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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報告 1060504 

壹、教學設備組 

一、七年級小港國中城鄉交流活動 

1、 時間：106 年 5 月 8 日(一)~106 年 5 月 12 日(五) 

2、 細部流程(如附件)。※請各位老師確認每 天的隨隊

教師是否正確 

3、 觀課前請先至教師休息區領取「觀課紀錄 表」及「小

禮物(4 包咖啡)」，觀課時請針對觀課內 容做紀錄，

並在觀課後將禮物贈送給授課教師。 

4、 交通費申請： 

(1) 瑪雅-甲仙(高雄客運)36 元、甲仙-高雄火車站(高雄客運)231 元、高雄-小

港(公車)12 元，單程 279 元。 

(2) 依實際交通次數實支實付。 

5、 借用七人座公務車。 

6、 8、9 年級補救教學暫停、9 年級加強班正常上課。 

二、5/10(三)14:00~16:00 數位學習偏鄉教育創新發展計畫教授訪視，請校內教師一同

參加。 

三、5/11(四)布農射耳祭活動，8 年級停課(隔週早自習補課)、9 年級 9:00~17:00 圖書

館自習(婉如、秀珍) 

四、5/12(五)布農射耳祭活動，8 年級在校自修(婉如、美鳳)、9 年級 9:00~17:00 圖書

館自習(俊誠、懷嘉) 

五、5/13(六)高雄市語文競賽分區初賽@旗山區鼓山國小，借用七人座公務車。 

六、5/18(四)17:20 世界和帄會社工拜訪看夜間課輔(9 年級加強班)。 

七、5/22(一)~6/30(五)七八年級補救教學施測。 

八、5/23(二)901、902 三信家商參訪(督課未排) 

九、5/24(三)701、901、902 旗山農工參訪(督課未安排) 

貳、註冊組 

一、5/18(四)9 年級免試入學的多元比序項目(體適能、幹部、服務學習、獎懲、獎狀、

檢定……)計算截止，下列事項請各處室協助： 

1、 各處室如有尚未登錄的獎懲(體適能、幹部、服務學習、……)，請於 5/5(五)前

向學務處提出，請學務處於 5/10 前登錄完畢。 

2、 5/11(四)~5/18(四)請勿再登錄相關資料，以免計算有誤。 

二、5/19(五)~5/21(日)國中教育會考(週五 14:00 下山看考場)。 

參、資訊組 

新進 2 台行政電腦，若有需更換請向教務處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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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報-學務處 

一、畢業典禮：「薪傳部落之火」高雄市那瑪夏國中第 7屆畢業典禮活動流程 

（一）時間：106年 6月 09日（五）14：00-16：00 

時間 行程 內容 備註 

14：00 典禮開始，畢業生進場   

14：10 校長致詞、介紹長官貴賓   

14：20 家長會長致詞、貴賓致詞   

14：35 頒發畢業證書   

14：45 頒畢業獎項   

15：10 文化傳承 頒發九年級社長證書  

15：20 在校生致詞   

15：25 畢業生致詞   

15：30 唱畢業歌 全校合唱  

15：40 導師致詞   

15：50～ 禮成、畢業生退場   

（二）討論： 

1.詢問兩班製作畢業影片。 

2.是否於上午加入分組四項考驗：獨立生火、認識植物（圖片）、 

  族語傳承、射箭(陷阱) 

3.請總務處協助與音響廠商聯繫。 

二、畢業紀念冊：目前制訂為共同頁 8P、兩班共 24P，加起來總共 32P，尚缺教職員的照片，

請尚未繳交的同仁將照片置於 105網路芳鄰的畢業紀念冊資料夾，以利後續校稿相關事宜 

三、小港交流活動（午餐與交通車、社團 

 5/8（一） 5/9（二） 5/10（三） 5/11（四） 5/12（五） 人次 總計 

小港 

七年級 

23人 23人 23人 23人 23人 115 115*47＝5405 

林錹生鮮行停止供應七年級 23人 5日。請午餐執秘向小港國中午餐供應商索取收據。 

八年級 

 

20人 

（兩班） 

20人 

（兩班） 

20人 

（兩班） 

停止供餐兩日， 

九年級參與自習以

及八年級參與布農

日祭典採向部落訂

便當處理 

60 60*47＝2820 

九年級 30人 

（兩班） 

30人 

（兩班） 

30人 

（兩班） 

90 90*47＝4230 

在校教師 3 3 3 9 9*47＝423 

在校合計 53 53 53   159 4773 

請林錹生鮮行該週 5/8（一）～10（三）供餐 53人份即可。晚餐該週暫停供餐 

交通車：週一上午正常，但（一）下午開始至週五，謝順生與李志偉先生皆休息。 

社團活動本週暫停 

備註：請午餐秘書協助配合 6月分停課情形，例如 6/3、6/5活動、6/6停課以及 6/9畢業典

禮後的九年級學生扣除部分，於 5月中旬前告知廠商及廚房菜量酌減與停餐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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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校音樂會與校外教學 

 

（一）四校音樂會（6/3）活動流程、節目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0730 於國中集合出發至岡山文化中心 

0930～1200 抵達岡山文化中心進行採排 

1200～1330 中午用餐與午休 

1400～1700 四校聯合音樂會表演 

1800～ 至三信家商住宿 

 

項 次 活動內容 時 間 備 註 

1 入場時間 14:00-14:30  

2 開  場 14:30-14:40  

3 茂中-傳統歌謠表演 14:40-14:50  

4 桃中-現代舞表演 14:50-15:00  

5 寶中-合唱團表演 15:00-15:20  

6 那中-合唱團表演 15:20-15:35  

7 中場休息 15:35-15:50  

8 茂中-樂團表演 15:50-16:00  

9 茂中-街舞表演 16:00-16:05  

10 桃中-合唱團表演 16:05-16:10  

11 散  場 16:10-  

 

6/4（日） 

上午 0900-1200 

高雄城市大尋寶由各班導師帶隊至 

草衙道/夢時代/圖書總館台鋁 /鳳儀書院/文化

中心，中餐由各自處理。 

由各班導師協助帶

隊搭乘大眾運輸工

具，至各景點進行任

務挑戰 

下午 （1）1330-1400於美麗島站集合唱畢業歌 

（2）1430-1630至駁二特區，搭乘渡輪 

（3）1700-晚餐各自處理 

於美麗島捷運站圓

頂廣場進行大合唱 

住宿地點 高雄市國軍英雄館 （802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三路 14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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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一） 

上午 0700-0930 

前往三信家商技職宣導。 

1000抵達義大世界 

三信家商至義大遊

樂世界車程約 30分

鐘 

下午 下午 1430開始搭車返程 

預計 1700前抵達學校 

義大遊樂世界至那

瑪夏國中約 2小時 

 

五、品德教育宣導：目前推行垃圾袋減量以及騎乘機車穿戴安全帽，先感謝各位同仁的配合，

請協助跟孩子們宣導 

 

 

 

 

總務處報告 

一、 106年資本門預算已於 4月份完成全部項目。 

二、 5/11~5/13那瑪夏區公所商借本校場地辦理全國布農族射耳祭暨運動會，

預定 5/8(一)開始進場，5/14(日)完成退場。祭典期間預計將會有萬人次

參加，請務必將教室外的掃具、花盆收好；住宿同仁請隨時關避門窗。 

三、 資訊服務入口之教育局公告，請行政同仁定期去查收點閱。 

四、 紙本公文歸檔及預期公文處理時效仍請各位同仁注意！ 

五、 各處室寄信請務必註明收件地址之郵遞區號。 

六、 106年軍民聯合防空(萬安 40號)演習訂於 106年 5月 11日(星期四)13時

30分至 14時舉行，屆時請全校配合疏散及管制事項： 

(一) 請在家庭聯絡簿上註明「106年軍民聯合防空(萬安 40號)演習訂於 106

年 5月 11日(星期四)13時 30分至 14時舉行，演習警報發放後，行人

要依值勤人員引導，立即就近到防空避難處所避難；行駛中的車輛一律

路邊停車；住戶民眾應緊閉門窗，立即切斷瓦斯爐火及電源。」 

(二) 演習警報發放後，全校師生應進入教室或辦公室待命，並且關閉電源燈

及窗戶，屆時總務處將派員吹哨及管制。 

七、 5月 11日至 5月 13日，本校教職員車輛(機車、腳踏車、汽車)一律停放

新宿舍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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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室業務報告～ 

 資料組 

1. 九年級第一階段一對一生涯諮詢結束，生涯規劃書完成。第二階段自願申請安排諮詢。 

2. 配合教務處作業抽查，進行生涯檔案及生涯輔導手冊檢核。請導師及輔導教師協助。 

3. 八年級技藝(106-1開設家政-織布+中山工商~美容美髮、設計職群-皮雕+三信家商~廣告

設計)，開辦計畫已送出。九年級技藝班期末評量完成，待製作修習證明書。 

4. 5/5、5/26適性輔導列車(早自習、789年級)。 

5. 5/10 生涯夢工廠（第 6節、8.9年級)-陳志輝先生(一直走就對了！一書作者) 

6. 5/17 生涯夢工廠(第 2節、7.8年級)-生鮮行張秀華女士。 

感謝教務處協助調課(801調健康、702調閱讀、802 調童軍、701音樂) 

7. 5/17 生涯夢工廠（第 6節、7.8年級)-瑞門(土耳其料理) 

土耳其甜點~米布丁試做(7年級-午休、8年級-第 7 節，技藝教室) 

8. 5/24(三)旗山農工參訪機械群（07:30-17:00，701.901.902）帶隊老師：一萱、育琳、

懷嘉、婉如師。請教務處協助課務安排。 

9. 5/23(二)三信家商參訪(07:30-17:00，901.902) 帶隊老師：文智、懷嘉、婉如師。請教

務處協助課務安排。 

10. 5/22(一)安排高中職入班宣導，目前登記有高英工商、樹德家商、普門中學…等校。 

11. 5/24.25實用技能班報名，校內收件 5月 16日止。 

12. 5/26 技藝班成果展，製發通知單邀請家長到校參與。當日頒發技藝證書、獎狀。 

13. 5/25 解說社、5/27解說社成果發表(展望會)。 

 

 輔導組 

1. 5/1-5家訪週。請導師們協助完成紀錄及照片。 

2. 認輔教師也請協助完成認輔紀錄送輔導組。 

3. 5/5第四節九年級會考祝福活動，邀請田春子牧師祝禱及韃虎老師以布農族儀式祈福，

並準備年糕及原民粽(savusavu)，取其高(糕)中(粽)之意涵。 

4. 規劃全校感恩活動(搭配學習單)，搭配康乃馨獻花給母親(或主要照顧者)。高關懷班以

自製卡片 5/15第八節至部落進行社區關懷(是否也可加訂康乃馨一起送？)。 

5. 生命教育(得勝者課程-情緒管理課程)結束，感謝田春子老師協助。 

6. 高關懷班～夜間輔導課程(準備社區關懷活動)、小團體課程(情緒小團體完成、會考後自

我探索小團體開始)持續。 

7. 特教鑑定安置接收小六特教畢業生 3人、安置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1人。下學年特教生

5+1人。5/16民權國小、5/17民生國小 與輔導老師、特教老師至國小召開高關懷及特

教轉銜會議。 

8. 親職效能培訓（5/24晚上-楊生住家、5/31大光教會），講師：達努巴克督導。 

9. 5/31 家暴防治宣導(早自習，789年級)，李秀花代理所長。 

10. 高雄市政府孝行獎選拔：702 翁念恩(代表參加全國)、802顏雪怡獲選。 

11. 夏日樂學計畫將配合補救教學課程於 7-8月連續 4週的下午 5-8節進行(含午餐)，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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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傳統技能相關活動課程為主，請盡量鼓勵學生參加。 

12. 5/6(六)慈孝家庭頒獎暨記者會，由本校 901班潘美琪家庭榮獲獎項，頒獎地點於鳳山 

行政中心大禮堂進行，當日由校長及趙懷嘉導師屆時與會。 

13. 5月申請 107年度生命教育特色校園文化計畫，計畫內容涵蓋重見山林之美、河川生態

及成年禮相關活動。 

14. 5月召開中輟追輔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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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業務報告           106.05.04 

◆ 報告事項 

（一）提醒：敬請有申請 106 學年度市內及臺閩介聘之教師，備妥相關表件及佐證資料，依

期程辦理介聘作業〈市內介聘審查：106 年 5 月 12 日(五) 上午 9~12 時、臺閩介聘審

查：106 年 5 月 10(三)全日、11 日(四)上午 9~12 時〉、地點：高雄市立福山國中，避免

影響權益，相關資料置於學校網路硬碟/各處室資料/人事室/106 學年度介聘資料夾中，

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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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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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高雄市政府 106 年度專書閱讀推廣活動計畫，業於 106 年 3 月 21 日訂定，活動方式

有二分別為 1.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2.專書閱讀推廣活動，請有意願同仁自行利用

時間參加，另國家文官學院與三民、五南、政大等出版社協商，提供公務人員優惠購

書方案（約 71 折），請有意購書同仁可利用該學院網站（http://www.nacs.gov.tw）左

側之線上服務專區，點選「下載專區」選擇任一出版社之訂購單，逕與該公司聯絡及

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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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同仁自行下

載參考運用。 

（四）【公差】、【公假】、【公出】之定義與區別實益，置於本校網芳/105 學年度/人事室/差勤

管理資料夾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運用。 

（五）重申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5 年 10 月 27 日總處培字第 1050056627 號函規定，重

申為維護政府形象及貫徹政府杜絕酒駕之決心，請同仁落實「酒後不開車」，在飲宴中

戒除勸酒習慣，酒後請選擇「指定駕駛」或「搭乘計程車返家」等方式返家等，以避

免酒後開（騎）車之危險行為，公務人員如有酒後駕車情事，經查證屬實，依『公務

人員酒後駕車相關行政責任建議處理原則』予以嚴厲處分。相關規定置於學校網路硬

碟/105 學年度/人事室/業務宣導資料夾，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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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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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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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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規修正事項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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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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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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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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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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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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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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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高雄市立國民中小學教師介聘作業要點，業於 106 年 3 月 23 日經本府教育局修正。 

（八）高雄市立國民中小學超額教師介聘作業規範，業於 106 年 3 月 23 日經本府教育局修正。 

（九）高雄市新設市立國民中小學教師移撥原則，業於106年3月23日經本府教育局修正。 

（十）有關各機關應業務需要，於預算員額內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

人員僱用辦法以年度契約定期聘僱之人員，於因安胎事由請假及請流產假期間所遺業

務，如機關現職人員確實無法代理，同意放寬得再進用聘僱人員代理其職務，惟為避

免形成「代理人」代理「代理人」之不合理情事，聘僱之代理人因安胎事由請假，均

不得再進用聘僱人員代理其職務，相關資料置於學校網路硬碟/各處室資料/人事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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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6 年 3 月 28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60028075C 號函送「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

敘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解釋令，核釋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3 條

第 1 項第 5 款所定公立學校教師職前曾任專科以上學校教師服務成績優良之認定基

準，除繳有服務學校出具之年資加薪證明，或曾任年資已達最高年功薪，繳有服務

成績優良證明文件者外，尚包括依大學自訂之評鑑規定經核定通過，繳有原服務學

校出具之證明文件者；相關資料置於學校網路硬碟/各處室資料/人事室資料夾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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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各機關人員兼任財團法人董監事之兼職酬勞支領事宜，依據高雄市政

府106年3月21日高市府人給字第10601475000號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106年3月15日總處給字第1060040412號函，案內立法院決議意旨

為自106年起現行公務人員因職務所需兼任財團法人董監事，僅得支領兼

職費，不得再請領車馬費或出席費等相關經費。相關資料置於學校網路硬碟/

各處室資料/人事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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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6 年 3 月 23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60032632 號函送「公立各

級學校校長及教師兼任主管人員主管職務加給表」1 份，並自 106 年 4 月

1 日生效。相關資料置於學校網路硬碟/各處室資料/人事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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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有關本部民國87年9月11日台甄五字第1655399號書函自105年7月7日停止適用一案，

上開書函有關應視同辭職之規定，因與105年7月5日修正發布之留職停薪辦法第7條

第4項規定有所扞格，爰自應於留職停薪辦法105年7月7日修正生效之日起停止適用

相關資料置於學校網路硬碟/各處室資料/人事室資料夾及本校全球資訊網/人事

室/法規修正及釋例頁籤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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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等 4 項晉升官等訓練辦法修正條文， 業經考試院以

106 年 4 月 24 日考臺組一字第 10600031071 號令修正發布，相關資料置於學校網

路硬碟/各處室資料/人事室資料夾及本校全球資訊網 /人事室/法規修正及釋例

頁籤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 業務宣導 

（一）為提供員工較優惠服務措施，高雄市政府經與產險業者合作辦理「員工自費

汽、機車強制險優惠方案」，轉供各機關學校同仁自行付費擇用，同仁反映

良好，本(106)年賡續辦理，以嘉惠本府所屬同仁。  

（二）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花東區處函以，經濟部所屬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花

東區處管理之「臺糖花蓮旅館」，配合106年度國民旅遊卡核銷新制，提供

全國公教人員106年度國民旅遊卡住宿優惠專案。  

（三）高雄市政府為提供本府員工多元福利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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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員工較優惠服務措施，以嘉惠本府所屬同

仁。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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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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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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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優惠請詳參聯邦商業銀行全

球資訊網國民旅遊卡專區。 

（七）高雄市政府府 106 年度員工社團靜態成果展自本(106)年 5 月 1 日起至 12 月底假本府四

維行政中心 4 樓藝文走廊之社團櫥窗(人事處及兵役處外牆辦公室外迴廊)展出，歡迎各

機關(學校)同仁至市府四維行政中心洽公時前往觀賞，相關資料置於學校網路硬碟/各

處室資料/人事室/業務宣導資料夾及本校全球資訊網 /人事室/行政訊息資料夾

中。 

註：上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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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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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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