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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校務會議 

提案一：106學年度兼行政職務教師減課授課時數，提請本校「校務會議」決定。 

說明：提案單位：教務處 

1. 依據：「高雄市立國民中學兼行政職務教師減課標準表」辦理。 

2. 建議減課名單： 

(1) 午餐秘書     邱凱彬老師 減課 5節。 

(2) 資訊秘書     趙月萍老師 比照組長排課。 

(3) 協辦行政     蔡俊誠老師 減課 4節。 

(4) 協辦行政     林靜雯老師  減課 4節。 

(5) 協辦行政        林文智老師  減課 2節。 

(6) 協辦行政        鄭心喬老師  減課 4節。 

(5) 兼任輔導教師 曾秋明老師 減課 10節(教育部專款)。 

  

決議：同意人數 25票，不同意 0票。 



 

 

 

 

 



提案二：提案：檢陳本校 106學年度「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會名單詳如附件 

提案單位:學務處 

決議: 同意人數 25票，不同意 0票。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 106 學年度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名冊 106年 08 月 29日校務會議通過 

編號 職務 職稱 姓名 

1  主任委員 學務主任 曾建瑋 

2 副主任委員 教務主任 王焌建 

3 執行秘書 訓育組長 曾秉閎 

4 當然委員 輔導組長 林婉宜 

5 教師代表 總務主任 趙懷嘉 

6 教師代表 教學組長 顏婉如 

7 教師代表 專任教師 鄭心喬 

8 家長代表 家長委員  

9 家長代表 家長委員  

附註： 

一、獎懲會置委員九至十三人，任期一年，均為無給職，其組成方式如下：(一)學務(教

導)主任、教務主任、訓育組長組長及輔導組長為當然委員。(二)家長會代表二至五人。(三)

教師代表二至五人。獎懲會由學務(教導)主任擔任主任委員。 

二、本委員會之委員任期為一學年，均為無給職，期滿得續聘之，委員因故出缺時得另行

遴聘，其任期由原任期屆滿日止。獎懲會開會時，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親自出席，始得

開議。獎懲之決定應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開會時，如涉及委員利害

關係之議案時，該委員應行迴避之。 

三、以上依據「高雄市國民中學學生獎懲實施要點」（中華民國 104 年 2 月 17日高市教

中字第 10431093600號函修正）訂定。 

 

 

 

 

 

 

 



提案三：檢陳本校 106學年度「106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師值週導護辦法及名單」

詳如附件，提請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提案單位:學務處 

決議: 同意人數 25 票，不同意 0 票。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師導護辦法及輪值表 

週次 

      日期 

一 曾建瑋 

08/28~09/01 

二 曾秉閎 

09/04~09/08 

三 邱聖德 

09/11~09/15 

四 曾建瑋 

09/18~09/22 

五 曾秉閎 

09/25~09/29 

六 邱聖德 

10/02~10/06 

值週導護(一) 
教務主任 

王焌建 

教學組長 

顏婉如 

註冊組長 

何秀珍 

總務主任 

趙懷嘉 

專任教師 

曾秋明 

特教班導師 

林美鳳 

值週導護(二) 
902 導師 

林文智 

801 導師 

蔡育琳 

702 導師 

林靜玟 

701 導師 

邱凱彬 

專任教師 

趙月萍 

專任教師 

鄭心喬 

週次 

      日期 

七 曾建瑋 

10/09~10/13 

八 曾秉閎 

10/16~10/20 

九 邱聖德 

10/23~10/27 

十 曾建瑋 

10/30~11/03 

十一曾秉閎 

11/06~11/10 

十二邱聖德 

11/13~11/17 

值週導護(一) 
專任教師 

蔡俊誠 

902 導師 

林文智 

801 導師 

蔡育琳 

702 導師 

林靜玟 

701 導師 

邱凱彬 

專任教師 

趙月萍 

值週導護(二) 
專任教師 

徐夢涵 

教務主任 

王焌建 

教學組長 

顏婉如 

註冊組長 

何秀珍 

總務主任 

趙懷嘉 

專任教師 

曾秋明 

週次 

   日期 

十三曾建瑋 

11/20~11/24 

十四曾秉閎 

11/27~12/01 

十五邱聖德 

12/04~12/08 

十六曾建瑋 

12/11~12/15 

十七曾秉閎 

12/18~12/22 

十八邱聖德 

12/25~12/29 

值週導護(一) 
專任教師 

鄭心喬 

專任教師 

徐夢涵 

教務主任 

王焌建 

教學組長 

顏婉如 

註冊組長 

何秀珍 

總務主任 

趙懷嘉 

值週導護(二) 
特教班導師 

林美鳳 

專任教師 

蔡俊誠 

902 導師 

林文智 

801 導師 

蔡育琳 

702 導師 

林靜玟 

701 導師 

邱凱彬 

週次 

      日期 

十九曾建瑋 

01/01~01/05 

二十曾秉閎 

01/08~01/12 

二一邱聖德 

01/15~01/19 
   

值週導護(一) 
專任教師 

曾秋明 

特教班導師 

林美鳳 

專任教師 

蔡俊誠 
   

值週導護(二) 
專任教師 

趙月萍 

專任教師 

鄭心喬 

專任教師 

徐夢涵 
   

◆本學期值週導護教師分為兩組：一般導護(教師輪值)及總導護(學務處行政輪值)。 

◆值週導護執勤事項：執勤時務必別上臂章因事不能執勤時，請自行找人代理，並事先

知會學務處。 

一、一般值週導護執勤事項： 

  （一） 每日 7:00~7:20 於校門口(導護一)及南側門民權步道(導護二)督導學生上學安全以

及服裝儀容。 

   （二）星期三及星期五放學時在 701 教室旁(導護一)及風雨教室前(導護二) 

          督導維護學生放學上車秩序與安全。 



  （三）隨時巡視教室及校園以維護校園安全及整潔，並協助偶發事件之預防與處理。 

   （四）協助學務處推行學務行政事務及活動。    

   （五）督導學生秩序及環境清潔，進行整潔生活競賽評分(07：35~07：45 及 15：05~15：

15)，並於週五放學前繳回體衛組以便核計。 

   （六）每日督導，並請確實填寫值週導師日誌，並於每週進行班級頒獎及公告。 

二、總導護執勤事項： 

   （一）每日 07:00~7:10 學校辦公室開門。  

   （二）每日 07：10~7：20 交通導護巡視。 

   （三）每日定時巡視教室及校園以維護校園安全及整潔，並協助偶發事件之預防與處理。 

           1.  07：20~07：45 上午督導學生秩序及校園環境打掃。 

           2.  12：20~12：50 中午督導學生秩序及校園環境打掃。 

           3.  15：00~15：15 中午督導學生秩序及校園環境打掃。 

  （四）負責該週之集會督導與臨時偶發事件之處理。 

  （五）集合放學及檢查教室門窗 

  （六）每日督導，並請確實填寫值週導師日誌，並於每週進行班級頒獎及公告。 

三、獎勵辦法：凡值週導護一切守時，克盡職責，不遲到早退，完成交待任務則依規定

辦理准予補假，一般導護補假半天，總導護補休一天，唯課務自理。否則不准予補

假並追究責任。 

 

 

 

 

 

 

 

 

 

 

 

 

 

 

 

 

 

 

 

 

 

 



提案四：檢陳本校 106學年度「性別帄等委員會」委員會名單詳如附件 

提案單位:學務處 

決議: 同意人數 25 票，不同意 0 票。 
高 雄 市 立 那 瑪 夏 國 民 中 學 「 性 別 帄 等 教 育 委 員 會 」 設 置 辦 法  草 案 

                                                      106年 00 月 00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 

    本校依據性別帄等教育法規定辦理，設置「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目的： 

    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帄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立性別帄等之教

育資源與環境，特設置本委員會。 

三、任務： 

（一）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性別帄等教育實施計畫，落實並檢視其實施成果。 

（二）規劃或辦理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性別帄等教育相關活動。 

（三）研發並推廣性別帄等教育之課程、教學及評量。 

（四）研擬性別帄等教育實施與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之防治規定，建立機制並協調及整

合相關資源。 

（五）調查及處理與「性別帄等教育法」有關之案件。 

（六）規劃及建立性別帄等之安全校園空間。 

（七）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帄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 

（八）其他關於學校或社區之性別帄等教育事務。 

四、組 織： 

      （一）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下設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學務主任兼任，辦理本

委員會有關業務），另聘具性別帄等意識之處室主任、組長、教師、職員等組成。 

   （二）本委員會置委員人七人，女性組員占半數以上。 

   （三）本委員會主任委員、執行秘書及委員，均為無給職。委員以一年一聘為原則，任 

期至新年度改組前。 

（四）本學年度委員名單，如附件一。 

五、會議： 

   （一）本委員會議以每學期舉行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二）為因應偶發事件（校園內性別歧視、性騷擾及性侵害相關事件）的處理，另組成「校

園性騷擾及性侵害事件調查小組」，視需要召開緊急小組會議，依本校「性騷擾及

性侵害處理與防治實施要點」處理，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行政機關代表及專家

學者列席會議。 

六、本委員會會務所需經費，由本校輔導工作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七、本辦法經「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議」討論通過，經陳請校長公布後實施，修訂亦同。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 106學年度「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委員名單 

編號 職稱 現職 姓名 性別 職掌 

１ 主任委員 校長 洪自強 男 督導辦理性別帄等教育推展狀況 

2 執行秘書 學務主任 曾建瑋 男 

1.擬訂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規定 

2.召開性別帄等教育委員會 

3.籌組調查小組或處理小組 

4.召開學生獎懲委員會 

5.撰寫結案報告書 

3 委員 輔導主任 葉一萱 女 

1.擬定整體輔導計畫、辦法 

2.提供學生諮商輔導 

3.連結社政資源 

4 委員 教學組長 顏婉如 女 

1.鼓勵教師發展性別帄等教育課程之教

學、教材及評量；教材之編寫、審查及

選用，應符合性別帄等教育原則。 

2.推動性別帄等教育(含性侵害防治、家

庭暴力防治、情感教育、性教育、同志

教育等)融入相關課程。 

3.協助處理與性別帄等教育法有關案件

之學生當事人學籍、課程、成績及相關

人員課務。 

4.其他有關本校性別帄等教育課程與教

學事務 

5 委員 事務組長 高大芳 女 

1.更新之校園危險地圖，設置危險標示

及警示系統，改善校園空間安全。 

2.其他有關性別帄等教育之環境與資源

業務。 

6 委員 訓育組長 曾秉閎 男 

1.繕打處理小組紀錄 

2.支援繕打調查（處理）小組紀錄 

3.校安通報、繕打性帄會紀錄 

7 委員 輔導教師 林婉宜 女 

1.提供學生諮商輔導 

2.建立個案輔導紀錄（生部分） 

3. 家長聯繫、學生請假事宜 

4.安排性帄事件當事人接受性別帄等教

育課程相關事宜。 

3男 4女 

 

 



案由五：106學年度學生申訴評議會委員名單詳如附件，提請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提案單位:輔導室 

決議：同意人數 25票，不同意 0票。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 106學年度 

學生申訴評議會委員名單 

編號 職務 職稱 姓     名 備        註 

1 召集人 校長 洪自強  

2 委員 輔導主任 葉一萱 行政代表 

3 委員 總務主任 趙懷嘉 行政代表 

4 委員 資料組長兼特教老師 林美鳳 行政代表 

5 委員 902導師 林文智 未兼行政 

6 委員 701導師 邱凱彬 未兼行政 

7 委員 兼輔老師 曾秋明 未兼行政 

8 委員 專任教師 趙月萍 未兼行政 

9 委員 家長會代表  
特殊教育學生家長

委員 

1.本會置委員五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校長兼任；其他委員由校長就下列人

員聘（派）兼之： 

（一）行政人員代表 3人 (二)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 4人 (三) 家長會代表 1人 

本會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聘（派）兼至原任期屆

滿之日止。第一項委員中，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行政人員代表；  

2.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之委員，不得兼任本會之委員。 

3.本會評議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案件時，應增聘特殊教育學者專家、特殊教育家長團體代表 

  或其他特殊教育專業人員擔任委員。 

 

 

 

 

 

 

 



案由六: 106 學年度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組織成員名單詳如附件，提請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決議: 同意人數 25票，不同意 0票。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 106學年度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組織成員草案 

 職稱 姓名 

1. 召集人 校長 洪自強校長 

2. 執行秘書 輔導主任 葉一萱主任 

3. 委員 教務主任 王焌建主任 

4. 委員 學務主任 曾建瑋主任 

5. 委員 總務主任 趙懷嘉主任 

6. 委員&特教教師代表 資源班老師兼資料組長 林美鳳老師 

7. 普通教師代表 輔導組長 林婉宜組長 

8. 普通教師代表 七年級導師 黃美純老師 

9. 普通教師代表 七年級導師 邱凱彬老師 

10. 普通教師代表 八年級導師 蔡育琳老師 

11. 普通教師代表 八年級導師 邱聖德老師 

12. 普通教師代表 九年級導師 曾秉閎老師 

13. 普通教師代表 九年級導師 林文智老師 

14. 輔導老師 兼輔老師 曾秋明 

15. 特殊教育學生家長代表 身心障礙學生家長 (待聘) 

 

 特推會置委員 13 人至 21 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校長兼任；其他委員由學校就下列

人員聘（派）兼之： 

一、學校各處、室主任。 

二、特殊教育教師代表。 

三、普通班教師代表。 

四、特殊教育學生家長代表；其中應有身心障礙學生家長代表。 

 

 

 

 

 

 

 

 

 



案由七: 106 學年度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委員名單詳如附件，提請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提案單位:輔導室 

決議: 同意人數 25票，不同意 0票。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 106學年度 

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委員名單 

 

 

 

 

 

 

 

 

 

 

 

 

 

 

 

 

 

 

 

1. 本會置委員十一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其餘委

員由校長就學校行政主管、輔導教師、特教教師或教師代表、職員工代

表及家長代表聘兼之。組織成員名單如下頁。 

2. 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三分之一。 

3. 委員聘期以一學年為原則，期滿得予續聘。委員因故出缺時，由校長依

身分代表補聘之。 
 

 

 

 

 

 

 

編號 委員身分 職稱 姓名 

1 主任委員 校    長 洪自強 

2 執行秘書 輔導主任 葉一萱 

3 委員 教務主任 王焌建 

4 委員 學務主任 曾建瑋 

5 委員 總務主任 趙懷嘉 

6 委員 輔導組長 林婉宜 

7 委員 特教教師 林美鳳 

8 委員 輔導教師 曾秋明 

9 委員 教師代表 邱凱彬 

10 委員 職員工代表 柯惠香 

11 委員 家長代表(會長)  



案由八: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 106學年度教師考核委員會
。。。。。。。

選票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 同意人數 25票，不同意 0票。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 106 學年度教師考核委員會選票 

編號 職稱 姓名 圈選欄 

1 教師兼教務主任 王焌建  

2 教師兼學務主任 曾建瑋  

3 教師兼總務主任 趙懷嘉  

4 教師兼輔導主任 葉一萱  

5 教師兼教學設備組長 顏婉如  

6 教師兼註冊組長 何秀珍  

7 教師體育衛生組長 邱聖德  

8 教師兼資料組長 林美鳳  

9 教師 趙月萍  

10 教師 林文智  

11 教師 蔡育琳  

12 教師 邱凱彬  

說明： 

1. 本選票請以無記名方式〝○〞或〝ˇ〞表示。 

2. 每張選票限圈選 3 人，多選視同廢票。 

3. 依票數高低序位決定為當選人，同票時以抽籤決定之，侯補委員置 2人；依票數高低當

選及遞補委員時，如不符合未兼行政職務及性別比例，應依序調整當選或遞補順序。 

4. 教師考核委員會組設置委員總額 5人，除當然委員 2人，另票選委員 3人，任期自 106

年 9月 1日至 107年 8月 31日止。 

5.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9 條及本校 103年 8月 29日校務會議決

議：本校考核會由委員 5人組成，除掌理教務、學生事務、輔導、人事業務之單位主管

及教師會代表一人為當然委員外，其中當然委員至多二人，除教師會代表外，其餘由校

長指定之。委員每滿三人應有一人為未兼行政職務教師；未兼行政職務教師人數之計算，

應排除教師會代表。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但該校任一性別教師人

數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者，不在此限。委員之任期自當年九月一日至次年八月三十一

日止。 

6. 本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7. 如委員人選未符合上開規定者，將依票數高低依序遞補至符合規定為止。 

備註: 

8. 教師會代表：曾秋明教師 

9. 申請病假、娩假及育嬰留職停薪：(1)黃美純（106/8/7至 107/1/19止）、(2)張芷維

（106/8/28至 107/7/31止）、(3)林婉宜（106/8/30至 107/1/19止） 



案由九: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 106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選票 

決議: 同意人數 25票，不同意 0票。（提案單位:人事室）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 106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選票 

編號 職稱 姓名 圈選欄 

1 教師 趙月萍  

2 教師 林文智  

3 教師 蔡育琳  

4 教師 邱凱彬  

說明： 

1.本選票請以無記名方式〝○〞或〝ˇ〞表示。 

2.每張選票限圈 4人，多選視同廢票。 

3.依票數高低序位決定為當選人，同票時以抽籤決定之，侯補委員置 2人；若較高票者為兼

行政人員，則以未兼職行政教師次高者為優先當選。 

4.依據本校 103年 8月 29日校務會議決議：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組設委員總數：

7人，除當然委員 3人（校長、教師會代表 1人，家長會代表 1人）外，另票選委員 4人，任

期自 106年 9月 1日至 107年 8月 31日止。 

5.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3條規定，「當然委員包括校長、家長會代表、

教師會代表各一人」。學校尚未成立教師會者，不置教師會代表。另選舉委員由全體教師選 

(推) 舉之。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之二分之一。但教師之員額少於委員總

額之二分之一者，不在此限。 

6.本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7.如推選委員未符合上開第 5點及第 6點規定者，將依票數高低依序遞補至符合規定為止。 

備註： 

1.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教師兼教務主任 王焌建 

教師兼學務主任 曾建瑋 

教師兼總務主任 趙懷嘉 

教師兼輔導主任 葉一萱 

教師兼教學設備組長 顏婉如 

教師兼註冊組長 何秀珍 

代理教師兼訓育組長 曾秉閎 

教師體育衛生組長 邱聖德 

教師兼輔導組長 林婉宜 

教師兼資料組長 林美鳳 

2. 教師會代表：曾秋明教師 

3. 申請病假、娩假及育嬰留職停薪：(1)黃美純（106/8/7至 107/1/19止）、(2)張芷維

（106/8/28至 107/7/31止）、(3)林婉宜（106/8/30至 107/1/19止）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00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