簽
於臺南市新化國民中學總務處
主旨：本校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錄，請核示。
說明：
一、時間：102 年 8 月 29 日上午 10 時 00 分
地點：本校會議室。
二、出席：如簽到單。
三、各處室報告：除教、訓、輔、總、合作社、午餐資料「略」另存外，其餘無
書面資料。
四、主席：韓國華校長
五、討論提案
1. 校長：因康芮颱風來襲，以安全為重，如老師無法到達學校，可以不要到校；
經歷此次案例，如遇類似情形。往後先徵詢上級單位許可，公布於學校網路
週知。(１)介紹本學期學校新進同仁(略)。(２)宣導「家庭暴力、性騷擾、性
侵害」案例。如班上同學有家暴情形，馬上通報學務處，24 小時內通報。事
前預防很重要，學生網路交友要留意。(３)「教師教學專業能力研習五堂課」
，
十月底之前須完成 100%，本項將列入每月進度控管。(４)學校畢業典禮當日
在校生應正常上課，請配合辦理。(５)請落實「防治校園霸凌執行策略」
，學
校一旦發生疑似霸凌案件，應先以疑似案件完成校安通報，於第一時間通報
業務承辦人與駐區督學，且即召開「防治霸凌因應小組會議」確認是否為霸
凌案件及其處置層級，並將確認結果函報學輔校安科辦理。(６)積極通動「校
園正向管教工作」
，教育人員放棄體罰及其他違法或不當之管教方法，採用其
他正向管教方法。(７)加強宣導並共同維護酒後不開 (騎) 車之法紀，一經查
獲，要求告知學校、教育局，並嚴懲之。
2. 教務處周戊森主任：本學期教務處新任三位組長，教學組：賴光中組長、註
冊組：塗絲佳組長、設備組：楊仕熙組長。也感謝原陳心怡、陳敏銓、徐麗
斐等三位組長去年一整年的幫忙。
（1）關於「教師教學專業能力研習五堂課」
8 小時研習，二個線上課程尚未完成的同仁請儘快完成。八月份下旬有一星
期的實體課程，如因事未參加者請務必注意補訓的時間。（2）本市國中教師
102 年度至少需要參加精進教學計畫相關研習 12 小時(含分區到校諮詢服務
至少 3 小時)，同仁若有尚未達規定者，請務必在年底前完成，每位老師煩請
至少規劃加入 1 個議題研究，參加分區到校服務領域研習，必須為同領域者
方可，國中五堂課 18 小時的研習，請各位同人務必依關時程完成(含代理教
師)，另第八堂課請勿上進度。
（3）本學期開始，第八節課將實施「上課教師
簽名」
，會交代各班學藝股長提醒第八節課教師簽名，以利掌握第八節課教師
上課情形，亦方便計算每月第八節課鐘點費的計算與發放，請各位老師能多
多配合。
（4）每次的段考、複習考出題，都是對每位教師及學生的一個責任，
亦表現出我們教師專業的一個面向，希望老師們能認真的對待每次的出題，
出題的大略格式將告知各位老師，希望能多多配合，也讓學生能看到老師專
業及認真的一面。（5）本學期因應教育部規定，將開辦補救教學課程，預計

開設 2 個班級，時間及課程再研議，請國、英、數、社、自教師能踴躍加入
補救教學團隊。（6）七年級新生請繳交一吋照片，以班級為單位統一收齊後
請於 9/4(三)前交至教務處，以便製作學生證(背面註明班級、座號、姓名)。
八、九年級請於 9/4(三)前收齊學生證，以班級為單位，統一交至教務處蓋註
冊章。（7）請七年級導師協助收取新生監護人的資料核對單，並請於 9/2(一)
交至教務處。（8）八九年級各班的開學資料袋中已經附上一張班級學生減免
及各項身份名單，若有錯誤或是加增，請學生於 9/2(一)至註冊組處理。（9）
未經請假、未到校上課連續三天以上之學生將通報中輟。全學期未經請假而
無故缺課累積達七天(49 節)以上學生，將通報高關懷學生。請導師留意學生
的出缺席狀況。（10）近期將通知八、九年級各班未達畢業標準知學生名單，
屆時請導師協助張貼於聯絡簿以確實告知家長。（11）未經請假、未到校上
課連續三天以上之學生將通報中輟;未經請假、且未到校上課累積七天以上學
生，將通報高關懷學生，請導師留意學生的出缺席狀況。（12）近期將通知
八、九年級各班未達畢業標準知學生名單，屆時請導師協助張貼於聯絡簿以
確實告知家長。（13）若有學生因家庭經濟因素而無法完成註冊，請老師協
助該生申請政府機關或民間團體助學金，解決其就學困難。(目前有教育部學
產基金與紓困就學助學金可申請，請與註冊組聯繫。)（14）教育局要求學校
在每一階段的段考與平時成績都要上傳台南市成績系統，所以請各領域每位
老師務必於每次段考後一個星期內將成績登錄，以便作業。若註冊組上傳之
後成績有缺漏者，必須親自請教育局承辦人員重開系統，這樣，也會造成同
仁的麻煩。（15）教具煩請老師兩週內自行到圖書館最西側的圖書 e 化教室
領取，不便之處請包涵。。（16）由於圖書館即將在第三週 9/16 開放借閱圖
書，請各班導師協助將班上上學期尚未歸還的圖書以及愛的書庫，由圖資股
長送回設備組，以利圖書資料統整。（17）暑假期間本校學生 902 盧昱誠、
911 蔡俊銘、912 林宥任、912 曾玟為，組隊參加世界機關王大賽，榮獲台灣
區選拔賽亞軍以及國際總決賽季軍，恭喜以上獲獎同學，也感謝協助指導的
老師！
3. 校長補充：（1）補救教學請老師多給予鼓勵。（2）學生溺水問題，絕對要防
範，請學務處及老師宣導。（3）學校九年級模擬考測驗，不可使用坊間測驗
卷。
4. 學務處吳松林主任：感謝各位老師暑假期間的配合與協助，新的學年開始也
請各位同仁繼續支持。（1）因本學年度週班會調整至週一第二節，請有排週
會活動的處室配合通知講師調整時間。（2）學生交通糾察隊目前負責管制路
口增至三處，人力不足，請多鼓勵學生參與糾察隊服務工作。（3）本學期週
會排、搬椅子，將請七年四班協助，謝謝郭明和老師配合。（4）本學期教室
佈置，提供每班級 400 元之補助，限於購買佈置所需使用之文具。（5）服務
學習由本學習開始，九年級未達 40 小時者，開學後發調查單，儘量提供機會，
使其完成服務學習時數。（6）社團課學生無故未到而未請假者，隔一星期即

記警告一次。
（7）今年體適能於寒假連續 5 天舉辦（本校可能最後一次舉辦）
，
以後回歸學校體育老師自行測定。（8）今年校慶取消，改為各年級大隊接力
及拔河。（9）狂犬病衛教宣導：遵行「二不一要」原則，只要做到「不棄養
家中寵物」、「不接觸野生動物」及「每年主動為家中飼養犬貓施打動物狂
犬病疫苗」便可有效杜絕家中寵物和病原接觸。（10）本校於 9/9 防災演練
第一次預演，9/13 全國正式防災演練，將利用早上升旗時間舉辦「防災演練」，
本次演練以地震疏散與搜救為主題，到時請導師依照疏散路線引導同學到避
難場地集合。
5. 校長提示：（1）地震演練目前與以往的觀念有所不同，如發生地震時，為求
快限幾分鐘內集合到操場，如此反而危險易發生傷害，應以安全性為重。
（2）
虎頭埤附近學校每逢雨季易發生淹水，以抽水機抽水是很重要的。
6. 總務處楊長春主任：康芮颱風來襲，學校淹水情形，凌晨 2:30 尚好，至 7：
00 虎頭埤宣佈洩洪，至 7：30 水已淹進校園，目前操場全部淹沒、自強樓約
水淹 1 米深、大穆降地下室體育器材室進水，已向教育部及教育局校安通報
有：操場全部淹沒、自強樓約水淹 1 米、大穆降地下室進水二間，校舍拆除
重建工地全部泡水，將會影響完工日間。其餘：（1）本校「老舊校舍拆除重
建工程」至 7 月底施工進度達 18％，至 8 月底施工進度約達 35％。
（2）目前
學校保全係統由新光保全負責。學校保全早上約在 6：50 後才逐一解除，請
學生不要太早進入教室，以免觸動警報。（3）為了節約用電，各辦公室室內
溫度未達 29 度 C 勿開冷氣。冷氣開放時間為上午 11：00～下午 3：00。（4）
開學以後，各班教室放學後務必上鎖，放學時麻煩提醒學生關、鎖門窗！各
班鎖頭如果有問題，請洽總務處工友蘇先生。（5）拜託導師提醒學生愛護公
物，特別是課桌椅請勿破壞、不可塗鴉，如果有惡意破壞學校公物，請同學
照價賠償並依校規處分，另各班級多餘之課桌椅請搬至工友室集中保管。
（6）
一年級家長委員邀請函於開學後發放，麻煩請學生帶回給家長。若有意願加
入家長會者也請於 9 月 12 日（星期四 ）前交回總務處陳萩師小姐。
7. 輔導室蔡孟鴻主任：（1）性別平等教育宣導：請全校同仁們本著性別平等精
神，特別是與學生相處，小心言行，不要有性侵害、性騷擾事件發生。平常
上課也灌輸學生性別平等觀念，避免學生間有性平事件產生。如果有性平事
件，申訴單位為學務處。提醒相關處室人員，本校替代役等支援人力，務必
與我們的學生保持適當的距離。（2）九年級技藝學程選修同學預計 9 月 2 日
星期一上午開始，7：45 集合，上課時間為第 1、2、3 節（社團、週會、自習），
上課地點：合作高職－慈幼工商，本學期上課職群為：食品和動力機械兩職
群。（3）今天（8/29）校務會議有開研習，請老師記得在「兒少保護暨家暴
防治」、「性侵害暨性騷擾防治」、「珍愛生命自殺防治守門人研習」活動 3 張
研習簽名單上簽名。
（4）各年級輔導老師安排：七年級－劉禎芸老師（專任
輔導老師 tel：257）
；八年級－黃士益老師（兼任輔導老師）
；九年級－林惠琇
老師（兼任輔導老師）
；學務處轉介重大違規生及高關懷（含通報事件）個案

－劉禎芸老師。
（5）本學期二年級之隔宿露營時間為 12 月 11、12、13 日（星
期三～五）
，在走馬瀨農場舉行。
（6）為輔導高關懷學生，麻煩導師調查各班
符合高關懷學生評估指標之學生，並填寫安置輔導處遇建議表、高關懷學生
輔導轉介表，填寫完交至輔導組。同仁可參考高關懷學生-個案諮商流程圖。
再次提醒導師：有問題的同學，平常輔導記錄務必登錄於 B 表。（7）輔導室
於 102.9.2—102.9.6 辦理友善校園宣導-有獎徵答活動（題型包含：反霸凌、性
別平等、生命教育、特殊教育、兒少保護、家庭教育）
，請各班導師協助宣導，
鼓勵學生踴躍參加。（8）特教組於 102.10.28—102.11.8 辦理愛心發票捐贈活
動，捐贈單位為「財 團 法 人 星 星 兒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會 （服務對象為自閉
兒）」，請各班導師協助宣導，鼓勵學生踴躍參加。（9）配合 102 學年度特教
影片宣導活動，歡迎校內教師即日起至特教大樓一樓特教辦公室填寫特教影
片欣賞申請單，並索取學習單、學習指引。
（10）
『服務特教(班)學生―愛心小
天使活動』將持續辦理，服務時間及方式將再知會各班導師，屆時請老師推
薦有意願參與課程之學生，能認真參與者，將提供服務時數證明（課餘時間）
或敘獎（上課時間）
。
（11）
「特教班點心義賣活動」將持續辦理，歡迎全校師
生踴躍參與，義賣所得將全數用於本校身心障礙學生！（12）學習障礙學生
鑑定將於 9 月開始作業，煩請國一、國二導師及相關任課教師持續協助鑑定
工作。（13）配合 12 年基本國教，身障類特教學生之升學輔導改為「適性輔
導安置」，相關升學資訊俟教育部國教暑確認後將知會各位導師。（14）教師
若發現貴班有疑似身心障礙學生，請隨時聯絡資源班導師（李靜蓉老師）或
特教組。
（15）A、B 表尚未繳回的老師，煩請抽空儘快交回輔導室。
（16）本
學期 11/15 將邀請極地超級馬拉松好手陳彥博蒞校演講，因配合活動檔期的
關係，無法於週會時間進行，安排於星期五社團活動時間，感謝學務處、教
務處鼎力幫助，屆時可能需要部份課務之調動，請各位老師包涵，謝謝！（17）
為了鼓勵孩子、提供生涯探索的參考，擬於下學期校刊當中增加「學長姐生
涯故事」的單元，各位老師如果有還聯絡得上的畢業學生，願意提供自己的
求學、職業經驗或生涯心路歷程，請多提供資料給輔導室，謝謝！（18）.因
應教育部推動「適性輔導」之要求，目前已將「愛學網」連結於學校首頁，
內容涵蓋「適性輔導列車」、「活化教學列車」等系列影片，請各位老師務必
撥空上網觀看。
（19）為了鼓勵孩子、提供生涯探索的參考，擬於下學期校刊
當中增加「學長姐生涯故事」的單元，各位老師如果有還聯絡得上的畢業學
生，願意提供自己的求學、職業經驗或生涯心路歷程，請多提供資料給輔導
室，謝謝！（20）輔導室本學期活動：9/16 七年級智力測驗、9/27 班親會、
10/7 技職教育講座、10/28 生活演講、11/15 陳彥博校園公益演講、11/18 星星
王子打擊樂器表演、12/2 家長職業達人演講、103.1/6 華歌爾姐姐演講。
8. 人事室吳國財主任：
（1）宣導事項，教師兼導師請假期間之導師費支給疑義：
本校教師兼導師於星期五及下星期一請假者，視為連續請假期間。（2）教師
就校園霸凌防制之權利、義務，悉依教育部訂頒之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六、

七、八、九條規定辦理。（3）教師兼導師於中午實際指導學生用餐及照顧學
生午休時段，應併計為出勤工作時間，其他人員如未有指導學生用餐及照顧
學生午休之事實，用餐及午休時段應予扣除，不得併計為工作時間。（4）文
康活動未辦的老師請速辦理。（5）提案：訂定本校教職員工出勤時間管理要
點（如草案）及未兼行政職務教師寒暑假期間應返校服務及研究與進修日數，
請 審議。議決 1：寒暑假開學前一週擇一日作教學準備，全體教師均應返校；
教師寒、暑假期間應返校服務及研究進修日數為 2 日（含教學準備日）。議
決 2：本校教職員工出勤時間管理要點草案照案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