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化國中 100 學年度家長委員代表大會校長室工作報告
感謝您的熱切的支持校務，接事以來，多承校內師生、鄉親父老及貴委員會的扶持與鞭
策，備感窩心更不敢怠慢，行政與教學團隊都趨於結合，戮力已赴，校務彰顯出具體的
績效。今天是本學年度貴會的第一次正式會議，本人將近來的校務執行情形及未來要執
行、結合貴會共同爭取推展的計畫事項，分成以下幾個方面來做說明：

人事行政制度方面：在銜接、穩定、專業的原則下，本學年聘任主任如下
教務主任：鄭禎媄、訓導主任：吳松林、輔導主任：蔡孟鴻、總務主任： 楊長春
補校主任：陳怡淇。
厲行走動管理，以行政支援教學，讓教師快樂奉獻專業，學生快樂有效學習。

升學輔導方面：
1、 九年級升學輔導實施策略
1. 九年級應屆考生於週六輔導已於 9 月上旬開辦，晚自習下週一開使始。
2. 辦理模擬考（共四次，參與試題評析及常模對照），全面填卡、讀卡作業，增加學生
實戰經驗。
3. 辦理多次多元入學進路輔導說明會以及免試入學方案及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宣導說明
會，增加學生對學測之準備、規劃未來升學方向。
4. 訂定學測表現優異獎勵辦法，鼓勵學子精進學習。
2、 推動多元學習活動
1. 訂定本校「閱讀計畫」，製作「閱讀護照」，充實圖書館庫藏，安排閱讀課程，鼓勵學
生達到一學期 30 本書的目標。為學生之「寫作力」紮根，發展學校特色，並獲評為推
廣閱讀績優學校。
2. 七、八年級全面多元社團辦理，打破班級限制由學生自己填選，提供學生開發個人潛
能、適性發展機會。
3. 利用週六及課餘時間辦理活化課程與社團學習。
4. 辦理「地理知識大會考」、
「本國語文競賽」、全校性「英語單字會考」，從競賽中提升學
生學習能力。
5. 培訓、鼓勵學生參加台南市語文競賽、科學作品展覽、繪本創作競賽、音樂比賽、資訊競
賽、各項徵文活動，體育競賽，榮獲台南市南一區 100 學年度語文競賽團體冠軍，台
南市 100 年度市長盃羽球團體冠軍。

強化生活教育，建構友善校園：
1. 推行禮貌及日行一善運動，解除髮禁及鞋襪、訂定正向管教計畫，以多元欣賞、勸說輔
導代替統一及懲罰。
2. 本學年度戶外教學訂於 11 月 30、12 月 1、2 日(畢業旅行、露營、校外教學參觀)實施，校
慶預定日期為 12/23。
3. 加強辦理暑期保護青少年青春專案活動，並獲評為全市特優
4. 增社設 3 位兼任輔導教師，每週提供 40 節專業服務，加強對學生偏差行為及個案咨商
輔導。
5. 落時實性別平等、防制校園性侵害與性騷擾及兒少保護工作。
6. 善用教育儲蓄專戶與社會資源，加強對弱勢學生之關懷與照顧，全校超過 200 位學生
需申請午餐費用補助。

改善教學環境，提供適宜的學習空間：
一、100 年已核定項目：
1.校園安全及防災設施 88 萬
2.圖書館空間改造及充實圖書設備 288 萬
3.特教車新購案 330 萬。
4.推廣閱讀活動—市府 47.5 萬
5.校園防災教育方案—教育部 20 萬
6.服務學習方案--教育部 10 萬
7.人權教育示範學校—教育部 10 萬
8.社區生活營 2 案—地檢署 9 萬
9.海洋教育伙伴學校—海生館 5 萬
10.臺江生態園區校外教學方案—市府 3 萬
11.技藝專班、技藝學程(含特教班)271 萬

二、積極爭取項目：
1.新東段 113 地號徵收案(進入徵收金額協商階段)
2.勤學樓、自強樓、藝文大樓拆除重建案(已排入教育部審查)
3.設置校園影音教學播放系統案:260 萬(已函轉教育部)
4.地下室機房遷移經費 290 萬(已向教育局提出申請)
新化體育基層訓練中新心新建工程計畫經費 2500 萬元，已經函報教育部。
以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並繼續加以支持推展。敬頌
事業大展！

新化國中 校長 林明正 報告
100.09.30

新化國中 99 學年度家長委員代表大會校長室工作報告
感謝您的熱切的支持校務，接事以來，多承校內師生、鄉親父老及貴委員會的扶持與鞭
策，備感窩心更不敢怠慢，行政與教學團隊都趨於結合，戮力已赴，校務彰顯出具體的
績效。今天是本學年度貴會的第一次正式會議，本人將近來的校務執行情形及未來要執
行、結合貴會共同爭取推展的計畫事項，分成以下幾個方面來做說明：

人事行政制度方面：在銜接、穩定、專業的原則下，本學年聘任主任如下
教務主任：鄭禎媄、訓導主任：林嘉南、輔導主任：蔡孟鴻、總務主任： 楊長春
補校主任：陳怡淇。
厲行走動管理，以行政支援教學，讓教師快樂奉獻專業，學生快樂有效學習。

919 凡那比水災復建情形
1. 感謝全體師生、家長、志工、國軍弟兄的協助，讓受創嚴重的校園能在最短的時間內
恢復正軌。
2. 地下室機房遷移及擋水牆加高工程、1F 防雨採光罩、教室擋水閘門增設改善計劃經
費共 460 萬元，已經函報縣府及教育部。

升學輔導方面：
3、 九年級升學輔導實施策略
1. 九年級應屆考生於週六輔導及晚自修已於 9 月上旬開辦。
2. 辦理模擬考（共七次，參與試題評析及常模對照），全面填卡、讀卡作業，增加學生
實戰經驗。
3. 辦理多次多元入學進路輔導說明會以及免試入學方案說明會，增加學生對學測之準
備、規劃未來升學方向。
4. 訂定學測表現優異獎勵辦法，鼓勵學子精進學習。
4、 推動多元學習活動
1. 訂定本校「閱讀計畫」，製作「閱讀護照」，充實圖書館庫藏，安排閱讀課程，鼓勵學
生達到一學期 30 本書的目標。為學生之「寫作力」紮根並獲評為推廣閱讀績優學校。
2. 七年級全面多元社團辦理，打破班級限制由學生自己填選，提供學生開發個人潛能、
適性發展機會。
3. 利用週六辦理七、八年級資優資源社團，持續聘請語文及數理相關師資，加深加廣學
力培養。
4. 辦理「地理知識大會考」、
「本國語文競賽」、全校性「英語單字會考」，從競賽中提升學
生學習能力。
5. 培訓、鼓勵學生參加台南縣語文競賽、科學作品展覽、繪本創作競賽、音樂比賽、資訊競
賽、各項徵文活動。
6. 鼓勵學生參與全民英檢、全民中檢，進行個人語文能力體檢，提昇語文程度。
5、 資訊融入教學環境建置
1. 定期更新電腦教室設備，擬定資訊計畫，提昇學生數位學習能力。
2. 辦理各領域資訊研習，培訓教師資訊融入教學能力。
3. 增設 E 化專科教室，強化學生學習群組之學習組織。
4. 建構校內數位學習平台，充實網站內容，提供學習資源。

強化生活教育，建構友善校園：

7. 學校將持續常規要求，校內常規正常化，配合校外生活指導委員會加強巡查。
學生禮貌運動確實已在校內生根落實，每天清查學生並於第一時間通知家長。
8. 解除髮禁及鞋襪、訂定正向管教計畫，以多元欣賞、勸說輔導代替統一及懲罰。
9. 台南縣國中生藥物篩檢，每班每月抽驗一人(甲基安非他命 及嗎啡)
10. 本學年度戶外教學訂於 12 月 8、9、10 日(畢業旅行、露營、校外教學參觀)實施，校慶預
定日期為 12/24。
11. 加強辦理暑期保護青少年青春專案活動，並獲評為全縣特優
12. 午餐増置營養師 1 位、每日並提供師生素食服務(20 位)。
13. 善用教育儲蓄專戶與社會資源，加強對弱勢學生之關懷與照顧，10/7、10/8 辦理台
南縣身障學生露營活動(烏山頭水庫)，獲特殊教育工作評鑑全縣特優
14. 增社設 4 位兼任輔導教師，每週提供 40 節專業服務，加強對學生偏差行為及個案
咨商輔導。
15. 本學年申辦教育部服務學習計畫，主題為環保議題，歡迎家長參與或提供意見。

改善教學環境，提供適宜的學習空間：
1. 完成圍牆解構及花圃綠離、戶外綜合活動廣場、景觀生態池與步道工程。
2. 新化演藝廳及新建 3 座籃球場已經完工啟用，成為師生及社區辦理藝文活動及休閒的
場所。
3. 新設操場 PU 跑道、活動中心羽球場新舖 PU 地板已完工使用。
4. 新化體育基層訓練中新心新建工程計畫經費 2500 萬元，已經函報縣府及教育部。
以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並繼續加以支持推展。敬頌
事業大展！

新化國中 校長 林明正 報告

新化國中 99 學年度家長委員代表大會校長室工作報告
感謝您的熱切的支持校務，接事以來，多承校內師生、鄉親父老及貴委員會的扶持與鞭策，
備感窩心更不敢怠慢，行政與教學團隊都趨於結合，戮力已赴，校務彰顯出具體的績效。
今天是本學年度貴會的第一次正式會議，本人將近來的校務執行情形及未來要執行、結
合貴會共同爭取推展的計畫事項，分成以下幾個方面來做說明：

人事行政制度方面：在銜接、穩定、專業的原則下，本學年聘任主任如下
教務主任：鄭禎媄、訓導主任：林嘉南、輔導主任：蔡孟鴻、總務主任： 楊長春
補校主任：陳怡淇。
厲行走動管理，以行政支援教學，讓教師快樂奉獻專業，學生快樂有效學習。

919 凡那比水災復建情形
3. 感謝全體師生、家長、志工、國軍弟兄的協助，讓受創嚴重的校園能在最短的時間內
恢復正軌。
4. 地下室機房遷移及擋水牆加高工程、1F 防雨採光罩、教室擋水閘門增設改善計劃經
費共 460 萬元已經函報縣府及教育部。

升學輔導方面：
6、 九年級升學輔導實施策略
1. 九年級應屆考生於週六輔導及晚自修已於 9 月上旬開辦。
2. 辦理模擬考（共七次，參與試題評析及常模對照），全面填卡、讀卡作業，增加學生
實戰經驗。
3. 辦理多次多元入學進路輔導說明會以及基本學力測驗說明會，增加學生對學測之準
備、規劃未來升學方向。
4. 訂定學測表現優異獎勵辦法，鼓勵學子精進學習。
7、 推動多元學習活動
1. 訂定本校「閱讀計畫」，製作「閱讀護照」，充實圖書館庫藏，安排閱讀課程，鼓勵學
生達到一學期 30 本書的目標。為學生之「寫作力」紮根並獲評為推廣閱讀績優學校。
2. 七年級全面多元社團辦理，提供學生開發個人潛能、適性發展機會。
3. 利用週六辦理七、八年級資優資源社團，持續聘請語文及數理相關師資，加深加廣學
力培養。
4. 辦理「地理知識大會考」、
「本國語文競賽」、全校性「英語單字會考」，從競賽中提升學
生學習能力。
5. 培訓、鼓勵學生參加台南縣語文競賽、繪本創作競賽、音樂比賽、資訊競賽、各項徵文活
動。
6. 鼓勵學生參與全民英檢、全民中檢，進行個人語文能力體檢，提昇語文程度。
8、 資訊融入教學環境建置
1. 定期更新電腦教室設備，擬定資訊計畫，提昇學生數位學習能力。
2. 辦理各領域資訊研習，培訓教師資訊融入教學能力。
3. 增設 E 化專科教室，強化學生學習群組之學習組織。
4. 建構校內數位學習平台，充實網站內容，提供學習資源。

強化生活教育，建構友善校園：
16. 學校將持續常規要求，校內常規正常化，配合校外生活指導委員會加強巡查。
學生禮貌運動確實已在校內生根落實，每天清查學生並於第一時間通知家長。

17. 解除髮禁及鞋襪、訂定正向管教計畫，以多元欣賞、勸說輔導代替統一及懲罰。
18. 台南縣國中生藥物篩檢，每班每月抽驗一人(甲基安非他命 及嗎啡)
19. 本學年度戶外教學訂於 12 月 8、9、10 日(畢業旅行、露營、校外教學參觀)實施。
20. 加強辦理暑期保護青少年青春專案活動，並獲評為全縣特優
21. 午餐増置營養師 1 位、每日提供素食服務。
22. 善用教育儲蓄專戶與社會資源，加強對弱勢學生之關懷與照顧，10/7、10/8 辦理台
南縣身障學生露營活動(烏山頭水庫)，獲特殊教育工作評鑑全縣特優

改善教學環境，提供適宜的學習空間：
5. 完成圍牆解構及花圃綠離、景觀生態池與步道工程。
6. 新化演藝廳及新建 3 座籃球場已經完工啟用，成為師生及社區辦理藝文活動及休閒的
場所。
7. 操場 PU 跑道、活動中心羽球場新舖 PU 地板已完工使用。
8. 新化體育基層訓練中新心新建工程計畫經費 2500 萬元，已經函報縣府及教育部。
以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並繼續加以支持推展。敬頌
事業大展！

新化國中 校長 林明正 報告

96.09.14 家長會校長室工作報告事項：
首先向您拜個早年，願您在新的一年萬事如意！事業興達！
感謝您的熱切的支持校務，接事以來，多承校內師生、鄉親父老及貴委員會的扶持與
鞭策，備感窩心更不敢怠慢，行政與教學團隊都趨於結合，戮力已赴，期望能彰顯出具
體的績效。今天是本學年度貴會的第一次正式會議，本人將近來的校務執行情形及未來
要執行、結合貴會共同爭取推展的計畫事項，分成以下幾個方面來做說明：

人事行政制度方面：在銜接、穩定、專業的原則下，本學年聘任主任如下
教務主任：鄭禎媄、訓導主任：高福隆、輔導主任：楊長春、總務主任：蔡孟鴻
補校主任：莊淑員。
厲行走動管理，以行政支援教學，讓教師快樂奉獻專業，學生快樂有效學習。

升學輔導方面：
1. 提升讀書風氣：極力倡導學生主動學習的目標導向，推動本校「閱讀運動」，製作「閱
讀護照」，鼓勵學生達到一學期 30 本書的目標，為學生之「寫作力」紮根。實施英語話劇、
英語歌唱比賽，國文、英語單字會考等的學習計畫，深信學生會在樂趣中強化學習，提
升實質績效。
2. 加深加廣的學習：晨間活動、假日輔導、晚自修的做法，接受家長會的建議實施，在秩
序上也拜託輪值家長竭盡全力支援，能從嚴督導，今年學測成績表現優異，第一志願
人數 21 人、248 分以上 48 人、220 分以上超過 100 人，感謝貴會的獎勵與協助。
3. 重視適性教育：推展音樂及藝術活動(管樂團、合唱團、直笛團，本年度增設吉他社、青
春熱舞社)、科學教育(數理資優社團)、資訊教育(網頁製作小組)、語文教育(語文資優社
團、本年度增設日語社)、體育活動(羽球社、田徑社)等，激發強勢智慧，並發展學校特
色。

強化生活教育，建構友善校園：
1. 學校將持續常規要求，校內常規正常化，配合校外生活指導委員會加強巡查。
學生禮貌運動確實已在校內生根落實，每天清查學生並於第一時間通知家長。
2. 解除髮禁及鞋襪、訂定正向管教計畫，以多元欣賞、勸說輔導代替統一及懲罰。
3. 台南縣國中生藥物篩檢，每班每月抽驗一人(甲基安非他命 及嗎啡)
4. 落實快活計畫，調整課間運動時間，爭取設立樂活運動站，設置科技類運動設施，提
升學生運動興趣。
5. 本學年度戶外教學訂於 12 月 5、6、7 日(畢業旅行、露營、校外教學參觀)實施，校慶暨運
動會 12 月 21 日，請貴會踴躍參與。

改善教學環境，提供適宜的學習空間：
9. 重視教室單元的學習環境：已完成全校校廣播系統、磁性黑板、班级麥克風、教室遮光、
電扇加裝等項目，支援第一線師生學習。
10. 增設桌球教室，導引學生從事正當休閒活動。
11. 新化演藝廳新建工程已經完工驗收(爭取後期軟體設備經費)，勤學樓、自強樓、特教
大樓屋頂防水隔熱工程解約發包中、北院宿舍拆除增設球場發包中。
12. 完成體育班學生搬進活動中心，改善住宿環境。

~續接背面~
歡喜慶豐收---95 學年度對外競賽成績
1. 本校師生團隊參加網界博覽會專題研究網頁製作獲台南縣優等、全國第三名、國際賽白
金獎(最高榮譽，師生榮獲陳總統召見，鄭桢媄主任、周桂名老師、葉怡菁老師)

2. 本校學生參加台南縣語文競賽，榮獲溪南區國中團體第 2 名。縣長盃語文競賽：朗讀第
二名（蘇菁美）、寫字第三名（何昀瑋）、作文第三名（蔡易霖）
3. 本校學生參加台南縣編織故事繪本創作成績優異，包辦第 1、2、3 名及佳作多人。
4. 台南縣學生美展：漫畫組第一名（康勻馨）、佳作（楊巽堯、何昀瑋）、水墨畫第三名
（林子豪）、書法第三名（何昀瑋）。
5. 本校學生參加台南縣音樂比賽成績優異，管樂團榮獲第 1 名、全國優等；直笛團榮獲第
2 名、合唱團第 6 名。
6. 榮獲台南縣科展優等獎、議長盃數學競試國中組第 1 名（標彥辰）。中華民國網路數學
競賽優選（鄭鴻翔）。
7. 本校學生參加縣中運成績優異，女生總冠軍、男生第 2 名。全中運女子團體第 2 名
8. 本校接受台南縣體育、衛生、午餐、環境教育聯合訪視，各項成績特優，總分全縣第 1。
9. 本校接受台南縣學校秩序及綠美化評比，榮獲優等，獲頒獎金 2 萬元。
10. 本校接受台南縣母語日教學活動獲評比，榮獲台南縣縣特優學校。
11. 本校接受台南縣鄉土語言教學訪視榮獲特優，並代表台南縣獲教育部評定為全國績優
學校。
12. 本校接受台南縣性別平等教育訪視榮獲特優，並代表台南縣獲教育部評定為全國績優
學校。
以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並繼續加以支持推展。敬頌
事業大展！

新化國中 校長 林明正 報告

台南縣立新化國民中學家長會會議紀錄 NO.2
1、
2、
3、
4、

開會時間：94 年 09 月 16 日 19：00
開會地點：本校行政大樓簡報室
主持人：郭會長 進光 紀錄：蔡孟鴻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列席人員：校長及各處室主任。
5、 主席報告：
今天是新學度第一次見面，特別要感謝近年來各位先進對小弟的支持與厚愛，各項家
長會業務乃能順利推展。尤其樂見新化國中教師服務品質日益增進、各項學藝活動欣欣向
榮、教學績效豐碩。
今天有兩個任務，首先請大家審議上學年度的經費收支報告結算，其次就是改選家長
會長…等。
再一次感謝大家！祝福家家戶戶美滿！
以下就按程序召開本學年度第一次家長會！
6、 討論事項：
（1） 有關家長會在上學年度的各項收支明細，詳如書面資料（如附件），請審議。
決議：審議後，照案通過。
（2） 有關下學年新任會長改選事項。首先敬請大家提名人選？請討論。
決議：全場出席人員，鼓掌通過，由 先生當選為本校本學年家長會長；同時為
教評會委員、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委員。
7、 處室業務工作報告：
（1） 教務處工作報告：（如教務處鄭主任書面報告及口頭補充說明）
（2） 訓導處工作報告：（如訓導處高主任書面報告及口頭補充說明）
（3） 輔導室工作報告：（如輔導處蔡主任書面報告及口頭補充說明）
（4） 總務處工作報告：（如總務處蔡主任書面報告及口頭補充說明）
（5） 補校工作報告：（如補校莊主任書面報告及口頭補充說明）
（6） 校長室工作報告：（如林校長書面報告及口頭補充說明）
8、 臨時動議：
9、 主席結論：
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今後本人將本著悉心求教，繼 會長的基礎努力為大家服務，
結合大家群策群力來協助學校，同相鼓勵，支持校務推展。謝謝大家！
散會：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