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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 10 月主管會報資料 

洪自強 108.10.07 

一、系統規劃、因應教育改變： 

（一）充分運用科學教育計畫專案「生態山林」建立學校校本特色及各項競賽； 

（二）依據教學正常化視導學校待改進及建議，檢視學校需改進或備齊資料進行改善； 

（三）落實英語廣播互動學習計畫內容方案，提升學生學習機會並籌畫未來雙語教育； 

（四）非專長授課教師務必參加相關科目增能研習，以利提升教學知能及教學成效。 

二、落實執行，強調法治教育： 

（一）改善學生健康體位不良率，運用宣導、管控、追蹤、獎勵等方式促進健康體位； 

（二）加強宣導師生交通安全教育，騎乘機車及騎腳踏車務必戴安全帽； 

（三）加強校園死角清潔，規劃班級清潔用具置放區兼顧美觀、實用及整潔； 

（四）規劃成年禮活動，結合學校課程於既有基礎下微調，提供學生多元發展機會。 

三、走動管理，建構優質校園： 

（一）多多巡視校園校舍及設備，發現問題立即規劃改善以建構優質的學習環境； 

（二）幾個工程再掌握進度，以最佳工程品質為首要要求，完成不及辦理保留預算； 

（三）整建運動場地一案請依公文說明速辦理，11 月月底前完成規劃設計招標； 

（四）加強檢核要求公文承辦及歸檔進度，把握公文處理時效勿有延宕狀況。 

四、零拒絕，關愛協助陪伴： 

（一）協助規劃學生作品布置於樓梯間穿堂等地方，穿堂獎座及作品檢視更新； 

（二）近期多加強學生團體輔導及個別輔導，有必要尋求外埠單位支援； 

（三）自辦式技藝教育成果考核依委員建議修正，建立檢核表檢視送審資料是否齊全； 

（四）生命教育特色校園文化經費、生涯發展教育等經費請妥善規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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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主管會報-教務處       108.10.07 

 業務報告 

十

月 

29 30 1 2 3 4 5 

10/5 調整

放假補上

班上課 

10/10 國

慶日放假 

10/11 調

整放假 

英語日(一) 族語日(三) 閱讀日(四) 

10/4(早)外師視訊課程-八年級 

10/4 九年級數學週考-早 

6 7 8 9 10 11 12 
英語日(一) 族語日(三) 閱讀日(四) 

10/9 水電班及九年級夜輔暫停 

13 14 15 16 17 18 19 

英語日(一) 族語日(三) 閱讀日(四) 

10/14 活化教學研習(下午) 

10/15-16 第一次定期評量 

10/18(早)外師視訊課程-八年級 

10/17-19 七年級曲積山生態山林 

20 21 22 23 24 25 26 

英語日(一) 族語日(三) 閱讀日(四) 

10/23 海洋巡迴列車 

10/25 九年級數學週考-早 

 
27 28 29 30 31 1 2 

英語日(一) 族語日(三) 閱讀日(四) 

11/1(早)外師視訊課程-八年級 

一、 重要行事： 

(一) 族語認證報名已完成，將盡快詢問可能的考試學校，以利後續培訓及校外活動安排。 

(二) 108/09/21 高雄市語文競賽，本校獲個人及團體獎(甲等)已於 10/6 領獎，擇日於校內頒獎。 

(三) 108/10/17-19 七年級生態山林課程-曲積山，預計星期三 10/9 中午開行前會(七年級學生及

帶隊老師)。 

二、 學習活動安排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檢核 

早自修 

英聽 

課文&

單字 

升旗 

語文抽背 

八九

年級

族語 

成語/

班書 

閱讀/ 

九年級數學週考(2-3 週) 

八年級外師視訊(雙週)/ 

適性輔導列車(每月一次) 

 

午餐 時事新聞 播放：李四端的雲端世界 放學各班輪流出

題問答 晚餐 ICRT 國小週一內容 X ICRT X 

目前問題： 

1. 聽 ICRT 需要專心約 5 分半，在晚餐時間效果有限。 

2. 閱讀跟成語的時間重疊，時間有限。 

3. 提早一週自主背誦的學生比例低。 

三、 課後安排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學生 七八九 

學扶 

課輔 

七八九 

學扶 

課輔 
九年級學扶/課輔 

……………… 

生科師生增能 

水電班 6 生+10 師 

七八九 

學扶 

課輔 

11/15 開始

16:30-18:00 

九年級自習 

…………… 

預計招募 

英語單字班 

九年級學生？ 

11/16 起 

08:00-17:00 

九年級自習 

社區 

屏大 

布農語 

屏大布農語 

改圖書室 
 

 

 

 

四、 本校 G Suite 應用服務(原 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已啟用，並開放在職教職員工及在校學

生申請。G Suite 是 Google 公司的免費教育版雲端應用服務，提供本校申請者無容量限制的 Gmail

信箱及 Google Drive 雲端硬碟服務，以及協作平台、網上論壇、Google Classroom 等各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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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異動，以 Google 政策為準)。 

 

https://support.google.com/a/answer/139019?hl=zh-Hant 

五、 10 月 17-19 日七年級生態山林課程，計畫詳如後附件 

全體人數：39 人；國中師生 33 人+6 位工作人員  

學員對象：那瑪夏國中七年級學生 23 人+八年級學生 3 位(科展學長) 

國中帶隊老師：葉一萱主任、林婉宜主任、曾秋明老師、林文智老師、高大芳老師、 

柯惠香護理師。志工老師：趙正中老師、 

  獵人講師：翁大同(卡族)、蔡運福(卡族)；助教:翁正欣、謝世豪 

屏科大：梁又仁、吳姵榛 

營隊活動地點:曲積山、卜谷嵐露營區 

六、 108 年度成立愛的書庫 http://www.twnread.org.tw/love9-1-1 @教學研究室，掛牌日期訂於 12 月 4

日下午。 

11 月開始書籍(50 箱班書，每箱 30 本)會陸續寄到學校，需要學生志工協助整理貼標籤等工作！ 

時間/日期 12 月 4 日 星期三 

13：00–13：20 報 到 

13：20–13：50 
高雄市那瑪夏國中「愛的書庫」 

揭牌啟用典禮暨書庫參觀 
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 

13：50–14：00 休息片刻 

14：00–16：20 

閱讀讓心更靠近~ 

校園閱讀推動經驗分享  

(暫定) 

高雄市小林國小 

閱讀推動團隊及陳芳雅老師 

(106 年教育部閱讀磐石學校、 

105 年杏壇芬芳獎、 

107 年閱讀推手個人獎) 

16：30 賦 歸 

https://support.google.com/a/answer/139019?hl=zh-Hant
http://www.twnread.org.tw/love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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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計劃 

一、 國中生活科技教室第二階段補助 60 萬設備月底之前結案報局請款。已核結撥款。 

二、 108 年度科學教育計劃通過 16 萬，預計執行生態山林課程。執行中。 

三、 108 年度科學教育設備申請通過 19.7 萬，預計依照不同標的分三類採購。(紅外線自動相機 8.8

萬、電子蜂箱 1 萬、科學儀器 9.9 萬)。已採購完畢報局請款，待撥款。 

四、 108 學年度學習扶助學區社群計劃通過 6 萬。安排三次學區國中小社群研習及五月那瑪夏盃多

元競試活動。 

五、 108 學年度原住民社團補助經費 6 萬元。已送經費明細表請款，用於族語認證/語文競賽培訓 

六、 108 學年度科技教育引進外部人力計畫，已聯繫教育局確認核准 20 萬元。目前已執行水電班課

程。 

七、 108 年度數位資訊站 9.2 萬，300 小時八月底前執行完畢。人事費已執行完畢，剩耗材費。 

八、 108 年度活化課程與教學計畫-教師增能 25 萬(教務)已備妥經費明細表，經費開始執行。 

108 學年度瑩光教育協會那瑪夏國中入校陪伴計劃場次（旗山國中李秉芳輔導員） 

◎第一學期 

第一場次：9/25(三)下午 全校討論校本指標內容將於校內課發會討論確認之校本指標。 

第二場次：10/14(一)下午 討論 109 學年度彈性課程內容 

第三場次：11/11(一)下午 

第四場次：12/9(一)下午 

第五場次：1/13(一)下午 

 

 

 

 

 

 

 討論事項： 

一、 參加校外競賽獎學金申請案，因參賽人數未滿六組，金額部分需提請主管會報討論： 

說明：如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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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獎學金申請表        106.02 

一、 ✽依據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11 日修正「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獎學金獎勵辦法」 
申請處室 教務處 申請老師 黃婉婷 

競賽名稱 108 學年度高雄市語文競賽市賽複賽 

競賽日期 民國 108 年 09 月 21 日 參賽隊伍 
共____隊(組) 

□未滿 6 隊 

競賽類別 校 內 比 賽 市 級 競 賽 全 國 競 賽 

個人賽 

獎學金 

□第一名(冠)$600 元 

□第二名(亞)$400 元 

□第三名(季)$200 元 

■第一名(冠)$1200 元 

■第二名(亞)$800 元 

■第三名(季)$500 元 

□第一名(冠)$3000 元 

□第二名(亞)$2000 元 

□第三名(季)$1000 元 

團體賽 

獎學金 

□第一名(冠) 

  每人$100 元 

 

□第一名(冠)每人$300

元 

□第二名(亞)每人$200

元 

□第三名(季)每人$100

元 

□第一名(冠)每人$600元 

□第二名(亞)每人$400元 

□第三名(季)每人$200元 

※參賽學生名單(請檢附參賽獎狀影本或證明) 
編號 班級 姓 名 項 目 名 次 獎學金 備註(參賽人數)  

1 801 顏欣慧 
布農族語朗讀 

國中南區第一名 
1000 5 

2 802 李祈 
布農族語朗讀 

國中南區第二名 
700 5 

3 702 周香辰 
布農族語朗讀 

國中南區第三名 
450 5 

4 802 曾凱妮 
拉阿魯哇族語朗讀 

國中南區第一名 
400 2 

5 901 葛霖軒 
拉阿魯哇族語朗讀 

國中南區第二名 
300 2 

6 701 徐加恩 
卡那卡那富族語朗讀 

國中南區第一名 
800 4 

7 901 謝婉萱 
卡那卡那富族語朗讀 

國中南區第二名 
600 4 

8 902 林劭琪 
卡那卡那富族語朗讀 

國中南區第三名 
350 4 

備註：未滿 6 人依參賽比例計算，50 為單位無條件進位。 
 

申請老師簽章: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 (請交至註冊組，謝

謝！) 
 

※上列學生，獎學金合計：$_____________元    註冊組:_________________ 
※以上競賽隊伍若未滿六組，獎學金頒予額度將由主管會報討論決議。 

 

✽決議結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管會報日期：______________     ✽教務處核章：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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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決 議：照案通過。 

 

二、 【校務會議提案】減課額度規劃討論： 

說明： 

依規定本校規劃 4 人每人 4 節減課總額度不變，新增 2 項： 

1.圖書館專業人員，12 班以下每人減 2 節。 

2.因應新課綱推動所搭配的減授課案，為：45 班以下學校增給 4 節。 

目前規劃： 

特教協辦-3(美鳳)、課務日誌-3(沛芸)、教導協辦-2(鈺紳)、缺曠課登記-2(佳雯)、 

教學協辦-3(雅安)、交通車協辦-2(淑勤)、設備協辦-1(秀娟) 

課綱行政減課-1 節(一萱)、2 節(婉婷)、1 節(文智) 

圖書專業人員-2 節(婉婷)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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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校務會議提案】九年級三高中兩高職規劃： 
109 學年度高雄區優先免試入學學校名單及人數比例，擬提請本校校務會議討論。 

說明: 

(一)9 年級學生人數 46 人(含錫安山 10 人)，目前在校人數 36 人，901-18 人，902- 

  18 人，經學生及家長參與優先免試入學意願調查﹐結果如附件 1。 

(二)因雄中、雄女學生均無意願，調查結果第一志願最多為高師附中 10 人，男 6 女 4，  

  可自選 2 所公立高中，請討論選哪 2 所? 

(三)優先免試入學學校 3 高中 2 高職名單及參與比例?(參閱附件 2) 

 

決議：結果如下表  

 
109 年度 

建議 

優先免試 

入學學校 

自選 2 所公

立高中 
公立高中 公立高職 合計 

校務會議 

決議 

男 

高師附中 

女 

高師附中 

旗美 

高中 

高師 

附中 

鳳山 

高中 

旗山 

農工 

三民 

家商 

 

 

3 高中 

2 高職 

參與比例 

各校分配 15%-40% 
30% 15% 15% 15% 25% 共 100% 

參與人數 14 7 7 7 12 

共 46 人 

(含非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 10 人)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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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科學教育七年級生態山林課程『科學 VS 傳統文化體驗營隊』活動計畫 

一、活動緣起 

10 月 17-19 日那瑪夏國中將舉辦 108 學年度科學教育「生態山林」系列課程--【「讓世界走進來」科

學 VS 傳統文化體驗營隊】活動，該活動是由那瑪夏部落居民與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黃美秀老

師專業研究團隊，所共同組成的『公民科學家獵人學校工作團隊』(以下簡稱工作團隊)，透過盤點當

地可利用之人力、自然資源、傳統原住民歲時祭典、成年禮等文化特色，結合野外自動照相機監測、

生態觀察程式「iNaturalist APP」等公民科學調查科學，所共同規劃出兼具野生動物保育科學及當地

原民傳統文化特色的營隊活動。 

除了希望透過營隊活動，讓學生習得參加學員透過野外自動照相機、iNaturalist APP 等工具的教學、

實作，學習公民科學野生動植物族群監測及調查技術之外，更希望透過部落居民為自己的子弟進行教

學，得以回饋部落並達到傳統文化的傳承的意義。 

二、預計效益 

(一) 參加學員透過野外自動照相機、iNaturalist APP 等工具的教學、實作，學習公民科學野生

動植物族群監測及調查技術，同時了解生物多樣性與環境、當地傳統原民文化的關係，並以現代

科學方法印證傳統智慧。 

(二) 學員以分組團隊合作的方式，完成野外動物痕跡與植物辨識、野炊、野外獵寮搭建、生態觀

察成果發表等活動，藉此學會溝通、分工、合作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 透過營隊活動的舉辦增加『獵人學校工作團隊』實質執行活動的經驗，強化團隊的執行力。 

(四) 活動後工作團隊將針對學員的意見回饋進行討論與修正，以完善營隊課程內容與細節。 

三、舉辦營隊概況 

 (一)  那瑪夏國中生態山林課程營隊 

1. 預定日期 10 月 17-19 日 

2. 全體人數：39 人；國中師生 33 人+6 位工作人員  

3. 學員對象：那瑪夏國中七年級學生 23 人+八年級學生 3 位(科展學長) 

   國中帶隊老師：葉一萱主任、林婉宜主任、曾秋明老師、林文智老師、高大芳老師、 

 柯惠香護理師。志工老師：趙正中老師、 

4. 那瑪夏國中將在活動前進行自動相機架設、「iNaturalist APP」等課程教學，活動後學員填

寫學習單及意見回復表，以利執行團隊活動執行績效參考及行銷使用。 

(三)  營隊活動地點:曲積山、卜谷嵐露營區 

(四) 獵人工作團隊 

獵人講師：翁大同(卡族)、蔡運福(卡族)；助教:翁正欣、謝世豪 

屏科大：梁又仁、吳姵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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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那瑪夏國中營隊活動預算表 

 

 

 

 

 

 

 

 

 

 

 

 

五、曲積山山徑營隊活動位置點位 

名稱 點位 (TWD97) 

停車點 220847，2571320 

休息點 1(曲積山三角點入口) 221114，2571194 

休息點 2 222137，2570908 

休息點 3 222274，2570689 

山徑跟林道交會處 222583，2570520 

夜宿點 222676，2570391 

取水點 222828，2570158 

項目 數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講師費 6 4500 27000 講師 2 人*3 天=6 人次  

助理 6 3500 21000 助理 2 人*3 天=6   

餐費 259 40 10360 
(31 位師生+6 位工作人員)×7 餐×60 元 

 

保險 36 45 1620 以 1 人 3 天旅平險 45 元計算 

雜支 1 2000 2000 1.天幕、地舖  2.雨鞋、雨衣 

租金 1 5000 5000 睡袋' 

場地租金 1 5000 5000   

接送車資 3 2000 6000   

總計 
  

77980 國中分攤 45000 元(講師費+餐費+車資) 



 

 

五、『科學 VS 傳統文化體驗親子營』課程表及細流程 

第一天 

時 間 課    程 活動內容概述 
活動

場地 

07:30-08:00 
分組活動，相

見歡 

7:30借用技藝教室蒸 SVSV 

1.男女分 2大組，在各細分 2小隊，共有男 1、男 2、女 1、女 2

共 4組小隊。 

2.帶隊耆老、助理與各小隊認識時間。 

男 1+2翁大同+翁正欣+大新   女 1+2蔡運福+謝世豪+姵榛 

3.自動照相機架設、iNaturalist APP教學(那瑪夏國中-複習)，

以及營隊任務解說。 

那瑪

夏 

國中 

08:00-08:30 
午餐製作 

@技藝教室 

1.讓學生自製午餐便當，放入自己的餐具、自己背。 

  A.白飯、滷肉、鹹菜(乾)、高麗菜(瀝乾)、滷蛋(市集準備材

料) 

  B.器材:自備可以密封的便當盒 

2.男生:整理上山行李，先行出發前往曲積山 

3.分配公裝—天篷(帆布)、地埔、鍋子、湯勺、調味料、紅外線

自動照相機 

4.各組-自己的裝備、喝的水；學生手機(已安裝 iNaturalist 

APP) 。 

08:30-09:00 祝禱儀式 

活動祝禱儀典，祈求活動順利、平安 

1. 校長致詞 

2. 由卡那卡那富族耆老(翁大同)進行祝福儀式，正式展開活動。 

09:00-09:30 
整裝完畢 

前往曲積山 

男生 9點出發，9點半抵達曲積山停車點，由耆老帶領各組成員

步入山徑。 

女生在學校製作傳統 SVSV，作為全體當天晚上使用餐點。 

學校-家政教室；SVSV材料-小米、甲酸漿、月桃葉、繩子(市集

準備材料) 

09:30-10:00 走在山徑上

-1 

女生:整理行李，準備前往曲積山。 

女生 10點出發，10點半抵達曲積山停車點，耆老帶領進行步入

山徑。 

 

曲積

山 

山徑 

 

 

 

 

 

 

 

 

 

曲積

山 

山徑 

10:00-12:00 各組耆老沿途進行動物痕跡辨識、傳統民族植物教學 

12:00-13:00 中午休息 
1.男生於休息點 3休息、用餐  

2.女生於休息點 2休息、用餐 

1300-1400 
自動相機架

設教學 

休息點附近進行自動相機架設教學，入口處放引路布條   

男生-大新；女生-姵榛，個別進行自動相機架設教學 

14:00-15:00 
走在山徑上

-2 
曲積山山徑動物痕跡辨識，傳統民族植物教學 

15:00-16:30 抵達夜宿點 

14:30男生抵達；15:00女生抵達夜宿點稍作休息後，進行 

1. 男生整理出全體適用的場地後，再整理自己小組要使用的場

地。 

2. 各組分配各組工作-整理場地、尼龍繩、天篷、地舖、取水、

挖貓洞(公共廁所)。 

3. 學生 4桶 5L，助理帶隊取水，助理要背 10L 水。 



 

 

16:30-18:00 野炊教學 

1.耆老進行簡單營地祈福儀式。 

2.耆老進行野炊教學，耆老指導、學生操作(有爐頭、瓦斯)，營

火另外。  

3.餐點為：野菜湯製作、熱 SVSV 

 

 

 

1800-1900 用餐時間 用餐禮儀:學生準備好後，請帶隊耆老禱告後，再開動。 

1900-19:40 
夜間生態探

索 
男:往營地左方路線、女:往營地右方路線，沿途由耆老進行解說 

19:40-20:30 夜間獨處 

1. 讓每 2 個人放一個點，學員距離已看的見人為主，進行獨處

10分鐘，不帶手機要帶手電筒，但不能開燈，10分鐘後由助

理接再點燈，作為考驗。 

2. 獨處後，收集學生， 安靜返回營地 

20:30-21:30 返回營地 
1. 集合後讓學生相互討論心得 

2. 耆老聊天講傳統故事 

21:30-22:00 準備就寢 整理睡覺場地、睡袋、行李，準備睡覺 

22:00 進入夢鄉 全部躺平拉~~ 

第二天 

時 間 課    程 活動內容概述 
活動

場地 

06:30-07:00 太陽照屁股

囉！ 

起床盥洗、整理行李及夜宿場地 

曲積

山 

山徑 

07:00-08:00 早餐時光~ 準備早餐-麵、罐頭、野菜湯 

08:00-09:00 返回部落 整理場地、收拾裝備，準備返回部落 

09:00-10:30 
陷阱製作教

學 

各組耆老各組帶開進行陷阱製作教學，講師-陷阱用繩子      

不論男生、女生 

1. 9點女生先離開夜宿地，沿路進行植物辨識考驗           

植物辨識考驗直到 

2. 9男生在夜宿地附近進行陷阱教學、進行陷阱製作考驗     

停車點前都持續進行 

10:30-12:00 

返家的考驗 

分組闖關競

賽 

1.10點半男生前往休息點 3，沿途進行植物辨識考驗 

2.10點半女生於休息點 2，進行陷阱教學及製作考驗 

12:00-13:00 填肚子去！ 準備午餐、要吃飽喔!!  (午餐:吐司+鮪魚罐頭) 

13:00-14:00 返回部落 1.飯後拆相機 

14:00-15:30 前往卜谷嵐 

1.女生-14點到停車點，搭車前往卜谷嵐，14:30 點女生抵達，

先休息，  

2.男生-15點到停車點，搭車前往卜谷嵐，15:30 點抵達 

15:30-16:00 全員到齊卜

谷嵐 

1. 女生:整理場地 2.男生抵達後視狀況休息  3.整理各自的行

李、成果 

卜谷

嵐 

露營

區 

16:00-17:00 搭帳篷 1.搭帳篷時間  2.整理各自的行李、成果 

17:00-18:00 晚餐時間 吃飽飽…(市集準備自助式晚餐) 

18:00-19:00 成果與未來 1. 自動相機成果發表   2.月形白祭製作   

19:00-20:00 儀典工作討

論 

各小組討論第 3天的表演，內容以相機成果、未來期許或感謝為

元素 

20:00-21:00 盥洗時間 洗香香好睡覺 

21:00-22:00 進入夢鄉 全部躺平拉~~ 



 

 

主軸：公民科學家、自動相機監測 

部落文化： 

戶外：狩獵-動植物認識、野外生活、獵寮搭建 

部落：成年禮-成年考驗-獵寮搭建、感恩典禮， 

年終祭-立白祭：對未來的期許 

六、『科學 VS 傳統文化體驗親子營』戶外場地-曲積山路線圖

 

第三天  

07:00-08:00 美好的早晨 起床號及整理行李 

卜谷

嵐 

露營

區 

08:00~10:00 準備感謝儀

式 

1. 男生組、女生組協力進行帳篷布置(會用到立白旗喔!) 

2. 準備感謝表演節目 

3. 整理行李 

10:00~12:00 表演感謝儀

式 

 1.各組表演 2.校長致詞  3.耆老祝福 4.頒發營隊結業證書 

12:00-13:00 感謝儀典/結

業式 

午餐用餐後返回學校~~ 



 

 

學務處報告   108.10.07 

一、10月重大行事曆： 

(一) 10/16(三)防治藥物濫用宣導(學生場)  

(二) 10/19(六)家扶中心相見歡音樂會 

(三) 10/19(六)佳里國中第二屆蕭壟盃橋藝邀請賽 

(四) 10/19(六)南橫小歌星歌唱比賽 

(五) 10/25(五)108年高雄市原住民歌謠比賽 

二、訓育相關： 

(一) 九年級成年禮第一次籌備會 

(二) 教室佈置評分(第一次段考後一週) 

(三) 學生班聯會主席推選 

三、體衛相關： 

 (一)四校聯運第一次籌備會(行政會報)。 

 (二)體位不良學生健康促進專案。 

四、重大活動規劃： 

 (一) 11/07(四)~11/08(五)九年級成年禮 

 (二) 11/12(二)交響樂社區表演  

 (三) 11/12(二)~13(三)全國鄉土歌謠比賽─高雄市初賽 

 (四) 12/06(五)四校聯合運動會 

 (五) 12/25(三)班際歌謠比賽。 

 

 

 

 

 

 



 

 

總務處報告 108.10.07 

一、 有關 108資本門執行情況： 

(一)執行中 

1.發電機設置工程(859,000元) 

2.廁所改善工程(700,000元) 

(二)已執行 

3.分離式冷氣 2台(154,000元) 

4.廚房周邊磁磚修護工程(15,000元) 

5.籃球架組 4組(98,000元) 

6.投影機 1組(25,000元) 

7.觸控式液晶螢幕 1組(85,000元) 

8.雨水回收設備檢修及汰換(54,600元) 

二、 校門整修及出入口路面補強工程委託設計服務進行第二次招標，預計於 10月 8

日早上 10時截標，11時開標。 

三、 廁所改善工程已於 10月 2日完成招標工作，由崴森營造有限公司得標。 

四、 有關新整建運動工程已核定新台幣 9,500,000元整，依來文說明須在 109年 9

月 30日前核結。 

五、 有關教育優先區：108年 10月 1日至 20日 開放學校【正式填報】 

六、 有關請購作業流程請盡早完成。 

七、 有關電腦財產保管人異動請教務處盡早提出，使財產系統資料一致。 

八、 有關辦公室話機已重新配置完畢，請各位同仁在填寫分機號碼時請再三確認。 

九、 有關統一收據舊版停用，改用財政局版本自行收納統一收據(入財政局)、領款

收據(未收款)以及收款收據(入學校-保管金、午晚餐、教育儲蓄戶)。 

 

 

 

 

 

 

 



 

 

輔導室報告 108.10.07 

 

 輔導室 108學年行事曆 

年 月 週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輔導室 

108年 八 1      30 31 8/29輔導知能研習 

 

十 

6 29 30 1 2 3 4 5 

10/2下午 1：00-3：00七年級社區產業參訪-伊曼咖啡園 

10/2個案會議 

10/4技藝教育課程 3 

10/5-10/6親子宿營趣 

7 6 7 8 9 10 11 12 

10月七年級賴氏人格測驗 

10月八年級性向測驗 

10/9認輔會議(早自修) 

10/9生命鬥士(第五六節) 

8 13 14 15 16 17 18 19 

10/18八年級專業群科參訪 

10/18技藝教育課程 4 

10/18得勝者課程 3 

9 20 21 22 23 24 25 26 10/26-志工培訓活動 

十 

一 

10 27 28 29 30 31 1 2 

10/30-huma社永齡農場 

10/30六龜高中職涯分享講座 

10/30 原家-親子團體 

11 3 4 5 6 7 8 9 

11/8技藝教育課程 5 

11/10 親子電影院 

11/08得勝者課程 5 

12 10 11 12 13 14 15 16 

11/13全校師生-特教講座(13：20-15：00) 

11/15得勝者課程 6 

 

 業務報告-輔導組 

一、親職講座已辦理完成。家長提問學校回應表已張貼聯絡簿及公告校網。 

二、10/9(早自修)-認輔會議。 

三、高關懷班這學期上課規劃： 

 才藝培訓木箱鼓、爵士鼓：趙正恩老師 

 課業指導彈性課程：林婉宜、曾秋明、藍少君師 

 上課時間：隔週晚自習及星期五 5.6節。 

4.原住民家庭活動- 



 

 

 10/5-10/6親子宿營 

 參加對象：共 14組親子 

 九年級→張芝芯+張賢德(父女)、楊耀丞+藍莉敏(母子)、李怡品+江春蘭(母女)、周敏+

周華德(父女)、 

 八年級→曾泰利+曾淑青(母女)、蔡弘昇+蔡謝玉鳳(母子)、李倩妤+李林秀櫻(祖孫)、楊

淑怡+楊朱環蓮(祖孫)、朱芷伶+黃淑梅(母女)、楊浩丞+藍莉敏(母子) 

 七年級→孫建偉+孫陳秀月(祖孫)、柯詠翔+柯琪薇(母女)、曾俊龍+曾淑青(母子) 

 交通工具：遊覽車(大巴) 

 帶隊老師：林婉宜主任 0980-883994、曾秋明老師 0989-980421、林美鳳 0989-537718、蔡育

琳老師、藍少君老師 

 集合時間：大光教會 06：30、咪谷商店 06：40、瑪雅公車亭 07：00。 

 活動行程： 

10/5 星期六 10/6 星期日 

時間 內容 講師 時間 內容 講師 

06：30—09：

00 

出發 GO GO GO  07：00—08：00 慢活早食  

08：30—11：

30 

課程-四草生態解說 秋明○助  08：00—09：00 Body動一動 秋明 

10：00—12：

00 

課程-同舟共樂 少君 08：30—11：30 講座-編織幸福家 鳳珍 

12：30—13：

00 

用餐、休息  11：30—13：00 中餐  

13：00—15：

00 

課程-捏出的心 美鳳 13：00—14：30 白色教堂 婉宜○助  

15：00—17：

00 

課程-獨木舟體驗 育琳○助  14：30— 回到甜蜜的家  

17：00—18：

00 

休息、夯肉     

19：00—21：

00 

課程-親子夯心 婉宜    

21：00— 晚安！祝好眠     

 

 講師到你家-親子團體 

 活動時間：10/30 晚上 18:00 

 活動地點：學生家（弘毅、緣晨、李祈） 

四、生命教育 



 

 

 本校榮獲 108年生命教育特色文化學校:目前規劃內容為:志工隊、八年級河川尋源、都市大冒

險…等 

 米貢祭舞蹈比賽-七年級。 

 生命教育月規劃活動: 

活動主題 活動項目 參加對象 活動期程 負責處室 

《愛己》 

生命教育的本

質 

1.生命宣導-守護生命

一起來 

全校 108.10.02 

 

輔導室 

 

2.蒲公英心得 全校 108.10.01 

-10.31 

輔導室 

輔導教師 

3.打開生命的一扇窗-

與你有約 

全校 108.10.21-10

.31 

輔導室 

輔導教師 

《愛人》 

社區關懷一起

來 

1.友友錦祿-打開同理

心 

全校 108.10.16 輔導室 

 

2.生命鬥士-星星的孩

子 

 

全校 108.10.9 輔導室 

 

3.志工培訓-芳香精油

按摩  

志工社 108.10.26 輔導室 

學務處 

4.重陽送溫暖 隔代教養學

生 

108.10.17 輔導室 

午餐執秘 

3.《愛地球》 

環境守護 

1.了解社區-社區產業

參訪 

七年級 108.10.2 

 

輔導室 

 

2.生態山林 七年級 108.10.17-10

.19 

輔導室 

教務處 

3.永齡農場-無藥種植 HUMA 108.10.30 輔導室 

 

 

五、生涯發展教育 

 10/2七年級社區職場參訪-伊曼咖啡園。 

 10/17八年級群科參訪-帶隊教師:蔡育琳師、林美鳳師、高雅安師、鄭佳雯師。 

 相關測驗施測:七年級賴式人格、八年及性向測驗。 

 技藝班：10/4、10/18技藝班 

 10/25(五)早自修-適性輔導列車 

 

 

 

 

 



 

 

六、提案討論： 

1.提案一:10/30(三)活動相關事宜，如以下討論： 

 

活動 地點 參加學生 帶隊教師 

永齡農場-有機栽種 杉林-永齡農場 Huma社及特教

學生共計 15位 

曾秋明師、林美鳳師、翁德

才師、高大芳師、趙正中師 

航空職涯分享 六龜完全中學 七八九學生共

計 61位 

各班導師 

蔡育琳師、藍少君師 

當日活動安排 

1.學生於第四節 11:10開始用中餐，11:50出發 

2.當日活動六龜高中 16:00 結束、永齡 16:00結束 

3.回程備有餐盒 

決 議：照案通過。  

 

2. 提案二：關於 huma社 taluhan使用，如說明 

說明：為使 taluhan使用性提高，擬進行拆前方及測面(靠近廚房)柵欄進行修建，

並裝置水槽，以利學生社團課程使用。 

決 議：照案通過。 

 

 

人事室報告 108.10.07 

一、 有關高雄市政府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辦理 109年度「樂活社會、國際接軌」學習

列車，那瑪夏區民權國小擬邀請本校及民生國小等共同合辦，日期暫定於本

(109)年 4月 15日(星期三)舉行，講題仍實用法律為主軸，請教務處列入下學

年度行事曆，屆時請本校教職同仁踴躍參加。 

二、 有關教育局請各學校針對「留職停薪教師於教評會選舉時有無選舉權」填報調

查表，經調查本校同仁均一致同意「留職停薪教師於教評會選舉時無選舉權」，

為避面延宕時效，本室業將調查結果先行填報表單，俟本月 16日校務會議時

追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