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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期末校務座談會會議資料 

教學組 

1、 暑期輔導 

(1)、 補救教學 

A. 時間：7 月 17 日(一)至 8 月 11 日(五) 

B. 班級：701、702、8 年級，共 3 班 

C. 時數：每日上午 4 節，每班共 80 節 

(2)、 九年級課輔班 

A. 時間：7 月 17 日(一)至 8 月 25 日(五) 

B. 時數：前四週每日上午 4 節、後兩周每日 8 節，共 160 節 

(3)、 教學正常化 

2、 暑假作業 

(1)、 教務處：暑假飆作業第一階段完成。 

(2)、 輔導室： 

註冊組 

1、 第三次段考及期末成績登錄至 7 月 6 日(四)23：59 止。 

(1)、 科目：7、8 年級學科、藝能科，請輸入成績及文字評量。 

(2)、 彈性課程請輸入平時及定期成績。 

2、 7、8 年級導師請輸入導師評語及點選日常表現。 

設備組 

教師若有借用學校設備或書籍，請於學期結束前歸還。 

資訊組 

本校106學年度網路硬碟已架設完成(\\163.16.202.9)。已設定本校教職員之帳號及密碼，

登入後，只能在自己的資料夾、共同資料區，以及影音區做編輯動作，進入他人資料夾

無刪改、新增之權限，僅能存取(複製)，並請各位教師於共同資料區編輯完後，將檔案

移除，以免造成資料夾過度凌亂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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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二學期 期末座談 學務處 

一、06/30結業式流程： 

06/30（五）上午 正常上課 

1320～1405 第一節 八升九年級孩子與校長談話 

1415～1445 全校大掃除 

1445～1530 結業式（多媒體教室） 

 

二、教學卓越獎資料蒐集（週五早自習以及結業式書寫） 

  那瑪夏國中這一年，真的很不一樣，我們共同創造了許多經歷，從一開始特別的水資源探

勘開學典禮、四校聯合運動會、歷史闖關、重見山林之美…當然還有沒去成四校聯合音樂會

（泣），想必各位成長了許多，我們今天藉修業式一起整理這一年的回憶。 

請寫下這一年和同學們一起

經歷、印象深刻的課程是？ 

  

你覺得學校辦這個課程目的

是希望你們學到什麼呢？ 

  

在課程進行時，最讓你驚訝

的事情是？ 

  

這些觀察及感受，讓你自己

發生了哪些改變呢？ 

  

請寫下這一年最常聽到的 

名言佳句給努力的自己 

 

最後，我們即將迎接下一學

年，你希望自己能夠更…？ 

 

 

三、暑期相關流程 

（一）07/03-05：柔道社 9人於文山高中進行移地訓練。 

（二）07/08-09、07/14-0715：足球社 12人於本校進行集訓。 

（三）07/13-14：原民法律營活動。 

 

四、下學期升旗預期規劃：週朝會擇一日進行。 

五、這一年學務處相關活動，感謝各位同仁的大力配合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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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報告 

一、 本校受核定補助計畫頗多，為掌控收入與支出平衡，利於預算控制，請各

處室承辦人務必做好核定補助款收入及支出明細表，以免發生超支或忘記

支付的情形。建議同一計畫辦理核銷時，製做經費支出明細表，詳列各支

出項目預算金額及實際支出金額，一起學習做好預算及成本控制。 

二、 各處室採購前務必先行辦理請購或諮詢總務處採購事宜，另 10萬以上金

額採購或計畫請務必先知會總務處；若上級或他機關核定經費補助或採購

項目者亦請會簽總務處辦理。 

三、 有關採購部分，仍請各位同仁務必遵孚法規政策，綠色採購(每年頇達百

分之百)及優先採購無障礙產品(每年頇達 5%以上採購比例)之採購規定。 

四、 各處室若有上網招標的案件，請務必於契約起始日一個月前簽請校長核定，

俾利本處辦理上網招標作業。 

五、 調校同仁(孙賢、王婷)、職位異動或留職停薪的同仁請務必做好移交清冊，

有關總務處業務請配合如下： 

(一) 請自動向本處索取財產及非消耗品保管清冊，並依保管清冊進行盤點及

確認。 

(二) 調校同仁有申請住宿者請於 7月 31日前將宿舍房間清理並恢復原狀，

並通知總務處檢查，檢查完畢後繳回鑰匙(保全卡、宿舍房間鑰匙、宿

舍大門鑰匙、鐵捲門鑰匙)，另電費部分暫收每人新台幣 600元整(多退

少補)。 

(三) 辦理留職停薪者亦請把鑰匙及保全卡繳回。 

(四) 調校同仁(孙賢、王婷)、職位異動或留職停薪的同仁請務必完成任期內

所有公文書的歸檔作業，始得完成離校(職)程序。 

六、 暑假期間周一到周五保全上班時間調整為晚上 17時至 24時，本校同仁若

於 17時前離校，請互相提醒關閉門窗及設定保全系統，另大門部分也請

關上。 

七、 結業式後請各班導師將班級鑰匙繳回總務處保管。 

八、 暑假期間，住宿同仁請維持宿舍乾淨與整潔；本處也會利用暑假期間進行

宿舍設備保養及維修工作，若有必要進入各房間修繕者會提前通知。 

九、 本校役男 Husung(柯孫劭)預定於 7月 14日辦理離校手續，7月 16日正式

退伍。Husung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大家有目共睹，協助本校(尤其總務處)

業務甚多，由衷感謝 Husung的付出，請給予他最熱烈的掌聲。 

十、 明天下午有申請住在勞工中心的同仁，請先到勞工中心完成 check in後，

再前往亞洲海鮮餐廳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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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期末校務會議          106.06.29 

 輔導組 

 家庭教育 

1. 106.0308.親職講座順利完成。 

2. 105下半年度家庭訪問。在家訪中，若有家長提出對學校的建議，請導師務必告知輔導

行政人員。另請導師繳交家訪紀錄簿及家訪照片(105學年度/輔導室/家訪照片)。 

3. 5/24.5/31.6/28 於達卡努瓦、大光教會及學校辦理三場親職效能培訓活動。 

4. 105學年度 

孝悌楷模:702翁念恩、802顏雪怡。慈孝家庭:802林麒睿、901潘美琪。 

全國孝行獎代表-702翁念恩。高雄市慈孝家庭代表-901潘美琪。 

5.參加教育部徵選優良家庭教育推廣方案-部落 Uninang-家庭教育行動車 

 特殊教育(資源班)： 

1.特教生交通補助 

3.專業團隊服務 

4.高中職參訪、戶外體驗活動 

 5.輔具續借：潘生(6/21已交接) 

6.IEP：105-2已完成，預計八月完成舊生 106-1 IEP計畫。 

 生命教育 

1. 七年級得勝者課程：感謝田春子牧師教授八堂課情緒教育課程。 

2. 蒲公英心得分享。 

3. 生命教育特色學校：七八年級-重見山林之美活動、huma農作社團。 

4. 4/19自殺防治宣導(師生) 

5. 「那瑪夏之音」廣播活動。 

6. 3Q達人選拔活動。 

 友善校園—學生輔導工作: 

1. 感謝一萱主任、文智老師、育琳老師、美鳳老師、俊誠老師以上老師擔任認輔

老師協助認輔工作。完成一學年認輔工作教師(晤談次數達六次以上者)，敘予

嘉獎乙次。並於 6/30(五)前繳交認輔紀錄。 

2. 2/8輔導知能研習。下學期 8/29辦理那瑪夏區輔導網絡研習。 

3. 5/16-5/17小六升國一輔導轉銜會議。 

4. 5/19 中輟追輔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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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5辦理九年級會考祝福活動。 

6. 本學期個案共 21人，高關懷學生 9人。兼輔晤談總人次 23人次；團體人次：

48人次。專輔教師晤談次數:151 

4.小團體輔導：自我探索小團體、情感小團體  

5.高關懷班：母親節社區關懷、手工編織、作業指導、畢業期末分享餐會，感謝各處室及導

師的協助，讓高關懷學生穩定就學。 

6.輔導工作三級預防(初級、二級、三級)：加強辨識高關懷學生與持續關懷(目睹家暴、因外

在因素無法正常上學者、家庭無法提供早餐) 親師溝通，以協助學生在面臨人際、情感、情

緒與學習問題時，能即時提供有效的親職關懷與輔導。 

 

 資料組 
 生涯發展 

3/31、4/28、5/26、6/23適性輔導列車-職場達人秀、太陽的孩子  

5/23、5/24 九年級社區高中職參訪-三信家商+旗山農工 

5/10、5/17 生涯夢工廠(共三場) 

6/1、6/20  七年級家長職業分享 

8/15-16    九年級慈惠醫專技職體驗營 

            

 技藝教育 

106/2/17~106/5/26 餐旅職群 

106/5/26          技藝班成果展 

下學期-9/8起每週五 1~6節家政、設計職群，共 8.5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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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 2學期人事室期末業務報告                               

106.6.29 

◆報告事項 

（一）107年辦公日暦：行政院業於106年6月5日院以授人培字第1060047991號函公告「中華

民國107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資料置於本校全球資訊網/人事室/人事室

公告中，請同仁自行下載參考。 

（二）差勤規定：請教師及公務同仁確實遵孚本校差勤規定，遇有臨時請假情形務必請職務

代理人代為填寫請假單，以完成請假手續，如有公出時應填寫公出單經核准後始得離

校。(1)因公出差或薦派參加訓練請同仁經奉核後，依規定申請公(差)假並將奉核可簽

置於本校網路硬碟/各處室資料/人事室/申請公(差)假奉核公文檔項下。(2)請行政同

仁每日記得簽到退。(3)本學年度開始每人皆請使用新的請假卡，申請差假所需表單(如

出差請示單)同仁可於本校網路硬碟/各處室資料/人事室/差勤管理項下自行下載列印

運用。(4)人事會將審核後的差單放置於教職員請假卡本中。(5)「高雄市立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教職員出勤差假管理要點」置於本校網路硬碟/各處室資料/人事室/差勤管理

項下，請參閱。 

（三）進修申請：同仁如需申請進修應先簽陳校長核准後，始得前往進修。如涉及補助費或

公假進修部分，因涉及進修員額控管，請務必加會人事室。如申請部分辦公時間公假

進修同仁，請檢附課程表以利審核差假事宜。 

（四）兼職（課）規定：重申同仁如有兼職或兼課，不論是否涉及上班時間與否，均應簽准

並請加會人事室，以利審核。 

（五）出國申請：請教師及公務同仁利用暑假出國者，請記得填寫『出國申請書』。並重申公

務員(含校長、兼任行政職之教師)赴大陸應依規定誠實申報，除事前提出申請並應於

返臺後1星期內填寫意見反映表及1個月內提送報告，另現階段公務員尚不宜赴大陸地

區兼職、兼課及進修。 

（六）法定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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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必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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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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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性別主流化（1小時）。(2)廉政與服務倫理、人權

教育、行政中立、多元族群文化、公民參與等（4小時）。 

註：本校「公務人員」多數已於106-6-29前完成上開法定訓練時數，請未完成同仁若不

及於106-6-30前完成，仍請儘速於106-7-31前完成，謝謝公務同仁配合並為本校爭取佳

績。 

（七）暑假彈班：依規定寒暑假開始第 1 週及結束前 1 週頇上全天班，無法採彈性調整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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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寒暑假需上全天班。爰本次暑假頇上全天班日期如下，各處室輪值請詳「本校

106年暑假期間各處室輪值表」：      

 1.7/3(一)至 7/7(五)。 

 2.8/23(三)至8/29(二)。 

◆ 法規修正／法令解釋事項 

本週法令解釋事項有二，其年度中法規修正／法令解釋相關事項資料置於學校網路硬碟/

各處室資料/人事室/ 法規修正及釋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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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高雄市政府層轉行政院函以，有關106年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

給對象，按月支（兼）領月退休金（俸）之基準數額，業經本院 106年6月16

日院授人給字第1060048723號公告為新臺幣2萬5,000元以下。  

（二）教育部函以，有關公立學校教師任職滿 25 年，惟未滿 50 歲，以不堪勝任工作

為由擇領月退休金，其退休生效日應以學校出具不堪勝任工作證明書之日或

同年 8 月 1 日為退休生效日，惟惟考量本案教師因病連續請假逾 6 個月而無

法銷假上班，經學校認定不能勝任職務，已無法繼續從事教職之情形，性質

與教育部 103 年 6 月 13 日令退休條例第 4 條之 1 所稱「特殊原因」，指「家

庭突遭變故」、「本人重大急症無法工作」或「因系、所、科、組、課程調

整或學校減班、停辦、解散，致無足夠授課時數或無授課事實者，而未及於

2 月 1 日或 8 月 1 日退休生效」，並經服務學校證明不影響教學之特殊原因

相當，則以服務機關出具證明其不堪勝任工作之日期為退休生效日。  

◆ 業務宣導 

本週業務宣導事項有二，其年度中業務宣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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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高雄市政府為增進員工福利，協助解決托育問題，要約高雄市合格立案私立托育機構

與本府特約合作，提供高市府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子女托育優惠措施，請有需求同仁參

考［高雄市政府106學年度特約幼兒園、托嬰中心、課後照顧機構一覽表］自行報名參

加。 

（二）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辦理106年度「戀夏ing 幸福smile」單身同仁聯誼活動，自即日起

至106年7月12日(星期三)或額滿提前截止，請有興趣同仁自行報名參加。 

（三）105年度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決算業已公告於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網站

（http://www.fund.gov.tw之「政府公開資訊」、「基金管理委員會預算決算書」項下，

請同仁自行前往參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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