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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全校擴大會報紀錄 

時    間： 109年10月29日(星期四) 上午7時30分 

地    點：本校行政大樓3樓 

主    席：王教務主任剛鴻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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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11月前瞻計畫教室設備更新毓心樓投影機，寓善樓預計建

置相互式的電子白板，利用晚上或假日施工。 

2、會考數學待加強比例是71%。 

3、今年有10萬元圖書經費，各領域或老師可以推薦書籍，對提升

學生閱讀有幫助的，可以跟設備組連繫。 

教學組 

1. 近來課務派代或老師臨時請假較多，麻煩老師多多包涵，也非常

感謝各位老師的協助。 

2. 11/5均一訪視。 

3. 11/18(三)第五節學習扶助入校輔導，請有擔任學習扶助班教師

及國英數領召出席，也歡迎對學習扶助有興趣的老師至二樓會議

室參加。 

4. 11/25開始進行科技化評量線上施測，屆時安排好時間表請任課

老師將學生帶往電腦教室二施測。 

5. 本校會考待加強比例過高，煩請各領域思考因應措施，如開設學

習扶助班，提高本校學生基本學科能力。 

註冊組 

1. 第一次段考成績繳交期限為10/30(五)，請尚未輸入成績的老師

盡早登打成績，成績輸入後務必再次檢查有無誤登。 

2. 有任教資源班的老師，請登打特教組提供的成績。因註冊組檢查

時發現有幾位資源班同學的定期評量成績非常低，可能是誤登原

班段考卷成績，會影響資源班學生的權益。 

3. 各項獎補助金訊息會 PO上校網，歡迎各位老師隨時上校網關注

查詢。 

設備組 

1. 701、702、703、704《追風箏的孩子》故事分享已完成，感謝班

級導師協助！ 

  下周11月4日星期三，705、706班分享。 

2.英文廣播互動計畫：本周開始，每周二、五，中午用餐時間撥放

ICRT。若有更新撥放器需求的班級，再填寫意見單向設備組反應，



2 

 

星期五中午撥完，請學藝股長交回教務處，以利設備組盤點數量。 

  另，麻請各處室避開英聽時間廣播。 

3. 「前瞻基礎建設推動計畫－智慧學習教室」資訊科技應用層次使

用情況調查表 

(1)109年11月13日(星期五)前填寫。 

(2) 填 報 網 址

https://fidssl.moe.edu.tw/intelligentlearning/ 

(3)填寫對象：七八九年級導師。 

(4)點選縣市登入，帳號密碼即大家的「SFS3帳密」。 

4. SSLVPN服務安裝說明：109年9月開始，非學術網域(個人網路)

不得登入SFS3及學籍系統2.0，得先安裝VPN軟體使得登入。帳

號密碼如下，請大家務必妥善保管，切勿外流！若有疑問請洽設

備。 

(1)FTP 

帳號 : pilsa 

密碼 : ptc163 

(2)SSLVPN 

帳號 : hcjh033 

密碼  : hcjh+3  

(加號要輸入) 

5.前瞻計畫教室設備更新：毓心樓預計更新投影機，寓善樓預計建

置嵌入式大螢幕黑板，詳見投影。 

6.七八九年級導師室電腦掃描功能已建置，相關問題再直接向設備

組反應，設備組分機60。 

7.圖書資訊： 

(1)目前有 10 萬元圖書經費，設備組要麻煩老師一起集思廣

益，若有推薦書目請於 11月4日(三)前回報給領召，以利

領召彙整後交給設備組彙整。 

(2)109教育部新生閱讀推廣書單，圖推教師會將新書快訊發

到各班或辦公室。 

(3)預計 11/4 下週三中午，圖推教師會集合每班學藝股長與

一位同學來搬書箱。 

(4)書箱會補齊 30 本書，讓每位同學都可以有一本書看，預

計一個月段考後換書。 

(5)近期會辦理晨讀計畫，並擬定學期借書數量前三名優秀班級獎勵

辦法，請老師們共同鼓勵學生多多閱讀！ 

美術行政 
11/10(星期二)藝才班全年級戶外教學活動，707、808、909任課老

師們當日課務暫停通知已發下。 

二、學務處報告：  

學務 

主  任 
1、這次沒有明顥換季，天氣冷，學生可自行視個人狀況穿長袖或短袖，

但不可穿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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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感謝鄭秋龍老師11/2接下804導師。 

3、延後導師的申請書是否要限制次數及未來繳交的相關證明，我們會再

研議。 

4、感謝老師們的幫忙，讓我們10/27理學檢查非常順利。 

5、下星期開始棒球場地整修。 

訓育組 

1. 教室佈置評分表已於今日(10/29)會議發下。感謝各班導師及視覺藝術

教師協助評分! 

評分單於11/5(四)放學前繳回訓育組，以利分數計算。 

2.109年12月5、6日舉辦「屏東縣109年各級童軍自然生態探索體驗營

活動實施計畫」。 

  相關活動訊息已放置班級櫃；再麻煩導師協助宣傳並鼓勵學生參與。報

名請洽訓育組長或秋君老師。 

衛生組 

1. 衛生組徵求每日早自修及午休環境維護志工! 請導師協助宣傳訊息，

若班上同學有需服務時數或銷過，請多鼓勵參加；也請將名單提交至

衛生組。 

2. 11/2(一)開始，麻煩各班導師利用每週一早自修進行 15-20分鐘的打

掃工作(加強外掃區打掃)，請老師協助督促同學確實打掃，使校園環

境更加整潔。 

3. 因落山風季節，若走廊上放置垃圾桶、回收桶可能會造成垃圾飛舞的

現象；建議導師將桶子移至教室內。 

體育組 

1. 縣運參賽選手公假單已發放各班,修正桌球參賽日期為109年11月13

日(五) 。 

參賽家長同意書將由教練發給參賽選手收齊後交至體育組。 

2. 11月份進行棒球場整建將會影響體育課及田徑隊專訓。施工期間體育

課任課老師在室外球場或 

體育館進行教學。 

3. 因棒球場整建,班際球賽足壘球-無場地比賽,將於健體領域會議討論

更改項目。 

4、這學期體適能檢測是由學校進行施測。 

健康中心 

1. 全校學生流感疫苗接種已於上週三(10/21)上午完成，全校已接種的學

生人數共計651人；7年級新生理學健檢也於昨日(10/27)檢查完畢，

疫苗接種及理學檢查期間感謝各班導師及教職同仁們的協助與配合，

才能讓健檢及疫苗接種流程進行順利。 

2. 下週三(11/4)10:00-11:30將於行政大樓中央穿堂進行8年級女生HPV

第二劑疫苗接種，屆時若影響行政同仁們辦公，悉請見諒。 

3. 11/5、6(四、五)08:00-10:00於本校體育館將進行7年級新生抽血檢

查，屆時若有 7年級的科任老師同仁煩請隨同學生至抽血地點，並請

協助管理秩序，各班抽血順序如下列: 

(1)11/5(四)08:00-10:00抽血班級為701-704 

(2)11/6(五)08:00-10:00抽血班級為705-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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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請 7年級導師協助提醒班上同學於抽血當天早餐禁食，待抽血完後

再進食。(可以帶早餐至體育館。) 

4.上述報告，謝謝各位教職同仁們的協助與配合。 

三、總務處報告：  

總務處 

主  任 

1. 有申請眷舍的同仁請於11/30前將目前所借用之宿舍清空後歸

還，也請一併繳交該宿舍的「斷水斷電證明」至總務處；另外關

於學校代扣的「宿舍房租津貼」，會統一上簽於12月份開始停

扣。請務必配合以利縣府後續地方文化中心工程的規劃進度。 

2. 本校「棒球場修整建工程」將於11/2（一）開始進行動工，工

期共計90日曆天。請各班導師加強宣導提醒學生請勿靠近該工

程之施工範圍，避免發生危險。 

3. 請各班導師多適時提醒學生愛惜公物的觀念，避免修繕經費的過

度支應。 

四、輔導處報告： 

輔導處 

主  任 

10/26生涯發展教育暨技藝教育訪視缺失： 

＊國文、英語領域名稱應修正為語文領域(國文科)、語文領域(英語科) 

＊自108年起，「生涯輔導教育」名稱修正為「生涯發展教育」。 

＊擬定各次生涯發展教育委員會、技藝教育遴輔會會議應討論之議題。 

＊未規劃辦理校內教師「生涯發展教育」、「技藝教育」相關研習。 

＊教師參與校外「生涯發展教育」、「技藝教育」相關研習次數太少。 

＊各教學領域研究會所呈現資料不足，許多領域未繳交。 

＊各教學領域的生涯發展教育課程架構、教案設計、教師自我檢核表未能一

致。 

＊活動相片應多呈現。 

＊未落實技藝教育場所環境衛生及器具使用安全維護紀錄。 

＊生涯發展手冊應由教務處、學務處、輔導室共同檢核並完成核章。 

＊九年級週三上午的課務未能搭配抽離式技藝教育酌減課程分配。 

＊技藝教育任課教師學習單批閱應多回饋。 

 

七、八年級露營活動已進入招標作業。 

截至今日，中輟人數僅剩一人，感謝各位導師的協助。另尚有多位同

學未完成請假手續，使得曠課節數已超過49節，符合長期缺課條件，

再請導師多加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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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星期三)第三節課，將邀請台南科技應用大學舞蹈科老師

蒞校進行生涯講座，歡迎七、八、九年級各班對舞蹈有興趣的同

學參加。 

五、補校報告：  

補校 

主  任 

1.10/24(六)主委盃獨輪車錦標賽本校獲得國中女子組400公尺接力

第一名，感謝行政同仁以及各班導師的協助與支持。 

2.10/29(四)下午二時至四時辦理環保肥皂實作課程，地點在實驗

室，歡迎有興趣同仁參加。 

3.10/30(五)、10/31(六)、11/1(日)帶隊參加縣運羽毛球項目。 

五、人事室報告：  

人事室 

主  任 

根據108年11月26日屏府人考字第10884124000號為落實差勤管

理，提升教學服務品質，請應依規定時間準時上下班，每日上下班須

親自辦理到退手續；按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11條及教師請假規則第

13條規定，請假、公假或休假人員，應填具假單，經核准後，始得離

開，但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由其同事或家屬親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

續。 

参、提案討論：（無）。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指示(結語)：謝謝大家！ 

柒、散會：同日上午08時0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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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教室整合控制器
KZ-VRC

教室配置說明

POKKA
PK8827SP

壁掛音箱喇叭

POKKA
PK8827SP

壁掛音箱喇叭

 

項次 品 名 提供產品廠牌型號

1 投影機 EPSON EB-E01

2 教學用電腦(含螢幕) Acer Veriton M4665G
Acer V226HQLW

3 整合式控制面板
(含擴大機、無線麥克風)

控智KZ-VRC
Pokka PK-8827SP

4 無線投影設備 Glory Kylin D10

設備廠規格對照表

2

 

POKKA
PK8827SP

壁掛音箱喇叭

教室配置說明 POKKA
PK8827SP

壁掛音箱喇叭

Hylex A-800 擴大機

Acer  
M466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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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品 名 提供產品廠牌型號

1 75吋4K觸控液晶顯示器(含
安裝)

SIO TE-BM-75

2 崁入式黑板 東億黑板

3 音訊設備 Hylex(A800 DPLb)
Pokka PK-8827SP
SANHA JLH-213T

4 教學用電腦 Acer Veriton M4665G

設備廠牌規格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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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禮拜內跑完
這次所要進行安
裝施工的學校，
跟校方確認安裝
施工位置，取回
教室配置圖、設
備安裝位置確認
簽收單。

召集學校負責
老師進行開工
啟動會議，確
認每階段施工
之細項內容。

1. 確認設備是否抵達
2. 聯繫各校設備安裝

時間與設備安裝確
認對象

3. 工程人員按照主辦
單位已建置設備
SOP 進行安裝建置

4. 通知人員進行設備
檢測與安裝品質確
認

導入規劃四階段說明、勘查、施工、調整

1. 品質管理人員抵
達現場確認施工
安裝品質

2. 檢測完畢，通知
工程人員改善事
項

3. 改善完畢，再通
知品質管理人員
抵達現場確認施
工安裝品質

一個禮拜內跑完
這次所要進行安
裝施工的學校，
跟校方確認安裝
施工位置，取回
教室配置圖、設
備安裝位置確認
簽收單。

 

導入規劃-黑板施工SOP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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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規劃-投影機和控制器施工SOP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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