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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22 行政會報(教務處業務報告) 

一、 行事曆 

(一) 3/23(四)10:00~10:30 觸控式螢幕教育訓練@資源班教室 

(二) 3/25(六)7:30~19:00 數位學伴相見歡。 

1、 參與同學：701 許佳蕙、702 王寬 

         801 翁心蕙、鍾志睿、周芝華 

         802 王少其、王尚文、阿布思、孔夢軒 

2、 隨隊教師：王焌建。 

(三) 3/29(三)14:00~16:00 說故事媽媽活動(7、8 年級)。 

(四) 3/30(四)7:40~8:10 綜合高中宣導研習。 

(五) 4/05(三)、4/06(四)校內語文競賽 

4/05(三)7:30~9:00 族語朗讀、12:40~12:50 字音字形 

14:15~16:00 國語/英文朗讀、15:10~16:00 作文 

4/06(四) 12:40~12:50 英文查字典  

    (六) 4/12(三)14:00~16:00 流浪者計畫講座，講師：吳欣澤(全校師生)。 

    (七) 4/27(四)~4/28(五)九年級第四次模擬考。 

    (八) 5/03(三)~5/04(四)第二次定期考察暨九年級期末考。 

    (九) 5/03(三)14:00~16:00 國中教師知能巡迴輔導研習(差異化教學、數位 

        科技教學)，講師：潮寮國小龔宏仁校長。 

    (十)5/08(一)~5/12(五)七年級城鄉交流活動@小港國中。 

1、 參與同學：7 年級全部共 23 名同學。 

2、 隨隊教師：邱聖德、蔡育琳、曾建瑋、葉一萱、黃宇賢、王焌建(暫定)。 

3、 經費概算：交通費(中巴+教師差旅費)、膳宿由小港負責。 

4、 活動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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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5/11(四)~5/12(五)布農射耳祭。(暫定) 

1、 七年級：城鄉交流活動@小港國中。 

2、 八年級： 

(1) 週四 8 年級停課，於 5/15(一)~5/23(二)早自修補課。 

(2) 周五帶至民生，布農族當志工，其餘參與活動。 

3、 九年級：全日自習課程@民權國小圖書館 or 區圖書館。 



(1) 參與同學：9 年級全部共 27 名同學。(週五勸導布農族同學勿請假) 

(2) 隨隊教師：5/11(四)何秀珍、顏婉如(暫定) 

         5/12(五)曾建瑋、蔡俊誠(暫定) 

二、 教學設備組 

(一) 課程發展委員會、學習輔導小組會議：3/28(二)12:40 

(二) 教學研究會：請各領域於 3/30(四)前召開完畢。 

(三) 九年級模擬考會議： 

(四) 105 學年度原住民族語認證 

語別(等級) 通過 未通過 

郡群布農語(初級) 17 2(顏志賢、王寬) 

郡群布農語(中級) 17 1(楊惠雯) 

卡那卡那富(初級) 3 3(楊惠姍、王則娟、孔俊哲) 

卡那卡那富(中級) 7 1(王子傑) 

拉阿魯娃語(初級) 0 1(周芝玟) 

拉阿魯娃語(中級) 2 0 

(五) 原住民 14 小時線上研習 

(1)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24 條規定，原住民族教育師資應修習原住民族文化

或多元文化教育課程，以增進教學之專業能力。另依據「原住民族教育師資修習原

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實施辦法」第 3 條規定，原住民族教育師資應修習

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各 18 小時或 1 學分，前項課程包括實體課程及

線上課程。前項原住民族教育師資指稱原住民重點學校專任教師及 6 個月以上代理

代課教師。 

(2)線上課程請至教育部數位學習服務帄臺(https://ups.moe.edu.tw/index.php)，選

修原住民族文化(課程號碼：010200005，14 小時)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號碼：

010200004，14 小時)，認證時數共 28 小時。 

         (3)實體研習場次表: 屏東場 

              

 

 

 

 

三、 註冊組 

(一)  

四、 資訊組 

 

 

 

 

 

 

2017/4/15  

(星期六)  

08:00-17:00  國立內埔農

工  

2161402  

2017/4/29  

(星期六)  

08:00-17:00  國立屏東高

中  

2161399  



1060322 行政會報(學務處業務報告) 

一、重要活動 

（一）四校音樂會：06/03（六、1430-1700）， 

      當日住宿地點為三信家商兩間專科教室。 

（二）全校校外教學：06/04-05，（日、一）週二為補休乙日。 

      當日住宿地點為高雄市國軍英雄館。 

（三）105 全國師生鄉土歌謠競賽：04/22-23 在嘉義縣文化局。 

 

二、重要提案： 

（一）明日（03/23）交通車開會後，會發放 

     「高雄市那瑪夏國中學生上下學交通委託學生同意書」。 

（二）本學期修改「教師導護值週辦法」。 

（三）本學期修訂〈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學校輔導與管教學生實施要點〉與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學生獎懲實施要點〉。 

 

 

 

 

 

 

 

 

 

 

 

 

 

 

 

 

 

 

 

 

 

 

 

 

 

 



 

輔導室業務報告： 

資料組： 

1. 生涯培力活動~解說員訓練課程調整。 

3/22解說社(1600-2000)景點導覽 (校外) 

4/05解說社(1600-1900)實地演練 (校外) 

4/12解說社(第 8節)小米田植物介紹 (校內) 

5/25解說社(第 8-9節) 導覽實務演練 (校內) 

5/27解說社(1000-1300)成果展 (校外) 

2. 3/30(四)早自習進行全校適性輔導列車-綜合高中宣導 

3. 七年級家長職業分享，請 701.702導師協助聯繫，資料組規劃安排相關活動。 

4. 4/20安排七年級社區職場參訪。 

5. 4月開始進行九年級第二階段志願選填，第一次模擬選填無未錄取學生，感謝兩位輔導老

師的協助。 

6. 106學年度技藝班職群規劃，每學期 1～2職群，將參考八年級的志願及歷年畢業生升學

科系作為開班的依據。大家可以在這段時間討論，將於 4月份林輔會決定。 

方案一、上 1下 1 (現行模式) 

方案二、上 2下 1 (學生較多選擇、可報名不同職群技藝競賽、一學期開 2職群需於課發

會討論對應科目評量方式調整) 

方案三、上 2下 2 (學生較多選擇、可報名不同職群技藝競賽、一學期開 2職群需於課發

會討論對應科目評量方式調整) 

輔導組  

1. 3/22第六節動物保護宣導。 

2. 901潘美琪獲選高雄市慈孝家庭，將於 5/6至市府領獎，並擇日於校內頒獎。 

3. 3Q達人已張貼公告，本週開始進行校內票選活動，AQ.EQ.MQ各選出一名代表本校參加高

雄市選拔。 

4. 4/11重見山林之美，七八年級學生參加，將打散分成 5組活動，帶隊老師：葉一萱、林

婉宜、林美鳳、7.8年級 4位導師。麻煩各處室協助～ 

請教務處協助安排當日課務、晚自習七八年級補救教學暫停一次。 

請學務處協助安排放學交通接送。 

請午秘聯繫當日午晚餐供應內容及時間調整。 

請總務處協助運送午晚餐。 

5. 4月份開始有親職效能培訓活動，會發下家長通知單，請導師協助盡量鼓勵家長參加。 

 

 

 

 

 

 

 



總務處業務報告 

一、 校園修繕及採購事項： 

(一) 已完成： 

1. 教室黑板及互動式銀幕設置，3/23進行驗收。 

2. 校長室、總務處及學生 1樓飲水機漏水修繕。 

3. 106年資本門採購：移動式音響採購，廚房用水過濾系統採購，

電梯年度保養維護及發電機維護保養工程。 

4. 106年度消防安全檢查。 

(二) 待完成： 

1. 1樓飲水機電源燒壞。 

2. 廁所小便斗積水及漏水維修，701洗手台廢水倒灌問題。 

二、 請各處室注意 107年度資本門計畫提交時間，教學設備請經領域會議確認

採購後提出。 

三、 請隨時注意公文處理時效，紙本公文務必歸檔。 

 
 

 

 

 

 

 

 

 

 

 

 

 

 



人事室業務報告           106.03.22 

◆ 報告事項 

（一）依行政院 105 年 12 月 19 日院授人培字第 1050062475 號函規定，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各機關公務人員每人每年學習時數規定將聚焦於業務相關之學習活動，業務相

關學習時數仍維持 20 小時，其中 10 小時必須完成當前政府重大政策、法定訓練及民

主治理價值等課程，並以數位學習為優先。為利公務人員選讀相關數位課程，各數位

學習平臺業建置「公務人員 10 小時課程專區」，高雄市政府港都 e 學苑亦配合建置 10

小時專區，請同仁（公務人員），於 106 年 11 月前完成上開學習時數。「數位學習平

臺所掛置之公務人員每年必須完成課程項目一覽表」置於學校網路硬碟/人事室/業務

宣導資料夾，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二）為利同仁快速選讀數位課程並提升政策業務推動能力暨專業知能，高雄市政府訂定「高

雄市政府 106 年度推動數位學習實施計畫」，旨揭計畫大要說明如下： 

1.適用對象：各機關編制內公務人員及約聘(僱)人員(不含教師、職工及臨時人員)。 

2.本年度數位學習計畫計分為必須完成「政策性訓練課程」及自由選讀「與業務相關

課程」等二部分，必須完成「政策性訓練課程」10 小時說明如下： 

(1)當前政府重大政策 1 小時。 

(2)環境教育 4 小時。 

(3)民主治理價值課程 5 小時： 

(4)性別主流化(1 小時)。 

(5)廉政與服務倫理、人權教育、行政中立、多元族群、公民參與等(4 小時)。 

3.行政獎勵：於 106 年 8 月 31 日前至 6 大學習平台之「公務人員 10 小時課程專區」

完成政策性訓練課程 10 小時及與業務相關課程，合計達 40 小時者，服務機關得依

據適用對象終身學習入口網學習時數資料，核予『嘉獎 1 次』。 

4.補休機制：於 106 年 8 月 31 日前利用公餘時間至本府「港都 e 學苑」之「公務人員

10 小時課程專區」完成政策性訓練課程 10 小時以上者，得檢附終身學習入口網學

習時數資料、港都 e 學苑學習記錄及補休申請表，向服務機關申請補休，補休時數

為『4 小時』。 

5.抽獎活動：於 106 年 6 月 30 日、7 月 31 日或 8 月 31 日前至「港都 e 學苑」完成「政

策性訓練 10 小時套裝課程」者，並由本府人事處辦理公開抽獎。 

請同仁依規定於期間完成，相關資料置於本校網芳/各處室資料/人事室/業務宣導資料

夾中及本校網站/人事室/人事室公告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運用。 

（三）為推廣 CEDAW 公約精神及落實性別平等，請各處協助配合辦理。大要如下： 

1.依據高雄市政府 106 年 2 月 21 日高市府社婦保字第 10631773100 號函辦理。 

2.高雄市政府 105 年度已建置高雄市性別主流化專區網頁（http://kge99.kcg.gov.tw/），

請資訊執秘協助於本校校網首頁設置連結『高雄市性別主流化專區網頁』

（http://kge99.kcg.gov.tw/），俾使民眾瞭解本市推動性別平等業務成果。 

3.為呼籲社會大眾共同支持 CEDAW、落實性別平等，高雄市政府 105 年度發表高雄市

性別友善標章，請各單位於辦理性別主性別平等相關活動時，於活動文宣增加性別

友善標章露出。 



4.上開相關資料置於學校網路硬碟/人事室/性別平等業務資料夾，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運用。 

（四）銓敘部修正「公務人員因公受傷、失能、死亡慰問金申請表」及「公務人員因公失能、

死亡證明書」各 1 份，修正表格置於學校網路硬碟/各處室資料/常用表格資料夾中，請

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 法規修正事項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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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第五點及附

表，並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生效，參考資訊置於學校網路硬碟/人事室/業務宣導資

料夾及本校全球資訊網/人事室/人事室公告頁籤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二）銓敘部函送「公務人員退撫給與定期發放作業要點」（以下簡稱發放要點）修正規定、

總說明及對照表各 1 份，參考資訊置於學校網路硬碟/人事室/業務宣導資料夾及本校

全球資訊網/人事室/人事室公告頁籤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有關女性聘僱人員如遇不可抗力而提前於年終分娩或流產

者，於聘僱期間內，得將當年度尚未休畢之慰勞假（不限於 14 日以內之日數）請畢後，

續請娩假或流產假，參考資訊置於學校網路硬碟/人事室/業務宣導資料夾及本校全球

資訊網/人事室/人事室公告頁籤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四）行政院函以，將每年４月７日訂為「言論自由日」，紀念歷史事件（鄭南榕殉道事件），

提醒國人省思言論自由的意義與價值，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果實。註：只紀念不放假。 

（五）高雄市政府函以，為積極落實員工社團管理，使社團成果評鑑標準更具實質意義及彈

性，鼓勵員工社團舉辦專案性活動，爰修正「高雄市政府所屬機關學校員工社團活動

成果評鑑及經費支應原則」，並自 106 年 1 月 16 日起生效，參考資訊置於學校網路硬

碟/各處室資料/業務宣導資料夾及本校全球資訊網/人事室/人事室公告頁籤中，請同仁

自行下載參考。 

（六）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因社會環境變遷，相關用語及認定標準迭有修正，為避免

過去法制通用之「殘廢」相關用語產生歧視弱勢者之誤解，損及政府對於因公受傷或

致失能、死亡公務人員予以慰勉、照護之原意；業經會同考試院於 106 年 1 月 10 日修

正發布，名稱並修正為「公務人員因公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參考資訊置於學校網路

硬碟/各處室資料/業務宣導資料夾及本校全球資訊網/人事室/人事室公告頁籤中，請同

仁自行下載參考。 

（七）轉知「106 年度原住民歲時祭儀放假日期公告，原住民族委員會函及相關附件各 1 份，

置於學校網路硬碟/人事室/業務宣導資料夾及本校全球資訊網/人事室/人事室公告頁

籤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八）有關公立國民小學教師職前曾任公務人員年資採計提敘相關疑義一案，請參考教育部

106 年 2 月 17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50174135 號函辦理，教育部函釋置於學校網路硬碟

/各處室資料/業務宣導資料夾及本校全球資訊網/人事室/人事室公告頁籤中，請同仁自

行下載參考。 

（九）教育部 106 年 2 月 21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60002130A 號，有關公立學校兼任行政主管

職務教師，其職前曾任 86 年 3 月 21 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施行後進用之助教年資，

同意採計為休假年資，教育部函釋置於學校網路硬碟/各處室資料/業務宣導資料夾及

本校全球資訊網/人事室/人事室公告頁籤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十）教育部 106 年 2 月 16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60000749A 號有關初任教師於聘任前登記結

婚，聘任後婚假核予、天數計算疑義，詳如教育部函說明，教育部函釋置於學校網路

硬碟/各處室資料/業務宣導資料夾及本校全球資訊網/人事室/人事室公告頁籤中，請同

仁自行下載參考。 

（十一）銓敘部 106 年 2 月 24 日部法二字第 10641978311 號令，有關公務人員於上下班途中

發生交通事故，無公務人員撫卹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所定交通違規情事，得由服務機關

覈實核給公假；所稱上下班途中之認定，依同細則第 10 條相關規定認定之，銓敘部令

及相關法規置於學校網路硬碟/各處室資料/業務宣導資料夾及本校全球資訊網/人事室

/人事室公告頁籤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十二）銓敘部 106 年 2 月 24 日部退四字第 10641980921 號函，有關退休公務人員再任職務

每月支領薪酬總額是否超過法定基本工資之計算與認定標準，詳如該函說明附檔，函

釋置於學校網路硬碟/各處室資料/業務宣導資料夾及本校全球資訊網/人事室/人事室

公告頁籤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十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6 年 3 月 7 日總處培字第 1060039252 號函，有關各機關奉派

於假日出差之人員實際執行職務及為執行職務所必要之交通路程時間，得否由各機關

覈實准予補休相關疑義，查該總處 105 年 12 月 13 日以總處培字第 1050061995 號通函

行政院所屬中央及地方各主管機關，規定各機關奉派於假日出差之人員，其實際執行

職務及為執行職務所必要之交通路程時間，得由各機關覈實准予補休，奉派於週一至

週五出差執行公務，於該段期間前後以假日為必要之交通路程(假日為單純行程)，或出

(回)國路程中以假日為必要之交通路程(假日為單純行程)者，尚非上開 105 年 12 月 13

日函釋所稱假日奉派出差實際執行職務及為執行職務所必要之交通路程時間，無法適

用該函釋就假日行程核予補休。相關函釋置於學校網路硬碟/各處室資料/業務宣導資

料夾及本校全球資訊網/人事室/人事室公告頁籤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十四）「公立中小學教師給假期間或停聘之職務加給支給基準」業經教育部訂定發布，並自

106 年 2 月 1 日生效，教育部令及附件置於學校網路硬碟/各處室資料/業務宣導資料夾

及本校全球資訊網/人事室/人事室公告頁籤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 業務宣導 

（一）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送「2017～2019「健康 99─全國公教健檢方案」特約醫療院所

及其規劃辦理之健檢方案」1 份，請有需求同仁多加利用，參考資訊置於學校網路硬

碟/人事室/業務宣導資料夾及本校全球資訊網/人事室/行政訊息頁籤中，請同仁自行下

載參考。 

（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為利各機關推動公教員工參與志願服務相關經驗之拓展及

強化，本總處藉由評選各機關推動公教員工參與志願服務標竿案例，蒐整獲獎案例編

輯成「105 年各機關推動公教員工參與志願服務標竿案例電子書」，已置於本總處全球

資訊網(http://www.dgpa.gov.tw)給與福利處「福利文康」區供下載參閱。，參考資訊置

於學校網路硬碟/人事室/業務宣導資料夾及本校全球資訊網/人事室/行政訊息頁籤

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三）高雄市政府 106 年至 108 年國民旅遊卡發卡銀行續與聯邦商業銀行簽訂契約，同仁原

持有之聯邦商業銀行國民旅遊卡得續沿用，無需換發，「聯邦商業銀行『國民旅遊卡』

各項優惠及回饋方案一覽表」置於學校網路硬碟/人事室/業務宣導資料夾及本校全球



資訊網/人事室/行政訊息頁籤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四）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為利各機關推動公教員工參與志願服務相關經驗之拓展及

強化，本總處藉由評選各機關推動公教員工參與志願服務標竿案例，蒐整獲獎案例編

輯成「105 年各機關推動公教員工參與志願服務標竿案例電子書」，已置於本總處全球

資訊網(http://www.dgpa.gov.tw)給與福利處「福利文康」區供下載參閱。參考資訊置於

學校網路硬碟/人事室/業務宣導資料夾及本校全球資訊網/人事室/行政訊息頁籤中，請

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五）臺東縣政府委託營運之「MATA 家屋-台東縣原住民文化會館」即日起提供公務人員差

旅專案，相關訊息請逕至 http://www.matataitung.com.tw/網站查詢。臺東縣政府函 1

份置於學校網路硬碟/人事室/業務宣導資料夾及本校全球資訊網/人事室/行政訊息頁

籤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六）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函以，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赴中國大陸機場轉機至其他國家或地

區，無論屬入境轉機或不入境之過境轉機，自 106 年 1 月 26 日起均須於赴陸前申請許

可或報准，參考資訊置於學校網路硬碟/各處室資料/業務宣導資料夾及本校全球資訊

網/人事室/人事室公告頁籤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七）高雄市政府函以，有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銀髮公教志工人力銀行管理要點」自 106

年 2 月 1 日停止適用；另「銀髮公教志工人力銀行」系統亦自同日起停用，嗣後如有

公教志工推介媒合及統計查詢、運用及管理等相關需求，請參考運用衛生福利部志願

服務資訊網(http://vol.mohw.gov.tw/)。 

（八）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05 年 7 月至 12 月審理保障事件常見撤銷原因分析參

考資料」，置於學校網路硬碟/人事室/業務宣導資料夾及本校全球資訊網/人事室/人

事室公告頁籤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九）有關「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練生活管理要點」修正規定，業經公務人員保障

暨培訓委員會 106 年 1 月 25 日令修正發布，發布令影本、修正總說明、修正規定及修

正規定對照表等參考資訊置於學校網路硬碟/各處室資料/業務宣導資料夾及本校全球

資訊網/人事室/人事室公告頁籤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十）教育部函以，有關教師懲處權之行使期間，參照公務人員類推適用公務員懲戒法相關

規定，自違失行為終了之日起逾 10 年者，不予追究，參考資訊置於學校網路硬碟/各

處室資料/業務宣導資料夾及本校全球資訊網/人事室/人事室公告頁籤中，請同仁自行

下載參考。 

（十一）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為配合全新公部門數位學習整合平台轉換作

業，「e 學中心」數位學習網站，將於 106 年 6 月 1 日起停止服務。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函置於學校網路硬碟/人事室/業務宣導資料夾及本校全球資訊網/

人事室/行政訊息頁籤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十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為配合全新公部門數位學習整合平台轉換作

業，「e 學中心」數位學習網站，將於 106 年 6 月 1 日起停止服務。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函置於學校網路硬碟/人事室/業務宣導資料夾及本校全球資訊網/

人事室/行政訊息頁籤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十三）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6 年 3 月 9 日總處給字第 10600397542 號函

以，106 年至 108 年「闔家安康」-全國公教員工團體意外保險，經公開徵

http://vol.mohw.gov.tw/


選由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獲選承作，請有需要同仁自行參考運用。相

關保險資料置於學校網路硬碟/人事室/業務宣導資料夾及本校全球資訊網/人事室/行

政訊息頁籤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十四）「國民旅遊卡相關事項 Q&A(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6 年 3 月修訂版)」

1 份。其中依休假改進措施第 5 點規定略以，公務人員當年所具休假資格逾 7 日者，

補助總額中 8,000 元之額度屬觀光旅遊額度；觀光旅遊額度以外之補助額度屬自行運

用額度。是以，自 106 年 3 月 1 日起公務人員於［旅行業］、［旅宿業］、［觀光遊樂業］

或［交通運輸業］消費之金額如超過 8,000 元時，超過之金額於該員之自行運用額度

補助。例如：公務人員週五請休假，且於週六住宿於旅宿業國民旅遊卡特約

商店（週六住宿，週日退房），除該筆住宿費用於觀光旅遊額度核實補助外，

週五至週日之連續期間於各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之刷卡消費，以及週四及週

一之交通費用，均得按其行業別核實併入觀光旅遊額度或自行運用額度之補

助範圍。資料置於學校網路硬碟/各處室資料/業務宣導資料夾及本校全球資訊網/人事

室/人事室公告頁籤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置於學校網路硬碟/各處室資料/業務宣

導資料夾及本校全球資訊網/人事室/人事室公告頁籤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註 1：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旅宿業核實補助，不再以刷卡金額雙倍補助。亦即住宿費

刷卡 4,500 元，系統檢核補助核銷 4,500 元。 

註 2：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105 學年度國民旅遊卡補助總金額，目前系統檢核尚可

自行運用，請行政同仁把握時間，儘學年度結束 (106 年 6 月 30 日 )前，請 [休

假 ]刷卡並申請核銷完畢，避免逾時損其權益。  

（十五）內政部函以，內政部 106 年『遇見初 LOVE』單身聯誼活動」，第 1、2

梯次訂於 106 年 3 月 22 日至 4 月 5 日受理報名，請符合資格並有意參加

者踴躍報名參加。相關資料置於學校網路硬碟 /人事室/業務宣導資料夾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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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高雄市政府函以，本市 106 年「愛戀 2017．情定澄清湖」未婚聯誼活動，

自即日起至 106 年 3 月 31 日受理報名，請符合資格並有意參加者踴躍報名

參加。相關資料置於學校網路硬碟 /人事室/業務宣導資料夾及本校全球資訊

網/人事室/行政訊息頁籤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