簽
於臺南縣新化國民中學總務處
主旨：本校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校務會議紀錄，請核示。
說明：
一、時間：101 年 8 月 29 日上午 9 時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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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學：很高興參加新化國中校務會議，有任何建議請不吝指教。韓校長是位
優質的校長，曾獲得師鐸獎、金安獎、春暉專案獎，在在顯示行政上的領導
能力，期許各位在與校長的奮鬥下，共創新化國中的尊榮感，走出去可以大
聲的告訴社區，
『我是新化國中的老師』
。希望大家努力，行政上互相幫忙，
教育上期勉各位發揮專業的教育理念，市長的決策，即使覺得有些不妥的亦
要對外發言一致的，為政策辨護，即為行政的專業理念，以打造新化國中的
尊榮感，亦期許各位老師能了解教育的變化，展現老師專業的角色，打造新
化國中的尊榮感。較大的教育政策上：包括 12 年國教如火如荼的推行，不
論外界批評如何或質疑，而目前政策是已定了。期待學校行政單位，多跟老
師報告整個政策的流程與政策決定。最重要的有適性教育，希望輔導室能幫
忙着力，再者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政策亦是很重要的，這與新化國中的尊榮感
有很大的關係。勉勵在校長的領導下，新化國中能好還要更好，亦期許老師
對行政如有建議，行政能廣納建言。最後以曾國潘：「與其在外搖旗吶喊，
不如躬身自請。」如對新化國中有很大的期許，不如加入團隊共創尊榮。
六、校長兒少保護宣導：包括：兒少法、家暴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單元，含
蓋：辨識、通報二主題。（略）
七、討論提案
1. 校長：（1）感謝督學對我們的期許。很榮幸來到新化國中服務，對於教育的
熱忱及初衷是不會改變的，凡事持 200 分的準備，100 分的展現。或許在階
段上有不如意的地方，請各位同仁多給建議與意見。新化國中是優質的學校，
有很多的特點。暑假期間包括管樂、合唱、語言競賽，許多老師犧牲自己的
時間，來指導學生，感謝這些老師的付出。（2）校長行政會議上交代，有關
兒少法，每位老師於 10 月底前均要上教育部數位學習網站測驗；性侵、霸凌、
品德教育，學校應加以落實；國家防災日於 9/21 上午 9：21 防災演練督學親
自到校施測。（3）新任老師介紹（略）。
2. 教務處周戊森主任：很榮幸能有機會回到新化國中來服務，往後在各方面還
請各位同仁多多指教與幫忙，若有服務不及的地方尚請多多包涵！（1）本學
期之第八節及週六社團活動調查表，煩請各班導師代為宣導及幫忙收回條，
以確保開課時程能如期進行。（2）課表上之各相關科目請同仁能依科目內涵
授課以確保學生之學習權益。（3）彈性課程及社團方面，希望各位同仁能依

課程計畫內容授課，以發展本校之特色課程並達學生多元學習之目的。（4）
班級教學計劃請於 9/14 前上傳。（5）從 8/31（五）起開始上第八節。9/4-5
進行九年級第 1 次複習評量、八年級暑期複習評量及地理知識大競賽。考試
時間表將於開學日公佈至各辦公室及各班。（6）校內八年級小團體英語歌曲
比賽訂於 10/5(五)舉行；台南市國中數學競賽校內初賽訂於 10/23(二)舉行，對
象為九年級；校內語文競賽訂於 10/31(三)舉行。（7）校外競賽日期：請各組
指導老師協助加強集訓，爭取優秀成績；台南市語文競賽：9/16(南一區賽)
及 10/5、7(分區決賽)。（8）本學年度預計定每週二為「母語日」，實施晨間
廣播，實施對象為 7、8 年級。（9）2013 年「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資料庫」
(TASA)國中二年級正式施測日期為 102 年 5 月 15 日，請各處室避免當日安排
學生事務。（10）請導師協助持續追蹤未到校且未完成註冊手續的學生。(若
有連續三日無故未到校的學生，請告知註冊組，將通報中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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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修訂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將於本學年度實施，今年新
生日後畢業都須於七大領域中有四大領域的總成績在丙等以上才能具有畢業
資格。如成績打零分計算者，要有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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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任何關於獎助學金問題，可與註冊組聯繫。)（14）教具煩請
老師兩週內自行到輔導室旁團輔室領取。（15）閱讀計畫本學期繼續實施。
（16）因應舊校舍拆遷，部分 e 化教室規劃為新生班級教室，原有的自然 e
化 2 教室與社會 e 化 2 教室，將搬遷至勤學樓西側二樓(烘焙教室樓上)；國文
e 化教室則搬遷至大穆降大樓三樓社區大學旁的空教室(9 年 10 班隔壁教室)，
預計在第二週開放預約使用。（17）暑假期間非常感謝鄭璧珣等老師指導學
生參加 2012WRO 國際奧林匹克機器人大賽。（18）教育局規定教師每學年應
至少有 6 小時的資訊素養知能研習（包含 1 小時資訊安全研習），教育部數
位學習平台的線上學習亦可。（19）學期初請檢查個人網路資料是否異動，
若有異動務必上學務系統更正。（20）任教本學期資訊課程的老師上課前請
參考資訊教學，進度可參考彈性課程電腦課程計畫，並注意電腦教室使用注
意事項。（21）每位老師每學年至少要有參加精進教學計畫相關研學 6 小時，
包含各領域的分區到校諮詢服務 3 小時，亦可跨領域研習或專業學習社群，
惟全銜要加上精進教學計畫。另為配合專業學習社群課程，可請各領域老師
於領域會議討論發展出一些教材或教案，供同仁共同使用。
（22）第 8 節課、
週六及寒暑假輔導課費用，是否統一調整為 450 元請討論。
（23）因配課問題
有些七年級班級由代課或兼課老師授課。
（24）本學期週六設有值班人員，為
方便連繫置於教務處，原則由兼職行政人員及九年級導師輪值。
（25）本學期
籌劃申請藝術與人文的深耕計畫，項目以表演藝術為主。
3. 訓導處吳松林主任：（1）朝會升旗：星期一第一節無週會且天候良好則 7：

30 全校集合朝會，星期四 7：30 七八年級集合朝會。（2）9/10 及 9/17 防災
預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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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室佈置：班級教室佈置辦法已發八年級導師，請導師協助督
導學生佈置，原則上七、九年級不須佈置、但須維護並更新張貼資訊，預計
於第九週 10 月 24-26 日評分。（4）幹部訓練：訂於第 2 週 9 月 3 日（一）第
三節於學生活動中心辦理，請各處室及各班導師配合辦理；另因各班級班務
管理各異，發展出各種有創意的幹部名稱，造成建檔作業困擾，所以自本學
期起，幹部證書發放名稱以訓導處公告為主，也請導師控制擔任幹部人數。。
（5）化妝進場：配合 12 月 21-22 校慶運動會，特教班及八年級負責「化妝
進場」項目。（6）校外教學：九年級校外教學活動訂於 12 月 12、13、14 日
（星期三、四、五）辦理，預計將於 9 月完成招標工作。（7）社團選填：為
能更有效率的排定七、八年級學生社團名單，本學年度改變社團選填辦法。
（8）開學第一週會發放【家庭防災卡】，會集合班長至學務處領取，再請導
師幫忙協助發放，學生領到家庭防災卡後填寫完畢請黏貼於聯絡簿上。（9）
請導師於班上加強宣導遲到十次記警告之規定。（10）開學第一週為友善校
園週，預計推行「微笑禮貌運動」。（11）教育部立法規定所有教師、職員、
教練、工友等學校工作人員與學生，每年年底前須參與 4 小時環境教育研習，
請各位老師年底前務必參加校內或校外共 4 小時環境教育研習以避免觸法。
（10）今年環境教育申報修正為雙軌制。（12）歡迎七、八年級老師推薦班
上具服務熱忱及環保概念之同學參加學校環保小志工，表現良好之同學我們
將給予記功嘉獎或開立志工服務證明(兩者擇一)，有利學生以後升學。（13）
校慶運動會預定於 12/22(六)舉辦，12/21(五)為校慶運動會預賽，比賽項目將
另外公布。（14）感謝新任生教組長葉乃菁老師及訓育組長吳碧芸老師加入
學務處行政團隊。
4. 校長提示：（1）防災演練各老師參與現場指導學生。（2）最有利標原則為目
前採購趨勢，以控制品質。（3）環保志工校內原則自主，校外採認可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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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替代役、緩起訴等支援人力，
務必與我們的學生保持適當的距離。（2）自本學年度起，性平會執行秘書學
務主任擔任。（3）101 學年合作式技藝學程開設：食品職群、動力機械職群
（上學期）；設計職群、電機電子職群（下學期）。自 101 年 9 月 6 日起，每
星期四下午帶領學生至合作學校（慈幼工商）上課。技藝專班(914)自 8 月 31
日開始上課，每星期三、五上課，由殷耀玉老師帶隊。（4）本學期二年級之
隔宿露營時間為 12 月 12、13、14 日（星期三～五）
，在走馬瀨農場舉行，已
開標完成，感謝總務處的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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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涯輔導紀錄手冊，開學後請一年級導

師交置資料組。（6）今天（8/29）校務會議有開研習（生涯 2 小時及家庭教
育 2 小時）。（7）教育部「推動學校兒童及少年保護機制線上學習課程」，請
學校校長、主任、組長、老師於上網登錄研習時數至少 1 小時，教育部將統
計受訓比率。（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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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本學年聘請：
專任輔導老師：蘇淑芬老師。兼任輔導教師：黃士益老師、林惠琇老師擔任，
感謝他們的參與。（10）輔導室於 101.9.3—1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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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特教組於 101.10.22—101.10.26 辦理特教宣導月-愛心發票捐
贈活動。
（12）輔導室於 101.11.19（星期一）第 3 節邀請由自閉症團員組成的
「星星王子打擊樂團」蒞校表演，將集合全校學生至活動中心，歡迎全校教
職員踴躍參加。
（13）配合 101 學年度特教宣導月-班級特教影片宣導活動。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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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特教班點心義賣活動」於週五及校慶時間辦理。
（16）
（17）學習障礙學生鑑定將於期初開始作業，煩請國一、國二導師及相關任
課教師持續協助鑑定工作。
6. 總務處楊長春主任：補充依據校園性侵害、性騷擾防治辦法，舉行校園空間
安全檢視說明會，本校繪有校園危險地圖，請導師向學生宣導不要前往危險
區域。（1）為配合本校「老舊校舍拆除重建工程」
，教室及辦公室會有

暫時之搬遷，屆時教室調配與活動空間將造成不便,請同仁共體時艱多
多包涵，目前已進入細部設計階段。
（2）本校已報廢之學生特教專車近
期內將拍賣（預計在 9/3 學校網路公告）歡迎有興趣之同仁上網瀏覽。
（3）各班打掃區域裡，如果在牆壁邊緣、磁磚、連鎖磚之間、水溝附
近雜草等，拜託打掃時，請同學們一併清除。（4）各級行政機關及學校
「四省（省電、省油、省水、省紙）專案」計畫：節約用電目標：執行
單位每年用電量以較前一年減少 2%為原則，請全校師生配合節約用
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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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辦公室請協調一人負責開、
關冷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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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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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新生不要太早到校，因學校
保全系統於上午 7：00 解除。
（7）另各班級多餘之課桌椅請搬至工友室
集中保管。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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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星期四 ）前交回總
務處。
7. 人事室張玲鳳主任：（1）台南市教師聘約要點因尚未訂定定成，各校延用各

校之教師聘約要點，其中運動教練增列觸犯刑法第 27 條規定及違反校園性
侵、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78 條規定。（2）子女教育補助請同仁.於 9/20 前提出
申請。
8. 會計室蔡蕙英主任：（1）8 月份導師費誤發為 3000 元，多了 1000 元，於 9
月份改正。
（2）班級費於新學期因經費拮据不再發放。
（3）從 101 年 8 月起，
不休假加班費由原 5 天改為 3 天。
9. 教師會吳松林會長：（1）有關性平法，如老師對學生牽涉性騷擾或性 洩、
性侵害，將遭解聘；如有任何性平事件，要儘速通報以便 24 小時內校安通報
處理。（2）因班級費 500 元取消，八年級比賽需用之紙張如海報紙，可由學
務處提供。
10. 輔導室蔡孟鴻主任補充：性平事件發生向學務處申訴後，三工作天內需召開
性平會。
11. 教務處周戊森主任補充：（1）介紹新組長，註冊組長：陳敏銓老師、設備組
長：徐麗斐老師。（2）上學期本土文化及本土語言，融入校 課程設計，新
領域召集人為進一歩了解，可與教學組連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