之收據、統一發票或收款證明，應於支付後，附於支出傳票

之後，並於傳票附件欄註明張數。 

六、支付現金之數額，應請收款人當面點清。 

七、在專戶存管款項內支付之款項，應一律簽發抬頭支票，並劃線，十萬元

以上者並應註明禁止背書轉讓。 

八、簽發支票除應根據合法之會計憑證外，並應注意下列各點： 

(一)簽發支票時，應注意存款餘額。 

(二)金額數字應用中文大寫，數字末尾應加一「整」字。 

(三)支票金額須同時填寫阿拉伯數字者，應一併填寫。 

(四)支票上應填明日期及與付款憑證相符之受款人姓名或公司行號名稱 

(五)簽發支票之號碼帳號等，應於傳票上註明。 

(六)簽發支票如有錯誤應即作廢，並加蓋「作廢」字樣，重新簽發，不得

塗改。 

九、款項付訖後，即在傳票上加蓋付訖日期戳記及經付人員章。 

十、匯寄附屬單位或其他機關之款項，應斟酌實際情形，分別電匯、信匯或

票匯，以向金融機構匯寄為原則。 

十一、支付款項，須由金融機構匯寄者，應洽會計室在傳票上註明匯往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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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受款人名稱，即日匯出，並將匯款憑證附入原傳票。 

十二、各項補助費須先經相關單位統一造具清冊付款案件之出納作業如次： 

(一)建立資料： 

1.依據人事或相關單位之通知或依權責調查後，建立及更新出納基本資

料檔案。 

2.通知員工在本校委託之台灣銀行三民分行、約聘僱人員離職儲金於高

雄銀行市府分行開立帳戶，據以輸入電腦建立資料檔，俾辦理劃撥

入帳。 

(二)辦理付款轉帳存款作業程序： 

1.薪津、加班、約聘僱人員離職儲金公提部分及不休假加班費等各項補

助費須先經相關單位統一造具清冊送請相關單位審查核可後，由會計

室簽開「付款憑單」，由出納組(員工薪津部分須於發薪前七日)遞送

高雄市財政局，並適時將相關轉帳檔案及清冊資料送本校指定金融機

構(台灣銀行三民分行)。 

2.台灣銀行三民分行應依約定日期，將款項劃撥入員工帳戶，如有無法

劃撥入帳或賸餘之款項，應全數撥入本校之劃撥帳戶，出納管理人員

再依規定辦理支出收回手續。（有代員工扣繳事項時，得採劃撥入帳

或領回轉發方式辦理）。 

3.本校於發放上述各項費用款項時（薪津須於每月發薪日前三天），按立

帳之銀行別之各類付款清冊一式三份送交。 

4.出納組於各項費用轉帳入帳後，應發 email 通知各受款人(薪資或其他

所得明細表)。 

十三、不必造具清冊各項費用之付款案件，依據會計室所開支出傳票或付款

憑單，由出納組之出納管理人員支付者為範圍，付款種類包括人事費、

各項業務費、各種事務性開支等之經費，付款時，除必需支領現金者

外，以轉帳劃撥為原則，其作業如次： 

(一) 出納管理人員收到會計室付款憑單，應即遞送高雄市財政局處辦理支

付，其屬於自領方式附有「領取支票憑證」者，應即通知受款人前來

領取憑證後，逕往支付處領款，其屬於出納管理人員領取者，應俟領

到現金後，通知受款人領取。 

(二) 出納管理人員收到會計室開具之支出傳票，其款項屬於在專戶存管款

項支付者，應即簽發「市庫專戶存款支票」通知受款人領取。 

(三) 出納管理人員於支付現金時，應請收款人當面清點，離去後如有短少，

概由收款人自行負責。 

(四) 在專戶存款內支付之款項，應一律簽發抬頭支票，並依規定劃線或禁

止背書轉讓。 

(五) 支付款項須由金融機構匯寄者，應洽請會計室在傳票上註明匯往地點

及受款人名稱，即日匯出，匯出後並將匯款憑證連同原傳票移送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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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辦理結報。 

第五章 各項費用之扣繳作業 

一、員工薪津之扣繳項目： 

員工薪津內扣繳之各種費款，必須依據有關會計憑證或其他合法通知，

始得辦理，現行扣繳項目包括：所得稅、公保、公務人員退撫基金、健(眷)

保費、勞保費、喪亡互助金、公教存（貸）款、法院扣款、補充保費(機

關及個人)、約聘僱人員離職儲金自提部分及其他等項。 

二、各項費用之扣繳作業： 

(一)各機關員工每月薪津內各項費用之扣繳，於其全數撥入高雄銀行三民

分行本校保管金帳戶後，其中除由出納組依據扣繳資料另行分別簽開

公庫支票，持赴下列受款機關繳納外，公教存（貸）款及其餘款項應

即逕撥員工個人帳戶。 

 1.公保費及公務人員退撫基金：每月十日前持清單及繳款卡，至高雄銀

行辦理轉帳繳納。 

 2.健(眷)保費及勞保費：每月十日前會計室開具付款憑單， 把此款項

先撥入本校保管金專戶,每月自動轉帳繳入健保局。 

 3.薪資所得稅：每月十日前填製薪資所得扣繳稅款繳款書赴高雄銀行繳

納。 

 4.公教存款：每月發薪日前一天填製團體戶存款單一式二份，送高雄銀

行三民分行並以網路銀行傳送檔案轉入各員工存款帳戶。 

(二)所得稅扣繳作業： 

出納組應於每月十日前，將上月依相關規定扣繳之稅款向國庫繳清，

至每年應開具扣繳憑單部分，則依本校內部規定辦理。 

 

第六章 票據、有價證券及保管品之收付與管理 

一、票據、有價證券及保管品之收付，出納組應根據傳票執行，如根據核准

文件收入者，應即填製「收入款項通知單」或書面通知會計單位補製傳

票，執行後，出納管理人員及收付票據、有價證券及保管品之人員，應

於傳票上簽章以示完成收付手續。 

二、出納組收到各項票據、有價證券及保管品，除需於當日發還者外，應依

照公庫保管品有關規定送存公庫或代理公庫機關保管。 

三、出納組經收票據、有價證券及保管品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本票及國內外之支票、匯票等，除應詳細登記來源、票號、抬頭、用

途、幣別、金額、出票及兌付處所等項外，並應注意票據之有效期限。 

(二)應注意各項票據、有價證券及保管品之到期日或有效期限，按期通知

經管業務單位，辦理展延、退回後即填具「收入款項通知單」，通知會

計室編製傳票。 

(三)收管機關採購及財物變賣、處分等實物擔保憑證，應依照原訂立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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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會同有關單位辦理。 

(四)存庫之保管品，應分類登記於存庫保管品備查簿，並按月編造保管品

報告表送會計單位以備查考管制。 

(五)有價證券之質權設定登記書，應加註拋棄行使抵銷權。 

 

第七章 押標金、保證金及保固金之收付 

一、為應採購作業需要，出納組得於代理公庫之高雄銀行以本校名義開設機

關專戶，供廠商以劃撥入帳方式繳納押標金、保證金及保固金。 

二、出納組應依招標須知規定，收取押標金，並開立收據，退還時，對未得

標廠商，可即時退還者，出納組應依據採購單位之通知，由廠商檢附採

購單位已簽認之文件，連同原繳納之收據或於原繳納押標金之收據上經

採購單位簽註未得標之文字與簽章後退還。對無法即時退還者，應循一

般付款程序辦理。對得標廠商，經其同意應依規定將押標金轉換為履約

保證金，廠商持原繳納押標金之收據，換取履約保證金之收據。出納組

應即於收回之原押標金收據上註明已轉換為履約保證金，如有應補足(或

應退)之差額，應於辦理補繳或退還程序後，始開立收取履約保證金收據

交付廠商。 

四、出納組辦理保證金之退還時，應依據會計室編製之傳票，始可退還，保

固金亦同。 

五、採購案有保固期間者，廠商應繳納之保固金，可直接由應退之履約保證

金或該採購案之應付款項中扣抵，惟廠商應事先申明，俾利會計及出納

作業之辦理。 

 

第八章 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之管理 

一、本校使用之收納款項收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據高雄市各機關單位

預算執行要點或事務管理規則暨其手冊出納管理部分之規定格式，依實

際耗用及安全存量考量下，由出納組發函至教育局申請印製。 

二、印製完成之收據點收後，由文書組保管，出納組須向文書組領用，每本

收據用畢後送文書組登錄後發還出納組歸檔保管。  

三、收納款項收據設置收納款項收據記錄表，隨時記錄使用情形，備供查核。 

四、已使用之收納款項收據，第一聯交繳款人收執，第二聯報核，送會計室

列帳。第三聯存根，由出納組或使用單位存查。 

五、未使用或已使用擬作廢之收據，由出納組列表記錄起訖號碼，截角作廢，

並妥慎保管備查，保管期限至少二年，屆滿二年後，陳經高雄市政府教

育局同意得予銷毀。 

六、收納款項之收入收據，應由出納組按編號順序開立，不得跳號，並以類

別分類。當日收入，原則上應於次日前結算，按科目填製繳款書解繳市

庫，但積存金額未滿新臺幣十萬元，至遲五日解繳一次，繳款清單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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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據第一聯於次日上午送會計室列帳。 

七、其他保管、代收、代管、預收、暫收等款，均應使用收納款項收據，其

使用與管理，與收納款項收據相同；有關收入款項，應依限存入市庫專

戶存款戶。 

 

第九章 出納帳表 

一、出納組應置備下列各項簿籍： 

(一)現金出納備查簿，備登收納款項，分收入、支出或收支結存各項簿籍，

登錄每日結算終了後之收支款項。 

(二)存庫保管品備查簿，備登存庫保管各類有價證券、票據、保管品等項。 

(三)保管品記錄表，作為保管品之明細備查簿，以記載保管品收存及發還

之原始記錄。   

二、經辦出納管理人員，於執行出納事務時，應隨時登入有關備查簿並按日

結計清楚，不得稽延，相關憑證應於次日前送會計室據以入帳。 

三、出納組為辦理收支有關事項，應備具如下書表： 

(一)預借支出收回書 

(二)保管品月報表。 

(三)公庫存款差額解釋表。 

(四)現金結存日報表。 

(五)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明細表及月報表 

 

第十章 出納業務之檢核 

一、出納管理之檢核要項如下： 

(一)出納手續是否符合規定。 

(二)傳票送達後，辦理收付款項，是否迅速。 

(三)保管之票據、有價證券、保管品等，是否與帳面相符，有無超過有效

期間。 

(四)各種帳簿表式，是否齊全，相關紀錄有否詳實完備。 

(五)收付款項，是否隨時登帳及依規定辦理繳庫。 

(六)收納之各項收入，有無依照規定使用收納款項收據。 

(七)收納款項收據之管控是否良善。 

(八)現金、票據、有價證券、保管品等之出納有無依照規定程序處理，有

無隨時登記，其實際結存金額與帳面結存是否相符。 

(九)公庫或金融機構所送存款之對帳單有無與存款帳戶結存數核對，如有

差額，出納組應編製「存款差額解釋表」，並查明其發生原因是否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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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42-002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就學優待(減免學雜費) 

申請須知 

申  請  項  目 免 繳 比 例 檢 附 證 件 法令依據 

1 
身心

障礙

人士

子女 

□極重 

□重度 

學雜費全免 

免繳學生保險費 
1.障礙手冊正、影本 

2.戶口名簿正、影印本 

3.前一年度所得未超過

新台幣 220 萬元之證

明(學生、父、母或法

定監護人合計之家庭

所得總額) 

88年 10月

25日高市

教四字 

第 36661 號 

2 中度 免繳學雜費 70% 
身心

障礙

學生 3 輕度 免繳學雜費 40% 

8 低收入戶子女 

學雜費全免 

免繳學生保險費 

免繳家長會費 

低收入戶證明書 
101年6月7

日高市府教

高字第

0133854500

號 
9 

中低收入戶子

女 
免繳學雜費 30% 中低收入戶證明書 

10 
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 
免繳學雜費 60%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社會

局(科)開立之特殊境遇

證明文件正本、影本。 

請勾填下列項目： 

家長□男□女    

年齡：   歲 

教育程度□國中□高中

職□大專以上 

90年2月13

日台（90）

教(二)字第

90502025

號 

11 

公教遺族撫卹

期滿.領受一

次撫卹(撫卹

年資 3 年以上

20年以下) 

免繳學雜費 撫卹令正影印本 

89 年 1 月 

19 日訂定

軍公教遺族

就學費用優

待條例 

12 
特定地區公費

或清寒僑生 
免繳學、雜費 

教育部核發之證明正、

影本 

82年8月19

日高雄教一

字第 22903 

13 

軍公教遺族子

女經核定公費

待遇 

免繳學、雜費 

1.舊生經申請核定有案

者免繳 

2.新生須俟奉核定後免

繳 

82.09.09

教一字第

24916 號函 

14 原住民學生 
免繳學、雜費 

免繳學生保險費 

1.舊生經申請核定有案

者免繳 

2.新生須俟奉核定後免

繳 

100.7.20

原住民學生

就讀專科以

上學校學雜

費減免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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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43-00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公文稽催與時效管制要點 

一、公文簽辦標準： 

為掌握時效，提高行政效率，各公文承辦人員，簽辦公文應參酌下列標準依

限辦理： 

  （一）最速件隨到隨辦。 

  （二）速件不超過三天。 

  （三）普通件不超過六天。 

  （四）限時公文及其他有法定時限之案件，依其規定時限辦理。 

 

二、逾期未辦結之公文，由文書組適時製作逾期通告，以為查催，各單位承辦人

員接到逾期催辦單，應儘速辦理結案或答覆展延期限。若承辦人員仍未予辦

理又未答覆展延理由時，簽報上級主管處理。 

 

三、文書組定期製作公文時效統計表，呈報校長核閱並分送相關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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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輔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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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50-00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申訴事件處理辦法 

                                    103年 10 月 6日輔導中心會議修訂 

 

一、 依據中華民國 101 年 2月 23 日高市府教高字第 1010012930 號令訂定。 

二、 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學生自治組織（以下簡稱申訴人），不服學校所為影

響其權益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 者，得向輔導中心提出申訴。 學生自

治組織提出申訴時，應以該組織之名義為之 

三、 申訴之提出，應自申訴人知有侵害行為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輔導

中心為之。但侵害行為已逾一年者，不得提出。申訴人誤向主管機關提出

申訴者，主管機關應即移送本校輔導中心依申訴之規定處理，並以主管機

關收受申訴書之日，視為提出申訴之日。 

四、 申訴應具申訴書，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訴人簽名或蓋章，並檢附原懲處或

其他措施及決議文書：（一）申訴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字

號、住居所及電話；申訴人為學生自治組織者，其 名稱及代表人之姓名、

出生年月日、住居所。（二）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

文件字號、住居所及電話，並檢附委任書。（三）收受或知悉懲處或其他措

施及決議之年月日。（四）申訴之事實、理由及相關佐證資料。（五）希望

獲得之具體補救。（六）就本申訴事件有無提起訴願或訴訟。（七）提起申

訴之日期。表單如附件。 

五、 申訴書不合前條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輔導中心得通知申訴人於十五日

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申評會得逕為評議。 

六、 申訴人於評議決定書送達前，得撤回申訴。申訴經撤回後，同一申訴人不

得就同一事件重行提出申訴。得為申訴之人就同一事件分別提出申訴者，

申評會應合併評議。 

七、 申訴人對於申訴事件或其相牽連事件，同時或先後提起訴願或訴訟者，應

即以書面通知學校。申評會知有前項情形時，得停止評議，並以書面通知

申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經申訴人以書面向學校請求繼續評議者，應繼

續評議。 申訴事件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訴願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

成立為據者，申評會於訴願或訴訟程序終結前，應停止申訴事件之評議，

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申評會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

通知申訴人。 

八、 申訴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評會應為不受理之評議 決定：（一）提出

申訴之時間逾期。（二）申訴人不適格。（三）非屬學生或學生自治組織權

益事項。（四）原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已不存在或申訴已無補救實益。（五）

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事件，就同一原因事實 重行提出申訴。  

九、 評議決定書應包含主文、事實及理由等內容。但為不受理之決定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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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不記載事實。評議決定書應附記如不服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決定書 送達之

次日起三十日內，向主管機關提出再申訴。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申訴申訴書  （雄中）申評        號 

申訴人姓名  就讀班級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H) 

通訊地址  手機 

學生姓名  與申訴人關係  

一、申訴事實及理由 

二、希望獲得之補救 

三、檢附文件及證據 

申訴人簽章： 

法定代理人簽章： 

                        申訴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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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50-002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學年度推動生命教育實施計畫 

106年 9月 19日輔導工作推行委員會議通過 

壹、依據：教育部 106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辦理。 

貳、目的： 

   一、宣導生命教育，增進學校教師、家長及學生生命教育之觀念。 

   二、推動認識生命、重視生命、熱愛生命，建立個人生命價值觀。 

   三、鼓勵學生接觸大自然，體驗多元生命型態，進而尊重大自然。 

   四、協助學生積極開拓自我，參與志願服務，探索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提昇

對生命的尊重與關懷。 

   五、培養師生建立自我傷害防治的概念，尊重自己生命，關懷他人生命。 

叁、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主辦單位：高雄中學 

肆、實施期程：106年 8月 1日起至 107年 7月 31日止。 

伍、實施策略： 

一、加強生命教育觀念之宣導，辦理教師生命教育、憂鬱及自我傷害防治輔

導工作進修活動 

 二、辦理學生生命教育專題講座，宣導生命教育之內涵，並鼓勵學校讀書會

選讀生命教育相關書籍。 

 三、增進生命教育之課程與教學發展，以不增加課程之生活體驗為原則，提

供學生生活化的生命教育。 

 四、鼓勵教師依實際需要，研發生命教育相關教材教法，配合課綱及各學科

課程，進行融入式之教學。 

 五、成立學生輔導志工隊，進行同儕輔導。 

六、篩選憂鬱傾向及自我傷害高危險群之學生，進行輔導及定期追蹤等相關

工作。 

 七、建置學生憂鬱及自我傷害預防與處理機制，統整並結合校內同進行校園

自我傷害事件之防治工作。 

八、辦理家長生命教育專題講座，並於家長讀書會選讀生命教育書籍與分享。 

九、實施特殊教育學友招募與培訓，鼓勵學生從服務中體驗生命之可貴，並

激發對他人及社會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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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實施內容： 

一、生命教育活動一覽表： 
活動內容 主持/講人 辦理時間 參加對象 參加人數 地點 

新生始業輔導 

自我成長與生涯

規劃 

鐘穎主任 106始業式 
高一全體

新生 
約 950人 

體育館 

地下室 

高一 

生命教育課程 
生命教育老師 106.9.-107.1 高一學生 950人 各班教室  

塔羅社輔導志工

公益占卜活動 

鐘穎主任 

塔羅社社員 
106.9.-107.6 本校學生 約 500人 

生涯 

資料室 

精神疾病諮詢 唐子俊醫師 106.10-107.6 本校學生 約 20人 諮商室 

實習心理師 

個別諮商 
實習心理師 106.9.-107.6. 本校學生 約 15人 諮商室 

教師生命教育 

專業成長社群 

研習計畫 

鐘穎主任 

楊毓琳老師 
106.10-107.6 

本校教職

員工 
約 20人 

視聽教室

二 

生命教育 

影片欣賞 
陳立倫老師 107.10.28 本校學生 約 30人 

生涯 

資料室 

高三壓力抒解 

活動 

高雄中學 

林智圓老師 
107.12. 

高三同學

自由報名 
30人 

團體 

輔導室 

特教資源教室 

學友制計畫 

服務學習課程 

李昆霖老師 

李毓貞老師 

阮靖雲老師 

106.9.~107.6 

每週一次 

計 15次 

高一、二同

學自由報

名參加 

約 16人 輔導室 

網路讀書會 

生命教育圖書 

心得寫作 

各班導師 

圖書館 

蔡受勳主任 

106.10.~107.6 

高一、二同

學自由報

名參加 

約 50人 本校 

二、生命教育融入式課程： 

學習領域 

（科目） 
單元名稱 年級 

融入式生命教育

課程主題 
設計者 備註 

公民與社會 自我與社會 一 
自我了解與珍惜

生命 

高一公民

教師 
 

公民與社會 
青少年的壓力

與調適 
一 憂鬱與自傷防治 

高一公民

教師 
 

公民與社會 
倫理道德與社

會生活 
一 

培養尊重生命之

概念 

高一公民

教師 
 

公民與社會 
民主生活 

 
二 民主的生活方式 

高二公民

教師 
 

公民與社會 公民德行 二 公民應有之德行 
高二公民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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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護理 
促進健康生活

形態 
一 

具備健康自我管

理的能力 

高一健康

護理老師 
 

健康與護理 促進心理健康 一 

情緒管理、人際

溝通、認識精神

疾病 

高一健康

護理老師 
 

生命教育 全學期課程 一  
生命教育

老師 
 

三、憂鬱傾向及自我傷害高危險群學生輔導 

1. 利用人格量表及憂鬱篩選量表施測，初步篩選出具有憂鬱傾向及自我

傷害高危險群學生提供導師做一級預防輔導工作。 

2. 實施輔導股長研習，加強輔導股長對憂鬱症及自我傷害高危險群學生

之辨識。 

3. 輔導老師進一步諮商，做二級預防工作。 

4. 本校三級預防精神科醫師心理衛生諮詢。 

四、制訂校園自我傷害處理機制（處理流程圖如附件） 

捌、預期成效： 

     透過生命教育計畫之實施，使學生更能認識自我能力、價值，進而養成尊

重生命之價值觀。 

玖、經費：由校內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拾、本計畫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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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50-003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學年度生涯輔導實施計畫 

106年 9月 19日輔導工作推行委員會議通過 

壹、依據： 

  一、 教育部 106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辦理。 

貳、目的： 

一、協助學生瞭解生涯發展的意義、探索與認識自我、認識教育及職業環境、

培養生涯規劃與決策能力以及進行生涯準備與生涯發展。 

二、建構兼具彈性與支持力的環境條件，結合大學教育人員、家長社區、校

友等資源，協助生涯輔導工作之進行。 

叁、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主辦單位：高雄中學 

肆、實施期程：106年 8月 1日起至 107年 7月 31日止。 

伍、實施內涵： 

   一、協助學生瞭解生涯發展的意義、探索與掌握自我、認識教育及職業環境、

培養生涯規劃及決策能力以及進行生涯準備與生涯發展。 

    二、辦理親職教育研習，讓家長熟悉生涯決定的過程，以便他們能教導子女

自己做決定。 

   三、學校與社區團體結合自編社區生涯輔導手冊。 

   四、學校因應在地文化與社區需求，訂定共同發展之機制，辦理生涯探索、

生活關懷與輔導課程或活動。 

   五、辦理座談會或演講邀請畢業校友、不同領域專家、教授等人蒞校進行校

系及職涯介紹。 

陸、實施內容： 

   一、生涯輔導活動一覽表： 

活動內容 主持/講人 辦理時間 參加對象 參加人數 地點 

新生始業輔導 

自我成長與生涯

規劃 

輔導中心 

鐘穎主任 
106.始業式 

高一全體新

生 
約 950人 

體育館 

地下室 

大學多元入學 

家長說明會 

輔導中心 

鐘穎主任 
106.班親會 全校家長 約 1000人 

體育館 

地下室 

高三大學學系探

索量表施測 

輔導中心 

輔導教師 

106.11 

自習課 
高三學生 約 950人 

高三 

各班教室 

高一心理測驗 

施測 

輔導中心 

輔導教師 

上學期第二次

月考後 

高一全體同

學 
約 950人 

活動中心 

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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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大學校系介

紹與宣導系列講

座 

(含技職院校) 

重點大學校

系 

約 30場次 

午休時間 
高三學生 

自由參加 
約 500人 視聽教室 

國外大學校系介

紹與宣導系列講

座 

約 10場次 午休時間 
高三學生 

自由參加 
約 200人 視聽教室 

工作與職涯 

系列講座 6場 

家長委員會 

職場專業人

士 

午休時間 
全體學生 

自由參加 
約 150人 視聽教室 

高一心理測驗結

果說明認識自我 

輔導中心 

輔導教師 
106.12 

高一全體同

學 
約 950人 

高一 

各班教室 

高二轉組輔導與

個別諮詢 

輔導中心 

輔導教師 
106.12 高二同學 約 60人 諮商室 

大學校系營隊 
各大學校系 

系學會 
寒假暑假 

同學自由參

加 
約 1000人 

各大學校

系院區 

大學校系暨個人

申請升學資料展 
輔導中心 107.3 

同學及家長

自由參加 
約 400人 

生涯資料

室 

大學個人申請面

試輔導講座與模

擬演練 

輔導中心 

輔導教師 

107.3.-4. 

午休時間 

高三同學自

由報名參加 
約 300人 

演奏廳 

各視聽教

室 

高一興趣量表 

施測 

輔導中心 

輔導教師 
107.4.  

高一全體同

學 
約 950人 

高一各班

教室 

高一興趣量表說

明選課選組輔導 

輔導中心 

輔導教師 
107.5. 

高一全體同

學 
約 950人 

高一各班

教室 

學長個人申請入

學經驗分享 4場 

高三錄取國

內外大學學

長 

106.6月 

午休時間 

高二學生自

由參加 
約 250人 視聽教室 

高二轉組輔導與

高一選組輔導 

輔導中心 

輔導教師 
107.6 

高一、高二

同學 
約 200人 諮商室 

大學選填志願輔

導與個別諮詢 

輔導中心 

輔導教師 
107.7.20〜24 

高三畢業同

學 
約 100人 

演奏廳 

輔導中心 

二、生涯規劃課程：高一下學期選修課程 

單元名稱 課程目標 配合活動 備註 

我的生命故事 

認識生涯發展階段與任務 

生命故事與重要事件的影響 

原生家庭與重要他人的影響 

家庭樹製作 

 

我是誰？ 

認識自己性格、能力與興趣 

澄清個人價值觀 

建立正確之生涯態度與信念 

興趣量表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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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生命的色彩 
認識生活角色的內涵 

性別不設限職涯任我行 

週會專題講座：性

別與生涯抉擇 

 

學群電力公司 

瞭解高中學習內涵與生涯進

路 

探索個人特質與大學學群 

大學校系宣導與介

紹 

 

大學生活面面觀 

認識大學學習內容與生活型

態 

校系／職業選擇的迷思與澄

清 

大學校系參訪活動 

 

職業大觀園 

分析職業內涵 

面對市場變動與未來產業發

展趨勢 

認識職業生活與工作倫理 

工作圖像系列講座 

 

生涯資訊通 
生涯相關資源之探索 

生涯資訊統整之評估 

選課選組輔導 

大學多元入學介紹 

 

我的決策風格 

探索個人決策風格 

運用決策技巧與擬定生涯目

標 

選課選組決定 

 

柒、預期成效： 

一、摒除錯誤刻板印象，改變狹隘的生涯觀，使學生、家長、教師、行政人

員及學校皆能重視生涯輔導的重要性，培養多元價值的生涯發展觀。 

二、就高中、大學與職業環境做縱向系統性之連結，就家庭、學校、政府相

關部門、民間企業與機構做橫向全面性之資源統整，使生涯輔導工作的

推動循序漸進且環環相扣。 

三、使現行教育學制與課程結構更具彈性，提供學生充分探索之時間與多元

試探之機會。 

四、加強一般教育人員生涯輔導知能，增進生涯輔導相關人員專業知能，並

充實輔導專業人力，全面落實生涯輔導工作。 

捌、經費：講師經費由校內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玖、本計畫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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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50-004 

高雄中學學生自我傷害防治處理機制流程圖 
依教育部 100年 8月 24日臺訓（三）字第 1000131484B 號函辦理 

經 106年 9月 19日輔導工作推行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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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 

學校人員（導師/教師/行政人員等）於知悉事件發生時，

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之規定落實通報

（校內、外通報），並啟動危機處理機制。 

處理 

1.校內：當事人之醫療處理（醫療人員）、當事人家屬之聯

繫（學務單位）、事件之對外/媒體發言（發言人）、當事

人（自殺未遂）及相關師生之心理諮商輔導（輔導單位/

導師）、當事人（憂鬱或自殺未遂）成績或課程安排之彈

性處理（教務單位）、當事人（憂鬱或自殺未遂）請假相

關事宜之彈性處理（學務單位）。 

2校外：校外機制及資源之引進/介入（醫療人員、精神科

醫師、心理師、社工師等） 

3.律定後續處理之評估機制 

落實一級預防之各項措施 

1.依「三級預防架構」律定相關處理措施：一級-全體教職員（學務單位）、

二級-校內諮商輔導專業人員（輔導單位）、三級-建置校內外諮商輔導專

業團隊（校長室）。規劃並執行學生篩檢方案、強化教師之辨識能力及基

本輔導概念（輔導單位）；設置校內/外通報窗口、擬定校內查察策略及

通報流程（含保密/保護機制）、（學務單位）。 

2.擬定並執行教育/宣導措施：以融入式教學方式落實學生情緒教育及生命

教育於各學科（含綜合領域）之課程中（教務單位）；宣導校內相關資源

訊息，並提供師生緊急聯繫電話/管道資訊（學務單位）；相關心理衛生

之預防推廣活動之辦理（輔導單位）。 

3.強化校園危機處理機制：將學生自我傷害事件納入既有危機處理流程

中。（校長室）。 

1.事件之後續處理 

2.相關當事人之後續心理諮商及生活輔導與追蹤（follow-up） 

3.預防再發或轉介衛政單位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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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50-005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學年度認輔制度實施計畫 
106年 9月 19日輔導工作推行委員會議通過 

壹、依據： 

  教育部推動認輔制度實施要點。 

貳、目的： 

 一、鼓勵教師志願輔導適應困難學生、行為偏差學生、身心障礙學 

生及特殊狀況之學生，協助其心智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 

 二、提供特殊需要學生適才適性、全面而完整的個別輔導。 

參、實施方法： 

 一、認輔對象及來源： 

    （一）適應困難學生、行為偏差學生、學業低成就學生、身心障礙學生及特

殊狀況之學生。 

    (二)導師、任課教師、教官、家長等由課程進行、生活觀察或心理測驗顯

示需輔導者轉介輔導。 

  （三）自願尋求認輔者。 

 二、認輔老師： 

  （一）輔導專業背景或參加輔導研習之教師。 

  （二）具有輔導熱誠之本校全體教職人員。  

  （三）退休教師、學生家長或熱心輔導工作人士。 

  （四）每位老師以認輔一至二位學生為原則。 

   三、輔導方式： 

    （一）個別晤談與家訪。 

    （二）小團體輔導。 

    （三）課業補救教學。 

肆、輔導過程： 

 一、教師提供受輔學生名單，並送輔導中心造具名冊。 

 二、調查受輔學生希望的認輔老師。  

 三、召開相關輔導會議，確定應予輔導學生名單。  

 四、安排自願認輔學生與認輔老師名單。  

 五、召開輔導教師座談會訂定個別輔導計畫。  

伍、認輔教師工作項目： 

 一、晤談認輔學生：視情況進行，至少兩週一次。 

 二、電話聯繫關懷認輔學生：晚上或假期間進行，每月至少二次。 

 三、實施家庭訪問：視需要進行（亦可用電話與認輔學生家長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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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輔導資料紀錄：摘記晤談、電話聯繫、家訪大要。 

 五、參與輔導知能研習與認輔教師座談：配合輔導中心規劃進行。 

陸、受輔學生資料保管：受輔學生輔導資料，由輔導中心以紀錄冊或電子檔統一

建檔保管，並由認輔教師適時更新。認輔教師得借用認輔學生輔導資料，惟

必須遵守保密倫理，妥為保管，更新之資料應適時知會輔導室。受輔學生資

料依輔導室諮商紀錄表格填寫。 

柒、輔導期間： 

 一、輔導中心視實際需要得召開個案研討會，邀請學者專家協助個案輔導及

專題演講。  

 二、輔導學生以一學年為限，特殊情況不受此限。  

捌、獎勵： 

  一、擔任認輔工作之教師為無給職，學年結束後予以認輔教師敘獎，以玆鼓

勵。 

 二、教育部編印之各項輔導資料（如輔導期刊、輔導叢書、手冊等） 

優先發送認輔教師。 

 三、學期末將定期召開檢討會，以求改進。 

玖、經費：辦理本計畫所需經費由年度相關經費項目下勻支。 

拾、本計畫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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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50-006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學年度「友善校園」 

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106年 9月 19日輔導工作推行委員會議通過 

一、依據： 

    教育部 106年度「友善校園」工作手冊〜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 

二、目的： 

藉由系統性的規劃與執行，加強學校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之落實；並透過輔

導知能的提昇，強化學校人員的輔導理念，於和諧、尊重之氣氛中，實踐友善校

園之目標。 

三、組織： 

成立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小組委員會推動相關業務，委員共 33人，校長為

主任委員，主任輔導教師為執行秘書。本學年度委員名單如下： 

職 稱 姓     名  職 務 

主任委員 謝文斌 校長 

委    員 陳燕芬 家長代表 

執行秘書 鐘穎 主任輔導教師 

委    員 吳麗森 教務主任 

委    員 顏銘賢 學務主任 

委    員 龔俊旭 總務主任 

委    員 蔡受勳 圖書館主任 

委    員 翁啟智 人事主任 

委    員 張英姿 會計主任 

委    員 孫足承 主任教官 

委    員 林吉盛 生輔組長 

委    員 蔡依彤 訓育組長 

委    員 范靜芬 音樂組長 

委    員 周靖北 註冊組長 

委    員 謝昌曄 體育組長 

委    員 翁鄀宜 教學組長 

委    員 林心欣 老師 

委    員 蘇明智 老師 

委    員 薛夙娟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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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林俊呈 老師 

委    員 沈振南 老師 

委    員 陸炫宏 老師 

委    員 盧政良 老師 

委    員 李允臻 老師 

委    員 林秀蓉 老師 

委    員 吳岳融 老師 

委    員 朱正卿 老師 

委    員 梁譯云 老師 

委    員 莊珮真 老師 

委    員 陳立倫 老師 

委    員 林智圓 老師 

委    員 張殊文 老師 

委    員 蔡秉叡 學生代表 

四、辦理期程：106年 8月 1日至 107年 7月 31 日止。 

五、工作項目： 

 （一）統籌規劃學校教職員參加學生事務與輔導知能在職教育。 

 （二）推動認輔制度。 

 （三）高危險群學生之預防與輔導 

 （四）推動性別平等教育。 

 （五）推動兒童及少年保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工作。 

 （六）推動生命教育。 

 （七）落實學生自我傷害防治工作。 

 （八）推動學生生涯輔導工作。 

 （九）推動學生事務工作。 

  (十)推動家庭教育計畫。 

六、實施內容及分工： 

項目 實施方式及內容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辦理時程 

（一）

統籌規

劃學校

教職員

1. 

調查全校教職員具輔導專業

背景及已 

參與學生事務與輔導專業知

能在職育研習經驗。 

人事室  106.9 

../../../100上輔導行政/輔導工作委員會/100認輔輔導計畫.doc
../../../100上輔導行政/輔導工作委員會/100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與經費運用.doc
../../../100上輔導行政/輔導工作委員會/100生命教育計畫.doc
../../../100上輔導行政/輔導工作委員會/100生涯輔導計畫.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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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學

生事務

與輔導

知能在

職教育 

 

 

2. 

鼓勵新進教職員參與教師輔

導知能在職教育，已參加者請

積極鼓勵其再參加。 

輔導中心 
教務處 

人事室 
全學年 

3. 
鼓勵教師申請進修輔導相關

科系或學分班。 
人事室 輔導中心 全學年 

4. 
鼓勵教師參加主題輔導工作

坊研習。 
輔導中心 教務處 全學年 

5. 
規劃校內教職員學生事務與

輔導知能在職教育。 
輔導中心 各處室 

106.08~ 

107.07 

6. 

配合教育行政機關計畫，派員

參加增進輔導知能輔導有關

之學術活動。 

輔導中心 人事室 全學年 

7. 

配合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

作傳承座談活動及學生事務

與輔導人員業務研習。 

教育局 
輔導中心 

學務處 
全學年 

8. 

規劃辦理初任導師傳承或座

談活動，以提升導師輔導知

能。 

學務處 輔導中心 106.8 

（二）

推動 

認輔 

制度 

 

 

 

 

1. 

依據部頒認輔制度實施要

點，遴選認輔教師並選定接受

認輔學生個案。 

輔導中心 軍訓室 全學年 

2. 鼓勵教師志願參與認輔工作。 輔導中心  全學年 

3. 

安排認輔教師接受「輔導工作

輔導團」專業督導並參加個案

研討會並優先參加學生事務

與輔導專業知能在職教育。 

輔導中心  全學年 

4 
運用社區資源鼓勵社區人士

及退休教師志願認輔學生。 
輔導中心 

家長會 

退休教師 
全學年 

（三） 

高危險

群學生

之預防

與輔導 

1. 

加強學生法治、公民教育、價

值觀之釐清及預防犯罪之宣

導。 

學務處 軍訓室 全學年 

2. 

強化教師對於各類犯罪之虞

學生(含藥物濫用、黑幫及網

路成癮等)的辨識知能。 

軍訓室 
學務處 

輔導中心 
全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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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針對中途離校後復學之學

生，應研擬相關輔導措施，並

持續給予關懷。 

軍訓室 輔導中心 全學年 

（四）

推動性

別平等

教育 

1. 
依法設置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並積極運作，落實法定任務 
學務處 各處室 全學年 

2. 
建置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與

安全之校園空間 

教務處 

總務處 
各處室 全學年 

3. 
訂定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

定，並公告周知。 
學務處 資訊執秘 

106.9 

全學年 

4. 

訂定學生懷孕事件輔導與處

理要點，積極維護懷孕學生之

受教權，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輔導中心 
教務處 

學務處 
全學年 

5. 

學校之考績委員會、申訴評議

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

成，應符合性別比例之規定。 

人事室 輔導中心 106.1 

6. 
推動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

治工作 
學務處 各處室 全學年 

（五）

推動兒

童及少

年保護 

、家庭

暴力及

性侵害

防治工

作 

1. 

規劃培訓及宣導計畫： 

（1）提供教師更多實務操作

之輔導訓練、法律知識及網

絡資源合作之教育 

（2）加強教師對學生進行家

庭狀況評估，提高對高風險

家庭之辨識能力，篩選高風

險家庭並進行通報 

（3）辦理校內兒少性交易防

制宣導活動。 

（4）推動家庭暴力目睹兒童

及少年預防輔導工作及強

化兒少自我保護意識之宣

導工作 

輔導中心 
學務處 

軍訓室 
全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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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落實通報、輔導暨獎懲機制： 

（1）專人處理法定責任通

報、校園安全通報之「兒童

及少年保護」及「高風險家

庭」通報之事件 

（2）配合各級教育主管機關

辦理有關責任通報行政獎

懲事宜。 

（3）學校應全體保護責任通

報人。 

輔導中心 

生輔組 
軍訓室 全學年 

（六）

推動 

生命 

教育 

1. 

辦理學生生命教育體驗學習

活動，以生活體驗為原則提供

學生生活化之生命教育 

學務處 

輔導中心 
軍訓室 全學年 

2. 

辦理生命教育典範學習計

畫：辦理表揚 3Q（AQ/EQ/MQ）

達人活動，並辦理生命鬥士演

講。 

輔導中心 學務處 107.4 

3. 

鼓勵教師參與生命教育相關

研習，辦理教師成長團體或讀

書會 

輔導中心  全學年 

4. 

規劃家長生命教育相關知能

培訓，以結合家 

長資源共同推動生命教育。 

輔導中心 

家長會 

家長讀書

會 

全學年 

5. 

辦理生命教育相關議題宣導

活動，如生命教 

育融入各科教學、生命倫理、

正向思考、衝 

突管理、情緒管理、壓力與危

機管理、憂鬱 

自傷之認識與輔導轉介等。 

教務處 

輔導中心 
各處室 全學年 

6. 

推動學生憂鬱自傷三級預防

工作，並落實通報學生自我傷害

事件，進行事件危機處理、後續

轉介及追蹤輔導等事宜。 

輔導中心 各處室 全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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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推動 

學生 

生涯 

輔導 

工作 

1. 

協助學生瞭解生涯發展的意

義、探索與掌握自我、認識教

育及職業環境、培養生涯規劃

及決策能力以及進行生涯準

備與生涯發展。 

教務處 

輔導中心 
 全學年 

2. 

辦理親職教育研習，讓家長熟

悉生涯決定的過程，以便他們

能教導子女自己做決定。 

教務處 

輔導中心 

家長讀書

會 
 活動期間 

3. 
學校與社區團體結合自編社

區生涯資源手冊。 
輔導中心 家長會 全學年 

4. 

學校因應在地文化與社區需

求，訂定共同發展之機制，辦

理生涯探索與輔導課程或活

動。 

教務處 

輔導中心 

大學院校 

家長會 
全學年 

5. 

辦理座談會或演講邀請畢業

校友、不同領域專家、教授等

人蒞校進行校系及職涯介紹。 

學務處 

輔導中心 
  校友會 全學年 

（八）

推動 

學生 

事務 

工作 

1. 

規劃為新進教師辦理 6 小時

人權法治教育研習，以提升教

師人權法治理念。 

學務處  活動期間 

2. 

修正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

法，並依據「教育部推動校園

正向管教工作計畫」，擬定推

動三級預防工作計畫。 

學務處  全學年 

3. 

檢討改善學校校規及生活管

理之相關規定，提出保障師生

權益之相關具體作法 

學務處 軍訓室 全學年 

4. 

持續宣導落實人權教育，並加

強公民教育實踐，並藉由社區

互動及國際交流等活動，培育

學生公民行動知能。 

學務處 圖書館 全學年 

5. 
提升師生及家長正確之法治

觀念，建立積極之法治態度。 
學務處  全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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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合學校正式課程、非正式課

程以及校園文化，發展具有特

色且永續之品德教育校園文

化，並提出推動品德教育之創

新推動策略，並進行品德教育

評鑑指標之自我檢核。 

學務處 各處室 全學年 

7. 

將人權教育、法治教育、公民

教育實踐及品德教育議題納

入學校年度行事曆並辦理相

關活動 

學務處 各處室 活動期間 

(九) 

推動家

庭教育

計畫 

1 
統籌規劃學校教職員參加家

庭教育知能在職教育 

人事室 

輔導中心 
各處室 全學年 

2 推動家庭教育課程 教務處  全學年 

3 實施家庭教育宣導 
學務處 

輔導中心 
各處室 全學年 

4 推動家庭教育輔導 輔導中心 各處室 全學年 

七、評估考核： 

配合教育局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成效檢核訪視辦理。 

八、經費：由教育部、教育局專款補助及本校年度相關經費支應。 

九、獎勵：辦理本項活動有功人員從優獎勵。 

十、本計畫經輔導工作推行委員會討論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395 

檔案編號：50-007 

高雄市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 學年度家庭教育 

實施計畫 

106年 9月 19日輔導工作推行委員會議通過 

壹、依據： 

    依據教育部 103年 3月 14日臺教社（二）字第 1030036454號函辦理。 

貳、目的： 

健全親子溝通，強化親職教育，培育具現代家庭觀念與溝通力之青少年。 

叁、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主辦單位：高雄中學 

肆、實施期程：105年 8月 1日起至 106年 7月 31日止。 

伍、實施內涵： 

    一、協助家長與學生瞭解家庭教育的意義、探索與掌握自我、認識多元性別

與婚姻、培養親職溝通的能力。 

    二、辦理家庭與親職教育研習，讓家長、教師能充實親子溝通知能，促進家

庭和諧，進而降低青少年心理困擾及不良適應行為。    

陸、實施內容： 

   一、活動一覽表： 

活動內容 主辦單位 辦理時間 參加對象 參加人數 地點 

1.成立推動家庭

教育工作小組情

形 

輔導室 105.9.24 

校長、各

處室行政

代表 

15人 
一棟二樓 

會議室 

2.召開相關會議

研訂家庭教育教

學與活動情形。 

教務處 

輔導室 
105.9.24 

校長、各

處室行政

代表 

15人 
一棟二樓 

會議室 

3.鼓勵校內教師

或行政人員參與

家庭教育各項研

習、培訓及工作情

形。 

人事室 

輔導室 

學期中 

每週四

0900-1200 

本校家長 

教職員工 
200人 演奏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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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體規劃家庭

教育實施期程，並

於學校行事曆載

明。 

學務處 

輔導室 

105.8.18 

行政會報 

校長、各

處室行政

代表 

15人 
一棟二樓 

會議室 

5.將家庭教育內

涵融入課程計畫

情形。 

教務處 105.9.1 
教務主任 

學科教師 
120人 

全年級各

班 

6.落實每學年在

正式課程外實施

4 小時以上家庭

教育課程及活動

情形。 

學務處 

 

1、運動會期間

（105.10.28） 

2、高一生命教

育課 

本校教職

員工生 

1、50人 

2、900人 

 

生涯資料

室 

各班教室 

 

7.運用多元方式

宣導家庭教育政

策及內容 (含宣

導方式、內容)。 

各處室 

生命教育課 

家政課 

導師會報 

行政會報 

全校師生 3000人 
各班教

室 

8.會同家長會辦

理 家 長 親 職 教

育、代間教育、婚

姻教育、資訊素養

教育活動情形。 

秘書室 

學務處 

輔導室 

家長會開會期

間 

 

本校家長 

教職員工 
200人 開會地點 

9.執行家庭教育

中心各項計畫辦

理情形。 

各處室 不定期 

10.宣導家庭教育

諮 詢 專 線

412-8185 情形。 

學務處 

校務會議 

導師會報 

新生訓練 

全校師生 3000人 
會議室 

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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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對於重大違

規、特殊行為或弱

勢學生家長或監

護人及實際照顧

學生之人，研擬推

動優先順序、適當

策略及籌措資源

之計畫。 

輔導室 

1、105.10.4 訂

定本校家庭教

育輔導諮商計

畫  

 

校長、各

處室行政

代表 

15人 
一棟二樓 

會議室 

12.對於重大違

規、特殊行為或弱

勢學生家長或監

護人及實際照顧

學生之人，提供必

要之親職教育諮

詢輔導及協助情

形。 

軍訓室 

輔導室 
不定期 

當事人 

及其家長 
50人次 

輔導室 

個別諮商

室 

13.對於上揭個

案，訂定檔案之保

密作業注意事

項，並持續輔導及

追蹤情形。 

軍訓室 

輔導室 

不定期追蹤輔

導 
當事人 50人次 

輔導室 

個別諮商

室 

14.家庭教育創新

教學或活動方案。 

教務處 

家政教師 
不定期 

15.推動家庭教育

特色。 

教務處 

家政教師 
不定期 

柒、預期成效： 

一、摒除錯誤刻板印象，改變狹隘的生涯觀，使學生、家長、教師、行政人

員及學校皆能重視生涯輔導的重要性，培養多元價值的生涯發展觀。 

二、就高中、大學與職業環境做縱向系統性之連結，就家庭、學校、政府相

關部門、民間企業與機構做橫向全面性之資源統整，使生涯輔導工作的

推動循序漸進且環環相扣。 

三、使現行教育學制與課程結構更具彈性，提供學生充分探索之時間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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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探之機會。 

四、加強一般教育人員生涯輔導知能，增進生涯輔導相關人員專業知能，並

充實輔導專業人力，全面落實生涯輔導工作。 

捌、經費：由校內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玖、本計畫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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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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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60-00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圖書館組織與分工職掌表 

100年9月15日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 

102年10月21日行政會議修訂 

單位 圖 書 館 

職別 主   任 

工作職掌 1.擬定圖書館之發展計畫。 

2.編訂圖書館之年度預算。 

3.圖書館業務工作之規劃、執行及考核。 

4.圖書館館員工作之督導、檢討及改進。 

5.召開圖書錧委員會議 

6.圖書館館員差假及加班之審核。 

7.出版雄中學報及校慶紀念專輯。 

8.擬定及推廣閱讀計畫。 

9.辦理雄中藝廊展出活動。 

10.出席學校內外相關會議。 

11.組織及管理家長志工隊。 

11.上級交辦之各項業務及工作。 

12.其他 

職務代理人 職務代理：幹事 

備  註  

 

單位 圖 書 館 

職別 幹    事 

工作職掌 1.協辦新書採購與編目業務。 

2.辦理各項閱讀及寫作競賽。 

3.管理報紙期刊雜誌。  

4.圖書館自動化之管理。 

5.辦理圖書館及網路資源利用教育。 

6.圖書館空間、財產及文書檔案之管理。 

7.館藏書籍資源之順架與辦理借還作業。 

8.督導工讀生學清理各樓層環境整潔。 

9.協助組訓與管理圖書志工。 

10.主任臨時交辦之業務。 

11.其他。 

職務代理人 職務代理：圖書館主任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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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60-002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各年度圖書館工作計畫 

壹、計畫依據 

一、高級中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部授教中(二)字第 0910523970A 號令發

布) 

二、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 

貳、計畫目標 

一、落實有效管理、優質服務之經營理念。 

二、建立多元而質量兼具之館藏。 

三、積極推展圖書館利用融入師生教學活動。 

四、營造書香環境，打造校園讀書風氣。 

五、提供安全便捷之資訊檢索環境。 

六、朝向教學資源中心轉型發展。 

叁、SWOT 強弱優劣分析 

分項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 

內容 1.首長俱理念，

積極鼓勵並推

動利用教育。 

2.積極推動利用

教育，培養學生

資 訊 運 用 知

能。 

3.延長開館時

間。 

4.積極開拓支援

教學途徑與資

源。 

5.館藏資源豐

富。 

6.學生素質高。 

7.軟硬體設備完

整。 

8.館舍位於校園

核心區。 

9.圖書購置經費

充裕。 

1.圖書館資訊整

合系統老舊。 

2.學生升學壓力

大，無法充分

使 用 圖 書 資

源。 

3.服務趨向多元

化 與 開 放 社

區，人力明顯

不足。 

4.館舍老舊、空

間不足，無法

充分發揮功能 

5.教師較少主動

配合圖書館擴

大及深化教學

內涵。 

1.因應十二年國

教，進行主題式

課程設計及學習

活動，圖書館將

轉型為教學資源

中心。 

2.配合學校社區

化 政 策 之 推

展，圖書館是社

區群組學校落

實資源共享的

窗口。 

3.多元學習、多

元評量、多元成

就的風氣逐漸

出現 

1.升大學壓力仍

大，限制了師生

利用圖書館及

圖書館之正常

發展。 

3.電腦網路及視

聽多媒體的過

度使用，養成國

人不良資訊使

用習慣，不利於

圖 書 館 的 經

營。學生深愛網

路甚過實體書

籍 

3.教師甚少主動

推薦書單 

4.全民閱讀習慣

不佳 

5.整修老舊館舍

經費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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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內容 

 一、一般性業務  

  (一)行政管理：圖書館委員會、工讀生管理、圖資股長訓練與管理、行政

事務用品管理、電腦事務用品管理、圖書志工團服務。 

  (二)技術服務：擬定館藏政策、圖書採購、圖書催缺、期刊訂閱、期刊催

缺、分類編目、館藏盤點、旅行書、圖書維護/修補。 

  (三)資訊服務：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圖書館網站維護、資訊檢索區使用管

理、教師研究室使用管理。 

  (四)讀者服務：圖書流通與閱覽、書香獎勵活動、新生圖書利用教育、新

進人員圖書利用教育、學報編輯、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經

營班級書櫃、公布欄藝文資訊。 

(五)推廣活動：大師講座、藝文活動、有獎徵答活動、校園主題書展活動、

館際合作活動。 

(六)深耕閱讀：擬定深耕閱讀計畫、讀書會資源庫圖書採購、編目、讀書

會資源庫書箱/圖書借閱、催還、閱讀冊數統計、家長及學生讀書會。 

(七)競賽活動：讀書心得寫作比賽、小論文寫作畫競賽、班級網頁競賽。 

(八)網路學習活動：線上資料庫利用推廣、班級網頁製作 

 二、開創性業務：經營校史室、撰述校園人物故事、辦理校園美展。 

 三、解決性業務：加速館藏編目工作、網路推薦書單、服務身障師生、家長及

社區民眾借書電話預約可在警衛室取書。 

伍、計畫預期效益 

 一、專業有效率的技術服務，提供新穎的館藏，提高館藏資料使用率。 

 二、便捷的資訊檢索環境，支援並鼓勵師生進行網路學習。 

 三、透過利用教育等讀者服務，提高圖書資料使用率及閱讀、推廣活動的參與

度。 

 四、多元、親切、效率的推廣活動(講座、書展、資訊展覽、有獎徵答…等)

吸引更多的潛在讀者走進圖書館。 

 五、透過深耕閱讀計畫，培養師生廣泛閱讀、討論分享之習慣。藏書豐富的讀

書會資源庫，方便各讀書會借用，彌補館舍偏遠的缺憾，並減低讀書會成

員負擔，強化師生共讀之可行性。 

 六、配合教育部(局)舉辦各類閱讀競賽，提供學生展現閱讀成果的舞臺，並藉

由良性競爭提升學生寫作程度。 

 七、推廣班級書櫃活動。 

 八、改善教師研究室環境、定期出版學報，以支持教師進行專業發展。 

 九、由學報開始推動學校出版品形制標準化，以統一本校出版品之形制，並方

便日後進行資料繳送、交換。 

陸、本計畫奉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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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60-003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圖書館委員會組織章程 

98年9月1日行政會議訂定 

106年9月11日行政主管會議修訂 

壹、依據：依教育部92年1月24 日部授教中（二）字第0910523970 號令發布「高

級中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辦理。 

貳、目的： 

一、協助圖書館訂定各項規章，健全圖書館營運管理制度。 

二、協助圖書館推動各項活動，強化圖書館教育功能。 

三、協助規劃館藏購置，豐富圖書館內涵。 

四、協助圖書館空間設計，美化閱讀環境。 

参、組織：本委員會設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圖書館主任為委員兼執行

秘書，並由校長聘請各處室主任、各科教學研究會召集人、家長代表擔任委

員，任期一年。 

肆、職掌： 

一、審議修訂圖書館各項規章。 

二、訂定圖書館館務發展工作計畫。 

三、監督圖書館預算編訂與執行。 

四、審議圖書館館藏購置方向及原則。 

五、規劃及辦理圖書館推動閱讀活動及服務工作。 

伍、會議：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召開臨時會並邀請相關單位列席。 

陸、本組織章程陳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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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60-004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圖書館閱覽規則 

97年 8月 30 日校務會議通過 

105年 8月 1 日主管會報通過修訂 

一、凡本校教職員工生（含校友、退休人員），均可憑學生證或本館核發之借書

證入館閱覽及使用圖書資源。家長及社區民眾歡迎在開放時間入館閱覽報

章期刊，使用圖書資源則須辦理借閱證。 

二、凡本校教職員工生（含校友、退休人員），可攜帶書籍、筆記本、紙張、文

具入覽，其餘物品，非經本館許可，不得攜帶入館。 

三、本館各閱覽室及書庫均採開架式閱覽，由閱覽人自行取閱，閱覽後應即放回

原處。 

四、本館各專室及專區之圖書資料原則上不予外借，且均限於該室（區）內參閱，

不得攜出。閱覽室內之當期刊物不得借出，欲借過期刊物則必須依規定登

記方得借出。 

五、本館所藏珍（善）本書，閱覽人得憑學生證或借書證向管理員辦理借閱，並

限在室內參閱，不得攜出室外。 

六、閱覽人應妥為愛護本館圖書、雜誌、報紙等各類型資料及各項器材設備，不

得有污損、破壞等情事，違者除應負賠償責任外，停止借閱權利三個月，

並得依情節輕重報請學校處分。 

七、閱覽人應注意衣履整齊、保持肅靜、維護清潔，並不得隨地拋棄紙屑，在館

內吸煙、吃零食及喧嘩。違者停止借閱權利三個月，並得依情節輕重，報

請學校處分。 

八、閱覽人如有竊取館藏資料、器材設備情事；學生簽報學務處記一小過，教職

員工報請校長處理；並均停止借閱權利六個月。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呈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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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60-005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家長志工電影讀書會活動 

實施計畫 
一、目的：透過閱讀、賞析、討論電影，增進家長閱讀能力及強化終身學習興趣。 

二、主辦：高雄中學圖書館 

三、承辦：高雄中學家長志工隊 

四、對象：高雄中學家長志工隊成員 

五、時間：每月第二週，星期（二）上午 9：30 ~ 12：00 

六、地點：本校綜合大樓三樓視聽教室(一) 

七、主題：女人 v.s.文化 

 把電影當作一本「影像的書」，而書像是一本「文字的電影」，我們可以將

兩者揉合。我們從影像開始，配合相關可讀的文章，先閱讀女人自身。西

蒙˙波娃《第二性》書中有句非常有名的話：「一個人之為女人，與其說是

「天生」的，不如說是「形成」的。」社會文化形塑了各種不同女人的生

命形象，藉著讀電影，讓我們擴開心眼去認識不同文化下的女性形象。 

八、課程：如下表 

講師 戴麗桑老師 

時  間 影   片 簡     介 

9月 10日 

9:30-12:00 

〈懼乳：傷心的奶水〉 

La Teta Asustada: 

The Milk of Sorrow 

片長：1 時 38分 

導演：克勞蒂亞‧尤薩(Claudia Llosa 

 2009 柏林影展金熊獎 

10月 8日 

9:30-12:00 

〈偶然與巧合〉 

Hasards ou 

coïncidences 

片長： 120 分 （2000年出品）  

導演：克勞德‧雷路許(Claude Lelouch） 

 榮獲【芝加哥國際影展】最佳女主角  

榮獲【法國凱撒獎】最佳音樂 

11月 12日 

9:30-12:00 

〈窗邊上的玫瑰〉 

Flor De Mi Secreto 

La  

片長 ：106分鐘 (1995) 

導演：派卓‧阿莫多瓦( Pedro Almodovar) 

 1995 年獲「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

節評委員會大獎 

 1995年最佳女演員獎 

 1996年獲阿爾法斯.德比電影節歐洲獎 

12月 10日 

9:00-12:00 

〈生命之詩〉 

Poetry 

片長：2 時 19分（2010年） 

導演：李滄東(Lee Changdong) 

 第 63屆坎城影展最佳劇本獎  

 坎城影展首映掌聲長達七分鐘 

元月 14日 

9:00-12:00 

〈麥迪遜之橋〉 

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 

片長：135 分 （1995年） 

導演：克林伊斯威特（Clint Eastwood） 

 被譽為 90年代最偉大動人的愛情電影 

 日本藍帶獎最佳外語片、導演 

 當年眾多權威電影專家和雜誌評為

「1995 年世界十大電影 

八、經圖書館委員會通過並奉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www.m1905.com/mdb/film/list/year-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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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60-006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圖書館館藏資料報廢作業要點 

100年09月15日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 

一、高雄市立高雄中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淘汰過時、破損不堪使用及滅

失之館藏資料，依據圖書館法相關規定，訂定「高雄中學圖書館館藏資料報

廢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以維持館藏品質。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為高雄中學圖書館。 

三、凡經圖書館登錄典藏列入財產之圖書、期刊等印刷資料及視聽資料、電子出

版品等非印刷資料，合乎本要點各項報廢原則者，得依本要點規定辦理財產

報廢及註銷減帳。 

四、報廢原則： 

（一）依據圖書館法第14條及行政院財物標準分類明細表之規定，使用五年

以上之館藏資料，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缺頁、破損、不堪使用、無法重新裝訂且已無參考價值之館藏資料。 

2.破損且整理裝訂費用等於或超過購買費，市面上仍可再購得之館藏資料。 

3.已以其他形式如電子版本、微縮形式典藏，而該紙本形式之資料不具參

考及保留價值之館藏資料。 

4.已入藏之新版資料，其涵蓋舊版者之舊版館藏資料。 

5.違反著作權法之館藏資料。 

6.借閱遺失已辦妥賠償手續之館藏資料。 

7.館藏資料經五次協尋服務，仍下落不明者。 

8.超過館藏複本原則之多餘複本。 

9.其他事由經本校圖書館委員會同意者。 

（二）孤本之館藏資料不得報廢，惟經鑑定已失去使用價值者不在此限。 

五、報廢數量 

（一）依圖書館法第14條規定，本館每年館藏報廢總量合計不得高於全館藏

量百分之三。 

（二）本館館藏報廢之數量，由本館依實際報廢需求及第四點規定計算後，

予以調配。 

六、報廢程序 

（一）篩選：擬報廢館藏之單位檢視擬報廢館藏是否合於要點所列報廢原則

之規定。 

（二）造冊：擬報廢館藏，按分類號由小而大排列，並依中文圖書、外文圖

書、非書資料分別造冊，報廢清冊格式由本館提供。 

（三）審核： 

1.館藏報廢清冊一式三份簽會本校相關處室覆核後，陳校長核准。 

2.由本館針對擬報廢物品進行查核其是否符於報廢規定，遇疑義則由本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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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相關學科教師審核認定。 

（四）銷毀：館藏報廢清冊奉校長核准後，由本館以註銷章於報廢館藏逐冊

加蓋之，經確認無其他用途後，依規定處理廢品。 

（五）銷帳：奉准報廢館藏銷毀後，依報廢清冊由本館分別於圖書館自動化

系統及登錄簿註銷列帳。 

七、本館館藏報廢時間每年以一次為限。 

八、本要點經本校圖書館委員會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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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60-007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圖書館志工自治管理要點 

100年 9月 6 日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 

 105年 8月 1日行政會報修訂通過 

 

一、主旨 

推動學生服務學習教育，強化志工服務精神，提倡愛校服務教養，協助圖書

館管理業務 

二、實施原則 

(一)採自願、無給職方式 

(二)以協助圖書館及服務全校師生、家長與社居民眾為主 

三、服務人數：10-30 人(視每學期報名狀況而定) 

四、服務時間：以學期為單位 

(一)中午：12時 30分至 13 時 10分 

(二)晚上：17時 10分至 21 時 10分 

五、組織 

(一)隊長、副隊長：由全體志工選出，協助圖書館主任管理圖書館志工隊事

務 

(二)值日分隊長：協助圖書館主任、志工隊長管理每日志工服務事宜 

六、成長訓練 

(一)每學期初辦理一次 

(二)未參加訓練者，視同放棄志工身分 

七、工作內容 

(一)整理圖書雜誌報章期刊 

(二)借還圖書報刊 

(三)清理圖書館環境 

(四)協助管理門窗、水電、冷氣、電扇及各項設施 

八、工作守則 

(一)準時簽到退 

(二)值勤時應穿著志工背心 

(三)誠實正直、自愛愛人 

(四)認真盡責、服務至上 

(五)請假應事先告知隊長或值日分隊長(傷病假除外) 

(六)服務時數未超過全學期二分之一者，不得申請登錄 

九、獎勵方式 

(一)統計學期服務時數，登錄於學生服務學習記錄欄內 

(二)隊長、副隊長記功兩次，值日分隊長記功一次，其他表現優異者優予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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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十、本要點經圖書館委員會通過並奉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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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60-008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5學年度借閱圖書 

績優獎勵辦法 

100年 9月 6 日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 

105年 9月 11日圖書館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目的：藉由讀者借閱排行統計，鼓勵學生經常使用圖書館藏書，以擴大學生

閱讀視野並提昇其閱讀興趣。 

二、獎勵對象：全校學生。 

三、實施時間：每學期一次 

四、實施辦法： 

借閱記錄每學期末統計一次，同一天借還圖書不列入計算在內。 

五、獎勵方式 

(一)每學期結束後，統計全校個人借閱排行前 10名，各頒發「閱讀達人」獎

狀一紙，及合作社消費儲值第一名 500元、第二名 400元、第三名 350 元、

第四名 300元、第五名 250元、第六名 200 元、第七名至第十名各 150 元。 

(二)每學期結束後，統計全校班級借閱排行前 6名，頒發「書香世家」錦旗

一面，該班圖資股長或合作社消費儲值第一名 250元、第二名 200 元、第

三名 150元、第四名至第六名 100元。 

六、經費來源：本校員生消費合作 

七、經本校員生消費合作社理監事會同意並呈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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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60-009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學年度慶祝 95周年 

校慶活動暨校園美展活動實施計畫 

一、依據：高雄中學 95週年校慶活動藝文展辦理辦法 

  (一)慶祝本校校慶活動，並展出優秀作品，呈現教學成果 

  (二)藉由多元作品觀摩，培養美育的欣賞能力，提升學習興趣與成就感。 

二、參與對象：本校校友及師生 

三、參展內容：不拘，如：書法、攝影、繪畫、美術、陶藝、工藝等 

四、實施期程： 

 （一）各班級收件日期：106年 10月 16-20日。 

 （二）圖書館收件日期：106年 10月 16-20日  

 （三）展出日期、地點：106年 10月 27日(五)〜106年 11月 17日(五)，於本

校雄中藝廊展出。 

 （四）送件作品請至圖書館領取作品資料單填寫【附件一】。 

  (五) 作品展畢領件 11月 21日。 

 

五、開幕時間:10/27(五) 10:30(名家揮毫) 

六、校園藝術講座:10/27(五) 下午 2:30 

  

七、送件作品內容： 

  (一) 學生作品： 

    1.書法作品：配合社團活動，由國文科指導老師推薦優秀作品。 

    2.美術作品（或其他）：由美術老師推薦參展。 

  (二) 教師作品： 

    1.內容不拘（如：書法、編織、攝影、蒐藏、美術、雕塑、插花、陶藝、工

藝、剪紙、文章…等，多多益善）。 

    

八、本計劃呈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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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60-010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學年度全國讀書心得 

暨小論文寫作競賽獎勵辦法 

100年 9月 6 日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 

一、實施目的：鼓勵本校學生積極參加校外全國性比賽爭取榮譽，透過比賽增加

學生閱讀、寫作及專題研究能力，以提升個人未來競爭力。  

二、主辦單位：本校圖書館。 

三、協辦單位：教務處、各科教學研究會。 

四、實施對象：全校學生。 

五、實施時間：每一年度兩次 

六、實施辦法： 

  (一)投稿網站：中學生網站(http://www.shs.edu.tw/shs.htm/) 

  (二)投稿及截稿時間：以中學生網站公告為準。 

七、獎勵方式 

  (一)進入甲等以上者，可獲得教育部承辦單位獎狀。 

  (二)敘獎 

     1.小論文：特優小功 2次、優等小功 1次、甲等嘉獎 2次 

     2.讀書心得：優等小功 1次、優等嘉獎 2 次、甲等嘉獎 1次 

八、本辦法經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www.shs.edu.tw/sh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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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60-01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高雄數位學園網路讀書會 

閱讀心得寫作比賽暨獎勵要點 
 

一、依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辦高雄市網路讀書會 

二、比賽地點：高雄數位學園。(http://read.cchs.kh.edu.tw/) 

三、比賽方式：請依網站所訂定之主題及參考書目。進行閱讀及撰寫心得投稿參

賽。分為施政政策、高中組、高職組兩組。同一人不限參賽篇數，但同一篇

作品不得重複投稿，施政政策主題每位學生皆可投稿。 

四、比賽主題：以「本土台灣」、「品德教育」為主題，希望學生透過本土台灣及

品德教育相關書籍的閱讀，能主動認識本土台灣的文化脈絡，培養關還鄉土

的情懷；希望學生透過品德，能主動啟發學生之品德教育之落實，培養人格

之發展，提升品德教育之目的。 

五、比賽日期： 

   (一)校內開始投稿 ：07月 01日(學生可以開始投稿) 

   (二)校內投稿截止：08月 29日(17:00後關閉網站上傳功能) 

   (三)校內評選 ：11 月 23日至 12月 09日 

   (四)校內作品推薦參加高雄市比賽：12月 12 日截止 

六、寫作格式： 

   (一)基本資料：書籍之書名、作者、等基本資料，請依網頁上指定欄位及格

式填寫。 

   (二)內容簡介：簡介該書籍之內容或摘錄書中有意義之文字，以不超過三百

字為限，若摘錄文字需註明文字出處之頁碼。(若無參考書目則免填寫本

項目) 

   (三)我的心得：針對參賽主題或閱讀相關書籍之心得及見解，高中、高職組

需至少一千字。 

   (四)問題討論：請針對書籍內容或參賽主題提出一個相關的討論問題。 

七、評審方式：聘請本校國文科教師評審，校內賽優等者推薦參加全市性比賽。 

八、獎勵辦法 

   (一)校內比賽敘獎方式： 

      1.特優三名各獲頒圖書禮券 1000元、嘉獎 4支。 

      2.優等(5%~10%)獲頒圖書禮券 600元+嘉獎 3支。 

      3.甲等(30%~50%)獲頒圖書禮券 300元+嘉獎 2支。  

   (二)全市性比賽敘獎方式：分特優、優等、甲等、佳作，得獎作品由教育局

頒給獎狀鼓勵。 

九、本要點經圖書館委員會通過報請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read.cchs.k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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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60-012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雄中學報第十九期徵稿辦法 

 

一、徵稿依據：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報出刊辦法 

二、徵稿對象：本校教職員工 

三、徵稿內容： 

(一)學術論文：1.實證研究 2.理論探討 3.專題論述 

(二)教育理論與實務 

四、徵稿時間：即日起至 106年 3月 1日止 

五、收稿地點：本校圖書館蔡受勳主任 

六、出刊日期：107年 4月 1日 

七、徵稿規約： 

(一)稿件以三千至一萬五千字為原則。特約稿件不在此限。 

(二)中文稿採用電腦打字(12號細明體)，並加註標點符號；英文稿採用打字

稿(A4)隔行打字。 

(三)學術論文按照 1、標題 2、作者 3、摘要(三百字內) 4、本文 5、參考

文獻之順序排序、英文稿並須附中文摘要。 

(四)插圖以黑白筆繪製，照片為光面正片（以數位檔為佳，亦可複製） 

(五)主編召集編輯及編稿人員會商審稿，決定取捨，必要時得以論文發表方

式處理之。 

(六)來稿需註明真實姓名，一經採用，不得要求抽回。排版打字後由作者自

行校對。 

(七)本期文稿發表後，作者若另有他用，須先知會本校後再行引用。 

(八)錄用之稿件，每千字稿酬五百八十元為原則，並贈送本期刊物二本及抽

印本十本。 

八、本辦法經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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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60-013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學年度「愛上閱讀」 

主題書展實施計畫 

一、活動依據：本校 106學年度圖書館委員會議決議 

二、活動目的： 

配合學科教學需要，提供適切的教學輔助資源，以培養學生主動閱讀的習

慣，增進學生主題式閱讀之能力。 

三、主辦單位：本校圖書館 

四、協辦單位：本校教務處、國文科教學研究會、英文科教學研究會、自然科教

學研究會、社會科教學研究會 

五、承辦單位：敦煌書局 

六、活動地點：本校圖書館一樓大廳 

七、活動日期： 

   (一)第 1學期：106 年 12月 18日(一)至 12 月 22日(五) 

   (二)第 2學期：107 年 4月 16日(一)至 4月 20日(五) 

八、活動方式： 

   （一）書展主題：第 1學期為諾貝爾獎得主；第 2學期為全球化與國際交流 

   （二）各相關學科於書展期間安排主題導讀，參與導讀會者可參加摸彩活動

(家長會贊助展品若干)。 

九、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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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60-014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家長志工隊組織辦法 

100年 11月 14日高雄中學家長志工大會通過 

102年 09月 14日高雄中學家長志工大會修訂 

103年 09月 10日高雄中學家長志工大會修訂 

106年 05月 11日高雄中學幹部會議修訂 

106年 08月 01日高雄中學志工隊公布實施 

 

一、實施依據：民國 102年 6月 11日華總一義字第 10200111631號令公布志願 服

務法 

二、實施目標： 

  （一）創造家長參與學校成長平台，齊心努力落實「教育功德一起做」之理念。 

  （二）連結家庭與社區，充分運用相關人力資源，增進親職關係與社會和諧。 

  （三）結合各界教育力量，落實導服務人群與終身學習理念，營造社群意識，

建立正面發展之價值。 

  （四）引導家長關懷學校教育，積極主動投入服務學習，協助校務穩定發展。 

  （五）為青少年樹立熱情樂活、感恩惜福的優良楷模。 

 

三、實施原則： 

  （一）隊員 

      1.自 105學年度志工大會決議新加入隊員須為高雄中學在校學生家長，志

工隊隊 員以 100人為限。 

2.志工隊員聘任視校方依各組人力需求訂定，新生招募每『學年』招募一

次，以一年級及二年級志工家長為限，一年級家長為主。 

      3.由於考量圖書館需要搬書希望志工以 55 歲以內為優先考量。 

      4.校內志工保險則以 65歲為限，年齡 65 歲以上之志工將輔導離隊。 

      5.志工以一年一聘為原則。期間如未滿學校規定之服務時數，期滿由校方

輔導離隊。 

  （二）組織 

     1.本志工隊設隊長、副隊長、總幹事各 1 人。另設學務、教務、總務、 圖

書管理、衛生保健 5個分組。 

  2.每學年初召開新舊志工大會。 

  （三）幹部職責 

  1.隊長： 

  （1）對外代表本志工隊，綜理本志工隊各項行政工作。 

  （2）擔任本志工隊與校方之聯絡平台。 

  （3）召集本志工隊大會、臨時大會及其他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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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副隊長： 

        (1）為隊長之職務代理人。 

        (2) 襄助隊長綜理各項事務。 

       （3）協助隊長督導各組運作。 

       3.總幹事: 

       （1）處理志工訓練通知及內政部志工資料登錄作業。 

       （2）統計、製作及發放志工服務時數條。 

    (3) 協助隊長及副隊長處理行政事務。 

   （四）執行幹部之任期： 

    1.設隊長一人，人選由前隊長建議、主任決定後聘任。隊長任期一年，

不得連任。 

    2.設副隊長一~二人由隊長聘任之。 

    3.設總幹事一人由隊長聘任之。 

     4.卸任幹部禮遇：雄中志工隊與成長班幹部卸任後仍熱衷學習，於 105

學年起凡參與成長班課程學習仍禮遇以志工資格予以收費，為期 5

年，感謝為雄中志工隊的付出！ 

   （五）隊員之義務與權利： 

    1.志工擔任服務工作因故無法到班者，應告知隊長及同組值班人員。 

    2.志工可優先參加本志工隊舉辦之各成長班及活動。 

    3.志工執勤須簽到，據以作為登錄服務時數之憑證。 

    4.志工隊群組管理希望宣導已離隊者自行退出；也請各幹部協助管理。 

   （六）退場機制：雄中志工隊人數以 100人為限，當志工人數超過 100 人時

將啟動下列離隊模式： 

  1.105學年度以前夥伴在雄中擔任志工服務 4年內服務時數總計需滿 

300小時，未滿 300小時之夥伴，將協商將機會讓給有意願服務之夥

伴。（因為有圖書館封館事情，故展延一年） 

        2.社區志工 

        3.106學年度加入之志工伙伴，在雄中擔任志工服務 3年內服務時數總

計需滿 300 小時，未滿 300小時之夥伴，也將協商將機會讓給有意

願服務之夥伴。 

        4.如以上三點都不適用，則以當學期各部室值班未達 2/3者來衡量。 

    （七）志工大會 

   志工大會訂於每年 9月第二週召開，處理並討論志工隊重要事務，一

般事務，由隊長召集副隊長、總幹事商論之，必要時得由隊長召開臨

時大會。 

四、本辦法經志工大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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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志工服務倫理守則 
一、  我願誠心奉獻，持之以恆，不無疾而終。 

二、  我願付出所餘，助人不足，不貪求名利。 

三、  我願專心服務，實事求是，不享受特權。 

四、  我願客觀超然，堅守立場，不感情用事。 

五、  我願耐心建言，尊重意見，不越俎代庖。  

六、  我願學習成長，汲取新知，不故步自封。 

七、  我願忠心職守，認真負責，不敷衍應付。 

八、  我願熱心待人，調和關係，不惹事生非。 

九、  我願肯定自我，實現理想，不好高騖遠。 

十、  我願尊重他人，維護隱私，不輕諾失信。 

十一、我願配合志願服務運用單位，遵守規則，不喧賓奪主。 

十二、願珍惜資源，拒謀私利，不牽涉政治、宗教、商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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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60-015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家長志工隊文藝成長班 

組織章程 

 106年 09月 01日實施 
 

一、名    稱：高雄市立高雄中學家長志工隊文藝成長班 

二、宗    旨：培養志工自我充實成長，落實終身學習精神 

三、組    織： 

   (一)高雄市立高雄中學家長志工隊現任志工為學員 

   (二)設班長一人，班長由當期隊長兼任，須在公版公告活動。 

四、活動辦法： 

   (一)由校方聘請講師以講座及才藝或體能老師授課，每次活動時間以三小時

為限。 

   (二)每學期由校方擇期，舉辦二至三次。 

   (三)活動地點依該次授課內容之性質，於活動開始前二周公告之。 

   (四)每場活動報名人數依該次授課內容之性質而決定，另行公告。 

五、活動費用： 

   (一)師資由校方審核後校方支出。 

   (二)如當期為才藝課程，教材費由學員自行負擔並繳交於班長。 

六、其他規定事項： 

   (一)已報名後退出者，教材費不予退費。（已繳費欲退出者，請學員可自行找

有意上課之志工夥伴替代，費用轉讓相關事宜請自行協議，本隊亦不介

入） 

   (二)如當次活動遇突發狀況無法辦理時，將公告活動順延或退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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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60-016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家長志工隊書法班組織章程 

 

一、宗旨:培養愛好書法志工相互觀摩學習 

二、組織： 

   (一)現任家長志工為優先，曾任志工次之  

   (二)本班設班長一人，班長由學員推選，任期一年，不得連任 

三、招生: 

   (一)每學年均會重新招生，對象以 新、舊志工為主 

   (二)候補學員以曾任志工優先 

   (三)舊學員次之(非志工) 

   (四)本班人數以 20 人為限 

   (五)出席率每學期未滿 1/3者，新學期報名無效 

   (六)報名人數超額時，依習作，值班，到班狀況決定最後學員名單  

四、活動計劃： 

   (一)聘請名書法家授課，每週上課 2-2.5小時 

   (二)舉辦名家作品觀摩 

五、學費： 

   (一)每次每堂課 100 元，學費視實際上課次數計算 

   (二)低於 10人以下包括 10人，則平均分攤教師鐘點費用，講義費，各項雜

費 

   (三)學費支出包含老師束脩、講義費及各項雜費支出 

   (四)中途退出者，不予退費 

   (五)每學年度結束，班費需歸零 

六、卸任幹部禮遇：幹部卸任後不再擔任志工，於 105學年起凡參與成長班課程

者仍以志工資格予以收費，為期 5年，感謝為雄中志工隊付出，5年後以非

志工費用收取 

七、其他: 

   (一)學員應負年度校內展覽值班之義務 

   (二)老師終點費支付以實際到課為主，金額另定之                                                            

   (三)表現良好之 3 位學員於學年度結束時，學校將會提供神秘小禮物，以資

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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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60-017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家長志工隊水墨班組織章程 
                 105年 12 月 19日依舊法於幹部會議修訂 

               106年 2月 13 日實施 

一、名稱：高雄市立高雄中學志工隊水墨班 

二、宗旨：培養愛好書藝校友，相互觀摩切磋陶冶性情 

三、組織： 

   (一)高雄市立高雄中學家長志工隊員優先加入為學員 

   (二)曾任志工次之 

   (三)水墨班舊學員再次之 

   (四)本班班長一人,班長由學員推選，任期一年,不得連任 

   (五)每班人數以 16 人為限 

   (六)出席率每學期未滿 1/4者，新學期報名無效 

四、活動計畫： 

   (一)聘請水墨畫老師授課，每周上課二小時 

   (二)辦名家作品觀摩及師生聯展 

五、學費: 

   (一)以每次每人 100 元，視實際上課次數計算 

      1.低於 10人以下包括 10人，則平均分攤學費費用 

      2.學費支出包含老師鐘點費、講義費、及各項雜支 

      3.學年度交接，班費需歸零 

       (1)中途退出者不予退費 

       (2)卸任幹部禮遇:幹部卸任後不再擔任志工，於 105 學年度起參與成長

班課程者，仍以志工資格收費，為期 5年，感謝為雄中志工隊的付出 

六、其他: 

1. 學員應負年度校內展覽值班之義務 

2. 鼓勵同學的成長，學校提供禮物以茲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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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60-018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家長志工隊電影欣賞班 

組織章程 

一、名    稱：高雄市立高雄中學家長志工隊電影欣賞班 

二、宗    旨：凝聚喜歡讀電影的同好，定期欣賞有深度的好電影，藉由老師的 

提點和同學的討論分享，碰撞出更多的火花，大家一起學習成長。 

三、組    織： 

   (一)高雄市立高雄中學家長現任志工隊員優先加入為學員，曾任志工次之，

非志工的舊學員再次之。 

   (二)電影班實際學員人數，會以雄中提供場地的大小做彈性的調整，但最多

以 60人為限。 

   (三)招生人數若超過，舊學員將以上學年的出席率來做篩選。 

   (四)本班設班長一人，班長由學員推選，任期一年，不得連任。 

四、活動計畫： 

   (一)每月第二個星期二定期舉辦電影欣賞會，並聘請老師帶領欣賞。 

   (二)每堂課學員應填寫回饋單，每學年結束，表現良好的前 5名學員，學校

將備有神秘小禮物回贈。 

五、學    費： 

   (一)每學年收學費一次，現任志工 200元，非志工 400元 

   (二)學費支出包含老師的禮物、聚餐費和雜支 

   (三)中途退出者，不予退費 

   (四)每學年度結束，班費需歸零 

   (五)卸任幹部禮遇:幹部卸任後不再擔任志工，於 105學年度起參與成長班課

程者，仍以志工資格收費，為期 5年，感謝為雄中志工隊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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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60-019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 

補充規定 

                                               107年 01月19日校務會議通過 

壹、依據 

本補充規定依據教育部106年7月26日臺教國署高字第1060075928C號

函「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建置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

(以下簡稱作業要點 )第五點二項規定訂之。 

貳、目的 

建置「學習歷程檔案」旨在記錄學生修課歷程，了解學生發展性向、自

主學習，及在高中階段積極參與選修課程，踴躍選修與自身性向發展相關的

課程之情況；透過資料上傳可作為大學招生時的選才依據，大專院校則可透

過學生之學習歷程檔案，瞭解學生的修課狀況、興趣以及潛能，作為申請入

學時的軟性參採。 

叁、學習歷程檔案內容項目 

學習歷成檔案內容包含：基本資料、修課紀錄、課程學習成果、多元

表現、自傳(得包括學習計畫)及其他與學生學習歷程有關之資料。前二項資

料建置之格式，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另定之。 

肆、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料之建置規定 

  一、學習歷成檔案資料以學生就學期間之資料為限，並由學校及學生依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公告期限內上傳「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資料

庫」，其內容及記錄方式如下：  

內容 登錄 記錄方式 上傳件數 備註 

基 本 資

料、修課紀

錄 

學校 

應於每學期規

定時間內登錄

及檢核 

  

課 程 學 習

成果 
學生 

應於學校規定

時間內登錄 

每 學 期 至

多三件。 

經任課或指導教師認

證。 

多元表現 學生 

應將校內、外

多元表現，於

學校規定時間

內登錄 

每 學 年 至

多十項。 

資料庫內已由學校登錄

之校內幹部及其他相當

資料，或校外機構登錄

之競賽、檢定及其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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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之資料，不包括在十

項之內。 

自傳(得包

括學習計

畫) 

學生 

申請就讀大專

校院時，應於

學校規定時間

內登錄 

  

 

  二、學生申請就讀大專校院時，經學生本人同意及勾選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得將資料庫之檔案釋出至依大學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所組成之大

學招生委員會或聯合會，作為招生選才之參據。 

  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對於學校有關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料之建置作

業，得視其辦理情形，就相關人員予以獎懲；學校相關人員有登載不實，

致影響學生權益或大學招生制度之公正性及公平性者，應負相關行政或刑

事責任。  

  四、學習資料庫保有學生個人之所有資料，應自該學生申請入大專校院起五年

後，予以封存。 

 

伍、學習歷程檔案資料工作小組 

        本校依作業要點第五點第一項規定設置「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料工

作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負責辦理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之相關工

作。 

  一、召集人：由校長擔任。 

  二、執行秘書：由圖書館主任擔任。 

  三、小組成員：資訊執秘、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教師會代表1人、

家長會代表1人、學生代表1人、註冊組長、教學組長、訓育組長、生輔組

長、國文科主席、英文科主席、數學科主席、自然科主席、社會科主席、

藝能科主席、體健科主席、國防科主席，共19人。 

  四、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且應由召集人召集會議並主持，議決學生學習

歷程檔案建置之方式、人員、期程及內容，並辦理訓練、研習、說明、成

效評核及獎勵等相關作業。 

  五、工作小組分工內容 

項目 負責單位 工作內容 

系統維護 

圖書館 

資訊執秘 

負責建置及管理「學習歷程檔案平台」，包含

帳號開設、障礙排除、使用者疑問及系統相關

問題處理。 

學生基本資料 
教務處 

註冊組 

學生之相關學籍資料，由註冊組於學生入學後

登錄，每學期並須再次檢核確認。 

學 修課評估 輔導室 依據學生之性向興趣及進路發展登錄「學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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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修

課

紀

錄 

群)探索與就業規劃」於系統。 

選修課程名

稱 

教務處 

教學組 
於選課作業完成後登錄學生選修科目資料。 

課程諮詢紀

錄 

課程諮詢

教師 

登錄「日期/時間/地點」及「諮詢內容及意見」。 

(待中課科公告負責教師) 

修課成績 
教務處 

註冊組 
登錄學生修課科目及學業成績表現。 

課程學習成果 

各學科領

域召集

人、任課老

師 

負責督導學生每學期依時程登錄修課(含必、選

修等有核計學分者)之學習成果(含實作作品或

書面報告等)，並須經任課教師認證。 

出缺勤紀錄 
學務處 

生輔組 

負責完成學生全學年出缺勤紀錄登錄及後續維

護。 

學生幹部/學生社

團 

學務處 

訓育組 

負責完成擔任學生會幹部、學生社團幹部、班

級幹部紀錄及社團紀錄登錄及維護。 

校內外公共服務活

動/志工服務 

學務處 

訓育組 

負責要求學生完成全學年校外公共服務活動/

志工服務等資料登錄及維護。 

多

元

表

現 

學生個人校

內競賽表現 

校內承辦

單位 

負責於賽後完成學生個人校內競賽成績表現紀

錄(含名稱、內容、成績及證明文件)之登錄及

維護。 

學生校外學

科/非學科競

賽/語文(技

能)檢定證照 

各班導師 

負責督導學生依時程完成校外學科/非學科競

賽成績/語文(技能)檢定證照等優良表現紀錄

(含名稱、內容、成績及證明文件)之登錄。 

學生自傳/學習計

畫 

輔導室 

各班導師 

指導學生於申請就讀大專校院時，依規定時間

完成個人自傳/讀書計畫(含生涯規劃、自我期

許、專長、興趣等欄位)登錄及檢核。 

前項內容參照作業要點之附件表單建置之，並於國教署規定上傳期限之二週前完

成。各單位須於規定之上傳期限內將相關彙整資料上傳至國教署指定之資料庫，

系統管理者(圖書館資訊執秘)須於規定期限內確認各單位皆已完成上傳作業。 

陸、學習歷程檔案資料相關研習之規劃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之登錄、作業及使用，由工作小組指派單位或人員，

統籌辦理訓練、研習及說明： 

  一、學生訓練：每學期得結合生涯輔導課程或彈性學習、團體活動時間，由輔

導室辦理一次選課輔導與檔案建置、登錄等相關訓練。 

  二、教師研習：教務處註冊組及圖書館資訊執秘每學期至少辦理一次課程諮詢

與檔案建置相關之專業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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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親師說明：輔導室每學期得結合學校親職活動，至少辦理一次檔案建置與

使用之說明。 

柒、成效評核與獎勵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平臺各內容項目之指定管理、登錄人員及教師，每學

年下學期得由執行秘書視其辦理成效，提交工作小組議決後，依學校教職員

獎勵標準規定提請敘獎。 

捌、本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其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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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61-00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推動國際交流活動實施要點 

102年 11月 19日國際交流推動會議通過 

一、依    據： 

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高雄市推動國際教育中程計畫辦理。 

二、目   的： 

 依學校發展、學校課程與學生發展之需求，及因應全球化之國際趨勢，創

造本校學生參與國際教育、交流、學習與服務之機會和平台，以提升學生

國際視野及其胸襟，進而增進學生國際競爭力。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本校圖書館 

(二)協辦單位：本校各處室、本校各教學研究會 

(三)承辦單位：本校國際交流中心 

四、辦理時間：每學年各項活動規劃時間 

五、活動對象：本校師生 

六、活動實施： 

   (一)活動項目：交流學習、參觀訪問、營隊會議、競賽活動等。 

  (二)活動領隊：以每 8-10位團員補助領隊教師 1人費用為原則，特殊需求得

另案簽請校長核准後調整領隊人數及補助經費。 

七、活動內容： 

(一)國際交流學習：ASEP 亞洲學生交流計畫、美麗新星情(本校與新加坡國

大附中交流學習)、走出臺灣 前進北歐(本校與丹麥格雷沃高中交流學

習)、韓國釜山一科學高中交流學習(兩年一次)。 

(二)國際競賽活動：新加坡國際數學(科學)挑戰賽(數學、科學分年舉辦)、

日本立命館超級科展。 

(三)國際營隊會議：匈牙利布達佩斯模擬聯合國會議、德國模擬聯合國(人

力與經費許可下得辦理)。 

八、經費來源：高雄市教育發展基金(本校自籌)、家長會補助、學生自付。 

九、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奉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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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61-002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推動國際交流活動 

帶隊教師遴選辦法 

105年 9月 1 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際交流中心將各式活動辦理甄選之公告於該學期初公布於校網；有意參加

老師自行於校網連結填寫表單。 

二、由承辦人(國際交流中心執秘)、業務單位主管簽請校長圈選核定後辦理。 

三、被遴選人以校內正式教師為原則。 

四、遴選人員須符合交流課程需求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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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61-003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 2017 年高雄中學學生大使 

招募簡章 

一、 報名期程：2017.1.10-20 

二、 面試時間 :於收件時預約安排 

三、 招募對象及服務內容： 

   (一)招募對象及人數：本校一、二年級在校學生 

 

組別 招募人

數 

秘書組 2 

中文組 2 

英文組 2 

日文組 2 

 

   (二)服務內容： 

1.接待各國來訪外賓，包括協助會議現場工作、圖文記錄、校園導覽 

2.支援辦理國際會議 

3.支援其他國際教育交流中心不定期活動 

4.支援校內外文化服務及解說活動 

   (三)訓練、管理、福利與義務：  

      1.訓練： 

每位團員需完成通識訓練課程及分組訓練，105 學年度下學期正式編

入為 2017年高雄中學學生大使團。 

通識訓練課程：通識訓練課程之規劃將由本校圖書館辦理，課程內容

為本校簡介及基本認識 

分組訓練：預訂自 105年 2月起依據各組任務，由各組辦理研習或實

作學習，讓團員瞭解服務內容與相關知能。(例如：導覽解說訓練) 

      2.管理： 

為利外賓接待順利進行，本隊每月將朝開例會，依據該月來訪外賓之

性質、國家及使用語言排定該月值勤班表 

      3.福利： 

值勤當天中午享有餐食福利；另提供志工服務時數，作為志工服務證

明之用。另將視情況給予輪值 4個以上或具有重大貢獻之團員頒授獎

狀，以茲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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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團員義務： 

         (1)服勤準時到勤，並依規定簽到、簽退。 

         (2)團員應服從專責管理人員指揮或指派任務，不得隨意擅離崗位。 

         (3)值勤時，應穿著規定之服裝，如遇值勤休息時間，請進入休息室後

再行處理私人事務，避免造成觀感不佳。 

四、 報名方式 : 填妥附件報名表，交至圖書館即完成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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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高雄中學學生大使報名表 

 

 

 

 

 

姓名  班級  座號  學號  

報名

組別 

□秘書組 □中文組 □英文組 □日文組 

連絡

電話 

 電子郵件  

外語能力 1.是否具相關證書、檢定 

□無 

□有，請詳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是否能使用第二外語 

□否 □是，請詳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以以下標準自評「聽說讀寫」各項： 

Native, Near Native, Proficient, Novice high, Basic， 

語言 聽 說 讀 寫 

     

     

     
 

國際交流 

相關經驗 

 

 

 

 

 

 

 

收件日期  面試日期  

面試評語 

及建議 

 

 

 

 

面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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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61-004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推動國際交流擔任寄宿家庭者 

注意事項 

一、請確保寄宿環境乾淨，清潔；原則以單人單房為主。 

二、在校期間，你及寄宿生的午餐校方提供台幣每人 60元的餐費。 

三、上放學接送，請確實溝通接送的時間及場所。 

四、星期六為寄宿家庭日，可以選擇帶領寄宿學生參觀本地風景名勝，特色地區。 

五、接待期間，所有活動以安全為第一優先考量，如遇颱風天，請盡量不要出門，

避免橫生事端。 

六、通勤費用原則上寄宿生自理，但如果你選擇接送，可幫寄宿學生省下一筆交

通費。 

七、因文化不同，請小心處理，如日本人重隱私，歐美人對特殊食物的偏好等等。

建議凡事多溝通並確認。 

八、語言方面，重要事項務必確認，建議必要時紙筆溝通。 

九、短期交流，切忌私人感情上之踰矩。 

十、活動期間，請勿遲到，以免耽誤活動行程。 

十一、接機時，請提早 20分鐘到，並製作歡迎名牌，以利寄宿學生辨識。 

十二、若你不方便送機，基於禮儀，務請告知寄宿同學。 

 

有問題時，請打國際交流處電話 07-2869826或者也可用電郵  

johndick@mail.kshs.kh.edu.tw 尤政國老師 

 

最後謝謝你們的協助，我們共同完成這極有意義的活動! 

 

為確認你的家庭願意擔任寄宿家庭，同時願意全力協助國際交流中心此一工作，

請你的家長簽名 

我是_______年__________班_________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導師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ilto:johndick@mail.kshs.k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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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61-005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推動國際交流家長同意書 

暨出國學生注意事項 

一、出國前 

   (一)請務必自行請公假。如果是團體(2人以上)，請推派一人擔任請假代表。 

   (二)出國前夕，亦請告知導師你的出國訊息。 

   (三)請務必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刷信用卡單據及付相關費用的作業。 

   (四)請推派一人成立臉書的訊息站，以利彼此間消息傳遞。同時於該臉書網

站務必加入國際交流中心的老師。 

   (五)護照影本請拍攝下來轉成 PDF檔後傳至國際交流中心  

(johndick@mail.kshs.kh.edu.tw)。 

   (六)所有表單填寫，請務必檢查個人資料，如英文拼音，郵箱地址。 

   (七)同意配合活動安排之準備工作活動，如文化表演等。 

   (八)出國前，請務必確認你已填妥家長同意書，並繳回。 

   (九)請確實依帶隊老師規定之時間內到達機場集合。 

   (十)因任務需求，必須無條件配合準備工作，如文化展演。 

   (十一)因為保險個人需求不同，所以學校不替出訪同學代辦保險；但是國際

交流中心建議出國前視個人情況為自己加保。 

二、出國中 

  (一)請確實依照帶隊老師的指示行事，若未依帶隊教師指示活動，如擅自出

外逛街，後果自行承擔。 

   (二)請確實閱讀活動行前須知。 

   (三)請確實遵守團體活動規範，如守時，不脫隊。 

   (四)請務必表現合宜得體，如不說髒話。 

   (五)隨時檢查自己的護照。 

三、出國後 

   (一)請依帶隊老師指示於出國後 30天內完成出國心得報告(須打字)。 

   (二)請選擇活動照片 40張製作成影片交給國際交流中心

(johndick@mail.kshs.kh.edu.tw)。 

   (三)請配合國際交流中心舉辦的活動，如講座，心得分享。 

   (四)回國後，請回信給寄宿家庭或接待學校人員，感謝對方給予的協助與照

顧。 

我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年________班(學號_________________)，

2017 年 10 月 15日至 2017 年 10 月 27日(確切日期因班機時間而略有調整)在

the Goldberg-Gymnasium in Sindelfingen, Baden-Württemberg, Germany 舉

行的 Model United Nations of Goldberg。同時本人已詳讀此一注意事項，並

願承擔此注意事項告知之責任。 

mailto:johndick@mail.kshs.kh.edu.tw
mailto:johndick@mail.kshs.kh.edu.tw
http://www.goldberg-gymnasium.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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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  ________________(僅具告知性質，不負上述責任) 

立約人:________________;立約人監護人:_____________ (請以中文正楷簽名) 

此致                                                        

高雄中學國際交流中心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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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61-006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代表本校 

參加國際各項活動補助要點 

100年 7月 11日主管會報通過 

一、 目的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本校國際交流活動，強化

學生國際競爭力，使其具備國際視野與跨文化溝通能力，成為二十一世紀

之世界公民，特訂定本補助要點。 

二、 對象 

凡本校學生代表本校參加國際交流活動，依前往地區補助每名學生部分機

票費用。 

三、 條件 

本校學生代表本校參加國際交流活動，未獲得相關單位補助，得申請本補

助。 

四、 補助標準 

   (一)參照教育部補助增進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國際視野要點之補助基準辦理。 

   (二)本校補助金額得視經費狀況酌以補助，其補助最高標準如下： 

單位：(新台幣)元/人 

地區 補助金額 

東北亞 6,000 

東南亞 4,000 

歐洲 20,000 

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 18,000 

 

   (三)本補助要點不包括前往香港、澳門及大陸地區。 

五、 本要點經本校主管會報討論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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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62-00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資訊安全政策與管理辦法 

 

一、實施目標 
為維護本校資訊系統安全與管理，特訂定本辦法。 

二、適用範圍 

本校校內電腦、資訊與網路服務相關的系統、設備、程序、及人員。 

三、實施原則 

1. 網路安全 

 

1.1 網路控制措施 

 本校與外界連線，應僅限於經由高雄市教育網路中心之管控，以符合一

致性與單一性之安全要求。 

 本校內特殊系統（例如會計系統、學生學籍、成績原始資料系統等）之

資料，當有必要透過網路進行傳輸時，建議透過虛擬私有網路（Virtual 

Private Network, VPN）或同等連線方式進行；若無透過網路進行傳輸

需求，則建議區隔於網路之外。 

 

1.2 網路安全管理服務委外廠商合約之安全要求 

 委外開發或維護廠商必須簽訂安全保密切結書[文件編號 A-1 、 A-6]。 

 

2. 系統安全 

2.1 職責區隔 

 本校主機電腦可依個別應用系統之需要，設置專屬電腦，例如網路服務

主機（網站主機）。 

 本校的行政系統主機（例如財務、人事、公文系統等）電腦，由高雄市

教育網路中心或教育局等單位統籌管理。 

 

2.2 對抗惡意軟體、隱密通道及特洛依木馬程式 

 本校內的個人電腦應： 

- 裝置防毒軟體，將軟體設定為自動定期更新病毒碼；或由伺服器端

進行病毒碼更新的管理。 

- 定期（至少每個月）進行如「Windows Update」之程式更新作業，

以防範作業系統之漏洞。 

- 電腦教室若已安裝還原系統（需設定為開機還原），為因應教學特

殊需求，可不安裝防毒軟體，但各種系統更新、漏洞修補程式（如

Windows Update）至少每學期更新一次。 

 本校內個人電腦所使用的軟體應有授權。 

 新系統啟用前，應經過掃毒與更新系統密碼程序，以防範可能隱藏的病

毒或後門程式。 

 

2.3 資料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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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或委託)系統管理人員需針對學校重要系統（例如系統檔案、應用

系統、資料庫等）定期進行備份工作，或採用自動備份機制；週期為每

月進行一次。 

 

2.4 操作員日誌 

本校(或委託)系統管理人員需針對敏感度高、或包含特殊資訊的電腦系統

進行檢查、維護、更新等動作時，應針對這些活動填寫日誌予以紀錄，

作為未來需要時之檢查。 

日誌內容可包含以下各項： 

- 系統例行檢查、維護、更新活動的起始時間 

- 系統錯誤內容和採取的改正措施。[文件編號 A-2] 

- 紀錄日誌項目人員姓名與簽名欄 

 

2.5 資訊存取限制 

本校內所共用的個人電腦應以特定功能為目的，並設定特定安全管控機制

（例如限制從網路非法下載檔案行為、限制自行安裝軟體行為、限制特

定資料的存取等）。 

- 安裝還原系統，並設定系統碟為開機還原。 

- 如需使用公用電腦，需向管理單位申請帳號密碼，權限為限制安裝

軟體權限（如 WindowsXP系統的 Users 群組）。 

- 禁止安裝 P2P軟體。 

 

2.6 使用者註冊 

本校應制定電腦系統使用的使用者註冊及註銷程序，透過該註冊及註銷程

序來控制使用者資訊服務的存取，該作業應包括以下內容： 

- 使用唯一的使用者識別碼（ID）。 

- 檢查使用者是否經過系統管理單位之授權使用資訊系統或服務。 

- 保存一份包含所有識別碼註冊的記錄。 

- 使用者調職或離職後，應移除其識別碼的存取權限。 

- 定期（每學年至少一次）檢查並取消多餘的使用者識別碼和帳號。 

- 定期（每學年至少一次）檢查新增之帳號，若有莫名帳號產生，應

關閉帳號權限，並依通報程序請求處理（參照本文件 2.10 段落）。 

 

2.7 特權管理 

本校的電腦與網路系統資訊具有存取特權人員清單、及其所持有的權限說

明，應予以文件化記錄備查。 

 

2.8 通行碼之使用 

管制使用者第一次登入系統時，必須立即更改預設通行碼，預設通行碼應

設定有效期限。 

資訊系統與服務應避免使用共同帳號及通行碼。 

由本校發佈通行碼（Password）制定與使用規則給使用者，[參考優質通行

碼設定原則與使用原則，文件編號 A-3]，內容應包含以下各項： 

- 使用者應該對其個人所持有通行碼盡保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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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使用者的通行碼設定，避免使用易於猜測之數字或文字，例如

生日、名字、鍵盤上聯繫的字母與數字（如 12345678 或 

asdfghjk），以及過多的重複字元等。或建議通行碼應該包含英文

字大小寫、數字、特殊符號等四種設定中的三種。 

因特殊需要擁有多個帳號時，可考慮使用一組複雜但相同的通行碼。 

 

2.9 原始程式庫之存取控制 

本校與系統廠商間的合約應加註對原始程式庫安全之要求，並防範資料庫

隱碼(SQL-injection)問題，針對存取資料庫程式碼之輸入欄位進行字

元合理性檢查。 

 

2.10 通報安全事件與處理 

資訊安全事件包括：任何來自網路的駭客攻擊、病毒感染、垃圾郵件、資

料或網頁遭竄改、以及通訊中斷等。 

本校應建立資訊安全事件通報程序[表單如資安通報網站]以及安全事件通

報單[表單如資安通報網站]；通報程序應包括學校內部通報，以及學校

與高雄市教育網路中心的通報。 

當本校內部無法處理之資通安全事件，應通報高雄市教育網路中心。 

所訂出資訊安全事件通報程序[文件編號 A-4]應公布於校園內使用電腦與

網路之場所，提供使用者瞭解。 

 

3. 實體安全 

3.1 設備安置及保護 

本校重要的資訊設備（如主機機房）應置於設有空調空間。 

本校資訊設備主機機房、電腦教室區域，應設置滅火設備，並禁止擺放易

燃物、或飲食。 

本校資訊設備主機機房、電腦教室區域內的電源線插頭應有接地的連結、

或有避雷針等裝置，避免如雷擊事件所造成損害情況。 

本校資訊設備主機機房、電腦教室區域，應至少於入出口處加裝門鎖或其

他同等裝置。 

 

3.2 電源供應 

本校重要的資訊設備（如主機機房）應有適當的電力設施，例如設置 UPS、

電源保護措施，以免斷電或過負載而造成損失。 

 

3.3 纜線安全 

本校資訊設備主機機房、電腦教室區域內應避免明佈線。 

 

3.4 設備與儲存媒體之安全報廢或再使用 

所有包括儲存媒體的設備項目，在報廢前，應先確保已將任何敏感資料和

授權軟體刪除或覆寫。 

 

3.5 設備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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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與設備廠商建立維護合約。 

廠商進入安全區域需簽訂安全保密切結書[文件編號 A-1、A-6]。 

 

3.6 財產攜出 

未經授權不應將本校的資訊設備、資訊或軟體攜出所在地。 

當有必要將設備移出，應檢視相關授權，並實施登記與歸還記錄[文件編號

A-8]。 

相關財產之攜出應依教育部或學校既有之相關規定處理。 

 

3.7 桌面淨空與螢幕淨空政策 

結束工作時，所有學校教職員工應將其所經辦或使用具有機密或敏感特性

的資料（例如公文、學籍資料等）及資料的儲存媒體（如 USB隨身碟、

磁碟片、光碟等），妥善存放。 

本校提供教職員工或學生使用的個人電腦應設定保護裝置，如個人鑰匙、

個人密碼以及螢幕保護。 

 

4. 人員安全 

4.1 組織架構圖 

 

 

 

 

 

 

 

 

 

 

 

 

 

 

 

 

 

 

 

資訊安全組織成員表詳如[文件編號 A-5] 

 

 

使用者 

（教職員） 

 

使用者 

（學生） 

 

資訊安全管理員 

（資訊執秘） 

 

資訊安全官 

（教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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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將安全列入工作執掌中 

應將資訊安全納入教職員手冊說明中，以強化工作上之資訊安全意識。 

具有學校電腦與網路系統資訊存取特權之人員，應簽訂安全保密切結書[文

件編號 A-7]。 

 

4.3 資訊安全教育與訓練   

使本校(或委託)系統管理人員有足夠能力執行日常基礎之資安管理系統維

護工作，並使其瞭解資安事件通報之程序。 

本校鼓勵或安排資訊執秘/老師/系統管理人員、以及所有教職員參與資訊

安全教育訓練或宣導活動，以提昇資訊安全認知。 

將資訊安全教育納入學校電腦課程中。 

 

5. 應對以下各項相關法令有基礎之認知 

5.1 智慧財產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http://www.tipo.gov.tw/  

著作權相關法規 

http://www.tipo.gov.tw/ch/Download_DownloadPage.aspx?path=217

3&Language=1&UID=9&ClsID=35&ClsTwoID=71&ClsThreeID=0 

著作權法 

http://www.tipo.gov.tw/ch/AllInOne_Show.aspx?path=1362&guid=a

71977ea-6478-4e37-a46a-15497ba7c275&lang=zh-tw 

 

5.2 個人資訊的資料保護及隱私 

電腦處理個人資料保護法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I0050021 

 

5.3 電子簽章法 

電子簽章法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J0080037 

電子簽章法施行細則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J0080039 

核可憑證機構名單 

http://gcis.nat.gov.tw/eclaw/bbs.asp 

http://gcis.nat.gov.tw/eclaw/bb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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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編號：A-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資訊服務委外單位 

服務暨保密切結書 

         公司(以下簡稱為本公司)為配合高雄市立高雄高

級中學（以下簡稱為貴校）之資訊應用業務需求，進行相關資訊系統或

軟體開發、測試、建置及維護等工作。本公司提供資訊服務項目如下： 

 一、 

 二、 

 三、 

(註：列出貴公司將會提供予本校之服務項目) 

本公司願意在對貴校提供上述服務項目範圍內之服務時，保證因提供業

務服務需存取貴校資訊系統中所存放，凡屬與公文機密、個人及事業單

位權益相關之資料，無論其內容之一部或全部，均負保密之責；相關資

料均以留在貴校內部範疇內處理，倘須由本公司攜至校外處理，應簽奉

貴校核可。 

本公司亦不私自蒐集貴校所擁有之任何資訊。若所提供之資訊業務服

務，不符合上述之規定或經營之服務項目超出上述範圍，或違犯法令，

本公司同意無異議接受法律制裁與及其訴訟費用，並負責所引發之各項

損失賠償。此致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申請單位及負責人蓋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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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編號：A-2 

操作員日誌 

填寫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系統操作起始時間： 上（下）午   時   分 

系統操作結束時間： 上（下）午   時   分 

 

操作事項 □ 系統例行檢查 

□ 系統維護 

□ 系統更新操作 

系統錯誤說明  

 

 

 

 

 

 

 

 

採取改正措施說明  

 

 

 

 

 

 

 

 

 

 

 

操作人員：                        簽名欄                        

 

日誌填寫人員：                       簽名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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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編號：A-3 

優質通行碼設定原則與使用原則 

 

一、良好的通行碼設定原則 

1. 混合大寫與小寫字母、數字，特殊符號。 

2. 通行碼越長越好，最短也應該在 8個字以上。 

3. 至少每三個月改一次密碼。 

4. 使用技巧記住通行碼 

- 使用字首字尾記憶法： 

a. My favorite student is named Sophie Chen，取字頭成為

mFSinsC 

b. There are 26 lovely kids in my English class，取字尾成

為 Ee6ysnMEc 

- 中文輸入按鍵記憶法： 

a. 例如「通行碼」的注音輸入為「wj/ vu/6a83」 

 

二、應該避免的作法 

1. 嚴禁不設通行碼 

2. 通行碼嚴禁與帳號相同 

3. 通行碼嚴禁與主機名稱相同 

4. 不要使用與自己有關的資訊，例如學校或家裡電話、親朋好友姓名、身

份證號碼、生日等。 

5. 不重覆電腦鍵盤上的字母，例如 6666rrrr 或 qwertyui或 zxcvbnm。 

6. 不使用連續或簡單的組合的字母或數字，例如 abcdefgh或 12345678 或

24681024 

7. 避免全部使用數字，例如 52526565 

8. 不使用難記以至必須寫下來的通行碼。 

9. 避免使用字典找得到的英文單字或詞語，如 TomCruz 、superman 

10.不要使用電腦的登入畫面上任何出現的字。 

11.不分享通行碼內容給任何人，包括男女朋友、職務代理人、上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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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資通安全事件通報程序 

  

 

 

文件編號：A-4 

 

事件發生 

資訊中心 

通報 

資訊單位主管 

知會 

學校最高主管 

必要時知會 

高雄市政府教育

資訊網路中心 

 

請求協助或

例行通報 

 
人員：資訊執秘 

校內分機：207 

 

人員：教務主任 

校內分機：103 

 

人員：校  長 

校內分機：101 

 

人員：網 路 組 

電話：07-7136536 

分機：51-53、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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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編號：A-5 

資訊安全與管理組織成員表 
 

記錄編號：                               日期：  年月日 

職 務 職 稱 姓 名 電 話 手 機 電 子 郵 件 

委員兼

召集人 
校長     

委員 校長秘書     

委員兼

執行秘

書 

教務主任     

委員兼

總幹事 
資訊執秘     

委員 學務主任     

委員 總務主任     

委員 輔導主任     

委員 圖書館主任     

委員 人事主任     

委員 會計主任     

委員 資訊教師     

資訊安全官 

資安官 教務主任     

資訊安全小組 

組長 教務主任     

組員 資訊執秘     

組員 資訊教師     

資訊安全稽核小組 

組長 校長秘書     

組員 主任教官     

組員 資訊教師     

緊急處理小組 

召集人 教務主任     

組員 資訊執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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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編號：A-6 

合約商員工保密切結書 

紀錄編號： 

 

本人           承攬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以下簡稱 貴校）

「                              」業務，保證自 貴校取得之資訊（不論

技術或商業資訊），除已經公開流通之資訊外，應嚴格保密；且除因遵循法令或

相關主管機關規定外，非經 貴校同意，不得向第三人披露。如因本人故意或

過失，違反上開情事而為洩漏、交付或使用，致損及 貴校權益時，本人願負

法律責任。 

此致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立 同 意 書 人：                              

身 分 證 字 號：                              

隸 屬 承 包 廠 商：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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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編號：A-7 

保密切結書 

紀錄編號：        日期：  年  月  日 

 

本人                  將嚴守工作保密規定與國家相關法令對業務機密負完

全保密之責，並尊重智慧財產權。絕不擅自洩漏、傳播職務上任何業務相關資

料及任職期間經辦、保管或接觸之所有須保密訊息資料；絕不擅自複製、傳播

任何侵害智慧財產權之任何程式、軟體，違者願負法律責任。 

 

此致 

資訊安全管理小組 

 

立 同 意 書 人：              

身 分 證 字 號：              

所 屬 單 位 別：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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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編號：A-8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設備進出紀錄表 

日期：   年   月   日 

□攜進 

□攜出 時間 :   時   分 
攜進/出人員: 

單   位: 

  

 

設備名稱: 
 

設備序號: 
 

攜進/出方式 

□自行攜進/出 

□貨運代送(公司名稱/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貨運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攜進/出目的 

□備份媒體異地儲存 

□異地儲存之備份媒體送回 

□新增設備 

□設備送修(預計修復完成日期：     /     /     ) 

□調 / □借 / □還  

聯絡方式 

單位：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預計歸還日期：     /     /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核准單位 

資訊安全管理員 資訊安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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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62-002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校園網路使用管理辦法 

102 年 12月 2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主旨 

為落實台灣學術網路(TANet)使用目的，並訂定使用本校校園資訊網路

依循之準繩，特訂此使用管理辦法。 

二、適用範圍 

凡使用本校校園資訊網路資源使用者皆適用之。 

三、使用規範 

（一）尊重智慧財產權，請使用合法軟體，由網路上所取得資源，限個人使

用，禁止下載未經合法授權之音樂、影片及非法軟體。 

（二）未經核可，禁止使用點對點檔案共享（P2P）軟體（如：Foxy、BitComet

等）、及翻牆軟體（如：無界瀏覽器、自由門等）。 

（三）個人電腦所有登入帳號均需設定密碼，並應符合資訊安全規定之複雜

及長度限制。 

（四）禁止在校園資訊網路內進行與公務無關之作業，以免佔用網路頻寬。 

（五）未經核可，禁止在校園資訊網路內架設任何型態之主機伺服器。 

（六）禁止利用校園資訊網路散佈惡意程式、侵入未經授權電腦系統。 

（七）禁止使用網路傳送具威脅、猥褻、或不友善的資訊。 

（八）本校校園資訊網路帳號、網址及網域名稱，均請向資訊中心申請，於

核可後方可使用。 

（九）若使用者涉及利用校園資訊網路從事觸犯法律、違反校規或影響校譽

之行為，經確認後，本校得不經使用者同意，配合相關單位提供使用

者資訊。 

（十）禁止破壞網路設備、干擾網路訊號傳輸…等，影響本校網路正常運作

事宜。 

四、罰則 

(一)若違反本辦法規定經查屬實者，得取消該使用者網路使用權 

(二)若學生違規使用以學生獎懲規定辦理。 

(三)情節重大者，依教育部頒訂之『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理規範』辦理。

若有違背而觸犯國家法律，該使用者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並與校方

無關。 

五、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451 

檔案編號：62-003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電腦教室借用管理辦法 

102年 12月 2日行政會議修訂 

105年 5月 2 日行政會議修訂 

一、主旨 

（一） 養成學生愛護公物、珍惜資源及注重整潔的習慣。 

（二） 加強電腦教室之管理及維護，延長教學設備使用年限。 

二、電腦教室借用辦法 

（一） 如須使用電腦教室，請先向資訊中心登記洽用。 

（二） 電腦教室以教務處排定正課之班級優先使用，若遇電腦課調課時亦

同。其他時段，請任課老師至教育局資訊服務入口線上預約登記借

用。 

（三） 任課老師於電腦教室上課時，應負管理之責，掌握學生上機情況及

設備之暫時性保管。 

三、電腦教室管理辦法 

（一） 進教室前應先將鞋子依序擺放在鞋櫃內後依座號入座。 

（二） 進教室後應先行檢查電腦設備是否損壞，如發現故障，應向老師報

告，若事後經發現設備損壞而未報告者應負賠償責任。 

（三） 電腦教室內的各項設備應妥善使用，不得任意圖畫、敲打、移動、

拆裝或重新組合，若故意損壞應負賠償責任外，並依校規處分。 

（四） 禁止攜帶任何飲料或食物進入電腦教室，因食物碎屑、油漬污染導

致設備損壞者除應負賠償責任外，並依校規處分。  

（五） 使用者在離開電腦教室以前，須先關閉機器並將滑鼠、鍵盤、座椅

回歸定位，廢棄紙類及垃圾請自行帶走，以維護室內整潔。 

（六） 經任課老師同意後才可使用冷氣，使用完畢後，各班負責同學協助

教師檢視各電腦是否關機，滑鼠、鍵盤、座椅是否就定位、關妥門

窗、窗簾與電源，並請任課教師確認。 

四、罰則 

如有違反上述管理規則或其他不當情事者，按其情節輕重依學生獎懲

辦法議處。 

五、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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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編號：62-004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5學年度全校資訊學科能力

競賽計畫 

一、依   據：105.8.22高市教資字第 10535087200 號函辦理。 

二、宗  旨：提高學生對資訊科學問題研究興趣，激發其思考與創造能力，藉

以鼓勵學生間互相觀摩，選拔優秀學生參加教育局舉辦之複賽，

並兼顧教育與競賽功能，提昇資訊教育品質。 

三、參加對象：本校各年級學生。 

四、報名方式：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月 17日（星期一）中午止，報名表請繳交至藝

能館一樓資訊中心。 

   (二)初賽日期：10 月 20日（星期四）下午 13:20~17:00(參賽同學以公假辦

理)。 

  (三)初賽程序： 1320~1330  報到 

1330~1700  程式設計 

  (四)初賽地點：本校電腦教室 2 

五、競賽須知： 

(一)解題語言使用 PASCAL、C、C++、JAVA 等程式語言。主辦單位提供 

CodeBlocks(OS 為 windows)。如使用其他軟體者，參賽者需自備軟體 

(版本不限)，參加國際資訊奧林匹亞競賽及本項競賽之決賽者，應使

用 PASCAL、C、C++等程式語言。自備軟體者，請於比賽前至比賽現場

安裝。 

 (二)除程式語言指令手冊及具有版權之相關軟體外，不得攜帶其他參考資 

料進場，參賽選手可攜帶無範例之指令手冊(經評審老師檢核後始可

使用)。 

  (三)比賽方式為線上登入後，線上讀題，並將解題程式碼上傳。可利用

http://zerojudge.tw/「高中生程式解題系統」網站預作模擬。 

(四)本競賽成績亦做為 TOI國際資訊奧林匹亞研習營推薦依據，欲參加

TOI同學請務必報名參加。 

六、獎  勵： 

  (一)優等八名：優先代表學校參加高雄市複賽，頒發優等獎狀。 

(二)佳作若干名：頒發佳作獎狀。 

七、經  費：所需相關經費簽請家長會協助。 

八、辦理單位：資訊中心 

九、本計畫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zerojudg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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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5學年度全校資訊學科能力競賽報名表 

班   級 年      班 

參     賽     資     料 

指導老師 學  號 姓     名 座  號 

 

   

   

   

   

   

   

   

   

   

   

導師簽名：         

初賽日期：10月 20 日（星期四）下午 13:20~17:00 

 (參賽同學以公假辦理)。 

請於 10月 17日（星期一）中午前，將報名表繳交至藝能館一樓 

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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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軍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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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70-00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軍訓教官業務職掌表 
自 106年 8月 1日起實施    

區 分 級 職 姓 名 職 掌 代 理 人 

軍軍 訓訓

主主管管  
中中 校校  

主主任任教教官官  
孫孫足足承承  綜綜理理軍軍訓訓工工作作全全般般事事宜宜。。  

生生 輔輔  

組組 長長  

生生 活活

輔輔導導  

生生輔輔組組長長  林林吉吉盛盛  

生生活活輔輔導導全全般般計計畫畫與與執執行行、、免免朝朝會會申申請請、、遠遠

道道證證申申請請、、輔輔導導銷銷過過管管制制、、性性別別平平等等事事件件通通

報報及及調調查查、、反反霸霸凌凌、、反反詐詐騙騙宣宣導導、、學學生生缺缺曠曠

課課統統計計、、學學生生獎獎懲懲審審議議、、學學生生德德行行審審查查、、中中

輟輟及及中中途途離離校校追追蹤蹤、、公公民民訓訓練練及及重重大大典典禮禮教教

官官勤勤務務分分配配、、大大考考中中心心考考場場服服務務隊隊選選訓訓、、學學

校校重重大大典典禮禮預預演演規規劃劃、、電電子子公公佈佈欄欄、、臨臨時時交交

辦辦事事項項。。  

孫孫一一弘弘  

少少校校教教官官  洪洪宜宜明明  
防防制制學學生生藥藥物物濫濫用用、、高高關關懷懷人人員員管管制制、、臨臨時時

交交辦辦事事項項。。  

資資訊訊安安全全((含含電電設設備備))維維護護、、教教官官室室網網頁頁維維護護  

校校安安一一  

少少校校教教官官  孫孫一一弘弘  

軍軍服服製製補補、、年年度度體體檢檢、、軍軍械械庫庫房房管管理理、、後後勤勤

綜綜合合業業務務((辦辦公公室室、、軍軍訓訓教教室室財財產產))。。  

探探索索教教育育發發展展、、糾糾察察幹幹部部選選訓訓用用、、交交通通服服務務

隊隊((男男糾糾察察))、、學學生生秩秩序序統統計計((獎獎牌牌管管理理、、評評分分

及及統統計計〉〉、、本本校校考考生生服服務務隊隊選選訓訓、、軍軍校校招招生生宣宣

導導與與聯聯招招事事務務、、青青年年戰戰時時動動員員服服勤勤、、臨臨時時交交

辦辦事事項項。。  

林林吉吉盛盛  

軍軍 訓訓

教教育育  
少少校校教教官官  陳陳宗宗麟麟  

教教育育業業務務計計畫畫、、成成績績考考察察（（含含命命題題排排定定））、、授授

課課計計畫畫提提報報〈〈含含軍軍訓訓主主管管〉〉教教學學研研究究會會及及法法

規規、、主主管管會會報報、、擴擴大大軍軍訓訓會會報報、、調調課課及及課課務務

派派代代、、輔輔教教器器材材、、教教育育研研習習（（輔輔導導知知能能、、暑暑

期期研研習習等等））、、基基本本軍軍官官團團、、軍軍訓訓專專業業研研討討、、全全

民民國國防防教教育育((含含全全民民國國防防學學術術論論文文及及各各項項活活

動動))、、教教學學觀觀摩摩、、射射擊擊教教育育、、軍軍訓訓工工作作業業務務評評

鑑鑑((含含軍軍訓訓工工作作不不定定期期訪訪視視與與督督導導))、、輔輔導導叢叢

書書帳帳籍籍管管理理、、學學務務通通訊訊、、臨臨時時交交辦辦事事項項  

孫孫貴貴蘭蘭  

軍軍 訓訓

後後勤勤  
少少校校教教官官  莊莊妙妙淑淑  

軍軍訓訓後後勤勤法法令令彙彙整整、、軍軍眷眷業業務務、、教教官官室室財財產產

帳帳籍籍管管理理、、全全民民健健保保、、軍軍人人保保險險、、退退撫撫基基金金、、

子子女女教教育育補補助助費費、、教教官官辦辦公公室室經經費費〈〈含含值值勤勤

費費、、辦辦公公用用品品申申購購及及辦辦公公設設備備維維修修〉〉、、健健康康檢檢

查查、、服服裝裝製製補補、、臨臨時時交交辦辦事事項項。。  

孫孫貴貴蘭蘭  

軍軍 訓訓

人人事事  
少少校校教教官官  孫孫貴貴蘭蘭  

軍軍訓訓人人事事法法令令彙彙整整、、軍軍官官考考績績、、獎獎懲懲、、勳勳獎獎

章章、、候候選選遷遷調調、、識識官官知知官官、、工工作作紀紀律律及及職職掌掌、、

兵兵籍籍資資料料、、軍軍人人身身分分證證、、晉晉任任晉晉支支、、退退伍伍解解

召召、、志志願願留留營營、、進進修修深深造造、、差差假假出出國國管管制制、、

軍軍官官婚婚姻姻業業務務、、教教官官勤勤務務派派遣遣、、教教官官值值勤勤、、

女女糾糾察察社社、、臨臨時時交交辦辦事事項項。。  

莊莊妙妙淑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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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 安安

一一  
校校安安人人員員  蔡蔡振振鴻鴻  

校校安安暨暨應應變變全全般般計計畫畫與與執執行行、、學學生生校校外外會會((含含

校校外外聯聯巡巡排排定定))、、每每日日工工作作日日誌誌（（課課間間巡巡查查紀紀

錄錄綜綜整整））、、學學生生遺遺失失物物處處理理((含含年年度度失失物物拍拍

賣賣))、、防防震震災災演演練練((全全國國防防災災日日、、年年度度綜綜合合演演

練練))、、公公文文收收發發。。  

校校安安二二  

校校 安安

二二  
校校安安人人員員  梁梁維維藩藩  

交交通通安安全全業業務務((含含學學生生機機車車通通行行證證審審核核暨暨製製

發發))、、自自習習教教室室管管理理、、學學生生工工讀讀〈〈選選、、訓訓、、用用

及及經經費費結結報報〉〉、、學學生生兵兵役役緩緩徵徵、、役役期期折折抵抵、、教教

育育部部學學產產急急難難慰慰助助金金、、仁仁愛愛基基金金審審查查發發放放、、

各各基基金金會會社社福福團團體體助助學學金金申申請請發發放放、、賃賃居居訪訪

視視、、學學生生服服務務學學習習（（志志工工））  

校校安安一一  

備註： 

一、莊妙淑教官退休後，後勤業務有關軍健保值勤費及辦公室公費業務由孫貴蘭

教官續辦外，其餘業務由孫一弘教官交接。 

二、其他業務調查內容，交接人員未到位前，請原業務承辦人續辦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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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70-002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年度「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執行計畫 

106年 6月 30日修訂通過 

計畫依據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6 年 6 月 8 日高市教軍字第 10633617800 號函

文『106年度「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實施計畫乙份』。 

本學年度

工作重點 

一、加強本校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導。 

二、建立推動本校「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任務編組。 

三、落實執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導工作。 

四、落實「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教育，推動各式宣教活動，提升學

生正確認知。 

五、每學期結合民間團體、政府單位（警察局、衛生局等）及社區    

資源，辦理反毒宣教活動增進師生正確認知，共同營造健康的

生活與學習環境。 

六、落實清查「特定人員」及掌握行為異常、偏差之學生。 

指導單位 

一、教育局：承辦人 蔡榮華  聯絡電話 07-7995678轉 3125  

            Email：littlehorse2000@gamil.com 

二、教育局：承辦人 黃  玉  聯絡電話 07-7995678轉 3125 

            Email：tmlderek@ms5.hinet.net 

三、三民第 2衛生所： 黃小姐：聯絡電話：2154156轉 11 

任務編組 

一、本校「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小組編組名單。 

二、本校特定人員審查委員編組表。 

三、本校尿液篩檢任務編組表。 

執行規劃 

 1.依學校特性訂定「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執行計畫並上陳校長陳

核。 

 2.開學 3 週內辦理校內特定人員清查報教育局。 

 3.利用每學期初開學第一週導師會報時機研討「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教師工作簡易手冊」，以強化導師的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知能。 

mailto:tmlderek@ms5.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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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每月不定期更新「特定人員」名冊，並實施特定人員臨機尿液篩

檢活動，且不定期配合教育局辦理開學及連續假日後機構尿液檢

驗。 

 5.每月至少實施一場反毒宣教活動，並於每月月底前至教育局軍  

訓室完成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線上通報。 

 6.每月底陳報「執行學生濫用藥物三級預防措施成果報告表」及「各

級學校學生藥物濫用人數清查暨輔導統計表」。  

 7.發現學生施用毒品者，召集導師、輔導教師、學務人員、教官、  

家長或相關人員等馬上組成「春暉小組」實施輔導三個月；倘第  

一期結束，若沒有結案，就會進入第二期，請家長將個案轉介至  

行政院衛生福利指定之藥癮戒治機構並結合「非鴉計畫」戒治作

業 (每人每年有 2萬 5仟元的額度可輔導)，學校單位仍依春暉

專案做輔導措施，但衛生局在第二期一定要介入輔導。 

 8.利用相關集會時間，實施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教育宣導，並利用新

生訓練、友善校園週、校務會議、家長日或親師座談等時機宣

導進行藥物濫用防制宣導。 

 9.利用學校大型活動(如：公民訓練、4月份紫檀花季，校慶運動

會)，將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反毒意象融入宣導。 

 10.106年 6月 26日「國際反毒日」，於 6月舉辦全校性反毒宣傳活

動。 

 11.向教育局提出申請，預於 106年 6月申請辦理「加強導師反毒

知能研習」；106年 6月申請辦理「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校園宣講」

研習。 

 12.配合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6年度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之反毒

健康小學堂網路有獎徵答，完成全校學生上網填答。 

 13.寒、暑假前寄發學生家長聯繫函，宣導反毒運動。 

 14.寒、暑假前發送反毒知識學習單交付學生，請家長陪伴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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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學習。 

 15.106年 12月配合教育局辦理藥物濫用防制認知檢測，分析學生  

    反毒知能成效，並至教育局軍訓通報系統完成登錄。 

 16.持續建構本校「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網頁，適時更新網頁內容

以增進網站宣導功效，以利師生使用。 

 17.建構連結社會資源網路，包括警政、衛生及社會局等相關局處 

 18.面對新興毒品之推陳出新，結合家長會一起努力，強化藥物

濫用宣導並豐富其內容及增加宣導密度，以使反毒蔚成風氣。 

 19.派員參與教育部及教育局辦理的藥物濫用工作研習，並於返校

後持續推展宣導。 

 20.成立學生反毒相關社團，協助推動校園「藥物濫用防制宣導」，

另結合學校實況持續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21.利用課程研討（全民國防教育課程）融入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議

題，並配合課程內容施以 1堂課以上反毒認知教學。 

 22.配合參加教育局舉辦之反毒創意舞蹈大賽。 

 23.落實執行校外聯合巡查工作， 查緝在外遊蕩學生，置重點於 青

少年常聚集場所，找出藥物 濫用重點區域以強化防範作為。 

 24.營造清新舒適、安全無毒害之校園環境。 

 25.配合教育局辦理 105年度推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績優選拔

作業。 

附    件 附件 1：本校「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小組名單。 

附件 2：本校「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輔導策略作業流程圖 

附件 3：高雄市各級學校學生疑涉毒品案件處理流程圖。 

附件 4：本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 

業務 

承辦 

職稱：中校教官             姓名：洪宜明 

聯絡電話（公）：07-2861730    

Email：kshs2861730@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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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5年度「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小組名單 

職 稱 隸屬單位 職 務 姓 名 職 掌 備 考 

主任委員 校 長 室 校長 謝文斌 
指導本校推動深化「防制學生藥物濫

用」。 

 

副主任 

委員 
學 務 處 

學務處 

主任 
顏銘賢 

召集並指導「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計

畫研商推展及反毒宣教工作。 

 

副主任 

委員 
教 官 室 

主任 

教官 
孫足承 

協助召集「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計畫

研商推展及反毒宣教工作。 

 

委員兼 

執行秘書 
教 官 室 教官 洪宜明 推動本校「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委員 學 務 處 
生輔 

組長 
林吉盛 

協助推動本校「防制學生藥物濫

用」。 

 

委員 學 務 處 
衛保 

組長 
陳立群 

協助推動本校「防制學生藥物濫

用」。 

 

委員 學 務 處 護士 鍾宜珍 
協助本校「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之醫

療諮詢。 

 

委員 教 官 室 教官 孫一弘 
協助推動本校「防制學生藥物濫

用」。 

 

委員 教 官 室 教官 陳宗麟 
協助推動本校「防制學生藥物濫

用」。 

 

委員 教 官 室 教官 孫貴蘭 
協助推動本校「防制學生藥物濫

用」。 

 

委員 教 官 室 教官  
協助推動本校「防制學生藥物濫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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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輔導策略 

作業流程圖 
 

一級預防 

教育宣導 

 

二級預防 

清查篩檢 

 

三級預防 
春暉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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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高雄市各級學校學生疑涉毒品案件處理流程圖 
一、學生藥物濫用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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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校發現不明藥物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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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規定 
壹、依據： 

一、中華民國 99年 5月 12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17321號令增訂公布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二、中華民國 99年 11月 24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317041號令修正公布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三、教育部 101年 12月 13日臺軍(二)字第 1010224240B號令修訂發布「各

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 

四、教育部 100年 2月 23日臺軍(二)字第 1000018469C 號令訂定發布「維護 

校園安全實施要點」。 

五、教育部 103 年 9 月 25 日臺教學（五）字第 1030131158A 號令各級學

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貳、目的： 

為維護學生身心健康，防制毒品進入校園，透過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

檢，即時發現藥物濫用學生，並針對藥物濫用個案成立「春暉小組」施予

輔導，協助脫離毒品危害，營造健康、清新及友善之校園環境。 

參、名詞定義： 

一、濫用藥物：指非以醫療為目的，在不經醫師處方或指示情況下，過量或 

經常使用某種藥物，致傷害個人健康及社會安寧秩序之藥物。 

二、特定人員： 

（一）曾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行為之各級學校學生(包括自動請求治療

者)。 

（二）各級學校之未成年學生，於申請復學時，認為有必要實施尿液採驗者。 

（三）有事實足認為有施用毒品嫌疑之各級學校學生。 

（四）前三款以外之未成年學生，各級學校認為有必要實施尿液採驗，並取

得其父母或監護人同意者。 

（五）各級學校編制內校車駕駛人員。 

三、受檢人：指經主管機關通知應受尿液檢驗之特定人員。 

四、採尿單位：指採集受檢者尿液檢體之單位。 

五、採尿人員：指經適當之訓練採尿指導及協助受檢者採集尿液，並負責收 

存及初步檢查所採集尿液之人員。 

六、檢驗機關(構)：經行政院衛生福利部認可或指定，辦理尿液檢驗之機關  

    (構)。 

七、中輟生：國民小學、國民中學應將未經請假未到校上課達 3日以上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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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列為中輟生，加強追蹤輔導，積極查尋，並填具通報單通報鄉(鎮、

市、區）強迫入學委員會執行強迫入學及該管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前項未請假學生包括學期開學未到校註冊，或轉學時未向轉入學校報到

之學生。(依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 

肆、篩檢時機： 

一、各級學校於每學期開學、連續假期及長假後依特定人員名冊進行抽驗。 

二、發現學生施用或持有不明藥物、有精神或行為異常，經觀察或以其他方

式認為有施用毒品嫌疑者，得隨時採驗。 

伍、檢驗流程： 

一、建立「特定人員」名冊(前置作業)：(作業流程圖如附錄 1) 

（一）於學期初三週內由生教(輔)組長(或指定專人)負責，依特定人員類別

建立特定人員名冊(格式如附錄 2)，並召開審查會議（審查小組委員如

附錄 3），簽請校長核定後，納入尿液篩檢對象。 

（二）於學期中經觀察有事實足認為有施用毒品嫌疑之學生，得先進行尿液

篩檢，呈陽性反應者，應簽請校長核定後，納入特定人員名冊。 

二、尿液採驗流程：(作業流程圖如附錄 4) 

（一）各級學校應適時實施人員編組、動線規劃及器材整備等事宜(注意事項

如附錄 5)。 

（二）執行尿液檢體採驗： 

1.檢體採驗：對受檢之特定人員說明採集規定及方法，並指派專人全程

監管進行採驗。 

2.檢體初篩：尿液檢體應先採集於集尿杯內，並進行初篩(使用說明如附

附錄 6)，初篩檢驗呈陽性反應者，由採尿人員會同受檢人將尿液檢體

分裝為二瓶(甲、乙瓶)，每瓶至少 30ml。 

3.確認檢體：在尿瓶上黏貼送驗學生檢體序號標籤(如 001、002…)，並

填寫監管紀錄表及學生尿液採驗名冊(如附錄 7) ，核對無誤後監管紀

錄表送檢驗機構，學生尿液採驗名冊留校自存。 

三、採驗結果處理： 

（一）如試劑初篩為陰性反應者，仍應列為高關懷對象持續觀察輔導。 

（二）經確認檢驗為陽性反應(確認尿液中有毒品反應)或坦承曾吸食毒品( 

經家長同意)學生，學校應完成校安通報並成立春暉小組輔導個案。 

（三）若送驗學校或家長對尿液檢體之檢驗報告有疑義時，得於接到報告十 

四日內，敘明原因要求複驗(乙瓶)。 

陸、輔導措施： 

一、針對「特定人員」及確認藥物濫用之學生，學校應召集導師、輔導教師( 

必要時得加社工人員)、學務人員、教官、家長(或監護人)或相關人員等

共同組成「春暉小組」實施輔導三個月，並進入『教育部藥物濫用學生

個案輔導追蹤管理系統』網址：https://csrc.edu.tw/CsrcDrugs/，建

https://csrc.edu.tw/Csrc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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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學生個案輔導紀錄。 

二、「春暉小組」輔導個案經輔導三個月後，採集尿液再送檢驗機構檢驗，仍

屬陽性反應者，應再實施輔導一次(三個月)，並得結合家長將個案轉介

至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或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指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

療；如施用一、二級毒品，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應告知先向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指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醫療機構免將

請求治療者送法院或檢察機關之規定。 

三、依前款規定或家長拒絕送醫戒治或戒治無效時，學校得依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相關規定，洽請警察機關協助處理。 

四、春暉小組輔導期滿，經尿液檢驗確認為陰性反應者，學校應解除春暉小

組之列管，但續列為學校特定人員持續觀察輔導。 

五、藥物濫用學生經司法矯正機構輔導勒戒完成返校後，應列為學校特定人

員持續觀察輔導。 

六、為利個案之賡續輔導，若個案有中輟、退、轉、休學、畢(結)業時，學

校應即透過通報系統，統一密轉本局彙轉至戶籍地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接受中輟、退、轉、休學學生之學校，應主動查詢。 

七、發現學校疑似藥頭之學生，應以密件通知本局，再以本局名義密函警察

機關協助處理。 

八、針對藥物濫用之高風險族群提供「自我保護」與「預防感染愛滋」之預

防教育與相關諮詢輔導及衛教。 

柒、業務執掌： 

一、本局及所屬學校執行特定人員採驗尿液作業之分工職掌（如附錄 8）。 

二、各校於開學後 3週內及「特定人員」名冊異動時，需將「特定人員」名

冊及統計分析表送本局軍訓室彙整辦理。 

三、本局每月彙整「各級學校防制學生濫用藥物人數成果統計表」及「快速

檢驗試劑暨臨機尿液篩檢執行情形統計表」，於次月 6日前函送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憑辦。 

捌、經費： 

尿液篩檢由局依政府採購法提出採購，依各校實際受檢人數，由本局逕與

檢驗單位結算核支，經費由本局相關經費支應。 

玖、一般規定 

一、各級學校編制內校車駕駛人員，如經尿液採集送驗呈陽性反應者，應送

請警方處理並列入考核。 

二、本局、受檢人學校、採尿單位、檢驗單位，於採驗前、中、後之作業，

均應力求保密，以維受檢人名譽。 

三、有關尿液採集及檢驗相關作業，得參考濫用藥物尿液採集作業規範及濫 

用藥物尿液檢驗作業準則規定辦理。 

四、各級學校辦理多元性課程，如戒治成功者現身說法、目標設定、生涯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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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運動類(球類、戶外活動、探索教育、溯溪、登山)及技職類(餐飲烹

飪、美容美髮、美工設計、模型製作、DIY)等，或聘請認輔志工、心輔

諮商人員等，得向教育部申請補助經費。 

拾、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修訂、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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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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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高雄中學 106學年度第○學期「特定人員」名冊（範例） 

製表日期：    年   月   日 

特
定
人
員
類
別 

一、曾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行為之各級學校學生(包括自動請求治療

者)。 

二、各級學校之未成年學生，於申請復學時，認為有必要實施尿液採驗者。 

三、有事實足認為有施用毒品嫌疑之各級學校學生。 

四、前三款以外之未成年學生，各級學校認為有必要實施尿液採驗，並取

得其父母或監護人同意者。 

五、各級學校編制內校車駕駛人員。 

編號 班 級 學 號 姓 名 性 別 特定人員類別 審查結果 備考 

1 303 711111 楊吸菸 男 第一類 通過  

2 202 801113 朱飲酒 女 第二類 通過  

3 101 902123 劉吸毒 男 第三類 通過  

4 222 905678 吳搖頭 女 第三類 不通過  

  
      

  
      

  
      

備註：名冊經相關會議審查後，請於「審查結果」欄註明”通過”或”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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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附錄 3 

高 雄 市 立 高 雄 中 學 1 0 6 年 度 特 定 人 員 審 查 委 員 編 組 表 

職 稱 職 稱 姓 名 備 考 

主 任 委 員 校 長 謝 文 斌  

委 員 學 務 主 任 顏 銘 賢  

委 員 輔 導 室 主 任 鍾 穎  

委 員 主 任 教 官 孫 足 承  

委 員 生 輔 組 長 林 吉 盛  

委 員 承 辦 教 官 洪 宜 明  

委 員 輔 導 教 官 ○ ○ ○ 特 定 人 員 之 輔 導 教 官 

委 員 班 級 導 師 ○ ○ ○ 特 定 人 員 之 班 級 導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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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附錄 5 

學校特定人員尿液採驗注意事項 
壹、前置作業階段： 

一、編組：以生教(輔)組長為主要成員，必要時得請導師、輔導老師、教官 

、社工人員、縣(市)校外會或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支援人員加入，編組人

數得依實際受檢狀況適時調整（表格於後）。 

  二、動線規劃：應指定適當、隱密性高之男、女廁所實施尿液採集檢驗。 

  三、器材整備： 

（一）學校應自備免洗杯、標籤紙、鉛字筆、藍色清潔劑（或其他替代染劑，

如藍、黑色墨水）及飲用水。 

（二）集尿瓶、快速檢驗試劑及標籤紙得向高雄市教育局提出申請；或自行

採購快速檢驗試劑。 

（三）監管紀錄表及學生尿液採驗名冊請逕自高雄市教育局反毒教育資源中

心網頁下載。 

  四、為防止尿液檢體於盥洗室被稀釋，盥洗室馬桶水槽應加入藍色清潔劑或 

有色液體。 

貳、實施尿篩階段： 

  一、對受檢學生實施尿篩之合法性(法規)說明，採尿人員應與受檢人同一性

別，並應儘量顧及受檢人之隱私。 

  二、講解收集尿液方法： 

   （一）將尿液檢體排於免洗杯內，尿量約杯子五至八分滿。 

   （二）學生若如無尿意，可提供飲水(每半小時二五０ml)，可提供三次，提 

供總水量以七五０ml為限。 

  三、實施快速檢驗試劑時，應於受檢學生面前實施，受檢學生及訓輔人員共同

檢視結果，若判定為陽性反應，則須將受檢尿液送交檢驗機構進行確認檢

驗。 

四、採尿人員於採集尿液前應請受檢學生將身上足以夾藏、攙假之物品取出放

置在外，但可保留個人隨身之錢包，並全程監管採集過程，確保程序正常

運作。 

五、尿液檢體採集後，採尿人員應立即檢視尿液檢體之溫度、顏色及是否有浮

懸物存在，發現有任何不尋常時，應記錄於檢體監管紀錄表之重要特殊跡

象欄內。必要時，採集之尿液可立即量測溫度(四分鐘內)，若超出攝氏三

十二度至三十八度範圍，即有攙假之可能，受檢者應於同性別採尿人員監

看下，於同地點儘快重新採尿，兩件尿液檢體應同時送驗。 

六、受檢人拒絕接受尿液檢驗時，主管機關得依職權為必要之措施；訓輔人員

得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相關規定通知警察機關、校外會、學生家長協助執

行尿液篩檢，惟強制採驗不得逾必要之程度，並應注意受檢人之名譽及身

體(避免肢體接觸、吼叫、言詞威脅、恫嚇等)；但有正當理由，並經採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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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同意者，得另定日期採驗。 

七、送驗之尿液檢體，學校採尿人員應檢視檢體編號與特定人員名冊編號是否

一致；如無法即時送達校外會，應先冰存冷藏(低於攝氏六度)或冷凍處

理，並儘速於二天內送檢驗機構。 

八、除應受尿液採驗之特定人員學生外，有事實足證明學生疑為施用毒品時， 

學務及輔導人員得隨時以快速檢驗試劑進行初步篩檢。 

 

 

 

 



475 

 

高 雄 市 立 高 雄 高 級 中 學 尿 液 篩 檢 任 務 編 組 表 

編     

組 
職     稱 姓    名 任務說明                   簽   名 

召 集 人 校 長 謝文斌 
指導本校「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宣導與執行。 
 

副 召 

集 人 
學 務 主 任 顏銘賢 協助指導執行尿液篩檢任務。  

副 召 

集 人 
主 任 教 官 孫足承 協助指導執行尿液篩檢任務。  

說 明 組 中 校 教 官 洪 宜 明 

1. 集合點名。 

2. 講解收集尿液的方法及注

意事項。 

3. 維護秩序。 

 

管 制 組 少 校 教 官 孫 一 弘 

1. 管制採尿場所的水源。 

2. 採尿監督：男廁所應配置男

教官或男老師（職員）一

人，女廁所應配置女教官或

女老師（職員）一人且全程

監管採集過程，並防止尿液

被作假或稀釋。 

3. 輪到進廁所學生才領尿

杯，管制人員全程監督採

尿。 

4. 尿液採集後，要求學生將尿

液帶至作業區。 

 

管 制 組 少 校 教 官 孫 貴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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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組 少 校 教 官 陳 宗 麟 

1.檢視尿液檢體之溫度、顏色

及是否有懸浮物存在。 

2.指導或協助學生將尿液檢體

分裝成甲、乙兩瓶，每瓶至

少應達 30ml。 

3.核對尿篩學生名冊及檢體編

號是否一致。 

 

機 動 組 少 校 教 官 莊 妙 淑 

1. 負責通知受檢學生。 

2. 提供開水給無尿液同學飲

用（以 750cc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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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附錄 6 

快速檢驗試劑進行初篩方式說明 
壹、受檢學生於全程監管下採集尿液檢體於尿杯內。 

貳、使用符合法規(閾值)之快速檢驗試劑，將試劑包交給受檢學生拆封並取出內

容物(因不同之廠商，試劑包檢驗方式概分為卡式或多重試紙式)。 

參、執行初篩方式： 

  一、先將試劑包內滴管吸取尿杯內的尿液或將試紙直接放入尿杯中。 

  二、再將滴管內尿液滴在試劑圓型孔內二〜三滴或將試紙前端放入尿杯約五 

秒。 

  三、檢視試劑上檢查窗所顯示線條，並依試劑包背面說明檢視有無陽性反應。 

  四、注意僅有 C線(Control)一條，為陽性反應。 

肆、初篩檢驗結果為陰性反應者，仍應列為高關懷對象持續觀察輔導。 

伍、初篩檢驗結果為陽性反應(或偽陽性反應)者，應採足同一檢體(同尿杯)二

份，將尿液檢體送至通過行政院衛生福利部認可之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檢驗

機構進行確認檢驗，並以確認檢驗報告為執行依據。 

陸、學校獲分配之快速檢驗試劑存量不敷使用時，得向本局反毒教育資源中心申

請調撥。 

柒、本局反毒教育資源中心及校外會負責對所屬學校「快速檢驗試劑」尿液篩檢

之督導、管制與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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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附錄7 

   學校特定人員尿液檢體監管紀錄表(臨機送驗用) 
    一、由採尿人員(或校外會代表)填寫 

 

採尿日期:   年   月   日          

□ 快篩陽性      直接送驗 □春暉小組結案   □自我坦承   □遭警查獲 

縣(市)代號：              受檢學校(單位)代碼：      □ 日校 □ 進修學校 

學制：□國小 □國中 □高中□高職 

序

號 
檢 體 編 號 

性 別 

分 析 編 號 

檢 驗 項 目 

使用藥物/檢體異常/備註 
男 女 K它命 

安非
他命 

MDMA         
(搖頭丸) 

其他 

          

          

          

         本表不足時得自行延伸 

採尿人員(或校外會代表)簽名：                  

   

二、由校方人員填寫(確認檢體標籤編號與檢體一致) 

以上尿液檢體共        件（每件 2瓶）      

說  明：                                                               

校方人員簽名：                

三、由寄件人填寫 

寄送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保存方式： □冷藏   □冷凍   □其他                

寄件人員簽名：                

四、由檢驗機關填寫 

送達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送達尿液檢驗體共      件（每件 2瓶）   

收件人員簽名：                        檢驗機構：                     

                       (一式三聯：第一聯自存、第二聯教育局、第三聯檢驗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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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雄 市 ○ ○ 學 校 學 生 尿 液 篩 檢 名 冊 

送機構檢驗時間：   年   月   日 

班級 姓名 性別 
監管紀錄表 

檢體編號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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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附錄 8 

高雄市立高雄中學尿液篩檢任務編組表執行特定人員採驗

尿液作業分工職掌表 

壹、本局： 

  一、編列相關所需預算辦理採購，辦理所屬學校尿液篩檢作業講習。 

  二、督導所屬學校實施特定人員尿液篩檢作業，彙整學生藥物濫用情形及統計

資料。 

  三、協助建立藥物濫用學生輔導機制並列管所屬學校執行成效。 

四、協助轉介藥物濫用學生至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或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指定之

藥癮治療醫療機構或警察機關。          

貳、各級學校： 

  一、建立特定人員名冊並適時更新，實施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作業。 

  二、加強藥物濫用學生個別輔導及訪問，成立跨處室「春暉小組」輔導及協助

個案戒治，並追蹤執行成效。 

三、輔導個案通報本部校安中心，並視需要協助轉介藥物濫用學生至其戶籍

所在地之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或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指定之藥癮治療醫療機

構。 

四、各校確認學生濫用藥物種類後應立即通知家長，並注意保密。 

  五、18 歲以下輔導個案，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之規定通報市府社會局，18 

      歲以上通報衛生局（轉介單如附錄）。 

  六、春暉輔導中斷個案轉介，「滿 18歲轉衛生局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未滿 18 

      兒少轉社會局」辦理追輔。 

  七、「春暉小組」輔導個案經輔導三個月後，採集尿液送驗仍屬陽性反應者，      

應再實施輔導一次(三個月)，並結合「非鴉計畫」戒治作業，由家長將 個

案轉介至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指定之藥癮戒治機構(高雄市有四間醫院：高

醫、榮總、802、凱旋，每人每年有 2萬 5仟元的額度可輔導)，進行醫療

戒治，學校仍依春暉專案做輔導措施，但衛生局在第二期一定要介入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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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少施用毒品個案轉介單（範例） 

                                          轉介日期：105年  月  日 

 校安序號：               

個 
案 
基 

本 
資 
料 

姓

名 
林真沁 

身分證字

號 
S123456789 

出生日

期 
86.11.11 

性

別 
 

戶

籍 

地

址 

 
聯絡電

話 
 

居

住

地

址 

 
手機號

碼 
 

聯 

絡 

人 

姓

名 
林太宇 

身分證字

號 

S123456789 

（可免填） 

與個案 

關係 
父女 

居

住 

地

址 

 

 

家庭背

景 

 

（敘述家庭成員、年齡及職業…） 

一、父○○○，年齡○○歲，職業：服務業。 

二、母…………………………………………… 

三、○○○○○○○○○ 

 

主要問

題 

（個案及

家庭現況

及問題呈

現） 

一、個案因坦誠使用 K他命，於○年○月○日成立春暉輔導小組，初

期輔導期間常藉故無法配合，並於○月○日○○○○○○○○○

○致輔導中斷○○○○○。 

二、家庭現況因父母離異○○○○○○○○○○○○ 

 

 

 

處理情

形 

（目前處

理情形） 

個案輔導期間○○○○○○○○○ 

（請敘述個案輔導狀況） 

 

轉介目

的 

○○○○○○○○，期該生能繼續追踨輔導，戒除毒品濫用危害，回

歸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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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介單

位 

市（私）立○○學校（即貴校，勿填後續就讀學校、收容、安置單位） 

轉介人 

學校承辦人（簽章） 

連絡電話 

學校連繫電話 

社會局聯繫窗口：社工科林佩樺社工師 

電話：3373381~83；傳真：3303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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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個案轉介單（範例）         
 

轉介 

單位 
高雄市○○學校 

聯絡 

人員 

姓名 ○○○ 

電話 07-3869162 

個 人 基 本 資 料 

姓  名  性別 ■女□男 

電話 
（H） 

（O） 

手機： 

 
 身份證字

號 
 生日  

緊  急 

聯絡人 
 

與案主

關  係 
  

（H） 

（O） 

手機： 

案主地址 高雄市左營區○○街○○○號 

目前就讀

學制年級 

 

實用資訊科○年○班 

宗教信仰 □無  □佛教  □道教  □基督教  □天主教  □回教  □其他：      

目前問題

評估 

 

□藥物濫用：□katamine □ MDMA □  GHB  □安非他命 □一粒眠  
□其他：                 

□自我探索：□情緒     □自信   □生涯發展 □工作適應  
□性別認同 □同性戀 □性困擾   □其它                  

□家庭問題：□手足關係 □親子關係 □經濟問題 □家庭暴力 □性
侵害 
□其它                

□學習動機：□主動     □被動   □反應差   □其它                    

□人際互動：□符合社會規範 □退縮、孤立 □情感表現不穩
定 
           □其他 反社會行為            
□兩性交往：□兩性溝通 □失戀 □單戀 □情感抉擇 

□環境壓力 □未婚懷孕    □其它              
□親子問題：□管教與溝通    □關係不良 □父母精神問題  

□父母人格、情緒與行為問題 □其它                     

過 去 施 用

毒品紀錄 

□無  

□有，名稱：                       使用時間：              

輔 導 記 錄 

問題處理摘要： 

轉介目的及期望： 

備註： 

會談人員 

簽章 
 

主管 

簽章 
 

校安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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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70-003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軍訓及全民國防教育課程折算

役期作業實施規定 

教育部 89年 12 月 14日台（89）軍字第 89158408 號 
壹、依據：「兵役法」第十六條第二項暨「兵役法施行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規

定辦理。 

貳、實施時間：兵役法施行法施行日 (八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以後在營人員。 

參、適用對象：義務役軍官、士官、常備兵及替代役役男。 

肆、折抵役期計算方式： 

一、高級中等學校、高級職業學校 (含四年制夜間部、海事、水產學校)，第

一至第二學期，每學期折抵役期三日：第三至六學期，每學期折抵役期二

日，全學程最高不得逾十四日。 

二、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班：第四學期折抵役期一日，餘各學期折抵役期二

日，全學程最高不得逾十一日。 

三、高級中等學校進修 (補習) 學校：第一學期至第二學期折抵役期二日，第

三學期至第六學期，每學期折抵役期一日，全學程最高不得逾八日。 

四、僑生大學先修班：第一至第二學期，每學期折抵役期三日，全學程最高不

得逾六日。 

五、二年制餐飲專科管理學校：第一至第二學期，每學期折抵役期三日，全學

程最高不得逾八日。 

六、大學、二年制、三年制專科學制：第一至第四學期，每學期折抵役期四日，

全學程最高不得逾十六日。 

七、五年制專科學制：第一至第四學期，每學期折抵役期三日：第五至第八學

期，每學期折抵役期四日，全學程最高不得廿八日。 

八、各學制軍訓課程折算役期對照基準表如附表一。 

伍、證明文件： 

一、畢 (結) 業證書、資格證明書：高級中等學校畢業者 (含建教合作班、海

事、水產學校、夜間部、進修學校、補習學校、矯正學校、僑生大學先修

班) 

二、軍訓(全民國防教育)成績單： 

  (一) 高級中等學校未畢 (肄) 業者 (含建教合作班、海事、水產學校、夜

間部、進修學校、補習學校、矯正學校) 。 

  (二) 大專以上畢業者： 大學、二年制 (含餐飲專科管理學校) 、三年制、

五年制專科學制。 

陸、證明文件申請： 

一、申請軍訓(全民國防教育)成績單折抵役期者：應先行向就讀學校註冊組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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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手續，應檢所需之證件  

(如身分證、申請表、費用、回郵信封．．．．等) 。 

二、申請表請向服役單位下載申請 (如附表二) 。 

三、畢業證書遺失申請，依就讀學校規定辦理。 

四、各級學校配合作法、流程如下： 

  (一) 彙整役男所寄「成績申請單」、限時掛號回郵信封、申請所需費用。 

  (二) 驗證、校對核發之成績單，並由軍訓室主任 (總教官) 於成績單右下

角簽證覆署學習成績合格之學期數。 

  (三) 驗證後之成績單寄回原申請人。 

柒、折算役期申請：由當事人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服役單位填具軍訓(全民國

防教育)課程折算役期審查表 (如附表三) 三，交由人事權責單位依現行退

伍 (義務役預備軍官、士官、常備兵) 作業流程辦理，替代役役男、海巡署

服義務役人員，請參照辦理。 

捌、權責區分： 

一、教育部學特司：負責軍訓課程折算基準擬訂、協調證明文件申請及軍訓課

程相關問題解答。 

二、國防部人力司：負責軍訓課程折算役期政策擬訂及與相關部會協調。 

三、國防部人事次長室： 

 (一) 核定中央單位義務役軍官、士官、常備兵軍訓課程折算役期事宜。 

 (二) 協助各總部辦理義務役軍官、士官、常備兵軍訓課程折算役期事宜。 

四、各總部軍管部憲令部：核定所屬義務役軍官、士官、常備兵軍訓課程折算

役期事宜。 

玖、審查要領： 

一、軍訓課程折算役期作業，各相關單位應依當事人申請，確實審查，核發明

文件。 

二、各服役單位人事部門，應依當事人檢附之證明文件，核對兵籍表登載之學

歷，核予應折之日數。 

三、各學制依基準表所定，核予應折之日數，因其他事故重 (復) 修或留級再

修以該學年為限，不得加成計算 (如於甲校讀一年級成績及格，復至乙校

重讀一年級成績亦及格，僅能折算一個學年【學期】) 。 

拾、一般規定： 

一、軍訓課程折算役期提前退伍人員，由所屬人事權責單位於退伍令「附記欄」

加註折算日數—「軍訓課程折算役期日」。 

二、應徵義務役軍官、士官、常備兵、替代役服役期滿，除外島退伍受天候及

交通工具影響外，未經命令或核准，概不得延期退伍，其退伍令應於役期

屆滿之當日發給退伍人員，嚴禁提前離營。 

三、提前退伍義務官兵所需運輸及旅費、按現行相關規定辦理。 

四、有關細部執行事項，請依權責自行訂頒，以利本案之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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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本作業規定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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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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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80-00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新聘教師甄選作業要點 

93年 5月 31 日教評會訂定(93 年第 9 次會議) 

一、本校為落實新聘教師甄選之公平、公正、公開原則，以確立正常之作業程序，

特訂定「新聘教師甄選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作業要點）。 

二、本校為辦理教師甄選經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決議得成立「教師

甄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教甄會)。教甄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所有教評會

委員為當然委員，另聘相關人員三至五人擔任浮動委員，成立教甄會。  

三、教甄會設總幹事一名，由主任委員指派教務主任擔任之，另設監察人一名，

由主任委員指定或教甄會委員互相推舉之。 

四、教務處依教師編制人數審評教學需要、核計所須新聘教師人數，簽會人事、

會計室後提交教評會審議，並依本作業要點辦理教師甄選。 

五、教甄會之行政工作由人事室主辦，試務工作由教務單位承辦，其他單位協辦；

人事室開會時應列席，並依法研提參考意見；教務處應訂定教師甄選工作職

掌分配表及工作日程表。 

六、報名結束後一週內教甄會應集會，除審視報考人員之基本資料外，教務處與

各相關單位應依甄選工作職掌分配表及工作日程表，提出詳細工作計畫，經

教甄會審議，由監察人參與，據以執行。 

七、各科教師甄選之命題，由命題委員將試題加簽後，由總幹事及監察人會同下，

親自遞交主任委員，在入闈製卷前十分鐘，在監察人見證下交製卷委員一同

入闈後，由監察人會同製卷委員拆封統一挑題製卷，入闈人員俟考試開始後

廿分鐘始得離開闈場。 

八、口試及試教之評分設最高、最低標準分數，高於最高標準、低於最低標準或

評分有變更時，評分委員應於評分上敘明理由，並簽名負責。 

  各科教師甄選之試教、口試及各項成績統計除評分委員外，監察人必需全程

參與；教甄會委員皆得列席，惟不得參與評分與影響甄試之進行。 

九、參與試務及事前知悉試題內容之人員（如命題委員、主任委員、監察人、試

題印製與保管、答案卷彌封等人員）應嚴守保密規定。 

十、教師甄選委員於甄選作業（含命題、閱卷、試教及口試委員）及審查相關事

項時，對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以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親

屬關係者應自行迴避。 

十一、前述經知悉應自行迴避而未迴避之人員，或參與試務工作洩露試題經查屬

實者，其為本校教職員工者，由教評會視情節輕重移請教師考核委員會或

公務人員考績委員會議處，或移送檢調單位偵辦；其非本校教職員工者，

經教評會決議後，由學校函請其任職機關議處或移送檢調單位偵辦。 

十二、甄選試務工作完竣後，教務處應隨即統計得分高低，表列呈現，由教甄會

依公告缺額決定正、備取人員，報請校長核定，人事室就甄選結果公告並

以書面通知應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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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本作業要點參照「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教師甄選作業要點」及「高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新聘教師甄選

要點」有關規定訂定，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照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四、本作業要點由本校教評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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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80-002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補充規定 

88年 8月 31 日校務會議通過 

95年 8月 29 日校務會議修訂 

一、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評審教師新聘、續聘、長期聘任、

辭聘、停聘、不續聘、資遣及違反聘約等事項，除依「高級中等以學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辦理外，特訂定本補充規定。 

二、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置委員 13人，其組成方式如下： 

 （一）當然委員 3人：包括校長、家長會代表、教師會代表各 1人。 

 （二）選舉委員 10 人：由全體教師選舉之，其中未兼行政之教師不得少於委

員總額二分之一。 

  （三）任一性別委員應佔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三、本會委員之產生方式： 

 （一）當然委員之家長會代表及教師會代表由該會推挀。 

 （二）選舉委員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投票，依得票數高低產生，但保障教務主

任 1 人及國文、英文、數學、自然、社會、藝能、體育等 7 科各有代

表 1人。 

四、本會委員任期一年，自當年 9 月 1 日起至次年 8 月 31 日止，任期 1 年，期

滿前改選，連選得連任，選舉委員中兼行政職務教師與專任教師各得增列 3

人為候補委員，於委員喪失資格不能擔任職務時，依得票高低順序遞補之。

無候補委員遞補時，應即辦理補選， 

  遞補及補選產生委員其任期應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五、本會委員有下列情況者喪失委員資格： 

 （一）死亡。 

 （二）離職。 

 （三）教師本職經解聘、停聘、不續聘。 

 （四）無故不參加會議兩次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者。 

 （五）以書面提出辭去委員職務，經獲准者。 

 （六）未兼行政職務教師於擔任委員期間經聘兼行政職務，致未兼行政職務之

教師人數少於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六、本會對教師違反聘約及義務事項審議時，應邀當事人到會說明。 

七、本補充規定未規定事宜，悉依教師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八、本會之行政工作，由人事室主辦，教務、總務等單位協辦。 

九、本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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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80-003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公務人員陞遷序列表 

89年 12月 10日人事甄審委員會通過 

95年 12月 20日人事甄審委員會第 1 次修訂 

99年 12月 2 日人事甄審委員會修訂 

職稱 列等 陞         遷         順       序 
序   

列 

組 長 

委任第五

職等至薦

任第七職    

等         

１．由具有薦任資格之幹事陞任，如薦任幹事均放

棄陞任時，得由委任幹事陞任。 

２．如幹事均放棄陞任時，得由薦任會計組員或薦

任人事組員陞任；如薦任會計組員或薦任人事

組員均放棄陞任時，得由委任會計組員、委任

人事組員或助理員陞任。 

３．依規定辦理公開甄選。 

四 

幹 事 

委任第五

職等或薦

任第六至

第七職等 

１．由助理員或管理員陞任。 

２．如助理員或管理員均放棄陞任或無

資格陞任時，得由委任會計佐理員

或委任人事助理員陞任。 

３．依規定辦理公開甄選。 

三 

助 理 員 

委任第四

職等至第

五職等 

１．薦任助理員由具有薦任

資格之委任助理員、管

理員陞任。 

２．委任助理員、管理員由

書記陞任。 

３．依規定辦理公開甄選。 

二 

管 理 員 

委任第三

至第五職

等 

 

書 記 

委任第一

職等至第

三職等 

１．考試分發。 

２．依規定公開甄

選。 
一 

附註：本校護士(護理師)自八十九年一月十六日起適用醫事人員人事條例，不納

入本陞遷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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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80-004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公務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 

92年 2月 24日 92年人事甄審委員會通過 

93年 10月 20日 93 年人事甄審委員會第 5 次會議通過 

95年 9月 21日 95年人事甄審委員會第 2次會議通過 

99年 10月 1日 99年人事甄審委員會第 9次會議通過 

100年 3月 1日 100 年人事甄審委員會第 1 次會議通過 

選項區

分 

（配比

分數） 

評 比 項 目 評 分 標 準 說 明 

 

 

 

 

 

 

 

 

 

 

 

 

 

 

 

 

 

共 

同 

選 

項 

４ 

０ 

％ 

 

 

 

學 

歷 

國中（初中、初

職 ） 以 下 畢 業 
１ 

本 項

目 之

評

分，以

最 高

學 歷

計

算，最

高 以

7 分

為

限。 

一、學歷之認定，以教育部或國防

部（軍事學校）學制為準。專

科以上學校之學歷凡經教育

部立案或認可者，不分國內

外，計分相同。 

二、本校所屬人員於初任公職後

取得之更高學歷，得由本校甄

審委員會視該學歷與擬任職

務性質是否相關，審酌決定採

計評分。 

高中（職）畢業 ２ 

專 科 學 校 畢 業 ３ 

大學（獨立學院）

畢 業 
４ 

具 碩 士 學 位 ５．５ 

具 博 士 學 位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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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試 

初等考試或 5 等

特考及其相當之

考 試 及 格 

１ 

本 項

目 之

評

分，最

高 以

７ 分

為

限。 

一、84 年 1 月公務人員考試法修

正施行前經甲等特考及格

者，評分標準以６分計。 

二、簡任升官等考試及格、晉升簡

任官等訓練合格或 91 年 1 月

29 日公務人員任用法修正施

行前，以考績取得簡任任用資

格者，評分標準以４．５分

計；薦任升官等考試及格或晉

升薦任官等訓練合格，評分標

準以２．５分計；雇員升委任

升等考試及格，評分標準以

０．５分計。各類考試等級比

照如次： 

（一）85年 1月公務人員考試法

修正施行前舉辦之丁等特

考及格，相當於 5 等特考

及格。 

（二）85年 1月公務人員考試法

修正施行前舉辦之丙等特

考及格，相當於 4 等特考

及格。 

（三）85年 1月公務人員考試法

修正施行前舉辦之乙等特

考及格，相當於 3 等特考

及格。 

普考或４等特考

及其相當之考試

及 格 

２ 

高等考試 3 級考

試或 3 等特考及

其相當之考試及

格 

３．５ 

高等考試 2 級考

試或 2 等特考及

其相當之考試及

格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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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同 

選 

項 

４ 

０ 

％ 

 

 

高等考試 1 級考

試或 1 等特考及

其相當之考試及

格 

５ 

（四）未分級之高考及 85 年 1

月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施

行前舉辦之高等考試 2 級

考試及格，相當於高等考

試 3級考試及格。 

（五）85年 1月公務人員考試法

修正施行前舉辦之高等考

試 1 級考試及格，相當於

高等考試 2級考試及格。 

（六）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普

考試及格，且取得轉任相

當職務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者，比照公務人員高普考

試等級計分。 

（七）檢覈及銓定資格考試及

格，比照公務人員高普考

試各等級調降１分。 

（八）國軍上校軍官轉任公務人

員考試及格、國軍上校以

上軍官外職停役轉任公務

人員檢覈及格，評分標準

均以４分計。 

三、原分類職位公務人員各職等

考試及格，比照計分標準如

下： 

（一）第 1、2職等：１分。 

（二）第 3職等：２分。 

（三）第 5職等：３分。 

（四）第 6職等：３．５分。 

（五）第 7、8職等：４分。 

（六）第 9職等：５分。 

（七）第 10職等：５分。 

四、具有與擬陞任職務等級相

當、工作性質相同之職業證照

者，得視職缺之職責程度及業

務性質，經甄審委員會審查

後，照上列評分標準再加１

分。 

五、辦理下列出缺職務之陞任評

分時，本項考試不予評分： 

（一）派用機關之各項職務。 

（二）一般行政機關內設置之派

用職務。 

（三）各機關（構）、學校採行證

照用人制度或以學歷用人

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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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資 

非主管職務年資

每滿 1年 

１．

２ 

本 項

目 之

評

分，最

高 以

１ ０

分 為

限。 

一、服務年資之計分： 

以現職及「同職務列等」之職

務期間為限。所稱「現職」及

「同職務列等」之職務，指「本

職」，不包含代理之職務；「同

職務列等」包括本機關同一陞

遷序列之職務。又所稱「現

職」，不包括權理期間在內，

惟銓敘審定之職等已達同一

陞遷序列職務最低職等之權

理年資，不在此限。 

二、主管職務，指擔任主管職務或

兼任本職相當之主管職務，並

依待遇支給規定，得支領主管

職務加給之年資。 

三、副主管職務，指擔任副主管職

務或兼任本職相當之副主管

職務，並依待遇支給規定，得

支領主管職務加給之年資。 

四、尾數未滿半年者，非主管職務

核給０．６分、副主管職務核

給０．８分、主管職務核給１

分；在半年以上，未滿 1 年者，

以１年計算；同一年內擔任非

主管、副主管及主管職務者，

以其當年擔任非主管、副主管

及主管職務時間較長者計分。 

五、曾任基層服務之「同職務列

等」職務年資，得視職缺之職

責程度及業務性質，經甄審委

員會審查後另酌予加分。 

六、本校辦理公務人員陞任評

分，對於同一陞遷序列列有不

同列等職務（最高職務列等相

同，而最低職務列等不同），

其陞任評分採同一標準顯不

持平時，得由本校甄審委員會

依下列原則另訂差別之計分

標準予以處理：（一）不同列

等之職務，以其相同職等且銓

敘合格實授之部分始予採

計；（二）針對職務列等高低，

訂定不同任職年資之陞任條

件（係指陞任計分標準）。 

副主管職務年資

每滿 1年 

１．

６ 

主管職務年資每

滿 1年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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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績 

甲等 ２ 
本 項

目 之

評

分，最

高 以

１ ０

分 為

限。 

一、年終考績（成），以現職及「同

職務列等」職務之最近 5年為

限。 

二、考列丙等者，不予計分。 

三、另予考績（成）者，照上列標

準減半計分。 

四、前一年度之考績（成）在機關

長官覆核後，如未經銓敘部審

定，准先依機關長官覆核之考

績結果，據以核計給分。 

乙等 
１．６ 

 

 

 

 

獎 

懲 

嘉獎（申誡）1次 
０．２ 

 
本 項

目 之

評

分，最

高 以

６ 分

為

限。 

一、平時獎懲，以現職及「同職務

列等」職務期間最近 5年內（以

辦理陞任甄審當月上溯計算）

已核定發布者為限。 

二、最近 5年內曾受懲戒處分者，

除依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12 條

規定期間不得陞任外，「申誡」

比照記過減分，「記過」比照

記大過減分，「減俸」減總分

２分，「降級」減總分２．２

分，「休職」減總分２．４分。 

三、按上列標準獎加懲減，其結果

如產生負分時，應倒扣總分。 

記功（記過）1次 
０．６ 

 

記大功（記大過）

1次 
１．８ 

 

 

 

 

 

 

個 

別 

選 

項 

４ 

０ 

％ 

 

職 

務 

歷 

練 

與 

發 

展 

潛 

能 

基本分數 ４ 

本項

目之

評

分， 

最高

以１

６分

為限 

一、基本分數每人４分。 

二、以現職或「同職務列等」之職

務期間最近 5年內（以辦理陞

任甄審當月上溯計算）為限。

職務歷練年資各處室至多採

計 2年。 

三、處（室）間之歷練應依調整工

作指派發布異動，並經實際職

務歷練有案可稽者始予計分。 

四、因現職不適任，或不守紀律而

調整職務者（其認定由處室主

管於辦理調動時註明），不列

入職務歷練年資。 

五、現職或同職務列等之職務

期間最近 5年內，提出業務創

新經採行有案者或撰寫與擬

陞任職務性質相當之研究發

展作品，經受獎有案者，核計

給分，同一作品以獲最高獎勵

職

務 

歷

練 

曾任薦任第

6 職等以上

職務每滿 1

年 ， 加 給

０．８分，

最高加給４

分。不滿 1

年以 1年計 

０．８ 

處（室）間

之職務歷練

年資每滿 1

年 

２ 

代理同處室

職務每滿 1

個月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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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不同處

室職務每滿

1個月 

１ 

者給分，不重複計分。 

六、以現職或同職務列等之職務期

間之最近 5年內獲頒者為限，

同一年度內同時獲得多個優

秀人員獎項時，以獲得最高獎

勵者給分。 

研

究 

發

展 

對所職掌業

務創新，經

採 行 有 案

者。 

１ 

提研究發展

作品參加政

府機關評審

者。 

２ 

研究發展作

品經教育局

層級以上政

府機關核定

獲佳作以上

者。 

３ 

研究發展作

品經教育局

層級以上政

府機關核定

獲甲等獎以

上者。 

４ 

優

秀 

人

員 

高雄市政府

模範公務人

員 

２ 

行政院模範

公務人員 
３ 

銓敘部公務

人員傑出貢

獻獎 

４ 

訓 

練 

及 

進 

修 

終

身 

學

習 

參與擬陞任

職務性質相

關之研習時

數每滿 20小

時 加 給 １

分，最高３

分。 

３ 

本 項

目 之

評

分，最

高 以

８ 分

為限 

一、以現職或「同職務列等」

之職務期間最近 5年內，經本

校派遣或同意參加與擬升任

職務有關之 1週以上訓練（不

得累計），並領有結業證書或

成績在 70 分以上，且考評無

不良紀錄者始予計分（考試程

序之基礎訓練、公務人員晉升

官等訓練均不予採計）。 

二、現職或同職務列等之職務

訓

練 

1 週( 30 小

時 )以上，

未滿 2週(60

小時)者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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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週(60 小

時)以上，未

滿3週(90小

時)者 

２ 

期間最近 5 年內，由本校保送

或派遣與職務有關且依「公務

人員訓練進修法」規定之國內

外進修、研究、實習，修業期

滿並領有結業證書者，始核給

分數。 

三、「進修」與「學歷」之計

分不得重複採計。 

四、現職或同職務列等期間最

近 5 年參與擬陞任職務性質

相關之訓練進修活動，並登載

於「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

站」之終身學習時數始予採

計。 

3 週(90 小

時)以上，未

滿4週者120

小時)者 

３ 

4 週(120 小

時)以上 
４ 

進

修 

參加國內外

進 修 、 研

究、實習，

修業期滿並

領有結業證

書 

２ 

語 

言 

能 

力 

通過全民英檢初

級 
２ 

本 項

目 之

評

分，最

高 以

８ 分

為限 

一、本項目比照學歷、考試，不以

同序列職務及最近 5年通過檢

測者為限。 

二、如通過 2種等級以上檢定者，

以最高級者給分，不重複計

分；如有初複試，通過初試，

未通過複試者，按計分標準計

給二分之一分數。 

三、本項目是指通過全民英檢各等

級測驗，領有合格證書者，通

過其他外語能力測驗者，以參

加外語能力測驗（FLPT），並

需提出測驗分數可資對照歐

洲語言能力參考指標（CEF）

之證明文件者為限，按「公務

人員英語檢測陞任評分計分

標準對照表」所定配分標準計

分。 

通過全民英檢中

級 
４ 

通過全民英檢中

高級 
７ 

通過全民英檢高

級 
８ 

通過全民英檢優

級 
８ 

領 

導 

能 

力 

主管、副主管職

務 

１至８

分 
本 項

目 之

評

分，最

高 以

８ 分

為限 

一、本項目由各單位主管初評，再

送甄審會複評後計分。 

二、「 領導能力」為陞任主管、副

主管職務之考評標準，其項目

由單位主管就陞任人員之領

導能力，溝通協調等予以評

分，凡評分在６‧５分以上或

４‧５分以下者請敘明事實。 

非

主

管

職

務 

品德操守 
１至３

分 

工作績效 
１至２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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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態度 
１至３

分 

三、陞任非主管職務之考評以「品

德操守」、「工作績效」、「服務

態度」為考評標準分數超過

６．５分以上或未達４．５分

者， 應敘明具體事實。 

 

綜 

合 

考 

評 

項 

２ 

０ 

％ 

 

由機關首長就出缺職

務需要、受考人服務

情形、品德及對國家

之忠誠等檢討作綜合

考評。 

１０至２０

分 

機關首長作綜合考評後，應併同

「共同選項」、「個別選項」提甄審

委員會就各受考人之積分高低，排

定名次，送由人事單位列冊陳請機

關首長圈定升補。 

面 

試 

或 

業 

務 

測 

驗 

視出缺職務實際需

要，由甄審委員會決

定之。 

百分比計分 

一、如有舉行面試或業務測驗，本

項占總成績百分之二十，其餘

「共同選項」、「個別選項」、

「綜合考評」三大項合計分數

占總分百分之八十（即乘以８

０％）。 

二、如無面試或業務測驗，本項即

不予計分。 

附則： 

一、本表依據「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7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5條、第 9條及行政

院民國 99年 9 月 1日院授人力字第 0990064272 號函規定修正。 

二、本表以本校組織法規中，定有職稱及依法律任用人員為適用對象。 

三、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人員於復職後，其陞遷評分採計評分，由當事人自行就

下列兩種方式擇優採計： 

(一)甲式：考績、獎懲評分均溯前採計。 

             1.是類人員考績、獎懲之評分得溯前採計，惟仍應以採計現職及「同職

務列等」職務期間之考績、獎懲為限，且最多合計 5年。 

        2.至年資採計評分部分，則依現行規定辦理，以現職及「同職務列等」

之職務期間為限（包含留職停薪前與復職後之年資）。 

(二)乙式：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折半採計評分。 

四、對於自他機關調進本校服務具參加陞任資格人員，需任職一定期間後，始

採計其曾任他機關服務之年資、考績、獎懲事實列入資績評分，由甄審委

員會視本校業務需要、職務性質及陞遷生態審酌決定之，惟不得逾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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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80-005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運動教練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102年 8月 29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本要點依「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第 3條規定訂定之；本要

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 

二、本校運動教練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辦理運動教練遴選及初聘、續聘之審查事項。 

（二）審議委託主管教育行機關辦理遴選等事項。 

   （三）審議運動教練停聘、解聘及不續聘等事項。 

（四）評議運動教練違反職責及聘約之事項。 

   （五）辦理運動教練成績考核之初核及績效評量、評鑑審議等事項。 

   （六）其他依法令應經本會審查之事項。 

三、由校長遴聘學校行政代表 2人，體育專業人員代表、家長會代表及社會公正

人士各 1人擔任；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前項委員之任期為 1年，自 9月 1日起至翌年 8月 31日止，期滿得續聘之，

委員於聘任期間出缺應予補聘，其任期至當期屆滿止。 

四、本會議之主席，由委員互推擔任之。 

    本會之召開，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超過

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本會委員為無給職且於開會時應親自出席，不得代理。 

五、本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審查第二點（三）（四）事項時，

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六、本會委員於審查有關委員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

內之姻親或曾有此親屬關係者之事項時，應自行迴避，未迴避者，由主席命

其迴避。 

七、本會之行政工作，由人事室主辦；學務處協辦。 

八、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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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80-006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教師聘約 

                                            104 年 04 月 20 主管行政會報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教師聘約事宜，並保障學生

學習權益、維護教師權利，兼顧學校行政運作順暢、促進教育發展，爰依據

「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聘約準則」，由學校與教師會協議，訂定本

校教師聘約。 

第 二 條  學校與教師會對協議聘約有爭議時，報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邀集高雄市教師

會及當事者雙方協商處理。 

第 三 條  教師解約離職應於寒暑假辦理，其於開學前十五日提出者，學校應予同意；

未依限提出者應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同意，未經同意，

視為違約。 

教師於學期中解約離職者，應經教評會同意，未經同意者，視為違約。 

教師有前二項違約情事，學校得要求給付違約金。 

教師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辦妥離職手續後，學校應發給離職證明書。 

第 四 條    教師應依課程綱要，本專業專才及公平原則妥適編排授課科目，並保障學生

學習權益。 

本校應依據員額編制、實際狀況及其他相關規定，訂定教師授課節數編配原

則，提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 五 條  學校行政單位應配合教師教學及輔導工作上之正當要求；教師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應配合學校辦理行政工作或其他有關活動。 

學校於非出勤時間辦理有關教育活動，除有正當理由並經校長同意者外，教

師應配合參加。但學校應依有關規定給予適當之補休假、獎勵或報酬。 

第 六 條  學校教師聘約內容應包含聘期、工作條件、工作要求、違約罰則、聘約修改

及訴訟管轄法院等項目。 

第 七 條  學校及教師辦理教育有關之活動應本中立原則，不得為特定政治團體、宗教

信仰或營利事業從事宣傳。 

第 八 條  教師有擔任導師及行政職務之義務。 

學校遴聘導師及兼任行政職務有困難時，由學校訂定有關規定，提經校務會

議通過後實施。 

第 九 條  教師應與家長就學生教育事宜相互溝通，並不得妨害學生身心之健康與教學

之進行。但溝通有困難時，學校應提供協助。 

第 十 條  教師對於教學工作所需之教材、教法、評量、輔導方法等，應本專業自主原

則不斷精進。 

第十一條    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

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教師發現其與學生間之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時，應主動迴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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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指導、 

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 

教師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

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第十二條  教師於寒、暑假期間應從事研究、進修研習或編選教材準備教學工作。 

寒、暑假期間，學校因教學或業務需要，教師有到校服務之義務。但執行有

困難者，由學校訂定有關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十三條  教師每一學期連續曠職滿七日或累計滿十日者，視為違反聘約情節重大，並

依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八款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教師課後補習者，依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訂定之高雄市處理教師補習注意事項

辦理。 

第十五條  教師應遵守各級教師會訂定之自律公約。 

第十六條  教師依法執行教學或行政工作涉訟時，準用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之規

定辦理。 

前項涉訟係因教師之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本校應向該教師求償。 

第十七條  學校非依法不得預扣教師待遇。 

學校行使抵銷權時，得於教師待遇中扣抵。 

第十八條  教師違反聘約，由教評會依據教師法、聘約及有關規定處理；其認定及處理

程序，由本校訂定具體規定，提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十九條  教師聘約違反「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聘約準則」及其他有關法令者

無效。 

學校教師聘約之訂定與修改，由學校為之。已成立教師會之學校應與教師會

協議。 

本聘約未規定者，悉依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有關法令辦理；教師法、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有關法令修正時，學校聘約應隨同修正。 

 第二十條  校園霸凌防制應由班級同儕、親、師、班際、校際間共同合作，以培養學生

責任感、道德心、助人及自尊尊人之處事態度。 

教師應主動關懷調查學生被霸凌情形，必要時送防制小組確認，並對霸凌關

係人或有該傾向學生，提供協助、輔導，關懷其學習、人際與家庭。 

第二十一條  本聘約自教師應聘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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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80-007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性騷擾防治與申訴作業 

注意事項 
96年 06月 11日行政會報通過 

97年 04月 28日配合高雄市政府 96年 12月 26 日高市府人三字第 0960067652 號函修訂 

98年 04月 27日行政會報第 2次修訂 

105年 07月 25日配合勞動部 100年 10 月 05日勞動 3字第 1000132616 號函修訂 

105年 07月 25日擴大行政會議修訂 

 

一、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營造優質職場，提供免於性騷擾

之工作與服務環境，並規範本校性騷擾防治與申訴作業，爰依據「性別工作

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及「高雄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性騷擾防治與

申訴作業注意事項」規定，訂定本注意事項。 

    本校教職員工除性別平等教育法及其他有關法令另有規定外，適用本注意事

項。  

二、本注意事項申訴作業程序適用於加害人或被害人為本校員工之性騷擾事件。

但不包括性別平等教育法規範之校園性騷擾事件。 

三、本注意事項所稱性騷擾，係指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二條及性騷擾防治法第二

條所規定之情形。  

四、本校應積極防治性騷擾事件之發生，採取適當之預防、糾正、懲處及補救等

措施，並確實維護當事人之名譽及隱私。本校知悉性騷擾事件，應依高雄市

政府通報機制於 24 小時內陳報（如附表 1）。另屬性騷擾防治法事件，並應

通報該法高雄市政府主管機關。 

五、本校應在工作場所顯著之處公告及印發各員工有關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

懲戒規定。 

（一）實施防治性騷擾之政策宣示及教育訓練。 

（二）頒布禁止工作場所性騷擾之書面聲明。 

（三）處理性騷擾事件之申訴、調查及處理機制。 

（四）以保密方式處理申訴，並使申訴人免於遭受任何報復或其他不利之待

遇。 

（五）對調查屬實行為人之懲處方式。 

（六）當事人隱私之保密。 

（七）其他性騷擾防治措施。(如建立受理性騷擾事件申訴窗口，設立受理性

騷擾申訴之專線電話、傳真、專用信箱或電子信箱，並規定處理程序

及設置專責處理人員或單位。) 

六、性騷擾事件之加害人或被害人為本校員工者，被害人或其代理人於事件發生

後，得以言詞或書面向加害人所屬處室提出申訴。各處室受理申訴後，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言詞申訴：受理之單位應作成書面紀錄，經向申訴人或代理人朗讀或

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二）書面提出：申訴人應簽名或蓋章，並載明下列事項： 

1.申訴人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

服務或就學之單位及職稱、住所或居所及聯絡電話。 

2.申訴之事實及相關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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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訴日期。 

（三）有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或護照號碼、職業、住所或居所及聯絡電話，並應檢附委任書。 

（四）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錄不合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

者，應通知申訴人或代理人於 14日內補正。 

本校受理之申訴事件，其加害人及被害人均非本校員工者，除採取適當之

緊急處理外，並應於七日內將申訴書及相關資料移送加害人所屬機關、部

隊、學校、機構、僱主或直轄市、縣（市）政府。但加害人不明且非本校

員工者，應移請事件發生地警察機關調查。 

七、本校處理性騷擾申訴事件時（以下簡稱申訴事件），應組成申訴處理調查小

組共 7至 9人（小組成員：校長或行政處室主管 4人、發生性騷擾申訴事件

之科室人員 2 至 4 人、教師會代表 1 人），並分別推選 1 人為主席及小組召

集人，進行調查；小組成員之女性比例不得低於二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專

家學者擔任；小組應有成員半數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應有半數以上之出席

成員之同意始得做成決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八、本校處理申訴事件之程序如下： 

（一）應於受理申訴或移送到達之日起七日內開始調查，應以不公開之方式

為之，保護當事人之隱私及人格法益，並於二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

時，得延長一個月，並應通知當事人。 

（二）調查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原則實施調查，並給予當事人充分陳述

意見及答辯機會。 

（三）被害人陳述明確，已無詢問必要者，應避免重複詢問。 

（四）調查過程中，得通知關係人到場說明，並得邀請相關學識經 

驗者協助。 

（五）查結果應作成書面通知當事人及高雄市政府性騷擾防治法或性別工作

平等法主管機關。 

（六）依式（如附表二）於次月五日前將處理情形回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及

副知高雄市政府人事處。 

九、本校逾期未完成調查或當事人不服申訴調查結果者，於期限屆滿或調查結果

通知到達之次日起，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之事件，當事人得於十日內向高雄

市政府該法主管機關提出申覆；適用性騷擾防治法之事件，得於三十日內向

高雄市政府該法主管機關提出再申訴，其期間自調查結果送達當事人之日起

算。 

十、申訴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受理： 

（一）申訴人非性騷擾事件之被害人或其代理人。 

（二）非屬性騷擾範圍之事件。 

（三）無具體之事實內容或未具真實姓名、服務機關及住所。 

（四）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錄，不能補正或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 

（五）同一事件已調查完畢，並將調查結果通知當事人。 

（六）提起申訴逾期。 

（七）申訴人或其授權代理人以書面撤回其申訴，就同一事件再次提出申訴。 

本校不受理性騷擾申訴案件時，應於收受申訴或移送之日起二十日內，以

書面敘明理由通知當事人及高雄市政府性騷擾防治法或兩性工作平等法主

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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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本校處理申訴事件作成之調查結果或不受理通知書，應附記不服處理結果

得提起再申訴之期間及受理機關。  

十二、申訴事件之調查人員在調查過程中，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 

   (一)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未婚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

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 

   (二)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未婚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

共同義務人之關係。 

   (三)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 

   (四)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申訴事件之調查人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當事人得申請迴避： 

1.有前項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 

2.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調查有偏頗之虞。 

前項申請，應舉其原因及事實，向該申訴事件之調查單位為之，並應為適

當之釋明；被申請迴避之調查人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見書。被申請迴

避之調查人員在調查單位就該申請事件作成決定前，應停止調查工作。但

有急迫情形，仍應為必要處置。 

調查人員有第一項所定情形不自行迴避，且未經當事人申請迴避者，應由

該調查單位命其迴避。 

十三、處理性騷擾事件之有關人員，對於知悉之內容應負保密責任，不得對外洩

漏。違反者，由本校依規定懲處。  

十四、本校不得因員工提出申訴或協助他人申訴，而予以解職、調職或為其他不

利之處分。 

十五、本校於性騷擾事件調查過程中，得視當事人身心狀況，主動轉介或提供心

理輔導及法律協助。 

十六、本校如有聽聞或媒體報導本校人員涉及性騷擾情事者，應即時通報、主動

瞭解調查及作適當之處置，並於經被害人同意後依法令規定處理。 

十七、性騷擾事件之加害人為本校員工，其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者，應速將調

查結果送交考績委員會為適當之懲處，並予追蹤、考核及監督，避免相同

事件或報復情事之發生；如經證實有誣告之事實者，除對受誣告者應為回

復名譽之處置外亦應對申訴人為適當之處理。 

十八、本注意事項經本校行政會報決議通過公佈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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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80-008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教職員出勤管理要點 

101年 09月 24日行政主管會報訂定 

 103年 11月 03 日行政會議修訂 

104年 01月 05日行政會議修訂 

105年 09月 26日主管會議修訂 

一、本要點依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3.4.16 高市教人 10332570900 號函訂定高 

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出勤管理要點、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

員平時考核要點等相關規定訂定之。 

二、本校教師出勤依「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出勤管理要點」辦理，教

師每日出勤應為 8小時。 

三、本校職員出勤刷卡，均依本要點管理。 

四、本要點所稱職員包括本校編制內公務人員、約僱人員，職工得比照辦理。 

五、本校設考勤刷卡機，並由人事單位專人管理及資料維護。考勤刷卡機於本校

第一棟 1 樓教務處、總務處及 2 樓人事室前，出勤人員於此三台刷卡機刷

卡均可；會計室及人事室主管得免刷卡。 

六、職員每日上班時數 8小時（中午 12時至 13 時 30分延長服務時間 60 分鐘，

彈性用膳時間 30 分鐘，以因應寒暑假減少到班之時間）。除明定上班起迄

時間外，並區分為彈性上班時間及核心辦公時間，其規定如下： 

  (一)上班起迄時間：8時至 12時及 13時 30分至 17時 30分。 

  (二）彈性上班時間：7時 40分至 8時 20分及 17時 10分至 17 時 50 分（上、

下午時段各 20 分鐘）。 

  (三）請假半日者，當日不適用彈性提前上班時間，僅適用彈性延後上班時間(如

附表)。 

七、每日到勤未達規定之時數者，應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請假時間計算方式如

下： 

  （一）全日請假，自 8時至 17時 30分。 

  （二）請假半日者，當日不適用彈性提前上班時間，僅適用彈性延後上班時間

(如附表)： 

  1.上午半日請假者，自 8時至 12時（下午上班時間為 13時 30分至 17

時 30分）。 

  2.下午半日請假者，自 13時 30分至 17時 30分（上午上班時間為 8時至

12時）。 

    (三)下午半日請假人員上午上班時間若為 8 時 01分至 8時 20分者，請依規

定上午上班時間上滿 4 小時(不含中午 1 小時的延長服務時間)，須在

13時 31分至 13時 50分始能刷退。 

 （四）其餘請假方式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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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職員上、下班時應一律刷到(退)；每日出勤應刷卡三次，即上午上班、

中午上班、下午下班各刷卡一次。上午上班刷卡時間自 7 時 40 分至 8

時 20分(7點 20分後即可刷卡，惟 7時 20分至 7時 39分刷卡紀錄仍計

為 7 時 40 分)，中午上班自 12 時 30 分至 13 時 30 分，下午下班自 17

時 10分起方可刷卡下班。於上午彈性時間（7時 40分至 8時 20 分）上

班者，應在下午彈性上班時間（17 時 10 分至 17 時 50 分）上班滿八小

時後(不含中午延長服務時間 60分鐘)，始得刷退下班（如附表）。 

九、職員上班滿八小時後，因業務需要延長工作時間（以下簡稱加班）者，

須填報加班請示單，並檢附加班刷到退紀錄方得依相關規定據以申領

加班費或辦理補休，加班以小時為單位，有關加班刷卡規定如下: 

   （一）平常上班日需加班者，俟下班刷退後再行刷加班進退。 

   （二）例假日加班者，於開始及結束時刷卡加班進退。 

   （三）結束公假或出差任務後返回辦公處所加班者，加班時數自 17 時 30

分後起算。 

       (四）職員因業務需要須申請加班者，依規定須先填寫加班請示單經處室

主管同意後始可加班，如未經處室主管同意，加班時數一律不予列

入加班時數及補休。 

(五）教師欲申領加班費或辦理補休者依本規定辦理。 

十、職員應依規定時間上、下班，除經校長許可，或因公出差、因故請假者

外，每日上、下班須親自辦理刷到退，如發現有代簽或預簽情事，除

本人應予曠職處分外，代替他人刷到退，應視其情節予申誡或記過處

分。本校職員如因工作忙碌或特殊情形而發生忘記刷卡情形，須在忘

刷卡當日三日內填寫「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忘刷卡申請表」並經簽

准核可後補登，每人每月得有 2次忘刷卡補登之機會，惟每一年度以

12次為限，且此項資料將做為平時考核之參據。 

十一、公出（因公務短時外出），在不影響刷到退時間內，每次申請不得超過三

小時為原則，應登記於因公外出登記簿，並詳實記載外出起迄時間、事

由及前往地點，並經主管長官核准後始可外出。但如遇特殊情形，其因

公外出登記簿應事先經校長同意始可免刷到退。 

十二、寒暑假期間，本校仍維持每日辦公 8小時，各行政處室得視業務實際需

要，在不影響民眾洽公、不降低行政效率、全年上班總時數不減少之原

則下，於寒暑假下午妥適配置適當人力。 

十三、職員於辦公時間開始後到達者為遲到，下班時間前離開者為早退，應按

實際時數辦理請假；未依規辦理請假手續者，即應視為曠職。但有職務

上之理由或其他特殊情形，經查屬實並簽報核准者，不在此限。因偶發

事故缺勤者，經單位主管核准，得補辦請假手續。 

十四、職員於辦公時間內，不得有下列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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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於辦公時間內，擅離職守。 

 （二）運用公務資訊設備從事非公務之行為。 

 （三）飲酒；午休時間亦同。已請假者，亦不得於酒後進入辦公場所。 

 （四）於辦公處所嚼食檳榔、抽菸。 

 （五）為賭博行為。 

 （六）其他足以破壞辦公紀律之行為。 

十五、各單位確實管控出差加班人員之差勤，並落實職務代理人制度。 

十六、職員於辦公時間內，因公外出須填妥因公外出登記簿（詳填公出起迄時

間、地點、事由），經核准後，始得離開任所。公差或請假時，應由單位

主管派員代理其職務。公差、請假人員，應填具出差單、請假單，經核

准後，始得離開學校。未辦公出、公差、請假手續而擅離職守或假期已

滿仍未銷假，或公出、公差、請假有虛偽情事者，均以曠職論處。 

十七、本校於辦公時間內，除校長親自隨時查勤外，應由人事室每月不定期抽

查本校職員勤惰情形至少 2次，並繕造機關學校人員查勤名冊，將查勤

結果列入紀錄。 

十八、職員於辦公時間內，經查無故不在勤者，人事室應即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或其家屬，按實際時數以曠職登記。曠職人員如有異議，應於通知送達

之日起三日內，以書面陳述理由，經由單位主管核轉人事單位簽陳機關

學校首長核定，逾期不予受理。 

曠職人員應予按日扣薪，曠職日數未滿一日部分，得以「時」為計算單

位，累計滿八小時為曠職一日，再予扣薪。 

十九、本要點未規範事項，依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出勤管理要點、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及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等相

關規定辦理。 

二十、違反本要點者，依公務員服務法、公務人員考績法及高雄市政府政府及

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基準等相關規定從嚴議處。 

二十一、本要點經 105 年 09月 26日主管會議修正通過並自即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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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請假及刷到、退時間案例說明 

壹、上、下班之刷到、退時間 

一、7時 20分以後為有效按卡時間，7時 20分以前刷到上班者視同未刷卡。 

二、7時 40分至 8時 20分之間刷到上班者，須於 17時 10分至 17時 50 分之間上

班滿 8小時，始得刷退下班。舉例說明如下： 

（一）7 時 21分刷到上班者，17時 10分以後刷退下班；依此類推。 

（二）8 時 01分刷到上班者，17時 31分以後刷退下班； 

（三）8 時 20分刷到上班者，17時 50分以後刷退下班。 

貳、請假時之刷到、退時間： 

一、全日請假：自 8時至 17時 30分。   

二、半日請假： 

（一）上午請假：請假時間自 8時至 12 時；下午上班須於 12時 30分至 13時 30

分前刷到，並於 17時 30分以後始可刷退。 

（二）下午請假：請假時間自 13時 30分至 17時 30分；上午上班須於 8時前刷到，

中午 12 時以後刷退；下午請假人員上午上班時間若為 8 時 01

分至 8時 20分者，請依規定上午上班時間上滿 4小時(不含中午

1 小時的延長服務時間)，須在 13 時 31 分至 13 時 50 分始能刷

退。 

（三）範例 ：下午請假人員，在 8時 01分刷到上班，須在 13 時 31 分始可刷退；

在 8時 20分刷到上班，須在 13 時 50分始可刷退。 

三、以小時請假：未開始上班即請假：(以 8時 0分為請假起始時間者為例)  

（一）請假 1小時，請假時間為 8時至 9時，應於 9時以前刷到，17 時 30 分以後

刷退。 

（二）請假 2小時，請假時間為 8時至 10時，應於 10時以前刷到，17時 30分以

後刷退。 

（三）依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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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請示單【申請補休時數用】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年 月加班請示單暨報補休時數 

申請表 

日

期 

星

期 

加班起訖 

時間 

時

數 
加班事由 處室主管 人事室 校長 

補

休

時

數 

  

 
     至   

 

 
 

  
 

 
 

  

 

   

 

 
 

  
 

 
 

 

 
 

  

 
   

 

 
 

  
 

 
 

  

 

   

 

 
 

  
 

 
 

 

 
 

※注意事項: 

１.行政院 91.09.03.院授人給字第 0910043481 號函規定略以各機關職員（含約聘僱人員）加班，

應由其一級單位主管視業務需要事先覈實指派，每人每日加班以不超過 4小時為限，每月以

不超過 20小時為限。 

２.每日(含例假日)加班超過 4小時，請專案簽准後始可加班。 

３.此申請表僅做為加班後補休時數之依據且須檢附每月之刷卡紀錄，如欲支領加班費者，請填

寫原加班請示單(並會辦會計室)。 

                                                                             申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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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請示單【申請加班費用】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加班請示單 

申請處室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主  旨  

說  明 

註明時間

地點 

時間：00/00    00:00~00:000，0 小時。       

地點：本校○○處 

擬  辦 
□加班結束後，請准支領加班費，經費預估如下。 

□加班結束後，請准於 6個月內補休。 

擬 申 請 

加班人員 

職 稱 姓 名 職 稱 姓 名 職 稱 姓 名 

      

      

      

填 表 人         會辦單位         決 行 

          人事室    會計室 

處室主管 

預估所需經費明細： 

1.值勤費：   名×   元×   天＝    元 

2.加班費（教職員）：   名×   元×   班×   時＝    元 

3.加班費（職  工）：   名×   元×   班×   時＝    元 

4.合  計：     元 

申請加班注意事項： 
１.行政院91.09.03.院授人給字第0910043481號函規定略以各機關職員（含約聘僱人員）加班，應由其

一級單位主管視業務需要事先覈實指派，每人每日加班以不超過4小時為限，每月以不超過20小時為

限。各機關員工經依規定指派加班者，應鼓勵員工在加班後六個月內按加班時數補休假或其他獎勵，並

以小時為單位，不另支給加班費。 

２.依勞基法第32條第1項後段規定，勞工延長之工作時間，男性勞工一日不得超過3小時，一個月工作

總時數不得超過46小時；女性勞工一日不得超過2小時，一個月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24小時；同條第

2項後段規定，前項工作時間每日得延長至4小時。但其工作總時數男性勞工每月不得超過46小時；

女性勞工每月不得超過32小時。 

３.依高雄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九點（三）各基金管理機構屆齡退休及專案裁減奉准退休與資遣

人員，適用勞基法者其離退前六個月，非確有必要，不得申請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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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刷卡申請表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忘刷卡申請表 

 

   年    月    日 填 

單位 
 

 
姓名  職稱  

疏未辦理刷卡簽

到退時間 

上班紀

錄 

中午上班

紀錄 

下班

紀錄 
忘刷事由 申請者簽章 

    

   年  月   日 

   

    時     分 

 

 

 

 

  

 

 

 

 

 

 

 

 

 

 

 

 

單位主管 人事室 批示 

 

 

 

 

 

 

 

 

 

備註：本表經核准後請即送人事室登記(請在忘刷 3日內完成程序) 

※每人每月得有 2次忘刷卡補登之機會，惟每一年度以 12次為限，且此項資料

將做為平時考核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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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 80-009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學年度職務代理人名冊 

單 位 職稱 姓 名 

第 一 代 理 人 第 二 代 理 人 第 三 代 理 人 

職

稱 
姓 名 職 稱 姓 名 職稱 姓 名 

校長室 校長 謝文斌 
教
務
主
任 

 
學務
主任 

 
總務
主任 

 

校長室 秘書 姬榮軍 
總
務
主
任 

 
主任輔導

教師 
 

圖書館 

主任 
 

輔導中心 
主任
輔導
教師 

鐘穎 
圖

書

館 

主

任 

 秘書    

教官室 
主任
教官 

孫足承 
生
輔
組
長 

     

教務處 
教務
主任 

吳立森 
教
學
組
長 

 
註冊
組長 

 
設備
組長 

 

教務處 
教學
組長 

翁鄀宜 
註
冊
組
長 

 
設備
組長 

 
音樂
組長 

 

教務處 
註冊
組長 

周靖北 
教
學
組
長 

 
設備
組長 

 
音樂
組長 

 

教務處 
設備
組長 

顏瑞宏 
教
學
組
長 

 
註冊
組長 

 
音樂
組長 

 

教務處 
音樂
組長 

范靜芬 
教
學
組
長 

 
註冊
組長 

 
設備
組長 

 

教務處 幹事 許美玲 
幹
事 

藍映霓 管理員 陳嘉珮 幹事 周綺芳 

教務處 幹事 藍映霓 
幹
事 

許美玲 幹事 洪智凱 幹事 周綺芳 

教務處 幹事 洪智凱 
管

理

員 

陳嘉珮 幹事 周綺芳 幹事 藍映霓 

教務處 幹事 周綺芳 
幹
事 

洪智凱 管理員 陳嘉珮 幹事 許美玲 

教務處 
管理
員 

陳嘉珮 
幹
事 

洪智凱 幹事 周綺芳 幹事 許美玲 

         

學務處 
學務
主任 

顏銘賢 
訓
育
組
長 

 
衛保
組長 

 
生輔
組長 

 

學務處 
訓育
組長 

蔡依彤 
衛
保
組
長 

 
生輔
組長 

 
體育
組長 

 

學務處 
生輔

組長 
林吉盛 

主

任

教

官 

 
訓育組
長 

 
衛保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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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106學年度職務代理人名冊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第 一 代 理 人 第 二 代 理 人 第 三 代 理 人 

職

稱 
姓 名 

職

稱 
姓 名 

職

稱 
姓 名 

學務處 
幹
事 

李白蓮 
助
理
員 

廖育珠 幹事 李梅櫻 
生

輔

組

長 

 

學務處 
幹
事 

李梅櫻 
助
理
員 

廖育珠 
幹
事 

李白蓮 
訓
育
組
長 

 

學務處 
助
理
員 

廖育珠 
幹
事 

李梅櫻 
幹
事 

李白蓮 
訓

育

組

長 

 

學務處 
護
理
師 

鍾宜珍 
護
理
師 

陳怡婷 
衛
保
組
長 

 
助理
員 

廖育珠 

學務處 
護
理
師 

陳怡婷 
護
理
師 

鍾宜珍 
衛
保
組
長 

 幹事 李梅櫻 

         

總務處 
總
務
主
任 

龔俊旭 
秘
書 

 
主任
輔導
教師 

 
圖
書
館 
主
任 

 

總務處 
組
長 

吳麗娟 
幹
事 

陳素美 
管理
員 

謝坦恩 組長 潘柏君 

總務處 
組
長 

潘柏君 
組
長 

吳麗娟 幹事 陳素美 
管理
員 

謝坦恩 

總務處 
幹
事 

陳素美 
管
理
員 

謝坦恩 組長 吳麗娟 組長 潘柏君 

總務處 
管
理
員 

謝坦恩 
幹
事 

陳素美 組長 吳麗娟 組長 潘柏君 

         

圖書館 
主
任 

蔡受勳 
主
任
輔
導
教
師 

 
秘
書 

 
總
務
主
任 

 

圖書館 
幹
事 

詹明珍 
圖
書
館
主
任 

     

人事室 
主
任 

翁啟智 
組
員 

徐銘鎂 
助理
員 

李俊麟 
  

人事室 
組
員 

徐銘鎂 
助
理
員 

李俊麟 主任 翁啟智 
  

學務處 
體育
組長 

謝昌曄 
衛
保
組
長 

 
訓育組
長 

 
生輔
組長 

 

學務處 
衛保

組長 
蕭羽利 

訓

育

組

長 

 
體育

組長 
 

生輔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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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助
理
員 

李俊麟 
組
員 

徐銘鎂 主任 翁啟智 
  

會計室 
會
計
主
任 

張英姿 
組
員 

潘淑芬 
佐
理
員 

洪瑋君 
  

會計室 
組
員 

潘淑芬 
佐
理
員 

洪瑋君 
會
計
主
任 

張英姿 
  

會計室 
佐
理
員 

洪瑋君 
組
員 

潘淑芬 
會
計
主
任 

張英姿 
  

注意事項：節錄「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相關重要規定如下： 

(1)各機關應依各職務之職責及工作性質，預為排定現職人員代理順序及行使權

責之特殊限制。 

(2)各機關應重視各級屬員平時工作調配，實施職務輪換，使排定之職務代理人

熟悉被代理人之工作。 

(3)現職人員代理職務時，應確實負責辦理所代理職務之工作，除報經核准者外，

不得留待本人處理。代理人代理期間在半個月以上負責盡職，成績優良者，得

酌予適當獎勵。 

(4)被代理人除特殊情形外，應先行將其工作及持有之資料交代清楚並對代理人

負業務指導之責，其因交代不清以致耽誤者，應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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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 80-010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人事室組織與分工職掌表 

 
一、主任 

  (一)高市人秘、高市教政、高市政○等名義發文案件。 

  (二)各界人才推介案件。 

  (三)市長信箱等申訴案件。 
 
二、組長業務 

企劃科、人力科、給與科業務 

1.高市人企、高市教人及其他市府機關學校人事室發文案件。 

【組織編制、員額編制、人事人員管理、臨時任務編組、人事品管圈】 

2.高市人力、高市教人及其他市府機關學校人事室發文案件。 

【任免遷調、身心障礙、原住民、約聘僱人員、缺額填報等】 

3.高市人給、高市教人及其他市府機關學校人事室發文案件。 

【退休、撫卹、因公傷亡慰問、待遇、福利、津貼、市府員工社團、WeBHR 人事資訊

系統、文康活動、健康檢查】 

4.高市人給。 

【心理健康、急難貸款、輔購住宅、未婚聯誼、優惠特約等福利】 

5.高市教高。 

【員額編制】 

6.高市教特。 

【特教津貼】 

7.其他。 

【A公保；B退撫基金；C教職員工喪亡互助金；D教職員健保（不含代理、代課、

軍訓教官、職工；E 監考推薦；F校慶活動通知；G、ecpa人事系統填報）】 

 
三、組員業務 

考訓科業務 

1.高市人考、高市教人及其他市府機關學校人事室發文案件。 

【考績、考核、獎懲、訓練、進修、出國、差勤、參與建議制度、服務獎章、專業

證照、雙重國籍、兼職、兼課、休假補助、性別主流化、行政中立】 

2.高市人給。 

【不休假加班費】 

3.高市教高。 

【教師甄選、教師登記、兵役緩召】 

4.其他。 

【A公務人員研習訓練；B教職員校外兼課；C 集會人員派遣；D選務工作人員推薦；

E校慶簽到；F識別證、在職證明製發及職章刻製】 

＊每 2年輪調工作(2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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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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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 90-00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會計室組織與分工職掌表 

 

職    別    工作職掌 

主任 

1.附屬單位預算分預算及分決算之編審。。 

2.主管會計業務及計畫擬定並兼管統計業務。。 

3.收支憑證及帳務處理與表報之複核。 

4.財物案件之會核與建議。 

5.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組員 

1.教育發展基金收支執行之控制審核會簽事宜。 

2.傳票、憑單、各項清單複核。 

3.辦理內部審核報告事宜。 

4.年度預算籌編及分配。 

5.會計文書及檔案之處理。 

6.採購案件監辦業務。 

7.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佐理員 

1.會計事務傳票編製、各項報表編報。 

2.會計報告及年度決算編製。 

3.會計帳簿登記、憑證整理保管。 

4.兼辦統計事項彙編事宜。 

5.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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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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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A1-00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辦事細則 

102年 09月 28日 102 學年度第一次家長代表大會通過 

一、依  據：依高雄市政府 100年 7月 4日高市府四維教小字第 1000069557 號

令之「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辦理。 

二、辦事細則： 

  (一)班級家長會：定期召開班級家長會。主要任務： 

     1.推選出席會員代表大會代表，每班 1至 5人。 

     2.研討班級教育與家庭教育聯繫事項。 

     3.協助班級推展教育計劃及提供改進建議事項。 

     4.其他有關事項。 

(二)家長代表大會：定期召開代表大會。主要任務： 

     1.選舉家長委員會委員。 

     2.研討協助學校教育之實施及提供改進建議事項。 

     3.討論會員代表之提案。 

     4.審議會務計畫、收支預算案。 

     5.臨時動議等事項。 

     6.選舉參加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家長代表。 

     7.其他有關事項。 

(三)家長委員會：定期召開學生家長委員會。主要任務： 

   1.協助學校教育之發展及提供改進建議事項。 

     2.處理委員會經常會務及會員代表大會交辦事項。 

     3.研擬會員代表大會之提案。 

     4.處理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事項。 

     5.研討會議計畫、收支預算案、報告會務及收支事項。 

     6.協助學校處理重大偶發事件及有關學校、教師、學生、家長間之爭議。 

     7.協助辦理親職教育，促進家長之成長及親師合作關係。 

     8.推選常務委員、會長、副會長。 

     9.選派家長委員 1人至 3人列席學校之校務會議等相關會議。 

    10.執行現行教育法令所明訂學生家長會之權責。 

    11.其他有關事項。 

(四)聘任家長會幹事（1至 2人）辦理日常會務，由家長會長提名，經常務委

員會通過後聘任之。 

三、餘未詳列之項目依「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辦

理。 

四、本辦事細則經家長代表大會通過後實施，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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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A2-00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校友會章程 

78年 8月第一次修訂 

80年 9月第二次修訂 

86年 3月第三次修訂 

101年 10 月第四次修訂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會定名為「高雄市市立高雄中學校友會」。 

第  二  條  本會以培養校友情感，砥礪學行，發揚母校精神，加強服務協助母

校發展為宗旨。 

第  三  條  本會會址設為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內。 

 

第二章  任  務 

第  四  條  本會之任務如左： 

            一、於學術研究及發展母校事項。 

            二、關於校友動態之調查登記及聯絡事項。 

            三、關於舉辦校友之康樂及聯誼活動事項。 

            四、關於增進校友福利及服務事項。 

            五、其他有關本會發展事項。 

 

第三章  會  籍 

第  五  條  凡具有左列條件之一者，均得申請為本會會員： 

            一、凡在母校畢業者。 

            二、在母校肆業一年以上，經會員二人推薦者。 

            三、現任或曾任母校之教職員者。 

第  六  條  會員若違反第八條第一款、第三款之規定及妨害本會信譽者，得由

理事會提請會員大會通過予以取消會籍，其申請退會者亦同。 

 

第四章  權利與義務 

第  七  條  本會會員應享權利如左： 

            一、有參與及策劃本會各項活動之權。 

            二、有選舉及被選舉之權。 

            三、有發言及表決權。 

            四、有享受本會舉辦之各項福利及服務事項之權。 

第  八  條  本會會員應負之義務如左： 

            一、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案。 

            二、擔任本會指定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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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按期繳納會費。 

            四、贊助與推動本會舉辦之各項校友活動。 

 

第五章  組織與職權 

第  九  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意識決定機關。 

第  十  條  本會設理事二十五人，候補理事五人；監事七人，候補監事二人，

均由會員大會選舉之，組成理事會和監事會。 

第 十一 條  本會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至二名，常務理事七人，理

事長、副理事長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之，常務理事由理事互選

之。監事會設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 

第 十二 條  本會理事和監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得連任，但理事長以連任一次

為限。 

第 十三 條  本會理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對外代表本會處理一切會務。 

            二、擬定年度工作計劃和預算決算之編制。 

            三、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監事會移請處理事項。 

            四、選聘工作人員。 

            五、舉辦校友活動及服務等事項。 

第 十四 條  監事會為本會監察單位，對會員大會負責，其職權為： 

            一、本會會務之監督。 

            二、本會財務收支之審核。 

            三、對理事會及會務工作人員執行任務提供改善意見。 

            四、向會員大會提出報告及建議。 

第 十五 條  本會理事會下設總幹事一人，副總幹事一人，企劃、服務、財務、

總務四組，各設組長一人。視會務需要得各增設副組長一至二人及

組員若干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聘任之。 

第 十六 條  本會會務人員執掌如左： 

            一、總幹事：秉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會務。 

            二、副總幹事：協助總幹事督導各組推動會務。 

            三、企劃組：掌理本會有關各種活動及協助母校發展之計畫事項。 

            四、服務組：掌理校友康樂、福利及聯絡等事項。 

            五、總務組：掌理校友動態調查登記及本會文書等事項。 

            六、財務組：掌理有關本會財務，襄理總幹事等事項。 

第 十七 條  本會理、監事及會務工作人員均為義務職。 

第 十八 條  本會得設名譽會長及顧問，均由理事會聘之。 

 

第六章  會議 

第 十九 條  本會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但經會員五分之一以上連署或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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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請或理事會認為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員大會。 

第 二十 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出席會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一條  會員大會對於左列之決議需以出席會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改章程。 

            二、本會財產之處分。 

            三、取消會員會籍。 

            四、理、監事之罷免。 

第二十二條  理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由理事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得召開

臨時會議。監事會每半年召開一次，由常務監事召集，並得與理事

會合併舉行聯席會議。 

 

第七章  經費 

第二十三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左： 

            一、會員入會費新台幣五百元及常年會費新台幣五百元或永久會費

新台幣五千元。 

            二、校友自由捐款  。 

            三、基金之孳息。 

            四、其他收入。 

第二十四條  本會如解散時，剩餘財產應歸留本會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政

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 

 

第八章  附則 

第二十五條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並呈報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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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A3-001 

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教師會章程 

85年 2月 12 日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86年 9月 1 日第 一 次修訂 

  87年 6月 5 日第 二 次修訂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章程依據教師法訂定之。 

第二條 本會名稱為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教師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三條 本會會址設於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所在地。 

  

第二章 任務 

第四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與學生協議教師聘約內容。 

二、派出代表參與教師聘任、申訴及其他與教師有關之法定組織。 

三、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 

四、改善學校教學及輔導環境。 

五、研究並協助解決各項教育問題。 

六、促進教師進修。 

七、舉辦其他對教師之服務活動。 

八、訂定本校教師自律公約。 

九、促進本會與家長、社區之溝通、聯繫。 

  

第三章 會 員 

第五條 凡本校專任教師向本會理事會提出入會申請，繳交會費，即為會

員。兼、代課教師得申請，繳交會費，即為準會員。 

第六條 會員、準會員有以下狀況者，可由理事會審查確定後，喪失會籍： 

一、與本校中止聘約關係。 

二、拒繳會費半年。 

三、主動宣告脫離本會。 

會員、準會員有違背本會章程、決議，學校聘約、自律公約時，經

監事會調查屬實，提報理事會決議，得給予勸告、警告、停權半年

等處分；提報大會，經出席人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得給予除名處

分。被除名者一年以內不得再申請入會。 

第七條 會員經取消會籍後，已繳納之各項費用不予退還。 

第八條 會員具有大會職權如下： 

一、依相關法令行使大會會議時，會員應有之各項權利。 

二、本會各項職務之選舉權、被選舉權及罷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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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加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四、享受本會提供之服務。 

五、準會員享有本項第二款外之各項權利。 

第九條 會員具有下列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履行本會決議及團體協約。 

二、參加本會活動。 

三、繳納會費。 

  

第四章 組織及會議 

第十條 本會以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理事會為執行機構，並於會

員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代行其職權。 

監事會為監察機構。 

第十一條 會員大會於每年六月由會長召開一次，必要時可由理事會決議或

會員五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開會員大會。會員大會職權如下： 

一、通過及修訂章程。 

二、選舉、罷免理監事。 

三、聽取、審查理監事工作報告。 

四、選派依法組織之各項教師代表。 

五、議決本會工作方針、重大會務、會費及提案。 

六、處分本會財產之權利。 

第十二條 理事會設理事十一名，候補理事三名；監事會設監事三名，候補

監事一名。 

第十三條 本會設理事長一人，由理事選舉、罷免之。 

理事長對內綜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

理監事聯席會議主席。 

理事長不能視事或請假時，由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代理不得超過

半年。 

第十四條 理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有執行會務及會員大會決議之責任，

必要時得由理事長召開臨時會議。 

理事會為執行業務，得設秘書處等部門。如有特別需要，得設特

別委員會及聘請顧問。  

第十五條 監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必要時得與理事會召開聯席會議。監

事會設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選舉、罷免之。常務監事擔任監事

會主席，監事會有監察理事會工作執行及經費運用之職權。 

第十六條 理事、監事任期二年，於第二年的六月召開會員大會時改選，連

選得連任，但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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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會費：每位會員年費五百元，於六月開始繳交。未滿一年者，以半

年計算。 

二、捐贈。 

三、其他收入。 

四、以上收入之孳息。 

第十八條 本會會計年度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卅一日止。 

 

第六章 附 則 

第十九條 本章程未定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 本會辦事細則及各項辦法，由理事會訂定，會員大會審核通過。  

第廿一條 本章程由會員大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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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A4-001 

有限責任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章程 

69年 9月 20 日社員大會通過 

72年 9月 9日社員大會第一次修訂 

77年 7月 8日社員大會第二次修訂 

81年 7月 6日社員大會第三次修訂 

94年 2月 4日社員大會第四次修訂 

99年 1月 14 日第五次修訂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社定名為有限責任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以下簡稱

本社）。 

第二條 本社以置辦日用品及學生用品，供社員之需要暨置辦公用設備，供社員

公用為目的。 

第三條 本社為有限責任組織，各社員以其所認股額為限，負其責任。 

第四條 本社以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業務區域。 

第五條 本社社址設於本校內。 

 

第二章 社員 

第六條 本社社員以本校教師、職員、工友及在學學生為合格，其不足法定年齡

而有限制行為能力者，得參加本社為預備社員。 

本校得參加本社為團體社員。 

新任教師、職員、工友及新入校之學生繳納股金後即取得社員資格。 

本社社員如在本校退休者應予出社，新任教師、職員、工友及新入校之

學生繳納股金後即取得社員資格。 

第七條 本社社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出社： 

一、 離職（含退休資遣在內） 

二、 離校（包括畢業、轉學、退學等） 

三、 死亡 

第八條 出社社員得請求退還其已繳股款。 

前項股款之退還，以不超過其原繳股金額為限。 

 

第三章 社股 

第九條 本社社股金額為每股拾陸元，社員每人至少認購一股，入社後得隨時添

認社股，但不得超過股金總額百分之二十。 

第十條 社員認購社股，股金須一次繳清。 

 

第四章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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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本社設社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及社務會。 

第十二條 社員大會為本社之最高權力機關，由全體社員組織之。 

第十三條 本社設理事五人、候補理事二人，監事三人、候補監事一人，依「社

員分組暨理監事選舉辦法」推選之。本社理事會由理事組織之，監

事會由監事組織之，理事會、監事會各設主席一人。由理事、監事

分別推選之。候補理事及候補監事在未遞補前，不得出席理、監事

會議。 

前項理事之任期為一年，監事任期為一年。 

第十四條 社務會由理、監事共同組編之。 

第十五條 社員代表及理、監事之選舉，均依「社員分組暨理監事選舉辦法」

票選之。 

第十六條 社員大會之職權如左： 

一、 選舉及罷免理、監事。 

二、 審核並接受本社社務業務報告及會計報告。 

三、 通過預算決算及業務計畫 

四、 制定或修訂各種章程。 

五、 規劃社務進行。 

六、 處理理事、監事及社員之提議事件。 

第十七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 擬定業務計畫。 

二、 聘任職員。 

三、 處理社員提出之問題。 

四、 調解社員間糾紛。 

五、 處理社員大會決議交辦事項。 

六、 處理其他理事、監事提出之事務。 

七、 通過社員入社、出社。 

第十八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 監察本社財產狀況。 

二、 監察本社業務執行狀況。 

三、 當本社與理事訂定契約或為訴訟上之行為時代表本社。 

監事為執行前項職務認為必要時，並得召開臨時社員大會。 

第十九條 本社設經理、文書、司庫、會計各一人，由理事會任用之。事務員、

助理員若干人，由經理提請理事會任用之。理事得兼任經理以下之

其他職員。 

第二十條 本社因業務之需要，得分部經營，各部設主任一人，由經理提請理

事會任用之，受經理之督導，進行專司之業務。 

第二十一條 本社於必要時，得設各種委員會，委員會委員，由理事會聘任之。 

各種委員會章程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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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理事、監事、各種委員會委員，皆屬義務職。但有必需公務費用時，

由理事會之認可支付之。唯理事兼任經理以下職員時，得酌支薪給

或津貼。 

第二十三條 本社出席聯合社之代表，由理事會提出，於社員大會推選之，其任

期為二年，但出席聯合社代表被選為理、監事時，以聯合社規定之

任期為任期。 

 

第五章 會議 

第二十四條 社員大會，分通常社員大會及臨時社員大會兩種。 

通常社員大會於每一業務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召集之。 

臨時社員大會因下列情形召集之： 

一、 理事會、監事會、評議會於執行職務上，認有必要時。 

二、 社員全體四分之一以上，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

理事會召集之。 

前款請求提出後十日內，理事會不為召集之通知時，社員得報請主

管機關自行召集。 

第二十五條 社員大會應有全體社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社員過半數

之同意，始得決議。 

但解除理事、監事職權之決議，須由全體社員過半數之決議。 

解散本社或與他社合併之決議，應有全體社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出

席，出席社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第二十六條 社員大會以理事主席為主席，理事主席缺席時，以監事主席為主席。 

監事會召集大會時，由監事主席為主席。 

社員自行召集大會時，臨時公推一人為主席。 

第二十七條 社務會每三個月召集一次，由理事主席召集之。其主席由理監事互

選之。 

社務會應有全體理事、監事三分之二出席，始得開會，出席理、監

事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社務會開會時，經理副理及事務員、技術員得列席陳述意見。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監事會每月召集一次。理事會、監事會由該會主席召集之。

理事會、監事會，應有理事及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

理事及監事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第六章 業務 

第二十九條 本社業務如左： 

一、 供銷部：辦理日常生活用品、教學用品之供應。 

二、 公用部：辦理公用設備供社員使用。 

第三十條 理事會得按照社員之特約，購進貨物或自行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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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 本社售貨以採廉價為原則，其價格由理事會定之。 

第三十二條 本社售貨以現金及儲值卡交易為主。 

 

第七章 結算 

第三十三條 本社以國曆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為一業務年度，理事會應於

每年度終了時，造成業務報告書、資產負債表、損益計算表、財產

目錄及盈餘分配案，於社員大會開會十日前送經監事會審核後，連

同監事會查帳報告書，報告社員大會。 

第三十四條 本社年終結算後，有盈餘時，除彌補累積損失及付股息至多年利一

分外，其餘數應平均分為一百分，按照下列規定辦理： 

一、 以百分之十為公積金，由社員大會指定機關儲存，或其他確有

把握之方法運用生息，公積金除彌補損失外，不得動用。 

二、 以百分之四十做公益金，由社務會決議，作為辦理清寒學生獎

助金、社員康樂活動或學校公共衛生設備經費。為學校公共設

備至少應佔公益金半數以上，以符共享之原則。 

三、 以百分之十作理事及職員之酬勞金，其分配方法，由理事會決

定之。 

四、 以百分之四十，作社員交易分配金，按社員交易額比例分配之。

但公積金超過股金總額兩倍時，以百分之一為公積金，以百分

之四十九為社員交易分配金。 

 

第八章 解散 

第三十五條 本社解散時，清算人由社員大會就社員中選充之。 

前項清算人應按照合作社法規定，清理本社債權及債務。 

第三十六條 本社清算後有虧損時，以公積金、股金順次抵補之。如有資產餘額

時，由清算人擬定分配案提交社員大會決定之。 

第九章 附則 

第三十七條 本章程未盡事項，悉依合作社法、合作社法施行細則及有關法令之

規定。 

第三十八條 本章程經社員大會通過，呈准主管機關登記後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