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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間：108年 12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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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跟明天早上是九年級的模擬考，詳細時程表已發給各班任

課老師及導師。 

2、教務處負責校慶的各領域成果展及圖書館的佈置，各領域佈置

需用物品，請直接洽我領取，圖書館佈置完已成八成，歡迎大

家參觀提供建議。 

3、上星期已完成作業抽查，未通過名單已交給各班任課老師及導

師，希望老師能幫忙叮嚀。 

4、這學期科技化評量在這星期已全部施測完畢，感謝所有英文、

數學及電腦老師的配合。 

5、寒假輔導不開班，改以學習扶助。 

教學組 

1. 兼代課的明細表發下請老師詳細核對，發下後的兩天內如

有問題請與教學組反映，明細表上的金額即是出納撥款金

額，兩天後若沒有太大的變動問題就會辦給會計主任。 

2. 本學期作業抽查於 12/23(一)完成，未通過一科記警告一

支，如有問題請聯繫教學組。 

3. 科技化評量將於本周五 12/27 完成，感謝英文及數學領域

老師的支援，也感謝電腦老師的協助。 

4. 這一兩個月請假教師較多，在此向課務有增加的老師說聲

感謝，謝謝大家的幫忙，讓學生的學習不中斷。 

5. 12/30為正常教學化訪視，請老師多注意當天學生的學習狀

況，也請老師按照課表進行授課。 

6. 寒假暫不開設寒輔，改開學習扶助班，請有意願開班的教

師請跟教務處申請，開班日期為 109.02.03至 109.02.07。 

註冊組 

１. 九年級第一次試模擬選填時間訂於 1/6(ㄧ)~1/10(五)，故

學生超額比序多元學習表現之「服務表現」請老師再幫忙

確認，幹部 8 位、社長(學務處會填)、特殊服務表現 0-4

位，備註欄除非是轉入或體育班轉入，其他不要填寫(例

如副學藝、小老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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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七年級藝能科(健體、綜合、藝文、科技領域)及彈性課程

(圖書教育、基礎英文、彈性數學、社團活動、班會、週

會、視覺藝術一(美)、視覺藝術二(美)、視覺藝術三

(美)、體育專項術科(體))成績輸入注意事項： 

(1) 煩請任教藝能科及彈性課程的老師至學校網站下載-

學校組織/ 教務處/ 教務處檔案/ 學期成績/ 

1081(七年級)藝能科科學期成績計算。 

(2) 先輸入班級、科目、教師姓名。依欄位輸入 3次平

時與 3次定期成績，Excel表格會自動計算出平均

的定期成績及平時成績。再將檔案成績表列印出

來，送註冊組存查。 

(3) 再請老師進入學籍系統 2.0/F.成績管理/F1輸入成

績中尋找該科，點  圖案，輸入"定期成績"及"平

時成績"；並輸入學生學習表現或具體建議(各科皆

要輸入)。 

３. 八、九年級藝能科(健體、綜合、藝文) 成績輸入注意事

項： 

(1) 煩請任教藝能科及彈性課程的老師至學校網站下載-

學校組織/ 教務處/ 教務處檔案/ 學期成績/ 

1081(八九年級)藝能科科學期成績計算。 

(2) 先輸入班級、科目、教師姓名。依欄位輸入 3次平

時與 3次段考成績，Excel表格會自動計算出學期

成績。再將檔案成績表列印出來，送註冊組存查。 

(3) 再請老師將學期成績輸入學務管理系統的”管理學

期成績”中；並輸入文字描述(依領域會議討論之分

配) 

４. 各年級各領域成績及領域文字描述請於 1/15(三)前完

成，感謝各位同仁的協助與合作，若有任何問題也請洽註

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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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務處報告：  

學務處 

主  任 

1、先向導師說聲辛苦了！導師配合學務處很多的活動，讓活動

更順利執行，孩子發生衝突，學務處都照 sop處理，也請導

師多些耐心，學務處也會請輔導室瞭解輔導。 

2、昨天的才藝競賽也感謝導師的配合幫忙！對於配合放學調整 9

年級表演時間的部分，造生學生心理委屈，學務處深感抱

歉！ 

訓育組 
1、7年級社團老師也需打成績，輸入方式會再公告。 

2、校慶活動請看附件工作職掌分配表。 

生教組 

1.恆春國中學生獎懲實施要點增列違禁品：電子菸（依縣府來文
增列）。 
2.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學生銷過實施要點提案（提請討論，相
關意見於會後再彙整給生活教育組）： 
（1）學生因作業遲交、作業抽查而被登記警告記過者，應將作

業補交完成後，始可進行改過銷過程序。 
（2）學生因作業遲交、作業抽查而被登記警告記過者，作業補

交完成後，視同完成銷過程序。（可不用再進行勞動活
動等愛校服務累積銷過時數）。 

體育組 

1. 預訂 12/31(二)中午開校慶體育競賽組裁判會議。   

2. 108 學年度第四次梯次體適能檢測時間為 109 年 1/21(二) ，

未參加前三次檢測的同學將報第四    梯次。 

健康 

中心 

1. 本校流感疫苗接種已於上週三(12/18)順利圓滿結束，感

謝各班導師及各科任老師同仁們的協助與配合，才能將流

感疫苗接種事宜順利完成；全校共有 715 位學生接種。煩

請各班導師協助提醒當天請假未到的同學們到健康中心領

取家長同意書及補接種疫苗通知單由家長陪同至恆春衛生

所補接種疫苗。 

2. 七年級導師請協助提醒新生健檢尚未完成的同學們於校慶

週(109 年 1 月 3 日)以前完成複檢，若未拿到檢查報告單

的同學們，請學生到健康中心領健康檢查紀錄表後至恆春

基督教醫院或平時學生固定就診之醫療院所完成複檢，並

於檢查後將複檢回條及健康檢查紀錄表繳回健康中心，以

利彙整。 

3. 由於季節變化大，近期內衛生單位發現本縣進入十二月之

後在學學童(幼兒園至國中)明顯有腹瀉等腸胃炎症狀頻繁

就醫，請各班導師協助督促學生於在校期間養成勤洗手的

良好衛生習慣，也避免共食共飲的情形發生以免交互傳

染；班上若遇有兩位以上同學有上述情形者請告知健康中

心護理師並建議在家休養至情況改善後再回校上課。 

4. 上述三點謝謝各位導師同仁們的協助與配合，若有任何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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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歡迎至健康中心洽詢。謝謝! 

午餐 

秘書 
1/3(週五)校慶當日，請全校教職員至圖書館取餐。 

◎提問； 

許哲禎老師：校慶每班會有休息區？ 

吳思潔主任：這次不設休息區，因為開幕典禮完直接就是趣味競賽，

大部份孩子都會在操場替孩子加油。 

校長：學務處因考量老師可能 2地分身的困難，關於巡邏人力，恐怕

學務處也會以現場活動人力為準，除非組一個互助或是巡守隊，

學校因為經費問題，這幾年搭帳蓬花了 2-3小時，然後撤掉，

搭帳蓬花了 2-3萬，實際上現在去募款非常困難，節省下來的

費用，大家也有感受到環境設備逐年在改善，所以，過去比較

一次性，例如租東西、租椅子、租桌子等，就比較減少了，這

是一個財政上的管控跟處理，這些財政紀律下，學校也有一些

進展，巡邏人力學務處可能抽不出來，再看看大家有沒有其他

想法。 

于福豪組長：當天生教組會一直巡邏，不會停下來，因為現在教室分

布在很多的區域，若讓學生自由進出教室，在管理上會

有很多死角，當天若有外校人員侵入進來，我一定立即

驅趕，若教室是開放的，問題就會比較多，休息區是不

是規劃集中在體育館的看台，是不是大家都有個共識，

在活動進行時，大家不要回到教室，有問題在體育館這

邊，我們可以立刻瞭解並處理。當然若有個別特殊情形

跟老師報備一聲，絶對是沒問題，原則上大家若都不回

教室，整個指揮控管會比較好一點。 

校長：我們還是維持原議，讓學務處可以控管並即時處理，若有個別

狀況，就報給導師跟學務處處理。 

三、總務處報告： ， 

總務處 

主  任 

1、12/27（五）辦理第 2次半戶外球場規劃監造設計費

開標。 

2、縣府同意辦理圖書館新購設備經費新臺幣 9萬 5,900

元整。 

3、縣府同意辦理「活動中心、家政教室、圖書館及教室

窗簾設備汰舊換新」經費新臺幣 37萬 2,950元整。 

4、核定補助貴校新建中央廚房設計監造費經費共計新臺

幣 258萬 7,200元整。整體建築工程經費概算為

4,220萬元，總供餐人數約 2,55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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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部核定本校辦理設置半戶外球場計畫 890萬元。 

6、冷氣汰舊換新經費 23萬 2,419元。 

7、電腦教室設備汰舊換新 71萬 1,724元。 

8、申請計畫「108年度充實設施設備-運動場圍籬改善

工程」，所需經費計新臺幣 124萬 1,706元。 

9、寓善樓廁修繕 340萬 6,000元。 

四、輔導處報告： 

輔導處 

主  任 

1. 輔導室近期提出「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草

案，已張貼於各辦公室，請各位老師利用時間瀏覽，

輔導室將於期末校務會議進行討論。 

2. 校慶輔導室有辦理高中職升學博覽會，請導師協助轉

知班上學生利用時間前往參加體驗，七八年級學生亦

可參加。活動結束後，也請協助學生將活動歷程紀錄

在生涯輔導手冊。 

3. 校慶輔導室有辦理愛心義賣活動，商品募集時間至

12月 27日，請各班把握時間。愛心義賣活動將於慶

祝大會結束後開始進行，商品售價最多 100元，請把

握機會。 

4. 校慶餐會將設於圖書館，活動接在圖書館揭牌後開始

進行。10：00第一階段上菜，優先讓來賓享用；

11：00開放讓老師參與；12：00第二階段上菜，讓

未用餐的老師享用。當天導師的營養午餐照常隨班供

應，行政及專任教師則不再提供營養午餐，請至餐會

地點用餐。素食的部分照常供餐。 

5. 下學期 2月 15日(六)為行政人員補上班，恆春工商

預計於當天辦理老師的技職體驗，讓老師可以對高職

的群科有進一步的了解，請老師能多多踴躍參加。 

輔導組 

1. 校慶升學博覽會共計 14所學校參加(樹人醫護管理專

科學校、慈惠醫專、屏榮高中、大榮中學、三信家

商、樹德家商、中山工商、屏北高中、中華藝術學

校、高英工商、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潮州高中、

國立恆春工商、國立內埔農工)，請總務處協助搭設

14頂帳篷，費用由各校當日繳交。 

2. 截至 108/12/24本校目前中輟生共 3位(911尤○

杰、806王○璋、806張○竛)。長期缺課共 6位(903

吳○豪、911尤○杰、806王○璋、907黃○玄、808

林○宸、806張○竛) 

特教組 一、資源班學生第三次段考成績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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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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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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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年級若原班有調課，為不影響學生其他科目之

受教權，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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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老師們!!! 

三、屏東縣 109 學年度適性輔導安置即將開始作業，本

校 9 年級身心障礙學生皆可用此管道升學，實際作

業將特教組統一處理，請班上有特殊生的 9 年級導

師留意並提醒學生選填志願，感謝。 

  (一)108.12.31網路公告開缺名額 

  (二)109.01.02-109.01.06志願試探模擬選填 

  (三)109.02.12-109.02.21國中完成網路報名作業 

五、補校報告：  

補校 

主  任 

本次藤球比賽感謝所有同仁對比賽的支持與協助，這次

的比賽共有 9隊報名參加。冠亞軍賽預計於１月 2日

(四)進行，歡迎有興趣的同仁前往觀賽，也歡迎導師提

出觀賽申請(因場地限制，原則上只開放 6班觀賽)，謝

謝大家。 

六、人事室報告：  

人事室 

主  任 

1.酒後駕車行為經警察人員取締者，應履行公務員服務

法第五條所定之誠實義務，於行為後一週內主動告知

服務機關人事單位。 

2.公務人員有酒後駕車行為者，各機關學校應本權責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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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生之危害及對政府形象之影響程度，予以嚴厲

處分。 

3. 喪假得分次申請，以時為單位，但應於死亡之日起百

日內(含六日)請畢。 

4.請各位教師同仁落實：查「教師請假規則」第2條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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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教師請假、公假或休假，應填具假單，經學校

核准後，始得離開。但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由其同

事或親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教師未依第十三條第

一項規定請假而擅離職守或假期已滿仍未銷假，或請

假有虛偽情事者，均以曠職論；無故缺課者，以曠課

論。曠職或曠課者，應扣除其曠職或曠課日數之薪

給。 

七、會計室報告： 

會計室 

主任 
108年度差旅費於本年底前作業，惟農會轉存個人帳戶

若未及於年底轉入個人帳戶，將於 1月份入帳。 

肆、提案討論：（無） 

伍、臨時動議: （無） 

陸、主席指示(結語)：  

一、校慶營養午餐的部份，去年很多老師建議改用餐會的方

式，請大家配合用餐時間，這是一個比較豐盛的案排。 

二、學校在溝通的平台上，開會是很重要的，像剛剛的建議

都很好，讓大家從不同角度思考，今天的會議本來是為

校慶前做一個工作上的協商，開會如果有困難也要請假，

正式開會都有通知，也在行事曆中，不然就變成有曠職

的考量。 

三、我要謝謝各處室的主任、組長，他們如果很用心的為學

校服務，對學校一定有很好的一個運作，學務處、教務

處、輔導室經常都加班到晚上 8至 10時，這點我們非

常感激！在現場的老師也很辛苦！如果老師認為自己適

合行政工作，也可表達一下，主任也可拜託大家來幫忙！  

四、學校組織比較大，個別意見要一致，大家都很滿意，這

是有困難的，學校人多編制大，只能求共同最佳的共識。

回顧 3年半前，我提出「愛、榜樣、尊重、關懷、成就

老師、成就孩子」來做為辦學理念，這是一個理想跟原

則，非常謝謝這幾年來老師跟行政同仁的幫忙！回顧 4

年前，學校的早自修是做打掃工作且亂成一團，現在大

家習慣了安靜的早晨，回頭去看就發現學校有變化，一

個小孩子行為的改變，不是一朝一夕，品德教育老師能

以身教、言教，訓育組在活動中讓學生建立自信，讓學

生有角色、有自信、有成就，遊戲規則都是在行政操作、



8 

 

依照法規或是跟老師溝通建立起來的，在建立班規、校

規等等都放進讓學生有表現的機會，多用心、多設計，

現在大家一步一腳印、一棒接一棒，品德教育要怎麼做，

我們要求行政同仁規劃活動時，裡面要放進教育的元素

跟思維，各班老師才能依循、共同維護並指導學生，也

很感謝老師一直的配合。 

五、科技化評量系統出來後，請大家看一下出來的資訊，請

老師看一下個別班級的國、英、數三科，測出了解學生

程度，教學才能修正到適合學生的，讓學生得以提升，

謝謝教務處的規劃跟努力，這個學期有很大的進展，朝

著教學跟評量能夠結合，我們也在進步，謝謝大家！我

們提供一塊福田，大家一起來種福田，為下一代、為自

己來種下心中的福田，也希望大家未來工作都能夠順利，

因為學校需要大家，大家一起來努力！謝謝！ 

柒、散會：同日下午 8時 3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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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恆春國中 75週年校慶慶祝大會籌備小組工作職掌表 
組別 組長 組員 工作項目 備註 

執行 

總幹事 

校長 教務主任-王剛鴻 

學務主任-吳思潔 

輔導主任-陳麒生 

總務主任-鄧俊臣 

補校主任-林宗慶 

人事主任-邱惠莉 

會計主任-林進芳 

1、 協調及執行校慶各項事宜。 

2、 各小組工作進度之督導。 

 

行政組 學務主任-

吳思潔 

訓育組長-蘇怡雯  

體育組長-王 婷 

生教組長-于福豪 

衛生組長-洪于涵 

1、 綜理全盤事務分配各組工作 

2、 協調各組解決困難 

3、 掌握工作進度及校慶當日流程順利進行 

4、 規劃場地分配 

 

總務組 總務主任-

鄧俊臣 

會計主任-林進芳 

人事主任-邱惠莉 

事務組長-陳映順 

文書幹事-梁昭君 

出納組長-洪素珍  

 

1、 負責及活動請帖送印（訓育）寄送（文書） 

2、 督導各班桌椅之標示 

3、 支援各組物品之採購（事務） 

4、 彙整大會經費預算審核經費支出及報銷（會

計） 

5、 獎品禮金之登記及徵信（出納） 

6、 各項設施標示及路線指引（生教） 

7、 各帳篷搭設相關事宜(技職博覽會 5頂、愛心

義賣 1頂、趣味競賽 2頂、護理師 1頂，小計

9頂。) 

8、 感謝狀、家長委員聘書 

9、 資深優良教師名單：10年吳惠英、20年張泰

華。 

 

佈置組 訓育組長-

蘇怡雯 

 

教學組長-徐盈穎 

輔導組長-蕭逸寧 

美術協辦-李宛青 

事務組長-陳映順 

技    工-姚坤明 

工    友-王楚翔 

 

1、 司令台佈置及音響之修護國旗及國父遺像之準

備（事務、訓育） 

2、 校門佈置及來賓之座椅司令台盆景擺設（事

務） 

3、 會場動線設計、川堂、前庭等佈置（訓育） 

4、 國旗與校旗佈置(技工、工友) 

5、 教學成果展佈置(教學組) 

6、 技職展覽會(輔導組長) 

 

醫護組 校護- 

彭淑貞 

技職博覽-慈惠醫專 

專任教師-王萱 

大會期間選手受傷急救處理 

[發文恆基救護車及醫護人員] 

當日設 

醫護攤 

警衛交通

組 

學務主任-

吳思潔 

生教組長-于福豪 

技    工-姚坤明 

工    友-王楚翔 

 

1、 發文恆春分局協助校園週邊安全 

2、 服務生及糾察隊之遴選及分配 

3、 協助維持大會秩序及安全維護 

4、 休息區之秩序維護及緊急事項處理 

5、 手持式通訊器的使用以達完整聯繫 

 （向訓育組借用） 

6、 來賓車輛引導放置 

當日務必

分組排班

進行校園

安全巡視

並注意校

園死角 

體育競賽

組 

體育組長-

王 婷 

專任教師-王緯涵 

專任教練-潘志偉 

專任教師-李祖岑 

專任教師-陳妡榕 

專任教師-張卉薐 

1、 籌畫趣味競賽/大隊接力及場地佈置 

2、 執行趣味競賽/大隊接力活動並排定名次 

 

數名體育

班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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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師-鄭秋龍 

專任教師-陳忠敬 

專任教師-楊太和 

專任教師-黃德玄 

專任教師-蕭振旭 

專任教師-翁瑞卿 

典禮組 訓育組長-

蘇怡雯 

場地音控設備 

訓育組長-蘇怡雯 

司    儀-吳思潔 

司    儀-黃煒婷 

體育組長-王  婷 

1、 大會各項目進行之程序播報 

2、 大會之成績播報 

3、 負責典禮各項樂曲之演奏 

4、 節目聯繫準備(補校) 

公差 4名 

獎品組 訓育組長-

蘇怡雯 

體育組長-王  婷 

衛生組長-洪于涵 

專任教師-王緯涵 

1、 各項競賽獎品準備 

2、 獎品包裝分類 

3、 獎品整理編號保管佈置 

4、 獎狀繕寫、獎品分配 

5、 領獎獎狀獎品的傳遞 

6、 競賽計分登入、精神總錦標成績計算 

公差 4名 

 

招待組 人事主任-

邱惠莉 

 

補校主任-

林宗慶 

補校組長-楊太和 

專任教師-李佳穎 

專任教師-吳秋君 

1、 校長來賓配花來賓介紹名條準備 

2、 會前及會後來賓之招待(需公差學生) 

3、 司令台茶水供應 

4、 校長室茶水供應 

5、 設置貴賓招待處來賓簽名及資料分送 

6、 [來賓]介紹名條整理(開幕前送舞台) 

結束後協

助校園安

全巡視維

護 

禮品金組 會計主任-

林進芳 

出納組長-洪素珍 負責禮品、禮金簽收，及核開收據  

攝影組 設備組長-

吳宗憲 

專任教師-何冠萬 

專任教師-郭淑媛 

1、 負責活動拍照紀錄及攝影照片 

2、 將活動照片張貼於校網 

3、 兼任支援校園安全維護 

 

技職博覽

會籌備組 

輔導主任-

陳麒生 

輔導組長-蕭逸寧 

兼輔教師-王嬿晶 

專任輔導-梁怡君 

1、 聯繫與計畫技職博覽會相關事宜 

2、 籌劃與執行技職博覽會相關事宜 

 

愛心義賣

籌備組 

輔導主任-

陳麒生 

特教組長-黃煒婷 

特教班導師-蔡少鏵 

特教班導師-林佳樺 

資源班導師-古曉涵 

資源班導師-翁書羽 

1、聯繫與計畫愛心義賣相關事宜 

2、籌劃與執行愛心義賣相關事宜 

 

 

 

教學成果

籌備組 

教務主任-

王剛鴻 

 

教學組長-徐盈穎 

美術協辦-劉宛青 

專任教師-劉宜妮 

專任教師-林水涵 

專任教師-林惠雯 

幹    事-李  治 

1、 蒐集各領域成果 

2、 籌劃各領域展示相關事務 

3、 班級教學成果展精神總錦標評分 

擺設地點:

寓善樓走

廊 

社團成果

籌備組 

 

訓育組長-

蘇怡雯 

專任教師-王  萱 

實習教師-吳亭潔 

專任教師-魏妍儀 

1. 蒐集各社團活動資料，並編輯成海報。 

2. 藝文社團靜態展演協助。 

擺設地點: 

寓善樓走

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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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啟用典禮

籌備組 

教務主任-

王剛鴻 

總務主任-

鄧俊臣 

註冊組長-余佩怡 

設備組長-吳宗憲 

專任教師-張  韻 

美術協辦-劉宛青 

專任教師-劉宜妮 

專任教師-林水涵 

專任教師-林惠雯 

1、 計畫圖書館啟用典禮相關事宜 

2、 籌畫並執行圖書館啟用典禮相關活動 

3、 購買圖書館啟用典禮相關器材(總務處) 

4、 圖書館佈置 

擺設地點: 

臻美樓三

樓圖書館 

餐會組 資料組長 

-洪秀娟 

資源班導師-古曉涵 

專任教師-張豪巖  

專任教師-張卉薐 

1、籌畫並執行餐會相關活動 餐飲職群

學生 

午餐組 午餐秘書-

洪嘉穗 

營養師-洪嘉穗  

 

 

校慶 

特刊 

訓育組長-

蘇怡雯 

 1. 蒐集各處室活動資料，並編輯成三折頁。 

2. 製作校慶出版品。 

 

 

環境清潔

組 

衛生組長-

洪于涵 

專任教師-陳姿瑜 1、公差分組巡視並定時維護校園清潔 

2、協助導師督促各班維護班級區域清潔 

3、發文至衛生所，詢問博覽會擺攤 

公差 10名 

精神總錦

標 

訓育組-蘇

怡雯 

專任教師-郭君毓 

專任教師-吳惠英 

專任教師-陳姿瑜 

實習教師-吳亭潔 

專任教師-楊文正 

專任教師-陳國雄 

1、精神總錦標評分： 

七年級評分教師郭君毓、吳惠英；八年級評分教

師陳姿瑜、吳亭潔；九年級評分教師楊文正、陳

國雄。 

2、典禮表現、整潔秩序、班級精神、服裝儀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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