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 5月主管會報資料 

洪自強 108.5.7 

一、學生是教育的中心，學校是為學生而設，老師是為學生而教： 

（一）新任人事主任 5/13日到校履新，請大家協助新同事儘快融入那中大家庭； 

（二）5/10日前各處室校務評鑑紙本資料再次確認有無完備，5/13日陳列完成； 

（三）5/14日評鑑當天點心、茶水、午餐、電腦等各項事宜再行確認完備； 

（四）各處室協助共同完成 107年度補救教學績優楷模評選。 

二、型塑閱讀學習典範、全面深耕閱讀教育： 

（一）108學年課程計畫撰寫提早說明、規劃、分工，掌握備查作業時間； 

（二）檢視會考各項工作規劃並再作確認，提醒學生應攜帶的物品勿遺漏；  

（三）開始思考規劃暑期學生活動及課程，提早確認讓同仁事先安排假期； 

（四）原住民單詞競賽全國賽、原住民科展雲端視訊加強訓練。 

三、找出學生優異之處，給予正向鼓勵肯定： 

（一）6/11舉辦畢業典禮請提早準備，邀請卡於 5/28日前完成寄發； 

（二）戶外教學、考試或交流嚴格要求服裝儀容、禮貌秩序及交通安全； 

（三）加強校園環境整潔尤其廁所及死角，宣導學生維護教室整潔及愛護公物； 

（四）畢業歌、校歌持續要求學生練習，請音樂老師協助新生入學先學會這兩首歌。 

四、涵養環境維護生態、營造安全舒適環境： 

（一）統計學校未安裝 LED燈具的場域，規劃期程儘速完成安裝以節約能源； 

（二）5/13日前再檢視校園環境，頂樓及樓梯整潔，完成美綠化環境； 

（三）學校各樓層排水孔檢查是否阻塞，請耐震工程廠商協助疏通； 

（四）檢視學校校地有無被占用情形，如遇占用即早溝通協調處理。 

 



五、主動出擊了解問題，暢通網絡提升效能： 

（一）指導 7年級同學完成城鄉交流介紹看板，協助訓練表演節目及口才訓練； 

（二）會考後指導 9年級同學製作畢業感恩卡片，連同畢典邀請卡一起寄出； 

（三）規劃溫馨會考祈福活動，穩定學生緊張情緒，協助母親節康乃馨發送； 

（四）小六新生參與夏日樂學計畫，搭配教務處暑期課程提早通知上課時間。 

 

 

 

 

 

 

 

 

 

 

 

 

 

 

 

 

 



十
二 

28 29 30 1 2 3 4 
5/2生態山林(高醫) 
5/1-12教室區耐震補強施工 

十
三 

5 6 7 8 9 10 11 
5/8-9第二次定期考查/九年級畢業考 
5/10布農日/補救教學績優師生訪視 
生科教室設備招標/請購 

十
四 

12 13 14 15 16 17 18 

5/14學校評鑑及教學正常化訪視 
5/16生態山林(屏科) 
5/18-19國中教育會考(5/17九年級下山備考) 
5/15-5/31補救教學篩選測驗 
5/15-5/24教學研究會 

十
五 

19 20 21 22 23 24 25 
5/22那瑪夏盃學區國小闖關競賽 
5/20-24 七年級小港城鄉交流 
5/24技藝班成果展 7 

十
六 

26 27 28 29 30 31 1 
5/26語文競賽初賽(旗山) 
5/29~6/1九年級校外教學及七八年級聯合露營 
5/31原住民雲端科展視訊訪談 

 

1. 目前新生報到繳回報到單：34人(包含體育班 2人、普門 1人、出國 1 人、中正預校備取 1人)，

系統中目前尚有 40人(都尚未轉出)。 

2. 全國原住民族語單詞競賽 6/8-9集訓時間： 

每週一至週五 午休 12：30-13：10 每週三 下午 17：30-20：00 學校備有晚餐，晚上 8 點放學。 

每週五 下午 16：20-18：00 下午 6點放學。出賽前週六視情況加練。 

‧七八年級共 12位、九年級共 4位(會考結束後開始練習)帶隊老師：阿餅.婉婷.韃虎.正雄 

預計搭高鐵，學校須自付 6/7及 6/9學校至高鐵來回的費用，約 2萬元。(爭取原民會補助中) 

3. 108年度「城鄉建設─校園社區化改造」設置社區資訊站經費獲補助 92000元，規劃每週三

09:10-11:10、17:00-18:00開放社區民眾借用平板設備。 

4. 生科教室資訊設備 10萬元(5/31止)，預計買平板 8台 iPad(9.7吋)。

 

5. 108年度科學教育設備(經常門)2萬元(5/10止)、科學教育設備 20萬元(5/30 止)相機。 

6. 第十屆原住民雲端科展線上評審與視訊評審期間：108年 5月 31日。安排時間進行問答準備。 

7. 5/10補救教學績優教師及學生到校訪查因應。訪查時間：5月 10日下午 14:00-16:30。 

   績優人員：曾建瑋老師、周瑞瑛同學。 

 

1.受輔學生(抽樣，下課) 

2.受輔學生家長 

3.受輔學生授課原班教師(無課務老師) 

 

1.周瑞瑛本人 

2.顏秀娟師、林文智師 

3.家長 

 

訪談空間 

校長室(會議桌、沙發區)、 

圖書室(沙發區)、川堂、總務處(沙發區) 



8. 5/14學校評鑑/教學正常化訪視事先/當日準備工作。 

準備項目 負責單位 

(1) 當日請假管控 各處室主任 

(2) 各處室主任/教學設備組長 全日不排課 

體衛/輔導組長 上午不排課，註冊/訓育/資料組長 下午不排課 

教務處 教學組 

(3) 各處室書面資料備妥(5/10前送至校長室) 各處室主任/組長陪同 

(4) 教學正常化訪視書面資料準備(5/10前送至校長室) 教務處 

(5) 校長室筆電 5台+內含光碟檔案 確認連結（5/13備妥） 教務處 資訊執秘 

(6) 中餐+茶水點心 

   A.學校評鑑委員已由局統一編列每位委員誤餐費 70 元(委員 5人，葷素另
行通知)。為便於核銷會計程序，各校代訂餐盒須檢附收據或統一發
票。(手寫收據或發票買受人抬頭:楠梓國中；收據須蓋有店家統一編
號專用章及負責人姓名；日期、數量、單價與總價均需填具清楚；收
銀機發票請打楠梓國中統編: 83301100) 。 

   B.教學正常化委員請協助代訂 2 位委員之餐盒（每人以 70元計，共計 140
元整），並事先詢問餐盒葷素。代訂餐盒費用請由視導委員先行墊付，
並請學校將該收據逕交視導委員（以駐區督學或課程督學為代表）攜
回本局核銷，收據抬頭請務必註明國昌國中（統一編號：92087904）。 

總務處 

(7) 實地參訪動線 

教學正常化：教學大樓、辦公大樓一二樓 
學校評鑑：校長室檔案室(下樓)多媒體教室辦公室(往教學區)
一樓教室(上樓)、二樓教室(下樓)廚房操場司令台風雨教室
無障礙步道返回校長室 

 

教學正常化陪同：婉婷、秀珍 

學校評鑑陪同：校長.各處室主任 

(8) 座談場地 生科教室、技藝教室 行政人員、教師訪談 

學生座談 

 

時間 項目 學校評鑑 教學正常化 

 實地參訪 委員自行參訪校園 無 

08:30~08:35 委員介紹 簡單介紹委員  

08:35～09:00 

（25分鐘） 
校長簡報 

1.計時方式：0850第一次鈴響提醒；0900第二次鈴響結束 

2.針對教學正常化視導部分，學校可採取簡報或口頭報告方式擇一，若採口頭報

告者，務必說明106學年度待改善事項相關改進措施及成效，且視導委員可視

實際情況請學校提供相關書面資料。 

09:00～10:00 

（60分鐘） 
查閱資料 請各行政人員協助。 

10:00～11:10 

（70分鐘） 

巡查校園、設

備及相關會議 
巡查校園、設備1小時10分 

10:00～10:10：校園巡訪 

10:10～10:25：視導委員討論會議 

10:25～11:10：綜合座談 

11:10～12:00 

（50分鐘） 
訪談與會議 

與行政人員、教師、家長訪談，預定對

象如下表，教師部分請提供課表抽選第

四節無課務之教師 

視導委員會議，視導委員填寫視導結

果並請學校提供相關協助 

12:00～12:30 

（30分鐘） 
午餐 

午餐/學校評鑑與教學正常化委員討論

會議 

1.午餐/學校評鑑與教學正常化委員

討論會議 

2.教學正常化視導結束 

12:30～13:20 

（50分鐘） 
與學生座談 預定分2組，分2個場地辦理 

生科教室 

技藝教室 

13:30～15:00 

（90分鐘） 

查閱資料及訪

談 

至各處室查閱資料  

15:00～15:30 

（30分鐘） 

評鑑委員內部

會議 
評鑑委員討論與填寫意見 

 

15:30～16:30 

（60分鐘） 
綜合座談 

評鑑委員意見提供，受評學校回應與討

論 

 

 



9. 5/20-22七年級小港國中城鄉交流相關細節。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 107 學年度七年級城鄉交流活動活動規劃表 

時間 5/20(一) 5/21(二) 5/22(三) 5/23(四) 5/24(五) 

早修 

08:00 那瑪夏出發 

 1.7:45 升旗表演 

 2.互贈紀念品 

 3.師生相見歡 

 4.拍攝大合照 

入班  入班 入班 

第 1 節 10:00 小港國中(由

西側門進入)  
 入班 入班  入班 

生命教育課程 

(南方基金會) 

第 2 節 
紅毛港之旅   入班 入班  入班 

生命教育課程 

(南方基金會) 

第 3 節 紅毛港之旅   入班 入班  入班 入班 

第 4 節 紅毛港之旅   入班 入班  入班 入班 

午休 
 紅毛港之旅  入班 入班  入班 

 那中學生午餐後

集合 

第 5 節 
 紅毛港之旅 

 職涯試探中心(前

鎮國中)參訪 
社團 

入班 
 準備回校 

第 6 節 
紅毛港之旅 

職涯試探中心 

(前鎮國中)參訪 
社團 

入班 
獸醫體驗-燕巢 

第 7 節 
 3:30 回校 

職涯試探中心 

(前鎮國中)參訪 

窯烤披薩餐飲體

驗 

入班 獸醫體驗 

(16:00 結束回程) 

第 8 節 
 教師休息室 

職涯試探中心 

(前鎮國中)參訪 
教師休息室  

入班 
 

1. 隨隊

教師

進行

領域

共議

觀課

活動 

2. 邀請

那中

教師

擔任

原民

(輔導室) 

林婉宜-輔導 

高雅安-國文 

鄭佳雯-英文 

鄭心喬-音樂 

林文智-數學 

(總務處) 

趙懷嘉-體育 

林美鳳-特教 

高雅安-國文 

鄭佳雯-英文 

(學務處) 

林文智-數學 

蔡俊誠-地.公 

鄭心喬-音樂 

(教務處) 

葉一萱-生物 

曾秉閎-數學 

高雅安-國文 

(教務處) 

葉一萱-生物 

黃婉婷-國文 

鄭佳雯-英文 

(輔導室) 

林婉宜-輔導 

高雅安-國文 

鄭佳雯-英文 

鄭心喬-音樂 

林文智-數學 

(總務) 

趙懷嘉-體育 

林美鳳-特教 

高雅安-國文 

鄭佳雯-英文 

(學務) 

林文智-數學 

蔡俊誠-地.公 

鄭心喬-音樂 

(教務) 

葉一萱-生物 

曾秉閎-數學 

高雅安-國文 

 

(教務) 

葉一萱-生物 

黃婉婷-國文 

鄭佳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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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

講座 

※那中車輛由西銘

樓後方西側門進入

放置行李後另搭港

中遊覽車 

原民文化課程 

講師-林美鳳 

助教-鄭佳雯 

 原民文化課程 

講師：韃虎 

助教：葉一萱 

原民文化課程 

講師：翁德才/曾

建瑋(互換) 

經費需求：1.交通車 5/20、5/24兩天共 2萬元。2.差旅費估計 10人次 5,580元。3.禮品/

餐費 

 

10. 5/22那瑪夏盃學區國小闖關活動工作分配。 

107學年度高雄市第一屆那瑪夏盃學區國小多元競試闖關活動工作分配 

壹、 活動日期：108年5月22日（星期三）下午13：00～17：00 

貳、 活動當日流程： 

時  間 內  容 處室 活  動  地  點 

13：00～13：15 報到 輔導室/9年 1班協助 風雨教室 

13：15～13：30 分組/就位 輔導室/9年 1班協助 風雨教室 

13：30～14：20 數學檢定 曾建瑋主任/9年 1班協助 風雨教室 

14：20～14：25 開幕致詞 洪自強校長 風雨教室 

14：25～14：35 
分組後由帶隊學長 

帶至各關場地 
教務處/9年 1班協助帶隊 風雨教室 

14：35～15：43 闖關活動 
各關關主/9年 2班協助各

關 

每關 20分鐘 

3關 國族生食英體 

15：47～16：55 闖關活動 
各關關主/9年 2班協助各

關 

每關 20分鐘 

3關 國族生食英體 

16：55～17：00 集合/勉勵/賦歸 校長 川堂前 

成績結算後，擇日於國小升旗時間公開頒獎。 

參、 請各處室配合事項，請協助辦理： 

1. 教務處 1. 綜理活動計畫撰寫確認，活動當日工作分配、關主安排、聯繫區公所巴士。 

2. 對外發文聯繫籌備活動辦理。 

3. 依照報名資料分組，並準備闖關卡、簽到簿。 

4. 安排報到人員、活動進行拍照。 

2. 學務處 1. 協助布置及恢復數學檢定場地(風雨教室)。 

2. 當天社團活動暫停一次，全年級學生 17:00放學。 

3. 協助聯繫交通接送及社團老師。 

3. 輔導室 1. 協助報到分組工作(9年1班同學協助帶隊) 

2. 協助風雨教室部分拍照、攝影。 

3. 總務處 1. 佈置活動場地：桌巾、掛紅布條、延長線、引導路牌。 

2. 協助各關場地拍照、攝影。 

3. 導師 協助督導九年級服務生擔任活動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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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關關

主 

1.闖關時間如表，移動至下一關時間 4分鐘。9年 2 班學生協助各關關主 

 第一關 

國文 

第二關 

生活 

第三關 

族語 

第四關 

英語 

第五關 

食育 

第六關 

體育 

i大會服

務處 

各關地點 一樓多媒

體教室 
一樓川堂 

二樓 

校長室 

二樓 

生科教室 

二樓 

技藝教室 
籃球場 

一樓 

川堂前 

各關關主 

副關主 
高雅安 

蔡育琳 

林美鳳 

林婉宜 

曾秋明 

翁德才 

林蘇紫美 

韃虎 

顏婉如 

鄭佳雯 

高大芳 

TACO叔 

趙懷嘉 

顏秀娟 

黃婉婷 

何秀珍 

902學生志工 周瑞瑛 
周芝玟 

伍佑安 
林慧心 

蔡劭天 
孫瑩榆 

王則娟 
翁念恩 

詹麗柔 
許佳蕙 

孔俊哲 
顏湘柔 

顏欣燦 
詹天志 

14:35-14:55 4A 4B 5A 5B 6A 6B 隨時提

供參賽

國小各

項諮詢

服務 

14:59-15:19 4B 5A 5B 6A 6B 4A 

15:23-15:43 5A 5B 6A 6B 4A 4B 

15:47-16:07 5B 6A 6B 4A 4B 5A 

16:11-16:31 6A 6B 4A 4B 5A 5B 

16:35-16:55 6B 4A 4B 5A 5B 6A 

2.關主任務：印製闖關用試題、布置各關教室、準備闖關器材海報(簡報)、訓練九

年級學生志工 2名。 

3.副關主任務：協助關主、各關活動進行中拍照、確認學生身分、蓋闖關卡、試卷

批閱、成績計算回報。 

4.帶隊志工名單 

分組 4A 4B 5A 5B 6A 6B 
報到處 

機動組 

901 

帶隊

志工 

李皓鈞 盧尚翔 謝世文 呂芝儀 鍾寧 趙雅婷 

顏志賢 

許安泰 
王寬 

國小

學生

分組

名單 

      

 

 

 確定報名人數 

 六年級 五年級 四年級 

民權國小 14 17 15 

民生國小 15 7 11 

總計 29 24 26 

分組人數 14/15人 12人 13人 

 

 待辦事項： 

1. 訂紅布條 

2. 各關場地確認 

3. 確認 TACO 屬淑 

4. 報到簽到單、場地牌、分組名單、闖關卡、各組舉牌、計分表格設計 

5. 九年級志工訓練 

6. 活動後計分、獎狀、買獎品、約時間去國小頒獎 



7. 各處室需求確認 

8. 經費需求 

 

107學年度高雄市那瑪夏盃學區國小多元競試闖關活動經費概算表 

 

 

 

 

 

 

項目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說   明 

評審出席費 次 2000 3 6000 外聘講師3人擔任評審(第二關:生活族語) 

講師鐘點費 節 2000 2 4000 外聘講師擔任關主(第五關：飲食教育) 

獎品費 份 100 300 30000 獎品 

場地布置費 式 2000 1 2000 製作紅布條、場地布置等 

雜支 式 1300 1 1300 以上業務費5%以內 

小計 43300  



提案一、因應 5/31 原住民科展、6/8-9 全國單詞競賽，擬利用課後時間（週三、週五、週六等

時段）留校集訓，所需之餐費，是否可由學校對外募得的晚餐經費支應，提請討論。  

說明：所需經費概算表： 

項目 單價 數量 總價 備註 

原住民科展集訓 70 60 4200 20 人*3 次=60 份 

單詞競賽集訓 70 170 11900 17 人*10 次=170 份 

合計 16100  

 

決 議：照案通過。 

 



學務處報告 

一、重大行事曆：                                                        108.05.07 

    (一) 5/29~5/31九年級戶外教學及七八年級跨校大露營 

 (二) 5/10~5/12市長盃跆拳錦標賽 

 (三) 5/15(三)畢業典禮第一次籌備會 

    (四) 5/26高雄市橋藝菁英賽─高雄初賽 

二、訓育相關： 

(一) 耐震工程注意學生安全。 

(二) 五月進行畢業歌練唱。 

(三) 九年級導師協助收取戶外教學行程費用。 

(四) 七八年級導師協助調查參加大露營人數。 

(五) 請教務處協助提供優秀畢業生名單 

(六)召開學生獎懲會議 

三、體衛相關： 

 (一)運動護照已結算，擬用校務發展捐贈款購買獎品。 

 (二)規劃送舊盃班際球類比賽期程。6/03(社團課正常) 

 (三)體促盃五人制足球賽預定於 7月舉辦。 

四、重大活動規劃： 

 (一) 6/03~6/06送舊盃班際球類比賽。 

    (二) 6/11畢業典禮。 

    (三) 6/27辦理七八年級市區電影院觀賞。 

    

 

 

 

 

 



 

總務處業務報告 

一、 已完成                                                

108.05.07 

108資本門-冷氣設備採購案。 

雨水回收系統及宿舍水塔設備維修 

辦公室 LED燈具汰換工程 

二、 待完成： 

108資本門-籃球板 4組已請廠商完成估價及勘察，預計近日施作。 

108資本門-發電機設置工程，預計於近日發包並於五月底前完工。 

108資本門-廚房周邊磁磚修護工程預計於五月份執行完畢。 

108資本門-投影機以及觸控式銀幕等耐震補強工程結束後執行。 

三、 校舍耐震能力補強工程： 

(1) 4月 12日辦理督工。 

(2) 4月 12日起：進行鷹架搭設、外牆拉皮及美化。 

(3) 5月 1日至 12日：進行教室棟新舊窗戶(含門)拆卸及安裝。 

(4) 5月 10日：進行部分驗收。 

(5) 5月 26日：預定完工日。 

目前進度：舊大樓的室內區域-牆面補土、白樺處理及重新粉刷塗漆。 

四、 已連繫上固股份有限公司，要求近日到校協助處理教室天花板漏水情

況。 

 

文書組報告 

請各處室主任協助轉知，公文處理時效，以避免過期。 

輔導室報告 

 

 例行性業務                                                        108.05.07 

１． 得勝者課程：5/6、5/13、5/27 

２． 技藝班：5/24 

３． 適性輔導列車：5/24(七八年級) 

  

 業務報告-輔導組 

1. 母親節活動 5/6-5/17 



 

 5/8解說社將於中午用餐時間進行入班宣傳。5/15日進行電出你的愛活動。 

 5/9日溫「馨」送給你，安排放學集會時間進行。 

2. 請導師於段考後，可開始安排家訪。 

3. 5/15(三)第四節糕粽祈福活動，由七八九年級參加。課務第四節與第五節對調，請教務

處協助安排，活動流程如下: 

序號 時間 活動內容 負責人 備註/道具 

1 11:00-11:05 集合學生 紗帽  

2 11:05-11:20 布農族出征前的叮嚀   

3 11:20-11:40 打中你的未來 秋明 樂樂棒 

4 11:40-11:50 校長的祝福   

5 11:50 「糕粽」，高中饗宴 

 

凱彬 粽子、蛋糕 

 

4. 原定於 5/4辦理走入部落－射耳祭親子市集家庭教育活動，改至 6/7日。與原家中心共

同合作。活動分作為 2個部分。預計招集志工 6名。參與教師：林婉宜師、曾秋明師。 

編號 活動名稱 帶領者 備註 

1. 親子互動遊戲 志工同學、婉宜、原家中心  

2. 親子市集 志工同學、秋明  

 

5. 6/3huma社在地創意料理比賽 

序

號 

時間 活動內容 參與人員 負責教師 備註 

1 13:20-15:00 料理前的準備: Huma 社九年級成 林婉宜  



 

 

 

 

 

 

 

 

 

 

 

 

 

 

 

 

 

 

 

 

生火、料理器具、

佈置會場 

 

員 曾秋明 

趙正中 

2 15:00- 

16:00 

料理比賽 Huma社全體同學 Cuma muu  

3 16:00- 

16:20 

評審品嘗 教師評審: 

洪自強校長、翁德才、高大芳 

原家孫孟如 

學生評審: 

各社團選 1-2位當評審 

 

4 16:20- 

16:30 

評審回饋 Huma社全體同學 林婉宜  

5 16:30 

16:40 

頒獎 Huma社全體同學 林婉宜  

6 16:40- 

17:00 

場復 Huma社全體同學 林婉宜 

曾秋明 

趙正中 

 



 

6.  5/22(三)召開夏日樂學課程行政會議。6月初招募八年級小隊輔。 

 

 資料組 

1. 九年級學校參訪 

 5/21 樹德家商。帶隊教師：林婉宜、蔡育琳、顏秀娟。 

 6/4 美和科技大學。帶隊教師:林美鳳、曾秋明、蔡育琳、顏秀娟 

 5/20 第二、三節。中山工商到校宣導。 

 5/22 第二節。高苑工商到校宣導 

 5/23 第四節。九年級職業宣導。那瑪夏原住民家庭中心協助辦理。 

 5/28 第四節。旗美高中到校宣導。 

 

2. 5/22(三)生涯檔案比賽 

3. 5/24(五) 九年級技藝感恩餐會-地點:風雨教室 

序

號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參與人員 負責人 器材 

1 8:00- 

11:20 

藝術職群 

風雨教室上課 

餐旅職群 

技藝教室準備 

九年級全體同學 婉宜/ 

美鳳 

帳篷*6 

圓桌*5 

圓凳

*50 

音響 

 

2 11:00- 

11:20 

家長師長入席 九年級全體同學 

家長、全體教職員 

婉宜 

/正雄 

 

3 11:20- 

11:30 

校長致詞 

家長會長致詞 

 

4 11:30- 

11:50 

頒發結業證書及 

感謝狀 

 

5 11:50- 

11:55 

歌謠隊表演 歌謠隊 心喬  

6 11:55 祝福禱告 九年級全體同學 

家長、全體教職員 

  

7 11:55-12:40 餐會   

8 12:40- 

13:30 

場復 會場-藝術職群 

技藝教室-餐旅職

群 

美鳳  

 

 高關懷及輔導工作 



1. 6月國小轉國中、國中轉高中的高關懷、特教轉銜。 

2. 近日學校學生多有割手事件，將於導師會報期間請導師及輔導教師了解學生狀況，

必要時，通知家長共同解決。 

3. 6/4-6/6畢業感恩卡片填寫。提早填寫 

4. 生涯志願選填第三次 5/27-6/14，採自願報名制。 

5. 解說社及 701 班學生，將透過衛星空拍圖，進行部落空間故事，預計 6/6之前完成。 

6. 五月及六月將針對情感及家庭主題，安排小團體輔導課程。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四月主管會報資料-追蹤案件 

洪自強 108.4.02 

一、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孩子們在成長：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中 108 年 4月主管會報列管案件-各處室 

指示項目  

（一）各處室逐步規劃辦公室及專科教室整理，報廢物品、回收物品、空間整齊清潔； 

（二）校務評鑑紙本資料請各處室依檢核示例提早檢視整理，屆時由教務處規劃陳列； 

（三）安排時間到國小進行宣導，掌握國小端入學狀況及新生背景； 

（四）人事室業務目前由五福國中葉主任暫代，感謝淑華協助聯繫窗口。 

針對以上 4 項，請各處室回覆 

處理情形  

1. 已於 5/1 完成空間整理。 

2. 請各處室配合於 5/10陳列至校長室。 

3.配合輔導室轉銜會議時間辦理國小宣導。6月初 

 

二、促進教學效能、擘劃未來展望：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中 108 年 4月主管會報列管案件-教務處 

指示項目  

（一）要求學生上下課跟老師問好要確實，請老師協助依每日問好的語言別要求； 

（二）規劃校務評鑑工作分配，評鑑當日路線安排及空間配置等等； 

（三）學校新課綱規劃與分享及科學教育專案申請請提早完成檢視； 

（四）各項學生競賽擬定訓練計畫加強訓練，讓學生充分準備參加比賽。 

針對以上 4 項，請各處室回覆 

處理情形  

1. 於集會提醒各班學生，另請針對班長特別叮嚀。 

2. 於 5/7 主管會報討論。 

3. 已完成。 

4.單詞競賽規劃訓練中。語文競賽請各指導老師協助指導。 

三、提供展能舞台，建立學生自信：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中 108 年 4月主管會報列管案件-學務處 

指示項目  

（一）各班教室學生置物櫃更新汰換，或校內現有資源先充分使用； 

（二）廁所綠化及美化(掛圖、植栽)及異味清除改善； 

（三）108 年度幸福學堂-夢想實現列車活動申請，確定時間及行程後與執行長聯繫； 

（四）持續督導要求廚房衛生管理及餐飲安全，建立監廚機制以維護師生健康。 



針對以上 4 項，請各處室回覆 

處理情形  

1.依指示辦理 

2.依指示辦理 

3.6/27看電影及遊覽 

4.會特別注意廚餘桶方面 

四、堅守工程品質、建構安全校園：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中 108年 4月主管會報列管案件-總務處 

指示項目  

（一）校園環境安全檢查小組確實執行，依「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檢查」辦理； 

（二）107 學年度充實公立國民中學生活科技領域教室設備招標 5月底前完成； 

（三）108 年度改善及充實設施設備計畫，申請排水溝或地面鋪設； 

（四）校舍機電、線路檢修維護汰換，校舍指引標誌更換及充實。 

針對以上 4 項，請各處室回覆 

處理情形  

(一)依指示辦理校園安全檢查。。 

(二)預計於 5月 15日辦理開標。 

(三)依指示申請計畫。 

(四)定期進行機電以及線路維修以及汰換；可申請設置指引標誌。 

五、發揮專業角色，完備輔導動能：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中 108年 4月主管會報列管案件-輔導室 

指示項目  

（一）會考即將到來，多關心九年級同學生活及學習狀況，適時輔導關懷； 

（二）每學期將專、兼任輔導教師所進行的服務次數及輔導類別作統計報表上陳； 

（三）利用課程強化學生情感教育面向，覺察當下自我感受，減少彼此傷害及仿效； 

（四）加強各項宣導收防範未然功效，隨時注意學生狀況避免蝴蝶效應。 

針對以上 4 項，請各處室回覆 

處理情形  

1.已指示辦理。 

2.已將每月報表上陳，並於期末製作個案類別統計。 

3.已指示辦理，除了以綜合課程進行外，五、六月安排小團體輔導。 

4.已指示辦理。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 4月主管會報資料 

洪自強 108.4.2 

一、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孩子們在成長： 

（一）各處室逐步規劃辦公室及專科教室整理，報廢物品、回收物品、空間整齊清潔； 

（二）校務評鑑紙本資料請各處室依檢核示例提早檢視整理，屆時由教務處規劃陳列； 

（三）安排時間到國小進行宣導，掌握國小端入學狀況及新生背景； 

（四）人事室業務目前由五福國中葉主任暫代，感謝淑華協助聯繫窗口。 

二、促進教學效能、擘劃未來展望： 

（一）要求學生上下課跟老師問好要確實，請老師協助依每日問好的語言別要求； 

（二）規劃校務評鑑工作分配，評鑑當日路線安排及空間配置等等； 

（三）學校新課綱規劃與分享及科學教育專案申請請提早完成檢視； 

（四）各項學生競賽擬定訓練計畫加強訓練，讓學生充分準備參加比賽。 

三、提供展能舞台，建立學生自信： 

（一）各班教室學生置物櫃更新汰換，或校內現有資源先充分使用； 

（二）廁所綠化及美化(掛圖、植栽)及異味清除改善； 

（三）108年度幸福學堂-夢想實現列車活動申請，確定時間及行程後與執行長聯繫； 

（四）持續督導要求廚房衛生管理及餐飲安全，建立監廚機制以維護師生健康。 

四、堅守工程品質、建構安全校園： 

（一）校園環境安全檢查小組確實執行，依「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檢查」辦理； 

（二）107學年度充實公立國民中學生活科技領域教室設備招標 5月底前完成； 

（三）108年度改善及充實設施設備計畫，申請排水溝或地面鋪設； 

（四）校舍機電、線路檢修維護汰換，校舍指引標誌更換及充實。 



 

五、發揮專業角色，完備輔導動能： 

（一）會考即將到來，多關心九年級同學生活及學習狀況，適時輔導關懷； 

（二）每學期將專、兼任輔導教師所進行的服務次數及輔導類別作統計報表上陳； 

（三）利用課程強化學生情感教育面向，覺察當下自我感受，減少彼此傷害及仿效； 

（四）加強各項宣導收防範未然功效，隨時注意學生狀況避免蝴蝶效應。 

 

 

 

 

 

 

 

 

 

 

 

 

 

 

 

 

 

 

 

 

 

 

 

 

 

 

 

 



教務處報告   108.04.02 

 

 

 

 

 

 

 

 

 

 

 

 學校評鑑： 

3/31 前各處室資料上傳網芳。4/9 確認各處室檔案資料。4/10 開校務會議確認自評表內容。

4/19 前函報教育局。4/26 前繳交光碟&資料。5/07 場佈及紙本資料彙集 5/14 現場評鑑（學

校評鑑+教學正常化訪視）。 

 註冊組: 

1. 成績輸入截止： 

第一次評量：3/25-4/10 截止。 

第二次評量：5/8-5/16 截止，因 9 年級畢業成績須提早結算，請三年級任課老師注意時間，

藝能科、彈性課程及文字評量均須輸入完畢。 

第三次評量(7、8 年級) ：6/24-7/2 截止。 

2. 會考報名完成，兩位特殊考試服務申請已通過。4/12 領國中會考准考證。 

3. 新生入學：4/8 發入學通知單、族語調查表給國小畢業生。4/15 新生報到，目前教育局新

生平台有 40 位新生，教育部學生資源網是 36 位，4/15 新生報到（至國小收報到單）。 

 教學組: 

1. 4/1 開始上新課表，請 801、802、702 導師及調整課務老師注意提醒學生。 

2. 4/3 第 5-6 節教師知能研習-閱讀教育，請無課務教師參加。 

3. 4/6-7(二天一夜)科展自動相機組至曲積山調查，學生-楊浩承、蔡弘昇、杜智宸，帶隊老

師：阿餅、大芳、建瑋。 

4. 4/10 前繳交科學教育計畫。 

5. 4/15 重見山林之美 

6. 4/16 富邦許願活動 

7. 4/17 下午三節與 4/18 下午三節對調。(因應校內語文競賽和高市單詞競賽撞期)。 

8. 4/17 單詞競賽(高雄市賽)@旗山國小，選手：卡那卡那富族-林劭琪、楊淑怡、謝婉萱、

陳志豪、楊于庭、江育婷。布農族-孫書亞、柯瑜雯、李憶芹、柯子升、李祈。選手 13

位，帶隊老師 4 位（阿餅、翁德才師、黃婉婷師、趙正雄師，請總務處派公務車），經費

 

九 7 8 9 10 11 12 13 

4/8發新生入學通知單&族語課調查表 

4/8正雄公開授課 

4/9學校評鑑內容確認(各處室) 

4/10第一次定期評量成績輸入截止 

4/10第一節校務會議 (確認學校評鑑自評表內容、課發會組織等提案)  

十 14 15 16 17 18 19 20 

4/15 新生報到 

4/17 族語單詞競賽高雄市賽 

4/18校內語文競賽 5-6節 

4/17下午三節與 4/18下午三節對調 

4/18-19九年級模擬會考 

十

一 
21 22 23 24 25 26 27 

4/24校內語文競賽(族語朗讀) 

4/25生態山林(高醫) 

十

二 
28 29 30 1 2 3 4 

4/30校長公開授課 

4/29-5/1：體育班、運動績優生(獨招學校)術科測驗報名 

4/29 -5/3：免試入學變更就學區申請 

5/2生態山林(高醫) 

5/1-12教室區耐震補強施工 



需求：午晚餐 17 人*2 餐*70 元=2380 元、差旅費 318*2 車=636 元、公務車油資 1000 元、

雜支 200 元，共 4216 元。 

9. 4/18 校內國語、英語語文競賽（七八年級參賽）。4/24 校內族語朗讀競賽。4/24 報名市賽。 

 
10. 英語查單字比賽改於 4/22(一)早自習，全校同學參加。 

 

11. 4/18-19 九年級模擬考。 

12. 4/30 校長公開授課。 

13. 5/20-24 七年級城鄉交流，5 天 4 夜住小港寄宿家庭，入小港國中班上課，近期開始籌畫。 

14. 本校近期獲補助 

(1) 生科教室補助款新台幣60萬元。5月底前執行完畢。 

(2) 每校補助生科教室資訊設備經費新臺幣10萬元，本案屬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10萬元

以下，含10萬元)，得不經公告程序，逕洽廠商採購。5/31前採購完畢。 

甲、 本補助屬資本門(耐用年限二年以上且金額新臺幣一萬元以上)，購買項目限以

下品項:(1) 個人電腦主機-螢幕: 教師及學生用，可採用適合教學之微型電腦主

機 (含螢幕)、筆記型電腦，教師用螢幕可採觸控螢幕。 

乙、 平板電腦、視訊攝影機、有線或無線投影設備。 

(3) 英語教學設備補助新台幣1萬8千元。 

 

 

 提案討論： 

提案一、本校考試規則(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校尚未訂定有關考試之規則，為培養學生優良學習習慣，端正品格，改進考試業務

及維護考試公平性，特訂定本規則。內容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考試規則 (草案 ) 

108 年 4 月 2 日主管會議通過  

年   月   日校務會議通過  

壹、學生定期考查試場規則 

一、 考試前須詳閱有關考試之各項布告。 

二、 應聽從監考教師指導，如有不服從者，除即時予以停考處分外，並依校規從嚴議處。 

三、 經准假於學校實施定期評量缺考之學生，銷假後應立即於學期成績結算前補考，其

補考成績按實得分數計算；未補考者，成績以零分計算。 

四、 復學學生學期缺課成績經申請後，准予補考；未申請補考者，其缺課期間之成績以

零分計算。各次定期考查測驗時間依平常上課時間為準。 

五、 每節測驗正式開始後 15分鐘起，遲到者不得入場。並至學務處報到。 

六、 考試鐘響後至下課鐘響前，皆不得提早繳卷離場，但如經監考老師認定有特殊情形

者(如腹瀉、發燒、家庭突遭變故等)例外。 

七、 學生應考文具應自備，不得在場內向他人借用。 

八、 嚴禁談話、左顧右盼等任何舞弊行為。 

九、 不得故意污損試題及試卷。 

十、 考試期間不得飲食(考試時不得飲食、喝水、嚼食口香糖等)。 

十一、 考試前學生應檢查個人座位及附近牆壁，如發現字跡、字條，應主動報告監考老

師，否則以夾帶違規議處。 

十二、 測驗完畢後必須將試卷送交監考老師，然後離場。 

十三、 除必須文具外，非透明鉛筆盒、書包、書本、紙張、講義、筆記、3C產品等通訊

器材必須關機，並應悉數放置於教室前後空間。考生須依班級規定座位於考場就座

並淨空桌、椅及抽屜內物品。 

十四、 答案卷請用深藍色或黑色墨水的筆書寫，更正時，可以使用修正液（帶），不得使

用鉛筆。字跡無法清晰呈現作答結果者，其責任自負，不得提出異議。作文只能用

黑色筆作答。 

十五、 除試題印刷不清晰、身體不適、文具掉落，可舉手請監考教師協助外，不得發問。 

十六、 如遇警報、地震，應遵照監試老師指示，迅速疏散避難。 

十七、 測驗結束鐘（鈴）響完畢，不論答畢與否應即停止作答，交卷（卡）離場。 

貳、學生定期考查違反試場規則處理方式 

依違反試場規則分為三大類及處理方式，分述如下： 

第一類  嚴重舞弊行為 

一、由他人頂替代考應試者。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分。並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規定記大過壹

次處分。 

二、脅迫其他考生或試務人員協助舞弊者。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分。並依本校學生獎懲實

施規定記大過壹次處分。 



三、交換答案卡（卷）作答者。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分。並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規定記

大過壹次處分。 

四、嚴禁說話、借文具、左顧右盼等行為，違者記大過乙次，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分。 

五、傳遞答案者記大過乙次，該科該次考試成績以零分計算。 

六、考試時隨身攜帶紙片、資料，或文具桌椅上書寫有關文字而與該項考試科目有關者

記大過乙次，該科該次考試成績以零分計算。 

七、事先竊卷預作答案換卷者，記大過乙次，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分。。 

八、攜帶答案卷離場，請人作答，矇混交卷者，記大過乙次，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分 

九、試場內取得或提供他人答案作弊事實明確者，或相互作弊事實明確者。該生該科測

驗不予計分。並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規定記大過壹次處分。 

五、涉及電子舞弊情事者。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分。並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規定記大過壹

次處分。 

六、涉及集體舞弊行為者。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分。並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規定記大過壹

次處分。 

第二類  一般舞弊或嚴重違規行為 

一、於測驗正式開始後遲到逾 15 分鐘強行入場者。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分。並依本校學

生獎懲實施規定記小過壹次處分。 

二、測驗正式開始後強行出場，不服糾正者。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分。並依本校學生獎

懲實施規定記小過壹次處分。 

三、測驗結束後逾時作答，不服糾正者。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分。並依本校學生獎懲實

施規定記小過壹次處分。 

四、惡意擾亂試場內、外秩序，情節嚴重者。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分。並依本校學生獎

懲實施規定記小過壹次處分。 

五、未能將試場座位、抽屜、桌、椅淨空，或任意調換座位者，該生該科不予計分，依

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規定小過壹次處分。 

六、故意污損答案卡(卷)由監考或閱卷老師認定，並簽註於考場記事欄位。該生該科測驗

不予計分。並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規定記小過壹次處分。 

七、攜出或未交答案卡(卷)經查證屬實者。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分。並依本校學生獎懲實

施規定記小過壹次處分。 

八、交出答案卡(卷)後強行修改答案者。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分。並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

規定記小過壹次處分。 

九、測驗進行中與試場外人員有手勢或訊息聯繫行為者。扣該科測驗分數 10 分。並依本

校學生獎懲實施規定記小過壹次處分。 

十、寫作測驗以詩歌體作答。該生該科測驗不予計分。 

第三類  一般違規行為 

一、將行動電話、呼叫器等，放於試場前後方地板上，發出響聲者；及電子錶、計時器

等計時物品，發出鬧鈴響聲者。扣該科測驗分數 10 分。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規定記警



告壹次處分。 

二、測驗結束後逾時作答經制止後停止。扣該科測驗分數 10 分。 

三、攜帶非應試、非該科用品如書籍、參考書，或補習班文宣品等，攜帶電子辭典、計

算機、行動電話、呼叫器等計算及通訊器材經監試人員發現者。扣該科測驗分數 10

分。並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規定記警告壹次處分。 

四、違反試場規則、秩序，情節輕微者。由監考老師判定並簽註於考場記事欄位。扣該

科測驗分數 10 分。並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規定記警告壹次處分。 

参、其他處理原則 

一、扣分以扣減至該科 0 分為限；寫作測驗以扣至 1 級分為限，原零級分考生仍為零級分。 

二、若有本試場規則未規範而影響測驗公平、考生權益之事項，應提本校「學生申訴委員

會」討論。 

肆、本規則適用於本校各次定期評量及模擬考。 

伍、有關學生於定期考查發生違反試場規則無上開處理方式時，則由監考老師

簽註事實於考場記事欄位，交由教務處依相關規定責請相關處室後續處理。 

陸、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附件) 

試場規則相關獎懲實施要點條文 

本 校 學

生 獎 懲

實 施 要

點 

十、(一)言行不當、口出穢言、亂丟垃圾、不遵守公共秩

序，經勸導或糾正仍不知改正者。 
警告 

十、(四)無故不參加升降旗典禮及各種集會，或態度輕浮

經勸導或糾正仍不 改正者。 
警告 

十、(十六)在校園高聲喧擾，影響安寧環境秩序者。 警告 

十一、(四)違反試場規則，情節輕微者。 小過 

十二、(五)考試舞弊者 大過 

十二、(五)考試舞弊者(經認定情節輕微者，得記警告或

小過乙支) 

警告壹次 

小過壹次 

十二、(六)蓄意脅迫、要求他人進行學習相關活動者。 大過 

 

提案二、有關本校學生參加 108年輔英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獲獎之獎學金額度。 

說明： 

1、 本校學生趙雅婷參加輔英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參賽人數僅 4 名，依本校獎學金獎勵

辦法，未滿 6 人須按比例調整獎學金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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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表及獎狀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原住民雲端科展自動相機小組－曲積山行程計畫書 

 

題目：相機就是我的陷阱 

小組組名：拍好拍滿 

小組成員：楊浩丞、杜智宸、蔡弘昇 

指導老師：葉一萱、梁又仁（領隊）、高雅安 

參與人員：小組成員、同行獵人耆老、高大芳老師、曾建瑋主任共 xx 人（名冊見附件） 

日期：108 年 4 月 6 日至 4 月 7 日 

地點：曲積山東稜，見下圖 

 

目的：本行的目的為藉由兩天一夜的實地踏查，讓科展小組成員能在野外實際進行動物痕跡

判斷、自動相機樣點選擇與架設。另外，本行將有獵人、耆老同行，獵人將會進行動物痕跡

的判斷與教學，並架設傳統的套索陷阱，小組成員除了可以近距離觀察、學習、記錄獵人架

設陷阱的方法，也在陷阱周遭選擇適合的自動相機樣點，藉由實做過程，深刻體會並比較傳

統陷阱與自動相機的異同處。另外，小組成員與獵人耆老在生活過程中的互動，也能讓小組

成員能實際體會原住民對山林與動物的生活智慧和利用態度，並留下深刻的印象。 

工作項目：架設自動相機（姵榛預計一台）、獵人耆老訪談、觀察陷阱架設、拆除原先架設的

相機（共三台）。 

集合時間、地點：108 年 4 月 6 日早上八點整，那瑪夏國中操場 



預計行程： 

D1: 4/6 日（星期六）：早上 08:00 於那瑪夏國中集合 -> 出發 -> 約 0900 車開至曲積山登山

口 ->（30 分）步行至藍帆布工寮 ->（100 分）702 班午休營地，休 60 分 ->（80 分）抵達

預計營地 -> 紮營、取水、炊事 -> 火邊對談、就寢。 

D2: 4/7 日（星期日）：0600 起床 -> 早餐、拔營（約 120 分），回程 -> （50 分）702 班架

設相機樣點 ->（10 分）702 班午休營地 ->（120 分）藍帆布工寮 > （30 分）停車處 -> 賦

歸。 

注意事項： 

1. 留守人員：高雅安 0980005838，山難預警時間 4/7 晚間 19:00。 

2. 獵人陷阱教學與自動相機架設預計 4/6、4/7 各一場，獵人沿途遇到合適的時間、樣點就會

開始，故時間不固定，領隊與獵人將會大概抓一下時間。 

3. 此行適逢春雨季節，山區亦偶有陣雨，務必攜帶兩截式雨衣及替換衣物、保暖衣物。本次

行程前密切注意氣象變化，如預定日期有逢劇烈天氣，領隊將視情況更改過順延行程。 

4. 領隊會準備外傷處理藥物、感冒藥、胃腸藥。個人必須藥物請自行攜帶。 

5. 曲積山之後手機無法收訊，故 4/6 早上 10 點至 4/7 中午 12 點為無法通訊狀態，紮營處至手

機可收訊處輕裝速行約在 1hr 內。領隊於隔日行至可收訊處即會與留守報平安。 

6. 本行已為同行人員投保醫療險與意外險。 

7. 山上活動必須小心安全，儘量不要從事危險的行為，聽從領隊與帶隊獵人的指示行動。若

遇領隊無法決定之事項，將詢問隊員意見以尋求共識，並參考共識做最後決定。 

8. 同行大人請自行處理個人裝備，並視情況分攤公共裝備。（可參考裝備檢查表）。



登山裝備檢查表（曲積山版） 

分類   數量 檢查 備註     

個人裝備 背包 1 □有  □沒有 能背得下個人裝備為主，大新會背一個背架，公裝大家分配，多的由大新和翁大同姪兒背 

 
雨鞋 1 □有  □沒有 

   

 

雨衣 1 □有  □沒有 兩截式較優，杜智宸與楊浩丞由大新採買。 

 
盥洗用具 1 □有  □沒有 牙刷、牙膏、毛巾 

 

 

備用衣物 1 □有  □沒有 內褲、上衣、襪子，若濕了到營地可以更換，以輕便為主 

 
保暖衣物 1 □有  □沒有 毛帽、外套…中海拔晚上還好，不用太多 

 
個人藥品 1 □有  □沒有 有需要就要帶 

 

 

睡袋 1 □有  □沒有 大新準備學員三人 
 

 

睡墊 1 □有  □沒有 公家會準備薄睡墊，勉強可以，要舒服一點就加帶個人用 

 
登山杖 1 □有  □沒有 

   

 

頭燈 1 □有  □沒有 
   

 

個人餐具 1 □有  □沒有 筷子湯匙鋼杯 
 

 

大塑膠袋 2 □有  □沒有 背包防水用，每人可準備 2 個 

 
遮陽帽 1 □有  □沒有 選配 

  

 

水壺 1 □有  □沒有 1000ml 或 600ml 兩罐 
 

 

行動糧 適量 □有  □沒有 簡單的餅乾、糖果，除了正餐外可吃 

       

       
公家裝備 天幕 ? □有  □沒有 工裝基本上屏科大可出就屏科大出，確認人數後由大新調配 

 
地布 ? □有  □沒有 

   

 

鋁箔睡墊 ? □有  □沒有 
   

 

瓦斯爐 2 □有  □沒有 協調姵榛的卡式爐頭 
 

 

瓦斯 4 □有  □沒有 
   

 

公用鍋具 1 □有  □沒有 兩套鍋、大湯匙、調味料 

 
大塑膠袋 20 □有  □沒有 

   

 

伙食 一日三餐 □有  □沒有 一中餐、一晚餐、一早餐 

 
鋸子 1 □有  □沒有 

   

 

山刀 1 □有  □沒有 
   

 

公家照明 一到二組 □有  □沒有 
   

 

水袋 2 □有  □沒有 人數 x2 
  

 

醫療包 一組 □有  □沒有 外傷用藥、醫材，普拿疼、征露丸、百保能 

2019.4.1 製 

 

 



學務處報告 108.04.02 

一、重大行事曆： 

    (一) 4/10(三)衛生所肺結核宣導。 

 (二) 4/11(四)七八年級露營場勘。 

    (三) 4/24(三)法律宣導─網路霸凌。  

    (四) 4/26(三)學生肺部 X光檢查。 

二、訓育相關： 

(一) 4月份升旗時段進行校歌團唱，每週由一班上台導唱。 

(二) 畢業紀念冊已送件，5月底印刷完成。 

(三) 耐震工程將進行教室鷹架搭設，向學生多宣導工地安全。 

(四) 請九年級導師協助收取戶外教學費用及收據存根。 

三、體衛相關： 

 (一) 3/27(三)進行登革熱消毒作業，也請各位導師注意掃地區域內積水清 

         除。 

 (二) 運動護照結算至 4月底止，請鼓勵學生下課多運動。 

四、重大活動規劃： 

 (一) 5/29~5/31九年級戶外教學及七八年級跨校大露營 

    (二) 6/03~6/06送舊盃班際球類比賽。 

    (三) 6/11畢業典禮。 

    (四)期末七八年級市區電影院觀賞計畫籌備。 

 



總務處報告 108.04.02 
一、已完成事項： 

  (一)3月 29日已完成校園安全自主檢查。 

  (二)3月 26日監視器設備維修。 

  (二)108年第一季飲水機濾心更換作業完成；第一季飲水水質監測 

      (此次抽樣地點為教務處)大腸桿菌未超標。 

  (三)108年度零星工程計畫-舊大樓教學區 1F、2F廁所整修計畫， 

      預算經費計新台幣 2百 81萬 1,328元整。 

  (四)教育部補助偏遠地區學校及非山非市學校設施設備計畫書-校 

      門及道路整修工程計畫，預算費用計新台幣 1百 98萬 6,035 

      元整。 

  (五)B棟宿舍水龍頭漏水問題，目前已更換一樓房間水龍頭及蓮蓬 

      頭 5組，也調整加壓馬達力量。 

二、正在執行或未來待辦事項： 

  (一)宿舍透水磚鋪設工程：預計 4月 15日前完成。 

  (二)校舍耐震能力補強工程： 

      4月 12日辦理督工。 

      4月 12日起：進行鷹架搭設、外牆拉皮及美化。 

      5月 1日至 12日：進行教室棟新舊窗戶(含門)拆卸及安裝。 

      5月 10日：進行部分驗收。 

      5月 26日：預定完工日。 

  (三)辦公室 LED燈具汰換工程：燈具已寄到本校(暫放穿堂)，廠商 

      預計於清明假期後(4月 8日至 15日)派員到校安裝。 

  (四)雨水回收系統及宿舍水塔設備維修：連絡廠商派員修理。 

  (五)辦公大樓屋頂原有水管疏通工程：廠商(水電林文祥)表示忙完 

      公所工程後進行估價及施作。 

  (六)全校洗手台檢測及查修：刻正進行中。 

  (七)108資本門-冷氣設備採購案：已透過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 

     履約截止日為 5月 10日止。 

  (八)108資本門-廚房磁磚整修已完成初步勘查，預計 4月份施作。 

  (九)108資本門-籃球板 4組已請廠商完成估價及勘察，預計 5月 

      份施作。 

  (十)109資本門：籃球場整修工程 125萬元，電梯保養 5萬 4千元， 

      電信總機維修 10萬元整。(詳如附件預算編列明細表) 

三、其他： 

  (一)便當及餐盒類屬於優先採購，請大家配合提前一周告知以利上 

      網登錄。 

  (二)有關採購項目若有不清楚是否列為綠色採購或優先採購管制 

      項目，請事先與總務處討論再購買較為宜。 

  (三)去年度電費激增百分之十以上，除了要跟上級提出檢討報告 

      外，也請大家配合節約用電，養成隨手關燈的習慣。晚上 9點 



      後保全會配合關閉非必要的燈光。晚上若無加班需要，鼓勵大      

      家離開辦公室休息或至操場運動，健康又節能。另周休二日或 

      連假前請各處室關閉飲水機，以節約能源。 

  (四)教育局網路電話為：923-000-000 請大家多多利用。 

  (五) 惜物網宣導：
https://shwoo.gov.taipei/shwoo/home/home00/index?fbclid=IwAR2qVzpbHYBS47xXxyXNV-z24ZEGuFq1Lm
leVIRjthWpYy7BrmibkKg1ydQ 

 

 

 

 

 

 

 

 

 

 

 

 

 

 

 

 

 

 

https://shwoo.gov.taipei/shwoo/home/home00/index?fbclid=IwAR2qVzpbHYBS47xXxyXNV-z24ZEGuFq1LmleVIRjthWpYy7BrmibkKg1ydQ
https://shwoo.gov.taipei/shwoo/home/home00/index?fbclid=IwAR2qVzpbHYBS47xXxyXNV-z24ZEGuFq1LmleVIRjthWpYy7BrmibkKg1ydQ


輔導室報告 108.04.02 

 

 例行性業務 

４． 得勝者課程：4/8、4/22 

５． 技藝班：3/29、4/26 

６． 適性輔導列車：3/29(早自修) 

  

 業務報告-輔導組 

5. 4/15七年級重見山林之美。地點：悟洞山。講師：荒野協會講師、翁德才老師、韃虎老師、高

大芳師。隨隊教師：林婉宜、蔡育琳、曾秋明、葉一萱、高雅安、鄭佳雯師。 

6. 生涯輔導紀錄手冊請導師依期限完成。4/3七年級早自修安排 ischool教學。 

7. 請導師於段考後，可開始安排家訪。 

8. 5/4辦理走入部落－射耳祭親子市集家庭教育活動。與原家中心共同合作。活動分作為 2個部分。

預計招集志工 6名。參與教師：林婉宜師、曾秋明師。 

編號 活動名稱 帶領者 備註 

1. 親子互動遊戲 志工同學、婉宜、原家中心  

2. 親子市集 志工同學、秋明  

5.  6/5huma社在地創意料理比賽 

6.  預計 5/1(三)召開夏日樂學課程行政會議。 

 

 資料組 

4. 3/28(四)第二節、第三節進行學長姐回娘家。楊慧珊、林麒祐、徐崇恩等 10人，歡迎無課務老

師參加。 

5. 4/3 生涯夢工廠。12:30-14:00於多媒體教室進行。講師:劉峯基。 

6. 4/11 701(第五節)家長職業分享-瑪星哈蘭文健站。帶隊教師：林婉宜、林美鳳。講師：欣慧媽

媽－張松美長照員。 

7. 4/10星期三第六節。七八年級技職宣導-中華醫師科大 

8. 4/12技藝競賽頒獎。恭喜 902顏湘柔參加食品職群組榮獲佳作。 

9. 4/1-4/2八年級技藝教育職群教育選填。4/24(三)第一節遴輔會議。 

10. 5/24技藝成果展，採感恩餐會方式進行。 

 高關懷及輔導工作 

7. 高關懷課程 3月開始進行，採抽離方式進行。本學期技能課程為木箱鼓，邀請趙正恩老師授

課。 

8. 愛心餐券這星期將發放第四批次(4/4-6/23)。 

9. 第二次生涯諮詢已完成，感謝輔導老師的協助。也請導師掌握學生升學志願，若有志願變動，

也請告知輔導老師。901-紗帽、902-秋明。 

10. 這學期已近學期中，請導師掌握學生個別狀況，若有需轉介個案學生，請盡早與輔導老師討

論。 

11. 6/5高關懷轉銜會議、特教轉銜會議 

 

 



12. 解說社 3 月開始上課。本學期解說社同學有參加公所賞螢活動引導員。由婉宜師及展

望會社工負責交通。 

 

 

 

 

 

 

 

 

 

 

 

 

 

 

3
月
份 

3/13〈三〉 
PM16:00-17:00 

認識螢火蟲 螢火蟲觀察與介紹螢火蟲生活史螢火蟲
棲地環境 

葉一萱 

3/20〈三〉 
PM16:00-17:00 

認識螢火蟲 螢火蟲生態危機賞螢注意事項布農文化
中的螢火蟲 

葉一萱 

3/27〈三〉 
PM17:00-19:00 

認識螢火蟲 螢火蟲棲地實地觀察分組解說演練解說
技巧討論 

    韃虎 

4

月

份 

時間 主題 內容 講師 

108.4.3 感受 

-發現身邊的問題 

那瑪夏與我 

引導孩子踏出改變的第一步，可以先從

觀察自己的感受開始，讓孩子透過各種

方式發現、了解問題，並同理其他與問

題相關的人的狀況和需求。盡可能把觀

察到的問題挖深一點，甚至是重新定義

問題，最後試著整合並清楚表達困擾他

們的問題及原因。 

APING(一萱) 

SAMAU(婉宜) 

 108.4.10 想像 

-各種解決的辦法 

1.確立改變挑戰的目標 

2.擬定改變挑戰的策略 

APING(一萱) 

SAMAU(婉宜) 

 108.4.17 想像 

-各種解決的辦法 

1.確立改變挑戰的目標 

2.擬定改變挑戰的策略 

3.設想進行改變挑戰的困難及調整。 

APING(一萱) 

SAMAU(婉宜) 

 108.5.8 實踐 

-執行擬定的計畫 

與孩子一同善用資源、擬定並付諸行

動，實踐計畫在實踐過程中，不斷重複

「執行、遇到困難、解決」的歷程，並

蒐集使用者回饋、建議及影響力等相關

數據，落實最佳情境。且藉由分享個人

心得及心態上的轉變，了解整體行動對

他們自身的影響。 

APING(一萱) 

SAMAU(婉宜) 



 

 

 

 

 

 

 

 

 

 

 

 

 

 

 

 

 

1.進行挑戰 

2. 調整改變挑戰的策略。 

 108.5.15 實踐 

-執行擬定的計畫 

1.進行挑戰 

2. 調整改變挑戰的策略。 

APING(一萱) 

SAMAU(婉宜) 

 108.5.22 分享 

-擴大自己的影響力 

帶領孩子們，將執行四步驟的歷程統整

成一個故事。並將統整後的故事，運用

不同方式分享給身邊的人，發揮更大的

影響力。更可以跟孩子討論如何針對不

同目標族群，運用不同的方法及管道將

故事分享給更多的人。 

1. 分享改變挑戰歷程 

2. 將歷程書寫成文字，記錄心得。 

APING(一萱) 

SAMAU(婉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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