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全校擴大會報紀錄

時    間： 109年 10月 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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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12/31要辦理科技化成長測驗，請任課老師上科技
化評量網站查看之前學生施測的狀況，也可列印之前考古
題讓學生練習，讓同學可以通過測驗。

2、11/10美術班進行校外教學。

教學組

1.11/25~12/31要辦理科技化成長測驗(公文紙本已發給各班

導師)，會安排各班國英數課程至電腦教室進行施測。煩請

任課教師於施測當節派遣作業給毋需施測的同學，不開放

他們使用電腦(除非任課老師有作業上使用的需要才會開

放) ，有些班級科目施測人數少會另外安排早自修或午休

抽出檢測。

2.施測日期安排完後會盡快公告給各班級導師。

3.請各班導師及國英數任課教師多多登入科技化評量系統檢

視學生的學習歷程，也非常感謝開設學習扶助班的每一位

老師!

3.10/15(四)、10/16(五)第一次段考，段考第二天不上第八

節。

4.日前已發下七年級答案卡模擬紙，請導師協助安排時間讓

學生練習，八九年級若有轉學生不清楚畫卡方式也可以至

教務處領取答案卡模擬紙。(七年級第一次段考畫卡錯誤不

扣分)

5.學習扶助班的資料夾請導師協助告知學生每周五都要繳回

至教務處做檢查。

6.公開授課行事曆，請領召協助老師繳交，最晚於 10月 13

日(二)前回報。

7.板擦若需更換請至教務處。

註冊組

1. 110年國中教育會考宣導，預計於各領域會議時間進行。

2. 第一次段考成績請於10月 30日(五)17:00下班前輸入完

成。提醒各位老師，七、八年級使用學籍系統2.0，九年

級使用 SF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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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組

1.圖書館新書展，歡迎同仁前往參觀，也鼓勵學生多多閱

讀。

2.七年級各班已發下 google classroom帳號密碼，設備組商

請網管教師黃仲樑老師於七年級資訊課，帶學生登入實際

操作一次。請導師協助保管帳號密碼，並把密碼條釘在聯

絡簿上。感謝！702、703各 1位轉學生帳密已更新，表單放

置導師桌上。

3.七、八、九年級各班已發下 VGA轉 HDMI轉接頭，含音源線

一條，請導師協助提醒學生收進班級音響盒，學期末再統

一收回設備組維修保管。

4.設備組安排台灣說故事協會於以下時間入班進行《追風箏

的孩子》閱讀，若701~706班無法配合，再跟設備組討論班

級調整。

美術行政 11月 10日(二)藝才班校外教學。

二、學務處報告： 

學務處

主  任

1、最近早上巡邏發現學生遲到滿嚴重的，麻煩導師叮嚀同學不要遲
到。
2、天氣變涼！發現同學穿著便服及拖鞋滿嚴重的，請導師多提醒不

要穿便服外套及拖鞋。
3、平時不要以請喝飲料來獎勵學生。

訓育組

1.恆春國中 Facebook粉絲專業-『恆春國中 New新聞』。

2.教室佈置評分順延至10/26第九週。

衛生組

1. 這學期更換回收廠商，針對塑膠類回收更動。

2. 10/14(三)第三節，八年級進行「菸檳防治宣導」。

3. 請導師打掃時間督促一下同學。

體育組 1.10/21(三)及 10/27(二)兩日將會全日使用體育館(流感疫苗接種/

七年級健檢)不開放體育館,體育課/專訓請於室外球場進行教學。

2.11/13~15縣運(棒球 10/16-17、羽球 10/30、桌球 11/12、國武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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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故事學會說故事時間安排

梯次 班級 日期 班會節次 時間 地點

第一梯 701班、702班 10/21(三) 第三節
10:05-
10:50

各班教
室

第二梯 703班、704班 10/28(三) 第三節
10:05-
10:50

第三梯 705班、706班 11/4(三) 第三節
10:05-
10:50

備註 10/15、16第一次段考後，連續三周七年級班會時間。



11/6、游泳 11/6-8),全校參與學生127名。下星期發放各班參賽選

手公假單。

健康中心

1. 上週二(9/29)發給全校各班的流感疫苗家長同意書及七年級新

生健檢家長同意書，煩請各班導師同仁協助提醒班長同意書於

今天放學前務必要交回健康中心，以利彙整名冊。

2. 本校預計於 10/21(三)早上 8:15 於體育館進行全校學生流感疫

苗接種，屆時煩請各科任老師留意是否輪到科任班級再煩請陪

同學生至體育館；若有年滿      50      歲、高風險慢性病人  (BMI>30      者  )  、  

罕病及重大傷病患、孕婦及      6      個月內之嬰幼兒父母  的教職同仁們

均可接種流感疫苗，若有意者請至健康中心登記。

3. 10/27(二)08:15 開始將進行七年級新生健檢理學檢查，地點於

本校體育館，煩請排到科任班級的教師同仁隨同學生前往檢查

地點，也請協助管理學生檢查時的秩序。

4. 本週二(10/6)升旗典禮時發給各班的視力不良複診結果，煩請

各班導師協助收到需複診的同學們帶通知單回診矯正視力，檢

查後自行繳回健康中心，於 10      月      31      日  前完成視力矯正，以利彙

整。

5. 新學年、新學期有很多表單需發給學生，感謝各班導師同仁們的

協助與配合，上述報告若有任何問題，歡迎至健康中心洽詢。

三、總務處報告： 

總務處

主  任

1. 依據屏府教國字第10940485500號函,各校需移除校園內

威權時代之代表象徵。故為移除本校毓心樓前方「蔣介石

塑像」，已發函縣府同意動支 108年度基金賸餘款將進行

塑像移除工程；並另將「中正樓」更名為「技藝樓」。

2.「半戶外球場興建工程」及「棒球場修整建工程」已於9/30

上網公告招標，預計於10/12公告截止,10/13進行第1次

開標作業。

3. 配合教室冷氣裝設政策，本校經縣府電力系統改善勘查盤

點評估後，同意核撥預計 1763萬元用以維修汰換本校各

棟大樓間老舊的電力系統，並彙送教育部進行經費審查。

4. 依據 109.9.28屏府教國字第10946763800號函示，縣府

因規劃興建恆春地區教師集中宿舍，原居住於該基地上教

師單身宿舍之現職人員搬遷至城南段64地號（恆春地方

文化中心基地）眷屬宿舍者；本校配合調查確認符合上述

資格者之同仁，計有郭正中教師一位。故本校也已於

109.9.30屏恆中總字第1090005533號發文縣府，以利評

估補助搬遷費用事宜。

文書組
ODF (Open Document Format)開放文件格式政策說明宣導如

附件 1-Impress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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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輔導處報告：

輔導處

主  任

1、恆春工商辦理學科體驗開放師生報名參加。
2、8年級升 9年級參加技藝班由電腦抽籤決定，未來會朝同學

是否參與類似活動、課程做為加分。
3、7~8年級露營，預計下星期召開討論會。

特教組

一、資源班學生第一次段考成績及平時成績全採計資源班成績。

因特教教師沒有權限輸入學生成績，因此要麻煩國文及數

學老師打分數時多加留意，以免學生成績未調整影響學生

權益，感謝。

二、若原班有調課，為不影響學生其他科目之受教權，請老師

們提醒學生至資源班填寫請假單回原班上課(尤其是一周

只有一節之科目)，再麻煩老師們留意，謝謝!!

三、109年度第二次鑑定安置約在十二月公告收件程序，麻煩

請各位導師留意，若有要提報特教疑似生，需在 109學年

上學期蒐集相關資料，詳細資訊請洽特教組。

五、補校報告： 

補校

主  任 一、補校招收新生，只要年滿 16歲，滿足以下其中一項就可以

報名

1. 有國小畢業證書

2. 通過國小學力測驗鑑定

3. 曾經就讀國中(未畢業)

二、本學期校內藤球競賽已經接近尾聲，感謝各位同仁的支持

與協助，冠軍賽預計於10月 28日第3節進行，歡迎有興

趣的同仁前往觀賽，另因場地限制，原則上只開放6個班

觀賽。如有要帶班級觀賽的老師麻煩事先跟補校太和老師

洽詢。

三、屏東縣環保知識競賽帶領學生至美和科大參賽獲得優等獎

(9年 8班申育婕)。

四、與高雄科工館合作舉辦科技轉化暨應用推廣成果展(民眾日

報9月24日報導 ) 

https://www.allnews.tw/news/14086#.X2sm9vreLUJ.lin

eme    

五、辦理越南中秋節文化體驗活動(民眾日報9月29日報

導)https://www.allnews.tw/news/

14337#.X3NKOPWFZoc.link

六、１０月２４日主委盃獨輪車錦標賽帶領學生至潮州國小參

賽。

七、11月 13日帶領學生參加縣運羽球、獨輪車、藤球項目。

4

https://www.allnews.tw/news/14337?fbclid=IwAR2qg-oCtqUdxYoOeOp8Eh_nvKaNTDPMB23lT41lcyyaLqwoZTFgwozX570#.X3NKOPWFZoc.link
https://www.allnews.tw/news/14337?fbclid=IwAR2qg-oCtqUdxYoOeOp8Eh_nvKaNTDPMB23lT41lcyyaLqwoZTFgwozX570#.X3NKOPWFZoc.link
https://www.allnews.tw/news/14086#.X2sm9vreLUJ.lineme
https://www.allnews.tw/news/14086#.X2sm9vreLUJ.lineme


八、辦理新住民(印尼、越南)語文教學活動。

九、學期末將辦理多元文化異國料理交流課程，歡迎有興趣老

師一同參與。

十、預計於10月 29日下午邀請楓樹學堂進行環保肥皂製作課

程，完全免費。

参、提案討論： 
案由一：                                        提案人：王剛鴻主任
主旨：為改善教學環境及提升學習效能建置校園無聲廣播系統，請討論。
說明：考量學校廣播系統過於老舊，廣播時達不到其效果，故提案是否建置

校園無聲廣播系統。(參考資料如簡報檔-附件 2)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 （無）。

伍、導師時間：
提問一：                                        提問人：林景民老師
主旨：群組有 PO一張109年未入帳課程費用，費用未下來不知道要問誰？可

否固定時間撥付？
說明：其中2/26第七節導師代課費用，課程費用一直未沒有下來，6月社團

第七節、七月社團第七-八節、七月代課費，電話詢問回答:送出去了，
也不知要問誰？今天提出的原因是不知道要問誰？像這種狀況，可以
不可以學校有一個比較完整的配套措施，就是什麼時候什麼錢會下來，
固定那個時候，不要有時候想下來就下來，不想下來就一直拖一直拖。

教務處答覆：教務處每個月都會發明細給老師，老師核對無誤後，教學組立
刻做帳送至會計室，教務處會再與會計室協調溝通討論流程問題

提問二：                                        提問人：許哲禎老師
主旨：老師機車停車棚明顯不足，學校如果有經費，可以增設一下？
說明：老師機車停車棚明顯不足，包括週遭附近地面都有一些水泥的隆起，

對學生校安也有疑慮，總務處可否協助做一下改善。
總務處答覆：爭取經費後，預計平整臻美樓後方空地，以利同仁停放機車跟
汽車。
提問三：                                      提問人：：許哲禎老師
主旨：學生反映廁所問題？
說明：學校大樓老舊，導致學生打掃廁所時，沒有一個比較好的處理，也有

極少數同學掃廁所沒有很用心，也要請各位老師協助，有時洗手台也
是一個問題，尤其女廁的部份都滿髒的，有時馬桶旁邊的磁磚是掉落
的，長時間下來會產生惡臭，希望日後學校可以規劃逐步處理。

總務處答覆：繼續爭取經費，再改善寓善樓另一廁，也請老師教導學生要有
良好的使用習慣。

提問四：                                      提問人：：許哲禎老師
主旨：一年級使用連起來的桌椅不適合？
說明：一年級使用連起來的桌椅不適合，若可以，請逐年編預算逐班去汰換，

這是大學生使用的桌椅，對於一些矮小的學生使用上會是一個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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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答覆：在學校經費許可下，逐批汰換2~3班桌椅，每學期每學期汰換
更新。
提問五：                                      提問人：：許哲禎老師
主旨：家長建議學校早自修時間給予學生聽英聽？
說明：家長跟我建議，是不是可以在學校早自修時間給予學生聽些英聽課程，

我初步的回應是英文老師上課時都會撥時間讓孩子做英聽的聽力測驗
跟訓練，那是不是由導師找時間，由教務處提供資料，在星期四~五，
選個 10~20分鐘讓孩子做聽力測驗會比較好。

教務處答覆：在不影響導師班務時間情況下，教務處樂觀其成。

陸、主席指示(結語)：

一、謝謝各位老師的提問，我想很多問題不見得要在會議中討論，
在這麼短的時間要找到相關法令及處室間的協調，可能也沒
有這麼即時，期望私下也有友善對話，平時把問題呈現出來，
讓各處室主任有時間找相關的法令、因應的措施，大家有問
題，也歡迎來校長室找我。

二、學校很多設備的改善，牽涉到經費的問題，身為校長責無旁
貸，各位授權給我，我會盡力去衝，這星期很多的會議都被
要求回縣府，昨天我跟廖科長開會時，向她反映學校活動中
心狀況很不好，會漏水、沒冷氣，她回活動中心是體育館，
屬於體發中心管轄，我請德玄主任找使用執照，使用執照上
是活動中心暨體育館暨多功能使用中心，我立即 show使用照
執照給廖科長看，廖科長承諾給我們300萬，先做防水，再
逐步到位，各位給我一些任務，我就是盡力爭取一些外部資
源，這個學校是永續的，體育館必須做一個改建，現在我也
在串連一些有力的人士，積極幫我們找到正式管道，把它設
計出來，星期一我也找了大金空調總公司營運長的工程部工
程師，請他們來會勘，他們粗估裝冷氣要450萬，但他們承
諾 300萬就幫我們裝，各位就是我的後盾支持的力量，我盡
力去做，也感謝各位老師對孩子的悉心照顧，謝謝各位！

柒、散會：同日上午08時 2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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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ODF (Open Document Format)
開放文件格式政策說明

..

第１階段

第２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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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您的電腦叫您一直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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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數位校園影音播放管理系統

產品簡報

產品特色

•系統結構簡潔、安全、穩定

•封閉式網路不影響校園網路速度

•支援高清解析度(2K~4K)影音廣播訊號不延遲

•不開電視也可以做英聽廣播

•播放畫面可以任意分割組合

•節目、訊息可透過網路上傳、播放、管理

•緊急訊息插播簡單、迅速

•接收端可任意分組；按排程播放

•透過RS232做收播端遠端開關機控制(顯示目前開機狀態)

產品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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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產品系統功能

• 兼具有聲/無聲校園廣播系統的應用

(英聽課程或考試/政令宣導影片/跑馬燈、文字圖形訊息等廣播)

• 可網路上傳廣播訊息或節目做排程廣播

(上傳訊息；管理端按照指定時間做訊息及節目(如英聽)廣播)
• 可指定班級或特定群組班級的廣播

(可以單一班級、年級、全部、任意．．．等分組)

• 下雨天師長朝會、活動會場實況、演講、及電視直播

(直播端可以任意更動至有網路點的地方)
• 訊息、任何形式節目無需壓縮教材即可播送

(如英聽CD、政令宣導影片…等可立即播放)

• 可緊急插播訊息、午間即時新聞節目廣播

• 可以即時網路新聞跑馬燈直播

• 空氣品質預報及地震預報系統全校廣播

•LED液晶顯示器附視訊盒28台(接收端班級數目)

•網路影音廣播系統傳送器5台(含直播1台)

•網路影音廣播系統接收器28台(接收端班級數目)

•播放用電腦4台(Core i5-9500)(3台節目/1台緊急+主控)

•21.5吋(含)以上LED彩色顯示器+4進1出切換器各1台

•網路施工33點(播放端+接收端)

•獨立喇叭(內建擴音器)28組(接收端班級數目)

•校園廣播軟體(網路版)5套

•校園廣播軟體(單機版)28套

•具備網管功能集線器(2台)

建議的相關設備

指定班級或群組班級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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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集會或表演直播

緊急跑馬燈

產品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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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操作介面(1)

操作介面(2)

節目分割製作畫面
• 傳送器可連到電腦並執行數位看

板分割軟體

• 分割畫面可插入圖片、影片、
PowerPoint、FLASH及網頁等

• 可任意編排播放順序及設定播放
時間

• 可設定排程播放週一~日

• 不限制分割數目，視畫面而定

• 文字跑馬燈及即時新聞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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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 Web/Windows圖形化
操作介面

• 提供傳送器及接收盒
對映連線

• 任意選用切換之班級
或年級(群組)

• 即時連線狀態顯示及
遠端維護

• (選用)採RS-232命令
對TV下開/關/音量調整
/切輸入源等功能

• 班級群組可播不同傳
送器影音

分組廣播內容

不同群組分別廣播內容

排程管理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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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排程管理設定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全校擴大會報紀錄
	時 間： 109年10月08日(星期四) 上午7時30分
	地 點：本校行政大樓3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