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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程序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獻獎及頒獎-本次採線上會議，於下次會議時頒發。 

叁、主席致詞 

肆、家長會長致詞 

伍、報告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陸、提案討論：本次無提案。 

柒、各處室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 

  二、學務處 

  三、教官室 

  四、總務處 

  五、輔導室 

  六、圖書館 

  七、人事室 

  八、主計室 

  九、進修部 

捌、臨時動議 

玖、主席結論 

拾、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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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獻獎及頒獎-本次採線上會議，於下次會議時頒發。 

一、獻獎： 
(一) 109年度本校自然究好教學團隊，「用探究的眼睛重新看世界」勇奪教學卓越

獎金質獎，團隊成員有陳立偉主任、周俞伽老師、蔡佳怡老師、劉獻文老師、
蘇建源老師、鄭聖璋老師、王俊乃老師、陳禹潔老師、林靜吟老師、鄭楷騰
老師、何興中老師、楊灝儀老師及林偌婷老師，請團隊一同到臺前獻獎。 

(二) 第 19屆旺宏科學獎，本校榮獲學校獎，請羅焜哲老師代表獻獎。 
(三) 劉乃瑛護理師、林麗秋護理師榮獲 國教署 108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健

康體位績優學校徵選 高中組優等，由 劉乃瑛護理師 代表獻獎。 

二、頒獎： 

 (一)教務處： 
      1. 109學年度英文演講、作文及單字競賽： 

張惠智老師指導學生全國英語演講競賽南區決賽，榮獲優勝、英文單字競賽
榮獲區域決賽佳作； 

李奇璋老師指導學生全國英語演講競賽南區決賽，榮獲優勝； 
李俊文老師指導學生全國英文作文競賽南區決賽，榮獲佳作； 
黃雅微老師指導學生英文單字競賽榮獲區域決賽二等獎； 
邱明瀚老師指導學生英文單字競賽榮獲區域決賽三等獎； 
歐陽佩婷老師指導學生英文單字競賽榮獲區域決賽三等獎； 
宋忠義老師指導學生英文單字競賽榮獲區域決賽佳作； 
劉哲夫老師指導學生英文單字競賽榮獲區域決賽佳作； 
林湘昀老師指導學生英文單字競賽榮獲區域決賽佳作； 
蔣銘鴻老師指導學生英文單字競賽榮獲區域決賽佳作。 

      2. 109學年度國語文競賽〈南區〉全市決賽暨全國競賽：恭喜 
林皇德老師指導學生閩南語試辦本土語文情境式演說榮獲全國競賽特優； 
林文瑜老師指導學生作文榮獲優勝； 
張力中老師指導學生寫字榮獲優勝； 
楊筑琪老師指導學生國語字音字形榮獲第 2名； 
陳禹齊老師指導學生國語演說榮獲第 3名及優勝； 
陳惠卿老師指導學生國語朗讀榮獲優勝； 
陳浥瑗老師指導學生閩南語朗讀榮獲優勝。 

3. 109學年度數理學科能力競賽全國決賽：恭喜 

數學科蕭健忠老師指導同學榮獲三等獎； 
物理科劉演文老師指導同學榮獲三等獎； 
物理科何俊昌老師指導同學榮獲三等獎； 
化學科侯俊男老師指導同學榮獲二等獎； 
地球科學科許博翔老師指導同學榮獲三等獎； 
資訊科林冠文老師指導同學榮獲二等獎、三等獎及潛力獎。 

4. 第 19屆旺宏科展：恭喜 
羅焜哲老師指導同學榮獲金牌獎，並同時獲得指導老師特殊貢獻獎。 

5. 第 19屆地理奧林匹亞競賽：恭喜 
葉小慧老師及賴秀茹老師指導學生榮獲銅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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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9學年度臺南市美術比賽：恭喜 
賴勇達老師指導學生榮獲版畫組第 3名及佳作、漫畫組第 3名、書法組佳作。 

(二)教 官 室：109學年度第一學期生活榮譽競賽成績優勝班級導師： 
秩序比賽：311林倉億老師 
整潔比賽: 103歐陽佩婷老師、105李佳哲老師、106陳婉玲老師、 

110張雅玫老師、113陳禹齊老師、114黃秀如老師、 
119林季瑩老師、206黃天賜老師、211陳盈言老師、 
212黃木全老師、214楊灝儀老師、216張立群老師、 
218李奇璋老師、304洪鐘儒老師、309農寶嫦老師、 
311林倉億老師、312馬薈萍老師、313鄭旭峰老師、 
315梁佳雯老師 

進 修 部：109學年度第一學期生活榮譽競賽第一名班級導師： 
進二甲胡凱華老師 

(三)輔導室： 
＊頒發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午間諮詢暨認輔教師服務績優獎 
1.國文科 
馬薈萍老師、陳曉薇老師、殷念慈老師、梁佳雯老師、陳浥瑗老師 
陳婉玲老師、陳姿綉老師、林佩苓老師、陳禹齊老師、陳秀枝老師 
歐美瑩老師、華泓嘉老師、陳亭夙老師、莊詠丞老師、楊子賢老師 

2.英文科 
黃雅微老師、張惠智老師、張雅玫老師、黃秀如老師、劉哲夫老師 
李俊文老師、李奇璋老師、張志成老師、歐陽佩婷老師、留郁涵老師 
林晏旬老師、陳忠德老師 

3.數學科 
施明吉老師、陳建良老師、蔡東憲老師、彭威銘老師、張立群老師 
李佳哲老師、林倉億老師、黃素楨老師 

4.自然科 
陳立偉老師、劉獻文老師、蔡佳怡老師、周俞伽老師、黃先明老師 
何俊昌老師、侯俊男老師、鄭聖璋老師、林季瑩老師、林偌婷老師 
施怡如老師、許博翔老師、林靜吟老師、江品佑老師、王慧筠老師 

5.社會科、藝能科 
陳建宏老師、葉小慧老師、阮雋絜老師、張惠國老師、吳百騏老師 
林必堅老師 

＊頒發第 21屆全國聽障國民國語文競賽：恭喜 
陳禹齊老師指導學生 102郭子瑋同學榮獲口語演講高中組第一名 

(四)圖書館： 
1.頒發指導學生參加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閱讀心得寫作比賽獲獎老師: 
林文瑜老師、陳婉玲老師、陳禹齊老師、楊筑琪老師、陳秀枝老師 
華泓嘉老師、陳姿綉老師、李育彥老師、陳惠卿老師、歐美瑩老師 
陳浥瑗老師、殷念慈老師、陳曉薇老師 

2.頒發指導學生參加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小論文比賽獲獎老師: 
何俊昌老師、鄭楷騰老師、顏永進老師、劉獻文老師、林立婷老師 
阮雋絜老師、梁佳雯老師、蕭健忠老師、陳榮吉老師、葉小慧老師 
陳姿綉老師、洪鐘儒老師、蘇建源老師、陳建宏老師、馬薈萍老師 
王俊乃老師、林靜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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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主席致詞： 
一、各位同仁、老師及校務會議的代表，大家午安大家好，這是上個學期末，也就是

過年前應該召開的會議，因過年前疫情較嚴重，因此決定把校務會議往後延，同

時也發函到國教署，取得國教署的認可，在因應特殊狀況如這種疫情時，可採用

此種方式辦理，今天大家一起來熟悉這個模式，非常感謝莊會長及家長會提供美

味日式餐盒，慰勞大家的辛勞。 

二、感謝全校師生大家一起努力，特別是高三任課老師、導師，還有協助學測衝刺的

課輔老師，以及家長會莊會長、副會長們，大力的支持，每天提供 2次的夜點，

讓同學補充能量。這次學測本校共有 11位同學獲得滿級分，重回到全台灣高中

前三名的位置，感謝各位老師的辛勞，也恭喜高三的同學們。接下來要進行申請

入學及指考各方面，還請老師們多多協助同學。 

三、上星期國教署來函，通過本校雙語實驗班的審查，審查過後正式核定來函時，再

跟各位師長報告。先讓師長了解，這個班級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培養理工為主、生

醫為輔的雙語實驗班。最重要是，南一中這個公立學校，讓想出國深造(包括申

請國外大學)的學生，除一般私中國際部之外，更提供了另一個選擇；另一個重

要的目的，希望能夠把南一中入學學生的素質再往上提升，吸引一些原本考慮直

升私中，或私中國際部的優秀學生。除了雙語實驗班之外，明年度在國教署經費

挹注之下，可聘任一位正式的外籍老師，不僅雙語實驗班，還可以嘉惠我們普通

班、語資班、數資班，讓我們繼續朝國際化的一中來努力。 

四、南一中十年卓越計畫有兩大面向，現陸續實施中，全靠各位同仁一起努力爭取的，

包括 NPDL、雙語實驗班等等。成功大學於暑假期間開設雙語實驗師資認證課程，

第一階段雙語門檻最少需 B2以上程度，感謝老師報名參加。學校持續推動老師

取得雙語認證，於成大開設課程，對我們是個利多。爭取十年卓越計畫的經費，

預計於校內辦理老師英檢初級及中級班，目的是協助各位師長，大家一起通過這

個檢定，再去受訓，這樣雙語的師資會越來越多，這也是因應 2030年雙語國家

政策，超前佈署。在校友會、家長會的支持下，已請人事室著手規劃，讓老師於

上班時間完全免費參加課程，歡迎老師一起來，屆時大家一起來通過檢定，通過

後有相當的獎勵，大家一起把南一中雙語準備來做好。 

五、這星期六南一中學聯會與中一中學生會，兩個學生自治組織合辦「第一屆一中盃

學生校際交流賽」，同學們非常的努力。邀請到大學長王金平、家長會莊會長、

中華民國臺南一中校友總會吳榮彬理事長還有台南校友總會王建章理事長，到場

幫同學加油。4月 17日上午 9點開幕，全天的活動、歡迎各位師長們一起到二部

體育館幫同學加油。 

最後，祝福大家身體健康、一切順利。 

肆、家長會長致詞：略 

伍、報告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案 由 一：訂定本校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要點。 
提案單位：秘書 
執行情形：自 109學年度起實施。 
 
案 由 二：研議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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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學務處 
執行情形：業於 109年 8月 1日起實施。  
案 由三：本校語文資優班停招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特教組 
執行情形： 

(一) 國教署於 109年 10月 26日召開之會議決定，請本校「依委員意見再行評估
是否停辦集中式語 文資優班，或轉型為語文資優分散式資優班、人文社會
資優班。另如評估仍需申請停辦， 請納入高中端及國中端家長意見後，再
送本署憑辦。」 

(二) 委員意見如會議附件(P21-23) 
陸、提案討論：本次無提案。 

柒、各處室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工作報告： 
   （一）第 1學期工作事項： 
      1.教師增能 

(1) 教本學期已完成公開授課教師有 41名，全校完成率為 37%。 
(2) 教召開課發會研擬本校 110學年度課程總體計畫。 
(3) 教各科辦理教師專業增能研習，計有英文科 3場、國文科 1場及數學科 1

場，感謝各科協助辦理。 
(4) 特執行深度學習夥伴學校計畫 NPDL。 

      2.學生學習 
(1) 教辦理高三國文作文講座（暑假期間）。 
(2) 教辦理段考前課業諮詢與考後精進學習，感謝各學科同仁協助。 
(3) 教辦理本學年度全校國語文競賽，感謝國文科同仁協助。 
(4) 教辦理本學年度全校英文單字大賽並參加全國高中英文單字大賽區域決

賽，成果豐碩，感謝英文科同仁協助。 
(5) 教辦理校慶學科教學成果展，感謝國文科、數學科、歷史科、地理科及音

樂同仁共同參與，展現學生學習成果。 
(6) 教本學期周三下午彈性學習時間三個區間共開設：自主學習入班說課-「量

身訂做一個我」及竹園小學堂課程、增廣課程 22門及拔尖課程 14門，感
謝所有開課教師及高一二導師群的熱情指導。 

(7) 註辦理學校編班及轉班委員會議，本學期計有 1位高二學生轉組（班）。 
(8) 特感謝歐美瑩老師帶領 118同學至臺南北門辦理鹽田文化踏查（人社班計

畫活動）。 
(9) 特感謝李奇璋老師帶領 218同學至中部參訪（人社班計畫活動)。 
(10)特感謝劉獻文老師指導 117同學辦理化學元素週期表特展。 
(11)特感謝王俊乃老師帶領 217同學參加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在水一方」水

資源科普教育活動（屏東二峰圳參訪）。 
(12)特感謝華泓嘉老師帶領 217同學辦理臺北市立中山女高資優班交流活動。 
(13)特感謝溫良恭老師帶領 318同學辦理花蓮縣立自強國中數理資優班交流活

動。 
(14)特辦理 109學年度第 1學期課程彈性評量鑑定工作。 
(15)特辦理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竹園學術講座 3場（吳世雄特聘研究員、陳玉

如特聘研究員、蘇宜琳老師）。 
(16)試辦理全校三次定期考查；辦理高三第一到第三次模擬考。 
(17)試辦理 110英語聽力測驗考試報名。 
(18)試辦理高三應屆畢業生大頭照拍攝。 

3.計畫業務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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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執行 109學年度高中優質化計畫。 
(2) 教因應課綱施行，持續推動課程發展與教師增能。 
(3) 註完成 108學年度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提交中央資料庫作業。 
(4) 特完成 NPDL專案會議室整修。 
(5) 特協助辦理 2021年數學、物理、化學奧林匹亞臺南區初選試場試務工作。 
(6) 特辦理高中生人文及社會基礎人才培育計畫（與成大合作）。 
(7) 試辦理 109年適性教學-英語文領域教材研發基地學校。 
(8) 試持續辦理台灣後期中等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填報作業。 

   （二）第 2學期工作重點： 
      1.增進學生學習 

(1) 教辦理本校 109學年度第 2學期多元選修課程選課（初選－志願選填、加
退選－隨選即上）及相關作業實施進度。 

(2) 教辦理高二、三寒假學期重修學分班。 
(3) 教辦理四校微課程與成大合作開課、持續安排彈性學習時間週期性課程開

課事宜。 
(4) 教 109年度大學入學學科能力測驗考場課業諮詢與輔導服務。 
(5) 教辦理高一、二英文作文及演講比賽。 
(6) 教辦理全校美術比賽。 
(7) 教辦理校內科展。 
(8) 特中研院合作之竹園（資優）學術講座。 
(9) 特語文資優班、數理資優班專題成果發表。 
(10) 特 109學年度第 2學期彈性評量作業。 
(11) 試高三模擬考及各年級三次段考時間及科目排定。 
(12) 試辦理台灣後期中等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高一到高三學生填報作業。 
(13) 科 110學年度科學班新生銜接課程。 
(14) 科科學班高三個別研究小論文發表。 
(15) 科科學班專題演講。 

 2.校務課程發展 
(1) 教 109學年度第 2學期教師配課與班級課表排定。 
(2) 教預計召開相關課程小組會議討論：110學年高二校訂必修課程、多元選

修開課課程等，並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 
(3) 教規劃並鼓勵各學科辦理素養導向課程、教學、測驗評量相關研習。 
(4) 教檢討本學年度學生自主學習（彈性學習時間規畫）之施行情形並機動調

整。 
3.計畫申辦與執行 
(1) 教續辦 109學年度第 2學期高中優質化計畫。 
(2) 教申辦 110學年度高中優質化計畫。 
(3) 教建置學生自主學習平臺。 
(4) 特辦理 2021年各項奧林匹亞校內初選、報名等工作。 
(5) 特辦理 110學年度新生資優鑑定安置計畫及試務工作。 
(6) 科辦理 110學年度科學班甄選入學招生工作。 
(7) 特持續執行深度學習夥伴學校計畫 NPDL。   

    (三)對外競賽成果：感謝各科老師辛苦指導及各項培訓工作 
1.109學年度英文科相關競賽 

項目 層級 班級 姓名 名次 指導老師 

英文單字 區域決賽 208 蘇以恩 二等獎 黃雅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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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單字 區域決賽 316 程海平 三等獎 邱明瀚 

英文單字 區域決賽 119 高至嶸 三等獎 歐陽佩婷 

英文單字 區域決賽 303 李昱瑨 佳作 宋忠義 

英文單字 區域決賽 318 黃宇翔 佳作 劉哲夫 

英文單字 區域決賽 210 杜明謙 佳作 林湘昀 

英文單字 區域決賽 211 陳聖紘 佳作 張惠智 

英文單字 區域決賽 310 莊晏碩 佳作 蔣銘鴻 

英文作文 南區決賽 319 陳羽捷 佳作 李俊文 

英文演講 南區決賽 215 許佳龍 優勝 張惠智 

英文演講 南區決賽 218 梁育瑄 優勝 李奇璋 
 

     2.臺南市 109年度語文競賽  
項目 班級 姓名 名次 指導老師 

作文 213 劉柏辰 優勝 林文瑜 

寫字 204 曾揚竣 優勝 張力中 

寫字 216 游佳峻 優勝 張力中 

國語字音字形 219 黃芷宣 第 2 名 楊筑琪 

國語演說 208 邱振源 第 3 名 陳禹齊 

國語演說 318 林益丞 優勝 陳禹齊 

國語朗讀組 318 吳承翰 優勝 陳惠卿 

國語朗讀組 207 蘇柏誠 優勝 陳惠卿 

閩南語朗讀組 301 陳振輝 優勝 陳浥瑗 

閩南語朗讀組 213 徐浚泓 優勝 陳浥瑗 

全國-閩南語試辦本土語文情境式演說 319 鄭喬聿 特優 林皇德 

原住民朗讀-鄒語 203 高璽鈞 第 1 名 湯懷德 

全國-客語字音字形 117 張晏瑜 特優 劉寶珠 
 
     3.109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 

項目 班級 姓名 名次 指導老師 

書法 213 黃浚瑜 佳作 賴勇達 

書法 216 施玠宇 佳作 賴勇達 

漫畫 101 沈宣亦 第 3 名 賴勇達 

版畫 207 姜信淮 第 3 名 賴勇達 

版畫 212 陳宏萁 第 3 名 賴勇達 

版畫 201 戴奕安 佳作 賴勇達 

版畫 202 陳禹翔 佳作 賴勇達 

版畫 206 魏啟恩 佳作 賴勇達 

版畫 212 王梓全 佳作 賴勇達 

版畫 215 吳易庭 佳作 賴勇達 
  
     4. 109年數理及資訊學科能力競賽全國決賽得獎名單： 

科目 獎項 班級 姓名 指導老師 

數學 三等獎 219 黃芷宣 蕭健忠 

物理 三等獎 219 曾千易 何俊昌 

物理 三等獎 319 周秉宏 劉演文 

化學 二等獎 319 曾宥嵐 侯俊男 

地球科學 三等獎 319 周秉陞 許博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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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 二等獎 314 歐育淇 林冠文 

資訊 三等獎 318 曹宸睿 林冠文 

資訊 潛力獎 219 吳奕娃 林冠文 
 
     5.第 19屆旺宏科學獎：  

獎項 科目 作者 指導老師 

金牌獎 物理 畢 李惟平 羅焜哲 

佳作 數學 319 洪才家 彭威銘 

佳作 地球科學 319 周秉陞 施怡如 

佳作 化學 316 陳廷瑜 劉獻文 

佳作 地球科學 畢 胡智堯 羅焜哲 
 

6.各項國際奧林匹亞   
項目 比賽名稱及獎項 得獎同學 

資訊 2020 國際資訊奧林匹亞競賽銀牌 318 曹宸睿 

化學 2020 國際化學奧林匹亞競賽銀牌 畢 陳孟甫 

地理 第 19 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個人組銅牌 317 許研楷 

地理 第 19 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個人組銅牌 317 汪奕叡 
   
二、學務處工作報告： 
【學務處】 
(一) 敬請各位同仁務必利用線上點名系統確實點名，讓家長、其他任課教師及

行政處室也能了解同學的出缺席狀況。學務處同時也會持續寄發缺曠課通
知書給家長。 

 
【訓育組】 

(一)上學期週會課程實施如下表，內容包含生命教育、交通安全教育、歷史文化、
美感教育及國際教育等各個不同面向，感謝教師同仁的共同參與。 

 

日期 

(星期三) 
演講或表演主題 主講人或演出單位 

9/2 雲端發票 鐵支路邊創作體 

10/21 

南方影展講座 

講題：《殘值》89 分 劇情片 

南方影像學會 

詹淳皓導演 

2020 台南文學季 IG 網紅講座 IG 網路作家渺渺 

台南女中音樂會 董怡君老師 

環境教育講座 

永續建築-綠色能源與低碳建築技術 
張從怡 助理教授 

化學週期表巡迴演出 臺灣為國際純化學與應用化學聯合會 

12/2 

高一服務學習講座 本校活動組 

中華奧會國手演講 吳俊青 

布袋戲搖滾音樂劇 『天堂客棧』滿滿藝工作室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康文彬律師 
 

(二) 109年 10月 21日與日本愛知縣一宮西高校進行視訊交流活動，感謝 201導
師及各處室的協助。109年 11月 17日與日本兵庫縣柏原高校視訊交流,，
感謝 116.118.201.210.215.218導師和各處室的協助。 

 (三) 完成 109年度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工讀獎助金結案報告及於 1月
08日召開 110年度工讀獎助金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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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辦理 9月 24日教師節慶祝大會，感謝老師全力配合，老師辛苦了。 
(五) 台南一中 99週年校慶系列活動圓滿成功，感謝各處室及教師協助幫忙。 
(六) 辦理 110級畢業聯會主席選舉，由 3年 6班佘俊霖同學當選，佘俊霖同學

將帶領畢聯會團隊辦理畢業相關學生活動。 
(七) 辦理 109年度上學期高一二班級佈置比賽，得獎班級如下 

 
教室佈置比賽 

特優：103、114、119、203、213、215 

優等：102、106、107、209、214、216、301、304 
 
   ◎寒假及下學期規畫： 

(一) 規畫下學期綜合活動課程實施計畫。 
(二) 高二校外教學預定 5月 19、20、21三天舉行，分 AB兩線進行。未參加校

外教學的同學需到校上課，上課教室：201。 
(三) 109年度日本國際教育旅行之規畫作業，原定 5月進行，因現在日本疫情

嚴重，故而今年取消辦理。辦理 109年度下學期高一、高二壁報比賽。 
(四) 辦理 109年度下學期高一、高二壁報比賽。 
(五) 辦理 110級畢業典禮及相關事宜。 
(六) 辦理 110年度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工讀獎助金相關事宜，請各老

師如有遇到弱勢學生或是負責同學，歡迎推薦至學務處訓育組，我們優先
排入工讀名單。 

 
  【活動組】 

(一) 第 9屆竹園文藝獎徵文辦法出爐!徵稿文類：散文、新詩、極短篇及影像創
作。投稿收件日期：即日起至 110年 2月 17日止，請鼓勵同學利用寒假時
間踴躍投稿！以電子信件方式收件，電子檔檔名和信件主旨依序註明校
名、班級、座號、姓名、作品類別及作品名稱，並寄至
youthtnfsh@gmail.com。今年度將聘請外校專家學者擔任決審會評審。 

(二) 感謝各處室及家長會協助今年度竹園岡熱音熱舞大賽圓滿落幕，本校熱音
社榮獲團體組季軍，熱舞社的表演也非常有創意。 

(三) 高一轉社預定於下學期開學當天(02月 22日)中午時間辦理，地點在綜 K，
僅限高一同學辦理轉社，02月 24日星期三實施本學期第一次社團活動。 

(四) 本校參加 109學年度臺南市學生音樂比賽榮獲佳績，代表本市參加全國南
區決賽項目如下表；決賽將於開學後舉行，各項賽程時間及地點尚未公告，
敬請各位導師鼓勵同學以爭取榮譽。 

 
109學年度臺南市學生音樂比賽成績(團體組) 

項次 項目 成績 參賽者 

1 口琴合奏-高中職組 優等☆ 口琴社 

2 口琴四重奏-高中職組 優等☆ 口琴社 

3 打擊樂合奏-高中職組 特優☆ 管樂社 

4 管樂合奏-高中職 B 組 優等☆ 管樂社 

5 男聲合唱-高中職組 優等☆ 合唱團 

6 絲竹室內樂合奏-高中職 B 組 特優☆ 國樂社 

7 弦樂四重奏-高中職 B 組 特優☆  

8 鋼琴三重奏-高中職 B 組 特優☆  

☆表示參加全國決賽 

109學年度臺南市學生音樂比賽成績(個人組) 
項次 項目 成績 參賽者 

1 口琴獨奏-高中職組 優等☆第一名 109 卓伯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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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木琴獨奏-高中職 A 組 優等 302 葉海霆 

3 木琴獨奏-高中職 B 組 
優等 213 楊佳叡 

優等 214 陳奕安 

4 小號獨奏-高中職 B 組 優等 303 柳誌遠 

☆表示參加全國決賽 
(五) 109學年度寒假期間計有邏推社等社團辦理活動，各社團需遵守防疫規定，

敬請各指導老師協助給予指導關心。  
 
 
 
 
 
 
 
 

 
 
 
 

 
 
 

【生活輔導組】 
  詳細資料請參考教官室。 

 
【體育組】 

(一)辦理 99週年校慶運動會，於 12月 10及 11日 2天，十分感謝同仁們在會前
作業及當天的協助，以及各班導師熱情的參與活動，特別感謝辛苦擔任各組
的裁判主任及副主任們，讓各項競賽活動順利圓滿結束。 

(二) 109年一中盃教師球類友誼賽，12月 26日本校教職員工組隊參加，籃、桌、 
羽、網球共四項競賽，及排球趣味賽，隊職員共計 64名，活動順利圓滿結
束，感謝各位同仁參與同樂。 

(三)辦理班際球類競賽高一籃球、高二排球、高三足球，班際球類競賽成績如下： 
 
     

 
 
 
 

 
 
(四) 辦理高一、二班際拔河競賽，成績如下： 

高一拔河 高二拔河 

冠軍 113 冠軍 210 

亞軍 102 亞軍 212 

季軍 109 季軍 213 

殿軍 112 殿軍 215 

項次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辦理單位 活動地點 

1 物理看化科學冬令營 1/21-1/23 217 歸仁區大潭國小 

2 一中南女聯合寒訓 1/25-27 邏推社 高雄市 

3 一中南女熱音聯合寒訓 1/25-1/27 熱音社 左鎮區露營樂一號店 

4 一中南女中一中醫研聯合寒訓 1/25-1/27 醫研社 台中台北新竹桃園 

5 一中南科中女聯合寒訓 1/27-29 科研社 台中市新竹市 

6 一中家齊吉他聯合寒訓 1/27-29 吉他社 高雄市 

7 第七屆相信魔術大會 1/29 魔術社 本校國際會議廳 

8 寒琴脈脈音樂會(14:00~16:00) 1/29 管樂社 台南大學雅音樓 

9 NHDK 程式設計比賽 1/30 資訊社 校內 

10 四校康輔聯合寒訓 1/30-2/2 康輔社 台南市瑞峰國小 

11 第 11 屆台南模聯 2/1-2/3 模聯社 校內 

12 南四校大媒傳寒訓 2/1-2/3 媒傳社 台北市 

13 3.14 的奇妙之旅 2/1-2/3 110 級 114 班 佳里區延平國小 

14 南十字天文寒訓 2/8-2/10 天文社 阿里山二萬坪 

高一籃球 高二排球 高三足球 

冠軍 115 冠軍 205 冠軍 316 

亞軍 101 亞軍 212 亞軍 315 

季軍 106 季軍 213 季軍 312 

殿軍 114 殿軍 208 殿軍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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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2月 12日辦理九屆校園迷你馬拉松，感謝同仁們熱情的參與，活動順利圓

滿結束，成績如下表 ：        
編號 姓名 性別 成績 名次  班級座號  報名組別 

024 李承哲 男 17 分 49 秒 56 1   
校友及教職

員工組 

056 胡凱華 男 17 分 54 秒 80 2   
校友及教職

員工組  

035 陳品丞 男 18 分 21 秒 69 3 20223 學生組 

037 陳孟頡 男 18 分 37 秒 58 4 31619 學生組 

040 陳達遠 男 19 分 33 秒 13 5 11527 學生組 

020 王梓全 男 19 分 33 秒 75 6 21202 學生組 

055 佘東翰 男 19 分 34 秒 36 7   學生組  

026 吳湧波 男 19 分 38 秒 28 8 21407 學生組 

005 陳喜恩 男 19 分 48 秒 33 9 10822 學生組 

009 吳紹恩 男 19 分 50 秒 69 10 
 

校友及教職

員工組 
 
(六)本學期運動競賽參賽優秀成績：    

個人／團體 項目成績 指導教練 備註 

吳昭聖、林俊彪 
周子宸、黃凱燁 
鄭捷倫、陳家駿 
陳品樺、吳得瑋 
林宸瑋、施朝棟 
鄭敦文、曾億生 
王梓全、謝欣哲 
黃浚誠、黃浚瑜 

李牧安、蘇智海 

109 學年度高中排球聯賽 
男生乙級預賽--臺南市 

第二名 
賴政雄 

晉級
南區
複賽 

董其瞱、陳喜恩 
張宸浡、黃品睿 
呂宜晉、王仁佐 
沈冠廷、孫士鈞 
蘇峰頡、黃律勳 

110 年臺南市中等學校運動會 
高男團體第 3 名 

周智勇  

盧柏翰、吳俊逸 
謝介元、高嘉泓 
曾揚竣、楊祐愷 
林利剛、徐加聖 
郭名栩、林昊錡 

110 年臺南市中等學校運動會 
高男團體第 5 名 

王泰焜  

305 17 林昊錡 
110 年臺南市中等學校運動會 

高中男子組單打-第 6 名 
王泰焜  

高嘉泓、徐加聖 
110 年臺南市中等學校運動會 

高中男子組雙打-第 6 名 
王泰焜  

曾揚竣、楊祐愷 
110 年臺南市中等學校運動會 

高中男子組雙打-第 7 名 
王泰焜  

209 38 鄭敦文 110 年臺南市中等學校運動會 50 自由式第 6 名 陳灯財  

216 19 陳楷杰 
110 年臺南市中等學校運動會 

100 蛙式第 8 名；50 蛙式第八名 
陳灯財  

103 13 梁宇誠 110 年臺南市中等學校運動會 100 仰式第 3 名 陳灯財  

105 24 給銠．祿 110 年臺南市中等學校運動會 陳灯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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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團體 項目成績 指導教練 備註 

璞崚岸 400 自由式第七名；200 自由式第八名 

109 10 卓進辰 110 年臺南市中等學校運動會 50 仰式第六名 陳灯財  

112 19 張睿恩 110 年臺南市中等學校運動會 50 自由式第 2 名 陳灯財  

112 3 王書亞 
110 年臺南市中等學校運動會 

200 混第 3 名；100 蛙式第 7 名 
陳灯財  

  215 28 黃宗軒 109 年台南市中小學田徑錦標賽-1500m 第 6 名 廖志豪  

211 13 林柏瑋 109 年台南市中小學田徑錦標賽-400m 第 2 名 廖志豪  

211 13 林柏瑋 109 年台南市中小學田徑錦標賽-200m 第 4 名 廖志豪  

210 37 籃立崴 109 年台南市中小學田徑錦標賽-推鉛球第 4 名 廖志豪  

210 37 籃立崴 109 年台南市中小學田徑錦標賽-擲鐵餅第 5 名 廖志豪  

205 29 楊宇曜 
109 年台南市中小學田徑錦標賽-4*100m 接力 

第 6 名 
廖志豪  

211 13 林柏瑋 
109 年台南市中小學田徑錦標賽-4*100m 接力 

第 6 名 
廖志豪  

109 1 尤廷宇 
109 年台南市中小學田徑錦標賽-4*100m 接力 

第 6 名 
廖志豪  

109 30 蔡宇誠 109 年台南市中小學田徑錦標賽-推鉛球第 7 名 廖志豪  

109 25 陳義竑 
109 年台南市中小學田徑錦標賽-4*100m 接力 

第 7 名 
廖志豪  

216 20 曾敬栩 
109 年臺南市市長盃品勢跆拳道錦標賽/三段組/

社會高中男子組/第 2 名 
  

216 20 曾敬栩 
台南市 109 年中等學校聯合運動會/高男組/品勢

個人賽/第 4 名 
  

216 20 曾敬栩 
109 年高雄市市長盃跆拳道錦標賽/品勢個人高中

社會男子三段組/第一名 
  

115 4 吳柏攸 
109 年市長盃滑輪溜冰錦標賽 

高中男子 A 組 200 公尺爭先計時賽/第 2 名 
  

115 4 吳柏攸 
109 年市長盃滑輪溜冰錦標賽 

高中男子 A 組 400 公尺爭先計時賽/第 1 名 
  

209 31 楊子賝 
台南市中等學校運動會 

空手道高中男子組個人型第一名 
  

 
(七)下學期 4/21百週年運動會第一次籌備會，如各位同仁、導師們有任何相關

建議，歡迎來電告知體育組或轉知各科科主席於會議中提出，謝謝。  
【衛生組】 

(一)109學年度第一學期生活榮譽競賽成績優勝班級導師名單：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生活榮譽競賽成績優勝班級導師名冊 

優勝項目 班級 導師姓名 

整潔 

103 歐陽佩婷老師 

105 李佳哲老師 

106 陳婉玲老師 

110 張雅玫老師 

113 陳禹齊老師 

114 黃秀如老師 

119 林季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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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黃天賜老師 

211 陳盈言老師 

212 黃木全老師 

214 楊灝儀老師 

216 張立群老師 

218 李奇璋老師 

304 洪鐘儒老師 

309 農寶嫦老師 

311 林倉億老師 

312 馬薈萍老師 

313 鄭旭峰老師 

315 梁佳雯老師 

謝謝各位導師的付出與用心！ 
   (二)傷病照護 
   1、學生傷病照護共 805人次。其中意外傷害人數共 604人次、疾病 201人次、傷

病觀察 106人次。 
2、教職員工傷病 48人次。 
3、救護車送醫 3次。 
4、緊急救護事件: 14 件。(110.01.08 止) 

   (三)送醫護送 
1、校方送醫護送次數:共 7人次。護送人員比例:護理師 43%(3次)、教官 17%(1

次)、衛生組長 17%(1次)、導師 17%(1次)、老師 17%(1次)。 
   2、 校方送醫原因分析:緊急 43%(3 次)、家長無法及時趕到 29%(2 次)、住宿生

14%(1 次)。 
3、舍監送醫 11人次。 
4、家長帶回就醫 114人次。 

    (四)傷病電訪追蹤:共 151次。 
1、通知家長傷病風險(2-3級)：91 %(137次)。 
2、就醫追蹤：9 %(14次)。 
   就醫追蹤原因分析：建議就醫 29%(4 次)、急診留觀 29%(4 次)、肌肉骨骼傷

害 43%(6 次)。 
    (五)流行性、傳染病追蹤及衛教宣導 
   1、傳染病預防： 

學校腸胃炎疑似群聚通報衛生單位 1件。發病個案疫調名冊 4人及電訪關懷，
該班進行環境消毒及衛生教育宣導。 
耳溫槍提供共 57支，監測全校「班級學生體溫紀錄表」共 18週。 
口罩提供共 66個。 

校網傳染病宣導 9 次、文宣 3 次(109.12.31 止)。 
2、傷害預防：A.冰敷袋提供 290 個；B.輔具借用 10次。 
3、宣導全校「緊急傷病通報流程」並張貼於各班講桌。 
4、校園緊急傷病處理宣導：A.新生始業輔導-學生傷病求救說明 B.導師會議及各

班級「緊急傷病通報流程」公告張貼講桌。 
    (六)辦理新生健康檢查: 109.08.27共 659人，發放個人檢查報告及衛教。 
    (七)新生健康檢查複檢追蹤：共 108人次。 

1、血液學及尿液複檢追蹤:共 104人次、肺部 X光追蹤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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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特殊疾病生收案管理：全校共 46 人，其中疾病高嚴重度個案 28 人(61%)。 
1、高一學生個人疾病史調查，初篩共 206 人次，收案 20 人。 
2、疾病收案定期輔導:訪談 50 人次、電訪 2 次、個案討論 1 次。 
3、班級救護小組訓練:共 4 人（班級：109）。 

    (九)辦理健康促進學校計畫議題： 
1、8/28菸檳防治教育（文宣）於校務會議時宣導（對象：教職員工）。 

   2、9/23、9/30 菸、檳、毒品、性教育防治、健康體位宣導，影片欣賞 38 班共 1357

人參加（對象：高二、高三生）。 
   3、9/19 菸、檳、性教育防治、健康體位文宣及海報於全校親職講座暨親師座談

會手冊宣導（對象：學生家長）。 
   4、12/5 校慶遊園會暨健康促進活動:a.健康體態 5 動淘 b.菸檳、性教育健促議題

宣導。 
    (十)急救種子成員訓練 

   1、各班保健股長急救種子成員訓練課程 2 次共 2 小時，課程內容：9 月 2 日校園
常見意外傷害及傷病處理，12 月 3 日基本急救常識（含傳染病防治）。 

2、12/8 運動會醫務志工訓練共 9 人。 
    (十一)流感疫苗接種: 統計 109.11.18 全校流感疫苗接種率 70﹪(1412/2027)；同意

接種率 73﹪(1483/2027)。   
 (十二)辦理學生團體保險:共 2060人(含延畢生雙掛號通知)；申請學保理賠共 14

件(110.01.05止)。 

      (十三)辦理學生身高、體重、視力檢查:高二、高三共 1369 人，發放個人檢查報告
及衛教。 

(十四)社會公益活動 
   108 學年第二學期台南家扶中心「捐愛心，送溫馨」參與人數共 21 人，共捐

款 17700 元。 
(十五) 健康體位績優學校甄選活動及學術研究 
1、劉乃瑛護理師、林麗秋護理師榮獲--國教署辦理「108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健康體位績優學校徵選」- 高中組 優等，頒發獎狀一只。 
2、臺南一中第 69期簡訊及聯合報採訪報導(109年 11月 1日刊登)「健康體位~

體重控制班」活動成果。  
3、通過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人倫會)研究計畫一案-「探討男性青少年

尿酸值與腎功能之相關:2011-2019年資料庫分析」。 
 
 
  三、教官室： 
   壹、上學期完成工作： 

(一)109.9.21完成國家防災日地震疏散演練及宿舍防災疏散演練。 
(二)109.9.29完成 109-1交通安全教育。 
(三)109.11.10完成高二實彈體驗射擊活動。 
(四)109.11.20辦理校級幹部表揚活動。 
(五)110.1.4召開本校 109學年交通安全委員會。 
貳、下學期重點工作： 
(一)110.3.9完成交通車疏散演練。 
(二)110.3.11完成全校地震疏散演練、宿舍防災疏散演練。  
(三)110.3.16完成賃居生座談。  
(四)110.3.17完成交通安全宣教。 
(五)110.4.14完成住宿生座談。 
叁、109學年第一學期本校校安通報共計 19件，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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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統計時間：109.08.01-110.01.08 

 四、總務處工作報告： 
    壹、110年工程計畫速報 

項次 項目 施工期間 費用 說明 

1 太陽能光電風雨球場 109 年 10 月至 110 年 8 月 無  

2 網球場整修與興建 110 年 2 至 4 月 220 萬  

3 綜合大樓東、西側外牆整修 110 年 2 至 4 月 220 萬  

4 群英堂西側外牆整修 110 年 6 至 8 月 200 萬  

5 校園電力改善 110 年 6 至 8 月 300 萬  

6 校史館整修工程 110 年 1 至 9 月 800 萬 百週年校

慶 7 小禮堂北側園藝景觀改善工程 110 年 1 至 9 月 550 萬 

8 大榕樹園藝景觀改善工程 110 年 1 至 9 月 600 萬 
 
貳、109學年度第一學期工作報告 
(一) 完成游泳池、體育館、展示廳等三場館標租案，合計每年收 265萬租金，並

減少約 300萬水電、清潔等支出。 
(二) 109年 12月完成整修紅樓與科教旁廁所。 
(三) 109年 12月完成二部排球場整修。 
(四) 108年 11月起已將本部契約容量從 790KW調至 640KW、本部契約容量從 180KW

調至 130KW，108年總電費 571萬，109年 519萬，減少支出 52萬元。 
(五) 完成申請新民樓改建案申請，並國教署於 109年 12月 23日到進行興建工程

初步評估。 
參、110年寒假工作重點 
(一) 整理教室教學設施設備。 
(二) 整修、抹平明德樓教室牆壁。 
(三) 維修宿舍壁癌並全棟重新粉刷。 
(四) 網球場整案。 
(五) 規劃群英堂西側外牆整修、校園電力改善等委託設計招標案。 

肆、109學年度第二學期工作規劃 
(一) 定期進行校園噴藥與防治登革熱。 
(二) 進行校園綠化與美化工作並定期修剪大型樹木。 
(三) 更新各教學大樓飲水機、冷氣機。 
(四) 規劃新民樓改建案。 
(五) 規劃申請二部眷舍區興建運動設施經費補助案。 
(六) 依行政院「推動 ODF-CNS15251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續階實施計畫」及教育部

「推動 ODF-CNS15251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執行計畫」，配合事項如下： 
   1.持續宣導辦理公文附件可編輯文件以 ODF文件格式檔案提供，依前揭計畫電子

公文附件 ODF文件格式使用比例 109年目標值需達 100%。 

事件等級 

意

外

事

件 

安全

維護

事件 

暴力

事件

與偏

差行

為 

管教

衝突

事件 

兒童

少年

保護

事件 

天然

災害

事件 

疾病

事件 

其他

事件 

小 

計 

依法規通報事件 1 5 1 0 6 0 0 0 13 

一般校安事件 4 0 2 0 0 0 0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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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校（處）網站及資訊系統提供下載及匯出匯入的可編輯文件應提供 ODF文件
格式，非可編輯文件則採用 PDF文件格式提供。 

3.學研計畫文件、表單及成果等相關文件範本優先以 ODF文件格式製作，學校行
政作業以 ODF文件格式流通。 

4.鼓勵教師以可製作標準 ODF文件格式之軟體，作為教育應用工具，並於教師在
職訓練納入 ODF文件格式課程。 

 五、輔導室工作報告： 
【109-1學期工作概要】 

   (一)諮商輔導： 

     1.本學期輔導教師於學生諮商晤談人次共 833人次，其中高一計 280人次，高二

計 237人次，高三計 316人次；教師諮詢計 132人次；家長諮詢計 67人次。 

    2.本學期認輔晤談學生計 94人次，午間諮詢學生計 672人次。 

    3. 8月 31日至 9月 4日實施『新生定向輔導班級座談』，協助新生及早適應環境

與介紹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4.9月 9日高一實施『新編多元性向測驗』，如期完成。 

    5.9月 30日召開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議，通過本學期輔導工作計畫。 

    6.每次段考後實施學業低成就學生個別輔導。 

    7.本校為教育部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臺南一區駐點服務學校，協助臺南一區中等學

校輔導教師、導師、家長處理三級個案之諮詢服務。 

   (二)專題演講： 

    1.9月 19日辦理『全校親職教育暨親師座談會』，參加家長相當踴躍，輔導室編

印親職教育手冊提供參考。 
    2.辦理生涯、升學輔導活動，表列如下：       
場次 日期 時間 學校 科系 講座名稱 教授 

1 9/30(三) 第五節 台灣科技大學 電子系 
電資學院介紹

講座 
黃琴雅教授 

2 10/05(一) 1200-1300 中央大學 
太空科學與工

程學系 

太空科學與工

程學系介紹 
張起維教授 

3 10/16(五) 第七節 臺灣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招生說明講座 吳學良教授 

4 10/19(一) 第三節 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校系介紹講座 蘇柏青教授 

5 10/20(二) 第四節 臺北藝術大學 劇場設計學系 
系所介紹、劇場

藝術宣傳 
曹安徽教授(系主任) 

6 10/21(三) 1220-1300 香港科技大學 視訊招生講座 

7 
10/22(四) 

第三節 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電動車大未來

暨成大電機系

所簡介 

 謝旻甫教授(校友) 

8 第七節 台灣大學 工科海洋系 系所介紹座談 李坤彥教授(校友) 

9 
10/23(五) 

第五節 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 招生說明講座 林芝璇副教授 

10 第七節 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系 校系介紹講座 陳朝鈞教授 

11 10/26(一) 第四節 成功大學 法律系 校系介紹講座 許曉芬副教授 

12 10/27(二) 1220-1300 成功大學 醫學院 
(高一二場次) 

科系介紹講座 
蘇文彬副教授 

13 10/28(三) 1210-1300 香港城市大學 視訊招生講座 

14 10/30(五) 第五節 交通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 校系介紹講座  徐雍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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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學系 

15 11/05(四) 第六節 陽明大學 醫學系 校系介紹講座 兵岳忻副系主任  

16 11/10(二) 第三節 早稻田大學 校系宣導與指定校推薦申請介紹 

17 11/17(二) 1220-1300 成功大學 醫學院 
(高三場次)科系

介紹講座 
宋俊明教授 

18 11/20(五) 1230-1400 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

學系 
招生宣導講座 

杜正恭講座教授、 

陳柏宇(副主任)、 

陳翰儀教授 

19 12/17(四) 第三節 成功大學 醫工系 校系介紹講座 涂庭源教授 

20 1/8(五) 第五節 交通大學  土木系 校系介紹講座 楊尊華教授 
 
   (三)身心障礙輔導： 
     1. 9月 10~13日召開各年級『身障生 IEP會議暨親師座談會』，規劃身障生輔導

相關事宜並促進親師溝通，針對身障生個別需求擬定教學計畫。 
        2.12月 1日召開身障生高三 ITP會議暨甄試說明，協助高三身障生升學相關事

宜。    
(四) 輔諮中心相關活動：          

編號 名稱 日期 講師 

1 家庭系統取向團體督導(1) 2020/10/29 石麗如心理師 

2 家庭系統取向團體督導(2) 2020/11/26 石麗如心理師 

3 家庭系統取向團體督導(3) 2020/12/24 石麗如心理師 
 

  六、圖書館工作報告： 
（一）感謝老師們指導學生參加小論文及閱讀心得寫作比賽，本學期獲獎如下： 

◎閱讀心得寫作比賽：特優 17件、優等 14件、甲等 36件 
◎小論文比賽獲獎：特優 3件、優等 5件、甲等 10件。 

（二）閱讀心得寫作比賽本學期投稿數量首次突破本校上限 122篇，惠請老師們轉
知學生，篩選原則以投稿時間為主，請有意投稿同學盡早上傳。 

（三） 110 年起採購華藝線上圖書館，包含期刊文章、會議論文、碩博士論文等電
子資料庫，校內可免費下載全文，歡迎老師們使用，亦請轉知有需要的學生。 

（四）109 年度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前導學校計畫、均質化計畫等兩項計畫感
謝各處室及各科老師們的協助支持，計畫得以圓滿執行。 

（五）學校新版網頁已於 109年 12月 22日測試上線，並於 110年 1月 7日通過無
障礙網頁 AA 認證。此次網頁架構設計以學生及家長為核心使用者，校內教
職員工操作會較為不便，敬請見諒。 

(六) 因應資安法施行，配合國教署核心資通系統向上集中政策，目前學校端已完
成行政人員電子郵件、網域名稱服務、學習歷程檔案系統向上集中；學校網
頁已通過弱點掃描，等待維運團隊安排時程向上集中。校務行政系統預計 110
年 2月開始逐步向上集中。 

(七) 百年校慶籌備活動已如火如荼展開，百年校慶特刊大綱初步議定為： 
 竹園雅範—校友、教師、校長等人物採訪 
 竹園情懷—以「校園憶往、師生情誼、同學情誼」等為主題公開徵稿 
 竹園事鑑—校史大事紀、校務行政發展、協力單位沿革等各項紀錄 
 竹園方誌—與學校硬體相關專題報導，如地景、建築物、景觀、文物、
校徽校門、宿舍區等 

 竹園采風—與學校人文相關主題報導，如制服、社團、學生自治團體、
教學活動、課程演變等 

歡迎各位同仁提供建言，踴躍參與百年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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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10 年 2 月 1 日至 6 日舉行資訊學科能力寒假培訓，歡迎老師們轉知對資訊
競賽有興趣的學生一同參與。  

  七、人事室工作報告： 
  （一）本校 110年 2月 1日退休者，葉桂美及林坤宏老師。 
   （二）110 學年度達成介聘教師已報到者，本校物理科教師温良恭與國立高師大附

中教師楊盛智互調。 
   （三）本校 110 學年度地球科學科教師甄選，正取人員黃建彰已於 3 月 26 日辦理

報到。          
   （四）轉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有關 108年至 111年全國公教員工旅遊平安卡優惠

方案，經公開徵選由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賡續承作，請同仁多加利用。 
   （五）有關銓敘部 110 年 3 月 19 日函略以，公務員得否出租自有房屋並收取租金

之疑義，公務員單純將自有房屋出租並收取租金，並不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13條第 1項規定(按，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惟如有從事前開經
營不動產出租等商業行為之情形時，自與該項規定有違，公務員不得為之。 

   （六）依據本校 109年 12月 23日行政會議決議，自 110年度起，教職員工文康活
動恢復由各處室(科)分組自由組隊方式實施。 

    

  八、主計室工作報告：   
   （一）109 年度決算已編製完成，感謝同仁們協助及配合，更感謝同仁們諒解關帳

期間所造成的不便。     
   (二) 本年決算數收入總額 298,236,326元，成本支出總額 329,107,421元，執行

結果短絀 30,871,095 元，係因提列折舊及攤銷費用所致，實際執行績效尚
佳。 

    (三) 依行政院所訂標準採購流程規定，請於完成＂請購程序＂後，再進行採購事
宜。並請儘量透過學校採購專職同仁協助，避免逕行接觸廠商為宜。 

(四) 再次提醒同仁，奉派執行公務、研習進修..，領有免費票或搭乘便車者，不
得報支交通費。（行政院主計處 106.12.12主預字第 106010970A號「主計長
信箱」.）    

九、進修學校工作報告： 
   （一）110年度元月 22、23日大學學測，進修部參加學力測驗人數共 8人；參加術

科考試有 3人，同學考場都安排在台南二中。 
(二) 110年度進修部擬辦理高二轉學生入學考試。 
(三) 目前統計進修部一年級現有 23人、二年級現有 22人、三年級現有 26人， 共

有 71人。 
(四) 本學期進修部辦理的活動如下：9月反毒宣教、網路霸凌、性別平等專題演

講、大學多元入學簡介，11月衛教宣導、環境教育研習、生命教育聯合班會，
12月府城漫遊趣、畢聯會會議…等活動，皆圓滿順利。 

(五) 110學年度課程計畫填報 12月 5日完成上傳；110年 1月通過。 
(六) 持續辦理 110年軍校招生體檢、智力測驗報名事宜。 
(七) 依教育部 109 年 12 月 21 日臺教授國字第 1090159117 號函,課程學習成

果學生上傳及教師認證期程最短須為休業式結束後兩週。為配合教育部函
示，本部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習成果學生上傳截止日期修正為 110 年 2 
月 2日(星期二) ，認證截止日期修正為 110 年 2 月 9 日(星期二)。 

(八) 進修部上學期有休學學生 3 人（2 人因課業 壓力休學，1 人因健康因素休
學靜養）。 

(九) 109年下半年網球、高爾夫球績優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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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賽事名稱、選手姓名、得獎名次 

109 年 8 月 7 日 
109 年第十八屆筑波木笑盃 全國青少年網球錦標賽 
18 歲女子組雙打 二甲李羽芸 冠軍 

109 年 9 月 10 日 
台南市 109 年中等以下學校高爾夫聯賽 
高女組 擊準擊遠 二甲 江語葳 第一名 

109 年 9 月 25 日 
109 年 WILSON 盃 全國青少年網球錦標賽 
16 歲女子組雙打 二甲李羽芸 冠軍 

109 年 10 月 25 日 
109 年未來球星防疫盃全國青少年網球錦標賽 
18 歲男子組 雙打 三甲李建宏 黃鈺棨 季軍 

109 年 11 月 13 日 
109 年夏虞家具盃全國青少年網球錦標賽 
18 歲女子組雙打 二甲李羽芸 冠軍 

109 年 11 月 23 日 
臺南市 109 年中小學高爾夫錦標賽 
高中男子組 一甲陳柏睿 第一名 
高中女子組 二甲江語葳 第二名 

109 年 11 月 29 日 
109 年 WILSON 盃全國青少年網球錦標賽 
16 歲男子組單打 一甲鄭騏皓 亞軍 

109 年 12 月 11 日 
109 年全國業餘高爾夫冬季錦標賽 
一甲 陳柏睿 第八名 

110 年 1 月 1 日 
2021 貝多芬業餘高爾夫邀請賽 
女子組 二甲 江語葳 第四名 

   

捌、臨時動議：無 

玖、主席結論：略 

拾、散  會(中午 12時 48分) 

 

紀錄：                   主席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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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本校語文資優班停招案 附件 
 

研商 110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語文資優班申請停辦會議紀錄  

時間  109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地點  本署 2 樓第 4 會議室  

主持人  蔡組長志明(林副組長琴珠代理)  紀錄  陳柏云  

出席單位及
人員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曾教授琦芬、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
教育學系賴教授翠媛、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鄒副教授小
蘭、本署原特組王科長勛民、陳柏云小姐  

列席單位及
人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陳主任雅萍、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
學劉組長哲夫  

壹、主席致詞：（略）貳、業務報告：  
一、 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11 條規定略以，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班

之設置，應由各級主管機關核定。查 109 學年度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計
有 12 校依前開規定設置語文資優班。  

二、 承上，現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及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提出申請
自 110 學年度起停辦語文資優班，經該校校務會議討論通過，並依本署高中組 
109 年 7 月 24 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90078045 號函，專案向權責單位申報停
辦計畫。  

三、 近年來，已有多所高級中等學校申請停辦語文資優班，考量其停辦後是否影響
該區語文資優學生之適性教學輔導機會，爰邀集語文及資優教育專家學者召開
本次研商會議，俾憑續處。  

決定：洽悉。  
參、報告事項：  
案由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報告語文資優班停辦情形，報請公鑒。  
說  明：檢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110 學年度申請停辦語文資優班報

告書」1 份。  
決 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110 學年度申請停辦語文資優班報告，請依

委員意見（如附件 1）再行評估是否停辦集中式語文資優班，或轉型為語
文資優分散式資優班、人文社會資優班。另如評估仍需申請停辦，請納入
高中端及國中端家長意見後，再送本署憑辦。  

案由二：請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報告語文資優班停辦情形，報請公鑒。  
說  明：檢附「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特殊教育-資賦優異類語文資優班停辦報告書」

1 份。  
決 定：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特殊教育-資賦優異類語文資優班停辦報告，請依委員

意見（如附件 2）再行評估是否停辦集中式語文資優班，或轉型為語文資
優分散式資優班、人文社會資優班。另如評估仍需申請停辦，請納入高中
端及國中端家長意見後，再送本署憑辦。  

肆、提案討論：  
案由：有關高級中等學校語文資優班申請停辦事宜，提請討論。  
決議：  
一、 考量學校停辦集中式語文資優班，將可能影響該地區語文資優學生之適性

教學輔導機會，應審慎考量。另有關學校反映語文資優班生員逐年降低，影
響學校班級運作，應再詳細盤點班級人數減少之實際原因。  

二、 為了解高級中等學校語文資優班目前經營之狀況及面臨之問題，請業務單
位再擇期邀請設有語資班之學校共同研商，俾憑續處。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 12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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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申請停辦學術性向語文資優班 

審查意見表 

委員一  

一、 建議修改原語資班成立宗旨，將＂語文文學＂擴展＂語文人文社會＂，並將課程

規畫調整，涵蓋社會科學課程，加強學生批判思考國際素養等能力，亦可舒緩國

英文老師負擔。  

二、 可考慮採用式編班，將學生安排在某幾個班，餘國、英、社會課程時抽離上課。  

三、 貿然停招亦不利學校多元發展。  

四、 建議搭配國際交流活動，提高學生報考動機。  

五、 簡化甄選流程。  

委員二  

學校在班級經營運作上確實產生部分之問題，惟班級之設置不易，不宜貿然停辦，建

議學校評估以下可能性：  

一、 轉型成為人文社會資優班，可參考臺中女中的課程安排與設班規範。  

二、 以資源班方式運作，參考建中等校方式進行。  

三、 應普遍收集資優生家長、國中端與國中語資生對於停辦之意見，做為班級運作之

參考。  

四、 轉型為普通班須先取得高中科之同意，以利學生人數之教師數之調整。  

五、 課程規劃可納入人社相關領域之學習內容，以深化學生之學習廣度。  

六、 簡化語資班入學鑑定方式。  

委員三  

一、 語文資賦優異是資優教育的重要服務類別之一，在國教署委託臺師大進行國內 

106 學年度資優學生追蹤調查研究的報告，高中人文社會及語資班學生進入大學

相關科系的符合度達 86%；再則該類群學生皆對資優班影響其學習適應、生活適

應、未來生涯等方面持正向態度，故語資班有其發展的價值。  

二、 師大附中語資班已有 16 年，學生表現成效卓越，提出停招必經過掙扎。雖然

北區尚有其他設置語資班的學校（臺北市已有高中英資班停招），惟在現有教育部

主管的 12 所語資班學校中，若有學校通過停招，恐引起他校效尤的反應。  

三、 學生輔導問題，宜再觀察與討論其成因，是因集中成班造成，抑或在普通班亦

可能存在的個案問題。資優班最可貴在於資優生覓得志趣相投的夥伴，同儕間相

互支持是資優學生發展的重要動力。  

四、 大學專業師資的資源，或可連結中研院的人文社會計畫的資源，但前提是資優

班得以改變型態繼續運作。轉型分散式資源班或可維持相關資源挹注，維持附中

多元才能的特色（少了語資班，在多元化與多樣性的附中校園風景反而闕漏），或

以人文社會思考單項的語資傾向。  

五、 建議可調整語資班學生（近 6 年）對於該班存廢的意見，做為後續運作的參考。  

六、 停招的配套措施，各年級一學年有 4 學分的相關課程，對於語資傾向學生的需

求恐有不足。若能維持語資班（無論集中式或分散式）可以讓學生有較充足的時

間進行語文優勢的才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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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申請停辦學術性向語文資優班 

審查意見表 

委員一  

一、 可考慮高二成班，提供人文社會性向學生更深更廣的課程，激發學生潛能。  

二、 抽離式成班可滿足學生欲加強數理科目學習及激發語文人社資優性向。  

三、 應可開放語資班學生未來考自然組的可能與機會。  

委員二  

國家培育人才不易，停辦資優班級應透過長時間的規劃與觀察方能確定其方向，建議

學校可往以下方向運作：  

一、 轉型成為人文社會資優班，已使臺南地區資優學生能持續受到照顧。  

二、 以資源班方式運作，參考建中等校，讓學生安置在不同組別普通班，以利學生未

來生涯之選擇與規劃。  

三、 收集語資生家長、國中端學生家長與國中語資生對於停辦之意見，據以規劃班級

之走向與未來調整。轉型成為人文社會資優班，可參考臺中女中的課程安排與設

班規範。  

委員三  

一、 近五年的人數下滑的因素，除生理男性傾向語文興趣與偏好的比例較少，主要

受大環境對大學科系選擇的價值取向影響，故不利招生。若語資班停招，無形強

化重數理、輕人文的現象。此問題不宜由現有 12 所語資班學校單獨承擔，包括

人社班、語資班需要由主管機關召集對話與研討，思考未來因應。  

二、 除停招的選項，能否再考量其他可能性。如分散式資源班的排課問題，或可能

考慮搭配假日方案及彈性學習時間的可行性。多元選課的方式若能有資優教育相

關資源挹注（可能是經費、師資員額、設備等），應有利於推動現行規劃的多元選

修和探究與實作的課程。三、一類組學生比例多高？其中語文傾向資優學生的服

務需求是否能被滿足？（人文社會班群）例如鑑出的語文資優生，可提供免修和

充實課程。對於校園中少數語文資賦優異學生仍有才能發展的管道。  

四、希望勿誤解特需領綱的用意。特需課程的設計含「獨立研究和專長領域」，而情意、

創造力、領導等課程可考慮融入式設計，或視需要獨立排課，並非只限安排情

意、創造力和領導課程。建議國教署趁此議題了解特需課程需開設 24學分的規

範，在高中各類型資優班現行運作的難度，希望特需領綱的目的在滿足資優學

生的學習需求，增加其課程的彈性與多樣性，而非限制才能發展的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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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 

                        時間：110 年 4 月 15 日中午 12 時 20 分 

                        地點：線上會議 

                                會議開始 

 

 

 

 

 

 

 

 

 

校長致詞 

  

   

 

 

 

 

 

 

 

 

 

                             家長會莊會長致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