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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全校教職員擴大會報紀錄 

時    間：109年 1月 09日(星期四)上午 7時 30分 

地    點：本校行政大樓 3樓 

主    席：鄔校長世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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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時教務處負責領域成果展及圖書館佈置部份，感謝老師

對領域成果展的支持與協助。 

2、教學正常化訪視對學生提問的部份，學生回答真實誠懇，例

如：有沒有一顆藍球打天下的情形，有學生舉手，請老師依

課程計劃內容上課。 

3、科技化評量網站鼓勵老師利用網站資訊設計針對學生程度提

升的教學策略。 

4、今天中午召開課發會。 

5、下星期三開始不上第 8節。 

教學組 
1. 提醒各位老師若臨時需要當天請事病假，請務必通知教務

處，以利課務的調整。 

2. 寒假開課調查表若有意願開課的老師煩請告知教學組。 

註冊組 

1. 各年級各領域成績及領域文字描述請於 1/15(三)前完成，並

將藝能科學期成績及紙本多元評量紙本列印出來，送註

冊組存查。感謝各位同仁的協助與合作，若有任何問題也請

洽註冊組。 

2. 第三次段考及平時成績敬請於 1/21(二)前輸入完畢，因年假

將近，煩請各位老師務必配合。 

3. 七年級學籍系統 2.0將於學期結束(1/31)封存資料，故請任

教七年級各科的老師及導師”謹慎”輸入成績及學生

學習表現或具體建議(各科皆要輸入) 。若 2/1開始

需要修改資料必須填寫申請表，各層級核章後上傳系統才能

修改。 

4. 【代學籍系統 2.0公告】各位老師請注意，學籍系統 2.0近

日內成績模組將優化上線，每次評量僅只會保留 10次小考成

績，請有超過上限的教師先行將不需保留之小考成績刪除，

否則優化後會僅保留前 10筆小考成績，以上說明，不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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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敬請見諒。 

設備組 

1.期末將至請各班導師注意，期初發下撥放英聽用的 MP3撥放器

(主機+電源線+音源線+插頭)，和毓心樓班級的單槍遙控器、

一長一短螢幕線，於段考後準備歸還，以利班級期末離校手續

的辦理，謝謝。 

2.圖書館停止借閱，下星期前會發下各班未還借書名單，請導師

協助學生歸還至教務處，以利班級期末離校手續的辦理，謝

謝。。 

二、學務處報告：  

學務處 

主  任 期末將至，感謝各位老師本學期的協助，大家都辛苦了! 

訓育組 

1. 1月 20日為 108學年度第 1 學期休業式，第七節課在中庭

舉行休業典禮，當日流程表詳如附件 1。 

2. 班會記錄簿需於休業式之前收齊，應有 4-5次以上的開會

記錄，請班級於離校前完成。 

3. 七年級社團成績，需由導師 key入學籍系統 2.0，訓育組

彙整後預計於下週一(1/13)交予導師。 

生教組 

1.增列本校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學生銷過實施要點：若學生
因作業缺交被登記懲處（警告/小過）應將作業完成之後再
進行銷過程序。（提請討論） 

2.增列本校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學生銷過實施要點：若學生
因作業缺交被登記懲處（警告/小過），當學生完成補交作
業後即視為完成銷過程序。（提請討論） 

3.修正本校恆春國中學生獎懲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第 11條第 18項: 欺侮同學他人，情節較輕者。 
第 12條第 20項: 欺侮同學他人，情節較重者。 
第 12 條第 26 項: 於媒體或網路上發表不實言論、滋事、謾
罵、或侮辱同學他人者。 

第 13條第 1項: 參加幫派欺侮同學他人或參與校內外鬥毆情
節嚴重者。 

第 13條第 5項: 有威脅、恐嚇、勒索同學他人者。 
違禁品項目增列電子菸(縣府函示) 

4.擬將返校打掃列入本校服務課程活動，到校打掃的同學依當
天工作時間發給志工服務時數。（提請討論） 

5.擬將交通導護工作列入本校服務課程活動，依執勤工作時間
發給志工服務時數。若同學在學期中已經有參加交通導護工
作(執勤一周以上含一周)，學期結束後該次寒假/暑假得免
參加返校打掃。（提請討論） 

6.請各位任課老師協助，落實點名單填寫(每節課都要簽名，
並且確實登記未到班級的同學)，另外下學期開始生教組會
每天公告前一日未繳交點名單的班級與登記不確實的班級名
單於導師群組上。登記確實的副班長也會給予額外的獎勵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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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衛生組 

1.1/20 休業式大掃除結束後，衛生組會於第六節至各班檢查環

境並清點掃具。若掃具有缺少或損壞，將會影響班級離校。

所以請各班利用這一個禮拜的時間整理班級掃具，有問題請

向衛生組反應! 

  另外，本學期不回收掃具，麻煩各班在休業典禮前將掃具收

至班級教室內。 

2.擬取消「各學期生活榮譽競賽優良班級（前三名）」寒暑假

之返校打掃，做為班級獎勵。（提請討論） 

體育組 
1. 1月 20日路跑活動於上午 1、2節舉行，詳如附件 2。 

2. 1月 21日為體適能第四梯次。 

健康中心 

1.108 學年新生健檢尚有 7 位同學需補檢抽血，恆春基督教醫

院將於今日早上八點於健康中心進行抽血，需要補抽血的學

生名單如下列: 

  7-1 盧 O 羽、7-2 尤 O 文、7-3 張 O 喆，邵 O 芸、7-5 洪 O

薰、7-7方  O、7-9呂 O展 

  以上 7位同學。 

2.新生健檢複檢已於 108 年 12 月 31 日結束，若有七年級家長

詢問，煩請七年級導師轉知勿再帶學生至恆春基督教醫院複

檢。 

3.上述兩點感謝七年級導師同仁們的協助與配合。 

三、總務處報告：  

總務處 

主  任 

本學期已完成採購案及工程 

一、108年 8月完成臻美樓耐震補強工程 

二、108年 8月完成營養午餐招標 

三、108年8月完成「教學環境新購設備計畫-公文櫃、監視

器、對講機、會議桌」採購，經費新臺幣22萬9,300

元。 

四、108年8月完成「舍真樓地下室積水改善工程」修繕工

程，經費新臺幣9萬7,650元。 

五、108年9月完成「寓善樓屋頂漏水油漆防水修繕」修繕工

程，經費新臺幣9萬8,000元整。 

六、108年 10月完成三項活動招標 

七、108年 10月完成寓善樓耐震詳評 

八、108年11月完成「前瞻基礎建設資訊科技教室建置計

畫」採購，經費新臺幣74萬3,550元。 

九、108年11月完成「圖書館新購設備」採購，經費新臺幣9

萬元5,900元整。 

十、108年11月完成「活動中心、家政教室、圖書館及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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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簾設備汰舊換新」採購，經費新臺幣37萬2,950元

整。 

十一、108年11月完成「住商節電計畫-汰換老舊低效率無風

管空氣調節設備」採購，經費新臺幣23萬元2,419元

整。 

十二、108年12月完成「設置半戶外球場計畫」勞務採購，

工程經費新台幣890萬元。 

未來進行採購案及工程 

一、辦理新建中央廚房總供餐人數約2,556人，整體建築工

程經費概算為4,220萬元（建築工程預算 3,220萬元及

廚房設備預算1,000萬元），設計監造費共計新台幣258

萬7,200元整。 

二、辦理「設置半戶外球場計畫」工程採購，工程經費新台

幣890萬元。 

三、辦理老舊廁所改善計畫勞務採購及工程採購，工程經費

新台幣340萬6,000元。 

四、辦理棒球室內打擊屋勞務採購及工程採購，工程經費新

台幣400萬元。 

五、辦理畢業紀念冊招標。 

申請計畫 

一、申請 109年度充實設施設備-運動場圍籬改善工程計畫

書，工程經費新台幣 124萬 1,706元。 

二、申請109年度「教育部補助偏遠地區學校及非山非市學

校教育經費」補助200萬元。 

 

1、家長會期末餐會1/15（三）下午6:30。 

2、期末校務會議1/16（四）下午4:30召開 

四、輔導處報告： 

輔導處 

主  任 

1、學期末學生的學習紀錄 A、B卡請詳實登載完成。 

2、冬令營活動若由輔導室老師統一帶隊參加的，就由輔

導室統一報名處理。 

特教組 

一、資源班學生第三次段考成績調整： 

  (一) 7 年級學生：段考成績普通班占 30%、資源班占

70%，平時成績由任課老師評分即可。 

  (二) 8、9 年級學生：段考成績及平時成績全採計資源班

成績。 

  麻煩國文及數學老師打分數時多加留意，以免成績未調整

影響學生權益，感謝� 。 

二、109 學年適性輔導安置科系選填已開始，麻煩班上有特

殊生之 9 年級導師協助聯繫家長或輔導學生選擇適當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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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分機 22詢問。 

(一)網路選填日期：109年 1月 2日至 109年 1月 16日 

(二)志願序紙本請於 109年 1月 13日前繳回特教組 

五、補校報告：  

補校 

主  任 

感謝各處室以及各位同仁的協助，藤球比賽已於去年 12月

31日圓滿落幕，補校將繼續辦理藤球相關活動，詳細內容將

公告於官網，有意願協助的同仁請洽補校。 

六、人事室報告：  

人事室 

主  任 

1.有關地域加給：本縣自 109年 1月 1日起實施，支領適用

對象為編制內公務人員、教育人員(校長及教師)、技工工

友、駕駛及清潔隊員、占編制缺服務之代理教師。第一年

都是領 3090元，每年加成 2%至 10%。有關地域加給加

成，若有同仁曾領過地域加給(在別的學校或機關如山地

鄉或外島)，請洽人事室， 並請檢附服務證明影本，以利

彙整核對資料，依函釋規定地域加給及交通費只能二擇

一。 

2.地域加給及年終獎金會在 1/15日匯入大家戶頭。 

3.有關行政輪值 1/21星期二寒假開始- 第一週 109/1/21-

109/1/22及開學前一週 2/4-2/10  

  全天上班-2/11開學，行政輪值表已交給各處室。 

七、會計室報告： 

會計室 

主任 

一、近期發現各處室列(影)印資料，常有某個文字或數字以

彩色列(影)印，依今(109)年度印刷契約，黑白每張

0.24 元、彩色每張 3.5 元，請各處室承辦人員印刷時，

勿必留意電腦設定，非必要之文件資料，請以黑白列

(影)印，以免誤印而多支出逾 10倍費用，排擠今年度爾

後各月份印刷預算經費。 

二、自 109 年 1 月 10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奉派出差至丹路

國小代理會計業務，預計每週一至丹路國小，若有相關

業務須會辦會計室時，請各處室承辦留意時程，並預留

作業時間，以免延誤。 

肆、提案討論：（無） 

伍、臨時動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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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提問： 

提問一：                                   提問人：郭淑媛老師   

主旨：學習扶助班建議由教務處統籌給學生登記？ 

承辦單位答覆：學習扶助班是以原本任課班級為主，上課時由老師直接問

程度比較差或篩選沒有通過的同學意願會比較快，或是

班上導師有意願者，也可詢問班上同學，老師願意開班，

由導師配合班上任課老師會比較快一點，而且可以併班。 

提問二：                                   提問人：郭淑媛老師   

    主旨：7年級有一位在家教育的成績要怎麼打？ 

決議（或承辦單位答覆）：會後麻煩跟註冊組接洽。 

提問三：                                    提問人：郭淑媛老師   

    主旨：學務處的導護，冬天站導護有一個感想，6:50學生很少，7:20學

生正多，可時那已經要收隊了。 

決議（或承辦單位答覆）：配合公車到校時間，6:50還是要執勤。 

柒、主席指示(結語)：  

一、先跟各位老師謝謝！這次的校慶很捧！在圖書館安排餐

會，也讓老師瞭解圖書館的狀況，值得讓大家來運用，

期待將來把圖書館當一個總館的概念到圖書角，相關的

規劃後續再來討論。 

二、學校的設備，希望能落實到學生的學習上，這幾年下來，

陸續的在環境設備及各種活動裡面都規劃到一些能讓老

師的教學效果能有一些改進，但有一些活動會讓老師覺

得比較方便輕鬆的，需要花一些錢的，我也稍微做一些

節省的動作，節省下來的錢就是做某些設備的改善，視

聽教室的窗簾已改善，椅子也準備要更新，水、電、紙、

印刷都要做一些節約，我們就有經費再來做一些改善，

謝謝老師共同體會學校財政上的安排。 

三、科技化評量系統，期待國、英、數領域做一個優先的探

討，去理解一下科技化評量系統的設備跟環境，照規定

是每一位老師都要上去，教育部對各縣市政府有要求對

老師上網紀錄次數都有統計，我們都有被叫去做檢討，

監察院對教育部有一些督導，要求做績效報告。我們期

待老師對學生國、英、數有一些瞭解，最後希望老師都

知道這個資源的運用。 

四、歡迎老師及所有同仁參加 1月 16日的期末感恩餐會。 

捌、散會：同日下午 8時 1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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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 

1月 20日(一)休業式行程表 

 

 

第22週 1/20(一)  

節數 時間 活動 地點 備註 

 
07:30~07:40 集合 

中庭 請任課老師於出發

集合與路跑結束後

務必進行班級人數

清點。 

 

第一節 

第二節 

07:40~08:20 
反毒宣導 

熱舞表演 

08:20~08:40 暖身 

08:40~09:40 路跑 恆春鎮 

09:40~09:55 休息 班級教室 

第三節 10:05~10:50 原課程 
班級教室 

 

第四節 11:00~11:45 原課程 

午休時間 

第五節 13:20~14:05 
大掃除 原班教室 任課老師隨班 

第六節 14:20~15:00 

第七節 15:00~16:05 休業典禮 中庭 全體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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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友善校園反毒品德教育路跑】 

活動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依體育行事曆年度計畫辦理。 

    （二）本活動將列為本校傳統常態性活動。 

二、目的： 

    （一）提倡體育活動增進學生身心健康以奠定全民運動之精神。 

    （二）並凝聚班級榮譽感及向心力，紓解課業壓力、強健身心。 

    （三）增進親師生對恆春鎮古城歷史及環境認識，培養愛護鄉土情懷。 

三、承辦單位：恆春國中學務處。 

四、協辦單位：教務處、總務處、輔導室、恆中午餐推行委員會、恆春國中家長委員會、

恆馨扶輪社、屏東縣警察局恆春分局、恆春衛生所。 

五、贊助單位：恆馨扶輪社、恆春國中家長委員會 

六、競賽日期：民國109年1月20日（星期一 ）。 

七、路線規劃：恆春國中東側門 東城門內牆東城門東門路過東門橋後右轉山

腳路赤牛嶺鎮南宮牌樓折返山腳路東門路 恆春國中東側門。 

八、競賽距離：全程約4公里 

九、參加對象：全校學生及教職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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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流程表： 

時間 項目 活動內容 備註 

0730-0740 集合 全校於內操場集合  

0740-0820 
宣導 

反毒飆舞 

品德教育宣導、反毒宣導、營養師宣導、 

熱舞社反毒熱舞表演 

 

0820-0840 說明暖身 路跑線說明及行前暖身  

0840-0940 路跑活動 

0830七年級出發 

0835八年級出發 

0840九年級出發 

 

0940-0955 休息 各班教室休息  

十一、活動獎勵(需完成路跑路線)： 

七年級組：取優選男生前10名，女生前10名，運動飲料1瓶與精美小禮物。 

八年級組：取優選男生前10名，女生前10名，運動飲料1瓶與精美小禮物。 

九年級組：取優選男生前10名，女生前10名，運動飲料1瓶與精美小禮物。 

教 師 組：取優選男生前5名，女生前5名，運動飲料1瓶與精美小禮物。 

十二、注意事項： 

1. 若因身體狀況不適合者經導師認定或其他特殊原因經証明書報備者，得免參賽，但須

擔任公差服務。 

2. 參賽同學必須在包括折返點（加註記號）的指定路線內進行比賽，如有違規者以棄權

論，活動安全及活動整體考量，參賽同學必須在60分鐘內完成。 

3. 全程有裁判、醫護人員及工作人員等，比賽期間上述人員如發現參賽學生有異常現象

或突發事，可決定學生是否終止比賽，各參賽學生務須依指示與裁決，如有學生未從

而發生意外事者，將依校規處置。 

4. 注意：路跑進行中，不可以攜帶耳機、手機、不可亂丟垃圾。 

5. 活動如遇颱風或不可抗拒因素時，體育組將以公告告知延期、取消訊息。 

十三、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經校長核示修正後公布之，實施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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