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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全校擴大會報紀錄 

時    間： 109年1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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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學習扶助輔導團入校宣導。 
2、11/25 進行這學年科技化評量測驗。 
3、教學組上星期有發下各領域融入科技教案，12/15是這學期教學正
常化訪視，各領域製作的教案可放入資料夾中，請各領域務必繳交。 

4、最近巡堂發現7年級學生上課比較浮動，影響到教學時，可跟導師
及行政端連繫。 

5、7年級在第2次段考之後，有幾個班級會到圖書館參訪。 

教學組 

1.11/25 開始科技化評量施測，測驗時間已發放至各班、各辦公室，

國英數每位任課教師。 

2.近來發現課務派代的老師到班上給學生看影片，建議主科的代課老

師能夠適時的上進度讓公出的教師回來能夠較無進度壓力。 

設備組 

1.每週二、五中午，班級播放英文聽力檔案，希望導師或代理導師協

助留意，若有漏掉請自行於其他時間將進度補齊，若有任何需求再

跟設備組提出討論。 

2.充實國中小圖書館藏書量計畫，本校有10萬元經費，書單及會議紀

錄彙整後已寄出，感謝各科教師踴躍提出申請。 

4. 11月20日(五)下午13:30-16:30縣府借「電腦教室二」進行「教

育體系單一簽入服務推廣研習」，屆時屏縣各校校長、主任或各領域

教師等外校人士會入校。 

5.七年級閱讀素養課於第二次段考後，安排鎮立圖書館參訪，時間規

劃如下： 

      日期 

時間 
12/08(二) 12/09(三) 12/10(四) 12/11(五) 

第二節09：
15-10：00 

七年四班(30人)  七年五班(29人) 七年一班(27人) 

第三節10：
10-11：00 

 七年三班(29人)   

第六節14：
15-15：00 

 七年二班(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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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帶隊教師：閱讀推動教師張韻  (2)由恆春鎮立圖書館人員進行館內導覽 

美術行政 

「南風吹至北美館」教育部補助偏鄉學校藝文參訪計畫，預計於 110

年 1月 27日(二)、28日(三)、29日(四)，由美術班七八九年級自

願30名學生進行。 

二、學務處報告：  

學務處 

主  任 

1、感謝各處室與導師、任課老師協助，學務處目前完成 : 國際民謠比賽、

屏東縣運、新生理學、抽血、流感檢查、體育班訪視，以及各項相關

業務協助與配合! 

2、關於學生輔導管教辦法第15、22條修正，會上簽暫時先通過，並於期

末校務會議表決。 

3、外掃區改用加分制方式評分。 

訓育組 
1. 預計於下周二(11/24)升旗時頒發教室佈置得獎班級。 

2. 12/9(三)第3、4節進行八年級防癌宣導。 

生教組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 年 8 月 21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90092973號函及本縣109年校園防毒守門員種子師資培訓暨入班宣
導實施計畫辦理。 

二、本次研習分為五個場次，場次時間及地點如下： 
   (一)東港場(109年12月5日、12月6日)：東港高中。 
   (二)屏南場(109年12月12日、12月13日)：枋寮鄉建興國小。 
   (三)潮州場(109年12月19日、12月20日)：來義高中。 
   (四)屏北場(109年12月26日、12月27日)：里港鄉玉田國小。 
   (五)屏東場(110年1月9日、1月10日)：屏東市勝利國小。 
   有興趣的同仁請與學務處聯繫，方便幫您執行公假程序。 

三、轉知屏府教家字第10940166000號所屬教師每學年至交通安全相關數

位學習平臺參加交通安全教育研習，每學年至少4小時以上，並將交

通安全教育融入學校學習課程，落實每學年至少4小時以上教學，以

充實學校師生交通安全知能，非縣屬學校建請比照辦理。 

建議老師可逕上「教師 e 學院」，或註冊「ｅ等公務員學習平台」
https://elearn.hrd.gov.tw/mooc/index.php 進行線上課程研習。 
【今年底本校進行全國教師安全評鑑】請大家協助！甘恩、魯力，生教組。 

衛生組 

1. 每週一早自修為全校打掃時間，每班必須至外掃區及班級進行打掃。 

2. 外掃區評分依據將改變成加分制，以每次段考為結算點，前三名班級

給予記功嘉獎鼓勵。 

（詳細評分依據於下週一發至各班） 

3. 近期發現同學們使用廁所生活衛生習慣較差，請導師多家以宣導，愛

護公物及個人衛生。 

4. 目前大型樹枝及木製櫃子請放置廚房左邊小空地。 

體育組 1.109 縣運圓滿落幕,感謝各處室協助幫忙並安排課務使得比賽更順利進

https://elearn.hrd.gov.tw/mooc/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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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2.預計第二次段考後舉辦班際球賽。 

健康中心 

1. 新生健檢已於上週四(11/12)完成檢查，檢查期間感謝各位導師及各位

同仁們的協助與配合，才能讓健檢及各項檢查順利。 

2. 新生健檢若有需複檢的學生，待恆春基督教醫院將名單彙整後會再個

別通知須受檢的學生。 

3. 各班尚未完成視力不良矯正的同學們，煩請導師提醒學生於下週五

(11/27)放學前繳回健康中心，以利彙整名冊。 
4. 上述報告，感謝各位導師及各位同仁們的協助與配合。謝謝!! 

午餐秘書 

1. 第2次經濟弱勢午餐補助申請表已發放，有要申請的班級請於11月24

日前繳回。 

2. 各班午餐供應量若有不足時，請先派同學至含真樓地下室，領取備份

餐點，並於午餐日誌註明量不夠，以利調整餐量。 

3. 各班午餐若有異物，請夾在午餐日誌裡。 

4. 縣府規定學校供應膳食，一律採用國產豬肉、牛肉。 

三、總務處報告：  

總務處 

主  任 

1. 本校目前各項工程進度說明： 

（1） 半戶外球場工程：經10月份共3次招標，均無廠商投標流標；

上週由校長與縣府溝通爭取追加工程經費，經縣府初步同意

追加經費約300萬元整，故目前該工程總經費已達1895萬

元。待縣府核定函文至校後，本案將再次進行後續的上網發

包招標作業。 

（2） 中央廚房新建工程：已於11/11（三）於縣府召開第2次細部

設計成果審查會議，待建築師將修正意見書面審查通過後，後續

則委由縣府工務處代辦發包招標作業。 

（3） 棒球場修整建工程：營造商進行備料及鋼構加工，預計12月份進

場立柱及整地工項。 

2. 本年度(109年)本校修繕經費已所剩不多，尚請各位老師多加提醒

學生愛物惜物的觀念，以節省校內非必要性的修繕花費。 

3. 寓善樓抗震補強工程，縣府通知進度會超前，最快下學期開始，會

再通知老師安置方案。 

4. 提醒眷舍同仁，11/30前將該戶斷水斷電證明繳交至總務處。 

四、輔導處報告： 

輔導處 

主  任 12/02(三)下午為801班至805班本學期恆春工商職涯試探課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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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行政作業如下： 

＊請導師指導同學於下午一時二十分前在學務處旁柏油路集合完畢，學

生須攜帶飲用水、原子筆及筆記本，不帶書包。 

＊學生依原分組名單至各群科教室上課，期間不得換組。 

＊下午四時回到學校，銜接放學時間。 

＊職涯試探課程由輔導室老師帶隊前往，導師若無課務，亦可陪同前往。 

＊此為年度生涯發展教育計畫之一，本次參訪交通車費用由計畫專款支

付，實作材料費由本校及恆春工商共同分攤，亦由計畫專款支付。學

生完全不需分攤任何費用。 

＊請導師協助轉達學生須愛惜課程中所使用之器材，個人作品及紀念品

務必帶回家，不要隨意丟棄。 

時近十二月，九年級學生相關升學作業將陸續展開。十二月份輔導室

將會著手辦理特殊生的適性安置入學作業，請九年級導師留意班上身

心障礙學生，不要讓權益受損了。 

臻美樓一樓實驗室整建已完成招標，即將進行動工，請各處室及教師

協助將所屬物品撤收。 

12/12(六)在屏東市千禧公園將進行屏東縣技職教育博覽會，學校將

會設置三個攤位(農業、機械、長照)，預計有80位師生前往參與，

將由輔導室老師帶隊前往。當日有意參與之教師與同學，也可自行前

往，吃喝玩樂無所不包，也能同時認識屏東縣轄內所有高中職及五專

相關科組。 

輔導組 

1. 本校目前中輟生人數共2人，皆尚未穩定就學，暫不辦理復學。 

2. 近日台灣校園自殺案件頻繁，請導師留意學生行為及身心狀況，並

適時給予關心，若需要輔導室協助請立即告知。 

五、補校報告：  

補校 

主 任 

1、11/13(五)縣運獨輪車項目獲得女子組單腳前進50公尺第二名，女

子組撥輪前進30公尺第二名，女子組400公尺競速第二名，女子組

100公尺競速第二名及第五名，男子組100公尺競速第四名，感謝

學校同仁與各班導師這段時間的支持與鼓勵。 

2、11/14(六)縣運藤球比賽項目獲得男子組第四名，感謝學校同仁與各

班導師的支持與鼓勵。 

3、12月5日(六) 帶隊參加全國獨輪車錦標賽。 

4、暑假期間(7/5~7/9)於本校辦理國中小自然科學實驗操作能力營隊，

歡迎有興趣老師一起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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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提案討論：（無）。 

肆、臨時動議: （無）。 

伍、導師時間： 

提問一：                                              提問人：吳秋君老師   

主旨：星期一早自修全校打掃時間改成08:00？ 

說明：星期一學生放假2天剛回來，可不可以讓學生先早自習，可不可打掃時間從

08:00開始。 

◎邵心妤老師：我可能跟秋君老師持相反意見，我個人想法，週一校園環境確實比

較髒亂，我比較支持先打掃，經過15分鐘後再拉進來教室自修，

若是先自習再打掃，通常都會影響到第一節上課，因為學校校園

廣，很多外掃區的導師很難把學生快速拉回教室。 

學務處答覆：學務處再找時間多加了解，整理出大家比較贊同的時間後，再做公佈。 

提問二：                                              提問人：林裕書老師   

主旨：「南風吹至北美館」教育部補助偏鄉學校藝文參訪計畫，只有限定美術班同

學參加嗎？其他班的孩子也想參加，是不是也有機會？ 

教務處答覆：這計畫是怡雯組長撰寫的，計晝目標以美術班孩子為主，參訪行程基

本上都是以美術館為主，且與臺中五權國中美術班孩子聯合一起上

課，所以，不是美術班孩子可能會有一些吃力，若是美術班同學報名

沒有那麼踴躍，當然也是可以開放給一些普通班學生。 

提問三：                                              提問人：許哲禎老師   

主旨：建議輔導室、學務處、教務處，可以針對7年級特殊生近日來所產生的一些

問題，開會研擬一個比較好的處理方式？ 

說明：身為7年級導師，看到目前7年級有一些特殊生，不斷的有一些問題出來，

導師在處理過程中，不見得是阻礙，但效率不見得比較好，建議輔導室、學

務處、教務處，可以針對特殊生他（她）們近日來所產生的一些問題，可以

找個時間跟老師們開會，研擬一個比較好的處理方式。因為這些日子以來，

這些特殊生在班上有狀況發生時，抽離班級影響到他（她）的受教權，留在

班上又影響到其他孩子的受教權，其他孩子的家長有一些意見時，卻都是導

師在獨力面對家長、在安撫家長，一個孩子所產生的問題，它會起漣漪效應，

一連串問題的影響，整個班級的學習狀況是非常沒有效率，不是要把有問題

的孩子當人球踢來踢去，才藉這個時間跟機會，請各處室主任重視這個問

題，因為國小端的時候，他（她）們就已經針對這些問題，他（她）們會去

排出一些比較有效的方法，看是要輔導這些孩子，還是跟家長溝通，我想國

小可以的話，國中應該也沒問題，建議學校可不可給我們導師有一個比較安

心、穏定的依靠，讓我們可以好好的針對這樣孩子的問題，做一個有效的處

理。 

輔導室答覆：特殊生的部份，輔導室會聯合學務處及家扶中心召開個案會議，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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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間私下連繫也不少，絶不會丟給各班導師及任課老師自己去想辦

法。特殊生的種類，真的非常多，每年遇到的問題也都不一樣，不同

特殊生有不同的處理方式，這需要我們去做學習的，今年有一個比較

特殊的學生來到我們學校，對我們來講，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我

們處理一個多月以來，我們發現到比較大的問題是這個學生在國小是

屬於小校，學校人數少，同學對他(她)熟悉度高，他(她)突然從小校

到我們學校，人數可能暴增10-20倍，對學生學習及人際關係會有很

多不利的條件產生，這個學生在一般教室上課跟在資源班上課會有差

異，他(她)所面臨到的問題，都是學校必須去解決的，所有特殊生如

果有需要跨處室的協助，輔導室都會召開個案會議，也會邀請校外家

扶中心、心理師、社工師一起協助處理學生問題，老師若在上課過程

中，發現一些學生狀況比較特別的，不管是不是有經過鑑定，有拿到

手冊的，或是根據經驗判斷，這個小孩行為可能有一些不一樣，請輔

導室協助幫他(她)做鑑定的，這些狀況我們都可以給予協助，老師上

課遇到一些狀況，歡迎跟我們提出，我們一定會去處理，我們的專業

在慢慢成長當中，我們可能在第一時間沒辦法完善的處理，但我們一

定會去做件事情，也需要老師一起來協助。 

◎吳宗憲老師：我相信那些學生都有開過會，可是導師都不知道，學校有在處理，

但受限於法律都不能講，所以，別的老師要認識這位學生時，也都

不知發生什麼事情，科任老師如果知道，就可以抓那個點引導他

(她)，所以，有沒有任何管道讓任課老師知道學生以前的狀況，這

樣會比較有效果。 

輔導室答覆：現在幾乎每一班都有2-3位領有手冊特殊生，我們會跟該班任課老師

說明，了解他(她)的學習狀況，在執行上的困難是縣府有要求學校

成立輔導團隊，每一個學生就要成立一個輔導團隊，裡面的成員是

完全不一樣的，我們學校特殊生將近50-60位，所以，我們要成立

50-60個專業輔導團隊，若要輪流開會，我們要開2個月才開得完，

所以，在執行上我們會遇到這樣的情況，所以，班上有特殊生，導

師一定知道，任課老師因為換的頻率高，任課老師要如何告知，請

給輔導室一些時間，我們再來想辦法處理這個問題。 

◎郭淑媛老師：可以善用每學期、每學年特教研習的時數，大家一起討論時，可以

想一些技術性的問題，把這些特殊生匿名來討論，我想技術是可以

克服的，不見得是經過鑑定的特殊生，有些7年級新生在上課已經

出現干擾的行為了，我覺得應該及早處理，才不會影響到其他同學

的權利。 

提問四：                                              提問人：郭正中老師   

主旨：新建完成的寓善樓廁所，同仁發現隠蔽性不好，建議學校有經費時，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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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門口增設木頭之類的圍帳？另外清潔廁所時排水問題，擋水的部分是不

是也可以一起做？ 

總務處答覆：驗收時有發現這個問題，已委請廠商規劃報價，待有經費時改善。 

提問五：                                              提問人：楊文正老師   

主旨：可不可以請總務處將飲水機製水量增加一些，或是將冰水設置恢復？ 

說明：去年5-6月就注意到學生在飲水機裝水問題，因天熱帶著冰水去上課，學生

看到跟我要求分些冰水給他(她)，我實在不得已分給他(她)，因為飲水機水

溫我看到都在40-50度C，他們要裝也不是，不裝也不是，裝了有塑膠的臭

味，不裝夏天又很渴，可不可以請總務處將飲水機製水量增加一些，或是將

冰水設置的地方恢復起來。 

總務處答覆：每一台飲水機有固定容量的製水量，製水冷卻約需2小時，製水容量

加大，機器就更貴，在經費允許之下，學校列入考量。 

提問六：                                              提問人：黃群展老師   

主旨：9年級有沒有可能全部都上抽離式技藝班？ 

說明：某些課程一個月少掉4-5節，班上剩10個學生怎麼上課？這是很困擾的問

題，或者是要不要成立技藝專班，不然，對任課老師很困擾。 

輔導室答覆：沒設想到有這麼多的同學踴躍參加技藝班課程，9年級同學約有7成

同學都想上技藝班的課，我們也想辦法提供這樣的管道，技藝班課程

如何跟一般課程做搭配，怎麼做課務的調整，這都是我們的起點，老

師可以觀察這些參加技藝班的學生，他(她)在參加完技藝班課程後的

成長，跟他(她)在教室學習後的改變，是不是有一些差異產生，跟他

(她)2年級有什麼變化，這些都是我們設計技藝課程時所去衡量的，

我們的確看到很多學生在原班是讓老師頭痛的學生，但在技藝課程卻

是很閃亮的，後續的課程怎麼規劃，是不是可以有辦法像群展老師所

提到的，全9年級學生全部都來上技藝班，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努力的

方向。 

陸、主席指示(結語)： 

一、謝謝各位同仁寶貴的意見！學校很多的工程在進行，這星期被各

科、教育部等很多單位要求去做報告，在學校時間真的不多，感

謝各位老師對孩子的照顧，我很珍惜在學校跟大家一起學習成長

的機會，看著孩子成長，跟著孩子在課堂上上課，這是做老師、

做校長最單純、最幸福的一件事，感謝各位同仁，讓校長有一個

這麼好的機會，跟大家一起學習成長。 

二、提醒各位一起協助幫忙，今天擴大會報開會時間是7:30，大家時

間是不是稍為掌握一下，校長比較擔心是7:30開會，如果您還沒

到開會會場，一定會緊張，如果在路上騎車、開車，一定會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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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有焦慮感，提醒大家早一點出門，把時間掌控好，讓時間比

較充裕一點，也比較安全。 

三、孩子在上課學習時，可能有一些同學會有一些精神不濟，除了身

體不適的同學，是不是給孩子做一個適度提醒，叫他(她)起來學

習，跟著班級節奏一起學習。 

四、毓心樓設計上可能有些日照採光問題，有些班級上課時會把窗帘

拉上，下午日照減少時，是不是把窗帘拉開，讓教室通風，克服

一些採光問題後，對孩子的學習及健康都會比較良善些。 

柒、散會：同日上午08時2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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