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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創簽日期：2017/11/02 上午 
10:40:18
創 簽 人：郭佳評/Tzuchi

於：臺南慈濟中學學生事務處訓育組
職稱：訓育組長

主旨：
檢陳　１０６學年度臺南市私立慈濟高中國中部二年級安平劍獅　走跳台江戶外教育
活動實施計劃一份，敬請　鈞長核示。 

說明：
一、本校１０６學年度國二戶外教育活動實施計畫，詳如附件一。
二、本校１０６學年度國二戶外教育活動行程表，詳如附件二。
三、本校１０６學年度國二戶外教育活動經費概算表（含中低收名單２０位），中低
收學生由學務處訓育組戶外教育預算下支應，詳如附件三。
四、本校１０６學年度國二戶外教育參與教職員名單，共１５位，詳如附件四。

辦法：
一、本次學生行前會訂於１１月２１日（二）朝會時間，會同輔導室共同進行，於活
動中心進行。
二、學務處許昆豐教官協助支援１１／３０、１２／１　１１：００將中午午餐餐盒
送至台江管理處（新址）。
三、敬會總務處出納組協助收費事宜，庶務組協助預定遊覽車四台，借用公務車一台
送餐。
四、敬會會計室，敬請會計室協助經費核銷事宜。
五、敬會人事室，請人事室協助老師公差假作業。
六、敬會　教務處，請教學組協助參與教師調代課事宜，感恩。

會簽附件：

附件：

  附件一_106臺南市私立慈濟高中國二戶外教育活動實施計劃.doc    附件一_106臺南市私立慈濟高中國二戶外教育活動實施計劃.doc  

  附件二_106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國二行程表.docx    附件二_106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國二行程表.docx  

  附件三_106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國二戶外教育活動經費預算表.docx    附件三_106臺南市私立慈濟高級中學國二戶外教育活動經費預算表.docx  

  附件四_106臺南慈濟高中國二戶外教育活動教職員名單.doc    附件四_106臺南慈濟高中國二戶外教育活動教職員名單.doc  

是否傳遞實體文：否
變更原因：

簽核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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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決 張經昆 臺南慈濟中學校長室 2017/11/13 
下午 

02:54:59

簽核意見：

(15)臺南慈濟中學校長室：核可
    張經昆 簽於 2017/11/11 02:54:59 PM

(14)臺南慈濟中學學生事務處：
　　一、擬以本年度中學部學務處項下預算支應（計劃編號：１０６７１２０４０－
０５－０５）。
　　二、敬請如擬。
    劉澤龍 簽於 2017/11/8 05:48:26 PM

(13)臺南慈濟中學人事室：
　　配合辦理
    謝淑惠 簽於 2017/11/8 04:48:42 PM

(12)臺南慈濟中學人事室：
　　知悉
    張勝緯 簽於 2017/11/2 02:09:45 PM

(11)臺南慈濟中學人事室：
　　　
    張勝緯 代簽於 2017/11/2 02:09:31 PM

(10)臺南慈濟中學教務處：
　　
    張宏州 簽於 2017/11/6 08:55:43 PM

(09)臺南慈濟中學教務處教學組：
　　擬如所簽，陳核後續辦。
    張文豐 簽於 2017/11/3 12:04:48 PM

(08)臺南慈濟中學教務處：
　　
    張宏州 簽於 2017/11/3 08:27:54 AM

(07)臺南慈濟中學總務處：
　　
    洪慶恩 簽於 2017/11/3 04:17:05 PM

(06)臺南慈濟中學總務處出納組：
　　
    鍾芬芳 簽於 2017/11/3 04:15:52 PM

(05)臺南慈濟中學總務處：



　　
    洪慶恩 簽於 2017/11/3 04:12:59 PM

(04)臺南慈濟中學總務處庶務組：
　　一、配合活動所需交通車輛接送租用事宜，請填寫"租用交通車輛接送需求申請
表"於活動前一周送庶務組辦理。
　　二、本趟次廠商報價為＄６５００元／輛（平日報價）。
　　三、請依教育部"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項"執行行前安全教
育與逃生演練。
　　四、請填送退餐申請表單，以便向廚房辦理當日退餐。
    陳雲亮 簽於 2017/11/3 03:05:28 PM

(03)臺南慈濟中學總務處：
　　配合辦理
    洪慶恩 簽於 2017/11/2 03:59:02 PM

(02)臺南慈濟中學會計室：
　　補助學生６，７４０元（＝＠３３７＊２０位）及教師保險費等３，９２０元合
計＄１０，６６０元請說明學務處預算來源之預算編號。
    胡敏惠 代簽於 2017/11/3 01:01:41 PM

(01)臺南慈濟中學學生事務處：
　　敬會　教務處、總務處、人事室、會計室
    劉澤龍 簽於 2017/11/2 01:54:32 PM

(00)臺南慈濟中學學生事務處訓育組：
　　一、敬請　鈞長核示。
　　二、敬會　教務處、總務處、會計室、人事室。
    郭佳評 簽於 2017/11/2 11:02:52 AM

簽核流程：

(15)主管核決(直屬)ˍ臺南慈濟中學校長室 張經昆 校長
    工作期限:2017/11/13 02:54:59 PM   完成時間2017/11/11 02:54:59 PM

(14)階層陳核ˍ臺南慈濟中學學生事務處 劉澤龍 學務主任
    工作期限:2017/11/13 05:48:26 PM   完成時間2017/11/8 05:48:26 PM

(13)並會簽核ˍ臺南慈濟中學人事室 謝淑惠 人事主任
    工作期限:2017/11/15 04:48:42 PM   完成時間2017/11/8 04:48:42 PM

(12)會簽承辦ˍ臺南慈濟中學人事室 張勝緯 組員
    工作期限:2017/11/3 02:09:45 PM   完成時間2017/11/2 02:09:45 PM



(11)並會簽核ˍ臺南慈濟中學人事室 謝淑惠[張勝緯/Tzuchi代理] 人事主任
    工作期限:2017/11/3 02:09:31 PM    完成時間2017/11/2 02:09:31 PM

(10)並會簽核ˍ臺南慈濟中學教務處 張宏州 教務主任
    工作期限:2017/11/13 08:55:43 PM   完成時間2017/11/6 08:55:43 PM

(09)會簽承辦ˍ臺南慈濟中學教務處教學組 張文豐 教學組長
    工作期限:2017/11/7 12:04:48 PM   完成時間2017/11/3 12:04:48 PM

(08)並會簽核ˍ臺南慈濟中學教務處 張宏州 教務主任
    工作期限:2017/11/7 08:27:54 AM   完成時間2017/11/3 08:27:54 AM

(07)並會簽核ˍ臺南慈濟中學總務處 洪慶恩 總務主任
    工作期限:2017/11/10 04:17:05 PM   完成時間2017/11/3 04:17:05 PM

(06)會簽承辦ˍ臺南慈濟中學總務處出納組 鍾芬芳 出納組長
    工作期限:2017/11/4 04:15:52 PM   完成時間2017/11/3 04:15:52 PM

(05)並會簽核ˍ臺南慈濟中學總務處 洪慶恩 總務主任
    工作期限:2017/11/4 04:12:59 PM   完成時間2017/11/3 04:12:59 PM

(04)會簽承辦ˍ臺南慈濟中學總務處庶務組 陳雲亮 庶務組長
    工作期限:2017/11/4 03:05:28 PM   完成時間2017/11/3 03:05:28 PM

(03)並會簽核ˍ臺南慈濟中學總務處 洪慶恩 總務主任
    工作期限:2017/11/3 03:59:02 PM   完成時間2017/11/2 03:59:02 PM

(02)並會簽核ˍ臺南慈濟中學會計室 張玉蓉[胡敏惠/Tzuchi代理] 會計主任
    工作期限:2017/11/10 01:01:41 PM    完成時間2017/11/3 01:01:41 PM

(01)階層陳核ˍ臺南慈濟中學學生事務處 劉澤龍 學務主任
    工作期限:2017/11/9 01:54:32 PM   完成時間2017/11/2 01:54:32 PM

(00)擬簽創稿ˍ臺南慈濟中學學生事務處訓育組 郭佳評 訓育組長
    工作期限:2017/11/7 11:02:52 AM   完成時間2017/11/2 11:02:52 AM

編輯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