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基隆高中學務處 109學年度工作計劃 

壹、依據 

一、教育部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 

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 

三、校務發展中長程計畫。 

貳、願景 

一、溫馨：師生友善關懷，創建溫馨校園 

二、創新：培養多元思維，開拓學生視野 

三、精緻：落實有效管理，精緻學務工作 

四、卓越：陶冶學生品行，創造學習利基 

參、目標 

一、行政工作學年重點目標： 

1. 定期召開處室會議及導師會議。 

2. 提升社團活動品質，發展社團評鑑，提供社團成果發表會。 

3. 落實生活教育，提升各項校園訓育活動之精緻度，深化活動意義。 

4. 強化學生服儀，基本常規的要求。 

5. 住宿生管理以正向思考、正向語言、正向管教方式進行，培養住宿生榮譽心、責 

   任感，並持續改善硬體設備，美化宿舍。 

二、導師班級經營： 

1. 辦理新進導師研習與觀摩，並由資深同仁擔任指導傳承經驗。 

2. 落實親師互動，辦理「親師座談會」，並加強電話聯繫，鼓勵導師多與家長談話接觸。 

3. 督導學生善用週記，增進學生閱讀、寫作能力，並請導師確實批閱，重視學生的 

   意見。 

 4. 落實生活榮譽競賽，引導班級和導師重視班級團體表現。 

 

 



肆、實施期間： 

    109年 8月 1日至民國 110年 7月 31日  

伍、年度工作計畫內容：如下表 

項

次 
項目名稱 工作內容 辦理時間 

承辦 

人員 

備註 

一 導師相關業務 

高中導師遴選委員會、建議名單 學年末 學務主任 處室協商 

導師會議 每月 1次 訓育組  

二 

學校重大 

活動安排 

高一新生始業輔導 109.08.26-8.27 訓育組 各處室配合 

開學典禮 109.8.31 訓育組  

班級幹部訓練 109.09.11 訓育組  

全國防災日第一次預演 109.9.15 

生輔組 

教官 

 

防火防災宣講及實際演練 109.9.18(下午)  

全國防災日正式演練 109.9.21(早上)  

宿舍逃生演練 109.9.24(放學)  

親師座談會 109.9.18 訓育組  

教師節活動 109.9.22 訓育組  

校內住宿生會議 109.10.5 生輔組  

高三宣誓大會 109.10.19 訓育組  

基中講堂-性別平等教育講座 109.10.23 學務處  

高一環境教育-淨灘活動 109.11.6 學務處 海洋社群協辦 

高二服務學習 109.11.6 學務處  

高一服務學習 109.11.13 學務處  

高一校外教學 109.11.20 學務處  

高二草嶺古道淨山暨健行活動 109.11.20 學務處 衛生組協辦 

品德戒煙教育 109.9.19 生輔組  



109.10.17 

週班會活動安排 每學期數次班週會 訓育組  

高二服務學習分享會 109.12.11 學務處  

高一校歌比賽 109.12.18 學務處  

社團歲末表演活動 109.12.25 訓育組  

合作盃越野賽跑 109.12.31 體育組  

結業式行程安排 學期末 110.1.20 訓育組  

 

學校重大 

活動安排 

高一校歌比賽 109.12.18 訓育組  

基中之星卡拉 ok大賽 110.3月 訓育組  

學生議題大會 每學期一次 訓育組  

畢業典禮 110.6月 訓育組  

三 校外教學及畢旅 

高一校外教學 109.11.20 訓育組  

高二校畢業旅行 110.04 訓育組  

四 班際性活動 

教室佈置比賽暨廁所美化比賽 

每學期一次 

9月及 3月初 

訓育組 

衛生組 
 

高三班際籃球比賽 110.下學期  體育組  

每學期配合校內活動舉辦海報比

賽 
每學期至少一次 訓育組  

班際羽球比賽 109.10月 體育組  

高二創意進場 110.4月 訓育組  

班際拔河比賽 110.4月 體育組  

班級園遊會 110.4月(暫訂) 訓育組  

水上運動會 110.5月 體育組  

五 各類講座宣導 交通安全宣導 每學期一次 生輔組  



全國防火防震演練 每學期一次 生輔組  

防治學生藥物濫用暨法治宣講 每學期一次 生輔組  

法治教育宣導講座 每學期一次 生輔組  

愛滋病防制宣導 每學年一次 

衛生組 

健康中心 
 

六 
各項教育宣導及

實施 

友善校園週-反毒 開學第一、二週 生輔組  

交通安全宣導月 開學第一、二週 生輔組  

法治教育宣導 全學年 生輔組  

防制葯物濫用暨防制菸檳宣導- 

捐血活動 

每學期一次 

生輔組 

 

性平教育專題講座暨性剝削防治

教育 
每學期一次 

生輔組 
 

七 學生溝通管道 

全校學生代表議題大會 每學期一次 訓育組  

開班會(班會記錄簿) 每學年安排數次 訓育組  

校外租賃、校內住宿生及工讀生

會議 
每學期一次 

教官室 
 

八 改過銷過管道 

愛校服務 
每日中午、放學(平

日) 

衛生組 
 

重大活動協助校務 
依活動需求(平

日、假日) 

各處室 
 

品德教育精進講座 每學期二次(假日) 

 

教官室 

 

 

戒煙教育精進講座 每學期二次(假日) 教官室  

九 安全維護工作 

學生出缺席管理工作 學年常態 生輔組  

學生服裝儀容輔導工作 學年常態 生輔組  

學生獎懲及改過銷過工作 學年常態 生輔組  

辦理學生交通安全維護工作 學年常態 生輔組  



辦理生活輔導相關事宜 學年常態 生輔組  

辦理中輟學生協尋相關工作 突發通報 生輔組  

辦理校園安全維護相關工作 學年常態 生輔組  

九 安全維護工作 辦理校園重大事件通報工作 突發通報 生輔組  

十 健康中心 

全校學生身高體重視力測量 每學期一次 健康中心  

新生健康檢查 每學期一次 健康中心  

施打流感疫苗 每學年一次 健康中心  

新生疾病史調查 每學年一次 健康中心  

學生緊急傷害處理 經常性 健康中心  

每日處理病患 每日不定時 健康中心  

學生平安保險 經常性 健康中心  

藥物報表 經常性 健康中心  

就醫人數統計 經常性 健康中心  

十

一 
環境整潔 

班級內外掃區編排 109.08、110.02 衛生組  

打掃狀況督導 經常性 衛生組  

班級內外掃區編排 109.08、110.02 衛生組 
 

 

十 

二 

整潔秩序競賽 

各班整潔分數彙整 每週一次 衛生組  

週整潔成績公佈 每週一次 衛生組  

老師評分輪值表 每週每天 衛生組  

學生評分輪值表 每週每天 衛生組  

十

四 
廁所整潔 

廁所整潔競賽活動 每學期 1次 衛生組  

廁所美化綠化 經常性 衛生組  

廁所美化綠化 經常性 衛生組  

廁所整潔維護工作 經常性 衛生組  



項

次 
項目名稱 工作內容 辦理時間 

承辦 

人員 

備註 

十

五 
各項回收工作 

資源、垃圾、廚餘回收工作 每天 衛生組  

垃圾場、廚餘回收區整理維護 每天 衛生組  

十

六 
抽查作業 

週記本 每學期一次 訓育組  

十

七 
高中社團業務 

社團活動辦理 每學期 訓育組  

社團成果展 每學期末 訓育組  

新成立社團申請 每學期開學一週內 訓育組  

社團社長會議 每學期一次 訓育組  

十

八 
自治性社團 

畢聯會畢業紀念冊相關業務 一年一次 109.09 訓育組  

班代會議 不定時召開 訓育組  

十

九 
校刊社 基隆高中校刊 一年一次 訓育組  

 

陸、本計畫奉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