簽
於臺南市新化國民中學總務處
主旨：本校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錄，請核示。
說明：
一、時間：104 年 6 月 30 日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本校會議室。
二、出席：如簽到單。
三、各處室報告：相關書面資料置於學校網頁供參。
四、主席：韓國華校長
五、討論提案
1. 主席宣布：本次會議應出席人數 100 人，實際出席人數 78 人，達法定開會人
數，會議開始。
2. 教務處吳松林主任：（1）103 學年度感謝全校同仁的協助，各項工作陸續完
成。在大家的熱情參與下也完成了許多的學習活動，特別是感謝九年級導師
熱心協助，輪流擔任週六班級及會考衝刺班的值班老師，辛苦大家了。這一
年來，教務工作或許沒有十分理想，但感謝大家能互相支援，也給了我們許
多體諒。謝謝大家!（2）段考考卷，請監考老師或任課老師最好親自來教務
處領取，如果委託他人領取，請一定要委託老師絕不可請學生領取。（3）暑
期上課日：八升九年級由 7/20(一)至 8/14(五)，其他兩年級由 7/27(一)開始上
課。
（4）請所有任課老師於 7/3(五)前至本校學務管理系統完成整個學期成績
登錄，務必檢查第一、二、三階段的平時與段考成績以及學科的多元評量成
績是否已完成輸入。（5）基測榜單放榜，本次計錄取有：南一中 3 人、南女
2 人、南二中 10 人、家齊女中 4 人、新化高中 52 人、高工 53 人…，國立學
校共 239 人，另特招錄取 2 人。（6）104 學年度新生預定於 8 月 4 日舉行全
市統一編班,完成之後將馬上公告於學校首頁，請明年度新生導師注意。（7）
暑假期間圖書館正常開放，開放時間為：7/6~8/28 週一至週五的上午九點至
十二點，歡迎本校師生多多利用。
（8）104 年臺南市科展本校榮獲入選一件，
感謝協助指導的老師！
3. 資訊組周桂名組長：（1）本校舊網域名：sh2jh.tnc.edu.tw 將於 104 年七月起
停止使用。
（2）本校原 Google 應用(因 sh2jh.tnc.edu.tw 的網域將於年底中止)
的 email 將更換網址為 shjhs.tn.edu.tw ，若有使用的同仁建議更換。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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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推薦使用 飛
番教學雲 http://classhub.tn.edu.tw/，其中有雜誌資料可利用，也可以手機或平
板下載使用，利用於教學。（5）暑假 7/28 安排資訊研習及每週六 7/18-8/18
程式概念研習與資訊中心的研習課程。
4. 學務處葉乃菁主任：感謝各位導師這學期辛苦的指導學生配合學務處所辦的
各項活動。（1）七年級新生訓練預計 8 月 17 日星期一上午辦理，屆時請擔
任七年級的導師與會。（2）為維護學生受教權權益，本校除了體育班以外的
運動團隊，訓練時間不得用到正課時間，請利用早自修、中午、放學時間做
訓練。(學生還是以上課為優先) （3）感謝各位導師這學期辛苦的指導學生

配合學務處所辦的各項活動，也感謝合唱團、曼陀林、管樂團、熱舞社各社
團指導老師辛苦指導學生參與演出。（4）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日訂於 8
月 31 日，當天上午為開學典禮，下午依課表上課，不上第八節。（5）請各
社團帶隊老師注意，如學生參加表演或比賽，請於表演或比賽前 3 日送出公
假單，生教組會幫學生做登記公假處理，避免學生事後收到曠課通知單。如
未有學生公假單表格之同仁可告知生教組。（6）暑假打掃：掃地時間為週二
或週五上午八點到十點，各班負責的掃地區域已經發給導師，感謝各位導師
的配合，如果有人員不足的狀況，請導師採分區、分時段方式分配打掃的同
學，先掃完的支援未完成的，重點在外掃區域與廁所。（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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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校承辦之體適能檢測站預定於 105 年 1 月辦理檢測，檢測對象為八、九年
級學生，九年級學生有要重新檢測的亦可，詳細時間需等年底教育局來函後
再確定。（9）7 月 10 日(星期五)新化分局辦理暑假青春盃三對三籃球賽，地
點:新化體育公園，有意參加者，可至體育組領取報名表，報名至 7/3(星期五)
為止。
5. 輔導室蔡孟鴻主任：
（1）多元文化海報設計比賽在暑假輔導期間持續報名中，
參加的同學可獲得材料費補助，認真完成作品也會記嘉獎，請導師多多鼓勵
同學參加。（2）請各位導師在 7/31（五）前將貴班的 A、B 表送回輔導室。
（3）依市府來函說明：請各位教育同仁於「關懷 e 起來網站」進行線上通報
校園性別事件時，應依案情通報：屬性侵害事件，應通報性侵事件。屬性騷
擾事件，應通報兒少保/高風險案件。
（4）輔導室擬於暑輔後（104.8.17-104.8.28）
辦理「服務學習活動」，相關報名事宜將於暑輔時通知各班。
6. 總務處楊長春主任：
（1）
「校園排水改善工程」已於 104.04.27 完成驗收。
（2）
本校「老舊校舍拆除重建工程」公共藝術工程預計於 104 年 9 月完成（韓地
乙～妙筆生花）
。
（3）有關因應未來特教大樓補強時校舍遷移方案調查結果採
方案 2（如校網公告）
。
（4）
「政府機關及學校四省專案計畫」節約用電目標：
執行單位為國中、小學、幼雅園、托兒所等者，每年用電量以不成長為原則。
（5）為了節約用電與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降低熱島效應，各辦公室冷氣開
放時間調整為早上 11 點 ~ 下午三點半（室溫達 29 度才開）謝謝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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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暑假期間，拜託全校同仁特別注意電腦、液晶螢幕等財
物及自己人身安全，個人貴重物品請勿置於學校，以免失竊。若遇汛期時，
易淹水之辦公室其電腦主機等貴重物品請移往高處。.各班公物需要維修的部
分，總務處會盡可能利用暑假修繕完成，謝謝導師們辛苦指導！繼續拜託各
班導師督促學生愛惜公物；同時也麻煩各班、各辦公室能節約用水、用電，
養成隨手關燈、關水龍頭的習慣。（7）期末教室之搬遷非常感謝導師與同仁
之幫忙。各班若有多餘的課桌椅，煩請導師請學生搬至工友室前交蘇先生集
中調度。另若發現桌面有嚴重挖洞或塗寫者可填寫維修單至事務組報備以免

日後之爭議。（8）謝謝大家對總務處的幫忙和支持，感謝您們！祝大家暑假
平安、快樂！
7. 會計室陳純賢主任及註冊組塗絲佳組長：（1）感謝行政部分讓會計業務進展
順利。（2）好人好事推廣，感謝人事吳主任將母喪慰問金數萬元捐給學校教
育儲蓄戶，請校長頒發感謝狀。
8. 教師會會長陳姿妙：（1）教師會代為轉達全教總及台南市教育工會對各位會
員老師的謝意。教師待遇條例於 5/22 三讀通過，教師導師費部分由本來津貼
改為加給，併入考績獎金，與年終獎金部分尚未併入計算。（2）為使教師會
力量更為強大，歡迎新學期大家加入教師會。（3）稍後進行下屆理、監事選
舉。
9. 合作社陳心怡經理：擔任七年級暑輔老師協助 7/27 暑輔開始時收服裝訂購
表，預計 8/10 廠商送交服裝。合作社協助收費，學生帶現金繳交。
10. 人事室吳國財主任：
（1）導師超勤時數請示單請於 7/10 前送人事室。
（2）人
事宣導事項公布於校網請參閱。（3）教職人員兼職應依公務人員服務法及教
育人員任用法規定，不得有違法兼職。（4）教師考核委員會 104 年度委員人
數與 103 年度同樣為 11 人、教師評審委員會 104 年度增為 15 人。
11. 校長：（1）今年教育局調查全台南市國中小午餐收費，初步彈性原則微調高
50 元，惟調查尚需學生方面 60%以上同意，並經家長會同意方可付之實施，
本校擬於 104 下學年度才開始實行。（2）感謝校務推動順暢，也感謝同仁的
支持，103 學年度對外競賽績效非常卓越受到社區的肯定，因而今年招生還
蠻不錯的，達到有 10 班的標準。緊接著新學期開始，九月份會與團隊與老師
們繼續持續的努力招生，今年預計己有 357 位新生。（3）教務處關於升學措
施，家長期待學校有好的教學環境，為了學校招生升學生存有好的教學誘因，
校長全力支持即使是法令模糊地帶。（4）九月份開始招生，如教務處需要各
位老師幫忙的，希望老師也能支持教務處，共同努力使招生如期達成。（5）
有關人事異動：田世雯老師及陳譁璘老師 104 年 8 月 1 日退休生效，李 銀治
女士 104 年 7 月 16 日退職生效。楊依庭老師、顏莉玲老師及何明哲老師 104
年 7 月 1 日代理期滿。林佳恩老師 104 年 6 月 30 日回職復薪、洪銀雪老師 104
年 7 月 2 日回職復薪。賴光中老師調至台北市中正國中。專任輔導教師廖雅
雯由高雄市興仁國中調入、理化教師黃新富由嘉義縣立永慶高中調入。
12. 人事室吳國財主任：提案案由（1）學生女生夏季制服洋裝改為兩截式上衣及
裙子（依據相關規定，制服更改式樣需經校會議通過，並公告一年。）決議：
照案通過。案由（2）今年開始暑輔新生班導師，請勿排應屆畢業班帶滿三年
且又續任導師者。決議：照案通過。（惟辦法修正為：1、將這六年內擔任導
師的時間排序，以時間最少者依序排定為暑輔新生班導師。2、長期帶領 25
人以上社團，並於寒暑假持續訓練者，比照導師，例如：合唱團、管樂團、
田徑隊者，曾擔任主任、組長者、比照導師。）
（3）
、生教組：教育局來文修
訂學生獎懲辦法，第六條第 22 項：
「其他不良行為合於記警告並查明屬實者」

刪除、第 7 項第 16 款：「違反前面第 7 項各款之一或其他不良行為，其情節
較為嚴重者」、第 8 點第 18 項「違反前列第 8 項各款之一或其他不良行為，
其情節較為嚴重者」刪除，第六條第 14 款將「向外訂購餐飲」修正為「向外
訂購不符合校園食品安全之食品」、第七條第 10 款「服儀不整」刪除、第八
條第 11 款「不正當場所」修正為「禁止 18 歲以下進入之場所」
、第八條第 14
款「酗酒」之文字改為「飲酒，包含飲用含酒精飲料」。主要為文字修訂為
較明確的定義。決議：照案通過。
13. 教師會會長陳姿妙：下屆理、監事選舉結果應選理事 9 位：鄭禎媄、嚴文廷、
梁燕朱、黃季蘭、吳松林、蔡幸敏、蔡孟鴻、郭明和、黃靖茹、陳怡淇。監
事 3 位：楊翰璽、蔡瑞泰、塗絲佳。
14. 結束時間：同日下午 3 時 4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