簽
於臺南市新化國民中學總務處
主旨：本校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錄，請核示。
說明：
一、時間：104 年 8 月 28 日上午 9 時 00 分
地點：本校會議室。
二、出席：如簽到單。
三、各處室報告：除校長室、教、訓、輔、總、人事、合作社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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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楊長春主任：防災影片宣導及逃生演練班宣導（略）。
2. 輔導室蔡孟鴻主任：校園性平事件原則分享（略）。
3. 人事室吳國財主任：考核及教評委員會投票各選 6 人，投票至 8/31。
4. 校長：應出席人數 97 位，實際出席人數 84 位，達法定開會人數，會議開始。
5. 教務處吳松林主任：（1）本學期第三次段考原為 1/14~15 改為 1/18~19。（2）
第一週為預備週不上第八節，第八節由第二週(9 月 7 日)開始上課，九年週六
社團也是第二週(9 月 12 日)開始上課。（3）請英語教師每週至少進行一節全
英語教學，一般教師能使用課室英語指導語教學。（4）每週星期三為本校臺
灣母語日，週一早自修為晨讀時間，請老師盡量不要排考試。（5）學生卡製
卡費 120 元第一次由市府補助，學生如有遺失需申請補發，製卡費須由學生
支付。（6）請老師勿用學校公用電腦玩電腦遊戲，及請老師勿在教室內滑手
機。（7）班級投影機更換班級為 902、903、904、907、908、910、911、912、
913、914，其他班級如果還有問題，會在寒假或暑假期間更換。（8）104 學
年度教師課表已發放。請欲調動課程教師請於 9/3(四)放學前告知教學組，逾
時將不予處理。（9）暑期鐘點費為輔導課，將按照課表核發，所有課務如有
異動，請自行處理鐘點費。（10）104 學年度 9/21(一)因應 921 防震演習，第
一節學校行事與第三節互調，請授課教師注意。（11）9 年級課表中，文化
采風與邏輯思考以及自然輔導，上課時間為單雙週，請授課教師注意。（12）
七年級新生及轉學生請繳交 2 吋照片一張，以班級為單位統一收齊後，請於
9/2(三)前交至教務處，以便製作學生證 (背面註明班級、座號、姓名及身分
證字號) 。八、九年級的學生卡目前市府未製作完成，所以若需要學生證證
明身分者，請至註冊組申請在學證明書。（13）請七年級導師協助收取新生
監護人的資料核對單及註冊減免申請單，並請於 9/2(三)前交至教務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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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歡迎
國文老師及導師上網預約借用圖書館閱覽室，原則上一班一週一次為限。另
外，圖書館內的影音剪輯室可供老師們上網、製作教案，歡迎老師們多加利
用。
6. 資訊組周桂名組長：（1）資訊倫理宣導：請導師或任課老師利用 班/課 務

時間（午飯時間）輔以影片討論的方式來 著墨/融入。相關網址請參看首頁
上方連結。（http://www.eteacher.edu.tw/ ， http://www.win.org.tw/iwin/）（2）
下午開放研習，建議核對南資的電子郵件帳號密碼，上網或其他平台都會用
到。（3）請老師宣導全民數位學習的重要，社區民眾家長免費學電腦，請導
師幫忙宣導，讓學生帶回此一訊息，家中的成人皆可參與。期間：9/15～10/20
每週二晚上六點半到八點半。
7. 鄭禎媄老師代理塗絲佳組長：宣導誠品校園閱讀分享計畫，希望今年有人可
以接續，與台南女中搭配辦理。簡報報告分享（略）。
8. 學務處葉乃菁主任：討論導護輪值辦法，方案 1：以週次計算輪值，依原有
辦法，配合教室配置考量，安排值勤地點；方案 2：以日輪值。（1）開學典
禮 1、3 節為導師時間，第 4 節為開學典禮，任課老師隨班。九年級第 3 節於
活動中心進行社團訓練。（2）原訂第 2 週 9 月 7 日幹部訓練，因公所要來進
行在地食材研習，幹部訓練部分再請集合各班股長訓練。9/7 第 2 節導師會報
有反毒研習。（3）第 1 週導護工作：前門—901 黃季蘭老師、後門—801 黃
麗如老師、側門—衛生組長林惠琇老師協助輪值。（4）導師請假時，請至學
務處填寫「導師請假登記」簿，以利掌握導師請假狀況。如請假天數為一日
以上(含一日)，請務必告知訓育組，假卡須給訓育組核章。（5）教室佈置由
學務處提供每班 400 元教室佈置經費，惟因各班所需壁報紙顏色及數量皆不
相同，而學務處所提供之顏色可能無法符合各班需求，今年起學務處將不提
供壁報紙。購買期限即日起至 10/30 止。（6）校外教學：九年級校外教學活
動訂於 12 月 9、10、11 日，12/8 下午第 7 節行前說明會。（7）本校於 9/17
防災演練第一次預演，將利用早上升旗時間舉辦「防災演練」，9/21 全國正
式防災演練，將於第 3 節 9：21 分時進行疏散演練，當天原第 3 節社團調至
第 1 節上課。（8）市府來文再次強調要落實「教師正向管教」，教育基本法
第 8 條明定教師不得體罰，請同仁參照：【禁止體罰、輔導管教配套措施對
照表】。（9）「給家長的一封信--交通安全及反詐騙宣導」、「給家長的一
封信--菸害防制」，黏貼於聯絡簿上，第二週訓導處會抽查謝謝！請導師幫
忙做例行性宣導。（10）請導師於班上加強宣導遲到十次記警告之規定。本
學期可銷過期間為第 2 週~第 5 週(9/7~10/2)、第 8 週~第 12 週(10/19~11/20)、
第 15 週~第 19 週(12/7~1/8)。（11）交通糾察隊「新血」招募，請各導師踴躍
支持推薦耐操好用人選，或是將訊息轉知學生，請學生到生教組詢問相關事
宜。（12）本學年度【家庭防災卡】採用於聯絡簿內頁中之格示填寫(若內頁
中不含防災卡，請通知生教組，學務處會幫忙印發，請導師督促學生黏貼於
聯絡簿封面內頁)，第二週學務處會抽查學生是否有完成家庭防災卡繕寫，煩
請各位導師的幫忙！（13）感謝老師暑假期期間協助督促班級掃地工作，讓
大家有個整潔舒適的校園，謝謝大家！（14）登革熱防制宣導：清除積水容
器，減少病媒蚊孳生源。落實個人防蚊措施，如有出現發燒、頭痛、全身倦
怠、後眼窩痛、肌肉或關節痠痛等疑似登革熱症狀，應儘速就醫並告知旅遊

史及活動史，以利醫師診斷及治療。各班級若有登革熱感染病例，請向學務
處衛生組進行通報。建議學生如有生病情形，不要勉強到校上課；請假在家
休養時亦應記得戴口罩及勤洗手，以免傳染其他家人。（15）環境教育終身
學習護照活動：市府來文表示凡本府各機關(構)學校所屬員工、教師，請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前至少取得 4 小時環境教育時數。（16）高中職服務時數滿
分為 40 小時，五專服務時數滿分為 56 小時，請導師務必向學生說明。（17）
今年體適能於 12/4 至 12/8 舉辦，8 年級檢測時間於 12/8，9 年級有須補檢測
者請向體育組報名，時間訂於 12/6。
（18）今年度校慶運動會 12/25 舉辦，預
賽預定於 12/24，比賽項目暫定有 100 公尺、200 公尺、800 公尺、大隊接力、
拔河賽、趣味競賽等，拔河賽預計於 12 月 14 日至 16 日辦理，各班可提前準
備。
9. 輔導室蔡孟鴻主任：（1）暑假時教育局將本校又減 1 班，結果原有 2 位專輔
及 2 位兼輔，少了 1 位兼輔，惠琇老師轉任學務處衛生組長。（2）本校務會
議結束後約 11 時，將再開會有關七年級新生「泡泡龍」同學之相關事宜。本
學期開始學障之鑑定，由資源班導師提供名單及資料給導師。（3）新生導師
鼓勵家長加入義工團隊。（4）拜託八年級導師，開學後鼓勵學生存錢，因露
營是童軍課程沿伸，是正式課程，學生盡可能參加露營，若家庭經濟確實有
困難，可到註冊組詢問獎、助學金申請。（5）八、九年級導師協助指導學生，
將個人「成績單」和「日常表現表」（家長簽名後）黏貼在生涯手冊上，分
別是第 7 頁和第 13 頁。另外，本學期生涯手冊的檢核表會在學期中才發給導
師，屆時再請導師協助在檢核表上推薦優良名單與確認缺交名單。（6）輔導
室的網頁上有整理影片書籍、學習單、相關網站、適性入學資訊等等，歡迎
老師和同學多加利用。（7）九年級技藝課程選修與專班：技藝課程選修，預
計 9 月 7 日星期一上午開始上課，7：45 集合坐車，時間為每週一第 1、2、3
節（學校行事、自習、社團），上課地點：慈幼工商，本學期上課職群為：
食品和商管兩職群。九年級新增技藝專班（914），由陳心怡老師擔任導師，
每週三（1-7 節）至南英商工、每週五（1-7 節）至慈幼工商上課，9 月 2 日
開始上課。（8）輔導老師：本校輔導室 104 學年起編制有專輔老師 2 位，劉
禎芸老師、廖雅雯老師（tel：257）；兼輔老師 1 位，黃士益老師。若須轉介
學生輔導，依台南市「學生輔導轉介三級運作模式」要求，請老師務必填寫
「個案轉介表」（可直接至輔導室拿取或在輔導室網頁表格區下載），然後
交給本校受輔學生「個案管理人員」--劉禎芸老師，以利進行分案輔導。（9）
本學期二年級之隔宿露營時間為 12 月 9、10、11 日（星期三～五），在走馬
瀨農場舉行。（10）國三各類身心障礙學生之升學管道包括「適性輔導安置
（特教組辦理）」及「免試入學（註冊組辦理）」，相關報名資訊將另行知
會各班導師及學生家長。（11）依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00 年 5 月 9 日南市
教中字第 1000321232 號函訂「臺南市公立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注意
事項」，經教育局鑑輔會鑑定有案之身心障礙學生（不含疑似生）就讀普通

班時，為減輕教師之負擔，每招收一位身心障礙學生，可折抵若干學生數，
其折抵原則為：每班招收 1 名情緒行為障礙生或自閉症者得折抵 3 人（即減
收 2 名學生），其餘每班招收 1 名得折抵 2 人（即減收 1 名學生）。（12）
「104 學年度學習障礙學生鑑定」將於 10 月開始受理申請（由國一、國二學
生家長或監護人提出申請），相關鑑定作業將另行知會各班導師。（13）「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情緒行為障礙學生鑑定」將於 11 月送件，若學生家長同意提
出申請，請盡快聯絡家萍（分機 243）。國三階段不提供「注意力不足過動
症」新增個案評估鑑定作業。（14）友善校園宣導-有獎徵答活動於 104.9.2—
104.9.9 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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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愛心發
票捐贈活動於 104.11.2—104.11.13 辦理。（16）星星王子打擊樂團於 104.12.21
（星期一）第 2 節蒞校表演，歡迎全校師生及教職員踴躍參加（將於學習護
照登錄研習時數）。（17）服務學習活動及愛心小天使活動將於午休時段辦
理，實施計畫將另行知會各班導師，經導師及家長同意且能認真參與活動者，
將提供服務時數證明。（18）「特教班點心／陶藝作品義賣活動」將於校慶
當日辦理，義賣所得將捐贈本校教育儲蓄戶，歡迎全校師生及教職員踴躍參
與。（19）教師若發現貴班學生持有新制「身心障礙證明」或疑似身心障礙
學生，請聯絡資源班導師（陳彥君老師）或家萍。（20）立法院通過學生輔
導法規定：輔導主任、輔導組長、專兼輔老師在今年要參加相關研習 18 小時，
學校全部老師要研習 3 小時。（21）9/14 第 1、2 節新生智力測驗、9/18 晚上
班親會於活動中心舉行。
10. 總務處楊長春主任：防火常識宣導。
（略）
（1）本校「老舊校舍拆除重建工程」
--公共藝術工程預計於 104 年 9 月底完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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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活動中心冷氣由總務處負責開，請同仁勿私下自行開啟冷氣。(要前
一週先向台電申請臨時用電)（4）為因應特殊生（泡泡龍症）本學期起就讀
本校，教育局補助 5 台冷氣裝設於 702 班級、美術教室、表演教室、生物教
室（2 台）,請依規定使用冷氣。（5）新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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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星期四 ）
前交回總務處陳萩師小姐。
11. 學務處葉乃菁主任補充：（1）11/4 新生健康檢查。（2）11/26 抽血檢驗。
12. 教師會嚴文廷會長：歡迎老師們加入教師會。
13. 人事室吳國財主任：
（1）老師超勤敘獎請示單於 9/15 前送人事室，子女教育
補助逕由人事室辦理，第 1 次申請者知會人事室。（2）宣導事項公布於學校
網頁周知。如：為促進學校教職員工生健康並減少校園結核病事件發生，請
同仁自主辦理Ｘ光定期檢查。公教人員兼職應依公務員服務法、教育人員任
用條例及專任教師兼職相關規定。

14. 衛生組林惠琇組長：登革熱疫情及防治宣導（略）。
15. 校長：感謝惠琇組長對登革熱的宣導，市長非常重視登革熱的疫情及防治。
（1）
新夥伴介紹：介聘調入專任輔導教師廖雅雯、理化教師黃新富、再聘代理顏
莉玲老師代理技藝專班家政科。
（2）上學期期末校務會議肯定老師的認真。
（3）
誠品讀書活動，從爭取到投入感謝師生的積極努力，希望此活動能繼續推展
下去。（4）104 學年度國小畢業生較少，招生較為競爭，之後學生人數又會
稍回升；對於區內三大國小親子座談會會協同主任前往宣導，入班宣導亦請
教務處安排老師協助，使學生家長能肯定至本校就讀。（5）教師專業發展有
關活動請教務處安排。
（6）校長會議重要事項，請各校落實「教師正向管教、
禁止體罰」之政策，適時修訂與宣導「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103 年
度教育局共接獲 67 件教師疑似不當管教或體罰之陳情事件，查證屬實予以
申誡，且該年度教師成績考核列為乙等。（7）本市學校午餐收費上限標準自
本(104)年 6 月 1 日起調整為國小 795 元、國中 825 元；本校下學期開始午
餐收費調漲 50 元。
16. 學生活動組：檢討 104 學年度行事曆，每月月初會發當月份小蟋蟀月報，公
布當月份學校行事如週會安排天數或重要活動如班親會，如有更動會於小蟋
蟀月報變更。決議：照案通過。
17. 提案：（1）訂定「臺南市立新化國民中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請 審議。本要點自 104 年 9 月 1 日起實施，但有關選舉委員產生方式，因應
時效性，104 學年度暫以紙本票選(本要點為達節能減碳採線上投票)。審議通
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實施。決議：照案通過。（2）訂定「臺南市立新化國民中
學考核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請 審議。決議：照案通過。
（3）修正「臺南
市立新化國民中學教職員工出勤時間管理要點」草案，請 審議。決議：照案
通過。
18. 學生活動組吳碧芸組長補充：
（1）本學期有關社團，開學第 1 週為選社時間，
星期一第 3 節為 9 年級社團時間，於活動中心進行選社，社團老師可以不必
至活動中心。下星期五第 1、2 節為 7、8 年級選社時間，請 7、8 年級社團老
師務必至活動中心。（2）資料袋只有 9 年級有幹部證書，如有誤與學生活動
組連繫。（3）有關 7、8 年級教室佈置之敘獎，無人數上限
19. 有關導護輪值辦法表決，決議：依方案 1 以週次計算輪值，依原有辦法，配
合教室配置考量，安排值勤地點。
20. 結束時間：同日上午 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