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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全校擴大會報紀錄 

時    間： 109年12月10日(星期四) 上午7時30分 

地    點：本校行政大樓3樓 

主    席：張校長鑑堂                                         記錄：梁昭君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各單位報告：  

一、教務處報告： 

教務處 

主  任 

1、這星期持續施測科技化評量，感謝國英數老師，教務處每節皆會派人
協助老師。 

2、本週是作業抽查週，本學期榮譽卡取消，改採記功嘉獎方式。 
3、剛剛發下第2次複習考的時間(如附件1)，這次複習考時間有做異動，

請大家注意！ 
4、下星期二是教學正常化訪視，沒有課的老師可能會被邀請座談，屆時

教務處會通知老師。 
5、前瞻計畫網路都已經提升，20台觸控螢幕及 11單槍更換，協調廠商

寒假施作，儘量不影響到教學。 
6、縣府要求做停課不停學計畫，感謝彥清老師的協助，建立了各班的雲

端教室，建議老師在星期五以前派遺一份作業測試。 

教學組 

1. 請各班國英數老師在學生施測科技化評量的時候派遣作業給毋須施

測的孩子完成。 

2. 12/7(一)至 12/18(五)為本學期作業抽查，抽查時程已公告於各班

級、辦公室。 

3. 作文抽查改至 12/24(四)。 

4. 作業抽查因應榮譽卡取消，經由校長同意更改以下獎勵，請導師鼓勵

孩子努力為班上爭取榮譽。 

初檢 七科全通過(作文不算) 全班小功一次 

初檢 五~六科通過(作文不算) 全班嘉獎兩次 

初檢 三~四科通過(作文不算) 全班嘉獎一次 

5. 為因應110會考屏東區作文加入計算，本學期增加作文抽查，也麻煩

國文老師針對學生該篇文章的問題給予具體建議及回饋，讓學生能確

實增加寫作實力。 

6. 第二次段考作弊行為較多，請監考老師多留意考試時的狀況，也請導

師多多宣導。 

註冊組 提醒各位老師，第二次段考成績請於12/10(四)放學前登打完畢。 

設備組 1.前瞻計畫網路 100M 升級 300M 已完成驗收，依據規劃，行政區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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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皆布有無線網路。 

2.前瞻智慧教室教學設備建置設備運送及施工日期如下： 

貨運送達日期：12月 10日(星期四) 放置地點：學務處旁中庭，教務處

會再請學生搬至含真樓 3樓檔案室存放。 

(1)電腦主機31台 (2)投影機11台 (3)LCD電腦螢幕11台 (4)鍵盤滑鼠

組31組 

施作日期：12月12日(星期六) 

75吋觸控黑板20台，預計1月運送及施工。 

3.前瞻創新應用智慧教室，本校第一次徵件申請核定 1 間(兩班三組教

室)，第二次徵件申請核定1間(電腦教室一)，計2間教室，預計於12

月底施作並完成結核。 

4.充實國中小圖書室十萬元領據已寄出，書籍採購中。 

5.線上課程目前由尤彥清老師協助依照班級開設並將學生加入，電腦老

師協助於電腦課帶 7、8、9 年級學生登入。請大家配合於本週出線上

作業，並要求學生完成，以維護疫情爆發，學生在家受教權益。若有

老師需要協助，可再跟設備組約時間。 

6. ICRT英語廣播，為配合本校學生程度，已更新為初階版本。另麻煩行

政同仁盡量避開週二、週五用餐時間，以維持收聽品質。麻煩老師協

助提醒學藝股長週五中午收聽完記得將資料袋繳回，以利教務處查看

收聽情況。 

7. 下學期 1092教科書預計於 1月送達生物實驗室，1091教科書費用預

計於年底完成結核。 

8. 圖書館書櫃及布告欄已完成施作，後續財產編列及核銷再麻煩相關同

仁協助。本週閱讀推動課張韻老師會帶七年級學生步行至鎮公所進行

參訪並協助學生辦理借書證，感謝各處室同仁協助留意學生外出之安

全。 

9. 12/16（三）中午12:30將進行「班級書箱交換」，請導師協助指派兩

名學生，將書箱、書箱內容單、借閱紀錄單帶至圖書館，謝謝導師的

協助！ 

1/4（一）起停止學生借閱，清點書籍。 

1/6（三）中午12:30回收班級書箱，請導師協助指派兩名學生將書箱、

書箱內容單、借閱紀錄單帶至圖書館。 

二、學務處報告：  

學務處 

主  任 

1. 上週火災事件如同line上發佈說明一樣，一群學生在體育館地下室玩

火引起火警，目前已進入司法程序，校方靜候審判結果。校園安全是

恆春國中每一位教職員的責任，學生有任何違規之行為，可以就近制

止，或是校園設備有損壞且不即時維修會有事故疑慮的，請大家盡快

與相關處室聯繫維修，讓校園安全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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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校園安全著想，未來家政教室以外的教室不能使用卡式爐。 

3. 明年110.03.06 學務處將承辦屏東縣35童軍節活動 

4. 請老師督促孩子上學不要遲到。 

5. 副班長連絡簿比較不確實，造成學務處與表單點名狀態不同，請老師

多注意。 

6. 109年的代導費用，學校預計在12月底或1月墊付。 

訓育組 

1.12月訓育組大活動 

（1） 12/23(三)第3、4節舉辦「七年級校歌比賽」 (八年級觀賽)。 

（2） 12/25(五)第5-8節進行「歲末聯歡合作盃才藝競賽」。(全校)由

任課老師到場協助班級管理。   

   九年級因7、8節為社團課，由導師協助(會將鐘點費做給導師)。 

       也麻煩請導師督促班上同學加緊練習，辛苦了! 

2.預計於12/18(五)前完成聯絡簿抽查。 

體育組 

1. 下周起進行班際球賽，因12月分活動相當多，所以比賽可除了班周會

課，也可能使用到早自修或部分藝能課。另今年外操場進行棒球場整

建工程，八年級競賽改成羽球比賽。 

2. 12/8(三)-12/11(五)校內中小聯運開始報名。 

3. 109.12.11(五)恆春工商校慶邀請本校學生參與大隊接力，校方將派

901班18名學生參加 

健康中心 

1. 時序進入冬季，因應政府 COVID-19防疫措施，自 12月 1日起出入八

大類場所務必要戴口罩；其規定場所為(1)醫療照護(2)大眾運輸(3)生

活消費(4)教育學習(補習班或安親班)(5)觀展觀賽(6)休閒娛樂(7)宗

教祭祀(8)洽公。 

學校部分繼續依照政府規定實施目前防疫措施，但若有感冒症狀者須戴

口罩；生病在家不上班不上課，避免校園內發生群聚傳染等情形發生。 

2.7年級新生健檢檢查報告已於禮拜二(12/8)發給各班，煩請 7年級各班

導師協助提醒需複檢的同學們攜帶複檢單及健保卡至恆春基督教醫院

小兒科門診掛號檢查，於本學期末(1/15)前將檢查報告回條繳回健康中

心以利彙整，班上若有學生尚未領到報告單者為初檢未完成故未拿到報

告單，待檢查結果完成再行補發。 
3.上述報告若有任何疑問，歡迎至健康中心洽詢；感謝各位導師及教職同

仁們的協助與配合，謝謝!! 

午餐秘書 
1. 請導師加強宣導，抬餐桶時，要看清楚勿抬錯班級。 

2. 自110年1月1日起，午餐菜單將標示『本校一律使用國產豬肉』。 

三、總務處報告：  

總務處 

主  任 1. 有申請借住眷舍的現職同仁，尚未繳交該戶終止用水用電證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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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請儘速繳交至總務處，感謝配合！ 

2. 請各位同仁節約影印用紙的用量，若有大量影印需求者，請多利用

油印。 

四、輔導處報告： 

輔導處 

主  任 

1.七、八年級露營已完成招標，由大愛旅行社負責承包。 

(1)請七、八年級導師協助指導學生進行活動小隊、帳篷分組。活動

小隊每班至多4個小隊（男女混合編隊），帳篷分組以4-6人為

原則（男女區分），每班至多6帳。 

(2)擇期召開露營活動籌備會議，請導師務必出席。 

(3)露營活動日期110/01/18-20，費用每人2250元，每班全免補助1

人。 

(4)家長同意書，討過後再發下。 

2.技藝博覽會於109/12/12在屏東市千禧公園舉辦。 

(1)因多名學生放棄參加資格，再度開放學生報名參加，有意參加者

請至輔導室領取家長同意書。 

(2)尚有一名教師員額，有意協助帶隊之教師請至輔導室登記，可以

敘獎。 

3.特殊生個案會議訂於 109/12/17召開。因個案會議不宜邀請所有相關

教師出席，故採代表教師出席，與會教師可先收集相關意見於會議上

進行討論。 

4.IEP會議將採分年級召開。 

(1)感謝大家對特殊生的關懷，縣府函示學校應成立每位特殊生的專

業輔導團隊來協助學生的學習，但因本校須受輔人數過多，在會

議的召開上有其難度，但仍會就學生個案來進行討論。 

(2)期末將會分年級召開IEP會議，邀請導師及家長出席，想進一步

了解學生的老師亦可出席，共同參與擬定學生的輔導計畫。 

5.家政教室開放規劃。 

(1)為避免公安意外之發生，教室不得使用卡式爐或電磁爐來進行烹

煮課程，遂逐步開放家政教室來供教師課程使用。 

(2)家政教室因財產分屬不同單位，需時間來討論開放使用之規定，

請教師靜候公告。 

(3)若教師有教學上之需求，家政教室現能提供空間讓學生來上課，

但器材部分仍無法提供使用。有需要之教師請務必提前向輔導室

提出申請，避免衝堂。 

6.學生無故缺課達49節需進行長期缺課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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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中輟防治相關法規，學生累計無故缺課達49節需通報強迫入學

委員會。 

(2)目前學校已有多名學生已達通報標準，多數為未完成請假手續。

學生出缺席記錄以學務處系統產出報表為正式文件，學生雖有口

頭告知請假，但未遞送假卡仍視為無故缺課，所以需請導師協助

指導學生負起責任完成請假手續。 

(3)各班未完成補請假作業之同學請儘速完成，輔導事仍會依規定進

行通報。 

7.大金空調冷氣清洗培訓課程。 

(1)大金空調於恆春工商開設冷氣清洗訓練班，結訓後可取得相關認

證。取得證照後便可與大金合作廠商進行接案賺錢。 

(2)因課程以高職端為主，輔導室將於下週帶有興趣之學生前往參觀。 

輔導組 

1. 請導師確實掌握學生行蹤動態，俾維護學生就學權益及人身安全，

若有學生失蹤失聯，請主動告知輔導室。 

2. 九年級生涯檔案抽查訂於12/14~18，初檢由各班輔導活動教師進

行，12/21~25由輔導室複檢。七八年級生涯檔案抽查訂於下學期期

末進行，請輔導活動教師留意上課進度。 

特教組 

1.屏東縣 109 學年度適性輔導安置即將開始作業，縣府將於 109年 12

月 27日(日)於本校召開適性安置輔導說明會，詳細內容將於縣府來

文後公告，再麻煩九年級導師留意並協助鼓勵學生及家長參與，感謝。 

  (一)109.12.31網路公告開缺名額 

  (二)109.01.04-109.01.18志願試探模擬選填 

  (三)109.02.17-109.02.25國中完成網路報名作業 

2.特殊教育法28條規定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應以團隊合作方式訂定，

依據109年11月5日屏縣府來函修正之《屏東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辦理校園特殊教育專業團隊實施計畫》規定「… 團隊應包括特殊教

育教師、普通教育教師、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及學校行政人員等，

及依學生需要彈性調整之成員…」，因此要麻煩各位老師於期末學生

個別化教育計畫檢討會能盡量出席，並在會議中討論學生的學習狀

況，相關紙本通知會在會議前發給各位老師，再麻煩大家撥冗參加，

辛苦了。 

五、補校報告：  

補校 

主 任 

1、109年教育盃全國獨輪車錦標賽已於12/5、6帶隊參賽完畢，感謝

學校團隊以及班導師的支持與協助。 

2、本校 ” 教師羽球隊“ 成員招募中，歡迎有興趣同仁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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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事室報告：  

人事室 

主 任 

1. 有關教師上班時間： 

兼任行政老師上班時間：7:30-16:30或8-17：00，一天上班9小時-

中午1小時算加班，用於寒暑假上半天班，下午補假用--至於要上

7:30-16:30或8-17：00-依照各單位業務屬性來上班。 

   專任教師上班時間師：8-17：00 

   導師上班時間：7：30-16：30(中午午休) 

重申教師未依教師請假規則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請假而擅離職守或

假期已滿仍未銷假，或請假有虛偽情事者，均以曠職論；無故缺課者，

以曠課論。曠職或曠課者，應扣除其曠職或曠課日數之薪給。 

2.公務人員有酒後駕車行為者，各機關學校應本權責查證後，依公務員

懲戒法、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其施行細則或各機關職員獎懲規定，衡

酌事實發生原因、情節、所生之危害及對政府形象之影響程度，予

以嚴厲處分。 

3.有關地域加給，110年1月起-只要去年1月在職的同仁-本俸

*2%+3090，最多加到10%，8月份到職的同仁-8月份才加成，編制

內代理教師一樣是3090(不適用年資加成規定) 

参、提案討論：（無）。 

肆、臨時動議: （無）。 

伍、導師時間： 

提問一：                                              提問人：許哲禎老師   

主旨：人事主任報告有關上班時間是來文規定? 

人事室答覆：其他國中做法，就是您們要配合學校、配合學生的作息。 

◎許哲禎老師：依據屏東縣立學校教師出勤差假管理要點第三點「教師出勤時數每

日八小時，每週總時數四十小時為原則，各校得視實際情形自訂補

充規定。」這是屏東縣教育產業工會在103年詢問過屏東縣政府，

您的報告若是新制，我們一天上9個小時，若是照兼任行政老師的

方式，中午1個小時是不是可以算補休或申請加班費？若是可以申

請補休，會產生另一個問題，一學年算下來會有24天的補休，若

是可以申請加班的，教務處、學務處那邊可能有問題，這24天補

休可以算導師費？鐘點費？這最大問題是8小時是從幾點開始？到

幾點結束？那是代表幾點結束之後我就可以離開學校？這違反江

處長說的老師是責任制，所以，您要發佈這樣的時間限定，真的要

好好考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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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答覆：謝謝您的建議，我們再擇期開會。 

提問二：                                              提問人：郭淑媛老師   

主旨：成績單的部分，請問教務處可不可列出那一題學生幾個有錯？方便老師檢討

時，看那一題錯的最多，答對答錯的人數，方便檢討。 

教務處答覆：我們再研究，如果讀卡系統有，教務處會列出。 

提問三：                                              提問人：郭淑媛老師 

主旨：是否有開放給專任老師志願戶外教學的名單？ 

補校答覆：專任老師任務是協助留校的學生。 

提問三：                                              提問人：吳秋君老師   

主旨：作業抽查初檢3科通過就全班記嘉獎1次？ 

說明：作業抽查初檢3科通過就全班記嘉獎1次，我覺得3科通過是學生的本份，

我覺得不宜3科就要記嘉獎1次。 

教務處答覆：站在鼓勵學生完成作業，是第一次抽查的時候，不是補抽查，這學期

先按照這樣的方式試試。 

提問三：                                              提問人：吳秋君老師   

主旨：關於長期曠課的定義，希望主任可以跟縣府反映，可不可以下放權利給學校？ 

說明：關於長期曠課，希望主任可以跟縣府反映，關於長期曠課的定義，可不可以

下放權利給學校，有的孩子是因為不補假單，這樣很常勞動學校跟勞動行政

人員，我們應該是針對無故曠課，而不是他（她）有口頭請假，但沒有完成

假單，有的小孩您再怎麼要求他（她）完成假單，連家長要求他（她）也不

要，我覺得不要這樣常常驚動學校及行政人員。 

輔導室答覆：長期曠課的定義是中央法規，未經請假而無故缺曠課49節者，就要

通報，什麼是無故缺曠？這個會回到學校行政端的作業，學校出缺

席報表只要顯示曠課，那就是曠課，學生必須要正視未完成請假手

續的這個動作，我們會這樣教育小孩，你（妳）已經是國中階段，

你（妳）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你（妳）沒來學校，你（妳）有

口頭向老師請假，你（妳）本來就應該完成請假手續。 

提問四：                                              提問人：李佳穎老師   

主旨：我想詢問google classroom？ 

說明：上星期有老師反映，同一個班級若把所有任課老師課程都放在裡面的問題，

教務處有提到老師要開課可以進到群組內把學生拉進來，但我有試著登入進

去，但不知如何操作，如果需要把學生大量都拉進去，可能需要學生的email

之類，我想可能也有其他老師有我這樣的疑問，我上學期開始使用google 

classroom，覺得它真是一個好東西，但我只要發公告給學生，就會貼心的

收到通知，我有試著加入某些當節課程，那些課程的每個老師都發一個公

告，我總共有13個班級，每個班級約莫有13個左右老師會開課，每個班級

如果28個學生，他們只要繳一次作業，我就會收到4000多則提醒，當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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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提醒關掉，可這樣我就不能收到我真正任課班級學生的提醒通知，這

有點可惜，所以，我想要自己開課，但我不知如何開課，我誠摯地建議，萬

一真的停課停學，把所有任課老師拉到同一個班級裡面，這樣真的沒辦法上

課，當然現在可能是因為有時間壓力，之後學校是不是可以考慮，大家混居

在一個課程裡面很難，我的重點是請問我要如何把學生加進來？ 

教務處答覆：像去年方式設計課程，大家會很辛苦，跟某些老師討論過才會以班級

來開設課程，老師如果自己願意開設課程，教務處也ok，至於怎麼把

學生拉進來，我在各個導師室都有放學生帳號跟導師帳號，您只要將

帳號複製貼上就可以了，如果操作上有任何問題，歡迎到教務處，我

們都會協助老師。 

陸、主席指示(結語)： 

一、感謝所有同仁在崗位盡心盡力，為孩子、為學校而努力！ 

二、剛剛提到校園安全的問題，校園安全、學生安全是在學校最上位

的位置，尤其是我們前二週的事件，我們把整個災害降到最低，

慶幸的是沒有師生受到傷害。校園危機分為前、中、後三個階段，

「前」我們教育孩子要有宣導，「中」就是發生危機應變的處理，

「後」就是我們怎麼輔導孩子，把沒有做好的地方補足，校長要

拜託各位的是我們的校園這麼大，校園有些地方沒有做的很完

善，如果單靠我們總務處或幾位老師去看的話，勢必會有不足缺

失的地方，如果老師有發生軟硬體有缺失的，有不夠安全的，隨

時提醒我們行政的處室，我們進行改善，上星期我發現毓心樓上

頂樓是完全沒有做管制的，且上面是一個水塔，是學校整個用水

安全的部份，我也請總務處用鐡門方式做一個隔離，校園安全一

定是擺在最首要的位置，拜託所有同仁一起來看看校園那裡有不

夠完善的，隨時跟我們反映，讓我們隨時做改善，讓我們的孩子

在一個安全無虞的地方學習，讓我們老師可以在安全、健康、快

樂的地方教學。 

三、孩子上課學習的狀況，剛剛教務處有提到孩子在學習狀況上還要

再加油，尤其上課期間睡覺比例偏高，拜託我們任課老師，孩子

有不舒服的，請他（她）到健康中心讓溫暖的護理師稍微做個瞭

解，如果在教室的同學，把他（她）叫起來，因為學生趴睡是完

全零學習，我巡堂時都會提醒我們孩子起來學習，我是協助老師

跟孩子做個提醒，絶對沒有干涉老師的意味。 

四、關於請假的疑慮，我們還是遵守教育處頒發的規範，當然還有教

師會協助的部份，有些認知的部份，我們可以訂定，也可酌參鄰

近學校或是屏東縣的學校，在一個法規的底下，校長的立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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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保護大家，在上班時間內我們取得一個共識，就像我們請假的

一個合法的方式，我常常蓋到的假卡都是過去式，這是比較不好

的地方，萬一出了什麼事，這對你（妳）是沒有保障的，站在校

長立場，還是覺得你（妳）應該要完成請假手續再離校，當然，

所有規範不是要把大家框在一個框架底下，在合法合理範圍內，

大家都可以討論，這部份我責成人事室，進行瞭解找出最適當的

方式。 

柒、散會：同日上午08時2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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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一、 玆定於12月23日（星期三）及12月24日（星期四），舉行 九年級第二次複習考試，考

試科目暨時間表公佈如下： 

二、 考試範圍： 

國、英、數、自、社：  

三、 考試方式比照全國會考時間略作調整辦理，請同學以 2B鉛筆與橡皮擦作答。作文

科、數學非選擇題請以黑色原子筆作答。作文至少寫六行! 

四、 考試當日作息以教務處鈴聲為主。 

五、 請九年級學藝股長於下課休息時間至教務處領取試卷並提早將答案卡分配給同學。 

六、 請同學重視複習考，務必遵守〝誠信〞原則。 

七、 考試結束收卷時，請監考老師務必點收答案卷（卡）數量是否與應考學生數相

同。 

八、 因模擬考考試完畢須將試題整批寄回廠商，故請假不另外進行補考。 

九、 英語科聽力測驗因時間關係，請於考試鐘響後即播放英聽。 

十、 請各班任課教師於上課前五分鐘，至各班替換前一節上課教師。 

十一、 希各周知。 

教務處

 12月 23  12月 24 

考試時間 禮拜三 考試時間 禮拜四 

07:30-11:50 原課程 07:30-08:15 早自習 

13:20-14:30 社會（70分鐘） 08:15-08:20 下課休息 

14:30-14:35 下課休息 08:20-09:30 自然（70分鐘） 

14:35-15:00 英聽（25分鐘） 09:30-09:35 下課休息 

15:15-16:05 作文（50分鐘） 09:35-10:35 英語（60分鐘） 

  10:35-10:40 下課休息 

  10:40-11:50 國文（70分鐘） 

  午餐及午休  

  13:20-14:40 數學（8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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