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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一、二月主管會報資料 

洪自強 108.1.8 

一、教育的目的，在於讓每一個人具備「做自己應該做的事」的意願： 

（一）落實考核制度，建立考核機制，具體核實考核促進組織正向發展； 

（二）各處室相關評鑑資料、網頁、檔案等，上傳繳交前先與校長討論； 

（三）請各處室盤點設備設施，詳細估價編列 109年資本門； 

（四）激勵、喚醒與鼓舞學生學校每位同仁都有責任，大家攜手成就每個孩子。 

二、學習就是學著尋找樂趣： 

（一）規劃九年級同學星期六到校自習，提供優質學校環境，提升學習成效； 

（二）學校評鑑預計 5/14-6/6日辦理，請即早規劃準備並辦理校內說明會； 

（三）下學期搭配校歌比賽辦理英文戲劇、歌唱或會話比賽，提升學生英文能力； 

（四）即早規劃 108課綱課程計畫討論及撰寫，學校特色課程的發展方向。 

三、知識要用心體會，才能變成自己的智慧： 

（一）請各班廁所及教室布置加強，以後可以沿用微調加強減輕班級負擔； 

（二）加強生活教育，特定班級或個人表現持續要求，避免蝴蝶效應； 

（三）有需宣導事項如交通安全、空氣汙染、春暉教育等，可利用午餐時間播放影

片； 

（四）九年級畢旅、七八年級露營請即早規劃並做工作分配。 

四、凡流汗播種，必歡呼收割： 

（一）彙整各處室第二學期學校行事曆，年假前公告於學校網頁； 

（二）108年度資本門請依預定執行月份掌握進度完成，該維護修繕逐步處理； 

（三）各組職務依年限規定做輪調，處內先行討論另行簽核自 2/1日起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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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文書組檢視統計本學期各處室主管會議，指裁示列管案件完成情形。 

 

五、一個缺口的杯子，換一個角度仍然是圓的： 

（一）擬定 107學年度國中技藝競賽參加學生訓練計畫，加強學科及術科訓練； 

（二）將 105年 8月至今有關學校新聞影片報導彙整，以利適當場合播放； 

（三）寒假期間配合導師關心學生在家生活狀況，家訪或電訪請詳實記錄； 

（四）加強學生學習輔導，搭配輔導課程激勵學生向善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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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業務報告    108年 1月及 2月                                 108.01.08 

提案一：有關本校學生參加 107年全國語文競賽獎學金額度。 

說明： 

1、 本項比賽卡那卡那富族語朗讀參賽人數僅 3名，依本校獎學金獎勵辦法，未滿 6人須調

整獎學金額度。 

2、 依慣例以人數按比例，50元為單位無條件進位發給獎學金。 

3、 本校獎勵辦法支應科目校內獎學金捐贈款。 

決議: 

1.107學年度全國語文競賽依據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獎學金獎勵辦法辦理。 

2. 蔡劭天 1500元;謝婉萱 1000 元。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獎學金申請表    1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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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學年度全國語文競賽 

競賽日期 民國 107年 12月 1日 參賽隊伍 
共 _3_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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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02 蔡劭天 卡那卡那富語朗讀第一名 30001500 3人 

2 801 謝婉萱 卡那卡那富語朗讀第二名 20001000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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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 

提案二：有關本校學生參加 107年高雄市原住民歌謠比賽獎學金額度。 

決議: 

1.107學年度高雄市原住民歌謠比賽依據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獎學金獎勵辦法辦理。 

2.個人賽為 400元;團體賽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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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業務報告： 

1. 108.01.09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實務分享（講師-台南市中山國中何憶婷老師）： 

研習代碼 2549866@那瑪夏國中多媒體教室 4 小時 

1-2 節 08：30-10：00 教師研習 

3-4 節 10：10-11：50 給全校國中生上課/教師觀課 

（當日全校 34 節與 56 節對調） 

研習代碼 2542558@民生國小  

5-7 節 13：20-16：20 學區民生、民權國小教師研習&座談 

2. 請各領域週二中午前提供學區國小競試樣卷給教務處彙整（國英數 456 年級、體育項目及族

語項目）感謝 

3. 不明化學藥品及廢液 1/5 已委託高醫協助回收處理。 

4. 1/15-16 第三次段考。 

5. 1/15(二)七八年級晚自習本學期最終回，1/17(四)九年級晚自習本學期最終回。 

6. 1/21-23 山海聯盟寒假英語營至旗津國中(4 人-2 男 2 女)，帶隊老師 1 名。 

7. 1/21 英語單字競賽初賽、1/23 英語單字競賽複賽。 

8. 1/24-25 兩天下午寒假閱讀營(約 30 人)。 

9. 1/21-25 上午 08-12 時，補救教學七八年級共 3 班。 

10. 1/21-30 全日 08-17 時，九年級補救教學+課業輔導。 

11. 心喬老師預計 1/14 開始請假，本學期課務由校內老師代課。 

12. 寒假兩名部落服務的原住民籍公費生(師大英語系大三-高偲維(阿美族) 1/21-2/1、嘉義大學教

育系-林怡辰(太魯閣族) 1/21-2/15)，提住宿需求，請總務處協助。 

13. 採購案：生科教室第二梯次補助款 60 萬 108.06.30 前結案、原住民族語專職教師設備

108.02.28 前結案，請總務處協助辦理。 

14. 108 年度數位學伴課程，因應耐震補強工程相關配套討論。 

15. 科展報名到 1/9，再跟高醫及屏科大確認 1/18 前報名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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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前瞻計畫可安裝 EPSON EB-2055 單槍投影機一台，擬安裝於風雨教室。 

17. 將「十二年國教總綱宣導-各校自主深化增能研習」確認本校 108 學年度課程規畫：主題(二)學

校現有校本課程問題釐清與資源盤整。(三)凝聚共識與重塑學校課程願景。(六)課程（學習）

地圖再建構。(七)校訂（彈性）課程規劃設計。課程發展委員會：校長、各處室主任、教設組

長、訓育組長、領域召集人(三位)、資源班導師、家長會長、教師會長。將擇日開會討論本校

課程規畫相關內容。 

18. 那瑪夏盃學區國小競試草案，請討論。 

決議：內容經決議通過，程序時間表請再詳細調整。 

107 年度高雄市那瑪夏盃學區國小 MALMANANU 闖關活動實施計畫 

壹、目的： 

  一、深化推展國小國文、數學、英語教育，提高學生補救教學通過率。 

  二、加強學生的族語能力、體適能，建立民族自信心，強健體魄。 

  三、鼓勵國中小學生互相觀摩切磋，激發思考力與創造力，提升教育品質。 

貳、辦理單位：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中、高雄市那瑪夏區民權國小、高雄市那瑪夏區民生國小。 

參、活動日期：108 年 5 月 22 日（星期三） 

肆、活動地點：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 

伍、闖關程序表： 

時  間 內  容 主 持 人 活  動  地  點 

12：50～13：10 報到 那瑪夏國中團隊 風雨教室 

13：10～13：15 開幕致詞 洪自強校長 風雨教室 

13：15～14：20 闖關活動 各關關主 
每關 20分鐘 

3關 國英數族體生 

14：20～14：30 中場休息 

14：35～15：40 闖關活動 各關關主 
每關 20分鐘 

3關 國英數族體生 

15：40～15：55    

15：55～16：00 頒獎/賦歸 校長 風雨教室 

陸、參加對象：高雄市那瑪夏區民權國小、民生國小四五六年級全體學生。 

柒、報名： 

 一、報名時間：108 年 4 月 30 日止。 

 二、報名方式： 

    （一）報名網址：…………………………(GOOGLE 表單)。 

    （二）各校請於報名期間內完成網路報名，同時將報名表（如附件一）紙本核章後，於 108

年 5 月 3 日前寄至那瑪夏國中教務處，或掃描成 JPG檔 mail至

yeh824@gmail.com。 

    （三）聯絡電話：高雄市立那瑪夏國中教務處 6701813 轉 16。 

（四）兩校按照報名年級，每年級亂數分為 AB 兩組，共六組(4A.4B.5A.5B.6A.6B)，依照分組

時間規定進行闖關。 

 預估報名人數 

 六年級 五年級 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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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權國小 15 7 11 

民生國小 14 17 14 

總計 29 24 25 

 
  捌、競賽內容與方式： 

一、命題範圍： 

（一）國文、英語、數學以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為原則。 

（二）族語以郡群布農語、卡那卡那富族語、拉阿魯哇語初階範圍為原則。 

（三）體適能項目為： 

二、闖關及計分方式： 

 

 
第一關 

國文 

第二關 

體育 

第三關 

數學 

第四關 

族語 

第五關 

英語 

第六關 

生活 

13:15-13:35 4A 4B 5A 5B 6A 6B 

13:37-13:57 4B 5A 5B 6A 6B 4A 

13:59-14:19 5A 5B 6A 6B 4A 4B 

14:20-14:30 中場休息 

14:35-14:55 5B 6A 6B 4A 4B 5A 

14:57-15:17 6A 6B 4A 4B 5A 5B 

15:19-15:39 6B 4A 4B 5A 5B 6A 

15:40-15:55 PIZZA/表演/… 

參賽學生請帶著闖關卡依安排的組別及場次參加各關的活動，並由關主於闖關卡上蓋章標示

(A、B、C)的符號印章。 

學校 年級 姓名  組別  

第一關 

國文 

第二關 

體育 

第三關 

數學 

第四關 

族語 

第五關 

英語 

第六關 

生活 

      

完成闖關的學生，可以帶闖關卡到報到處領取紀念品/PIZZA。 

主辦單位統計表現優異的選手另予頒獎。 

捌、闖關內容 

一、第一關 

二、第二關 體育項目-跳繩(規則：雙腳同時起跳) 

時間 3 分鐘計算次數 

標準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A 300 次以上 350 次以上 400 次以上 

B 200～299 250～349 300～399 

C 199 次以下 249 次以下 299 次以下 

 

三、第三關 

 

四、第四關 族語項目-按照族別進行口說、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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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說-日常生活對話(10 題選 5 題，每題 20 分，滿分 100 分) 

(一) 問候 

(二) 問名字、問家族 

(三) 問兄弟姊妹、問家人 

(四) 問父母親名字 

(五) 問居住地 

(六) 問年紀 

(七) 問年齡 

(八) 問數量 

(九) 問物品名稱 

(十) 祈使句(做動作) 

聽力-族語認證初級電腦試題(滿分 100 分) 

總分=口說+聽力 

分數 標準 

180 分以上 A 

150～179 分 B 

150 分以下 C 

 

五、第五關 

 

六、第六關 生活項目 

1. 寫出完整的家庭訊息（父母親姓名、住址、電話） 

2. 寫出自己的 EMAIL，並用 EMAIL 寄信給關主完成任務（寫出特定內容、附加檔案） 

3.  

 

玖、競賽獎勵方式： 

 6A  

 5A1B 

 4A2B 

 3A3B 

 2A4B 

 1A5B 

 0A6B 

 

拾肆、活動經費：由 107 年度補救教學學區內社群計畫經費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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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報告 

一、重大行事曆： 

 (一) 1/02(三)~1/06(日)高級中等學校五人制足球賽 

(二) 1/16(三)社團課暫停，1/17(四)本學期社團最後一次上課。 

 (三) 1/18(五)結業式 

 (四) 1/21~1/25下午社團寒假集訓時間。 

 (五) 1/27(日) 第二屆竹園岡橋藝錦標賽 

二、訓育相關： 

(一) 本校 108年度學生交通車租用採購上網。 

(二) 1/16召開獎懲委員會。 

(三) 導師請假之代理導師費用計算。 

(四) 1/21~1/30開放學生到校銷過。 

三、體衛相關： 

 (一) 清潔用具採購。 

 (二) 安排期末大掃除時間。 

 (三) 服務學習志工登記。 

四、重大活動規劃： 

    (一) 2/11(一)開學始業式 

 (二) 2/13(三)那瑪夏之星歌唱比賽 

    (三) 2/20、3/06、3/13(擇一)八年級高美館參訪 

 (四) 3/13(三)台南佳美早餐店愛心早餐供應 

 (五) 4/3(三)法律宣導─校園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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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報告事項                                      108.01.08 

1. 107 年度屋頂隔水防熱工程已完工。 

2. 已完成 108 年度校園保全警衛勤務採購。平日 14-24；假日 17-24。 

3. 已完成 108 年度影印機租賃簽約。 

4. 1/9(三)14:00 參加工程列管會議。 

5. 1/15(二)本校舊大樓校舍耐震能力補強工程案進行第四次開標。1000 截止 1100 開標 

6. 1/16(三)期末校務座談(社團時間、同仁出席人數待確定)。 

7. 已連繫廠商到校修繕校風雨教室木櫃。 

8. 已張貼安全警示標語(風雨教室近台 29 線道)。 

9. 出納組職務調動議題。(職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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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業務報告  行政會報 1-2月                 108.1.8 

 例行性活動： 

1. 得勝者:1/7(結業式) 

2. 技藝班：1/4、1/11 

 業務報告 

1.夏日樂學 

(1) 108年夏日樂學計畫已上傳，申請 2班，經費共計 22萬。 

2.輔導&特教工作 

(1) 1/16(三)第一節召開期末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2) 1/18(四)第三、四節召開輔導教師、認輔教師個案輔導會議。 

(3) 12/24-1/8 九年級生涯諮詢。901負責輔導教師→林婉宜。902負責輔導教師→曾秋明。 

(4) 1/16(三)16:00-18:00解說社  

3.生涯發展教育 

 (1)1/11日技藝班成果展。 

時間 內容 注意事項 

8：15-10：50 各職群準備  

10：50-11：00 簽到 簽到表：教職員與長簽到表各一張 

11：00 開場 紗帽*美鳳 

11：00-11：10 校長&家長會長致詞  

11：10-11：15 
介紹本學期技藝教育課程合作學校與

指導老師 

一、食品職群：中山工商 林國棟老

師 

二：設計職群：三信家商 謝華雲老

師 

11：15-11：50 學生課程分享 

一、食品職群四組 

二、設計職群四組 

三、每組分享時間 3分鐘 

11：50-12：00 

一、頒發結業證書 

二、頒發感謝狀 

三、大合照 

一、頒發結業證書：食品職群→設計

職群 

二、感謝狀：兩位職群老師一同上台 

12：00-12：40 共同享用餐點  

12：40-14：00 場地恢復&教室整理 
九年級全體學生一同恢復場地與整理

技藝教室。 

(2)技藝競賽 

職群 日期 參賽學生 比賽地點 

食品職群 108.3.7 翁念恩、顏湘柔 中山工商 

設計職群 108.3.7 詹莉柔、趙雅婷 高英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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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是否參加高職端安排的集訓課程? 

(3)下學期技藝課程 

職群 學生人數 合作高職 

餐旅職群 12 中山工商 

藝術職群 11 高英工商 

(4)1/17(第五-七節)生涯闖關 

序號 關  名 關   主 雨天備案地點 

一、  語文領域（國文）－○○○ 何秀珍、高雅安 ○○教室 

二、  語文領域(英文)－○○○ 顏婉如、鄭佳雯 ○○教室 

三、  數學領域－○○○ 曾建瑋、林文智 ○○教室 

四、  自然領域－○○○ 趙月萍、顏秀娟 ○○教室 

五、  社會領域－○○○ 邱凱彬、志工一位 ○○教室 

六、  生科領域－○○○ 葉一萱、曾秉閎 ○○教室 

七、  健體領域 趙懷嘉、黃婉婷 ○○教室 

八、  綜合領域 蔡俊誠、志工一位 ○○教室 

九、  特殊教育 林美鳳、工一位 ○○教室 

十、  愛「拚」才會「涯」 蔡育琳、曾秋明 ○○教室 

(九) 各處室配合事項 

 輔導處 活動安排、發通知單、統計人數、事先張貼海報於佈告欄、拍照。 

 學務處 活動整隊集合秩序及場地清潔、麥克風音響設備。 

 教務處 領域會議活動設計。  

 總務處 協助場地佈置，操場長桌 10張、司令台 1張,椅子共 26張;雨備則長桌

3張,椅子共 6張。 

 會計室 協助經費核銷事宜。 

 健康中心 醫護組 

 未當關主

的老師 

學生秩序維持 

協助拍照 

4.預計下學期重大活動日期 

(1) 2/26親職講座-大光教會 

(2) 3/15升學博覽會 

(3) 4/11山林之美 

5.107學年第一學期輔導室重大計畫經費結算 

 107下半年教育優先區親職講座 1場、個案訪視 127人次。→已辦理核銷完成。 

 107下半年中輟預防-高關懷班約 5萬→已辦理核銷完成。 

 107-1技藝教育 2班 23萬→預計 1月費辦理核銷完成。 

 107年度原住民家庭教育計畫 16.3 萬→已辦理核銷完成。 

 校歌甄選計畫→已辦理核銷完成。 

 夏日樂學成果+前導學校 32 萬→已辦理核銷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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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業務報告                               

108.01.08 

◆ 報告事項 

（一）為配合農曆春節放假(2 月 2 日至 2 月 10 日)，1 月 19 日補上班(補 2 月 8 日(五)彈性放假)，

另寒假期間輪值表業簽奉核可，相關資料業置於本校網芳／共用區／人事室／107 學年度

寒暑假各處室輪值表資料夾中，請各處室至該資料查閱排定值班人員。 

（二）為配合 228 連假，2 月 23 日補上班(補 3 月 1 日(五)彈性放假)，請各處室協助轉知各同

仁。 

◆法規修正／法令解釋事項 

（一）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公務人員撫卹法業經總統於民國107年11月21日公布廢止，

並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7393號(另見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公報系統)，請查照。  

（二）銓敘部修正「公務人員因公猝發疾病或因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審查參考指

引」第3點規定，並溯自民國107年7月1日生效，請查照。  

（三）教育部有關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28條第3項所稱已符合法定支領

月退休金條件疑義一案，請查照。  

（四）修正「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聘任特殊專才者支給基準」，並自108年1月1日

生效，請查照。  

（五）有關「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第3條、第4條，業

經行政院於107年12月7日以院授人培字第10700579141號令修正發布施行一

案，請查照。另請參閱本校網芳/107學年度/人事室/差勤管理/各類人員假別一

覽表。  

（六）為因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本法）第14條第2項修正，法務部設計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範本」【A.事前揭露】、【B.事後公開】，「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自行迴避通知書」及「利害關係人申請公職人員迴避申請

書」範例如校網附檔，請查照。  

（七）行政院修正「公務人員兼任政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財團法人及社團法

人董、監事職務規定」第五點，自107年12月11日生效，請查照。  

（八）為因應新修正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施行，法務部配合修正「法務部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五條處罰鍰額度基準」，名稱並修正為「法務部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案件處罰鍰額度基準」，該行政規則業於一百零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以法廉字第一○七○五○一二九二○號令修正發布，並自一百零七年十二月十三

日生效。  

（九）教育部函以，有關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再任私立學校董事會職務，是否須受公立

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77條第1項第3款規定停止領受月退休金等權利

疑義ㄧ案，請查照。  

（十）有關「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但書第六款所稱一定金額」業經



18 
 

行政院會銜監察院公告（如附件），並自107年12月13日生效，上開所稱一定金

額，指每筆新臺幣（下同）一萬元。同一年度（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同一補助或交易對象合計不逾十萬元，請查照。  

（十一）「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4條第1項第3款規定解釋令1份，請查照。  

（十二）轉知保訓會辦理各項法定訓練測驗開放受訓人員得申請閱覽試卷，請有需要同

仁自行參考運用。  

（十三）有關公務人員依「交通部觀光局前進宜花東高屏暖冬遊住宿優惠措施補助要

點」補助後，如何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

規定請領休假補助一案，請查照。  

（十四）有關教育部函覆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所詢支 (兼)領月退休金教職員於公立學校

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 (以下簡稱退撫條例 )於107年7月1日施行後1年內死亡

者，其遺族擇領遺屬年金相關疑義，請查照。  

註：上開修正法令及法令函釋置於本校全球資訊網/人事室/法規修正及釋例頁籤中，請同仁自行

下載參考。 

 

◆行政訊息宣導 

（一）為提供員工多元福利措施，市府與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油品事業部高屏營運

中心)合作議定加油優惠方案，請同仁多加利用。  

優惠方案說明如下：  

持本府員工識別證、教師證、退休證或相關證明文件，並應告知加油站人員本府

優惠客戶編號：345067。  

當次加油優惠折扣金額如下：  

１、25 公升(含)以上：汽油現金每公升折 1.2 元；汽油刷卡每公升折 0.7 元；

柴油現金每公升折 0.5 元。  

２、10 公升(含)以上：汽油現金每公升折 1 元；汽油刷卡每公升折 0.5 元。  

３、10 公升以下：汽油現金每公升折 0.5 元。  

優惠日期：即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公教人員保險之保險費率，不適用年金規定之被保險人及適用年金規定之被保險

人，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分別調整為 8.28%及 12.53%，請轉同仁知悉。  

（三）為提供使用者多元登入方式，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預定於本 (108)年 1 月 4 日

(星期五)起介接該總處人事服務網 (eCPA)，屆時同仁可使用自然人憑證登入該

系統查詢及列印休假補助費相關資料，請同仁多加利用。  

（四）為提供員工多元福利措施，市府與福華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合作議定

優惠方案（含客房、餐飲優惠），請同仁多加利用。  

（五）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服務網」(以下簡稱 eCPA)自 107 年 12 月 25 日起新增健保卡登

入服務，請同仁多加利用。  

 

註：上開訊息置於本校全球資訊網/人事室/行政訊息頁籤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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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書函 
地址：臺北巿濟南路一段2-2號10樓 

傳真：02-2397-5565 

承辦人：李佳蓉 

電話：02-23979298#508 

E-Mail：cjli@dgpa.gov.tw 

受文者：高雄市政府人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26日 

發文字號：總處培字第10700596331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公務人員依「交通部觀光局前進宜花東高屏暖冬遊住宿優惠措施補助要點」補助後，

如何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規定請領休假補助一案，請查

照轉知。 

說明： 

一、依民眾107年11月15日、27日、12月14日及19日致本總處人事長信箱電子信件辦理。 

二、經本總處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及交通部觀光局（以下簡稱觀光局）意見，說明如下： 

(一)查「交通部觀光局前進宜花東高屏暖冬遊住宿優惠措施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暖冬遊補助要

點）規定略以，觀光局為提振宜花東高屏等區域觀光，於107年1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補助

本國國籍民眾住宿費每房最高折抵新臺幣（以下同）1,000元，年滿60歲以上者每房最高折 

抵1,500元；搭乘高鐵、臺鐵、公路汽車、船舶及飛機前往住宿者，憑票券正本核實補助，每房最

高補助1,000元；住宿費用於民眾住宿期間由旅宿業者逕予折抵，交通費用由旅宿業者先行代墊後

向觀光局申請補助。 

(二)次查「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以下簡稱休假改進措施）

第5點規定略以，為鼓勵公務人員利用休假從事休閒旅遊，各機關對於所屬公務人員國內休假

者，每人全年合計補助總額最高以16,000元為限，公務人員應於休假期間持國民旅遊卡（以下簡

稱國旅卡）至審核通過之國旅卡特約商店刷卡消費，始得按刷卡消費金額予以核實補助。 

(三)茲以暖冬遊補助要點係觀光局為提振國內觀光，提供每位本國民眾之身分證統一編號限折抵

補助一次，並由觀光發展基金支應，尚無排除公務人員，且與公務人員休假補助之發給意旨及條

件不同，2者尚非不得同時適用。又休假改進措施第5點業明定公務人員當年度請領休假補助之額

度及給付條件，爰本案仍請依休假改進措施第5點規定辦理，即按公務人員休假期間持國旅卡至

國旅卡特約商店之刷卡消費金額，於其當年補助總額內予以核實補助。至暖冬遊補助要點與行政

院107年3月27日院授人培揆字第1070036125號函放寬花蓮休假補助相關措施；及觀光局於108

年擴大辦理暖冬遊與休假改進措施如何適用等節，亦依前開原則處理。 

(四)舉例說明如下： 

１、A君107年具7日休假資格，其當年休假補助總額為8,000元。A君107年請休假前往某市國旅

卡特約商店旅宿業住宿，其住宿費金額8,500元於折抵1,000元暖冬遊補助後，持國旅卡刷卡消費

7,500元；又交通費部分，本次行程A君持國旅卡刷卡消費1,490元搭乘高鐵前往某市，並憑票券

正本向該旅宿業領取1,000元暖冬遊現金補助。本次行程A君刷卡消費金額合計8,990元，得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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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休假補助總額內請領休假補助費8,000元。 

２、B君107年具14日休假資格，其當年休假補助總額為16,000元。B君107年請休假前往某縣國

旅卡特約商店旅宿業住宿，其住宿費金額6,500元於折抵1,000元暖冬遊補助後，B君持國旅卡刷

卡消費5,500元；又交通費部分，本次行程B君持國旅卡刷卡消費440元搭乘台鐵前往某縣，並憑

票券正本向該旅宿業領取440元暖冬遊現金補助。本次行程B君刷卡消費金額合計5,940元，尚未

逾其當年休假補助總額，得依規定請領休假補助費5,9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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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 12月主管會報資料 

洪自強 107.12.5 

一、建立卓越典範，優良學校校風：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中 107 年 12月主管會報列管案件-各處室 

指示項目  

（一）請各處室採購時依採購程序採購，依法行政避免造成核銷問題； 

（二）各處室充分利用並加強公佈欄佈置，提升境教功能； 

（三）圖書館空間重新規劃布置，提高使用率及符應使用需求，書籍設備重新盤點； 

（四）注意各項會議開會期限、必要性及會議功能，需報局資料請期限內完成。 

針對以上 4項，請各處室回覆 

處理情形  
人：依規定配合辦理。 

教：配合規劃辦理。 

二、學習不能重來，進步不能等待：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中 107 年 12月主管會報列管案件-教務處 

指示項目  

（一）補救教學到校諮詢輔導請備妥相關資料，參與補救教學同仁請出席會議； 

（二）本土語到校訪視請備妥相關資料，邀請族語老師踴躍出席會議； 

（三）感謝張榮發基金會致贈道德月刊，規劃融入閱讀教育，作文或讀後心得； 

（四）彙整並擬定期末暨寒假行事曆，召開相關會議討論寒假補救教學及輔導課事宜。 

針對以上 4項，請教務處回覆 

處理情形  

1. 已完成。 

2. 已完成。 

3. 規劃辦理。 

4. 規劃辦理。 

三、強調價值態度，著重團隊合作：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中 107 年 12月主管會報列管案件-學務處 

指示項目  

（一）感謝協助城心傳愛教育列車課程活動，讓學生有難得學習的機會； 

（二）加強交通安全宣導乘坐機車戴安全帽，不無照駕駛、繫安全帶以維護生命安全； 

（三）配合課輔及補救教學，規劃社團集訓或寒假育樂營活動，豐富假期生活； 

（四）校歌已徵選完成，請音樂老師於音樂課教唱，並錄製錄音檔方便於各場合播放。 

針對以上 4項，請學務處回覆 

處理情形  

(一)與城北國際同濟會夥伴保持聯繫。 

(二)配合集會加強宣導。 

(三)整合各社團寒訓時間，避免活動時間衝突。 

(四)已請音樂老師協助教唱及錄製。 

四、要求工程品質、改善校園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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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那瑪夏國中 107 年 12月主管會報列管案件-總務處 

指示項目  

（一）製作防災校園建置計畫績優學校評選簡報，突顯學校防災特色； 

（二）宿舍用水最近常常發生問題，請找出原因徹底解決，馬達開關請製作 SOP流程； 

（三）準備大布袋操場砍完草曬乾後直接裝，統一放置適當地點通知有需要者載走； 

（四）檢視學校環境改善及設備需求，先行估價排序以利預算爭取。 

針對以上 4項，請總務處回覆 

處理情形  

1. 已完成評選。 

2. 以確認為水塔馬達問題，且本校住宿同仁用水量過大，另時常有漏水情況發生。 

3. 依指示辦理 

4. 依指示辦理 

五、規劃多元活動，激發學習潛能：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中 107 年 12月主管會報列管案件-輔導室 

指示項目  

（一）校網建置校歌專區，將校歌詞曲徵選沿革歷程等相關內容詳述於校網； 

（二）本校榮獲夏日樂學優等，前往教育部成果發表請妥善訓練準備及行程安排； 

（三）2019總統教育獎即將開始遴選，請即早安排徵選適合人選參加； 

（四）持續關心弱勢學生，歲末年終透過家訪了解學生是否需要學校協助。 

針對以上 4項，請輔導室回覆 

處理情形  

1.持續建置中。 

2.已辦理完成。 

3.目前導師及各處室無推薦人選。 

4.依照辦理。 

六、持續追蹤案件：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中 107 年 10月主管會報列管案件-各處室 

指示項目  

（一）高雄市語文競賽成績榮獲佳績並獲原住民族語組團體優等，感謝師生努力； 

（二）教育局生活科技教室整備經費請注意執行期程，； 

（三）健康促進訪視各項指標精進，對於視力不良及過重比率偏高提出具體改進策略； 

（四）危險場所或設施請務必張貼警語，並加強宣導以維護師生安全； 

（五）各項校本文化特色活動或課程要建立課程教材，以利傳承、精進及發揚。 

針對以上第 4項，請各處室回覆 

處理情形  4.總務處已於校園死角張貼安全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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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一學期主管會報-教務處業務報告        107.12.05 

一、 期末行事活動： 

十

二

月 

15 2 3 4 5 6 7 8 

12月族語問候/謝飯歌開始 
12/3-7族語認證集訓(週一至週四夜輔 2 節、週五至 18時) 
12/5第二次定期評量成績輸入截止 
12/5學科作業抽查 
12/6國中九年級教育會考宣導(早自習 7:30 開始) 
12/7英語單字集訓 1630-1800 
12/8 原住民族語認證(雄商) 
12/3-7第三次教學研究會 

16 9 10 11 12 13 14 15 

12/10英語日  12/12母語日 
12/12藝能科作業抽查 
12/12補救教學訪視(上午任課補救教學教師全體參加) 
12/12國中教師知能研習(第 5-6節全體教師) 

12/13生態山林(屏科) 
12/14九年級數學週考(早自習)、英語單字集訓 1630-1800 

17 16 17 18 19 20 21 
22 

(一) 

12/17英語日  12/19母語日 

12/21-22九年級模擬考 
12/21英語單字集訓 1630-1800 
12/22日補 12月 31日(師生) 

18 23 24 25 26 27 28 29 

12/24英語日  12/25母語日 
12/26「台灣雲端書庫@高雄」教師研習(第一節) 
12/26族語歌謠比賽(第 5-6節) 
12/27生態山林(高醫) 
12/28英語單字集訓 1630-1800 

1

月 

19 30 31 1 2 3 4 5 
1/2母語日 

1/4九年級數學週考(早自習)、英語單字集訓 1630-1800 

20 6 7 8 9 10 11 12 

1/7英語日  1/9母語日 
1/9閱讀理解策略研習(上午 12節研習 34 節觀課、下午民
生國小)-何憶婷老師 
1/11英語單字集訓 1630-1800 

21 13 14 15 16 17 18 19 

1/14英語日  1/16母語日 
1/15-16第三次定期評量 
1/17補救教學、課輔班、加強班結束 
1/17昆蟲營(高醫)全校整日 
1/18英語單字集訓 1630-1800 
1/19日調整上班日（補 2/8開學準備日放假），請全體教師
報名參加補教教學研習(研習代碼 2521159)。 

寒

假 
20 21 22 23 24 25 26 

1/21英語單字比賽初賽 

1/23英語單字比賽決賽 
1/21-25寒假補救教學課程七八年級 
1/21-30寒假補救教學課程九年級 

寒

假 
27 28 29 30 31 1 2 

1/21-30寒假補救教學課程九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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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2/8 族語認證，安排集訓時間。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2/02 
全國語文 
競賽@嘉

義 

12/03-2節 
 

17:30~19:10 

12/04-2節 
 

17:30~19:10 

12/05-2節 
 

17:30~19:10 

12/06-2節 
 

17:30~19:10 

12/07-2節 
 

16:20-
18:00 

12/08 
族語認證 
考試 

12/3-12/6 九年級自主班夜間輔導照常上課、七八年級暫停 

12/5 請午秘準備全校晚餐。12/7 準備八寶粥充飢。 

12/5. 12/7 請學務處協助調整放學交通車。 

11/21. 12/3. 12/5 數位學伴暫停 

12/8 帶隊老師 Aping、凱彬、育琳、紗帽、少君、秀珍(上午)、秉閎(下午)、美鳳(送愷庠)。 

三、 11/27-28 第二次定期評量，11/28 晚上九年級、數位學伴照常上課。 

四、 12/12 補救教學訪視(上午任課補救教學教師全體參加，如有課務事先調課)，請各位老師協

助準備相關訪視資料。 

五、 12/26 下午辦理「班際族語歌謠比賽」，指定曲：布農、卡那卡那富、拉阿魯哇族語謝飯歌

組曲。自選曲：族語歌謠一首。 

六、 108/01/09(下午)第二次會議，地點：民生國小，主題：閱讀理解策略分享(邀請何憶婷老師

-教育部合作學習亮點教師、閱讀典範教師)。當日第一屆那瑪夏盃允文允武競試辦法公

布。辦法草案預計於 12 月主管會報討論。 

1/9上午 1-2節全校教師研習，3-4節觀課(那瑪夏國中)。下午 5-7節民生國小學區內補救

教學社群研習。 

七、 108/01/19調整上班日，全體教師參加補救教學研習(地點：博愛國小，研習代碼

2521159)。 

八、 多媒體教室、圖書室已更新電動布幕，請大家使用完畢要確實恢復場地/線路/關閉電源再離

開。 

九、 生活禮儀：上課禮節。星期一英語、星期二國語、星期三布農族語、星期四卡那卡那富族

語、星期五拉阿魯哇族語。 

十、 寒假輔導規劃 

1/20 21 22 23 24 25 26 

1/21-25寒假補救教學課程七八年級(上午) 

1/21-30寒假補救教學課程九年級(全日) 

寒假閱讀營(故事媽媽協會)30人以內 

科展小組 

27 28 29 30 31 2/1 2/2 1/21-30寒假補救教學課程九年級(全日) 

 

十一、 本次教學研究會議討論 108學年度學校願景、學生圖像、搭配的核心素養、校本課程

等。 

學校願景 1.原民文化。  2.永續生命。 3.多元智慧。 4.積極創新。 5.宏觀全

球。 

N Natural Native National 

M Multiculture  Morality 

S  Sci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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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 107 學年度族語生活化教學 

主題一、上課問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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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族語生活化教學-2 

主題二、用餐前謝飯 

 布農語（星期三） 

3 3 3 2   3 5 5  3 2 │ 3 5   3 1  2- │ 

Idadaza  dihanin tama  andi  daupaku  

 1 1 2 3  5  1  6 4│ 33 3 3  2532  1 1 │ 

Namaunin haising tan  pisvandu Iesu  amin 

 卡那卡那富語（星期四） 

 

 沙阿魯娃語（星期五） 

3 3  3 2  3  5  5 3 2│ 3  5 3  1 1  2- │ 

a-ma-a-a  ma-la-ngi-ca  ma-na-ni-ka-ni- i 

1  1 2  3  5 1 6  4│  3 3 3 2  5 3 2  1 1 │ 

u-ma-u-cu  ta-u-ru-na  ma-lia-tu-nu-lu  a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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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107學年度辦理班際族語歌謠比賽實施計畫 
 

壹、 依據：本校校務發展計畫。 

貳、 主旨： 

一、 為加強推行語文教育，提升原住民區國中學生語文素養與學習興趣。 

二、 推廣原住民族語之學習，增進學生對多元文化之尊重情懷並延續原住民族語文化傳承之

使命。 

三、 加強在地族語，讓孩子在多元教育環境中，紮根部落文化，鼓勵學生以正確的發音、自

然流暢的語調，透過歌曲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增進學習效果。 

參、 主辦單位：高雄市那瑪夏區公所、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 

肆、 參加對象：全校七、八、九年級學生。 

伍、 比賽日期：107年 12 月 26日(三) 下午 13:00-15:00 

陸、 比賽地點：本校風雨教室 

柒、 比賽方式： 

一、 12月起由專職族語教師、音樂教師、導師協助訓練各班學生。 

二、 於 12月 19日 16:00 前將報名表及歌曲詞譜交至教務處教學組。 

(一) 團體組全校各班皆參加。 

(二) 個人組各班自由報名 0~2人參加。 

三、 賽前 12/25中午 12:30 由各班派代表抽上台順序。 

四、 團體組演唱 1首族語指定曲、1首族語自選曲(限布農族語、卡那卡那富族語、拉阿魯

娃族語)。兩首時間不超過 8分鐘。逾時扣總成績 0.5分。 

五、 個人組演唱 1首族語自選曲(限布農族語、卡那卡那富族語、拉阿魯娃族語)。演唱時間

不超過 4分鐘。逾時扣總成績 0.5分。 

捌、 活動行程 

12:50～13:00---各班進場、正式開始。 

13:00～13:05---校長致詞。 

13:05～13:55---歌謠比賽(團體)。(含進退場每班8分鐘*6班=48分鐘) 

13:55～14:45---歌謠比賽(個人)。(含進退場每人4分鐘*6班*2人=48分鐘) 

14:45～14:55---評審講評。 

14:55～15:00---宣布名次、閉幕。 

玖、 評分標準： 

一、 語音 40％ （發音、聲調） 

二、 音樂 30％ （節奏、音準、音色、情感、樂器伴奏） 

三、 創意 15％ （動作、舞台設計、服裝、道具） 

四、 精神 15％ （儀容、態度、台風） 

壹拾、獎勵標準： 

一、 不分年級評選，依參賽表現調整獎勵名額。 

二、 參賽之優勝隊伍，公開表揚並頒發獎狀、獎品獎勵。 

團體組/個人組 獎項 

第一名 獎狀乙紙、獎品乙份 

第二名 獎狀乙紙、獎品乙份 

第三名 獎狀乙紙、獎品乙份 

參加獎 獎品乙份 

壹拾壹、 經費來源：申請高雄市那瑪夏區公所專款補助。 

壹拾貳、 本計畫經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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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指定曲、用餐前謝飯 

 布農語 

3 3 3 2   3 5 5  3 2 │ 3 5   3 1  2- │ 

Idadaza  dihanin tama  andi  daupaku  

 1 1 2 3  5  1  6 4│ 33 3 3  2532  1 1 │ 

Namaunin haising tan  pisvandu Iesu  amin 

 卡那卡那富語 

 

 沙阿魯娃語 

3 3  3 2  3  5  5 3 2│ 3  5 3  1 1  2- │ 

a-ma-a-a  ma-la-ngi-ca  ma-na-ni-ka-ni- i 

1  1 2  3  5 1 6  4│  3 3 3 2  5 3 2  1 1 │ 

u-ma-u-cu  ta-u-ru-na  ma-lia-tu-nu-lu  amin 



31 
 

附件 2.班級報名表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 107 學年度辦理班際族語歌謠比賽報名表 

班級：____年____班 

隊長：____________ 

 每隊表演時間 6～8 分鐘 

 

編

號 

比賽曲目歌名 

(需檢附歌曲詞譜) 

歌曲意涵 

（至多 20 字） 
表演形式 

族

語

指

定

曲 

謝飯歌組曲 

布農族語、卡那卡那

富族語、拉阿魯哇族

語 

用餐前的感恩，感謝

上天賜給族人豐盛食

物。 

○ 自行伴奏  

○ 自行準備 CD 伴奏 

○ 無伴奏 

族

語

自

選

曲 

  

○ 自行伴奏  

○ 自行準備 CD 伴奏 

○ 無伴奏 

 

導師簽名：_____________    教務處核章：___________________ 

表演順序 

抽籤籤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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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個人報名表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 107 學年度辦理班際族語歌謠比賽報名表 1 

班級：____年____班 

參賽者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每人表演時間 2~4 分鐘 

 

編

號 

比賽曲目歌名 

(需檢附歌曲詞譜) 

歌曲意涵 

（至多 20 字） 
表演形式 

族

語

自

選

曲 

  

○ 自行伴奏  

○ 自行準備 CD 伴奏 

○ 無伴奏 

 

導師簽名：_____________    教務處核章：___________________. 

 

………………………………………………………………………………………高雄市

立那瑪夏國民中學 107 學年度辦理班際族語歌謠比賽報名表 2 

班級：____年____班 

參賽者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每人表演時間 3~4 分鐘 

 

編

號 

比賽曲目歌名 

(需檢附歌曲詞譜) 

歌曲意涵 

（至多 20 字） 
表演形式 

族

語

自

選

曲 

  

○ 自行伴奏  

○ 自行準備 CD 伴奏 

○ 無伴奏 

 

導師簽名：_____________    教務處核章：___________________. 

表演順序 

抽籤籤號 

表演順序 

抽籤籤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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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報告 

一、重大行事曆： 

 (一) 12/5(三)13:00~16:00 橋藝專家講習暨交流賽 

(二) 12/8(六)107年高雄市青少年橋藝錦標賽。 

 (三) 12/19(三)雲門舞集表演。 

 (四) 12/24~12/28班級布置比賽評分。 

 (五) 12/26(三)班際族語歌謠比賽。 

二、訓育相關： 

(一) 本校 108年度學生交通車租用採購上網。 

(二) 作業抽查後召開獎懲委員會。 

(三) 叮嚀學生務必完成請假手續。 

(四) 鼓勵學生改過銷過。 

三、體衛相關： 

 (一) 高級中等學校五人制足球賽賽程規劃=>108年 1月 2日開始。 

 (二) 服務學習志工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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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報告事項 

一、會計室年底關帳時間為 12 月 14 日，請處室配合辦理。於 12 月 14 日以後至年底前發生的經

費請事先請購，以免影響後續決算作業。 

二、請各處室檢查年度內有無尚未完成之計畫預算，關於文具類、電費、油費、紙類或影印類等

的經費請列出金額並由總務處統一調查辦理採購。 

三、有關 107 年度屋頂隔水防熱改善工程；施工完成，預定 12 月 5 日下午一點辦理驗收。 

四、本校舊大樓設校耐震能力補強工程採購案(5 百 71 萬餘元)：11 月 27 日第一次上網公告，預

計 12 月 10 日上午 11 時辦理開標。 

五、預計辦理 108 年度契約案件： 

(一)108 年度校園保全人力及系統計畫(共同供應契約)，待標案案號確定。 

(二)108 年度影印機維修及保養(共同供應契約)，有請各處室提出需求。 

(三)108 年度電梯保養合約。 

(四)108 年度水質檢測保養合約。 

(五)108 年度消防安檢及公有建築物安全檢查。 

六、曾向出納借用零用金者付款者請盡速辦理核銷轉正。 

七、12/11 防災建置校園績優初選簡報-鳳山區鳳祥國小。 

八、12/11「改善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宿舍計畫」以及「老舊廁所整修工程計畫」說明會-紅毛港

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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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業務報告                    107.12.05 

 例行性活動： 

3. 得勝者:12/3.12/10.12/11 

4. 技藝班：12/7.12/14.12/21 

 

 業務報告 

1. 家庭教育- 

 原住民家庭教育計畫-部落 uninang 

(1)原住民親子團體 

 活動主題：親子有你有我 

 活動目的：增加親子互動、提供親子教養知能。 

 活動時間：107.12.5(三) 18:30-20:30 

 參加對象：本區家長及學生。（歡迎親子一起參加） 

 講師：高雄市學諮中心督導 瑪達拉．達努巴克 

 活動地點：瑪雅活動中心二樓 

 協助教師：林婉宜、蔡育琳、曾秋明 

   (2)12/3母職培力。地點:大光教會。協助教師:林婉宜、曾秋明 

   (3)親子烘焙教室 

 活動時間：107.12.9(日) 

 參加對象：本區家長及學生。（歡迎親子一起參加） 

 講師：江梅英 老師 

 活動地點：秘密雞地-深山裡的麵包店  

 協助教師：林婉宜、林美鳳 

(4)12/7家庭教育中心報告。 
 

 教育優先區-家訪：請各導師、輔導教師於 12/7 前繳交家訪紀錄簿。謝謝導師

的協助。 

2.輔導工作 

(1) 小團體輔導 

 拾起一個圓-自我探索小團體。 

 人際關係小團體。 

(2)生命教育：12/12 友友錦祿講座－情緒與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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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責任通報： 

關懷 E起來(線上通報 113專線)：教育人員知悉學生遭遇兒童及少年保護、家庭暴

力（含學生目睹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事件（含疑似事件），應依相關法律之規定於

24小時內進行責任通報。未依規定責任通報之罰則：責任通報者知悉不通報可處新台

幣 6仟元以上 3萬元以下罰鍰（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63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利保障

法第 100條）。 

 

 

3.夏日樂學 

(1) 108夏日樂學計畫申請，歡迎有想法的老師給予輔導室建議。 

(2) 107夏日樂學成果發表。七年級 12/18(二)至教育部表演成果。練習時間為：午休、星期四社

團時間。 

規劃行程: 

   

12 月 17 日 

時間 地點 內容 地址 附註 經費 

6:00 那瑪夏國中 出發    

6:00-

12:00 

車程 休息站吃中

餐 

便當 80*23(自籌) 

12:00- 

13:30 

 

車程 

 

  

13:30- 

15:00 

華山 1914 看免費展覽、拍照、體

驗。 

例如：「山‧海 靈境—

Malang 美的釋放」原

住民族當代藝術展 

(地點：中央通廊) 

(https://www.huashan19

14.com/w/huashan1914

/index) 

100 台北市中

正區八德路一

段 1 號 

  

15:00- 

17:30 

海事博物館  100 台北市中

正區中山南路

11 號 

餐盒  

17:30-

18:00 

車程-住宿 國軍英雄館 100 台北市中

正區長沙街一

段 20 號 

 生:600*18=10800 

師:3000 

司機:1400 

18:00- 

19:20 

晚餐    便當 80*23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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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

21：00 

新北耶誕城 看表演、逛街、拍照，

感受新北耶誕城氣氛。 

220 新北市板

橋區中山路一

段 161 號 

坐捷運  

21：00

之後 

夜市 吃東西。 106 台北市大

安區師大路

39 巷 

  

 12 月 18 日 

時間 地點 內容 地址 附註 經費 

7:00-

7:30 

國軍英雄館 起床、盥洗    

7:30- 

8:00 

早餐 早餐    

8:00-

9:00 

出發 教育部    

9:00-

16:00 

彩排＆發表 教育部  午餐由教育

部提供 

 

16:00: 

22:00 

車程     

 

4.生涯發展教育 

(1)生涯夢工廠：榮耀軍旅-劉峰基軍官。12/6(四)第五六節。 

(2)學長姐回娘家:原定 12/7日，因學長姐諸多因素，延至 1月。 

(3)預計 1/17下午第五六七節生涯闖關。 

(4)1/11日技藝班成果展。 

時間 內容 負責人 

8:00-11:00 各職群準備 

1.設計職群-布置 

2.食品職群-餐會 

美鳳/三信/中山 

11:00-11:50 成果展 

1.回顧上課影片 

2.各職群學生分享 

3.頒發感謝狀 

4.頒發結業證書 

5.大合照 

輔導室 

11:50-13:00 技藝成果餐會 輔導室/食品職群學生 

 

(5)生涯發展培力計畫-解說社 

 合作單位:世界展望會 

 學生名單:展望會受助兒童 1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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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班級 姓名 社團 

1 701 杜智宸 跆拳 

2  楊淑怡 歌謠 

3  李倩妤 歌謠 

4 702 謝子心 Huma 

5  朱芯甯 Huma 

6  曾凱妮 橋藝 

7 801 楊耀丞 足球 

8 802 徐慈庭 Huma 

9  李憶芹 Huma 

10  史皓俊 足球 

11  江育婷 橋藝 

12  柯佳樂 足球 

 預計執行方式：星期三社團課，招集上課。地點：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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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業務報告                               

107.12.05 

◆ 報告事項 

（一）重申市府修正「高雄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加班費管制要點」(下稱加班費管制要點)，原加班

費管制要點第十六點「加班所需經費於原有預算科目項下支應，不得超過各該機關中華民國九十

年度加班費實支數額之八成」業已刪除一案，茲因各機關加班費限額控管目的在於撙節政府支

出，控制用人費增長，屬於機關之預算管理事項，與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主要係規範員工請領

加班費事宜有所不同，且實務執行上，各機關加班費限額之管理亦與該機關經費編列、運用互有

關聯。為賦予機關彈性，各機關加班費限額回歸於預算編列控管，爰原加班費管制要點第十六點

「加班所需經費於原有預算科目項下支應，不得超過各該機關中華民國九十年度加班費實支數額

之八成」刪除，自 107 年 5 月 1 日起不再適用。惟各機關加班費限額之管理，仍須回歸預算編列

控管。       

（二）轉銓敘部有關民國 107 年 7 月 1 日仍在職之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選擇離職給與制度之最後

期限，由 107 年 11 月 27 日延後至同年 12 月 7 日一案，本校代理教師、專職族語教師未適用離職

給與制度。 

◆法規修正／法令解釋事項 

（一）轉教育部有關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自107年7月1日施行後，「原學

校教職員退休條例之月撫慰金」、「原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之年撫卹金」及「退撫條例

之退撫給與」領受人，因相關法定事由喪失及停止領受權利時之發放原則及其相關規

定，請查照。  

（二）轉「國民旅遊卡相關事項Q&A(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7年11月修訂版)」1份，請查照。 

（三）函轉行政院修正「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第五點及附

表，並自一百零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生效，請查照。 

（四）轉教育部修正「教師請假規則」部分條文1份，請查照。 

（五）有關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民國107年11月16日修正發布「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3條、第10條

及第19條一案，請查照。 

 

註：上開修正法令及法令函釋置於本校全球資訊網/人事室/法規修正及釋例頁籤中，請同仁自行

下載參考。 

◆行政訊息宣導 

（一）有關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與第一商業銀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合作

辦理之「參加退撫基金人員指定用途貸款」，延長申請期限至民國 109 年 12 月 31

日，請同仁多加利用。  

註：上開訊息置於本校全球資訊網/人事室/行政訊息頁籤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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