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 10 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行政會報紀錄
時
間：109 年 12 月 09 日(三)上午 07 時 30 分
地
點：本校行政大樓 2 樓
主
席：張校長鑑堂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略）
。

記錄：梁昭君

貳、各單位報告：
一、教務處報告：

主 任

教學組

設備組

教務處
1、12/7(一)至 12/18(五)作業抽查，請各班學藝組長利用中午將
各班作業帶至視聽教室抽查。
2、科技化評量測驗預估在下下星期才會結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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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縣府要求做停課不停學的 e 計畫，我們是做 google classroom
的學習，彥清老師有幫各班開設一個以班為單位的課程，各位
老師只要把您的課程放在開班裡面就可以了。
4、下星期二是這學期的教學正常化訪視，相關資料持續準備中，
當天有可能請沒有課的老師進行訪談。
5、前瞻計畫網路升級 300M 已完，前瞻智慧教室教學設備建置設
備預計於 1 月運送及施工。
6、作業抽查通過的同學，一樣會給予奬勵卡的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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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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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能增加寫作實力。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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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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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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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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課程目前請尤彥清協助依照班級開設並將學生加入，電腦
老師吳宗憲、黃仲樑協助於電腦課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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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底送達生物實驗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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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務處報告：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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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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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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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訓育組活動

訓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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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教組

1.近日學生常見電子菸、違禁物品，請導師多多注意學生習性與生
活。若有需要安全檢查，可以聯繫生教組協同進行。
2.學生糾紛狀況請大家協助宣導由師長處理，勿跨年級或私自聚眾處
理。
3.提醒本學期被記過的九年級學生，小過以上者(含 3 次警告)未完成
改過銷過，不允許參加九年級戶外教學。改以參加學務處另辦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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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由生教組長帶隊：進行法治課程、海生館參訪、戶外寫生，
校園安全寫作等精彩校外教學活動。
（門票車資與餐費學生自行負
擔）
。
4.下課時常見學生喧嘩吵鬧，甚至出現違規情事。請老師見到可以及
時勸導並通知學務處。另學生健忘性強，若能拍照錄影佐證更佳，
可加速學務處處理。
5.上學、上課遲到狀況多，煩勞每位任課老師登記並提醒孩子。您的
溫柔堅持是孩子進步的原動力。
(另上學遲到當周累計 3 次以上，生教組會登記警告乙支；升旗典禮
無故不到，生教組會登記小過乙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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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組

棒球場整建工程，八年級競賽改成羽球比賽。
2. 12/8(二)-12/11(五)校內中小聯運開始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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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中心
休閒娛樂(7)宗教祭祀(8)洽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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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總務處報告：
總務處
1、今天早上 9 點進行 7、8、9 年級校外教學廠商資格審查，下午
進行評選。

主 任

2、半戶外球場這星期招標無人投標流標，預計下星期二進行第 2
次招標。
3、上上星期學校又多增設 3 台飲水機，分佈在學務處、八導及毓
心樓西廁。

四、輔導室報告：
輔導室

主 任

1、今天進行 7-8 年級露營活動的招標，確定之後，就會開始
調查學生的參加意願。
2、星期六技藝博覽會在屏東市千禧公園。
3、購置 2 組會議室放置地下室，各處室會議小型會議，人數
不多的，也可以使用。
4、這段時間 701 班○同學的狀況，感謝各處室老師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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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

特教組

12/17 召開第 2 次個案會議。
12/17(四) 11:00 將於 2 樓會議室召開個案會議，開會通知
單已發下，請與會行政人員留意
1.屏東縣 110 學年度適性輔導安置即將開始作業，本校九年
級身心障礙學生皆可用此管道升學，相關作業將由特教組
統一處理，需要學生在校相關資料再麻煩各處室協助。
2.109 年12 月27 日(日)縣府將在本校召開適性安置輔導說明
會，預計將借用 2 樓會議室提供縣府做視訊會議，詳細事
宜將於縣府來文後辦理，再麻煩各處室協助配合，十分感
謝。
3、期末 IEP 會議 7、8、9 年級今年拆開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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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目前與海生館洽談珊瑚生態，希望除了自然領域外，可以
跨入其他領域，也歡迎有興趣的同仁可以加入。

六、會計室報告：
會計室

主 任

本校(109)年度預算內用途經費(不含專案)關帳日訂於109年
12月18日(星期五)，麻煩各處室若尚有欲請購事項，儘早提
出請購。已請購待核銷之支出憑證，請追踨是否已送銷核，
以配合縣府作業時程。

七、人事室報告：
人事室

主 任

1.有關行政教師上班時間規定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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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務人員有酒後駕車行為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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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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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形象之影響程度，予以嚴厲處分。
参、提案討論：(無)。
肆、臨時動議: (無)。
伍、主席指示(結語)：
一、感謝各位在工作崗位的盡心盡力！前 2 週學校發生一個校園危
機，孩子可能在體育館異於常規的嬉戲造成火警事件，我們用最
快的時間把傷害降到最低，慶幸我們所有師生都平安！一個校園
危機事件的處理分為前、中、後，危機前教育孩子正確使用，危
機中就是對危機的應變處理，危機後就是事後的補救及學生機制
的輔導，前中後都必須確實的去落實。期末因課程需要，有些是
師生比較歡樂的課程，在教室可能會想使用電磁爐或是卡式爐，
一般教室是禁止使用電磁爐或是卡式爐，請大家確實遵守，如果
課程有需要，家政教室可以做必要的開放。
二、上班時間請各位配合，有時我蓋到的假卡是過去式，這樣好像是
個追認，對你是沒有保障的，出去前先完成請假手續。
三、請各位一定要遵守上班時間規範，若有人查核或出事，一定按照
規定進行，按照規定來，對大家是個保障。
四、我們恆春國中地處偏遠，離市區也比較遠，很多同仁參加會議或
研習，路程比市區的學校花更多的時間跟精力，提醒大家不要
趕，把時間抓的更彈性一點，交通安全擺第一。
陸、散會：同日上午 07 時 5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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