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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全校擴大會報紀錄 

時    間： 110年01月07日(星期四) 上午7時30分 

地    點：本校行政大樓3樓 

主    席：黃總務主任德玄                                        記錄：梁昭君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今天校長參加縣府秘書長親自主持的「恆春鎮重點建設計劃」第十一

次專案會議，指示由我代為主持，待會兒同仁有什麼意見請提出，現

在先進行工作報告。 

貳、各單位報告：  

一、教務處報告： 

教務處 

主  任 

1、新的校網建製中，舊的校網，教育部指示 1月1日暫停使用。 

2、寒假學習扶助班開課是從 1/25~1/29，單子星期一發給各班，願意參

加的交回回條，有意願開課的老師也跟教務處說一聲。 

3、7 年級導師希望導師室能購買碎紙機，教務處會進行採購，每間導師
會有一台碎紙機。 

4、第3次段成績繳交期限是1/22，平時成績是在1/26前， 
5、下星期三段考，數學科改成星期三。 
6、督學到校巡堂後說學生睡覺人數比例太高，麻煩大家叫醒學生，學生
若不舒服，請他（她）到健康中心。 

7、這學期教學正常化訪視，委員認為我們學校沒有發展校訂課程，我們
可能會製訂一個屬於學校自己的校訂課程，不再是原本課程的延伸。 

教學組 

1.為寒假輔導週，本學期開設學習扶助及9A9B。 

2.1/13、14第三次段考。 

3.本學期第八節及學習扶助上至1/13(三)。 

4.學習扶助家長同意書、教師開課意願調查表，於1/8(五)前繳交。 

註冊組 

1. 第三次段考成績繳交期限為 01/22(五)放學前，平時成績繳交期限為

01/26(二)放學前，請老師們如期登打成績，成績輸入後務必再次檢

查有無誤登。 

2. 提醒各位導師，班、週會不須登打評語。 

設備組 

1.觸控式黑板預計於寒假施工，請各班導師寒假前準備一張桌子在黑板

側邊，以裝設電腦。 

2.學期末各班要繳回：螢幕線、螢幕轉接頭、英聽播放器、英聽資料袋

含隨身碟。 

3.學生第二次段考後閱讀心得獎勵券兌換至1/14(四)。 

4.新網址網址 http://nss.www.hcjh.ptc.edu.tw/nss/p/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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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務處報告：  

學務處 

主  任 

1、1/15日第1-2節路跑，第3節7-8年級露營活動說明，第4節畢業旅

行說明，第5-6節全校大掃除，第6節掃完的先回班上，衛生組清點

掃具，第7節結業式。 

2、8年級1/13開始第8節不上課、1/15不上社團，7年級校歌及8-9年

級合作盃才藝競賽會在結業式頒獎。 

3、生教組昨天有po一個公文在教師群組，提醒同仁管教學生務必小心，

不要體罰。 

4、寒假返校打掃，每個班級至少要回來一天。 

5、下學期專任教室的打掃會排一名負責人，請負責專任教室的老師，我

們會準備一組打掃用具給您們。 

6、1/14(四)第五/六節師生籃球比賽，班級自由參觀。 

訓育組 

1.1/15(五)當日流程(皆由各班任課老師隨班協助班級管理)， 

  第七節結業式全體教職員須參加:78年級任課老師，9年級由導師隨班

(會做鐘點費給九導)! 

節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內容 
期末 

路跑 

78 年級:露營

行前說明 

9年級:原課程 

78年級:原課程 

9 年級:校外教學

行前說明 

全校大

掃除/ 

清點掃

具 

結

業

式 

地點 中庭 
體育館/各班

教室 

各班教室/體育

館 

各班內

外掃區 

體

育

館 

2.八年級社團1/13(三)不上第八節； 

  九年級1/15(五)不上社團課；第七節由導師協助休業式 

3.七年級校歌比賽及八九年級才藝競賽於結業式頒獎。 

4.下學期若有意願擔任社團指導老師的同仁，可以與訓育組聯繫囉! 

衛生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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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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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煩各班在結業典禮前將掃具收至班級教室

內。 

2.各年級寒假返校打掃預計於 1/8(五)中午抽籤；一個班級需回來一天

(8:00-10:00)。 

  另外本學期生活榮譽競賽各年級前三名之班級可免參加返校打掃。 

體育組 1.109學年度班際運動競賽已順利完成,感謝各班導師、任課老師的配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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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擔任裁判的同仁、教練們。感謝合作社贊助班際運動競賽獎品及裁判

費, 競賽規則不完善的部分,體育組將會做更詳盡的說明/修改。 

3.1/14(四)第五/六節師生籃球比賽。請各任課老師自由觀賽並管理班級

秩序,參賽老師課務自理。 

2. 1/15(五)為期末路跑活動(7:40內操場集合,預計10:00活動結束)請各

班著運動服,身體不適者將擔任路跑工作人員。 

健康 

中心 

1. 時序進入冬季，因應政府 COVID-19防疫措施，自 12月 1日起出入八

大類場所務必要戴口罩；其規定場所為: 

(1)醫療照護(2)大眾運輸(3)生活消費(4)教育學習(補習班或安親

班)(5)觀展觀賽(6)休閒娛樂(7)宗教祭祀(8)洽公。 

2. 學校部分繼續依照政府規定實施目前防疫措施，但若有感冒症狀者須

戴口罩；生病在家不上班不上課，避免校園內發生群聚傳染等情形發

生。 

3. 麻煩請 7 年級導師協助提醒班上尚未完成學童健檢複檢的同學們務必

於1月14日(四)前完成，並於檢查後將回條繳回健康中心，以利彙整

及登錄作業。 

4. 上述幾點報告感謝各位教職同仁及導師們的協助與配合，若有任何疑

問；歡迎至健康中心洽詢。 

午餐 

秘書 
110年1月13日(週三)全校師生加菜,達美樂披薩1片. 

三、總務處報告：  

總務處 

主  任 

1、半戶外球場新整建工程12月15日決標，28日送都市審議委員會

審議完成通過，預計工期200個日曆天。 

2、中央廚房新建工程11月月中召開第2次細部審查會議後修改中。 

3、棒球場修整建工程進度已達70%。 

4、屏東縣恆春鎮教師集中宿舍新建統包工程進度達到42.75%，預計

今年5月完成。 

5、由於班級數減少，今年度修繕費用減少，請各位導師提醒孩子要愛

惜公物。 

四、輔導處報告： 

輔導處 

主  任 

1、這學期技藝課程已經全部結束，感謝各位老師的協助！ 

2、明天星期五下午2:00-4:00桌遊中心有一場觀議課，地點在圖書

館。 

3、2/1至慈惠醫專專訪，老師有意願參加的可在群組報名資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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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年級露營活動螢火晚會家長邀請函今天發給家長會家長，不

是家長會成員想參加的麻煩老師把名單給輔導室。 

5、今早在7-8年級老師群組公告車次。 

特教組 

1.屏東縣110學年度適性輔導安置已開始作業，本校九年級身心障礙學

生皆可用此管道升學，相關作業期程如下，再麻煩班上有特殊生的九

年級導師留意，並鼓勵學生及家長參與相關會議，十分感謝。 

  (一)109.12.31網路公告開缺名額(已將缺額紙本發給學生) 

  (二)110.01.04-110.01.18志願試探模擬選填 

  (三)110.02.17-110.02.24國中完成網路報名作業 

  (四)110.02.23召開轉銜輔導會議 

2.特殊教育法 28條規定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應以團隊合作方式訂定，

依據 109年 11月 5日屏縣府來函修正之《屏東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辦理校園特殊教育專業團隊實施計畫》規定「… 團隊應包括特殊教

育教師、普通教育教師、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及學校行政人員等，

及依學生需要彈性調整之成員…」，本校本學期期末個別化教育計畫

會議將於 110年 1月 13日(三)下午 16：00-18：00，麻煩班上有特

殊生的導師務必撥冗出席會議，也歡迎各科老師若對特殊生的學習狀

況有任何疑問及建議，皆可至會議上提出討論，感謝。 

五、補校報告：  

補校 

主 任 

一、1月1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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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月29、30、31帶隊參加全國藤球排名賽 

六、人事室報告：  

人事室 

主 任 
1.年終獎金2/2核發(春節前10日)一次發給 

2.請代理教師1/8前將工作獎金申請書繳到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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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要如何到校網申請獎懲紀錄？   

說明：昨天問班上孩子知道怎麼去校網查詢獎懲紀錄？孩子都回不知道。他們要怎

麼在校網查詢個人資料？是不是可以在校網公告或是親師懇談會對家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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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說明，讓家長知道怎麼在校網查詢學生獎懲紀錄， 

教務處答覆： 我們會再麻煩教授7年級資訊老師利用電腦課時間讓同學實際操作

一次，下次班親會也會告訴家長如何操作。 

提問二：                                              提問人：張泰華老師   

主旨：教學組的行政報告單「本學期第八節及學習扶助上至1/13(三) 」，訓育組

行政報告單「八年級社團1/13(三)不上第八節」想詢問第八節到底要不要

上？ 

教務處答覆：這學期第八節是上到1/13，不上第八節是誤植。 

提問三：                                              提問人：張泰華老師   

主旨：建議每2個星期開一次導師會報？ 

教務處答覆：老師如果覺得ok，我再向校長報告。 

提問四：                                              提問人：張泰華老師   

主旨：設備組希望導師在寒假前放一張桌子，請問桌子要多大？ 

◎許哲禎老師： 每班準備的桌子都有固定用途，設備組已經知道那些班級需要桌

子，是不是可以統一處理，長久性的東西，可以有長遠一點的規劃。 

◎吳秋君老師：建議是不是可以採買收納的桌子？需要時使用，平時可以收起來。 

教務處答覆：會後再跟總務主任討論，是不是由學校統一架設，桌子由學校統一處

理。 

提問五：                                              提問人：張泰華老師   

主旨：學校很多設備，希望設備組能列清單，希望設備多告知老師一些，希望多多

使用。 

教務處答覆：去年撥入32台iPad，也是縣府突然通知，我在主管會報多次詢問要

怎麼使用，只要老師教學課程有相關，包括iPad、筆電、單槍，都可

以來教務處借用。 

提問六：                                              提問人：許哲禎老師 

主旨：這陣子各處室請公差發放東西、叫人或請導師簽名，都是利用午休時間，請

同仁教育公差，都已經12:40幾分了，公差來一喊”某某”在那裡，全班都

被叫醒了，或者50幾分了，公差來叫醒導師要簽名，或是公差已完成工作

了，在樓梯間聊天聊的很大聲，是不是可以適時教育學生？對他們以後做事

也會更好。 

◎吳秋君老師：建議班級可以使用掛勾式小籃子掛在門口，如果不是很需要叫醒人

的事，可以直接放在籃子裡就好。 

教務處答覆：公差各處室都有，我們會再請公差注意該注意的狀況。 

提問七：                                              提問人：郭淑媛老師 

主旨：督學巡堂學生睡覺人數多的問題，一定有叫學生起來，一是學生不舒服，二

是叫不起來，叫不起來時，我們需要行政的協助，處理上有沒有一個流程，

SOP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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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答覆：班級經營上就是叫學生起來，若是學生不舒服，就請同學帶他（她）

去健康中心，叫不起時，下課時就請他（她）去學務處，或是通知導

師、或是帶到自己的辦公室去說明。 

陸、主席指示(結語)：期未了，再辛苦一下就要放假了，謝謝各位！ 

柒、散會：同日上午08時0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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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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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恆春國中、恆馨扶輪社 

四、承辦單位：恆春國中學務處 

五、協辦單位：教務處、總務處、輔導室、恆春國中家長委員會、屏東縣警察局恆春

分局、恆春衛生所。 

六、贊助單位：恆馨扶輪社、恆春國中家長委員

會。 

七、競賽日期：民國 110年 1月 15日（星期五 ）。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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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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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競賽距離：全程約 4公里 

十、參加對象：全校學生及教職員工。 

十一、流程表： 

時間 項目 活動內容 備註 

0740-0750 集合 全校於內操場集合  

0750-0830 
品德教育及反

毒宣導 
品德教育宣導、反毒宣導、有獎徵答 

 

0830-0840 說明 暖身 路跑線說明及行前暖身  

0840-0940 路跑活動 

0840七年級出發 

0845八年級出發 

0850九年級出發 

 

0940-0955 休息 各班教室休息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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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名，女生前 3名，運動飲料 1瓶與精美小禮物。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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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有教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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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學生不從

而發生意外事者，將依校規處置。 

4. 注意：路跑活動不可以攜帶耳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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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經校長核示修正後公布之，實施亦同 

 

承辦單位：         單位主管：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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