簽
於臺南市新化國民中學總務處
主旨：本校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錄，請核示。
說明：
一、時間：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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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校長室、教、訓、輔、總、人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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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追蹤：有關前次校務會議提議是否學校需成立招生委員會一案，決議：
招生部分，後來著重在管樂團親臨至國小，直接現場表演給小六生觀賞，另
該國小畢業之學長姊回母校宣導本校之優勢及本校老師直接入班宣導。
2. 校長：新夥伴介紹：代理老師:楊依庭老師(數)、顏莉玲老師(家政)、何明哲老
師(歷史)。如教學上遇有瓶頸，可跟學校密集連繫；另處室部分變動，教敄
處由吳松林接任主任，學務處則由葉乃菁主任接任。
3. 教務處吳松林主任：（1）有關『臺南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志願序、多元學
習表現、均衡學習、就近入學、國中教育會考等項目積分宣導說明如學校網
路公告之「臺南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
。
（2）請各領域召集人，
於 9/5 前將平時評量履歷表交予註冊組。（3）臺南市 103 年度國語文競賽將
於 8/30(六)新化國小及仁德國小進行預賽。
（4）本學期因應教育部規定，將開
辦補救教學課程，預計開設班級數將研議，請國、英、數教師能踴躍加入補
救教學團隊。（5）103 學年度教師課表已上傳學務系統，請各位老師至學務
系統查詢。為利於資源班排課，請欲調動課程教師請於 9/3(三)放學前告知教
學組，逾時將不予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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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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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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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資料袋中將附上八、九年級各班未達畢業標準
學生家長通知單，請導師協助定在學生聯絡簿以確實告知家長，並回收家長
回條。（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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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請您補登，這樣，也會造
成同仁的麻煩。謝謝大家配合。（9）開學當天教科書發放地點為圖書館最西
側的圖書 e 化教室，第一節課 8、9 年級，第二節課 7 年級，請學生先到圖書
e 化教室走廊集合。（10）上學年期末七、八年級未完成閱讀護照，於暑假
也未返校完成的同學，教務處將記警告乙次作為處罰。（11）本校首頁網址
將更改：http://x.shjhs.tn.edu.tw。（12）本校 email 已改用臺南市教育局資訊中
心提供的電子郵件，教育部雲端電子郵件，或者申請本校的 Google 應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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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七、

八年級布幕投影機，可以使用時再通知大家。
4. 學務處葉乃菁主任：（1）本學期訓育組有申請校外教學補助計畫，名額只有
一個班級，將提供給八年級，如八年級導師有意願帶領學生參加校外教學者
(行程由學務處排定)，請向訓育組報名。（2）教室佈置：本學期教室佈置由
七、八年級負責，學務處提供每班 400 元教室佈置經費，教室佈置所需使用
的壁報紙，學務處會統一提供，各班無需自行購買。（3）校外教學：九年級
校外教學活動訂於 12 月 10、11、12 日（星期三、四、五）辦理，預計將於 9
月完成招標工作（本學年度將採用最有利標方式決標，得標金額會在通知），
相關流程將於 9 月後陸陸續續承辦，屆時請九年級導師協助辦理，謝謝。（4）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未完馬上接下學期第一週，從 1/21 至 1/27，上學期
第 21 週的導護老師只站二天 1/19 及 1/20，接著為下學期第一週的導護老師。
（5）本校於 9/15 防災演練第一次預演，9/19 上午 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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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學生地址有變動者，
請通知學務處幹事，以利學生獎懲及曠課紀錄的通知。（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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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印發學生貼於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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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今年度校慶運動會 12/26 舉辦，預賽預定於 12/25，拔
河預賽預計於 11 月辦理，比賽項目暫定有 100 公尺、200 公尺、800 公尺、
400 公尺接力、大隊接力、拔河賽、趣味競賽等，各班可提前準備。化妝進
場由八年級學生參與，有提供前 6 名 400 元至 1000 元之獎金，化妝進場之成
績列入校慶總錦標積分。
（9）本校今年度預定繼續承辦台南市體適能檢測站，
八年級學生每人都需要參加檢測，九年級未檢測或想再次參加檢測者會再行
調查，預計辦理時間為明年 1 月。（10）如班上發現有腸病毒學生，請在家
休息七天，如一週內同一班級有三分之一學生感染，該班須停課七天。（11）
各班多元學習表現，導師可進入「多元學習系統」了解各班的成績，獎懲紀
錄、志工時數等等。
（12）徵求環保小志工：請九年級導師推薦「耐操(認真)、
好凍(負責)、拚第一(肯任事)」且有服務時數需求的同學到衛生組應徵環保小
志工，每班 1~2 名。（13）交通糾察隊十分缺人，請各導師踴躍支持推薦，
八年級各班請推薦 1-2 人至生教組，九年級導師如有人選也請踴躍推薦。
（14）
新生及八、九年級如要提出午餐減免者，請連絡午餐執秘。
5. 教務處吳松林主任補充：（1）從這屆七年級開始，週六課上整天，九年級週
六課從第一週 9/6 開始上至 1/24。（2）七、八、九年級第 8 節課，原則每位
學生均要上。（3）教專評鑑調查單，填寫後交回。
6. 學務處葉乃菁主任補充：
（1）今年環境教育學習護照資料，於 10/31 前完成。
（2）志工時數如有要報名五專者，學習時數要滿 56 小時。（3）這學期開始
掃地區域變更（如附圖標示）。
7. 總務處楊長春主任：本校「老舊校舍拆除重建工程」目前施工進度及施工情

形，有任何問題可提出請廠商直接說明。廠商蘇先生報告及說明（略）
。校長
指示：如對於廠商之施工情形還有任何問題再直接反應解決，另校園有菸害
防治法問題，請廠商工程施工人員，不得在校園內抽菸。學務處葉乃菁主任
補充：校園開學工程尚未完成前側門不開放，上下學時學生由前後門進出，
以策安全。
8. 輔導室蔡孟鴻主任：
（1）九年級技藝學程選修：預計 9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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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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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 月
22—28 日台南市國中技藝競賽，本校選手預計 1/17（六）、1/18（日）到合
作高職進行集訓。預計將於 104 學年度申請九年級技藝專班，徵詢有意願擔
任導師之教師 1 位。（2）今天預計 11：00 召開【102 學年生涯發展教育課程
小組暨級導師】成果彙辦及訪視（教局規劃於 9/22—10/9 選擇 1 日到校）說
明會，地點簡報室，請有收到通知 的老師記得參加。（※102 學年的生涯教
學檢核表，填寫完請給洪素蕙老師）（3）輔導老師：本校輔導室目前編制有
專輔老師 1 位－劉禎芸老師（tel：257）；兼輔老師 2 位－黃士益老師、林惠
琇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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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下載使用），然後交給本校受輔學生「個案管理人員」--專輔老師，以利
進行分案輔導。（4）八年級各班之高職參訪活動，預計於 104 年 1 月 20 日
休業式之早自修及第 1、2 節辦理，參觀本校技藝學程合作高職慈幼工商。（5）
本學期二年級之隔宿露營時間為 12 月 10、11、12 日（星期三～五），在走
馬瀨農場舉行。本次戶外教學活動帶隊老師所遺留之課務請教務處安排留校
教師代為處理。另本次因特殊事由未能參加的學生，需到校自修者請在由各
班導調查後將名單送至輔導室，集中在一個地點由教務處安排老師監督自
修。（6）本學期輔導室爭取到「超越達人前進校園」公益講座，因配合籌辦
人員檔期的關係，活動安排在 11/28（五）下午第六、七節，當天是第二次段
考第二天，配合活動進行，段考時間會稍做調整，感謝教務處、學務處鼎力
幫助，屆時還請任課老師隨班督導學生並協助管理秩序。（7）麻煩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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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黏貼在生涯手冊第 7 頁和第 13 頁。另外，本學期生涯手冊的檢核增加了獎懲
制度，請導師在檢核表上推薦優良名單與確認缺交名單。（8）管樂團下星期
選社團，九年級管樂社團仍在合作教室上課，這學期導二、三管樂同學請假
如公假者即社團時間，要簽名交予學務處。另義工團調查，導一調查完成後
請交予輔導室。1/28-1/30 學校八年級有 40 位同學，將至遠東科大參加機器人
科學營。七年級有意參加管樂團者，歡迎踴躍參加。（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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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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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會導師。（1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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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友善校園宣導有獎徵答活動於 103.9.2—10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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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星星王子打擊樂團於 104.1.19（星期一）第 2 節蒞校表演，
屆時將調查各班參加意願，歡迎全校教職員踴躍參加（將於學習護照登錄研
習活動）。（14）『服務特教(班)學生―愛心小天使活動』將不定期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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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特教班點心／陶藝作品義賣活動」於校慶當日辦理，義賣所得將捐贈本校
教育儲蓄戶，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與。（16）教師若發現貴班學生持有新制
「身心障礙證明」文件，請隨時聯絡家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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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家萍。
9. 總務處楊長春主任：
（1）地震防災宣導（略）
。
（2）目前學校保全係統由新光
保全負責，請位於一樓的班級放學後務必把門窗（含上氣窗）上鎖，以免宵
小入侵；二樓以上的班級氣窗也請要關緊，以免風吹窗簾觸動保全。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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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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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置放於南北二棟懸接走廊邊由學校處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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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星期三 ）前交回總務處陳萩師小姐。
10. 學務處葉乃菁主任補充：（1）開學後側門值週導護延後。（2）開學第一天不
強制學生穿制服，因當天要進行校園打掃清潔工作。
（3）12 年國教超額比序
修改，獎懲取消上限動作，另於導師會報討論。（4（5）
11. 會計室陳美如代理主任：首先主任因市府主計處有重要會議要開，向大家告
假。（1）感謝特教組師生將特教義賣所剩餘款 14368 元捐贈本校教育儲蓄專
戶。（2）依據市府主計處函文修訂有關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a 旅費分為
交通費、住宿費及雜費（刪除膳費）住宿費需檢據覆實報支（取消未檢據得
支 1/2 的規定）
12. 人事室吳國財主任：
（1）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七條及第
八條規定及「校園霸凌防治準則」第六條至第九條規定暨不得觸犯刑法第二
百二十七條規定宣導：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七條及第八條

規定。
（2）代理老師上班時間，為上午 7：45 至 12：00，下午 12：15 至 16：
00。本校導師上午 7：30 至 8：00 為超勤時間。（3）有關敘獎採自主管理辦
法。（4）9/1 上午 11：00 於活動中心開學典禮，請編制內員工除有要公，一
律出席簽到參加。（5）子女教育補助請依規定提出申請。
13. 校長：（1）有關校內導辦公室電話，下午開始遷，星期一即可使用。（2）有
關冷氣機因綠色環保問題，目前尚不能使用，往後目標爭取換新安裝分離式
冷氣機。（3）因少子化關係，招生努力把學區想就讀他校的學生留下來，再
與教務處及部分老師商討具體事宜。（4）依老師建議方向爭取加蓋機車棚。
14. 提案：（1）請同意增加考核會委員人數 1 人，並以候補委員第一順位郭明和
老師(男性)遞補，以符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 1/3 以上，其任期自 103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3 年 8 月 31 日止，請 審議。議決：照案通過。
（2）通過「臺
南市立新化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作業要點」。議決：照案通過。
15. 教務處吳松林主任補充：班級課表有微調，以學校學務系統公布者為準。
16. 結束時間：同日上午 1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