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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教學組： 

1. 106-1 課表：已編排完畢、公告周知，並已列印交由錦峰協助換新。請各位教師依 105

學年度課程計畫進行授課並填寫教室日誌，以達教學正常化，感謝各位教師協助，若課

務需調動，請於 3 日前填寫調代課單並完成請假，以利課務調代作業進行。 

2. 夜間輔導：夜間輔導分補救教學班及課輔班，另搭配數位學伴課程進行。 

(1) 7、8 年級於每週一、二、四 17:30-19:10 進行。 

(2) 9 年級於每週一至四 17:30-20:00 進行。 

(3) 數位學伴由七、八年級同學參加，暫定時間為每週三 17:30-20:00，待與雄女承辦人

確認，課程約從 10 月中開始進行。 

(4) 經費來源由 113 補救教學、131 學生學藝活動暨課後輔導經費及數位學伴經費支

應。 

3. 族語課程： 

(1) 每週三第一節課為全校族語課，將針對不同族別進行分班。 

(2) 族語認證、語文競賽、族語單詞競賽訓練將另安排於午休、放學時段、夜間輔導時

段進行。 

4. 模擬考：第一次 9/5~9/6、第二次 12/21~12/22。 

註冊組： 

1. 105 學年度下學期補考：9/4(一)~9/7(四)午休時間進行，分別為英數自社，請各領域命

題教師於 9/1(五)完成出題，並於考詴時間進行監考。 

2. 全校人數：106 學年度人數為 98 人。在校 83 人，錫安山寄籍學生 15 人。 

    七年級 34 人：701（17 人）、702（17 人）、 

    八年級 24 人：801（10 人）、802（14 人） 

    九年級 27 人：901（15 人）、902（12 人） 

3. 中輟通報及復學：(附件-中輟通報流程) 

(1) 中輟通報:凡學生有缺曠課情形，處理流程如下: 

第 1-3 天：導師立即聯絡家長作成紀錄，第 1 天即向學務處報備。 

          學務處派員協同強迫入學委員會進行家訪，並作成紀錄。 

第 4 天：連續曠課達 3 日，第 4 日仍未到校時，請導師填寫中輟通報單， 

        送至註冊組，進行中輟線上通報。學生復學時‚亦須填寫復學通 

        報單，完成復學通報。 

(2) 長期缺課:學生時輟時學，曠課達 49 節，須通報為長期缺課，列為高關 

         懷學生。 

4. 獎助學金申請: 相關訊息公告於校網—獎助學金公告 

名稱 金額 條件 備註 

學產基金 2000 元 低收入戶  

原住民學生清寒

助學金 

4000 元 1.8.9 年級原住民生 

2.家戶年所得總額 40 萬元以下 

 

高雄市原住民學 3000 元 1. 學業優秀獎學金(70 分以上，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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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獎助學金 受警告以上處分) 

2. 特殊才藝獎學金:個人單項才藝

成績前 6 名以內或原住民族語

及傳統藝能成績前 3 名以內 

文武聖殿 2000 元 因家庭貧困或遭逢變故無力繳交學

雜費，其學年度學業成績達六十五

分以上 

 

關懷台灣文教基

金會助學金

(TVBS) 

每學年

6000 元 

導師協助推荐，填寫申請表  

5. 補助證明：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等證明，如於 8 月前核定者，可於高雄市社會福利比

對系統中查詢，則不須至區公所申請證明，如 8 月後為新核定，則須申請證明，比對符

合名單會轉知導師。 

6. 成績評量:各領域的成績評量方式已公告校網 106 年度課程計畫，請任課老師須於每學期

初向學生說明該科的評量方式，讓學生了解。 

7. 保密原則：請特別注意學生個人相關資料及成績的保密原則，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

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 

8. 教育儲蓄戶:$689,489 元。 

(1) 指定捐款$207,715:學生個案補助(TVBS、普仁等)$197,248、9 年級暑期輔導餐費

$7,656、校外教學$2,811。 

(2) 非指定捐款:$481,774。 

設備組： 

1. 本學期專科教室借用將由靜雯協助處理，請各班導師於開學準備日選出借用教室鑰匙之

同學，教務處將集合統一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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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報告】 

一、8/30(三)開學行程： 

 0730~0815全校大掃除 

   0820~0905全校始業式 

   0915~1000幹部選舉及導師時間(特定人員問卷調查) 

   第三節開始正常上課 

二、本學期作息時間調整： 

(一)學生於 7:30前到校，未到者視為遲到。 

(二)7:30~7:45及 15:00~15:15為打掃時間，星期二及星期四早自習打掃暫停(配合升旗及

九年級課程)。 

(三)7:45及 12:45總導護督促學生回教室早修及午休。 

三、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社團預定期程：106/09/11-106/1/12 

(一)本學期共有：傳統歌謠、五人制足球、柔道、橋藝、跆拳、 HUMA及工藝舞蹈等 7個

社團） 

(二)預計 9/4~9/8志願選填，9/11開課。 

(三)本校音樂發展方向： 

(1)全國鄉土歌謠比賽：原則上全校一同參與，規劃 78年級必修，9年級選修，獎狀

好拿升學有加分，對族語傳承又有幫助。 =>利用每班音樂課練習，比賽前 1、2

禮拜進行全體集訓。  

（2）高雄原住民歌謠比賽： 以歌謠社為主力，讓喜歡唱歌的孩子多一個舞台，獨唱

或小團體參加都可。  

（3）高雄學生音樂比賽：以個人音樂有傑出表現參加為主，可往音樂表演等術科升學

發展。 

四、因應國家防災日，本學期第一次預演時間為 9月 20日並配合總務處下半年消防編組演練

實施；正式演練為 9月 21日，當日演練流程內容另行通知。 

五、每月第一週星期三第一節族語課為導師會報，9/6第一節族語課為本學期第一次導師會

報，。 

六、本學期戶外活動預定日期：11/1~11/3 

 (一)11/1(三)全國鄉土歌謠比賽初賽=>七八九年級。 

 (二)11/2(四)九年級成年禮第一天=>九年級； 科工館參訪=>七八年級 

 (三)11/3(五)九年級成年禮第二天=>九年級； 生涯技職參訪=>七八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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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學年四校聯合運動會預定時間：12/7(四)或 12/8(五) 

八、性別帄等業務宣導、交通安全宣導、人權法治宣導、友善校園正向管教宣導與防災教育

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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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那瑪夏國中 106學年度 
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輔導室業務報告 1060829 

 本學期輔導室成員： 

輔導主任         葉一萱 

輔導組長兼專任輔導教師    林婉宜 

資料組長兼不分類資源班導師  林美鳳 

兼任輔導教師      曾秋明 

 重要業務報告： 

1.本學期技藝教育同時開設兩班，請星期五九年級任課老師務必全程隨班跟課，課

堂中有任何問題請馬上和輔導室聯繫。901 任課老師家政職群、902 任課老師

設計職群。 

2.家庭訪問的部分，還是要麻煩各班導師務必親自到訪，並由教師親自填寫完整家

訪記錄（包含家長親自簽名）。以確實瞭解學生的背景及需求。 

3.第一次段考後各班導師可提報特教鑑定安置需求、轉介認輔教師需求。 

4.學諮中心於一般上班日上午 9 時起至 12 時、下午 2 時起至 5 時提供教師和家長

免費諮詢電話，請轉知學校教師和家長善加運用： 

(一)學生議題諮詢專線：386-1785、386-0885。 

(二)教師諮詢專線：588-2600 

 壹、生涯發展教育 

本校 106生涯發展教育實施計劃 
一、生涯發展教育工作執行委員會（組織職掌）參考 106生涯發展教育計畫 

二、活動內容: 

(一)融入各領域教學課程 ( 可參考 106學年課程計畫，請各領域教學

研究會討論實施 ) 

(二)學生生涯資料建置 

1.AB表：A表黏貼七年級入學照片。 

     B表填入上學年的成績及與學生輔導的事項。 

→請各班導師於 9/30前完成。 

2.生涯檔案製作: 

→七年級請視覺藝術、輔導活動任課教師協助完成封面及內頁建

置。 

→任課教師協助關於生涯課程內頁建置 

3.生涯輔導紀錄手冊：  

(1)105學年下學期成績單已發，請導師於 9/29(早自修適性輔

導列車時間)協助指導學生填寫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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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導師協助保管生涯紀錄手冊，並遵守保密原則，勿讓學生

拿取其他同學手冊翻閱。 

(三)全校性生涯探索活動 

生涯夢工廠、生涯闖關、升學博覽會、家長職業分享、學長姐回

娘家…等活動 

4.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五早自修為適性輔導列車生涯探索時間。 

(四)心理測驗 

1.七年級:行為困擾量表、賴式人格 

2.八年級:國中多元性向測驗、情境式興趣測驗 

3.九年級:情緒智能量表 

(五)各年級活動： 

1.七年級：（1）社區職場參訪 11/3   （2）家長職業分享 

2.八年級: （1）社區高職參訪活動：旗山農工、旗美高中 11/3 

（2）職業訪談 

3.九年級:(1)抽離技藝教育（2）高中職學校參訪 (3)生涯諮詢  

貳、 技藝教育 

1.本學期技藝班開設家政、設計兩職群，每週五 1~6節 

(1) 家政 19 人 中山工商+織布(許齡銘老師)  請 901 任課老師全程隨

班 

(2) 設計 6 人 三信家商+皮雕(翁嘉雯老師)   請 902 任課老師全程隨

班 

2.9/8開始上課，9/11前加退選完成，9/12召開遴輔會確認學生名單。 

參、家庭教育 

1. 9/21（四）晚上辦理教育優先區親職講座，其他處室請配合會同辦

理家長大會(總務處)及班親會(學務處)。各處室要放在親職手冊宣

導的資料，請提早準備 9/8截止，9/12排版送印。 

2. 家庭輔導方案:請導師本學期家訪至少 8 名學生，家訪時，請導師

協助拍照並填寫家訪紀錄。家庭訪問的部分，還是要麻煩各班導師

務必親自到訪，並由教師親自填寫完整家訪記錄（包含家長親自簽

名）。以確實瞭解學生的背景及需求。 

肆、特殊教育 

一、本學期特教生共 7名，新生 3名(肢體障礙 1、學習障礙 2)、八年級 4名(肢

體障礙 1、學習障礙 3)。感謝各處室協助安排就學事宜，請各位同仁也

協助宣導並隨時提供身障生協助。(早上及放學時間，側門鐵鍊請務

必按時打開) 

二、9/28召開本學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討論特教相關事宜。 

三、9/28進行 IEP會議，各任課教師或導師可與特教教師討論學生上課狀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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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月 特教知能研習 

五、11月特教&高關懷班校外參訪 

伍、友善校園與輔導工作 

一、輔導工作： 

1.三級預防：學生有任何偏差行為，依輔導三級規定，均由導師先行輔導

（初步評估），再行轉介。 

2.開學一個月後，導師可提出建議認輔名單，交由輔導組協助安排輔導。 

  (請填寫轉介單) 

3. 10月份認輔會議  ◎歡迎有意願老師，也可參加認輔工作，一學年認

輔次數達 6次以上教師，可記予嘉獎乙次。 

4.小團體輔導：專輔及兼輔老師進行小團體輔導，一學期共 3梯次，於晚

間補教教學進行。 

5.班級輔導:可依班上狀況，申請相關主題班級輔導課程。(請填寫申請表) 

二、生命教育 

1.七年級得勝者課程：問題處理，9/8日起每周五 3.4節，共 8週。任課

老師為田春子老師、徐夢涵老師。 

2.十月為生命教育月：規劃辦理謝師感恩活動、生命卡片、閱讀心得等活

動。 

3. 訂定「憂鬱與自殺三級防治實施計畫」 

三、中輟學生復學輔導 

1.中輟復學輔導：輔導室安排中輟復學生（之虞）進行高關懷課程、個別

輔導等，定期召開中輟復學輔導會議。 

四、責任通報 

(一)、兒少保：每學期至少研習1小時(兒少類型請詳閱研習講義)。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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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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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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高關懷及高風險家庭 

五、高關懷班 

針對責任通報個案學生，設計相關學習課程，以抽離式進行課程。 

(一) 目前本校高關懷班共計兩班、學生人數 4-7人，由林婉宜師、曾秋明

師及外聘教師授課，授課時間為夜間補救教學時間，若造成任課教師

不便，敬請見諒。 

(二) 夜間/週末(課後)小團體課程(2團體各 8節課) 

(三) 高關懷社團-本學期環遊呼瑪社(2節/週)、工藝舞蹈社(4節/週)、知

動課程(2節/週)鐘點費 

 目前進行中的計畫： 

106下半年教育優先區親職講座 1場、個案訪視 50人次。 

106下半年中輟預防-高關懷班約 10 萬 

106生命教育計畫(已申請，待 8月底公告審核結果) 

106-1技藝教育 2班 23萬 

106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 4.4 萬 

校歌甄選計畫預計九月份上網公告，歡迎大家踴躍催稿 

 代理規劃 

紗帽請假期間 

輔導組長蔡育琳老師 

專任輔導教師徐夢涵老師 

阿餅請假期間 

輔導主任曾秋明老師 

課務趙月萍老師、王焌建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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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報告 

一、 採購各項物品須符合綠色產品採購及優先採購無障礙產品之規定，欲購買

物品不確定是否為以上兩項內容時，歡迎至總務處事務組詢問或討論。 

(一) 綠色產品：影印紙、衛生紙、家電設備類、資訊產品等需百分之百購買

綠色產品，若上述品項採購有困難者，請敘明理由簽陳校長同
意後購買。 

(二) 優先採購無障礙產品：食品類、掃具類、清潔類、印刷類等每年需
採購 5%以上。 

(三) 便當類因考量本校特殊狀況，請採購單位於一周前告知事務組(採購金

額、單價及數量)，以利上網(優先採購網)做登記。《小小動作，常常忘

記，總務處懇求大家配合》 

二、 各處室辦理採購除緊急或小額常態性採購案件外，請務必進行請購。超過

5千元之非消耗品、萬元以上財產採購或含有預算內容的計畫，請簽陳
校長同意後辦理；若有來文依據者，亦請簽辦之。上述公文請會辦總

務處承辦人(買東西-事務組，薪資相關-出納)及主管、會計主任。 

三、 新任職務交接完成後，請隨即自行辦理財產盤點。總務處事務組預訂於 9

月 1日前將個人財產清單放置網芳/總務處共同資料區內，請自行下載列

印並於 9月 20前完成個人初盤，惠請各處室所屬主管(主任)監督辦理。

財產清單與實際不符者，請於財產清單上以紅筆註記並繳回事務組做修正。

財產清單無疑問者，亦請蓋章後繳回事務組。 

四、 辦公室或班級教室，若有器材等裝置需要修繕，請填寫報修單，以利本處

安排修繕。 

五、 有公務車輛需求者，請事先填寫公務車借用單。本校無駕駛職缺，公務車

原則上得由本校具駕照之教職員工駕駛，若需工友協助開車，請事先提出。

另依據勞基法及教育局相關規定，請盡量避免於假日安排工友出勤。 

六、 請各處室人員下班前務必再三檢查門、窗、電源以奉行節能減碳政策。 

七、 本校保全駐衛時間於 9月 1日改回周一至周五下午 18點至 24點，例假日

下午 14點至 24點；無保全人員駐衛時間，請最後一位同仁離開辦公室時，

記得關閉門窗並做好系統保全設定。本校校職員皆配有保全卡 1枚、鐵門

共用鑰匙 1支。 

八、 本校役男莊景年因 8月 13日返校途中發生車禍，目前病假休養中，預計 9

月 25日返校服勤。 

九、 教職員宿舍管理事項： 

(一) 本日預定辦理新任舍長選舉。 

(二) 新任舍長選任確定後，請於 2周內召開住宿人員會議，並進行大掃除。 

(三) 大掃除稽核重點：廚房瓦斯爐、抽油煙機、公用廁所、共用空間玻璃門

窗及洗衣間。男宿部份請特別加強清除廚房牆面油漬、客廳垃圾及雜物

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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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房間內附設的基本設備請勿私下進行更換或移除。 

(五) 為感謝擔任舍長同仁之辛勞，擬依規定簽陳歷任舍長獎勵案(104年 7

月-105年 7月：蔡育琳、105年 7月-106年 7月：趙月萍、104年 7月

-105年 7月：林文智)。 

十、 資訊服務入口之教育局公告，請行政同仁定期去查收點閱。 

十一、 電子及紙本公文歸檔及逾期公文處理時效請各位同仁注意。 

十二、 各處室寄信請務必註明收件地址之郵遞區號以及郵資種類(ex:帄信或

是掛號)。 

十三、 預計於開學後一周後完成選舉各班家長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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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 106 學年度第 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人事室書面報告 

一、 子女教育補助：105學年度第 1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於 9月份開始申請 ，

請各位同仁於 9月 19日前提出申請，相關申請表已放置於本校網路硬碟

/105學年度/人事室／待遇福利／子女教育補助費項下，另外如已獲得政府

其他相關補助經費者(含 12年國民基本教育學費補助)，不得重覆申請，請

各位同仁提出相關申請時需審慎評估，擇優申請。 
     注意： 

     (1)子女高中職以上需繳驗收費單據；國中小以下免附。 

     (2)初次申請子女教育補助費者，請再檢附有子女資料之戶口名簿。 

     (3)夫妻同為公教人員者僅得一人提出申請。 

     (4)新學年度同仁的子女若升國中或高中或大學有改變學校者，請告知，俾利稽核 

        系統資料建置之完整正確。     

二、 全民健康保險子女逾二十歲未在學者，不得再以眷屬身份依附員工加保，

（應屆畢業生畢業當學年度終了之日起一年內，及服完義務役退伍之日起

一年內者除外），如有應轉出者，請告知出納辦理。 

三、請教師及公務同仁確實遵守本校差勤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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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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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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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人事室/差勤管理項

下，請參閱。 

四、同仁如有領取專業證照者，應立即檢證向本校人事室申報，並由人事室造

冊列管。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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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同仁在外如有兼職或兼課，不論是否涉及上班時間，均應簽陳校長核准並

請加會人事室，以利審核。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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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人員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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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進：邱凱彬教師、黃美純教師。 

國中代理教師：續聘_曾秉閎師、新進_蔡俊誠師、鄭心喬師、林靜雯師、徐夢

涵師。 

九、有關「法規修正及釋例」、「業務宣導」等相關資料，分別置於本校網芳/106

學年度/人事室/法規修正及釋例、業務宣導與本校校網/人事室/法規修正及釋

例、行政訊息資料夾中，週知同仁並請自行下載參考運用。 

十、國民旅遊卡新制業於106年1月1日起生效，106學年度起教師兼行政職務之

同仁將適用國旅卡新制，新制簡要說明如下： 

（一）休假14日以上者：強制休假補助費（俗稱國旅卡額度）16,000元，分為

自行運用額度8,000元，得在國旅卡特約商店消費暨核銷；觀光旅遊額

度8,000元，自106年3月起僅得於「旅遊業、旅宿業、觀光遊樂業或交

通運輸業」等四類行業別消費暨核銷。 

註1:交通運輸業_如高鐵、臺鐵，汽機車加油不屬交通運輸業。 

註2：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6年3月修訂之「國民旅遊卡Q&A」規定，禁

止於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購買儲值性商品(如：油票、提貨券、禮券、

住宿券及餐券等)申請休假補助之事宜，避免違反規定。 

（二）休假7日者：強制休假補助費（俗稱國旅卡額度）8,000元，全額為自行

運用額度8,000元，得在國旅卡特約商店消費暨核銷。 

 

十一、選舉事項： 

選舉一 

提案單位：人事機構 

案由：改選本校 106學年度考核委員會票選委員選舉事項。 

說明： 
一、 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9 條及本校 103年 8月

29日決議辦理。 
二、 請公開推選人員進行開票作業。 
三、 選票如附件。 

選舉結果： 

選舉二 

提案單位：人事機構 

案由：改選本校 106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選舉委員選舉事項。 

說明：  
一、 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及本校 103年 8月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0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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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決議辦理。 
二、 請公開推選人員進行開票作業。 
三、 選票如附件。 

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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